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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國土計畫法於民國 105 年 1 月 6 日公布，並於同年 5 月 1 日公告施行。其立

法目的係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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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國土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

二年內，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法，爰辦理相關規劃以利全國國土計畫之擬定。 

壹、計畫緣起 

一、國土空間計畫之承先啟後 

國土計畫之研擬需承接既有之計畫體制，從國土綜合開發計畫至依區域計畫

法研擬之全國區域計畫，指導非都市土地、都市計畫土地、國家公園土地。在國

土計畫法公告施行後，在階層上，全國國土計畫將指導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並將原有土地使用分區轉為國土保育、海洋資源、農業發展、城鄉發展等四

種功能分區。另一向度，國土計畫應呼應「國家發展計畫」。國家發展計畫上承

總統治國理念以及行政院施政方針，向下指導各部門施政與實質建設計畫。並藉

由「國土空間發展策略」檢討與研擬全國空間發展方針（詳參圖 1-1）。 

 

圖1-1 現行國土計畫體系及空間策略關連示意圖 



2 

二、確立國土計畫之上位指導 

國土計畫法的頒布（民國 105 年 1 月 6 日）賦予全國國土計畫法源依據，確

立國土計畫為我國管轄之陸域及海域國土空間資源之指導計畫（國土計畫法第三

條第一款），未來國土計畫為「全國國土計畫」及「縣（市）國土計畫」的二階

層規劃體系，並將國土劃分為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

鄉發展地區等四大功能分區，簡化現行非都市土地 11 種使用分區，其下編定 19
種用地別的繁複土地使用管制，藉由各功能分區管理土地使用，強化過去區域計

畫對非都市土地使用發展未具法定指導地位。 

在全國國土計畫指導下，直轄市及縣（市）國土計畫將由地方政府繪製國土

功能分區圖及訂定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強化上下位計畫的聯結性，並授權地方政

府得因考量環境資源條件、土地利用現況、地方特性及發展需求等因素，編定各

種使用地及相關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國發會，民國 105 年）。 

在都市成長管理的機制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規範城鄉發展之總量、

型態、未來發展地區之適當區位及時程，未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範圍，將限於

城鄉發展地區內，且須配合 5 年通盤檢討通案調整，有別於現行非都市土地得隨

時辦理變更。針對環境嚴重劣化的地區，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劃定國土復育促

進地區，擬訂復育計畫，對於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未來因國土保育需求，變更為

非可建築用地時，得適當補償其所受之損失。 

三、政策計畫與法定計畫之銜接 

國土計畫法發布實施以前，臺灣國土空間發展政策的演進分為三個階段。首

先為民國 68 年的「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第二階段是民國 85 年「國土綜合

開發計畫」，第三階段為民國 99 年發布之「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國土空間

發展策略計畫是以空間發展策略的規劃邏輯，達到國土規劃之願景，並以此方法

作為引領中央、地方以及各部門間長期發展的指導綱領。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與國

土空間發展計畫在本質上並不相同，前者由國發會研擬規劃，為軟性指導，關注

因應國家競爭及政經社會文化等需求面，宣示國家發展對土地、環境、資源等的

需求；後者由內政部主導，為剛性規範，藉由供給面劃分空間功能，包含資源條

件使用、土地及環境供給等，旨在強化土地開發之功能。 

因國土計畫法已公告施行，爰研擬本計畫及相關子計畫（詳參圖 1-2），故本

計畫定位為國土相關子計畫之整合平台。期藉由本計畫概念指導，及子計畫之實

證反饋，確實落實研擬國土空間發展計畫。在永續發展及因應全球氣候變遷之前

提下，本計畫不僅反映國土空間計畫發展之時代意義，同時也有銜接政策計畫與

法定計畫，以及整合法定計畫間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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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國土相關計畫關連示意圖 

貳、計畫理念與方法 

國土空間計畫涉及之層面廣泛且議題具高度複雜性，為使規劃議題具跨領域，

使研擬之策略具共識性，本計畫之執行理念如下： 

一、共同設計與共同產出 

本計畫之執行擬採取「未來地球（Future Earth）」計畫所提出之「共同設計

(co-design)」與「共同產出(co-produce)」理念，著重於規劃者與不同利害相關者

共同研擬規劃議題及共同產出規劃成果的過程，且將成果作為行動者、理論實踐、

制度與網絡等知識分享與應用的基礎。如圖 1-3 所示，本計畫之執行理念，即由

規劃者、政策制定與執行者（甲方）、相關公部門與專家等利害相關者共同設計

空間規劃之研究並發掘相關議題；空間規劃策略的研擬則由不同專業所組成的跨

領域規劃團隊與政策制定與執行者、相關公部門、專家等利害相關者，共同產出

策略架構、機制設計、執行方法等研究成果。 

 
圖1-3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之共同設計與共同產出執行理念架構圖 

國土計畫
-四個委託技術服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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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計畫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

國土空間發展計畫

國土功能分區規劃
國土防災及國土復育

促進地區規劃
城鄉發展模式與

行政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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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略空間規劃(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傳統都市規劃無法預期未來國土空間發展，僅能藉由土地使用管制來限制非

預期的開發行為，策略空間規劃有別於傳統土地管制及藍圖式規劃，為較有彈性

及整合性的規劃過程，其針對地區之課題，研擬策略方案，以實現空間發展之願

景(Albrechts, 2004)。策略空間規劃在過程中強調有條理的決策程序，著重資訊的

蒐集、關鍵決策者與意見領袖參與及溝通。本計畫在執行全國國土計畫之規劃時

分四個階段：願景、議題指認、空間策略研擬以及行動方案（詳參圖 1-4）。 

 
圖1-4 本計畫執行架構圖 

過往臺灣的規劃思維以傳統土地管制為主，空間發展政策對地方土地開發之

法制規範，致衍發臺灣長期以來國土開發充斥著經濟發展、環境保育、社會公平

間的衝突。國土空間規劃應強調政策的整合，建立由上而下以及由下而上的規劃

管理機制，以及強化民間參與能力，並提出國土計畫之願景與發展策略。策略空

間規劃注重國土政策的整合，由過去都市治理型式思維，轉變成政府與各利害關

係人間合夥關係及共識的建立，強調政策擬定過程中的制度設計與運用。 

 注重自然、社會環境之限制與發展潛力。 

 納入廣泛（多層級治理）且多樣的利害關係人（包含：公私部門、民間

團體）的參與於規劃決策過程中。 

 權衡空間利害關係人之意見並整理出共識，以增加政策執行效率。 

 注重長期、法律基礎政策整合平台。 

 著重於決策、行動、結果與實踐，並整合監測、回饋與改善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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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目標與範圍 

一、計畫目標 

本計畫以國土永續發展為前提，依據空間資料蒐集與分析，透過規劃者、政

策制定者、專家與相關公部門的共同參與，研提國土計畫之願景並指認國土空間

發展議題，進而研擬國土空間規劃目標、國土空間策略與構想。國土成長管理策

略與執行工具，以及部門空間發展策略與應配合措施，則為我國因應環境趨勢下

之國土發展策略之行動方案。本計畫以民國 125 年（西元 2036 年）為計畫年期，

相關分析以各部會最新年期資料為主。 

二、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包括：臺灣地區及金門縣、連江縣等之陸域及海域範圍。 

(一) 陸域部分： 

包括：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縣、

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臺

東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等，計 6 直轄市、

16 縣（市）。 

(二) 海域部分： 

臺灣本島及已公告領海基線之相關島嶼，係自已登記土地外圍之地籍線

起至領海外界線間（包括：潮間帶、內水、領海範圍）未登記水域；其他未

公告領海基線者，則係自已登記土地外圍之地籍線起，至該地區之限制、禁

止水域範圍。 

三、計畫內容 

本計畫工作項目包括：願景建立、空間資料蒐集與分析、國土空間發展

議題指認、國土空間發展策略及構想、國土成長管理策略研擬、部門空間發

展策略及應配合措施、相關子計畫彙整。首先確立國土發展之願景，在這願

景下，開始蒐集臺灣各面向之基礎資料，並指認其中議題，分析現況那些困

境是無法達成國土發展願景，並研擬對應之國土空間發展策略、成長管理策

略，同時，彙整各部門空間發展策略及其競合處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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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工作項目執行流程圖 

肆、計畫執行方式 

上開之計畫內容將持續於工作會議中與城鄉分署討論，並酌量修正，並舉行

兩場顧問會議、兩場座談會以聽取多方意見。除了上開工作內容、相關會議外，

規劃團隊組成「諮詢委員平台」，作為各工作項目的討論交流與確認的場域，加

強本計畫達跨域整合之效，將舉行 6-8 次的諮詢委員平台會議，會議決議將作為

研擬本計畫內容之重要依據。而本計畫主要之工作項目包括確定本計畫之願景、

空間資料蒐集與分析之適宜性、國土空間發展議題之指認、排序與關聯性，以及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與構想，此外本計畫將綜整國土計畫相關子計畫內容，並於諮

詢委員平台討論。諮詢委員平台委員由 12 位專家學者、8 位公部門機關代表，

以及三位子計畫主持人組成，結合不同專業、機關的政策及實務經驗，名單見下

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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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諮詢委員平台名單 

  

委 員 任 職 單 位 專 長 

王 弓 中國科技大學企管系暨研究所講座教授 產業發展 

王玉真 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 機關代表 

江瑞祥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跨域整合 

李永展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究所 社區總體營造 

李玲玲 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及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生態保育 

杜張梅莊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機關代表 

林怡妏 經濟部工業局 機關代表 

林盛豐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 空間發展 

林國慶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農業 

邱文彥 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海岸土地 

柯建興 交通部觀光局 機關代表 

孫以濬 中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交通運輸 

郭翡玉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發會 機關代表 

陳弘凷 經濟部水利署 機關代表 

陳亮全 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防災 

黃世孟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秘書長 都市計畫 

黃宏斌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水土保持 

楊重信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系 國土規劃 

劉可強 財團法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生態地景 

蕭代基 中央研究院經濟所 環境與資源經濟 

簡俊發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機關代表 

邊泰明 政治大學地政系 產業經濟、土地使用管制 

蘇振維 交通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機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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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土空間發展現況與預測 

第一節 土地使用 

壹、國土利用現況 

本計畫透過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於西元 2006 及 2015 年兩次國土利用調查

的成果，檢視國土利用的空間分布變化。接著，透過兩個階段不同土地使用類別

之比較，初步瞭解近十年來我國國土空間利用現況之轉變。其中，此部分所討論 
之土地使用類別包含農業使用地、森林使用地及人為開發使用地（含建築、公共

設施及遊憩用地）等三種使用地。我國西元 2006 及 2015 年之國土利用調查成果

如圖 2-1 所示。 

 
 



9 

 

圖2-1 我國 2006 及 2015 年國土利用調查結果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圖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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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使用地變遷概況 

根據西元 2006 及 2015 年兩次國土利用調查的成果，檢視國土利用調查中農

業使用地的空間分布變化，並將兩者進行疊合分析，得到成果如圖 2-2 所示。由

圖可知，近十年來農業用地減少的區域，可簡單分為兩種趨勢。首先，農業使用

的轉變主要集中於都會週遭的土地，又以臺中、彰化員林地區為明顯。其次，則

普遍呈現「蛙躍式」的農地轉用情形，除了雲林、嘉義及臺東地區以外，幾乎都

有此種變遷現象。另外，若仔細檢視臺東地區農業使用地的變遷情形，可發現近

十年農業使用地有大幅轉變之現象，且集中於海端與延平鄉。 

表2-1 臺東縣（含海端及延平鄉）近十年農耕用地比較表 
單位：公頃 

年份 2006 年 2014 年 

臺東縣 47,896 47,046 

海端鄉 1,545.33 1,488.02 

延平鄉 1,410.40 1,523.79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民國 105 年 

此外，將 2015 年農業使用地與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所頒布之全臺山坡

地圖資進行套疊，可發現西部山麓帶之農業使用，幾乎都分布在山坡地之範圍中，

且其重疊區域相較十年前增加（詳參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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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臺灣地區農業使用變遷（2006 及 2015 年）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圖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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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臺灣地區農業使用與山坡地分布圖（2006 及 2015 年）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圖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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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透過我國農業統計年報之分析，瞭解農業土地的更迭情形。首先，

根據行政院農委會民國 104 年農業統計年報資料，我國農耕土地(Agricultural 
Land Area)面積約為 79 萬公頃，相較於 16 年前（民國 88 年）的 85.5 萬公頃，

約減少 5 萬 8 千公頃，為當時全國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六（詳參表 2-2）。若以各直

轄市、縣（市）之變遷概況切入，可發現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高雄市、新

竹市與嘉義市農地減少的比例皆超過 10%（詳參圖 2-4）。其中，新竹市與嘉義市

的行政疆域為都市類型的區域，因都市化與擴張的影響使農地面積顯著減少。另

一方面，除了臺北市外，其餘五都境內皆橫跨都市區、農業區與山區，但其農地

減少的比例與面積依舊十分顯著。其中，新北市在近十五年中更減少 9,300 公頃

以上的農耕地。透過面積變量圖 1(cartogram)的呈現，其面積較原絕對形狀差距

越大者，越能容易辨識各直轄市、縣（市）農耕面積之衰減程度（詳參圖 2-5）。 

表2-2 臺灣地區各直轄市、縣（市）近十五年農耕用地面積變化 
農耕用地面積（單位：公頃） 面積增減 

（公頃） 
增減比例 

(%) 民國 88 年 民國 104 年 
臺灣地區 855072.59 臺灣地區 796618.46 -58454.13 -6.84% 
臺北縣 34646.79 新北市 25324.45 -9322.34 -26.91% 
臺北市 3407.24 臺北市 3220.58 -186.66 -5.48% 
桃園縣 40304.7 桃園市 34726.33 -5578.37 -13.84% 

臺中縣及臺中市 57147.38 臺中市 49377.64 -7769.74 -13.60% 
臺南縣及臺南市 97802.56 臺南市 92829.75 -4972.81 -5.08% 
高雄縣及高雄市 53343.54 高雄市 47360.75 -5982.79 -11.22% 

宜蘭縣 27840.41 宜蘭縣 26888.38 -952.03 -3.42% 
新竹縣 30474.09 新竹縣 28062.91 -2411.18 -7.91% 
苗栗縣 35135.07 苗栗縣 33973.16 -1161.91 -3.31% 
彰化縣 65672.65 彰化縣 61799.29 -3873.36 -5.90% 
南投縣 66135.16 南投縣 65320.15 -815.01 -1.23% 
雲林縣 84386.76 雲林縣 80139.57 -4247.19 -5.03% 
嘉義縣 77144.09 嘉義縣 73451.45 -3692.64 -4.79% 
屏東縣 76456.46 屏東縣 70628.49 -5827.97 -7.62% 
臺東縣 47744.4 臺東縣 46966.56 -777.84 -1.63% 
花蓮縣 45915.96 花蓮縣 46083.82 167.86 0.37% 
澎湖縣 5539.89 澎湖縣 5659.41 119.52 2.16% 
基隆市 739.37 基隆市 735.28 -4.09 -0.55% 
新竹市 2686.07 新竹市 2242.07 -444 -16.53% 
嘉義市 2550 嘉義市 1828.42 -721.58 -28.3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行政院農委會農業統計年報

                                                 
1「變量圖」(Cartogram)是以面積展現主題屬性的差異。因此，其圖面之各屬性面積隨所欲表示

之主題屬性量大小而改變，在特定適當之應用情況下，「變量圖」具有較其他主題圖表現方式更

佳之資訊傳達功能（史天元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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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近 16 年各直轄市、縣（市）農耕用地減少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行政院農委會歷年農業統計年報資料繪製 

 

圖2-5 近 16 年各直轄市、縣（市）農耕用地減少面積變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行政院農委會歷年農業統計年報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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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為開發使用地變遷概況 

人為開發使用地（包含建築使用、公共設施及遊憩用地）的變遷透過疊圖分

析初步發現近十年來有增加之趨勢（詳參圖 2-6、圖 2-7）。由疊圖分析結果顯示，

北部區域人為開發使用地的增加呈現平均散布之情形。其中，蘭陽平原人為開發

使用增加的區域明顯地偏離宜蘭及羅東兩大城鎮中心，可間接證明近十年其農地

受到人為開發使用的入侵情形十分顯著。除此之外，以新竹市為中心的週遭地區

（高鐵特定區、竹南等地）亦為人為開發使用增加的集中區域。 

 
圖2-6 臺灣地區人為開發使用地變遷（2006 及 2015 年）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圖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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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臺灣地區人為開發使用分布（2006 及 2015 年）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圖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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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以國土利用調查與土地使用分區進行疊圖分析，可以發現有許多工業

使用不符合土地使用規定之情形。自西元 1960 年代，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及當時

推廣「客廳即工廠」的政策方向，使工廠的生產線延伸至工業區外，致產生使用

型態與使用規定不符現象，即為所稱之「未登記工廠」。由圖 2-8 可以看出：我

國西半部從北到南皆有為數眾多之未登記工廠，不但密集且大多座落於農地之上，

其中甚至包含許多我國高產值之產業。 

 
圖2-8 臺灣合法與未登記工廠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國土利用現況調查、都市計畫分區圖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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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既有空間計畫辦理情形與分區現況 

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於民國 71 年至 73 年間公告實施，各該區域

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於民國 84 年至 86 年間分別辦理實施；民國 95 年莫拉

克颱風肆境重創臺灣，為避免重大災害、復育國土，針對土地使用加強管制，爰

於民國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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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法定土地使用計畫種類包含區域計畫、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計畫三種。

都市土地約佔全國面積 13.3%；非都市土地主要作為農業、森林及山坡地保育使

用依區域計畫法管制，陸域面積約佔全國面積 78%；國家公園約占全國面積之

8.7%。都市及非都市土地面積及比例概況說明如下： 

(一) 都市土地 

以內政部統計年報資料，民國 104 年全國都市計畫區共 435 處，實施都

市計畫之面積約為 482,940 公頃，其中超過五成為特定區計畫，面積達 24 萬

7,695 公頃；近四成為市鎮計畫，其餘為鄉街計畫，而新北市實施之都市計

畫最多，共 46 處，總計約 124,711 公頃（詳參圖 2-9、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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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全國都市計畫範圍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網站，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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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都市計畫處數與面積一覽表 

縣（市） 
總計 市鎮計畫 鄉街計畫 特定區計畫 

處 公頃 處 公頃 處 公頃 處 公頃 
新北市 46 124,711 34 19,553 － － 12 105,158 
臺北市 1 27,180 1 27,180 － － － － 
桃園市 33 32,389 11 13,065 14 4,716 8 14,608 
臺中市 32 53,482 20 22,156 － － 12 31,326 
臺南市 41 52,505 9 22,105 19 8,798 13 21,602 
高雄市 32 41,849 5 18,741 16 12,744 11 10,365 
臺灣省 244 131,680 63 54,501 121 31,284 60 45,895 
宜蘭縣 20 7,657 6 4,364 10 2,732 4 560 
新竹縣 16 5,454 5 2,867 8 1,327 3 1,260 
苗栗縣 20 7,759 6 4,134 8 1,047 6 2,578 
彰化縣 31 13,387 8 4,347 18 4,464 5 4,575 
南投縣 22 12,648 8 4,992 7 1,320 7 6,336 
雲林縣 25 9,780 6 4,255 14 3,580 5 1,945 
嘉義縣 28 18,121 6 3,065 15 5,143 7 9,913 
屏東縣 30 16,517 4 3,588 23 6,669 3 6,260 
臺東縣 17 8,766 5 4,476 6 1,117 6 3,172 
花蓮縣 19 12,340 3 3,243 11 3,824 5 5,273 
澎湖縣 6 1,063 2 711 1 60 3 292 
基隆市 1 7,406 1 7,406 － － － 0 
新竹市 6 4,614 2 2,133 － － 4 2,481 
嘉義市 3 6,169 1 4,919 － － 2 1,249 
福建省 6 18,740 － － － － 6 18,740 
金門縣 1 15,537 － － － － 1 15,537 
連江縣 5 3,203 － － － － 5 3,203 
合計 435 482,940 143 177,703 170 57,542 122 247,695 

資料來源：內政部，內政部統計年報，民國 105 年 

而其中，都市發展地區（包括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行政區、文教區、

公共設施用地、特定專用區等）計約 209,873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之 43%；非都

市發展地區（包括農業區、保護區、風景區、河川區等）計約 273,066 公頃，佔

計畫總面積之 57%。此外，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則計約 92,227 公頃，佔計畫總面

積之 19%，其中並以道路、人行步道為多，公園次之（詳參表 2-4）。 

表2-4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 
都市發展地區 非都市發展地區 

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住宅區 64,957 農業區 100,875 
商業區 8,034 保護區 137,043 
工業區 21,688 風景區 2,832 
行政區 192 河川區 11,723 
文教區 1,072 其他 20,593 

公共設施用地 92,185   
特定專用區 14,645   

其他 7,101   
小計 209,874 小計 273,066 

總計 482,940 
資料來源：內政部，內政部統計年報，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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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都市土地 

民國 104 年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面積總計 2,999,267 公頃，整體而言，

中部區域占 30%，其次為南部區域之 27%、東部區域之 26%，非都市土地

比例最低為北部區域，僅 18%。而就各直轄市、縣（市）而言，除臺北市、

金門縣及連江縣轄區內無非都市土地外，其餘縣市則以花蓮縣、南投縣、臺

東縣之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面積位居前三。 

依使用分區劃定情形而言：森林區之土地使用最多(44%)，其次為山坡

地保育區(22%)；依各類使用地編定的情形而言，除暫未編定用地及其他用

地外，林業用地(43%)之土地使用最多，其次為農牧用地(27%)（詳參圖 2-10、
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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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0 全國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未含海域區）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網站，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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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 
單位：公頃 

使用分區 面積 使用分區 面積 
特定農業區 329,505 山坡地保育區 664,554 
一般農業區 240,064 風景區 49,189 

工業區 26,825 國家公園區 55,478 
鄉村區 25,748 特定專用區 281,672 
森林區 1,308,930 河川區 17,302 

總計 2,999,267 
資料來源：內政部，內政部統計年報，民國 105 年 

(三) 都市土地及非都市土地功能使用 

綜觀上述土地使用配置情形，都市計畫區與非都市土地面積共計約

3,482,207 公頃，其中，依其分區、用地之使用功能予以細分，得知全國土地

依次為保育、農業使用功能為最多（詳參表 2-6）： 

1. 保育地使用類型：含都市計畫之保護區；非都市土地之林業、生態保

護、國土保安用地，計 1,694,080 公頃，為最大宗，約佔面積之 48.64%； 

2. 住商使用類型：含都市計畫之住宅區、商業區；非都市土地之甲、乙、

丙種建築用地，計 114,540 公頃，約佔總面積之 3.28%﹔ 

3. 工業使用類型：含都市計畫之工業區；非都市土地之丁種建築用地，

計 43,779，約佔總面積之 1.26%﹔ 

4. 公共設施使用類型：含都市計畫之公共設施用地﹔非都市土地之交通、

水利、殯葬，計 203,351，約佔總面積之 5.84%； 

5. 農業使用類型：都市計畫之農業區；非都市土地之農牧、養殖用地，

計 944,466，約佔總面積之 27.12%； 

6. 遊憩使用者：含都市計畫風景區；非都市土地之遊憩用地，計 9,099
公頃，約佔總面積之 0.26%； 

7. 特定用地及其他使用類型者：含都市計畫之文教區、行政區、特定專

用區等；非都市土地之窯業、鹽業、特定目的事業、暫未編定等用地

計 472,487，約佔全區之 13.6%。 

值得注意的是，依據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2 年調查分析資料指出，全國

土地尚有 33 萬 6,045 公頃無使用分區資料，包含：未辦理測量土地、已測

量但未劃定使用分區者，凸顯現當前國土管理未臻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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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都市與非都市土地面積及比例表 
單位：公頃 

使用類型 面積 比例 使用類型 面積 比例 
保育使用 1,694,080 48.66% 農業使用 944,466 27.13% 
住商使用 114,540 3.29% 遊憩使用 9,099 0.26% 
工業使用 43,779 1.26% 

特定用地及其他使用 472,487 13.57% 
公共設施使用 203,351 5.84% 

總計 3,482,207 100% 
資料來源：內政部，內政部統計年報，民國 105 年 

為配合未來國土計畫之空間架構，將臺灣北、中、南、東部等 4 個區域計畫，

整併為全國區域計畫，同時調整為政策計畫性質，研擬各類型土地利用基本原則，

俾利於未來轉換為全國國土計畫，於民國 102 年公告實施，全國區域計畫重點如

表 2-7 所示。 

表2-7 全國區域計畫重點彙整表 
重點 內容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趨勢，研訂

土地使用調整策略 

(一) 因應氣候變遷趨勢，研擬土地使用調適策略原則。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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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避免直接限縮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外，並依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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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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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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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為因應全國糧食安全需求，依據行政院農委會訂定之農

地需求面積，研訂全國農地需求總量（74~81 萬公頃）及直轄

市、縣（市）農地需求總量（分別為 0.4 萬公頃至 10 萬公頃

不等）。 

(二) 依據行政院農委會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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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後續重新檢討特定

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之區位及範圍。 

(三) 明確規定特定農業區應儘量避免變更使用，並限縮特定

農業區容許使用項目，俾後續據以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 

(四) 指示都市計畫農業區應依據訂定發展定位，並檢討其土

地使用管制規定。 

建立計畫指導使用機制及簡化

審議流程 

(一) 研訂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總量、區位、機能、規模之指

導原則，未來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內應訂定全市（縣）

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區位、規模及機能；且除行政院核

定係屬配合重大建設計畫需要之都市計畫，得逕依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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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內容 

法規定辦理，無須再提區委會審議。又未來均將以直轄市、縣

（市）區域計畫辦理政策環評，不再就零星個案（按：即 10

公頃以上新訂都市計畫案）辦理，大幅簡化辦理程序。 

(二) 訂定「開發利用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之指導

原則，並簡化開發許可之審查流程，以建立計畫引導土地使

用模式，提高審查效率；並在符合現行法令規定情形下，於計

畫書內訂定政府為推動重大建設計畫有迫切需要，得辦理土

地使用分區變更之相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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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自全國區域計畫 

在國土計畫法立法通過前，全國區域計畫係空間計畫體系中之最上位法定空

間計畫，主要規範內容為土地利用基本原則，係屬政策計畫性質，直轄市、縣（市）

區域計畫應依據該計畫之指導，進行實質土地規劃，係屬實質計畫性質，該二層

級計畫具有上、下位指導關係。又為因應都會區域發展及特定區域（如河川流域、

水庫集水區或原住民族土地等地區）之發展或保育需求，考量大多具有跨直轄市

或縣（市）轄區特性，屬全國區域計畫範疇之一，以指導各該範圍內直轄市、縣

（市）區域計畫，內政部將視實際需要，整合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計畫及其資

源，研擬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計畫內容，以指導土地有秩序發展。此外，全國區

域計畫並兼具指導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計畫，與協調各部門計畫等功能。 

國土計畫法經立法院於民國 104 年 12 月 18 日三讀通過，並經總統於民國

105 年 1 月 6 日公布，行政院定自民國 10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依據該法第 45
條規定，內政部應於本法施行後 2 年內，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2 年內，依內政部指定之日期，一併公

告實施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並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2 年內，依內政部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依前項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之日起，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 

全國國土計畫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後續將以取代現行全國區域計畫

及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且於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時，因區域計畫法不再

適用，屆時全國國土計畫將配合辦理廢止。惟依據國土計畫法前開規定，國土計

畫法執行前尚有 6 年過渡期間，區域計畫法仍具有效力，全國區域計畫於該段期

間仍應持續推動，並完備計畫內容，引導土地有秩序利用。然而，在這段期間適

用之各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如何銜接至未來全國、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是需考量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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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部門計畫及相關報告書 

一、中華民國 104 年內政部營建署年報 

(一) 推動國土計畫法 

我國近幾年來，面臨九二一地震、莫拉克颱風等重大災害侵襲、國內糧

食自給率不足、國際及兩岸經濟開放、高速鐵路及國際航空城等投資建設等

環境或情勢之重大變遷，因涉及國土保安、生態保育、資源維護、糧食安全、

經濟發展或城鄉管理等不同面向，所以從單一部門立場思考進行空間規劃，

絕對無法符合國內經濟及社會文化發展需求，突顯當前實施整體國土規劃之

急迫性及必要性。為追求生活、生產及生態之永續發展目標，特制定「國土

計畫法」，期達到下列目標： 

1. 建立國土計畫體系，明確宣示國土空間政策，並依循辦理實質空間規

劃。 

2. 因應氣候變遷趨勢、海洋使用需求、維護糧食安全及城鄉成長管理，

研訂國土空間計畫，引導土地有秩序利用。 

3. 依據土地資源特性、環境容受力及地方發展需求，研擬土地使用管制，

確保土地永續發展。 

4. 依據土地使用規劃對既有合法權益之影響情形，研訂權利保障及補償

救濟。 

5. 內政部營建署於民國 101 年 11 月 5 日陳報國土計畫法法草案至行政

院審議，行政院於民國 101 年至 103 年間召開 9 次審查會議，於民國

103 年 7 月 28 日函送立法院審議，立法院並於民國 104 年 12 月 18
日三讀通過，民國 105 年 5 月 1 日開始施行。 

(二) 區域計畫 

依據環境資源特性及發展需要，研擬空間發展構想，建立土地使用秩序

與倫理，以引導土地合理開發利用。計畫類型包括：全國區域計畫及直轄市、

縣（市）區域計畫等 2 類，目前辦理情形如下： 

1. 辦理「全國區域計畫」修正： 

依據國土計畫法架構，營建署除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區

域計畫作業，並將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整合為全國區域計畫，

循程序報請行政院同意備案後，於民國 102 年 10 月 17 日公告實施。 

依據行政院民國 102 年 9 月 9 日函示意見，營建署再另案辦理計畫

修正作業，增列區域性部門計畫、建立基本容積制度、農地及修正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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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地區等內容。全案召開 15 次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會議及

5 場公聽會，並提送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大會討論經審議同意，後續俟

完成政策環評，報請行政院備案後公告。 

2. 推動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 

為發揮地方自治精神，落實目前國土計畫法引導地方發展藍圖等政

策構想，持續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區域計畫法擬定區域計畫，

俾有效引導都市計畫之新訂、擴大及通盤檢討，並據以有效審議非都市

土地之開發許可。 

3. 修正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相關法規 

修正法規計有「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民國 104 年 8 月

17、11 月 12 日發布實施）」、「非都市土地開發影響費徵收辦法（民國

104 年 12 月 4 日修正發布）」、「非都市土地非屬山坡地範圍之開發案件

申請整地排水計畫與施工管理書圖文件及審查項目須知（民國 104 年

10 月 30 日修正發布）」。 

4. 其他 

其他如推動環境敏感地區查詢作業單一窗口機制、修正農業用地興

建農舍辦法、積極推動「海岸管理法」、推動建立海域區容許使用審查

機制、執行「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第二期）」、推動擬定「特定區域

計畫」等。 

肆、臺灣國家公園計畫與面積 

一、現況 

我國目前共有九座國家公園，分別為墾丁、玉山、陽明山、太魯閣、雪霸、

金門、東沙環礁、台江、澎湖南方四島，面積合計約 750,071 公頃，海域面積佔

全區之 58%，陸域則佔全區之 42%，其中跨海、陸域者為墾丁、東沙環礁、台

江及澎湖南方四島，茲分別說明如下（詳參表 2-8）： 

(一) 墾丁 

主要保育資源為隆起珊瑚礁地形、海岸林、熱帶季林、史前遺址海洋生

態，面積為 33,290 公頃，其中，面積以一般管制區最多，生態保護區次之。 

(二) 玉山 

主要保育資源為高山地形、高山生態、奇峰、林相變化、豐富物種、古

道遺跡，面積為 103,121 公頃，其中，面積以生態保護區最多，一般管制區

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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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陽明山 

主要保育資源為火山地質、溫泉、瀑布、草原、闊葉林、蝴蝶、鳥類，

面積為 11,338 公頃，其中，面積以生態保護區最多，特別景觀區次之。 

(四) 太魯閣 

主要保育資源為大理石峽谷、斷崖、高山地形、高山生態、林相及物種

豐富、古道遺址，面積為 92,000 公頃，其中，面積以生態保護區最多，特別

景觀區次之。 

(五) 雪霸 

主要保育資源為高山生態、地質地形、河谷溪流、稀有動植物、林相變

化，面積為 76,850 公頃，其中，面積以生態保護區最多，一般管制區次之。 

(六) 金門 
主要保育資源為戰役紀念地、歷史古蹟、傳統聚落、湖泊濕地、海岸地

形、島嶼型動植物，面積為 3,529 公頃，其中，面積以一般管制區最多，特

別景觀區次之。 

(七) 東沙環礁 
主要保育資源為珊瑚礁、海洋生態，面積為 353,668 公頃，其中，面積

以特別景觀區為主。 

(八) 台江 
主要保育資源為自然濕地生態、台江地區重要文化、歷史、生態資源、

黑水溝及古航道，面積為 39,310 公頃，其中，面積以一般管制區為主。 

(九) 澎湖南方四島 
主要保育資源為玄武岩地質、特有種植物、保育類野生動物、珍貴珊瑚

礁生態與獨特梯田式菜宅人文地景等多樣化資源，面積為 35,844 公頃，其

中，面積以一般管制區最多，特別景觀區次之。 

(十) 國家自然公園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為我國目前唯一一座國家自然國家公園，主要保育資

源，為人文史蹟、珊瑚礁石灰岩地形、豐富物種，面積為 1,123 公頃，其中，

面積以一般管制區最多，特別景觀區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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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各國家公園計畫分區面積統計表 
單位：公頃 

公園別 生態保護區 特別景觀區 史蹟保存區 遊憩區 一般管制區 總計 

墾丁 
6,725 1,863 15 760 23,926 33,290 

20.20% 5.60% 0.05% 2.28% 71.87% 100.00% 

玉山 
73,622 3,393 280 240 25,586 103,121 

71.39% 3.29% 0.27% 0.23% 24.81% 100.00% 

陽明山 
2,115 5,378 22 270 3,553 11338 

18.65% 47.43% 0.19% 2.38% 31.34% 100.00% 

太魯閣 
66,240 22,630 40 300 2,790 92,000 

72.00% 24.60% 0.04% 0.33% 3.03% 100.00% 

雪霸 
51,596 1,855 41 82 23,276 76,850 

67.14% 2.41% 0.05% 0.11% 30.29% 100.00% 

金門 
0 1,526 0 267 1,736 3,529 

0.00% 43.24% 0.01% 7.56% 49.19% 100.00% 

東沙環礁 
57,661 295,943 2 0 63 353,668 

16.30% 83.68% 0.00% 0.00% 0.02% 100.00% 

台江 
636 1,342 20 38 37,275 39,310 

1.62% 3.41% 0.05% 0.10% 94.82% 100.00% 

澎湖南方四島 
71 16,918 0 26 18,830 35,844 

0.20% 47.20% 0.00% 0.07% 52.53% 100.00% 

壽山 
0 245 13 18 846 1,123 

0.00% 21.82% 1.14% 1.63% 75.40% 100.00% 

資料來源：臺灣國家公園網站，民國 105 年 

二、國家公園永續發展計畫（101 年至 104 年）中程實施計畫 

國家公園法自民國 61 年 6 月 13 日公布施行，民國 71 年起即陸續推動墾丁

等 8 座國家公園之規劃建設，民國 99 年 12 月 8 日國家公園法修法，以新增「國

家自然公園」方式，將國家自然公園納入國家公園體系，並於民國 100 年 12 月

6 日辦理首座壽山國家自然公園開園典禮及成立籌備處。迄今國家公園（含國家

自然公園）面積占臺灣地區面積之 8.66%，保護區遍及自然型、郊野型、文化型、

海洋型以及資源豐富度或面積規模較小之國家自然公園，逐漸邁向建立完整國家

公園系統，有效保存國家整體珍貴資源。 

為健全國家保育體系，因應全球暖化趨勢，減少極端氣候威脅，內政部營建

署延續「97 年至 100 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擬定「101 年至 104 年國家公園中

程計畫」，其中「國家公園永續發展計畫」即為其中一項子計畫，經費編列在營

建署預算內，以督導整體國家公園建設計畫、推動籌設國家（自然）公園以及促

進國家公園永續發展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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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區域階層、生活圈及規模 2 

未來國土空間發展應於環境保育與國土保安的永續發展前提下，強化國際間、

區域及地方間的競爭力，同時鞏固國內生活品質。全國國土空間結構依自然與社

會條件賦予明確定位，分別為「三軸、海環、離島」。「三軸」分別為「西部創新

發展軸」、「東部優質生活產業軸」與「中央山脈保育軸」，西部地區發展將以創

新作為城鄉轉型的核心，建立都市及工業區再造與創新轉型機制，此外，利用高

鐵的高可及性、機動性，沿運輸軸線佈設集約、混合使用的發展單元、提高公共

建設的投資與使用效率，因此，受高鐵對空間結構的影響，國土已明顯朝北、中、

南三大城市區域發展。東部地區以適性發展優質生活產業，有效運用東部豐富的

自然及人文資源；中央山脈地區以生態環境資源保育為重心，未來本區將以生態

保育以及維護原民文化為主。「海環」則強調海岸及海洋之自然珍貴資產再兼具

保育與開發產業潛力下適性發展。「離島」強調人文及自然環境保全與觀光發展。 

為發揮全國區域優勢，各城市區域在國家層次採合作策略、強化整合治理工

作。北、中、南各區域之發展定位如下表 2-9： 

表2-9 北、中、南、東區域階層定位表 
區域 範圍 定位 核心都市 

北 由宜蘭至北苗栗區域 國家首要門戶、經貿核心、創研與

文化國際都會及高科技產業帶 台北市及新北市 

中 由南苗栗至雲林區域 優質文化生活中樞及新興科技走

廊國際都會 臺中市 

南 由嘉義至屏東區域 國際港都及文化與海洋雙核國際

都會 高雄及臺南市 

東 由花蓮至臺東區域 優質生活城鄉 －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行政院經建會】（現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土空間發展策略

計畫（核定本），民國 99 年 

除了以三大城市區域進行跨區合作發展外，參考新加坡或香港人口或土地規

模，適當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北北基宜、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高屏、花東

及離島七個區域成為生活圈。每個區域可依據區域內產業特色與地理環境各自定

位，創造各區域之特殊競爭優勢，對於花東及離島區域，則須輔以其它特別措施、

計畫或法案，來促進並強化區域發展（生活圈之空間分布詳見圖 2-11，人口與土

地規模如表 2-10 所示）。 

                                                 
2 本計畫整理自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現國家發展委員會）民國 99 年「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

畫（核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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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 七個區域生活圈跨域合作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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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0 七個區域生活圈之人口與土地規模 
跨域合作發展區域 直轄市、縣（市）別 人口數（人） 土地面積(Km2) 

北北基宜 
約 751 萬人 
4600 Km2 

臺北市 2,704,810 271.80 

新北市 3,970,644 2,052.57 

基隆市 372,105 132.76 

宜蘭縣 458,117 2,143.63 

桃竹苗 
約 365 萬人 
4,573 Km2 

桃園市 2,105,780 1,220.95 

新竹市 434,060 104.15 

新竹縣 542,042 1,427.54 

苗栗縣 563,912 1,820.31 

中彰投 
約 454 萬人 
7,395 Km2 

臺中市 2,744,445 2,214.90 

彰化縣 1,289,072 1,074.40 

南投縣 509,490 4,106.44 

雲嘉南 
約 338 萬人 
5,446 Km2 

雲林縣 699,633 1,290.83 

嘉義市 270,366 60.03 

嘉義縣 519,839 1,903.64 

臺南市 1,885,541 2,191.65 
高屏 
約 362 萬人 
5,727 Km2 

高雄市 2,778,918 2,951.85 

屏東縣 841,253 2,775.60 

花東 
約 55 萬人 
8,144 Km2 

花蓮縣 331,945 4,628.57 

臺東縣 222,452 3,515.25 

澎金馬 
約 24 萬人 
307 Km2 

澎湖縣 102,304 126.86 

金門縣 132,799 151.66 

連江縣 12,547 28.80 

資料來源：1.人口數取自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截至 104 年底統計資料； 

2.土地面積取自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截至 104 年底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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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考量地區發展需求，依所屬都市階層規劃配置相關公用及公共設施，以引

導都市健全發展，請見表 2-11。 

表2-11 市階層與公用及公共設施參考表 
都市階層 

公共設施 

主要

核心 

次要

核心 

地方

核心 

鄰里性

公設 

國小、國中、托兒所、幼稚園、廣場、綠地、兒童遊

樂場、小型運動場、鄰里公園、加油站、衛生室、基

層醫療單位、零售市場、圖書室、集會堂、郵政分

局、電信服務所、鄰里型緊急警報中心、消防站、停

車場、道路系統、自來水系統、電力系統、下水道系

統、污水處理設施 

ˇ ˇ ˇ 

市鎮性

公設 

高中（職）、市鎮公園、綜合運動場、衛生所、地區醫

院、活動中心、批發市場、警察派出所、警局、消防

大隊、鄉（鎮、市、區）公所、活動中心、變電所 

ˇ ˇ ˇ 

地方性

公設 

大眾運輸系統、體育館、圖書館、文化中心、社教

館、區域醫院、直轄市、縣（市）政府機關、大型市

鎮公園 

ˇ ˇ ˇ 

區域性

公設 

捷運或輕軌系統、區域型客運轉運中心、區域型博物

館、綜合體育館、區域型展演設施、區域（都會）公

園、醫學中心 

ˇ ˇ □ 

全國性

公設 

國家級博物館、國家級體育場、國家級展演設施、主

題式大型公共設施、國際機場、國際港 
ˇ ＊  

「ˇ」表示：公共設施應以該都市階層優先設置。花東與離島地區視實際狀況需求彈性調整。 

「＊」表示：得配合政策需要設置。 

「□」表示：得評估實際需求後設置。 

註：主要核心地區為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次要核心地區為基隆

市、新竹市、嘉義市、花蓮縣花蓮市、臺東縣臺東市；地方核心為宜蘭縣宜蘭市、宜蘭縣羅

東鎮、新竹縣竹北市、苗栗縣苗栗市、苗栗縣竹南鎮、彰化縣彰化市、彰化縣員林鎮、南投

縣南投市、南投縣埔里鎮、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虎尾鎮、嘉義縣太保市、屏東縣屏東市、

花蓮縣光復鄉、花蓮縣玉里鎮、臺東縣關山鎮、臺東縣成功鎮、澎湖縣馬公市、金門縣金城

鎮、連江縣南竿鄉。 

資料來源：內政部，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案），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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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據國發會針對公共建設計畫定義，主要係為各機關所推動之各項實

質建設計畫，依其計畫部門別可以分為：交通及建設、環境資源、經濟及能源、

都市開發、文化設施、交育設施、農業建設與衛生福利等八大部門，分別掌管我

國各項公共設施興建計畫，如表 2-12 之分類。 

表2-12 公共建設分類表 
部門別 次類別 次類別主管機關 

1.交通及建設部門 

公路 交通部 

軌道運輸 交通部 

航空 交通部 

港埠 交通部 

觀光 交通部 

2.環境資源部門 

環境保護 環保署 

水利建設 經濟部 

下水道 內政部 

國家公園 內政部 

3.經濟及能源部門 
工商設施 經濟部 

油電 經濟部 

4.都市開發部門 都市開發 內政部 

5.文化設施部門 文化 文化部 

6.教育設施部門 
教育 教育部 

體育 教育部 

7.農業建設部門 農業建設 農委會 

8.衛生福利部門 衛生福利 衛福部 

同時，本報告中依據民國 105 年度公共工程委員所表列之一億元以上公共建

設計畫執行報告中，就該報告中整理出地方型的公共設施項目，並以其分部直轄

市、縣（市）之不同予以整理，如表 2-13 所示。 

表2-13 地方型重大公共設施建設列表 
直轄市、縣（市） 地方型重大建設計畫 

臺北市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場館興整建計畫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門診大樓興建計畫 
北部流行音樂中心計畫 
臺灣戲曲中心籌建計畫 
興建國家會展中心（擴建南港展覽館） 

新北市 

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建設計畫 
郵政物流園區（機場捷運 A7 站）建置計畫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工程計畫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工程） 
新莊線、蘆洲支線計畫 
淡海輕軌運輸系統計畫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三鶯線建設計畫 
安坑輕軌運輸系統計畫 
臺北捷運系統環狀線建設計畫（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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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 地方型重大建設計畫 
國立臺北大學綜合體育館暨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國道 3 號增設樹林交流道工程 
林口電廠更新擴建計畫 
板橋一次變電所改建計畫 
板新地區供水改善二期工程計畫（水公司部份） 

基隆市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建計畫 
宜蘭縣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興建工程 

桃園市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延伸至中壢火車站規劃報告及周邊土地

發展計畫 
新竹市 無 
新竹縣 新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台大新竹生醫園區分院 
苗栗縣 通霄電廠更新擴建計畫 

臺中市 

國道 6 號舊正交流道改善工程 
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 
臺中港優質港區及綠色港埠發展建設 
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建設計畫 
臺中榮民總醫院新門診大樓興建計畫 
臺中大都會歌劇院興建工程 
臺中加工出口區污水處理廠新建工程 
臺中發電廠既有機組空污改善工程計畫 
大甲溪發電廠青山分廠復建計畫 
大肚龍井高地區一帶供水計畫 
豐原場新設初沉池工程(食水嵙溪右岸) 

彰化縣 

高速鐵路站區聯外道路系統改善計畫 
「彰化漁港」開發案近程(可開港營運)計畫 
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 
離岸風力發電第一期計畫 

南投縣 
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 
國道 3 號增設南雲交流道工程 

雲林縣 

高速鐵路站區聯外道路系統改善計畫 
臺南及雲林榮家家區設施環境總體營造中程計畫 
湖山水庫工程計畫 
湖山水庫下游自來水工程計畫 

嘉義市 無 
嘉義縣 故宮南部院區籌建 

臺南市 

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 
臺南及雲林榮家家區設施環境總體營造中程計畫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第二實驗設施建置計畫 
南科館新建工程 
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 
國道 1 號臺南交流道改善工程增設北上出口匝道 
國道 1 號增設大灣交流道 

高雄市 

高雄鐵路地下化延伸鳳山計畫 
臺鐵立體化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 
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延伸左營計畫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 2 期工程計畫 
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 
高雄港客運專區建設計畫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計畫 
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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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 地方型重大建設計畫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興建計畫 
國家運動園區整體興設與人才培育計畫 
大林電廠更新改建計畫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行政中心增建工程 
屏東加工出口區污水處理廠興建工程 

花蓮縣 無 

臺東縣 臺東縣原住民文化創業產業聚落 

澎湖縣 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 
澎湖低碳島風力發電計畫 

金門縣 
金門大橋建設計畫 
金門自大陸引水工程計畫 
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 

連江縣 離島地區供水改善計畫 
資料來源：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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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海岸及海域 

壹、海岸概述 

臺灣為海島國家，東臨太平洋，西面臺灣海峽，海岸線全長約 1,200 公里，

包含島嶼總長約 1,520 公里。各段海岸面對不同水域及陸域，其特性亦有所別，

若以海岸侵淤狀況及穩定度劃分：北海岸之沖淤情形並不顯著，屬於衝擊性岩岸；

東海岸因直接面臨深海，加上板塊擠壓活動，增加其被侵蝕性，列為逐漸侵蝕海

岸；西海岸自淡水河口至大甲溪口亦逐漸被侵蝕，大甲溪口以南至二仁溪口之中

西部海岸為內灘持續淤高，外灘逐漸侵蝕，而二仁溪口以南則為劇烈侵蝕海岸。

離島地區除澎湖列島沿海較多珊瑚群聚外，金門、馬祖列島則屬於岩岸，且皆有

侵蝕現象（詳見表 2-14）。 

表2-14 臺灣海岸概況 

海岸別 海岸長度 
（公尺） 

海岸類型 侵淤情形 

基隆海岸 18,638 淡水河以東：岩岸 
淡水河以南：砂岸 

變化不明顯 

臺北海岸 140,092 略侵蝕 

桃園海岸 46,419 砂岸 侵淤互現 

新竹海岸 36,697 砂岸 侵淤互現 

苗栗海岸 51,287 砂岸 侵淤互現 

臺中海岸 47,961 砂岸 淤積 

彰化海岸 76,081 砂岸 大部分淤積， 
小部分地盤下陷 

雲林海岸 64,347 砂岸 由淤積轉為侵蝕 

嘉義海岸 41,519 砂岸 由淤積轉為侵蝕 

臺南海岸 69,264 砂岸 略侵蝕 

高雄海岸 81,368 砂岸 侵蝕 

屏東海岸 169,588 
鵝鑾段：珊瑚礁 
其餘各段：砂岸 

枋山以南：變化不明顯 
其餘各段：侵蝕 

宜蘭海岸 111,007 
石城以北：岩岸 
石城以南：砂岸 侵淤互現 

花蓮海岸 118,475 
新城至花蓮溪：砂岸 
其餘各段：岩岸 侵蝕 

臺東海岸 242,727 
成功以北：岩岸 
成功以南：砂岸 侵蝕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網站；內政部，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草案），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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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海岸地區利用現況 

一、陸域地區 

根據我國國土利用調查結果分析：西部海岸地區因地形較為平坦，適合發展

農業，主要以農業使用為主，基隆臺北、桃竹苗、中彰及雲嘉南之農業使用土地

佔比分別為：29%、39%、37%及 54%，南部、東部及離島地區則以森林使用土

地佔比較高，分別為：34%、65%及 53%（詳參圖 2-12）。 

 
圖2-12 海岸地區土地利用型態比例 

資料來源：內政部，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草案），民國 105 年 

二、海域地區 

隨著人口成長、經濟發展及海防管制開放等因素，使我國四周海域資源利用

情形趨近多元化，一般可概分為：漁業資源利用、非生物資源利用、海洋觀光遊

憩、港埠航運、工程相關使用、海洋科研利用、環境廢棄物排放處理、軍事與防

救災相關使用及原住民族傳統海域利用…等類型；以上所列，皆以離岸 3 浬內之

海域使用範圍最為頻繁且重疊性高。軍事相關設施設置範圍所佔海域用地面積最

大，約為 2.86 萬平方公里，其次則為海洋棄置指定海域範圍，面積約為 7,000 平

方公里（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5 年），各類型之使用現況統計資料詳表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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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5 海域用地使用情形 

容許使用項目 許可使用細目 
使用現況說明 

數量（處） 面積(km2) 

(一)漁業資源利用 

1.漁撈範圍 - - 

2.漁業權範圍 102 3457.5360 

3.漁業設施設置 1 0.2907 

(二)非生物資源利用 

1.潮汐發電設施設置 1 - 

2.風力發電設施設置 49 3156.8512 

3.海洋溫差發電設施設置 - - 

4.波浪發電設施設置 - - 

5.海流發電設施設置 - - 

6.土石採取設施設置 10 256.9899 

7.採礦相關設施設置 5 - 

8.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設施設置 2 0.2208 

9.海水淡化設施設置 1 - 

(三)海洋觀光遊憩 

1.非機械動力器具之水域遊憩活動 - - 

2.水域遊憩活動範圍 3 - 

3.海上平臺設置範圍 7 0.2196 

(四)港埠航運 

1.船舶無害通過範圍 - - 

2.航道及其疏濬工程範圍 42 2.0084 

3.錨地範圍 9 4.2453 

4.港區範圍 186 791.4199 

(五)工程相關使用 

1.海底電纜或管道設置範圍 33 738.6445 

2.海堤區域範圍 482 95.8187 

3.資料浮標站設置 15 0.034087 

4.海上觀測設施及儀器設置 - - 

5.底碇式觀測儀器設置 - - 

6.海域石油礦探採設施設置 12 - 

7.跨海橋樑範圍 1 - 

8.其他工程範圍 - - 

(六)海洋科研使用 
1.海洋科學與水下文化資產研究活

動設施設置 - - 

(七)環境廢棄物排放或處理 
1.排泄範圍 5 0.3102 

2.海洋棄置指定海域範圍 5 6949.6634 

(八)軍事及防救災相關使用 
1.軍事相關設施設置 78 28623.4531 

2.防救災相關設施設置 - - 

(九)原住民族傳統海域使用 1.原住民族傳統海域使用範圍 4 4524.2105 

資料來源：摘錄自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5 年度「非都市土地海域區區位許可機制探討」委辦案。

數據係依照各單位回報之內水、領海及專屬經濟海域而得，惟尚須查核其適法性，目前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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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氣候變遷對海岸地區之影響 

海岸地區是陸域與海域交接的位置，是極易遭受自然與人為使用而產生環境

退化的敏感土地(sensitive land)，屬不適合開發與利用的邊際土地(marginal land)，
在經濟開發與土地需求壓力下，海岸的過度開發，使得重要海岸景觀地區遭受破

壞，加上氣候變遷影響，整體的脆弱性與潛在危險益形顯著。包括海岸侵蝕、暴

潮溢淹、洪氾溢淹及海水位上升…等現象，其相關影響分析如下： 

一、海岸侵蝕現況 

以海岸侵淤狀況及穩定度劃分，北海岸之沖淤情形並不顯著，屬於衝擊性岩

岸；東海岸因直接面臨深海，加上板塊擠壓活動，增加其被侵蝕性，列為逐漸侵

蝕海岸；西海岸自淡水河口至大甲溪口亦逐漸被侵蝕，大甲溪口以南至二仁溪口

之中西部海岸，內灘持續淤高、外灘逐漸侵蝕；二仁溪口以南則為劇烈侵蝕海岸。

離島地區除澎湖列島沿海較多珊瑚群聚外，金門、馬祖列島則屬岩岸，且皆有侵

蝕現象，詳見表 2-16。 

二、暴潮溢淹與洪氾溢淹情形 

海岸地區溢淹多發生在臺灣西南部及東部海岸，主因係臺灣西南部地層下陷

及海岸侵蝕問題嚴重，每遇暴雨強浪都極易導致積水成災。而東部海岸往往是颱

風首當其衝之處，加上直接面臨太平洋強浪襲擊，豪雨排洩不及、暴潮巨浪直擊

陸地，因此往往有溢淹情事產生 3。 

  

                                                 
3 內政部，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草案），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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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6 民國 90~104 年臺灣地區海岸災害（暴潮溢淹與洪氾溢淹）整理表 
年 月 日 颱風名稱 洪氾溢淹 暴潮溢淹 

90 05 11 西馬隆 臺南、嘉義 - 

90 06 22 奇比 屏東 雲林、屏東 

90 07 03 尤特 屏東 雲林、嘉義、臺南、高雄、

屏東 
90 07 10 潭美 高雄、屏東 - 

90 07 28 桃芝 雲林、嘉義、臺南 - 

90 09 15 納莉 - 桃園、彰化 

90 10 15 海燕 - 基隆、雲林 

91 07 02 雷馬遜 宜蘭 - 

91 07 09 娜克莉 - 臺南 

91 09 05 辛樂克 - 花蓮 

92 08 03 莫拉克 高雄、屏東、臺東 - 

92 11 02 米勒 屏東 - 

93 06 28 敏督利 彰化、雲林、嘉義 雲林、嘉義、臺南、高雄、

屏東、臺東 
93 08 23 艾利 宜蘭、新竹、苗栗 - 

93 09 11 海馬 臺南、高雄 - 

93 10 23 納坦 - 宜蘭 

94 07 16 海棠 -  

94 08 30 泰利 雲林、嘉義、臺南 - 

95 05 18 珍珠 屏東 - 

96 08 18 聖帕 彰化、雲林 - 

97 07 16-23 卡玫基 彰化、雲林、臺南、高雄、

屏東 - 

97 07 26-31 鳳凰 嘉義、花蓮、屏東 - 

97 09 11-19 辛樂克 宜蘭 - 

98 08 5-25 莫拉克 嘉義、臺南、高雄、屏東、

臺東 - 

98 10 3-7 芭瑪 宜蘭 - 

99 09 17-21 凡那筆 臺南、高雄、屏東 - 

99 10 21-28 梅姬 宜蘭 - 

101 06 19-21 泰利 - 臺南 

101 07-08 31-02 蘇拉 宜蘭 - 

104 08 06-09 蘇迪勒 臺南 -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海岸防護計畫先期規劃研究(2/3)成果報告，民國 100 年；內政部，整

體海岸管理計畫草案，民國 105 年 

  



42 

三、海水位上升現象 

全球暖化氣候變遷使海水體積因熱膨脹、加上冰河、高山、格林蘭及極地冰

層融解，造成海平面上升，臺灣沿海海平面上升問題，應屬於全球性的問題，因

此同樣面臨海平面上升的威脅。近年來，研究結果顯示：海水位大都以上升速率

出現。 

表2-17 臺灣周遭海域海水位上升速率 
區域 出處 海水位變化 

高雄 

郭金棟（86 年） 1.03mm/yr (60-83 年) 
3.59mm/yr (50-84 年) 

林立青等人（96 年） 4.5mm/yr (69-95 年) 
1.573mm/yr (81-95 年) 

董東璟等人（97 年） 3.64mm/yr (64-96 年) 

范光龍（98 年） 3.2mm/yr 

臺灣海域 曾于恒等人（99 年） 潮位站：5.7mm/yr (82-92 年) 
衛星測高：5.3mm/yr (82-92 年) 

嘉義、臺南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99 年） 推估 109 年至 128 年間約在 23-59 公分 

臺灣海域 莊文傑等人（103 年） 

臺灣西部北、中、南區海域之年變率分別為：

24.4mm/yr、11.3mm/yr、7.28mm/yr（2002-2009
年）；東部南、北海域則分別為-0.1mm/yr 與

16.0mm/yr 

臺灣海域 郭重信等人（104 年） 
臺灣北部潮位：2.0-3.1mm/yr 
臺灣南部潮位：2.3-3.4mm/yr 
衛星測高：4.4-5.2mm/yr 

資料來源：1.Tseng, Y. H., Breaker, L. C., & Chang, E. T. Y. (2010) 

2.莊文傑，李俊穎，藍文浩（民國 103 年） 

3.郭重言、林立青、藍文浩、莊文傑、李俊穎（民國 104 年） 

4.其他參考：簡連貴等人（民國 101 年） 

肆、海岸保護區之劃設 

由於氣候變遷及人為開發使得海岸生態功能及環境景觀遭受破壞，內政部於

民國 104 年訂定發布「海岸管理法」，其主要目的為：維繫自然系統、確保自然

海岸零損失、保護與復育海岸資源、避免海岸環境破壞，並促進海岸地區之永續

發展。根據該法第 12 條規定：海岸保護區分為「一級海岸保護區」（核心區、緩

衝區）與「二級海岸保護區」（永續利用區）；其劃設原則為依照各地區之環境特

徵進行劃分，具有下表所列情形之一者，劃設為一級海岸保護區；至於各保護標

的之資源條件屬於次重要者，得劃設為二級海岸保護區，並應依整體海岸管理計

畫分別訂定海岸保護計畫加以保護管理；再次一等級者，得免納入海岸保護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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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8 一級海岸保護區涵蓋範圍 
特定區域 

1.重要水產資源保育地區 2.珍貴稀有動植物重要棲地及生態廊道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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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依法律規定應予保護之重要地區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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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圖2-13 海岸保護區劃設成果示意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民國 106 年 



44 

伍、海岸防護區之劃設 

我國為防治海岸地區之災害，造成海水倒灌、積水不退、國土流失、威脅民

眾生命財產安全等問題，考量設置海岸防護區，並同時針對各海岸防護需求訂定

防護計畫。根據海岸管理法第 14 條所指，海岸災害包括：海岸侵蝕、洪氾與暴

潮溢淹、地層下陷及其他潛在災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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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工程與非工程措施，達到防災及減災之目標

（詳參表 2-19、圖 2-14）。 

表2-19 海岸防護區位劃設與分級 
類

型 
潛勢 

標的 
劃設原則 

高潛勢 中潛勢 一級防護區 二級防護區 

暴

潮

溢

淹 

濱海陸地之地

面高程低於 50
年重現期距暴

潮位，且淹水深

度達 100公分以

上。 

濱海陸地之地面

高程低於 50 年重

現期距暴潮位，且

淹水深度達 50 公

分以上，未達 100
公分。 

具有海岸防護設

施之村落。 
其他已有災害需

防護重要設施。 

高潛勢且具

有防護標的

地區。 

中潛勢且具有

防 護 標 的 地

區。 

海

岸

侵

蝕 

海岸侵蝕地區

且近 5 年平均高

潮線每年後退

量達 5 公尺以

上。（或經中央

主管機關調查

評估為海岸嚴

重侵蝕地區） 

海岸侵蝕地區且

近 5 年平均高潮線

每年後退量未達 5
公尺，但達 2 公尺

以上。（或經中央

主管機關調查評

估為海岸侵蝕地

區） 

海岸侵蝕已對海

岸防護設施造成

潛在災害影響。 
人工構造物造成

海岸沿岸侵蝕及

淤積失衡產生災

害。 

高潛勢且具

有防護標的

的地區。 

中潛勢且具有

防護標的的地

區。 

洪

氾

溢

淹 

海岸地區洪氾溢淹之災害潛勢範圍，

主要受暴潮位影響，已納入暴潮溢淹

潛勢綜合考量。 

河川及排水治理

計畫保全區域。 
其他易受洪氾溢

淹影響的重要設

施。 

納入暴潮溢淹綜合考量。 

地

層

下

陷 

近 5 年平均下陷速

率≧3 公分/年之嚴

重地層下陷地區。 

公告之嚴重地

層下陷地區。 

對海岸防護設施

造成影響。 
其他需特別關注

的設施。 

高潛勢範圍且

具有防護標的

的地區。 

中潛勢範圍

且具有防護

標 的 的 地

區。 
資料來源：內政部，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民國 1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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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4 一級、二級海岸防護區位示意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民國 1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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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海洋保護區之劃設 

我國海洋保護區之定義為：「平均高潮線往海洋延伸之一定範圍內，具有特

殊自然景觀、重要文化遺產及永續利用之生態資源等，需由法律或其他有效方式

進行保護管理之區域。」目前我國海洋保護區之海域面積合計約 30,935.48 平方

公里，約佔臺灣 12 浬領海面積之 47.5%（詳參圖 2-15）。 

 
圖2-15 海洋保護區劃設範圍 

資料來源：漁業署網站，民國 105 年 

國內目前已有法令依據之海洋保護區，可劃分為五大類型：禁漁區（含漁業

資源保育區）、國家公園海域保護區（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

園、臺江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國家風景特定區、野生動物保護區及自然

保留區。其中，以禁漁區所佔現有海洋保護區面積比例最高，約為 86%。然而，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適用法條皆不同，因此，在管理上須透過各單位協調以達

整合性管理。 

 
圖2-16 海洋保護區類型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網站資料繪製，民國 106 年 



47 

柒、水下文化資產項目及保存目的 

為因應國際間保護水下文化資產的趨勢，我國亦擬具「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

以作為我國保護與管理水下文化資產的主要法源依據。其目標主要為保存、保護

及管理水下文化資產，建構國民與歷史之聯繫，發揚國家特質，並尊重聯合國保

護水下文化資產公約。 

表2-20 水下文化資產 
水下文化資產 

定義：係以全部或一部且週期性或連續性位於水下，具有歷史、文化、考古、藝術或科學等價

值，並與人類生活有關之資產。其可細分如下： 
(一)場址、結構物、建築物、器物及人類遺骸，並包括其周遭之考古脈絡及自然脈絡。 
(二)船舶、航空器及其他載具，及該載具之相關組件或裝載物，並包括其周遭之考古脈絡及自

然脈絡。 
(三)具有史前意義之物件。 

資料來源：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民國 104 年 12 月 9 日） 

然而，目前尚缺乏水下文化資產之分布概況，海域未來的發展規劃與水下文

化資產之分布區位息息相關。 

捌、重要海岸景觀區範圍 

根據內政部《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中所定義之「重要海岸景觀區」，係指景

觀資源豐富，需特別加以規劃、保育、管理及維護，或景觀混亂需特別加以改善

之海岸地區進行劃設。其範圍包含「文化景觀敏感區」及「景觀道路」；前者為

全國區域計畫中文化景觀敏感類之環境敏感區，與內政部公告之海岸地區交集範

圍，即排除位於濱海陸地外向陸域之區域；後者則為區域計畫中指定之景觀道路

區，自道路邊界（不含路權範圍）兩側 1 公里範圍內，或至最近山稜線之範圍內，

擇取其中範圍較小者，與內政部所公告海岸地區之濱海陸地交集區域。 

表2-21 重要海岸景觀區（景觀道路）彙整表 
編號 景觀道路路段名 編號 景觀道路路段名 

1 臺 2（東北角海岸） 12 臺 9（蘇花公路，和平至壽卡） 
2 臺 2（北海岸沿線） 13 臺 11（海岸公路，花蓮至臺東） 
3 臺 2 乙（淡水河口沿岸） 14 縣 193（三棧至花蓮） 
4 縣 103 15 臺 11 甲（光復公路，光復至豐濱） 
5 縣 191 16 花 64（瑞港公路，瑞穗到大港口） 
6 臺 17（北門至東石） 17 玉長公路 
7 臺 1（枋寮～楓港） 18 臺 23（東富公路，東河到富里） 
8 臺 26（楓港～恆春） 19 縣 197（富源至池上） 
9 臺 9（南迴公路） 20 澎湖縣 201 
10 屏東縣 200 21 澎湖縣 202 
11 縣 199 甲（牡丹至旭海） 22 澎湖縣 203（馬公至白沙至外垵） 

資料來源：內政部，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民國 1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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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農業發展 

壹、農地現況 

我國農地大多分布於非都市土地之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

等使用分區，並零星分布於其他使用分區之農牧用地。依據民國 104 年度內政統

計年報資料顯示，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範圍內主要供農業使用土

地（即農牧用地）面積約為 44.4 萬公頃，另都市計畫農業區面積約為 10 萬公頃

（詳參表 2-22）。 

表2-22 非都市土地各使用分區農牧用地及都市計畫農業區面積表 
單位：公頃 

非都市土地 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別 使用分區面積 農牧用地面積 使用分區 面積 

特定農業區 329,505 269,546 

農業區 100,875 

一般農業區 240,064 174,967 

工業區 26,825 6,484 

鄉村區 25,748 26 

森林區 1,308,930 19,905 

山坡地保育區 664,554 299,734 

風景區 49,189 20,190 

國家公園區 55,478 － 

河川區 281,672 5,080 

總計 2,999,267 816,431 

資料來源：內政部，內政部統計年報，民國 105 年 

然而近年全國各地大規模的農地開發，使農地（含耕地）4面積逐年減少（詳

參圖 2-17）。此外，自民國 89 年農業發展條例修法後，放寬農地買賣及分割的門

檻限制，且允許農地可申請興建農舍，農地非農用情形日益增加。依據內政部營

建統計資訊，對於所核發之建築物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進行統計，屬於農舍用途

的部分，由圖 2-18、圖 2-18 可得知農舍之興建逐年增加，而現行之農舍審查機

制未能引導其以集村模式興建，導致農舍零星分布於農地。 

  

                                                 
4 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之定義，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

依法可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等使用之土地；耕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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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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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7 我國農耕土地、林地及魚塭面積變化趨勢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行政院農委會民國 104 年農業統計要覽 

 
圖2-18 農舍之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核發數量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內政部民國 95-104 年營建統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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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農業使用之空間分布變化 

本計畫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民國 84 年、95 年及 104 年三次之國土利用調

查成果，觀察農業使用土地之空間分布變化（詳參圖 2-19），其類別主要可分為

稻作、旱作、果樹及廢耕地（詳參表 2-23），然而，就果樹類別而言，係自 2006
年後尚有較為確實之空間分布調查，因此，1995 年未將該類別獨立分出，先予以

敘明。 

表2-23 農業使用國土利用調查分類 
類別 說明 

稻作 係指從事稻米栽培之土地。包括水稻、陸稻。 

旱作 係指從事雜糧作物、特用作物及園藝作物栽培之土地。 

果樹 係指從事水果及乾果種植、栽培而以收穫其果實為目的之土地。 

廢耕地 係指原為從事前述分類項目栽培之使用，因廢耕而為草生之土地。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利用調查成果資訊系統 

觀察近 20 年之農業使用土地空間分布變化，可發現國內山坡地以種植果樹

為主，其次則為旱作（含雜糧作物、特用作物、園藝作物等）；而稻作主要分布

於地勢較為平坦之西南側，主要涵蓋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及臺南市，而從臺

東縣鹿野、關山、池上、到花蓮縣富里、玉里至壽豐之地區，亦為我國主要的稻

米栽培區。 

此外，就稻作種植面積之空間變化而言：臺中市、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

等地區之稻作面積呈現減少趨勢；廢耕地則以民國 84 年以新北市之面積較多，

至民國 95 年至 104 年間，則可明顯看出桃園市廢耕地面積增加之趨勢，主要受

到桃園航空城特定區計畫範圍內及周邊等開發行為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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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9 民國 84 年、95 年、104 年農業使用之空間分布變化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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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農地資源空間規劃總顧問指導計畫 5 

行政院農委會自民國 92 年起，陸續辦理全國各縣（市）農地資源空間規劃。

民國 101 年農地資源空間規劃總顧問指導計畫，從農地永續經營與管理的角度出

發，並以國土計畫法及「農業發展地區分級分區劃設準則與作業程序」為基礎，

透過基本資料分析、分級分區劃設準則研擬與操作，劃設範圍為特定農業區、一

般農業區、其他分區之農牧用地及都市計畫農業區，繪製全臺 15 個直轄市、縣

（市）農業發展地區分級分區圖。 

民國 102 年計畫為達到確保優良農地，維護重要農業生產區域，以利施政資

源投入，及推動農地資源分類分級，落實農地資源合理利用及有效管理之目的。

民國 103、104 年皆持續推動全台各直轄市、縣（市）劃設農地分類分級，而其

成果提供予全國區域計畫之政策參考。圖 2-20 為民國 104 年度 15 市（縣）農地

資源分類分級劃設結果。 

經彙整各市（縣）政府工作會議呈報之農地檢核調整項目，俟經確認符合農

地資源檢核調整作業原則後，盤點出民國 104 年 15 市（縣）農地資源面積總量

約為 868,344.14 公頃；其中，第一種農業用地面積總量為 409,909.40 公頃，第二

種農業用地面積總量為 129,850.95 公頃，第三種農業用地面積總量為 78,381.37
公頃，第四種農業用地面積總量為 250,202.42 公頃（詳參表 2-24）。全台各地以

臺南市農地面積總量 100,908.26 公頃為最多，其次為屏東縣 86,462.28 公頃、雲

林縣 84,773.66 公頃、嘉義縣 77,603.38 公頃、彰化縣 65,870.72 公頃、花蓮縣

58,812.66 公頃、苗栗縣 58,138.86 公頃、高雄市 57,521.10 公頃、南投縣 57,487.66
公頃等，詳參「農地資源空間規劃總顧問指導計畫」（行政院農委會，民國 104
年），顯見臺灣地區中南部平原為國內主要農地資源分布區域。 

                                                 
5 本計畫整理自行政院農委會民國 104 年「農地資源空間規劃總顧問指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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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0 民國 104 年農地資源分類分級成果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民國 104 年度農地資源空間規劃總顧問指導計畫，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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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4 民國 104 年農地分類分級成果統計表 
單位：公頃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民國 104 年度農地資源空間規劃總顧問指導計畫，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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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農地需求總量 

一、全國農地需求總量 

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 9 條之規定：「主管機關為維護農業發展需要，應配合

國土計畫之總體發展原則，擬定農地需求總量及可變更數量，並定期檢討。」而

農委會於民國 100 年召開「全國糧食安全會議」亦提出：「訂定農地保育政策，

全國農地需求總量納入國土規劃；並根據農地分類分級原則，劃設優良農地。」，

業經行政院民國 100 年 5 月 19 日第 3247 次會議准予備查。 

此外，農委會於民國 100 年度委託「估算我國潛在糧食自給率及最低糧食需

求之研究」計畫，評估在每人每日基本熱量（2,000 大卡至 2,100 大卡）需求下，

種植國內適作之稻米、甘薯等主要提供熱量之糧食作物，模擬結果顯示：農地面

積需求為 74 萬公頃至 81 萬公頃。考量農地具有糧食生產、生態、調節氣候、防

災、文化、景觀、涵養水源…等多元功能與價值，且農地變更使用具有不可逆性，

基於因應未來全球政經局勢變化，國外農產品輸入受阻時，恐有危急情況需要，

主張應以前揭數量（74 萬公頃至 81 萬公頃）作為農地需求總量之目標值。 

二、直轄市、縣（市）農地需求總量 

為確保我國糧食安全、維護農地資源、支撐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因應農業多

元發展目標等需求，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協助 15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農

地資源分類分級劃設作業，盤點農地資源現況及生產條件，並透過土地適宜性分

析，瞭解農地資源特性與分布情形，作為產業發展區位規劃之依據，劃設準則請

參表 2-25。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國土計畫或規劃土地利用方向，其涉及農

地資源使用事宜，應依農地資源分級劃設及檢核作業相關成果，優先保留第 1 種

農業用地、第 2 種農業用地及第 4 種農業用地，以該等面積加總作為維護農地資

源之控管基準（詳參表 2-26）。第 3 種農業用地雖生產環境受外在因素干擾，然

有鑑於其具備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且為因應未來農產業多元發展趨勢，因此仍需

列入保留範疇。 

未辦理農地資源分類分級劃設作業之基隆市、新竹市及澎湖縣政府，各該管

政府應儘速辦理農地分類分級作業，且於辦理完成前，其農地使用分區均維持現

況（特定農業區或一般農業區），不予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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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5 農業資源分類分區定義及劃設準則 
分

類 
定義 劃設準則 

第 
一 
種 
農 
業 
用 
地 

一 具備優良農業生產環境、維

持糧食安全功能 

重要農業發展區 
水稻適載區 
山坡地宜農牧地 

二 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

良設施 
水利灌溉區 
農業經營專區 

三 擁有良好生產環境 

最小面積規模（25 公頃） 
農業生產使用面積佔研究案界定之操作單元內土地

百分比（屬於操作單元內現況農業生產使用面積大於

80%之農地） 

第 
二 
種 
農 
業 
用 
地 

四 

（一）具有良好農業生產環

境 

重要農業發展區 
水稻適栽性 
山坡地宜農牧地 
水利灌溉區 
農業經營專區 

（二）農業生產面積較小，

但仍有糧食生產之維持功

能 

未達最小面積規模（25 公頃） 

農業生產使用面積佔研究案界定之操作單元內土地

百分比（屬於操作單元內現況農業生產使用面積未達

80%之農地） 

五 位於平地之農地，但非屬最

良好農業生產環境 

非位於重要農業發展區 
非位於水稻適栽性 
非位於水利灌溉區 
非位於農業經營專區 

第 
三 
種 
農 
業 
用 
地 

六 生產環境受外在因素干擾 

接鄰重大建設或交通設施 
接鄰工業區或都市發展用地 
受汙染地區 

農業生產使用面積佔研究案界定之操作單元內土地

百分比（屬於操作單元內現況農業生產使用面積小於

30%之農地） 

第 
四 
種 
農 
業 
用 
地 

七 擁有糧食生產功能且位於

坡地之農地 
山坡地宜農牧地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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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6 直轄市、縣（市）農地資源分類分級劃設成果及應維護之農地資源面積表 
單位：萬公頃 

地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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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地資源控管基礎 

農一+農二+農四 
新北市 0.11 0.13 0.20 0.37 0.81 0.61 

宜蘭縣 1.38 0.54 0.26 0.73 2.91 2.65 

桃園市 1.96 1.16 0.77 0.52 4.39 3.63 

新竹縣 0.58 0.32 0.23 2.43 3.56 3.33 

苗栗縣 1.16 0.43 0.72 3.51 5.81 5.10 

臺中市 1.71 1.22 0.62 1.70 5.25 4.63 

南投縣 1.79 0.05 0.16 3.72 5.72 5.57 

彰化縣 4.14 1.31 0.56 0.58 6.59 6.03 

雲林縣 6.24 1.19 0.67 0.32 8.42 7.75 

嘉義縣 4.19 1.17 0.64 1.76 7.76 7.12 

臺南市 5.01 3.38 1.19 0.52 10.09 8.91 

高雄市 3.71 0.80 0.38 0.89 5.77 5.39 

屏東縣 6.08 0.50 0.55 1.52 8.65 8.10 

花蓮縣 1.41 0.79 0.58 3.18 5.96 5.38 

臺東縣 1.52 0.17 0.31 3.28 5.28 4.97 

總 計 40.99 13.14 7.82 25.03 86.98 79.16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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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城鄉發展 

壹、人口 

一、全國人口現況與預測 

為瞭解未來人口發展趨勢，做為相關部門在擬定人口、教育、勞動力、產業

發展、住宅、社會服務及醫療服務…等相關政策之規劃依據，國發會每 2 年根據

最新人口、出生、死亡及遷徙…等相關統計資料，修正未來人口推計值。茲就醉

心統計至民國 150 年之推計結果進行摘要說明： 

(一) 總人口 

1. 人口數：民國 105 年總人口約為 2,355 萬人；至民國 150 年高、中、

低推計總人口將分別降至 1,949 萬人、1,837 萬人及 1,707 萬人（詳參

圖 2-21、表 2-27）。 

2. 人口零成長：民國 103 年人口成長率約為 2.3‰，未來人口成長持續趨

緩，高、中、低推計之人口零成長分別出現在民國 114 年、113 年及

110 年，人口數最高峰分別達 2,381 萬人、2,374 萬人及 2,366 萬人。 

 
圖2-21 總人口成長趨勢 

資料來源：國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民國 105 至 150 年），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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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7 總人口概況-高、中、低推計 
項目 民國 105 年年底 人口最高峰 民國 150 年年底 

【高推計】 
人口數 

（與民國 105 年比較） 
人口年增加率 

 
2,355 萬人 

- 
2.5‰ 

民國 114 年 
2,381 萬人 
增加 26 萬人 

0.2‰ 

 
1,949 萬人 

減少 405 萬人 
-9.8‰ 

【中推計】 
人口數 

（與民國 105 年比較） 
人口年增加率 

 
2,355 萬人 

- 
1.9‰ 

民國 113 年 
2,374 萬人 
增加 19 萬人 

0.0‰ 

 
1,837 萬人 

減少 517 萬人 
-12.3‰ 

【低推計】 
人口數 

（與民國 105 年比較） 
人口年增加率 

 
2,341 萬人 

- 
1.8‰ 

民國 110 年 
2,366 萬人 
增加 12 萬人 

0.2‰ 

 
1,707 萬人 

減少 647 萬人 
-15.2‰ 

資料來源：國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民國 105 至 150 年），民國 105 年 

3. 各直轄市、縣（市）人口變動 

近十年各直轄市、縣（市）人口變化趨勢，從圖 2-22 可看出除六

都之外，其他縣市的總人口數皆遞減；此外，比較西元 2015 年與 2005
年人口成長率（詳參圖 2-23、圖 2-23），有將近一半的直轄市、縣（市）

人口成長率為負，且主要為中南部地區，而離島則呈顯著成長。 

 
圖2-22 近十年各直轄市、縣（市）人口變化趨勢（西元 2005-2015 年）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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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3 近十年各直轄市、縣（市）人口長長率變化趨勢（西元 2005-2015 年）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4. 出生：民國 105 年出生數約 21 萬人，至民國 150 年高、中、低推計

將分別降為 14 萬人、10 萬人及 6 萬人，較民國 105 年減少的 36.5%、
52.6%及 69.2%。民國 105 年粗出生率依高中低推估約介於 8.7‰至 9.2
‰之間，至民國 150 年高、中、低推計將分別降為 7‰、5.4‰及 3.7‰（詳

參表 2-28）。 

5. 死亡：由於經濟、醫療技術、公共衛生等政策發展下，未來死亡率將

持續下降。以民國 105 年人口結構為基準，標準化死亡率將由民國 105
年之 7.2‰，降至民國 150 年之 5.0‰。然而受到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及高

齡人口增加之影響，來死亡數將隨之逐年增加，死亡數將由民國 105
年 16.9 萬人提高至民國 150 年之 33.7 萬人，將近增加 2 倍之多（詳

參表 2-29、圖 2-24）。 

6. 自然增加：由於出生數持續減少及死亡數持續增加，高、中、低推計

之自然增加率將分別於民國 113 年、109 年及 108 年接近 0‰之後，死

亡數將大於出生數，人口數將由自然增加轉為自然減少；若再加上國

際遷徙等社會增加人口，人口零成長將較自然增加零成長延後 1 至 3
年發生（詳參表 2-30、圖 2-25）。 

7. 社會增加：社會增加主要是國際淨遷徙人口，民國 103 年社會增加約

為 1.2 萬人，未來至民國 150 年，社會增加約介於 1.0 萬人至 1.4 萬人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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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8 出生概況-高、中、低推計 
項目 民國 105 年 民國 120 年 民國 130 年 民國 150 年 

【高推計】 
出生數 

（與民國 105 年比較） 
粗出生率 
總生育率 

 
21.6 萬人 

- 
9.2‰ 

1.23 人 

 
18.2 萬人 

減少 3.4 萬人 
7.7‰ 

1.40 人 

 
15.6 萬人 

減少 6.0 萬人 
6.8‰ 

1.50 人 

 
13.7 萬人 

減少 7.9 萬人 
7.0‰ 

1.50 人 
【中推計】 

出生數 
（與民國 105 年比較） 

粗出生率 
總生育率 

 
21.1 萬人 

- 
9.0‰ 

1.20 人 

 
15.9 萬人 

減少 5.2 萬人 
6.8‰ 

1.20 人 

 
12.4 萬人 

減少 8.6 萬人 
5.5‰ 

1.20 人 

 
10.0 萬人 

減少 11.1 萬人 
5.4‰ 

1.20 人 
【低推計】 

出生數 
（與民國 105 年比較） 

粗出生率 
總生育率 

 
20.6 萬人 

- 
8.7‰ 

1.17 人 

 
12.8 萬人 

減少 7.8 萬人 
5.5‰ 

0.95 人 

 
9.2 萬人 

減少 11.3 萬人 
4.2‰ 

0.90 人 

 
6.3 萬人 

減少 14.2 萬人 
3.7‰ 

0.90 人 

資料來源：國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民國 105 至 150 年），民國 105 年 

表2-29 死亡概況-高、中、低推計 
項目 民國 105 年 民國 120 年 民國 130 年 民國 150 年 

【高推計】 
死亡數 

（與民國 105 年比較） 
粗死亡率 

標準化死亡率 

 
16.9 萬人 

- 
7.2‰ 
7.2‰ 

 
23.0 萬人 

增加 6.1 萬人 
9.7‰ 
6.1‰ 

 
28.9 萬人 

增加 12.0 萬人 
12.6‰ 
5.6‰ 

 
33.8 萬人 

增加 16.9 萬人 
17.2‰ 
5.0‰ 

【中推計】 
死亡數 

（與民國 105 年比較） 
粗死亡率 

標準化死亡率 

 
16.9 萬人 

– 
7.2‰ 
7.2‰ 

 
23.0 萬人 

增加 6.1 萬人 
9.8‰ 
6.1‰ 

 
28.9 萬人 

增加 12.0 萬人 
12.8‰ 
5.6‰ 

 
33.7 萬人 

增加 16.8 萬人 
18.2‰ 
5.0‰ 

【低推計】 
死亡數 

（與民國 105 年比較） 
粗死亡率 

標準化死亡率 

 
16.9 萬人 

– 
7.2‰ 
7.2‰ 

 
25.6 萬人 

增加 9.7 萬人 
9.9‰ 
6.1‰ 

 
28.9 萬人 

增加 11.9 萬人 
13.2‰ 
5.6‰ 

 
33.7 萬人 

增加 16.8 萬人 
19.6‰ 
5.0‰ 

資料來源：國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民國 105 至 150 年），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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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0 人口增加概況-高、中、低推計 
項目 民國 105 年 零成長之時點 民國 150 年 

【高推計】 
自然增加率 
人口總增加率 

 
2.0‰ 
2.5‰ 

 
民國 112 年 
民國 114 年 

 
-10.3‰ 
-9.9‰ 

【中推計】 
自然增加率 
人口總增加率 

 
1.8‰ 
2.3‰ 

 
民國 111 年 
民國 113 年 

 
-12.8‰ 
-12.4‰ 

【低推計】 
自然增加率 
人口總增加率 

 
1.6‰ 
2.1‰ 

 
民國 109 年 
民國 110 年 

 
-15.9‰ 
-15.3‰ 

說明：人口總增加率係指自然增加率與社會增加率之合計，亦即（該年年底增加數-上年年底增

加數）/年中人口數*100%，與表 2-27 之人口年增加率（分母為年底人口數）稍有差異。 

資料來源：國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民國 105 至 150 年），民國 105 年 

 
圖2-24 死亡數變動趨勢-中推估 

資料來源：民國 70 年至 104 年為內政部「中華民國人口統計年刊」；民國 105 年至 150 年為國

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民國 103 至 150 年）」報告 

 
圖2-25 出生率、死亡率及自然增加率趨勢-中推計 

資料來源：民國 70 年至 104 年為內政部「中華民國人口統計年刊」；民國 105 年至 150 年為國

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民國 103 至 150 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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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口結構趨勢與總量預測 

1. 人口轉為負成長 

國內人口成長率逐年下降，依其「中推計」結果，總人口將由民國

113 年達到高峰 2,374 萬人後轉為負成長（詳參圖 2-21）。此外，因育齡

婦女人數持續減少，未來即使生育率回升，國內總人口數轉為負成長，

已無可避免。預測至民國 125 年，總人口高推估約為 2,341 萬人；中推

估約為 2,309 萬人；低推估約為 2,262 萬人。 

2. 人口分布集中於都會地區 

國內人口的空間分布約有 70%的人口集中於西部平坦地區，以臺

北、臺中及高雄都會區為集中地區（詳參圖 2-22），特別是新北市、桃

園市、新竹縣、新竹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等都市中心周邊的衛

星市鎮成長較為明顯（詳參圖 2-23）。另外，依據民國 105 年內政部統

計通報統計，西元 2015 年全國社會增加為正值之淨遷入直轄市、縣（市）

以桃園市 3 萬 6,668 人最多、臺中市 1 萬 4,367 人次之，金門縣 4,440
人居第三。下圖 2-26 顯示民國 105 年 7 月各直轄市、縣（市）人口密

度（依內政部統計月報資料繪製），空間分布結果顯示各地人口密度呈

現極大差異性，且分布較高的直轄市、縣（市）集中於北、中、南都會

區，相對東部地區差異明顯。 

3. 高齡少子化的人口預測 

國內生育率持續下滑，從民國 80 年平均 1.72 人，降至民國 104 年

僅為 1.18 人，而未來總生育率高、中、低推估預測，民國 125 年國家總

生育率分別為 1.47 人、1.2 人、0.92 人。根據內政部統計年報統計，過

去十年內，0~14 歲幼年人口比例下滑 4.55%，民國 105 年國內平均幼年

人口比例為 13%（詳參表 2-31）。因出生數減少，未來 0-5 歲學齡人口

隨之減少，根據此推估報告中推估預測，105 年學年度，學齡前人口（0-
5 歲）為 125.7 萬人，依據中推估結果：至民國 125 年學齡前人口數將

減少 33.7 萬人，總人數為 92 萬人；6-21 歲學齡於民國 105 年人口預估

為 400.8 萬人，推估民國 125 年將減少 90.8 萬人，總數為 310 萬人。隨

著生育率的降低與國人壽命延長，使老年人口比例有上升趨勢，自民國

82 年起，國內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已達 7.10%，已超過聯合國世界

衛生組織定義的高齡化社會門檻(7%)，直至今年（民國 105 年），65 歲

以上老年人口已達 13.2%，根據中推估預測，至西元 2035 年，比例將

達 27.5%，扶養比亦從 18%升至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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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6 民國 105 年 7 月直轄市、縣（市）人口密度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月報網站，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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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1 國內人口結構情形表 

年（民國） 總人口 
年齡結構比(%) 

0~14 歲 15~64 歲 65 歲以上 

60 14,994,823 39 58 3 

70 18,193,955 32 64 4 

80 20,605,831 26 67 7 

90 22,405,568 21 70 9 

100 23,224,912 15 74 11 

101 23,315,822 15 74 11 

102 23,373,517 14 74 12 

103 23,433,753 14 74 12 

104 23,492,074 14 74 12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年報網站，民國 105 年 

4. 各直轄市、縣（市）人口總量分派 

依據上述推估，民國 125 年之人口總量為 2,309 萬人，本計畫以該

總量作為計畫目標年(125 年)之人口總量，並據以進行各直轄市、縣（市）

人口總量之分派作業，相關推估結果如表 2-32： 

表2-32 我國民國 125 年人口高推估總量一覽表 
單位：萬人 

行政區 總人口數 行政區 總人口數 

臺北市 246 南投縣 51 

新北市 392 雲林縣 71 

基隆市 37 嘉義縣 54 

宜蘭縣 46 嘉義市 28 

桃園市 216 臺南市 183 

新竹縣 60 高雄市 272 

新竹市 42 屏東縣 84 

苗栗縣 57 花蓮縣 33 

臺中市 266 臺東縣 21 

彰化縣 127 離島 23 

總計 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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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產業經濟 

一、產業結構 

國內產業結構變動，早期以農業為主，嗣後逐步轉為以工業、製造業為主要

產業型態，至今轉為以服務業為主。就產業 GDP 比重與就業人口數而言，過去

30 年以來，農業產值與就業人口數持續遞減，至民國 104 年農業 GDP 產值比例

為 1.78%、就業人數比例為 4.95%，而服務業產值比例則提升為 65.1%、就業人

數比例達 59.02%（詳參圖 2-27），分別呈現消長情況。至民國 114 年，農業、工

業及服務業就業人數所占比率分別為 4.7%、36.9%及 58.4%（國發會，民國 105
年）。 

 
圖2-27 國內產業 GDP 比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統計年報，民國 105 年 

依據「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民國 104 年概況資料顯示：在農林漁牧業部門

發展上，屏東(14.56%)、雲林(15.43%)、彰化(12.31%)及臺南(1185%)地區農林漁

牧業總產值，合計約占全國總產值 50%，於國內農業發展扮演重要角色。 

工業部門發展以新北市營運中工廠家數(22.07%)所佔比例最高，其次分別為

臺中市(20.10%)、桃園市(12.47%)、彰化縣(10.73%)及臺南市(10.35%)。整體產業

特性，北部產業群聚類型最為多元，以高科技產業為主；中部以精密金屬工業等

傳統產業為強勢產業；南部則以石化製造業為發展為主；至於花東及離島地區皆

非以工業為主要發展為主。 

另服務業部門發展上，臺北市(32.35%)及新北市(11.49%)營利事業銷售額位

居全國之冠，其合計銷售額佔國內總額四成以上，其次為臺中(9.38%)及高雄

(10.44%)地區，西部走廊其他地區之發展情形則較為平均。服務業不僅支援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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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與農業等生產活動，促進各產業再發展，並鏈結下游消費市場、促進商品

流通之能量，具有改變整個產業運作方式及結構之潛力，以服務業支援製造業，

將創造更大利益優勢。 

二、產業區位分布 

國內產業活動發展多集中於西部走廊，並形成北、中、南部產業軸帶，且多

以科學工業園區為重點核心而向外擴散，例如：北部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為主，

從臺北延伸到苗栗的高科技產業走廊，產業包括電子資訊、軟體、光電產業等（詳

參圖 2-28）。中部以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為主，於大臺中地區形成產業群聚，產業

包括:精密機械、通訊、光電及積體電路…等。南部則以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為主，

結合路竹基地、臺南科學工業區、農業生物園區等產業園區，形成群聚產業。 

花東地區由於地形阻隔，至今仍保存著天然或人文景觀，故其應以在地、傳

統、特殊產業發展為主，並著重於觀光旅遊、國際醫療、養生休閒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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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8 產業群聚廊帶示意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案），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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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用地概況 6 

我國產業用地所創造之產值及國內生產毛額(GDP)占比約為總量 3 成左右，

為臺灣穩定繁榮的經濟基礎，倘無提供充足產業用地供投資使用，將對經濟產業

永續發展產生重大衝擊。 

(一) 臺灣依目的事業法令設置產業園區供給體系 

臺灣地區土地面積約 3 萬 6 千平方公里，土地使用管理制度區分為區域

計畫、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三種。而依據內政部《國土計畫法》（草案）的

空間架構理念，基於保育利用及管理需要，在全國國土計畫空間架構下，將

劃分為特定區域計畫、都會區域計畫以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土地

資源亦將劃分為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

區等四類型。其中產業發展用地屬於城鄉發展地區類型土地，而依目的事業

法令設置產業園區者，包括:產業創新條例、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科學

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環保科技園區設置推動計畫、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

理條例、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詳參圖 2-29）。 

 
圖2-29 國土計畫及依目的事業法令設置產業園區法令體系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民國 104 年 

臺灣產業用地之供給包括:依目的事業設置產業園區以及依土地利用編

定之產業用地兩大類。前者包括經濟部工業局（以下簡稱工業局）、經濟部

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以下簡稱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科技部、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及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分別

                                                 
6 本計畫整理自經濟部工業局民國 104 年「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核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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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提供，包括：編定工業區、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環保科技園區、農

業科技園區、自由貿易港區等（詳參圖 2-30），茲簡述如下： 

1. 編定工業區為經濟部工業局主管權責範圍，主要係依據原獎勵投資條

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及產業創新條例設置，全臺由經濟部工業局所

管轄之編定工業區共計 62 處，面積 13,389 公頃，為產業發展之主要

推動力。 

2. 由地方政府設置管轄計 17 處，面積 2,792 公頃；由民間營運計 94 處，

面積 5,499 公頃。 

3. 加工出口區由行政院依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設置，並由經濟部各

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直接管轄，共計 10 處，面積 530 公頃。 

4. 科學園區由科技部（前為國家科學委員會）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

條例開發設置，共計 13 處，面積 4,702 公頃。 

5. 環保科技園區由環保署依環保科技園區設置推動計畫設置，共計4處，
面積 123 公頃。 

6. 農業生技園區則由農委會或地方政府依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開發設置，共計 3 處，面積 504 公頃。 

7. 自由貿易港區由交通部依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設置，共計 7 大

港區，面積 1,386 公頃。而後者（依土地利用編定之產業用地）則包

括：前述以外之都市計畫工業區及非都市土地之丁種建築用地。 

 
圖2-30 臺灣依目的事業法令設置產業園區供給體系及其供給面積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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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業用地範疇界定 

由於產業用地包含範圍甚廣，後續所指產業用地以工業園區用地為主，

將其界定為依獎勵投資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產業創新條例、加工出口

區設置管理條例、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等，所設置之產業園區工業用

地，以及都市計畫工業區與非都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至於自由貿易港區，

因大部分為港埠用地或倉儲用地，環保科技園區、農業科技園區、農業及服

務業用地之屬性亦非以製造為主，其屬性與工業用地不同，故不在本計畫後

續所指產業用地之定義及範圍內，其相關用地方案必要時應由其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另行訂定之。 

(三) 產業用地對經濟發展之重要性 

臺灣產業用地供給總面積約 48,414 公頃，其中屬都市計畫工業區約

21,900 公頃，屬非都市土地工業用地約 26,514 公頃。而 48,414 公頃之產業

用地約占全臺總面積 1.35%，此外依據行政院主計處及經濟統計年報顯示，

全臺之工業總產值達 14.9 兆，約占全國總產值之 28.95%，工業國內生產毛

額(GDP)約 4.8 兆，約占全國國內生產毛額(GDP)之 32.2%，故產業各業總產

值佔比用地，估計每公頃 GDP 約為 9,896 萬元。 

(四) 產業用地供給區位 

在《國土計畫法》的空間架構，將土地劃分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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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能分區。其中，國土保育地

區非屬開發區，海洋資源地區亦不適宜產業用地開發，故未來新增產業發展

用地的供給，須使用城鄉發展地區或變更農業發展地區土地。惟農業發展地

區以確保基本糧食安全為原則，保護重要農業生產環境及基礎設施，並應避

免零星發展；城鄉發展地區則以集約發展為原則，成長管理為策略，確保完

整之公共設施服務，以創造寧適和諧之生活環境及有效率之生產環境。因此

未來產業發展用地之拚擴充，便面臨農業發展區及城鄉發展區間的相互競合

（詳參圖 2-31），產業用地的供給將益形珍貴且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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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1 產業發展用地與國土規劃空間架構關係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民國 104 年 

(五) 產業用地租售現況及成效 

經濟部工業局編定開發之工業區，屬前述臺灣依目的事業法令設置產業

園區供給體系中，係依獎勵投資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及產業創新條例設

置之產業園區。目前經濟部工業局已開發產業園區計有 54 處，開發面積約

9,506 公頃，已公告租售面積約 7,294 公頃，已全數租售完罄。開發中工業

區計 8 處，包括：宜蘭利澤、彰化濱海、社頭織襪、雲林科技、斗六擴大、

臺南科技、花蓮和平、雲林離島…等，截至 103 年 6 月，開發面積約 3,883
公頃，已公告租售面積約為 2,271.71 公頃，已租售面積約為 2,084.24 公頃，

未租售面積為 187.47 公頃，土地租售率達 92%（詳參表 2-33），顯示經濟部

工業局所轄產業園區土地，租售執行情形具有相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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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3 經濟部工業局開發中產業園區土地租售情形 
單位：公頃 

工業區 

已公告租售 已租售土地 已公告 

面積(A) 面積(B) 租售率(%) 
(B/A) 

未租售面積(C) 未租售原因 

1 宜蘭利澤 202.00 202.00 100% 0.00 - 

2 

彰

化

濱

海 

線西 474.00 411.02 87% 62.98 已有廠商洽詢 

崙尾 151.88 151.88 100% 0.00 - 

鹿港 619.79 616.27 99% 3.52 - 
- 

小計 11.88 11.88 100% 0.00 - 

3 社頭織襪 4.29 4.29 100% 0.00 - 

4 

雲

林

科

技 

大北勢 143.17 143.17 100% 0.00 - 

竹圍子 140.00 140.00 100% 0.00 
- 
- 

小計 283.17 283.17 100% 0.00 - 
5 斗六擴大 92.30 92.30 100% 0.00 - 

6 臺南科技 272.30 225.88 83% 46.42 已加強招商 

7 花蓮和平 183.00 106.23 58% 76.77 
花蓮縣府八不

政策影響廠商

租購意願 

8 雲林離島 暫緩公告租售 

合計 2,294.61 2,104.92 92% 189.69 - 

註：資料統計至 103 年 9 月底。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民國 104 年 

至於，在加工出口區及科學園區等產業園區方面：可出租土地面積 
370.85 公頃，已出租土地面積 359.91 公頃，僅餘 10.94 公頃未出租，出租率

達 97.05%。科學園區土地部分：可出租土地面積 1,535.27 公頃，已出租土

地面積 1,356.17 公頃，出租率為 88.33%，科學園區標準廠房部分：可出租

有 924 單位，其中已出租 812 單位，出租率為 87.88%（詳參表 2-34）。 

表2-34 加工出口區及科學園區土地租售情形 

加工出口區（公頃） 
可租售土地 已租售土地或單位 未租售土地或單位 租售率 

370.85 359.91 10.94 97.05% 
科

學

園

區 

土地（公頃） 1,535.27 1,365.17 170.10 88.33% 

標準廠房（個） 924 812 112 87.88%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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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產業用地閒置 

以下分別說明經濟部工業局、地方政府及民間編定開發之產業園區的閒

置現況。而此處所稱之「閒置土地」，泛指取得產業用地之使用權或所有權

後逾 3 年未建廠或雖建廠，未見主要機械設備者。整體而言，閒置率不算高，

然而仍有土地閒置未做有效率使用，故仍應研擬相關策略以減少土地資源的

閒置。 

1. 經濟部工業局已開發產業園區 

經濟部工業局已開發54處產業園區，閒置土地面積約343.24公頃，

閒置率為 4.77%，整體而言其閒置率不算過高（詳參表 2-35）。而閒置

面積較大者包括： 

(1) 屏東工業區 54 公頃，為臺糖公司土地，屏東縣政府另有其他重

大建設計畫，限制土地租售。 

(2) 屏南工業區 49 公頃，主要為燁輝鋼鐵公司因環保抗爭，致迄今

未建廠。 

(3) 美崙工業區 24 公頃，原係榮民公司作砂石廠使用，因應該公司

民營化刻正辦理清理計畫閒置（詳參表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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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5 經濟部工業局所轄已開發工業區閒置產業用地情形 

分區 直轄市、

縣（市） 
開發總面積 
（公頃） 

已租售面積 
（公頃） 

已 租 售 未 使 用

（公頃） 占已租售比率 

北區

14 處 

基隆市 29.00 22.78 2.22 9.8% 
新北市 359.91 246.21 14.69 6.0% 
桃園縣 1,684.97 1,274.58 57.17 4.5% 
新竹縣 517.00 390.00 9.74 2.5% 
小計 2,590.88 1,933.58 83.82 4.3% 

中區

17 處 

苗栗縣 221.79 176.34 7.59 4.3% 
臺中市 1,018.57 666.59 13.47 2.0% 
彰化縣 498.50 313.23 2.38 0.8% 
南投縣 434.06 296.02 21.69 7.3% 
雲林縣 110.91 93.44 2.66 2.8% 
小計 2,283.82 1,545.62 47.78 3.1% 

南區

19 處 

嘉義縣 427.92 334.03 14.22 4.3% 
臺南市 625.85 479.07 34.89 7.3% 
高雄市 2,511.51 2,205.78 12.76 0.6% 
屏東縣 497.55 385.20 107.73 28.0% 
小計 4,062.83 3,404.09 169.60 5.0% 

東部

4 處 

宜蘭縣 236.09 178.45 14.64 8.2% 
花蓮縣 163.77 126.62 26.22 20.7% 
臺東縣 18.89 13.16 1.18 9.0% 
小計 418.75 318.23 42.04 13.2% 

合計 54 處 9,356.28 7,201.51 343.25 4.8% 

註：本表係為 103 年 6 月底經濟部工業局北中南區處已開發完成之 54 處工業區區內產業用地使

用情形清查調查結果。另北中南東各工業區明細請參考表 2-36。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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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6 經濟部工業局所轄已開發工業區閒置產業用地面積明細 

分區 直轄市、

縣（市） 工業區名稱 開發總面積 
（公頃） 

已租售面積 
（公頃） 

未強化利用 
用地筆數 面積（公頃） 

北區 

基隆市 大武崙 29 22.7807 11 2.2241 

新北市 

樹林 21.7478 18.7015 3 0.9315 
新北 140.55 88.15 11 2.0329 
瑞芳 38.1675 18.7159 5 2.0502 
土城 107 79.6812 6 6.347 
林口（工二） 52.444 40.966 11 3.3241 

桃園縣 

林口（工三） 119 104 3 1.3038 
龜山 131 117.895 12 9.6606 
中壢 432.9016 294.26 43 16.812 
觀音 632.12 451.8 16 10.212 
大園 204.38 173.38 26 9.7757 
平鎮 104 88.4756 6 5.4272 
桃幼 61.57 44.77 14 3.9763 

新竹縣 新竹 517 390 13 9.741 
北區總計 2,590.88 1,933.58 180 83.819 

東區 

宜蘭縣 龍德 236.09 178.45 23 14.639 

花蓮縣 
美崙 129.4105 106.69 10 24.212 
光華 34.36 19.9341 6 2.0062 

臺東縣 豐樂 18.8857 13.1557 9 1.1842 
東區總計 418.7462 318.23 48 42.042 

中區 

苗栗縣 

頭份 94.6496 82.5036 1 5.466 
竹南 76.3 56.057 1 0.1795 
銅鑼 50.8355 37.7841 4 1.947 

臺中市 

大甲幼獅 218.47 140.917 1 0.618 
臺中港關連 142.8341 103.225 4 7.4302 

臺中 580.0511 372.744 16 5.264 

大里 77.2135 49.7021 1 0.1562 

彰化縣 

全興 246.693 126.438 1 0.4 
福興 43.1225 37.4995 2 0.3092 
埤頭 18.2958 16.1313 0 0 
田中 27.9182 24.6692 0 0 
芳苑 162.4751 108.487 4 1.6703 

南投縣 
南崗 412 277.708 17 21.037 
竹山 22.0584 18.3156 4 0.6506 

雲林縣 

斗六 55 44 1 0.1394 
豐田 39.756 35.0735 4 2.5171 
元長 16.151 14.3648 0 0 

中區總計 2,283.82 1,545.62 61 47.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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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 直轄市、

縣（市） 工業區名稱 開發總面積 
（公頃） 

已租售面積 
（公頃） 

未強化利用 
用地筆數 面積（公頃） 

南區 

嘉義縣 

民雄 243.8387 176.1 7 10.016 
頭橋 87.4894 77.325 2 2.1342 
嘉太 59.4194 51.0147 4 1.4598 
朴子 21.5158 16.1277 1 0.6114 
義竹 15.6519 13.4662 0 0 

臺南市 

新營 124.1787 105.138 28 10.975 
官田 227 166.053 20 17.321 
永康 74.6743 64.0712 4 0.8477 
安平 200 143.812 13 5.7471 

高雄市 

永安 73.3174 64.3703 1 1.7033 
仁武 21.1147 18.3288 2 1.2623 
大社 109.9452 93.1008 0 0 
大發 374.1922 313.652 10 8.24 
鳳山 10.94 7.4828 1 0.0131 
臨海 1518.7579 1391.16 8 1.542 
林園 403.2434 317.683 0 0 

屏東縣 

屏東 113.1849 101.389 3 53.99 
內埔 103.2918 73.4135 10 5.2215 
屏南 281.0779 210.397 4 48.518 

南區總計 4,062.83 3,404.09 118 169.6 
總計 9,356.28 7,201.51 407 343.25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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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濟部工業局開發中產業園區 

經濟部工業局開發中之宜蘭利澤、彰化濱海、雲林科技、斗六擴大、

臺南科技、花蓮和平、雲林離島等 7 處產業園區租售逾 3 年閒置土地面

積約 164 公頃，閒置率為 4.25%（詳參表 2-37）。 

表2-37 經濟部工業局開發中工業區內已租售土地逾 3 年未設廠之情形 

分區 直轄市、

縣（市） 
工業區名稱 開發總面積 

（公頃） 
已租售面積 
（公頃） 

未強化利用

用地筆數 
面積 

（公頃） 

東區 

宜蘭縣 利澤 330.652 201.741 12 24.7929 

花蓮縣 和平 349.29 106.23 4 1.219 

東區總計 679.942 307.971 16 26.0119 

中區 

彰化縣 彰濱 
（線西區、崙尾區、鹿港區） 1,997.15 1154.5999 40 74.2326 

雲林縣 

斗六擴大 148 92.4659 11 11.0533 

雲林科技 
（大北勢、竹圍子） 499.42 280.5325 18 41.9081 

雲林離島 
（新興區、麥寮區） 3,470.56 1,805.14 0 0 

中區總計 6,115.12 3332.7334 69 127.194 

南區 
臺南市 臺南科技 457.872 211.5843 10 10.5223 

南區總計 457.872 211.5843 10 10.5223 

總計 7,252.94 3,852.29 95 163.7282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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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方政府及民間編定已開發產業園區 

地方政府及民間編定已開發之 56 處產業園區中，閒置面積達 306
公頃，閒置率為 9.8%。其中北部區域僅有桃園縣及新竹縣有閒置土地，

閒置面積 54.65 公頃，閒置率為 5.41%，主要分布於桃園科技工業區等

（詳參表 2-38）；中部區域閒置面積 35.61 公頃，閒置率 3.5%，主要分

布於苗栗縣三義工業區…等（詳參表 2-39）；南部區域閒置面積 251.38
公頃，閒置率 19.73%，為全臺閒置率最高之區域，主要分布於臺南市

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專區、柳營科技、永康科技工業區、屏東汽車

專業區等（詳參表 2-40）；東部區域目前尚無地方政府或民間編定已開

發之產業園區。 

表2-38 地方政府及民間編定已開發工業區閒置產業用地情形（北區） 

狀況 
區域 

開發總面積 
（公頃） 

已租售面積 
（公頃） 

閒置未利用 
面積（公頃） 占可租售面積比率（%） 

宜蘭縣 0.00 0.00 0.00 0.00 
新北市 123.00 67.76 0.00 0.00 
桃園縣 1,324.68 900.73 41.69 4.63 
新竹縣 60.28 42.20 12.96 30.71 
總計 1,507.96 1,010.69 54.65 5.41 

註：閒置產業用地情形(54.65）（括號內表閒置面積，單位：公頃） 

(1)宜蘭縣：無 

(2)新北市：無 

(3)桃園縣：桃園科技工業區(37.46)、幼獅擴大工業用地(2.76)、下陰影窩段 (1.47)、烏樹林工

業用地(0.01) 

(4)新竹縣：大旱工業用地(12.96) 

(5)花蓮縣：無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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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9 地方政府及民間編定已開發工業區閒置產業用地情形（中區） 

狀況 
區域 

開發總面積 
（公頃） 

已租售面積 
（公頃） 

閒置未利用 
面積（公頃） 占可租售面積比率（%） 

苗栗縣 670.00 488.47 32.25 6.60 
臺中市 315.72 217.14 2.06 0.95 
彰化縣 301.48 209.49 0.00 0.00 
雲林縣 178.00 102.20 1.30 1.27 
總計 1,465.20 1017.30 35.61 3.50 

註：已編定，已開發之工業區（括號內表閒置面積，單位：公頃） 

(1)苗栗縣：三義工業區(19.43)、苗栗口公館段（廣源機械）(3.97)、苗栗口公館段（寶源機

械）(3.81)、中興工業區（南區）(2.10)、中興工業區（北區）(1.92)、公館子工業

用地(1.02) 

(2)臺中市：仁化工業區(1.41)、霧峰工業區(0.94) 

(3)彰化縣：無 

(4)雲林縣：麻園工業用地(1.3)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民國 104 年 

表2-40 地方政府及民間編定已開發工業區閒置產業用地情形（南區） 

狀況 
區域 

開發總面積 
（公頃） 

已租售面積 
（公頃） 

閒置未利用 
面積（公頃） 占可租售面積比率(%) 

嘉義 188.51 164.78 0.00 0.00 
臺南 817.42 586.69 171.93 29.30 
高雄 357.25 263.09 11.70 4.45 
屏東 99.76 76.81 31.75 41.34 
總計 1,462.94 1,091.37 215.38 19.73 

註：閒置產業用地情形（括號內表示閒置面積，單位：公頃） 

(1)臺南市：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專區(61.99)、柳營科技工業區(57.21)、永康科技工業區

(45.10)、保安工業用地(6.61)、新市工業區(1.02) 

(2)高雄市：岡山本洲工業區(11.70) 

(3)屏東縣：屏東汽車專業區(31.75)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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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產業用地供需分析 

依據行政院全球招商聯合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及直轄市、縣（市）

政府產業需求調查顯示：北部及中部區域產業用地供不應求，而南部區域產

業用地則是供過於求，呈現產業用地供給區為失衡之現象。北部區域立即產

業用地供給數量為 44 公頃，然而立即產業用地需求為 81 公頃;南部區域立

即產業用地供給數量為 146 公頃，但立即產業用地需求僅 39 公頃；東部則

沒有產業用地之需求。因此，若能適時配合相關政策引導產業南移，有助於

解決區域供需平衡（詳參表 2-41）。產業用地需求失衡及上述產業用地閒置

現象，除利用土地使用計畫與管制法令外，更需引進適當產業之投資意願、

政策，以活化產業用地。 

表2-41 臺灣各區域產業用地供需情形 
單位：公頃 

北部區域 中部區域 

時間 需求 供給 時間 需求 供給 

立即 81 

經濟部 0 

立即 151 

經濟部 72 

科技部 44 科技部 44 

縣市政府 0 縣市政府 0 

小計 44 小計 116 

三年內 131 

經濟部 0 

三年內 507 

經濟部 126 

科技部 0 科技部 0 

縣市政府 108 縣市政府 327 

小計 108 小計 453 

南部區域 東部區域 

時間 需求 供給 時間 需求 供給 

立即 39 

經濟部 76 

立即 0 

經濟部 77 

科技部 66 科技部 0 

縣市政府 4 縣市政府 22 

小計 146 小計 99 

三年內 245 

經濟部 4 

三年內 0 

經濟部 0 

科技部 0 科技部 0 

縣市政府 328 縣市政府 0 

小計 332 小計 0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民國 104 年 

  



82 

四、各產業園區之發展概況 

以下概述依目的事業法令設置之產業園區發展現況： 

(一) 編訂工業區 

以下資料整理自經濟部工業局「臺灣工業用地供給服務網」以及經濟部

工業局「臺灣工業土地資訊系統網站」，係為各直轄市、縣（市）編定工業

區相關資料彙整清單，共 61 處編訂工業區，包含其面積、管理單位、性質

及現有廠商數。惟值得注意的是，此處資料與「產業政策用地革新方案（104
年 1 月）」中，部分工業區面積並不相同；另外，「南港軟體工業區」並未列

入「產業政策用地革新方案」之編訂工業區中，而「產業政策用地革新方案」

中之「社頭織襪工業區」、「斗六擴大工業區」兩座開發中工業區，則為此處

資料來源未列入之編訂工業區（詳參表 2-42）。 

表2-42 編訂工業區發展現況 
直轄市、

縣（市） 工業區 面積（公頃） 管理單位 性質 現有廠商數 

基隆市 大武崙工業區 29 

工業局北區 
工業區管理處 

綜合性 79 家 
臺北市 南港軟體工業區 8.2 軟體開發 604 家 

新北市 

林口特定區（工二） 52.44 綜合性 198 家 
瑞芳工業區 38.71 綜合性 59 家 
樹林工業區 21.7478 綜合性 75 家 
新北市產業園區 140.55 綜合性 1,709 家 
土城工業區 107 綜合性 357 家 

宜蘭縣 
龍德工業區 236.09 綜合性 261 家 
利澤工業區 329.05 綜合性 222 家 

花蓮縣 
光華工業區 34.36 綜合性 46 家 
和平工業區 486.72 綜合性 18 家 
美崙工業區 136.27 綜合性 123 家 

臺東縣 豐樂工業區 18.8857 綜合性 79 家 

桃園市 

大園工業區 204.38 綜合性 197 家 
林口特定區（工三） 119.3081 綜合性 66 家 
桃園幼獅工業區 61.57 青年創業 105 家 
龜山工業區 131 綜合性 216 家 
平鎮工業區 104 綜合性 145 家 
中壢工業區 432.9 綜合性 549 家 
觀音工業區 632.12 綜合性 400 家 

新竹縣 新竹工業區 517 綜合性 493 家 

苗栗縣 
竹南工業區 73.6 

工業局中區 
工業區管理處 

綜合性 53 家 
銅鑼工業區 50.84 綜合性 87 家 
頭份工業區 94.6496 綜合性 2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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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

縣（市） 工業區 面積（公頃） 管理單位 性質 現有廠商數 

臺中市 

臺中工業區 580 

工業局中區 
工業區管理處 

綜合性 1,465 家 
大甲幼獅工業區 218.47 青年創業 246 家 
臺中港關連工業區 142.83 綜合性 120 家 
大里工業區 77.2135 綜合性 295 家 

彰化縣 

田中工業區 27.9369 綜合性 68 家 
芳苑工業區 160 綜合性 132 家 
埤頭工業區 18.3455 農村工業 29 家 
福興工業區 18.35 綜合性 54 家 
全興工業區 246.8 綜合性 162 家 
彰濱工業區 
（線西區、鹿港區） 3,643 綜合性 595 家 

南投縣 
南崗工業區 412 綜合性 467 家 
竹山工業區 22.05 農村工業 69 家 

雲林縣 

元長工業區 16.1997 農村工業 24 家 
豐田工業區 39.7560 綜合性 24 家 
斗六工業區 203 綜合性 227 家 
雲林科技工業區 243.04 科技工業 159 家 
雲林離島式基礎工

業區 17,203 綜合性  

嘉義縣 

民雄工業區 244 

工業局南區 
工業區管理處 

綜合性 225 家 
朴子工業區 21.52 農村工業 46 家 
義竹工業區 15.65 綜合性 22 家 
頭橋工業區 86 綜合性 89 家 
嘉太工業區 59.42 綜合性 89 家 

臺南市 

安平工業區 200 綜合性 572 家 
臺南科技工業區 709.15 科技工業 218 家 
永康工業區 74.6743 綜合性 148 家 
官田工業區 227 綜合性 169 家 
新營工業區 124 綜合性 176 家 

高雄市 

高雄臨海工業區 1,560 綜合性 532 家 
大發工業區 374.1922 綜合性 654 家 
仁武工業區 21 綜合性 34 家 
永安工業區 64.37 綜合性 65 家 
鳳山工業區 11.03 綜合性 91 家 
林園工業區 403.2434 石油化學 30 家 
大社工業區 109.9452 石油化學 12 家 

屏東縣 
屏南工業區 281 綜合性 88 家 
內埔工業區 103.2918 綜合性 55 家 
屏東工業區 113.1849 綜合性 14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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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工出口區 7 

臺灣地區加工出口區目前分布於高雄市、臺中市及屏東縣。高雄市包括

原有的楠梓園區（92.33 公頃）、高雄園區（72.30 公頃）之外，另有近年新

設之成功物流園區（8.40 公頃）、小港空運物流園區（54.40 公頃）、臨廣園

區（9.00 公頃）以及高雄軟體科技園區（7.90 公頃），面積共計 244.33 公頃。

臺中市則包括：原有之臺中園區（26.12 公頃）及新設之中港園區（122.27 公

頃），面積共計 148.39 公頃、屏東加工出口區，面積為 123.04 公頃，總面積

515.76 公頃（詳參表 2-43）。 

表2-43 全台加工出口區概況 
直轄市、

縣（市） 
工業區 面積（公頃） 管理單位 性質 現有廠商數／ 

就業人口 

臺中市 

中港加工出口園區 

已簽訂租約

及預定土地

面積：122.27
公頃 

加工出口區

管理處 
加工出口區 

目 前 營 運 家

數：70 家 

臺中加工出口園區 26.12 

至 105 年 5 月，

已營運生產之

區內事業登記

家數 599 家、

受雇員工人口

數 80,005 人 

高雄市 

高雄加工出口區 72.3 － 

楠梓加工出口區 92.33 出租率 100% 

小港空運物流園區 54.5 － 

高雄軟體科技園區 7.9178 4 家 

成功物流園區 46.6 － 

臨廣加工出口區 9 － 

屏東縣 屏東加工出口園區 123.04 34 家 

 
  

                                                 
7 本計畫整理自行政院經濟部工業局臺灣工業土地資訊系統網站(http://120.126.138.196/idb/)、臺

灣工業用地供給與服務資訊網(http://idbpark.moeaid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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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學園區 8 

科學工業園區目前主管機關為行政院科技部，目前由北、中、南三大核

心園區形成的高科技產業創新走廊，有利於推動臺灣成為國際創新研發中心，

包含：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竹科）等六處、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南科）等二

處及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中科）等五處（科技部，民國 105 年）。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設立於民國 68 年，為我國第 1 個科學工業園區。附

近有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及工業技術研究院等學術與研究機構，進駐產業完

整，發展最為成熟。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設立於民國 86 年，已建構完整的光

電、半導體、生技及精密機械產業聚落，並積極發展綠能低碳及醫療器材等

產業。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設立於民國 92 年。中臺灣為精密機械產業重鎮，

結合中部地區學研機構的研發能量，建構成一個以研發、創新為特色的園區。 

 
圖2-32 科學園區發展區位示意圖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科技部網站，民國 105 年 

                                                 
8 本計畫整理自行政院科技部網站(https://www.most.gov.tw/?l=ch)、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網站

(http://www.sipa.gov.tw/index.jsp)、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網站

(http://www.ctsp.gov.tw/chinese/00home/home.aspx?v=1)、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網站

(http://www.stsp.gov.tw/web/indexGroups?frontTarget=DEFAULT) 



86 

茲分述各科學工業園區基本資料如下： 

1.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轄屬六個衛星園區，分別為：新竹、竹南、銅鑼、

龍潭、宜蘭與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總開發面積 1,348 公頃，目前所有衛

星學園區皆有廠商進駐並開始營運。截至目前，核准廠商數已經超過

520 家，員工超過 15 萬人，實收資本額超過 1 兆元；近三年平均營業

額均突破兆元。 

園區產業共分六大類：積體電路產業、電腦及周邊產業、通訊產業、

光電產業、精密機械產業及生物技術產業。其中，積體電路產業之產值

佔園區總產值達 7 成，為園區第一大產業，光電產業營業額佔園區總產

值近 2 成，為園區第二大產業；第三大產業為電腦及周邊產品，接續為

通訊產業、精密機械產業及生物產業（詳參表 2-44）。 

表2-44 北部科學園區概況 
園區 
名稱 

土地資訊 產業類型 產值／廠商／就業人口／

其它 

新竹

科學

園區 
基地面積 653 公頃 

主要為積體電路、電腦及周

邊設備、通訊、光電、精密

機械和生物技術等產業發

展主軸 

產值均達新臺幣 1 兆元以

上，核准廠商家數已逾 520
家，就業人數超過 15 萬人 

竹南

科學

園區 
基地面積 129 公頃 

支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發

展，故吸引了光電、太陽能

以及 LED 相關上下游廠商

進駐；緊鄰園區的國家衛生

研究院，吸引生技以及醫藥

等醫材廠商進駐 

至 104 年 12 月已有 50 家

廠商進駐，從業員工約

13,700 人，104 年 1~12 月

營業額已逾 724 億元，各

項數字已約占竹科各基地

總數的 6.6% 

龍潭

科學

園區 

基地面積 106.94 公頃，園

區分二期開發，第一期為

已開發區，主要為事業專

用區，計 76.11 公頃；第二

期為待開發區，主要為公

園、綠地之開放空間，計

30.83 公頃 

目前為光電產業上、中、下

游創新聚落 
從業員工人數約 5,000 人，

計有 10 家公司營運中 

銅鑼

科學

園區 

基地面積 349.7 公頃。廠房

用地 96.2 公頃(27.5%)、公

共設施用地 130.3 公頃

(37.3%)、保育區 118.9 公

頃(34.0%)、服務設施用地

4.3 公頃(1.2%)。廠房用地

土地使用強度為建蔽率

50%、容積率 200%、限高

25m 

銅鑼科學園區工業引進產

業定位為：(1)半導體先進測

試產業、(2)潔淨能源及綠能

產業、(3)通訊知識產業及車

電產業等；另設有客家文化

中心，為國家級客家文化中

心，主要功能為客家文化資

料的研究、典藏及展示 

已核准 11 家廠商入區，有

8 家廠商起租土地；第一、

二階段開發區可提供 66.8
公頃土地（含客委會用地）

出租使用；另第三階段開

發工程已開工，預計 106年
底完工後將可再增加 24.8
公頃事業用地供廠商建廠

使用 

宜蘭

科學

園區 

基地面積 70.63 公頃，其

中，廠商用地為 34.82 公

頃，建蔽率 60%，容積率

200% 

預計引進(1)通訊知識服務

產業、(2)數位內容產業、(3)
研發產業 

已於 105 年 5 月 9 日開幕，

7 月起可供入區廠商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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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 
名稱 

土地資訊 產業類型 產值／廠商／就業人口／

其它 

新竹

生物

醫學

園區 

基地面積 38.1 公頃，包括

醫療複合區、育成研發區、

產業區及必要性服務設施

等配置及中央綠帶貫穿整

體園區 

引進國際知名的生醫產業

與研究單位，並結合新竹科

學園區與 ICT 產業優勢 
開發中 

2.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包括：臺中園區、后里園區、虎尾園區及已核定刻正開發之二林園

區、加上兼辦高等研究園區共計五處，總開發面積約 1708 公頃，截至

民國 105 年 6 月底，有效核准廠商家數（含研究機構）189 家，至民國

105 年 7 月，廠商從業人口數合計 37,591 人（詳參表 2-45）。 

表2-45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概況 
園區名稱 土地資訊 產業類型 廠商／就業人口 

臺中園區 
466 公頃，位於臺中市

大雅區及西屯區交界

處 

光電、精密機械、半導

體產業 

105 年 6 月底，有效核

准廠商家數（含研究機

構）120 家；至 105 年

7 月，廠商從業人口數

29,566 人 

虎尾園區 97 公頃，位於虎尾鎮

西北側 光電、生物科技產業 

105 年 6 月底，有效核

准廠商家數（含研究機

構）14 家；至 105 年 7
月，廠商從業人口數

6,252 人 

后里園區后里基地

／七星基地 

共 246.27 公頃（如含

聯絡道路 255 公頃），

位於后里區都市計畫

區南、北兩側，涵蓋臺

糖后里農場（134.64 公

頃 ） 及 七 星 農 場

（111.63 公頃）二塊基

地 

光電、半導體及精密機

械 

105 年 6 月底，有效核

准廠商家數（含研究機

構）27 家；至 105 年 7
月，廠商從業人口數

1,130 人 

二林園區 

面積 631 公頃，位於彰

化縣二林鎮，臺 76 延

伸線規劃路權線以南

的臺糖萬興農場及臺

糖大排沙農場 

光電、半導體、精密機

械、生物科技及綠色能

源 

105 年 6 月底，有效核

准廠商家數（含研究機

構）15 家；開發中。至

105 年 7 月，廠商從業

人口數 214 人 

高等研究園區 

面積約 259 公頃，位於

南投縣的西北隅，距離

草屯 4 公里，南投市 6
公里，與商業中心的草

屯鎮和行政機能的南

投市形成三角發展地

帶 

能源研究、光電產業研

發、地區核心產業應用

研究、永續環境研究、

臺灣文史研究及其他

具有前瞻性且無製造

污染之虞的產業研究

機構 

105 年 6 月底，有效核

准廠商家數（含研究機

構）12 家；至 105 年 7
月，廠商從業人口數

42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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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範圍包括臺南園區、高雄園區；臺南園區位於臺

南市新市、善化及安定三區之間，面積 1,043 公頃；高雄園區位於高雄

市路竹、岡山及永安三區之間，面積 570 公頃。至民國 104 年度，全區

從業人口數為 79,877 人。至民國 105 年第二季，土地總供給數為 648.56
公頃，剩餘可核配數為 67.67 公頃；廠房總供給數為 278 單位，剩餘可

核配數為 55 單位（詳參表 2-46）。 

表2-46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概況 
園區名稱 土地資訊 產業類型 土地／廠房供給 

臺南園區 面積 1,043 公頃 
主要產業為光電、積體電

路、精密機械、生技及綠

能等產業 

至 105 年第二季，土地總供

給數為 465.46 公頃，剩餘

可核配數為 31.93 公頃；廠

房總供給數為 48 單位，剩

餘可核配數為 36 單位 

高雄園區 面積約 570 公頃 主要產業為光電、精密機

械及生技（醫療器材）等 

至 105 年第二季，土地總供

給數為 183.1 公頃公頃，剩

餘可核配數為 35.74 公頃；

廠房總供給數為 75 單位，

剩餘可核配數為 19 單位 

(四) 環保科技園區 9 

為達永續發展理念邁進，近 20 年來世界各國皆積極建設與推動生態工

業區，均以各項政策與配套措施，來推展循環型社會之建立。其中包括：選

擇適當區位來設置生態化「環保科技園區」，及推動資源循環鏈結等。其效

益包括活絡閒置工業用地、提升國內環保技術水準、扶植國內環保產業發展

等。 

表2-47 臺灣環保科技園區概況 
直轄市、

縣（市） 工業區 面積（公頃） 管理單位 性質 現有廠商數 

桃園市 桃園環保科技園區 31 環保署 環保科技園區 27 家 

臺南市 臺南環保科技園區 30 環保署 環保科技園區 － 

高雄市 高雄環保科技園區 40 環保署 環保科技園區 31 家 

花蓮縣 花蓮環保科技園區 22 環保署 環保科技園區 － 

  

                                                 
9 本計畫整理自行政院經濟部工業局臺灣工業土地資訊系統網站(http://120.126.138.196/idb/)、臺

灣工業用地供給與服務資訊網(http://idbpark.moeaidb.gov.tw/)、行政院環保署

(http://estp.epa.gov.tw/big5/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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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農業生技園區 10 

屏東農業科技園區未來最高容納廠商數預定為 120 家，預估 10 年後園

區年度產值至少可達 180 億元，為南臺灣創造 8,000 名就業機會。 

表2-48 臺灣農業生技園區概況 
直轄市、

縣（市） 
工業區 面積（公頃） 管理單位 性質 現有廠商數 

屏東縣 
屏東農業生物

科技園區 
233 

行 政 院 農 業

委員會 
農業生技園區 － 

(六) 科技園區 11 

依臺北市商業處公司商業登記資料顯示，內湖科技園區截至民國 105 年

3 月底已有 5,457 家廠商完成公司、行號登記，相較於民國 90 年底成長高達

8 倍以上，而園區開發率已達 95%，使用效率佳。 

表2-49 臺灣科技園區概況 
直轄市、

縣（市） 工業區 面積（公頃） 管理單位 性質 現有廠商數 

臺 
北 
市 

國家生技

研究園區 25.31 － 生技 開發中 

內湖科技

園區 

園區面積計 149.7
公頃，產業用地

占 81.95 公頃。 

北區工業

區管理處 

製造業、資訊、

通訊、生技等產

業，另有企業營

運總部之進駐 

至 105 年 3 月底計

有 5,457 家廠商完

成公司、行號登

記；目前園區開發

率達 95%以上 

五、產業相關政策 

(一)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 12 

1. 產業空間發展由群聚化到廊帶化－產業空間發展集中化 

依據民國 95 年農林漁牧業資料、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資料來看，年

生產總額之前三大直轄市、縣（市）分別為：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

該三直轄市即囊括了全國總生產額近五成的比例（詳參圖 2-33）。在就

業人口數方面：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亦囊括全國前三名，顯示臺灣

                                                 
10 本計畫整理自行政院經濟部工業局臺灣工業土地資訊系統網站(http://120.126.138.196/idb/)、
臺灣工業用地供給與服務資訊網(http://idbpark.moeaidb.gov.tw/)、行政院環保署

(http://estp.epa.gov.tw/big5/index.htm)、農業生技產業資訊網

(http://agbio.coa.gov.tw/theme/agro_intro.aspx?dno=113) 
11 本計畫整理自行政院經濟部工業局臺灣工業土地資訊系統網站(http://120.126.138.196/idb/)、
科技產業服務中心

(http://www.hitech.gov.taipei/ct.asp?xItem=1026538&ctNode=26792&mp=105006) 
12 本計畫整理自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現國家發展委員會）民國 99 年「國土空間發展策略

計畫（核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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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空間發展有集中北部區域現象。另就地區產業結構（生產總額、就

業人口數）來看，一級產業主要集中於雲林縣和屏東縣；二級產業空間

發展集中於桃園縣和台北縣；而三級產業則是集中於台北市和台北縣

（詳參圖 2-34）。 

其次，就當地該產業生產總額佔全國該產業生產總額 10%以上，且

區位商數（當地該產業分配比佔全國該產業分配比）＞1.5 等兩指標，

來衡量二、三級產業的群聚現象，二級產業的群聚集中在桃園縣和台北

縣，而三級產業的群聚仍集中在台北市和台北縣，與生產總額和就業人

口數的呈現結果相同。 

 
圖2-33 民國 95 年各直轄市、縣（市）生產總額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建會（現國發會），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核定本），民國 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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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4 民國 95 年各直轄市、縣（市）就業人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建會（現國發會），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核定本），民國 99 年 

(二) 工業區開發管理民國 104 年度年報 13 

重點產業發展措施方面，經濟部工業局「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

鼓勵業者開發新興產品或服務，進而建構產業生態體系，並以補助方式協助

廠商自行或與其他產業結合，例如：經濟部於民國 104 年 5 月 13 日公告「新

興育成計畫」推動智動化、智慧化自行車、電動機車、3D 列印製造等項目。

另外，為落實產業結構優化轉型，經濟部提出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具體

措施包括：提升產品品級及價值、建構晚整產業供應鏈體系、建立系統解決

方案能力、加速新興產業發展…等。 

                                                 
13 本計畫整理自經濟部工業局民國 104 年「工業區開發管理 104 年度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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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動創新產業 14 

行政院提出「五加二」產業政策，即五大創新產業（亞洲矽谷、生技醫

療、綠能科技、智慧機械、國防航太）加上新農業與循環經濟，以「創新、

就業、分配」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模式及兼顧永續發展之目標，帶領國內產業

經濟轉型與升級。五大創新產業的共同特徵，是具有一定的國內需求，可藉

此帶動新投資，推升產業發展的層次。此外，可結合在地特色、地區優勢及

發展條件，打造創新研發產業聚落。 

1. 亞洲-矽谷推動方案 

「亞洲-矽谷」為蔡英文總統上任後所提出之五大創新產業政策之

首，為加速產業轉型升級，行政院會於民國 105 年 9 月議案通過。亞洲

矽谷推動方案之願景為「以創新創業驅動經濟成長，以物聯網產業促進

產業轉型升級」，為達成目標，主要分有兩大主軸，第一，「推動物聯網

產業創新研發」，創新研發須善用臺灣在地優勢，例如傳統製造業、機

械產業或資通訊產業等方面，另建置物聯網軟硬整合試驗場域，深化國

內外連結。第二，「強化創新創業生態系」，其中包含人才、資金的活絡

及補助，並完備創新創業之法規管制，降低技術、人才、資金、市場等

相關阻礙。國發會期望透過四大策略讓臺灣連結矽谷等全球科技和新聚

落，成為亞太地區青年創新與創業、先進物聯網應用的研發基地與試驗

場域，四大具體推動策略包括： 

(1) 透過活絡創新人才、完善資金協助、優化法制環境等措施，完善

創新創業環境。 

(2) 設立一站式服務中心，整合矽谷等國際研發能量，並積極參與國

際制定 IOT 標準及認證機制。 

(3) 引導國內硬實力跨入軟體應用，並積極促成學研機構研發成果

產業化。 

(4) 建置高品質網路環境，打造智慧化多元示範場域，並優先發展智

慧物流、智慧交通、智慧醫療等應用。 

第二項策略所指服務中心將以桃園為軸心，創造一個單一窗口、進

駐空間以及驗證場域，此區為能發揮高鐵、桃園航空城區位優勢及國際

機場高可及性、機動性之服務機能，同時，善用臺灣在地利基，例如智

慧物流、未來汽車、健康照護、智慧機器人應用，以及智慧城市等，引

導矽谷研發能量來台試量產及製造。 

                                                 
14 本計畫整理自國家發展委員會網站、行政院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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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推動方案將結合其他數位經濟相關計畫，目標在民國 109 年，我

國物聯網經濟商機佔全球規模從民國 104 年的 3.8%提升至 4.2%，預計

在民國 114 年提升至 5%。此外，本推動方案欲促成 100 家新創事業成

功或企業在臺灣設立研發中心。同時，培育三家臺灣國際級系統整合公

司、促成兩家國際級廠商在臺灣投資，並建立一個物聯網產業虛擬教學

平台。 

2. 綠能科技產業推動方案 

行政院院會於民國 105 年 10 月議案通過由科技部、經濟部、國發

會等相關部會，及臺南市政府共同協力規劃的「綠能科技產業推動方案

-建構沙崙綠能科學城」。為達到民國 114 年達成非核家園之目標，須創

造安全穩定、效率及潔淨的綠色能源供需體系，取代目前核電之電力供

給，計畫推行風力發電四年推動計畫以及太陽光電兩年推動計畫，經濟

部目標在民國 114年累計風力發電能達 4.2GW（離岸 3GW、路域 1.2GW）；

太陽光電能達 20GW（地面型 17GW、屋頂型 3GW），高於現行政策目

標量三倍之多。 

未來沙崙綠能科學城針對節能、創能、儲能、智慧系統四大主軸，

活化現有綠能產業、帶動創新綠能產業、串聯產學研究資源，建構綠能

創新產業生態系。在區域上期盼成為綠能產業聚落，驅動中央、國營事

業、法人、學術機構以及在地連結，並與國際接軌，吸引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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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交通運輸 

交通運輸部門可分為公路、軌道、航空及港埠四大運輸系統類別，茲就其實

質空間發展及整體交通運輸現況分述如下： 

一、實質空間發展現況 

(一) 公路 

公路系統依公路法第二條所定公路之分類計有四級六類，即國道、省道、

市道、縣道、區道、鄉道，合計超過 4 萬公里，堪稱四通八達。其中，國道

約 1,348 公里(3.24%)，省道約 5,318 公里(12.78%)，雖然兩者合計僅約占公

路總長度的 16%，但是國、省道主要提供城際運輸功能，能快速串聯各區域

主、次要都市。 

臺灣因屬海島地形，中央山脈縱貫南北，將本島分為東西兩部分，使得

公路路網的分布產生明顯差異。目前整體城際公路網依據地理環境分類，共

可分為七大系統（詳參圖 2-35）： 

1. 高速公路系統：包括國 1、國 2、國 3、國 4、國 5、國 6、國 8、國 10
及國 3 甲，為臺灣本島主要交通動脈，共長 1,348 公里。 

2. 快速公路系統：包括西濱快速公路台 61 線、東西向快速公路 12 條及

中投公路台 63 線、台 63 甲及台 68 甲線，共長 737 公里，為構成西

部運輸走廊快速公路網並擴大高速公路系統服務範圍之快速幹線。 

3. 環島公路系統：包括台 1 線及台 9 線，共長 937 公里，為環繞東西部

的主要幹線。 

4. 橫貫公路系統：包括台 7（北部橫貫公路）、台 8（中部橫貫公路）、台

9 甲、台 14、台 16、台 18、台 20（南部橫貫公路）及台 24 線等共 8
條，總長度 869 公里，為聯絡東西部區域公路交通孔道。其中台 8 線

因 88 年 921 地震造成谷關德基段路基嚴重損毀，目前基於生態維護、

國土復育及安全考量，暫不修復通車。 

5. 縱貫公路系統：包括台 3、台 13、台 19、台 21 及台 29 線等 5 條，共

長 904 公里，為西部平原輔助幹線。 

6. 濱海公路系統：包括台 2、台 11、台 11 乙、台 15、台 17 及台 26 線

等 6 條，總長 773 公里，為濱海地區重要幹線。 

7. 聯絡公路：為輔助性地方聯絡道路，包括省道 50 條，共長 931 公里，

及縣道 143 條，長 3,517 公里，共長 4,448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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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5 臺灣公路網系統示意圖 
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網站 

(二) 軌道 

我國軌道系統主要包括：高速鐵路（高鐵）、傳統鐵路（臺鐵）、專用鐵

路（如：阿里山森林鐵路），以及大眾捷運法所規定的都會大眾捷運系統(捷
運)等系統，合計全長約 1,592 公里。其中，高鐵約 349 公里(21.9%)，臺鐵

（含快支線）約 1,065 公里(66.9%)，兩者合計約占軌道總長度之 89%，是目

前全島最重要的公共運輸系統，尤其高鐵可視為臺灣西部的大動脈，其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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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運輸能力，使西部走廊成為一日生活圈之空間，對國土空間的發展實

具有關鍵性影響。 

高鐵與臺鐵主要服務中長途的城際運輸，尤其是西部各都會區間、以及

西部與東部間的交通運輸；捷運則以都會區內部短程交通為主，但目前捷運

網絡有逐漸往外擴張之趨勢。 

1. 高鐵 

全線縱貫臺灣人口最密集的西部區域，營運全長約 349 公里。於民

國96年1月5日通車後逐漸成為臺灣西部最重要的長途運輸工具之一。

目前全線共設置南港、臺北、板橋、桃園、新竹、苗栗、臺中、彰化、

雲林、嘉義、臺南與左營等 12 個車站，並於高雄燕巢設置總機廠，臺

北汐止、新竹六家、臺中烏日、嘉義太保及高雄左營設置 5 處調車場，

並於汐止、烏日及左營基地設運務段（調車場）以提供機客車過夜留置

及清潔整備服務之用，如圖 2-36。 

 
圖2-36 高鐵路線及場站位置示意圖 



97 

2. 臺鐵 

目前營運路線（含支線）共有 13 條，由西部幹線、東部幹線、南

迴線構成的環島鐵路網絡為核心營運路線，其他路線則為運量較小的支

線鐵路。至民國 103 年底客貨運車站數共 225 個，包含 150 個客運站，

74 個客貨運站，與 1 個貨運站。營運路線總長度約 1,064 公里，其中單

線 367 公里，雙線 698 公里，電化區間為 859 公里，非電化區間為 205
公里，各路線分布位置如圖 2-37 所示。 

 
圖2-37 臺鐵營運路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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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捷運 

我國目前已營運之捷運系統，分別為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臺

北捷運）及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高雄捷運）。都會區捷運系統起

於 1996 年臺北捷運木柵線通車，為臺灣第 1 條都會區捷運，臺北捷運

目前營運里程約 131 公里，高雄捷運目前營運里程約 45 公里。其餘尚

有興建中之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桃園捷運，含機場捷運）及臺中

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臺中捷運）；另高雄輕軌第一階段已於 2015 年 10
月開始試營運（C1-C4 站），並自 2016 年 7 月延伸試營運至 C8 站，C1-
C8 站共計 4.6 公里。 

(三) 航空 

臺灣目前共有臺北松山、桃園、高雄及臺中 4 座國際機場，另有國內機

場 13 座（臺灣本島 5 座，離島 8 座），各機場位置示意圖如圖 2-38 所示。 

我國國際機場係配合國土「一核多心」發展概念，採「一主多輔」策略

發展，以桃園國際機場為主，發展為東亞樞紐機場；另以臺北松山、臺中清

泉崗及高雄國際機場為輔，分別發展為首都商務機場，及中、南部區域性國

際機場及兼營國內機場。至於其餘國內機場，則以建立全國快速運輸骨幹或

提供偏遠地區基礎運輸服務為發展定位，其中，部分國內機場亦開放經營國

際與兩岸航線包機。 

由於臺灣本島陸路運輸持續改善，島內航空運輸已逐漸由其他陸路運輸

取代，故近年來國內航線市場規模大幅降低，民國 102 年國內航線載客數僅

為 86 年之 28%，現階段主要以東部及離島航線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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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8 國內主要機場分布位置示意圖 

1. 臺閩地區航空總運量 

民國 103 年航空總運量為 5,536 萬人次/年，與民國 96 年相比增加

1,559 萬人次/年，如表 2-50 所示。近年來，國際與兩岸航線有些許成

長，民國 98 年 7 月開放兩岸直航後，5 年內兩岸航線增加 1,084 萬人次

/年；民國 102 年 10 月底首家廉價航空啟航，使民國 103 年國際運量大

幅提升。 

國際航線受民國 97 年 7 月兩岸包機直航及民國 100 年 6 月兩岸開

放自由行，民國 102 年 10 月廉航營運，運量提升；國內航線受高鐵通

車後之影響，日均運量下降，但近 2 年下降趨勢已趨緩，過境運量民國

103 年下降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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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0 歷年航空市場營運量 
單位：萬人次 

航線別 國際航線（含港澳） 兩岸航線 國內航線 過境 總計 

96 年 2,443 - 1,271 263 3,977 

97 年 2,274 46 985 218 3,524 

98 年 1,999 311 923 205 3,438 

99 年 2,191 583 973 199 3,946 

100 年 2,194 716 1,048 181 4,139 

101 年 2,392 894 1,068 188 4,542 

102 年 2,699 919 1,055 209 4,882 

103 年 3,310 1,130 1,056 40 5,536 

年平均成長率 4.43% 70.50% -2.61% -23.52% 4.84% 

資料來源：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民航統計月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民國 104 年度中長程計畫審

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資料庫維護，民國 105 年 

2. 國內航線運量 

國內航線運量變化如圖 2-39，近八年之運量高點為民國 96 年 2 月

之日均量 2.16 萬人次/日，最低點則為民國 97 年 12 月日均量 0.97 萬人

次/日；各年期運量高峰多發生於 7 月份，運量低峰則多發生在 1 月和

12 月份。 

 

圖2-39 國內航空市場各月之日均運量變化圖 
資料來源：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民航統計月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民國 104 年度中長程計畫

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資料庫維護，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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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離島航線、西部航線、東部航線運量 

國內航線各區域總運量（詳參表 2-51）近 8 年國內整體航空運量減

少近 17%，主要減少在西部航線於高鐵通車後，運量衰退導致航線停飛，

96 年西部航線全年載客量為 194 萬人次，民國 103 年僅剩 768 人次；

航空業者將多餘運量轉向離島航線經營，縮減班距且配合小三通與開放

陸客來臺觀光政策影響，離島航線運量增加近 40%；東部區域則受民國

96 年國道 5 號開放通行大客車，和臺鐵太魯閣號加入營運縮短行車時

間影響，民國 97 年即反映出運輸市場變化狀況，近年東部航線運量約

45 萬人次。 

表2-51 國內航空市場載客人數 
單位：載客人數（人） 

年期 西部航線 東部航線 離島航線 總量 成長率 

96 1,947,956 930,044 3,442,937 6,320,937 -26.60% 

97 470,353 695,530 3,743,006 4,908,889 -22.30% 

98 28,416 524,530 4,011,570 4,564,516 -7.00% 

99 39,851 535,963 4,249,103 4,824,917 5.70% 

100 30,046 556,823 4,605,472 5,192,341 7.60% 

101 13,984 557,681 4,752,084 5,323,749 2.50% 

102 1,698 528,000 4,734,978 5,264,676 -1.11% 

103 768 451,851 4,808,084 5,260,703 -0.08% 

資料來源：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民航統計月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民國 104 年度中長程計畫審

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資料庫維護，民國 105 年 

(四) 港埠 

臺灣（含離島及金門、馬祖地區）現可供人、貨進出之港埠，可概分為

五大類，包括：國際商港、國內商港、工業專用港或工業專用碼頭、交通船

碼頭、商港區域外興建之特種貨物裝卸及其他特殊設施等。其中，國際商港

包括基隆港、高雄港、花蓮港、臺中港、蘇澳港、安平港和臺北港等 7 個，

安平原為國內商港，列為高雄港管理後，升格為國際港；蘇澳港和臺北港為

基隆港管理，但近年臺北港因其地利之便，運量逐高於基隆港。基隆港、高

雄港、臺中港、臺北港和蘇澳港皆為自由貿易港區，自由貿易港區中唯一空

港為桃園空港。國內商港則有布袋港、澎湖港、金門港和馬祖港等 4 個。其

餘港口則為工業專用港與漁港，分屬經濟部工業局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

署管理（國內主要港口分布位置詳參圖 2-40）。 

兩岸直航後，進出口貨櫃則多集中於高雄港、基隆港、臺中港及臺北港

等與大陸直航之港口以華中地區（長江流域地區）及海西地區所占比例較高，

至於轉口櫃則以海西地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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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0 國內主要港口分布位置示意圖 

(五) 偏遠地區及離島運輸 

1. 偏遠地區：以公路及軌道為主要服務系統 

(1) 公路 

A. 市郊偏遠地區：此類地區距離高快速公路稍遠，但聯繫尚稱

便利，省、縣道通常扮演主要聯外通道，地區往往沿運輸軸

線發展。 

B. 高山偏遠地區：此類地區由於受到地形及自然條件限制，除

道路開闢困難外，養護工作亦甚為不易。部分路段由於易受

天候及環境影響，不僅易致交通事故，且災害後所需之善後

經費龐大。 

C. 東部偏遠地區：東部偏遠地區聯外路網單純，台 9 及台 11
線分別為山、海線鄉鎮之重要發展廊帶，同時也是各種運具

行駛之主要道路，超速（超慢）、違法超載、密集行車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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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影響道路行車品質及地區民眾之生命財產安全甚鉅。此外，

由於市集聚落相對分散，往往因此造成緊急防災救難之延誤。 

D. 偏遠地區公路系統歷年已持續辦理「省道改善計畫」、「生活

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及「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

計畫」等計畫，以增進行車便利性及可及性，確保防災救護

路網之完整性，並促進區域發展，提供觀光經濟及農產運輸

效益。 

E. 公路公共運輸：政府為照顧偏遠地區居民行的權利與便利，

雖提供偏遠地區公路客運路線經營虧損的成本補貼，以維持

基本服務，但因偏遠地區居住分散，人口密度低，其需求相

對都市較低，公共運輸經營困難，故班次及路線數較難滿足

民眾期望。 

(2) 軌道 

A. 東部區域路網不若西部區域發達與便捷，因此鐵路於東部區

域扮演之角色相形重要。自民國 97 年來持續投入硬體設施

之改善，以增加花東及南迴線之運能。目前正進行花東鐵路

車站改造計畫，以提升服務品質與效能，並推動電氣化與瓶

頸路段雙軌化工程中。 

B. 自民國 103 年 7 月 16 日花東電氣化通車及普悠瑪列車全數

投入營運後，臺北－臺東間自強號運能增加 18％～40%，直

達車行車時間由 4.5 小時縮短為 3.5 小時，週休假日自強號

客座利用率由 85%降低為 76%。 

C. 花東鐵路已完成瓶頸路段雙軌化及電氣化，有效提升服務品

質與效能，未來將持續推動全線雙軌電氣化及南迴鐵路電氣

化工程，同時持續將西部幹線之推拉式自強號調移至臺北－

花蓮間以開行直達或半直達列車方式增加其尖峰時段運能，

逐步提升北迴線對號列車之運能。 

2. 離島：以空運及海運為主要服務系統 

(1) 空運 

A. 航空站：臺灣共計有 8 座離、外島航空站，其中以馬公航空

站及金門航空站之場站設備相對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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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運量：各離、外島航空站之旅客人次僅馬公航空站及金門航

空站達百萬人次以上（以年度統計），貨運量則以金門航空

站最高。 

C. 緊急救難：國內離島地區之緊急救難後送管道，包括由地方

政府與航空公司簽約，視情況需要啟動，或由內政部空勤總

隊以直昇機運送。 

(2) 海運 

A. 港口：澎湖港之馬公碼頭區、龍門尖山碼頭區及七美、金門

港料羅港區、水頭港區及九宮港區、馬祖港福澳港區、綠島

南寮漁港、蘭嶼開元漁港、琉球大福漁港及白沙漁港等港口

均有離島航線之經營。 

B. 航線：我國離島的航線可概分為：與本島間的航線、島際間

的航線及小三通航線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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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1 各離、外島與本島間海運航線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國內商港整體規劃，民國 103 年；各船公司業者提供 

(3) 陸路運輸 

A. 公路：公路為離、外島內運輸最主要之交通系統，其中又以

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之公路系統較為綿密、發達。各島

之路網長度係以金門縣最長，密度則以連江縣最高。而道路

之服務水準，無論在旅遊淡旺季皆可維持在 C 級以上。 

B. 公車：由地方政府經營，以服務當地居民通勤、就學、醫療

活動為主，除蘭嶼未發展觀光公車外，其餘 5 個離、外島之

公車系統，均有提供觀光遊憩性質之公車服務。 

(六) 小結 

綜整各運輸系統近年整體運輸概況歸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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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鐵 

臺鐵受高鐵通車影響，轉型服務中短程區域運輸，並增加通勤車站，

民國 103 年之總車站數達 225 站，客運量達 232.8 百萬人次/年。客座利

用率因班次增加幅度大於運量之成長，民國 98 年之前逐年下降，民國

98 年後開始回升，至民國 103 年達 68%。 

2. 高鐵 

高鐵自民國 96 年 1 月通車，因應旅客的需求，實施票價及自由座

車廂之行銷策略，平均日運量有逐月增加趨勢，並陸續辦理多次班次調

整與其他優惠活動，亦成立「高鐵旅遊」，民國 103 年客運量已達 48.0
百萬人次/年，日均量約 13.2 萬人次/日，客座利用率為 57.1%。 

3. 國道客運 

受高鐵通車影響，西部國道客運路線大部份皆減少 9~36%；臺北-
宜蘭間受國道 5 號雪山隧道開放國道客運通行之影響，國道客運競爭力

提升，日均量達 2.5 萬人次。 

4. 國道小汽車 

各區域之國道收費站小汽車通過量，以北部地區通過量最大；民國

98 年受經濟不景氣、油價攀升、替代公共運具選擇性多之影響，交通量

下滑，民國 99 至 100 年景氣回升，運量亦有回升。ETC 電子收費系統

於民國 95 年 2 月起上路，使用率逐年成長，民國 102 年 12 月 30 日起

全面實施 ETC 計程電子收費，民國 104 年平均每日通過小汽車 150 萬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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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空運 

國際航線受兩岸直航影響，近八年年平均成長達 4.8%。各國家區

域中以大陸地區載客人數最高占 25.3%，其次為港澳地區占 23.7%；國

內航線受高鐵通車影響，西部航線載客人數大幅下降，離島航線則受惠

於小三通等因素，持續成長，民國 103 年運量占國內航線市場之 91.4%。 

各機場中桃園國際機場仍為主要出入境機場，年運量約 3,580 萬人

次，近八年年平均成長率為 6.2%。民國 97 年開放直航包機及 100 年開

放兩岸自由行後，臺中機場和臺北國際機場皆有相當之成長，又以臺中

機場年平均成長 15.8%成長幅度最大，離島機場因小三通政策下，以金

門機場運量最高達 230 萬人次/年，年平均成長達 6.7%。 

6. 海運 

海運客運市場以基隆港為主占 42%，成長最多則為臺中港，受惠於

兩岸直航年平均成長達 47.6%；海運貨運市場以高雄港為主占 48.1%，

成長最多則為臺北港，在成為自由貿易港區後，年平均成長達 8.6%。 

7. 兩岸運輸 

兩岸直航後，民國 103 年大陸人民來臺入境達 384 萬人次，經小三

通出入境旅次達 156 萬人次（臺灣籍 103 萬，大陸籍 48 萬，外國籍 5
萬）；總體而言，直航載客數和小三通人次皆為成長趨勢。各直航航點

中以上海（浦東）航線為主，占 20%，小三通則以金門至廈門航線為主，

占 97%。 

8. 整體趨勢 

由於經濟、人口成長趨緩，加上產業外移，造成整體城際旅次活動

減緩。由各系統之競合面來看，高速公路網路趨於完善、高速公路客運

路權開放、臺鐵新購列車服務水準提高、以及高鐵通車，產生不同陸路

運具間服務品質及費用競爭與合作之替代效果。然而，空運與機場系統

因成本高運量小，相對不經濟，西部各大眾運輸市場占有率可依起迄距

離分類：短程運具以臺鐵及國道客運為主，中程運具以國道客運及臺鐵

為主，長程運具以高鐵為主，空運與機場系統受衝擊最大，但受惠於兩

岸開放，離島及兩岸運輸市場包括：空運與機場及海運與港埠系統皆有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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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住宅 

一、全國住宅現況 

依目前住宅供需情形，檢視全國各直轄市、縣（市）住宅的分布、空閒數狀

況與需求概況，以下將就存量、供需、閒置住宅及政策優先考量之弱勢家戶分述

之。 

(一) 住宅存量 15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5 年第一季及 104 年第四季住宅統計彙報資

料顯示，目前全臺灣住宅存量為 8,493,686（宅），相較於去年年底之 8,493,852
（宅）略微減少；並以新北市為住宅數量最高，其次為高雄市與臺北市。 

表2-52 全國住宅存量 
單位：宅 

區域別 住宅存量 2016 第一季 住宅存量 2015 第四季 
總 計 8,493,686 8,493,852 
新北市 1,582,281 1,582,077 
臺北市 942,037 941,892 
桃園市 796,043 795,868 
臺中市 989,352 989,429 
臺南市 672,032 672,244 
高雄市 1,051,195 1,051,290 
臺灣省 2,439,044 2,439,357 
宜蘭縣 170,353 170,327 
新竹縣 181,604 181,610 
苗栗縣 174,564 174,576 
彰化縣 399,785 399,722 
南投縣 165,220 165,277 
雲林縣 221,172 221,162 
嘉義縣 178,609 178,592 
屏東縣 280,522 280,757 
臺東縣 75,737 75,744 
花蓮縣 122,897 122,942 
澎湖縣 29,421 29,432 
基隆市 165,156 165,168 
新竹市 170,788 170,779 
嘉義市 103,216 103,271 
福建省 21,702 21,696 
金門縣 19,127 19,127 
連江縣 2,575 2,569 

資料來源：內政部，105 年第 1 季住宅資訊統計彙報，民國 105 年 

                                                 
15 此統計數據所稱之住宅存量定義說明如下： 
普查中所謂的「住宅單位」是指房屋或其他處所，編有路街門牌號，並且有人居住或可供家庭

居住者，以每一套住宅設備（包括居住、廚房、浴室及廁所等）所構成空間範圍，為一處完整

之住宅單位（民國 79 年住宅普查）。其中包括有人居住住宅、空閒住宅、其他非住宅使用之住

宅。住宅存量是一地區住宅單位之加總，但此數字中無法反映住宅的品質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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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戶量逐年降低、戶數逐年增加趨勢顯見，國內平均戶量從民國 91
年每戶 3.25 人降到 104 年每戶約 2.77 人；由家戶結構來看，以小家庭居多，

並有逐年成長現象（詳參表 2-53、圖 2-42）。 

表2-53 國內近 10 年戶量戶數情形表 
年（民國） 戶數（戶) 人口數 戶量（人/戶) 

91 6,904,466 22,453,080 3.25 

92 7,026,158 22,543,761 3.21 

93 7,152,245 22,615,307 3.16 

94 7,263,739 22,689,774 3.12 

95 7,364,396 22,790,250 3.09 

96 7,481,207 22,866,867 3.06 

97 7,623,793 22,942,706 3.01 

98 7,772,091 23,016,050 2.96 

99 7,902,440 23,054,815 2.92 

100 8,021,749 23,110,923 2.88 

101 8,186,432 23,315,822 2.85 

102 8,286,260 23,373,517 2.82 

103 8,382,699 23,433,753 2.80 

104 8,468,978 23,492,074 2.77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年報，民國 105 年 

 

圖2-42 國內近 10 年戶量戶數情形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年報，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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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住宅價格 

全國住宅價格以臺北市價格最為昂貴，其次是新北市及桃園市，全國及

六都之住宅價格指數呈現持續下跌的現象，但跌幅有略微縮小的跡象，其中

反映出房市受到經濟成長疲弱、房價略為下跌、成交量下跌等因素影響，導

致我國的住宅價格仍將維持民國 104 年的緩跌格局，六都中以臺北市及高雄

市的下跌情況較為明顯。 

表2-54 全國及 6 直轄市住宅價格指數表 
縣     市 全國 新北市 臺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民國 101 年第 3 季 90.26 89.26 91.39 85.47 90.46 91.35 88.02 

民國 101 年第 4 季 91.16 91.10 92.47 86.36 91.11 90.97 90.17 

民國 102 年第 1 季 94.67 94.67 94.47 92.15 96.46 93.60 92.10 

民國 102 年第 2 季 99.12 99.35 99.12 99.17 98.61 98.68 98.75 

民國 102 年第 3 季 101.66 101.69 101.89 104.77 103.54 102.42 102.60 

民國 102 年第 4 季 103.76 105.33 104.12 104.93 104.98 104.14 107.29 

民國 103 年第 1 季 107.48 108.19 107.36 110.16 112.12 109.17 110.55 

民國 103 年第 2 季 109.34 110.59 108.23 111.04 116.63 112.02 112.33 

民國 103 年第 3 季 111.65 109.97 108.87 113.93 116.80 115.00 113.35 

民國 103 年第 4 季 113.25 110.82 107.06 118.59 119.97 116.53 119.51 

民國 104 年第 1 季 115.19 109.98 106.00 116.34 126.89 122.51 121.17 

民國 104 年第 2 季 114.48 110.13 106.56 117.73 126.67 120.97 122.19 

民國 104 年第 3 季 114.40 109.83 105.23 116.74 123.08 119.95 122.04 

民國 104 年第 4 季 113.85 107.79 101.54 115.68 121.14 119.29 120.73 

民國 105 年第 1 季 113.68 107.60 100.21 114.74 120.65 119.24 119.20 

資料來源：內政部，民國 101 年第 3 季至民國 105 年第 1 季住宅統計彙報，民國 105 年 

表2-55 民國 104 年第三季住宅價格 

區域別 法院拍定成屋

總件數 

法院拍定成屋

平均每坪價格

（萬元） 
房價所得比 貸款負擔率

（倍、%） 住宅價格指數 

總 計 477 9.80 8.51 35.81 113.85 

新北市 35 18.40 12.66 53.27 107.79 

臺北市 49 24.00 15.75 66.26 101.54 

桃園市 9 13.40 7.50 31.57 115.68 

臺中市 47 13.00 8.90 37.43 121.14 

臺南市 69 10.00 6.74 28.37 119.29 

高雄市 123 7.80 7.87 33.11 120.73 

臺灣省 145 5.80 --- --- --- 

宜蘭縣 8 4.20 7.43 31.26 --- 

新竹縣 0 0 8.04 33.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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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別 
法院拍定成屋

總件數 

法院拍定成屋

平均每坪價格

（萬元） 
房價所得比 

貸款負擔率

（倍、%） 住宅價格指數 

苗栗縣 5 4.00 6.86 28.85 --- 

彰化縣 41 5.90 7.68 32.30 --- 

南投縣 4 3.60 6.49 27.32 --- 

雲林縣 13 5.60 6.66 28.02 --- 

嘉義縣 4 4.10 5.48 23.04 --- 

屏東縣 46 5.40 5.40 22.70 --- 

臺東縣 3 2.60 6.50 27.35 --- 

花蓮縣 7 8.10 7.19 30.27 --- 

澎湖縣 0 0 7.75 32.61 --- 

基隆市 9 10.80 5.29 22.27 --- 

新竹市 1 11.90 7.69 32.35 --- 

嘉義市 4 10.40 5.64 23.73 --- 

福建省 0 0 --- --- --- 

金門縣 0 0 --- --- --- 

連江縣 0 0 --- --- --- 

資料來源：內政部，民國 105 年第 1 季之住宅統計彙報，民國 105 年 

(三) 供需情形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住宅統計彙報資料顯示，民國 104 年第 3 季之住宅存

量大於住宅需求約 584,462 戶，住宅供過於求之直轄市、縣（市）最為嚴重

依序為宜蘭縣、基隆市及連江縣（詳參表 2-56）；同時，過去五年臺灣住宅

每年亦呈現供過於求的狀況，有閒置空屋過多問題（目前公開之住宅供需情

形僅有民國 104 年 12 月之統計）。 

行政院主計總處，人考及住宅普查統計分析（民國 99 年），空閒住宅數

部分，全國約 156 萬宅，其中仍以新北市最多，約達 32 萬 9 千宅，其次為

臺中市將近 19 萬 9 千宅及高雄市約 17 萬 6 千宅。若以空閒住宅率觀之，則

以基隆市 25.2%最高，金門縣 24.0%居次;花蓮縣 23.3%、宜蘭縣 22.8%及澎

湖縣 22.1%再次;而以臺北市 13.4%最低，其次為連江縣 14.9%及屏東縣

16.0%（詳參表 2-56、圖 2-43）。 

表2-56 民國 104 年第 3 季住宅供需統計 
區域別 普通家戶數 住宅存量 住宅家戶比(%) 
總 計 7,910,802 8,495,264 107.39 
新北市 1,436,714 1,581,807 110.10 
臺北市 1,006,822 942,523 93.61 
桃園市 137,286 795,511 111.44 
臺中市 895,458 989,634 110.52 
臺南市 630,775 672,481 1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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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別 普通家戶數 住宅存量 住宅家戶比(%) 
高雄市 974,046 1,051,327 107.93 
宜蘭縣 136,520 170,358 124.79 
新竹縣 170,989 181,615 106.21 
苗栗縣 167,881 174,576 103.99 
彰化縣 375,323 399,673 106.49 
南投縣 155,302 165,349 106.47 
雲林縣 215,626 221,190 102.58 
嘉義縣 157,875 178,590 113.12 
屏東縣 263,153 281,207 106.86 
臺東縣 69,851 75,850 108.59 
花蓮縣 104,839 123,017 117.34 
澎湖縣 29,313 29,458 100.49 
基隆市 137,286 165,260 120.38 
新竹市 155,829 170,781 109.60 
嘉義市 94,138 103,359 109.80 
金門縣 17,053 19,133 112.20 
連江縣 2,176 2,566 117.92 

資料來源：內政部，民國 104 年第 3 季住宅資訊統計彙報，民國 104 年 

表2-57 各直轄市、縣（市）住宅數與空閒住宅一覽表 

直轄市、縣（市）別 住宅數（宅） 空閒住宅數（宅） 
（無人經常居住） 空閒住宅率(%) 

新北市 1,495,535 328,742 22.0 
臺北市 917,406 122,905 13.4 
基隆市 162,065 40,886 25.2 
新竹市 155,883 32,249 20.7 
宜蘭縣 160,250 36,497 22.8 
桃園市 732,797 153,717 21.0 
新竹縣 160,362 26,890 16.8 
臺中市 941,690 198,842 21.1 
苗栗縣 164,473 26,668 16.2 
彰化縣 385,174 70,445 18.3 
南投縣 159,788 28,774 18.0 
雲林縣 213,632 40,562 19.0 
臺南市 641,889 126,029 19.6 
高雄市 999,108 175,548 17.6 
嘉義市 101,571 19,984 19.7 
嘉義縣 172,670 35,151 20.4 
屏東縣 269,286 43,049 16.0 
澎湖縣 28,737 6,348 22.1 
臺東縣 74,087 14,262 19.3 
花蓮縣 120,498 28,027 23.3 
金門縣 15,348 3,690 24.0 
連江縣 2,280 339 14.9 
總 計 8,074,529 1,559,604 19.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口及住宅普查統計分析，民國 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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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3 全國住宅空閒數與空閒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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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國 105 年全國各直轄市、縣（市）社會經濟弱勢家戶與青年家戶之租

購屋需求 16量推估 

依據各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普通家戶數、各行政區集群的社會經

濟弱勢比例和社會經濟弱勢青年戶長比例、未來可能有租屋或購屋需求比例，

推估各鄉鎮市區的社會經濟弱勢家戶及社會經濟弱勢之青年戶長家戶的未

來可能租屋或購屋需求。目前資料中並未針對各類弱勢族群做需求推估分析，

未來可將 12 類弱勢族群單獨分析探討，深入了解需求對象。 

表2-58 民國 105 年全國各直轄市、縣（市）社會經濟弱勢家戶與青年家戶之租購屋

需求量推估表 
單位：戶 

直轄市、

縣（市） 

普通家戶數推估值 社會經濟弱勢家戶 社會經濟弱勢青年戶長家戶 
社 會 經 濟

弱勢 
社會經濟弱勢

－青年戶長 
租屋需求量 
推估 

購屋需求量 
推估 

租屋需求量 
推估 

購屋需求量 
推估 

臺北市 70,278 13,490 56,315 10,443 10,809 1,995 
基隆市 9,343 2,563 7,138 1,415 1,958 388 
新北市 103,026 24,140 81,121 14,072 18,973 3,309 
宜蘭縣 13,539 3,257 10,167 1,841 2,452 455 
新竹市 12,072 2,560 9,325 1,675 1,975 359 
新竹縣 13,577 2,944 10,516 1,990 2,272 435 
桃園市 50,939 11,882 39,456 7,524 9,175 1,765 
苗栗縣 13,230 3,405 10,002 1,914 2,579 500 
臺中市 60,778 15,256 46,947 8,919 11,760 2,250 
彰化縣 28,320 6,978 21,444 3,913 5,295 985 
南投縣 15,414 3,703 11,514 2,135 2,771 528 
嘉義市 6,107 1,675 4,666 925 1,280 254 
嘉義縣 15,560 3,663 11,665 2,071 2,753 502 
雲林縣 19,407 4,608 14,611 2,569 3,479 628 
臺南市 46,518 11,859 35,407 6,771 9,029 1,747 
高雄市 73,465 17,638 57,243 10,255 13,719 2,480 
澎湖縣 3,102 615 2,399 419 475 84 
金門縣 3,880 834 2,918 600 622 132 
屏東縣 21,716 5,556 16,321 3,186 4,182 828 
臺東縣 7,221 1,726 5,392 996 1,292 245 
花蓮縣 11,231 2,768 8,341 1,641 2,058 414 
連江縣 251 48 190 30 36 6 
合計 598,975 141,169 463,095 85,305 108,943 20,289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弱勢之住宅需求策略規劃，民國 105 年  

                                                 
16 需求是在市場機制的價量關係下，可進行預估及驗證的數量。需求代表在不同價格下的需求

量，即在不同價格下人們所會購買的物品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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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9 6 類經濟或社會弱勢家庭社會住宅需求戶數 
單位：戶 

地區別 總計 低收入戶 
中 低 收 入

身 心 障 礙

者家庭 

中 低 收 入

老人家庭 單親家庭 
育 有 未 成

年子女 3 人

以上家庭 

離 開 安 置

機構(家庭)
青少年 

總計 328,164 49,506 59,358 19,562 155,608 43,851 279 

5 都合計 185,262 30,536 29,719 12,189 91,039 21,648 132 

臺北市 31,114 8,976 1,994 2,578 12,615 4,951 …  

新北市 52,439 7,425 9,751 1,693 27,407 6,162 …  

臺中市 33,712 3,496 3,758 1,828 19,170 5,460 …  

臺南市 24,904 3,529 5,688 1,273 12,285 2,129 …  

高雄市 42,962 7,110 8,527 4,817 19,562 2,946 …  
臺灣省及

金馬地區 142,902 18,970 29,639 7,373 64,569 22,203 148 

桃園縣及 
三省轄市 41,877 3,691 7,122 2,465 22,629 5,970 …  

其他縣市 100,877 15,279 22,517 4,908 41,940 16,233 …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2011 年（3 月底），社會住宅需求調查報告 

二、住宅總量發展預測 

以前述民國 125 年 2,309 萬人口總量為基礎，依全國區域計畫推估假設進行

計畫目標年之住宅需求推估，125 年之住宅需求量約為 1,029 萬戶，而目前住宅

供給量約為 1,271 萬戶，顯示既有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之住宅存量，仍可滿足

計畫目標年（民國 125 年）之住宅需求。 

 
圖2-44 民國 125 年住宅供給與需求推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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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公共設施 

一、公共設施用地類別概況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3 年營建統計年報，我國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共計 93,541.84公頃，約占全國都市計畫區總面積（481,543.39公頃） 19.43%。
各類公共設施中，以道路及人行道用地 35,886.64 公頃為最多，佔整體公共設施

用地面積比例之 38.36%，其次為公園用地 13,926.37 公頃（佔整體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約 14.89%），及學校用地 11,711.91公頃（佔整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約 12.52%），

各類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與比例請參考表 2-60 所示。 

社福設施用地之社教機構用地、醫療衛生用地等僅 502.83 公頃，佔整體都

市土地之 0.1%，遊憩型公共設施用地（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體育場

用地）面積合計 18,305.08 公頃，僅佔都市土地 3.8%。 

表2-60 民國 103 年全國各類別公共設施面積概況 
項目 總面積（公頃） 比例(%) 佔全國都市土地比例(%) 

公園用地 13,926.37 14.89% 2.89% 
綠地用地 2,198.88 2.35% 0.46% 
廣場用地 500.06 0.53% 0.10% 
兒童遊樂場用地 686.83 0.73% 0.14% 
體育場用地 992.94 1.06% 0.21% 
道路、人行道 35,886.64 38.36% 7.45% 
停車場用地 728.70 0.78% 0.15% 
加油站用地 73.79 0.08% 0.02% 
市場用地 632.99 0.68% 0.13% 
學校用地 11,711.91 12.52% 2.43% 
社教機構用地 203.56 0.22% 0.04% 
醫療衛生用地 299.27 0.32% 0.06% 
機關用地 6,518.10 6.97% 1.35% 
墳墓用地 2,018.08 2.16% 0.42% 
電力事業用地 440.12 0.47% 0.09% 
郵政、電信用地 99.34 0.11% 0.02% 
民用航空用地、機場 1,349.74 1.44% 0.28% 
溝渠、河道 2,159.42 2.31% 0.45% 
港埠用地 1,798.78 1.92% 0.37% 
捷運系統、交通、車站、鐵路 2,959.40 3.16% 0.61% 
環保等設施用地 930.15 0.99% 0.19% 
其他用地 7,426.75 7.94% 1.54%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合計 93,541.84 100.00% 19.43%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統計年報，民國 1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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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直轄市、縣（市）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比例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4 年營建統計年報顯示，全國各直轄市、縣（市）中公

共設施用地佔都市計畫區面積比例，以新北市 9.14%最低，金門縣 11.61%次之，

該二地方政府都市計畫區之公共設施面積比例遠低於全國平均之 19.09%；另外，

從表 2-61 中可看出高雄市公共設施用地佔都市計畫區面積比例 35.76%為全國最

高，其次為澎湖縣的 32.62%。 

表2-61 民國 104 年各直轄市、縣（市）公共設施面積概況 
縣 市 都市計畫面積（公頃）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公頃） 比例 

全 國 482,940 92,185 19.09% 

新北市 124,711 11,400 9.14% 

臺北市 27,180 7,343 27.02% 

桃園市 32,389 5,250 16.21% 

臺中市 53,886 11,856 22.00% 

臺南市 52,505 10,415 19.84% 

高雄市 41,849 14,967 35.76% 

宜蘭縣 7,657 1,568 20.48% 

新竹縣 5,454 1,436 26.33% 

苗栗縣 7,759 1,647 21.23% 

彰化縣 13,387 3,038 22.69% 

南投縣 12,648 2,603 20.58% 

雲林縣 9,780 1,965 20.10% 

嘉義縣 18,121 2,938 16.21% 

屏東縣 16,517 3,569 21.61% 

臺東縣 8,766 1,737 19.81% 

花蓮縣 12,340 2,806 22.74% 

澎湖縣 1,063 347 32.62% 

基隆市 7,406 1,933 26.10% 

新竹市 4,614 1,388 30.08% 

嘉義市 6,169 1,627 26.38% 

金門縣 15,537 1,803 11.61% 

連江縣 3,203 551 17.19%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統計年報，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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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直轄市、縣（市）人均公共設施面積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4 年營建統計年報顯示，我國都市計畫區內人均公共設

施用地約為 49 平方公尺，人均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分別以連江縣 438.87 平方公尺

與嘉義縣 138.68平方公尺為最高，新北市與臺北市分別以 30.60平方公尺與 27.15
平方公尺為最少。從統計資料顯示，在各區域內人口較為聚集的直轄市、縣（市）

其人均公共設施面積比例有不足之情事，若同以公共設施列為都市生活品質衡量

標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因應人口的成長情形來進行設施用地計畫之調

整。 

表2-62 民國 104 年各直轄市、縣（市）公共設施面積概況 
縣 市 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人）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公頃） 人均面積（平方公尺） 

全 國 18,757,293 92,185 49.15  

新北市 3,726,039 11,400 30.60  

臺北市 2,704,810 7,343 27.15  

桃園市 1,607,956 5,250 32.65  

臺中市 2,213,388 11,856 53.56  

臺南市 1,597,178 10,415 65.21  

高雄市 2,503,268 14,967 59.79  

宜蘭縣 297,312 1,568 52.74  

新竹縣 325,088 1,436 44.17  

苗栗縣 374,876 1,647 43.95  

彰化縣 638,571 3,038 47.57  

南投縣 281,522 2,603 92.44  

雲林縣 300,040 1,965 65.50  

嘉義縣 211,904 2,938 138.63  

屏東縣 432,119 3,569 82.59  

臺東縣 140,694 1,737 123.44  

花蓮縣 228,155 2,806 122.98  

澎湖縣 34,855 347 99.47  

基隆市 372,105 1,933 51.94  

新竹市 351,701 1,388 39.46  

嘉義市 270,366 1,627 60.19  

金門縣 132,799 1,803 135.78  

連江縣 12,547 551 438.87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統計年報，民國 104 年  



119 

四、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情形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4 年營建統計年報顯示，全國已取得公共設施面積約佔

劃設之 67.49%，但仍有 29973.26 公頃公共設施用地尚未依法取得，其中直轄市、

縣（市）中以新北市 5,737.57 公頃之為全國最高；此外，其餘地方直轄市、縣（市）

中除臺中市、高雄市、金門縣與嘉義市外之直轄市、縣（市），公共設施保留地

面積仍佔公共設施用地劃設面積 20%以上，這也亦凸顯出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取

得將成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空間治理上重要課題。 

表2-63 民國 104 年各直轄市、縣（市）公共設施取得面積概況 
單位：公頃 

縣 市 已取得公共設施面積（公頃） 公共設施用地總面積（公頃） 比例 

全 國 62,211.74 92,185.35 67.49% 

新北市 5,662.73 11,400.30 49.67% 

臺北市 4,935.93 7,342.73 67.22% 

桃園市 3,011.29 5,250.13 57.36% 

臺中市 9,525.78 11,856.01 80.35% 

臺南市 6,402.33 10,414.75 61.47% 

高雄市 12,689.36 14,966.96 84.78% 

宜蘭縣 1,063.14 1,568.17 67.79% 

新竹縣 1,069.43 1,436.00 74.47% 

苗栗縣 1,145.31 1,647.47 69.52% 

彰化縣 2,302.50 3,037.91 75.79% 

南投縣 1,404.54 2,602.51 53.97% 

雲林縣 1,447.85 1,965.32 73.67% 

嘉義縣 2,212.23 2,937.71 75.30% 

屏東縣 1,462.18 3,568.69 40.97% 

臺東縣 1,143.75 1,736.69 65.86% 

花蓮縣 2,126.75 2,805.86 75.80% 

澎湖縣 264.98 346.72 76.42% 

基隆市 1,046.79 1,932.65 54.16% 

新竹市 680.81 1,387.67 49.06% 

嘉義市 1,334.46 1,627.30 82.00% 

金門縣 1,190.67 1,803.15 66.03% 

連江縣 88.93 550.65 16.15%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統計年報，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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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直轄市、縣（市）教育、長照與醫療設施分布 

(一) 教育設施 

依據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資料，民國 104 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之學

校數量共 3,872 間，並以高雄市 374 間、臺中市 355 間、新北市 336 間最多，

連江縣 14 間、金門縣 26 間、嘉義市 41 間最少。 

表2-64 民國 104 年各直轄市、縣（市）教育設施概況 
縣 市 國小校數 國中校數 高級中等學校校數 學校數量總計 

全 國 2,633 733 506 3,872 

新北市 213 62 61 336 

臺北市 150 61 69 280 

桃園市 190 58 33 281 

臺中市 235 72 48 355 

臺南市 211 60 47 318 

高雄市 242 79 53 374 

宜蘭縣 76 24 12 112 

新竹縣 85 28 10 123 

苗栗縣 117 30 19 166 

彰化縣 175 36 24 235 

南投縣 140 32 15 187 

雲林縣 155 33 21 209 

嘉義縣 124 23 10 157 

屏東縣 167 35 19 221 

臺東縣 88 21 10 119 

花蓮縣 103 23 13 139 

澎湖縣 40 14 2 56 

基隆市 43 11 12 66 

新竹市 32 13 12 57 

嘉義市 20 8 13 41 

金門縣 19 5 2 26 

連江縣 8 5 1 14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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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以平均每一教師教導學生數，衡量各直轄市、縣（市）教育之能

量，可見各直轄市、縣（市）各級學校平均每一教師教導學生數皆已降至 20
人以下。其中以桃園市、嘉義市、臺中市有較高之數值，顯示上述三個直轄

市、縣（市）每名教師須負責較多之學生。此外，對於目前學生人數少之國

中小，可轉用為新建或改建轉型為社會住宅之基地，尤其都會區內部之小規

模學校，較無廢校與併校後偏鄉教育落差之問題。 

表2-65 民國 104 學年度小規模國中小直轄市、縣（市）別分布表 
縣 市 國小（班級數 12 班以下） 國中（班級數 6 班以下） 總校數 

全 國 1407 984 2633 

新北市 69 48 213 

臺北市 25 8 150 

桃園市 69 37 190 

臺中市 73 41 235 

臺南市 120 90 211 

高雄市 91 52 242 

宜蘭縣 45 29 76 

新竹縣 53 41 85 

苗栗縣 80 60 117 

彰化縣 99 64 175 

南投縣 108 88 140 

雲林縣 115 88 155 

嘉義縣 96 68 124 

屏東縣 114 70 167 

臺東縣 76 58 88 

花蓮縣 82 74 103 

澎湖縣 36 33 40 

基隆市 24 12 43 

新竹市 6 - 32 

嘉義市 2 12 20 

金門縣 16 7 19 

連江縣 8 - 8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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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6 民國 104 年各直轄市、縣（市）平均每一教師教導學生數 

縣 市 平均每一教師教導學

生數-國小 
平均每一教師教導學

生數-國中 
平均每一教師教導學

生數-高級中等學校 
全 國 12.47 11.51 14.32 

新北市 13.91 12.17 12.9 

臺北市 11.98 10.44 13.66 

桃園市 14.15 12.16 19.15 

臺中市 13.33 11.8 15.6 

臺南市 12.79 11.76 13.96 

高雄市 13.15 11.47 14.86 

宜蘭縣 10.84 10.97 13.17 

新竹縣 12.81 10.95 15.75 

苗栗縣 10.84 10.45 12.44 

彰化縣 12.8 12.43 14.65 

南投縣 9.4 10.99 12.34 

雲林縣 10.51 11.68 12.82 

嘉義縣 9.06 10.7 14.13 

屏東縣 10.8 12.24 12.97 

臺東縣 7.33 9.62 11.15 

花蓮縣 8.77 10.21 12.27 

澎湖縣 6.79 8.56 12.52 

基隆市 11.8 10.35 11.65 

新竹市 14.19 11.76 14.05 

嘉義市 13.88 11.88 15.89 

金門縣 9.24 10.72 12.73 

連江縣 4.47 4.54 9.85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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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長照設施 

依據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資料，臺灣民國 104 年各直轄市、縣（市）長

照機構總計 1,067 間，並以新北市 209 所、高雄市 147 所、臺北市 104 所最

多，澎湖縣、金門縣 2 所，連江縣 1 所最少；另以每萬人口數分析之，全台

平均每一萬名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僅有 3.63 所長期照顧與安養機構，並以

連江縣 8.12 所、宜蘭縣 6.29 所、基隆市 6.11 所最多，澎湖縣 1.32 所、金門

縣 1.35 所、苗栗縣 1.86 所相對較少。 

表2-67 民國 104 年各直轄市、縣（市）長照機構概況 

縣 市 老人長期照顧、

安養機構數（所） 

每萬老人長期照

顧、安養機構數 
（所／萬人） 

老人長期照顧、安

養機構可供進住人

數占老年人口比率 
（人／萬人） 

老人長期照顧、安

養機構實際進住人

數占老年人口比率 
（人／萬人） 

全 國 1,067 3.63 203.73 157.55 

新北市 209 4.87 236.41 181.67 

臺北市 110 2.76 142.12 126.16 

桃園市 60 2.95 142.46 104.65 

臺中市 64 2.27 137.4 108.25 

臺南市 104 4.21 202.96 164.83 

高雄市 147 4.19 204.91 161.45 

宜蘭縣 41 6.29 362.24 263.13 

新竹縣 17 2.74 192.06 144.13 

苗栗縣 15 1.86 114.22 85.67 

彰化縣 52 2.96 159.17 109.4 

南投縣 16 2.06 154.43 111.21 

雲林縣 39 3.39 165.6 137.48 

嘉義縣 25 2.78 136.46 108.86 

屏東縣 58 4.76 247.75 168.18 

臺東縣 13 4.05 227.53 198.23 

花蓮縣 14 3 184.79 132.76 

澎湖縣 2 1.32 54.94 46.33 

基隆市 30 6.11 387.51 270.28 

新竹市 10 2.19 82.07 70.22 

嘉義市 15 4.36 228.26 193.7 

金門縣 2 1.35 198.1 132.74 

連江縣 1 8.12 276.2 170.59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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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醫療設施 

依據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資料，臺灣民國 104 年共計有 22,177 所醫療

機構，並以臺北市 3,489 所、臺中市 3,364 所、新北市 3,232 所最多。另以

每萬人口執業醫事人員以及每萬人口病床數衡量各直轄市、縣（市）的醫療

能量，每萬人口執業醫事人員以嘉義市 222.66 人、臺北市 188.24 人、花蓮

縣 131.41 人最多，金門縣 33.81 人、新竹縣 72.41 人、澎湖縣 73.12 人最少；

每萬人口病床數以嘉義市 143.84 床、花蓮縣 131.41 床、臺北市 92.29 床最

多，金門縣 27.86 床、新北市 43.29 床、新竹縣 45.13 床最少。 

表2-68 民國 104 年各直轄市、縣（市）醫療機構概況 

縣 市 醫療機構數（所） 病床數（人） 每萬人口執業醫事

人員（人／萬人） 
每萬人口病床數 
（床／萬人） 

總 計 22,177 162,163 119.41 69.03 

新北市 3,232 17,189 81.86 43.29 

臺北市 3,489 25,045 188.24 92.59 

桃園市 1,531 14,830 113.86 70.43 

臺中市 3,364 20,872 131.07 76.05 

臺南市 1,890 12,712 125.28 67.42 

高雄市 2,943 21,279 135.31 76.57 

宜蘭縣 330 3,893 114.99 84.98 

新竹縣 374 2,446 72.41 45.13 

苗栗縣 388 3,321 79.27 58.89 

彰化縣 1,054 7,645 103.74 59.31 

南投縣 433 3,284 88.23 64.46 

雲林縣 504 4,014 89.52 57.37 

嘉義縣 271 3,375 96.16 64.92 

屏東縣 644 5,765 102.38 68.53 

臺東縣 161 1,506 104.7 67.7 

花蓮縣 277 4,362 152.43 131.41 

澎湖縣 88 548 73.12 53.57 

基隆市 297 2,940 106.48 79.01 

新竹市 437 2,826 135.05 65.11 

嘉義市 413 3,889 222.66 143.84 

金門縣 52 370 33.81 27.86 

連江縣 5 52 66.15 41.44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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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觀光遊憩 

一、觀光發展概述 

基於航線開放、廉價航空降低旅遊成本、政府宣導觀光政策以及人民生活水

準提高對觀光旅遊之重視，近十年來台旅客與國內旅遊人次不斷攀升（詳參圖 2-
45）。 

 
圖2-45 來台旅客與國內旅遊人次 

資料來源：交通部，來台旅客及國民出國人次變化，民國 104 年 

觀光收入近 10 年增加高達新台幣 4 千億元，其中於民國 97 年開始觀光外匯

收入超過國內旅遊收入，並於近 5 年收入差距拉大，顯示國外來台觀光消費較以

往增加，並且有持續成長的潛力（詳參圖 2-46）。 

 
圖2-46 觀光外匯收入及國人國內旅遊收入及觀光總收入 

資料來源：交通部，來臺觀光外匯收入及國人國內旅遊收入及觀光總收入，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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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遊憩區發展概況 

根據國內主要遊憩據點與遊客人數統計，遊憩區數在民國 101 年達到高峰後

逐漸下滑，然遊客人次仍呈現上升的趨勢（詳參圖 2-47）。 

 
圖2-47 觀光遊憩處數與遊客人次 

資料來源：交通部，歷年統計資料查詢系統，民國 105 年 

交通部觀光局公佈之遊憩區共 116 有處，其遊憩區數與遊客人次分配不均，

由圖 2-48，可能造成部份遊憩風景區之遊客過度集中，導致旅遊品質不佳的問題，

一旦環境乘載過重，便容易影響風景區生態環境、在地生活品質及降低觀光遊憩

品質。 

根據各直轄市、縣（市）各國家風景遊憩區旅次平均統計顯示，臺北市的國

立故宮博物院及國父紀念館為旅次數最高；新竹縣則以獅頭山風景遊樂區之旅次

數為最高；臺中市則以東豐自行車綠廊及后豐鐵馬道、草悟道兩處旅次數最高；

雲林縣以北港朝天宮旅次最高；彰化縣以八卦山風景區旅次最高，嘉義縣以阿里

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屢次為最；高雄市則以旗津風景區以及佛光山的旅次數最高。

各直轄市、縣（市）熱門觀光遊憩景點周邊區域環境品質，受觀光行為之影響甚

鉅（各直轄市、縣（市）各國家風景遊憩區旅次統計，包括：國外來台旅次，以

及國內國民旅遊及區域內民眾日常休閒活動，詳參圖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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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8 各直轄市、縣（市）遊憩處數與遊客人數 

資料來源：交通部，民國 104 年國內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數統計，民國 105 年 

 
圖2-49 民國 104 年各直轄市、縣（市）轄內各國家觀光遊憩區年平均遊次數 
資料來源：交通部，民國 104 年國內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數統計，民國 105 年 

以國家公園遊憩區之容受力為例：國家公園中又以太魯閣面積最大、其次為

玉山與雪霸；每年平均遊客係以太魯閣最高，壽山、台江與陽明山次之。若以遊

客平均可遊憩面積來計算環境乘載，經假設全部遊客皆於周末進行觀光遊憩，則

計算後之周末遊客每人平均可遊憩面積如下表，其中以墾丁環境乘載最低，可達

1,466 ㎡，台江與壽山國家公園，其面積只有 9 ㎡與 4 ㎡，顯示環境乘載相對較

需關切，為其次為陽明山與太魯閣國家公園。如何減緩觀光遊憩所帶來的環境承

載負荷與生態影響，為觀光遊憩在國土空間發展規劃上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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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9 國家公園具遊憩功能之環境乘載 

國家公園 遊憩區面積 
（公頃） 

遊憩遊客年平均人數 平均遊客周末遊憩面積 
（平方公尺） 

墾丁 9,363 539,216 1,466 

玉山 77,535 1,229,765 203 

陽明山 7,785 4,213,204 67 

太魯閣 89,210 4,873,036 64 

雪霸 53,573 791,190 108 

金門 1,793 1,236,830 224 

台江 2,036 4,602,967 9 

澎湖南方四島 17,014 72,778 366 

壽山 18 4,283,952 4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臺灣國家公園統計資料，民國 104 年度各國家公園員額、面積及遊客

人數比較表、民國 104 年度各國家公園遊憩據點遊客人數統計表，民國 105 年 

三、觀光旅館及民宿發展 

隨旅遊淡旺季變化，觀光旅館及民宿之住用率有明顯季節差異，由下圖民國

104 年各直轄市、縣（市）登記之觀光旅館家數及觀光旅館住用率情形，可概括

瞭解全國直轄市、縣（市）之觀光旅遊類型與發展差異。 

 
圖2-50 民國 104 年各直轄市、縣（市）觀光旅館家數及住用率統計 

資料來源：交通部，交通部觀光局統計年報，民國 105 年 

至民國 104 年全國國際觀光旅館總數為 75 家，一般觀光旅館數 43 家，合計

共 118 家平均房價為新台幣 3,607 元；全國民宿平均房價在新台幣 2,564 元。若

比較全國各直轄市、縣（市）民宿房數及住用率情形，可得知若干直轄市、縣（市），

例如：臺北市無民宿登記數，而雲林、彰化及金門、連江等縣市，則無觀光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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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營設置。統計資料中住用者乃包括：觀光遊憩、商務使用及其他目的使用者，

顯示各直轄市、縣（市）觀光旅館及民宿供需概況，可據此評估各直轄市、縣（市）

觀光旅遊型態、觀光產值與觀光發展潛力之分布概況。 

 

圖2-51 民國 104 年各直轄市、縣（市）民宿家數及住用率統計 
資料來源：交通部，交通部觀光局統計年報，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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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氣候變遷 

壹、氣候變遷的衝擊 

一、溫度 

依據臺北、臺中、臺南、恆春、臺東、花蓮等 6 個具 100 年以上完整觀測記

錄的氣象測站資料計算，國內平地年平均溫度在過去 100 年以來（民國元年至 98
年期間）上升了 1.4°C，增溫速率相當於每 10 年上升 0.14°C，較全球平均值高

（每 10 年上升 0.07°C）。國內近 30 年（民國 69~98 年）氣溫的增加明顯加快，

每 10 年的上升幅度為 0.29°C，幾乎是百年趨勢值的 2 倍，此趨勢與 IPCC 第四

次評估報告結論一致，而東岸測站增溫趨勢明顯高於西岸。平均來說，根據 IPCC
的五次評估報告，民國 40 至民國 99 年間全球溫度大約增溫 0.6~0.7°C。 

在季節特性方面，百年變化以秋季溫度的暖化幅度最大，但近 30 年的變化

以冬季的增溫幅度大於其他 3 季。高溫日數百年變化呈現增加的趨勢，以臺北增

加幅度最大，約為每 10 年增加 1.4 天，近 50 年與 30 年的極端高溫日數分別增

加為每 10 年 2 天與 4 天。極端低溫發生頻率顯著下降，民國 74 年之後，寒潮事

件明顯偏少，此情況在以前不曾出現過。 

農業生產對於氣溫變化與水資源供給的穩定性相對敏感，農業生產的需水量

也與溫度及降雨息息相關，故會直接威脅糧食安全，加上國內依賴進口糧食的程

度日益升高，糧食安全會因國外地區的農業受氣候變遷衝擊而受到連帶影響。另

外，氣溫升高，也會引發產業經濟與能源供給的衝擊，例如：氣溫上升導致空調

系統裝置與操作成本及節約能源投資增加。 

二、降雨 

國內降雨日數的變化有明顯下降的趨勢，100 年趨勢為每 10 年減少 4 天，

30 年則增至每 10 年減少 6 天。最近一次發生的民國 91 年至 93 年乾旱事件則是

100 年以來雨日最少的 3 年。 

四個季節的雨日都呈現減少趨勢，其中以夏季的減少幅度最大。同時，統計

資料顯示大豪雨日數（日雨量大於 200mm）在近 50 年和近 30 年皆有明顯增多

的趨勢，且近 10 年極端強降雨颱風數目倍增。與灌溉和水資源保育有關的小雨

日數則大幅度減少，近 100 年趨勢為每 10 年減少 2 天，而近 30 年增加為每 10
年減少 4 天，同樣顯示小雨日數減少趨勢的極端化。從圖 2-52 可看出高年雨量

越來越高，低年雨量越來越低，而且頻率越來越高（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5 年）。

此外，根據研究指出，總無降雨日與平均無降雨日數在未來短期內會顯著的增加，

而此種降雨型態導致持續性補助地下水缺乏，此風險對於地層下陷嚴重之地區影

響甚鉅（水利署，民國 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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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豐水期與枯水期的水量差異增加，使水庫供水能力不足，進而影響到

水資源供應的穩定性。中小雨減少使得旱災機率提高。國內原本就易受颱風、暴

雨襲擊，又因地形因素與地質脆弱，山區地質不穩定，經常發生山坡地地質災害

如：土石崩落、土石流、地滑等現象；在平原與沿海地勢低窪地區，則易發生淹

水問題。而過去不當的發展型態所導致土地資源超限使用，減少透水與蓄水面積

等問題，使天然災害發生時，損害程度升高。 

 
圖2-52 民國 38 年至民國 103 年臺灣平均降雨量與變化趨勢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署電子報，民國 105 年 

三、海平面上升 

民國 82 年至 92 年間臺灣附近平均海平面上升速率為每年 5.7mm，上升速

率為過去 50 年的 2 倍，略高於衛星所測得的每年 5.3mm，但此數值大於同時期

全球平均值上升速率（每年 3.1mm）。周遭海域海平面上升的可能原因，除全球

暖化後的平均海平面上升外，部分原因屬於區域性的現象，包括近幾十年東太平

洋海平面持續下降、西太平洋海平面持續上升、聖嬰現象等氣候現象的影響，以

及鄰近海域（如：南海）海平面的改變。 

海平面上升使沿海地區受海水入侵，加上暴潮的威脅升高，沿海地區居民與

產業發展往地勢高處遷徙。由於海平面上升引發的海水入侵及海岸災害，與沿海

土地資源使用有密切關係，使得沿海與低窪地區之土地使用型態必須調整，尤其

是重要港口、工業區、聚落等。此外，氣溫上升、海水入侵、災害威脅、水資源

短缺等衝擊，都將成為國內城鄉發展與產業永續經營的重要限制。因此，土地使

用規劃與發展的模式，亦必須加以調整才能因應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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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際社會對於氣候變遷之重視 

民國 104 年底於法國巴黎召開 UNFCC 第 21 次締約國大會(COP 21)通過「巴

黎協定」(Paris Agreement)，透過各國的協商並考量國家的發展脈絡及未來責任

所形成之共識，希望能達成以下目的：「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於 2℃之內（工

業化前水準），並進一步努力將氣溫升幅限制於 1.5℃之內」。巴黎協定的通過，

顯現全球重視氣候變遷的衝擊，以及走向低碳發展的趨勢。而《國土計畫法》開

宗明義表示：應考量氣候變遷所帶來之影響，未來擬定國土計畫時對於氣候變遷

應提出因應策略。 

參、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17 

本計畫除了提出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總體策略之外，亦提出各領域的調適策

略，凸顯氣候變遷調適工作因地制宜的特性： 

一、總體調適策略 

(一) 落實國土規劃與管理：氣候變遷的減緩與調適策略應融入空間規劃體系，

並納入各層級的國土計畫、都市計畫中。 

(二) 加強防災避災的自然、社會、經濟體系之能力：同時考量自然、社會因

素之脆弱度，以面對環境變遷與災害風險提高的衝擊。 

(三) 推動流域綜合治理：協調整合國家重要河川流域內之資源、土地使用等

事項，優先推動流域整體規劃及治理。 

(四) 優先處理氣候變遷的高風險地區：面臨水土複合性災害高風險地區，應

優先提出因應策略，以減少氣候變遷的衝擊。 

(五) 提升都會地區的調適防護能力：由於將近八成人口聚集於都市地區，相

關都市土地的規劃與管理目前缺乏對氣候變遷的回應。 

二、各領域的調適策略 

(一) 災害 

1. 推動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查與評估及高災害風險區與潛在危險地區

的劃設。 

2. 加速國土監測資源與災害預警資訊系統之整合及平台的建立，以強化

氣候變遷衝擊之因應能力。 

                                                 
17 本計畫整理自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現國家發展委員會）民國 101 年「國家氣候變遷調適

政策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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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視、評估現有重大公共工程設施之脆弱度與防護能力，並強化災害

防護計畫。 

4. 重大建設與開發計畫應重視氣候變遷衝擊 

5. 推動流域綜合治理，降低氣候風險。 

6. 強化極端天氣事件之衝擊因應能力，推動衝擊與危險地區資訊公開、

宣導、預警、防災避災教育與演習。 

(二) 維生基礎設施 

1. 既有法令與相關規範之落實與檢討修訂以強化設施的調適能力。 

2. 建立設施安全性風險評估機制及生命損失衝擊分析模式。 

3. 擬定落實維生基礎設施分等級之開發與復建原則。 

4. 落實維生基礎設施維修養護，以提昇其於氣候變遷作用下之調適能力。 

5. 加強各管理機關協調機制與產業、學術界資源之整合，以因應氣候變

遷之衝擊。 

6. 提升維生基礎設施營運維護管理人力素質及技術。 

7. 建置維生基礎設施營運管理資料庫及強化監測作業。 

8. 研發基礎設施之氣候變遷調適新技術。 

(三) 水資源 

1. 水資源永續經營與利用為最高指導原則，並重視水環境保護工作。 

2. 由供給面檢討水資源管理政策以促進水資源利用效能。 

3. 建立區域供水總量資訊，並由需求面檢討水資源總量管理政策以促進

水資源使用效益。 

4. 以聯合國推動之水足跡 (water footprint) 概念促進永續水資源經營與

利用。 

(四) 土地使用 

1. 將環境敏感地觀念落實在國土保育區的劃設與管理。 

2. 因應氣候變遷，加速與國土空間相關計畫之立法與修法。 

3. 建立以調適為目的之土地使用管理相關配套機制。 

4. 定期監測土地使用與地表覆蓋變遷，並更新國土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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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升都市地區之土地防洪管理效能與調適能力。 

6. 檢討既有空間規劃在調適氣候變遷之缺失與不足。 

(五) 海岸 

1. 強化海岸侵蝕地區之國土保安工作，防止國土流失與海水入侵，並減

緩水患。 

2. 保護及復育可能受氣候變遷衝擊的海岸生物棲地與濕地。 

3. 推動地層下陷地區地貌改造及轉型。 

4. 因應氣候變遷的可能衝擊，檢討海岸聚落人文環境、海洋文化 

5. 建置海岸與海洋相關監測、調查及評估資料庫，並定期更新維護。 

(六) 能源供給及產業 

1. 建構降低氣候風險及增強調適能力的經營環境。 

2. 提供產業因應能源及產業氣候變遷衝擊之支援。 

3. 掌握氣候變遷衝擊所帶來的新產品及服務。 

4. 加強能源與產業氣候變遷調適之研究發展。 

5. 通盤檢討能源、產業之生產設施與運輸設施之區位，及材料設備面對

氣候變遷衝擊的適宜性。 

(七) 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 

1. 依風險程度建構糧食安全體系。 

2. 整合科技提升產業抗逆境能力。 

3. 建立多目標與永續優質之林業經營調適模式，並推動綠色造林。 

4. 建立農業氣象及國內外市場變動之監測評估系統。 

5. 強化保護區藍帶與綠帶網絡的連結與管理。 

6. 減緩人為擾動造成生物多樣性流失的速度。 

7. 強化基因多樣性的保存與合理利用。 

8. 強化生物多樣性監測、資料收集、分析與應用，評估生物多樣性脆弱

度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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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1118 

針對臺灣未來氣候變遷有以下兩點推估： 

(一) 在本世紀末，臺灣增溫程度在 2.5°Ｃ至 2.7°Ｃ之間，北臺灣較南臺灣的

增溫幅度略高，而春季較其他季節略低。 

(二) 在降水量平均百分比變化方面，臺灣北、中、南、東四個主要分區未來

冬季平均雨量多半都是減少的，約有一半的模式的推估是介於-3%至-
22%之間，南臺灣春季未來的平均雨量變化與冬季非常類似。未來夏季

平均雨量變化，除了北臺灣以外，超過 3/4 的模式推估降水將增加，約

有一半的模式認為未來夏季平均變化主要是介於+2%至+26%之間。對

原本就是夏季多雨、冬季少雨的中南部地區，這些推估結果顯示豐、枯

水期的降雨量差距愈來愈大，未來如何調配豐枯水期的水資源，值得重

視。 

伍、IPCC 第五次評估報告(AR5)19 

一、IPCC 自 2007 年研究指出，氣候暖化的現象是明確地，且對於西元 1951-2010
年間全球地表平均溫度的升高的現象，除了自然因素之外，人為活動因素極

為可能是造成暖化現象的因子之一。暖化伴隨其他現象如海洋暖化造成融雪、

融冰、海平面上升。綜合人為及自然因素，西元 1951-2010 全球溫度大約增

溫 0.6~0.7°C。全球平均地表溫度改變分布詳參圖 2-53。 

二、長期暖化主要驅動因素與 CO2 總排放量有關，兩者呈線性的關係，既使停止

CO2 的排放，超過 20%的 CO2 會停留於大氣中超過 1,000 年，因此，氣候變

遷亦將會持續好幾世紀。根據實驗結果，如果要保持暖化增溫幅度小於 2°
C，CO2 總排放量須控制在 1000 PgC 以下。 

三、根據觀測之料顯示，北半球的雪覆蓋範圍自二十世紀中期以來已經減少。於

西元 1976 至 2012 年間，北半球在三、四月份的雪覆蓋範圍每十年減少

1.6[0.8-2.4]%，六月份覆蓋範圍每十年減少 11.7 [8.8-14.6]%。另一方面，海

平面自十九世紀中期，上升速度高於過去 2000 年期間的平均速度。自 1901
至 2010 年間，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 0.19 [0.17 至 0.21]公尺，而人為作用非

常可能(very likely)與此現象有關連性。 

四、自西元 1750 年來，人類活動已導致大氣中的二氧化碳(CO2)、甲烷(CH4)和
一氧化二氮(N2O)等溫室氣體的濃度上升。至西元 2011 年，這些溫室氣體的

濃度已達 391 ppm11、1803 ppb 和 324 ppb，分別超出工業時代之前濃度達

                                                 
18 本計畫整理自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民國 100 年「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11」 
19 本計畫整理自 IPCC(2014)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 Synthesi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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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50%和 20%。西元 1970-2010 年平均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請參圖

2-54。 

五、溫室氣體持續排放強烈的影響全球表面溫度，加劇全球暖化程度以及氣候系

統之組成，因此為減少氣候變遷帶來之負面影響，溫室氣體排放必須減少。 

六、氣候變遷持續地影響全球水循環，乾濕季會在不同地區極化地越來越明顯。 

 
圖2-53 平均地表溫度改變分布（西元 1986-2005 年及西元 2081-2100 年） 

資料來源：IPCC（2014） 

 
圖2-54 平均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西元 1970-2010 年） 

資料來源：IPCC（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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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因應氣候變遷之國土空間規劃與管理政策建議書 20 

根據中央研究院於民國 100 年 12 月由專家學者擬定的《因應氣候變遷之國

土空間規劃與管理政策建議書》內容，摘錄出其根據氣候變遷資訊所整理出政策

建議，羅列於後。 

(一) 水災防治 

1. 掌握氣候變遷的資訊。 

2. 評估維生基礎設施的脆弱度。 

3. 推動河川流域整體治理工作。 

4. 檢討都市空間發展計畫對水災的因應能力。 

5. 提升水災預警與落實防護訓練工作。 

(二) 山坡地管理 

1. 強化山坡地的土地使用管理作為。 

2. 禁止高度敏感地區的開發利用。 

3. 調整山坡地的農業發展政策 

4. 促進原住民社會經濟與山坡地環境生態和諧共存。 

(三) 海岸土地利用 

1. 監測、評估海岸土地的變遷並檢討海岸土地的利用方式。 

2. 強化海岸土地保護與海岸生態環境復育工作。 

3. 實地下水資源利用管理以防治地層下陷問題惡化。 

4. 推動地層下陷地區產業轉型再發展。 

(四) 水資源規劃與管理 

1. 維護水資源供需平衡。 

2. 落實集水區土地利用管理。 

3. 降低水資源供應系統的脆弱性。 

4. 提升水資源供需系統對旱災的因應能力。 

                                                 
20 本計畫整理自中央研究院民國 100 年「因應氣候變遷之國土空間規劃與管理政策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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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減少水資源的浪費。 

二、整體性制度改善及建議 

(一) 儘速完成海岸法及國土復育條例立法程序。 

(二) 全面進行自然危險地區調查與自然災害風險評估。 

(三) 落實國土保育區的劃設並強化分級管理。 

(四) 建立合理的國土保育補償機制與穩定財務來源。 

(五) 納入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評估與減災措施於開發環評制度。 

(六) 建立流域管理組織與制度。 

柒、都市土地使用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減災與調適策略研究 21 

根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民國 98 年 12 月由專家學者擬定的《都市土地使用

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減災與調適策略研究》內容，摘錄出其根據氣候變遷資訊所

整理出都市調適氣候變遷衝擊之策略建議，羅列於後。 

(一) 對於法令與規劃制度之初步建議 

1. 建議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或經濟建設委員會（現國家發展委員會）著

手擬定氣候變遷白皮書：承認氣候變遷之事實，並分析氣候變遷對都

市所帶來之衝擊，以及都市環境與居民之脆弱性，提出都市調是氣候

變遷衝擊之策略與願景。 

2. 建議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現國家發展委員會）設置氣候變遷調適

規劃工作小組：提出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方案，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編列

預算，以推動實施。 

3. 建議考慮制定國家氣候安全法或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法：將氣候安全視

為國家安全，且有鑑於現行法令須增列有關氣候變遷衝擊調適者眾多，

恐曠日廢時、緩不濟急。 

4. 建議由行政院指派一位政務委員成立氣候變遷衝擊修法小組：針對與

氣候變遷衝擊直接相關之法規，進行跨部會之協商並提出增修訂條文，

送請經建會委員會表示意見後，報行政院核定，並送請立法院做包裹

式之修法。 

5. 建議針對都市計畫相關法令單獨從事修法工作：若包裹式之修法有困

難，則優先修訂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都市

                                                 
21 本計畫整理自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民國 98 年「都市土地使用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減災與調適

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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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條例、區段徵收條例、水土保持法、自來水法、下水道法、建築

法等，以及修訂個法之細則、市定重劃實施辦法與其他各種相關之命

令。 

6. 建議《國土計畫法》明文規定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從區域空間或都

市系統尺度具體提出氣候變遷衝擊之調適策略與措施，且重要河川流

域或重要集水區應擬定特定區域計畫。 

7. 建立公私部門開發行為所造成氣候變遷衝擊風險提高之延伸責任。 

(二) 都市高溫與熱島效應之調適策略與措施 

1. 提高都市自然通風功能：建議於都市細部計畫明訂敷地計畫或都市設

計時所應遵循之自然通風原則，以及於都市設計審議時納入自然通風

功能之要求。 

2. 善用綠地與天然資源：建議修訂都市計畫法與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

實施辦法及相關行政命令，以提高都市綠地空間之設置標準。 

3. 推行綠建築：建議修改建築法規，充實綠建築之規定，並強制規定新

的建築物必須符合綠建築之規範。 

4. 增加率色基礎設施(Green Infrastructure, GI)：建議修訂都市計畫法令，

增訂都市計畫之內容應包含綠色基礎設施之分布、綠色基礎潛在地區、

綠色基礎設施品質及綠色基礎設施網絡計畫。 

(三) 都市洪水調適策略與措施 

1. 提高路面排水、建物防水與基地保水功能。 

2. 全面檢討都市排水設施設計標準、發展永續排水系統。 

3. 都市空間規劃與土地利用：建議都市透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手段，將

洪水嚴重易淹地區劃為或變更為洪水管制區或洪水平原，限制或禁止

該地區之心開發行為，對於已發展者則可限制其增建或改建，或是謀

取發展權移轉或補償措施將發展權移轉至安全之地區發展。 

4. 加強水源地管理：建議未來水源地之保護應由中央主導，協調相關行

政體系進行都市地區水源特定區、水質、水量保護區劃設檢討，並統

整與水源地管理相關之各項法規命令，納入生態規劃原則及氣候變遷

衝擊之考量，劃設各類環境敏感地區並施以相關政策誘因。 

5. 加強防洪措施。 

6. 強化都市洪水監測及預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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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都市水源與水質調適策略與措施 

1. 建置永續水資源設施：都會區應建置永續排水系統、雨水與汙水分流

系統，並與高效率之供水設備及高山或平地水庫串聯，形成都市永續

水資源處理設施。 

2. 進行環境基線監測、建立監測項目存單：建議可於都市地區推行含括

水質採樣分析、地形變遷研究、海流調查研究、海底測量(benthic 
surveys)、波浪量測分析、海灘剖面量測與輸砂特性等之環境基線監測

計畫。 

3. 制定計畫以平衡水之競用：未來受極端氣候之影響，臺灣都市地區可

能須面對用水需求增加而供給減少之情形，為因應此問題，建議先制

定保水與需求管理計畫。 

4. 控制海岸侵蝕：為減輕因海平面上升影響之加速侵蝕，以及沿海土壤

之日建鹽化，建議考量推行海灘及海岸之人工保護計畫與侵蝕控制計

畫。 

5. 各類水資源之再利用：，建議除經由淨水廠送出供民眾日常生活使用

水與飲水用外，尚需色括雨水與地表水之收集儲存及回收再利用，以

及淋浴、水槽及洗衣排放之灰水(grey water)之循環再利用、工業污水

處理後之有效利用等。 

(五) 都市地面條件與基礎設施調適策略與措施 

1. 提高建物基礎強度：以適切之設計及施工手法加強都市建物面對氣候

變遷時之耐受力。 

2. 提升海岸、地表及邊坡強度：以生態工法針對危險地區進行防護，降

低氣候變遷之衝擊。 

3. 產業基地避免設置脆弱性高之地區：重新檢討工業區設置區位，限制

工業區設置於脆弱性高之地區。 

4. 有效提升基礎設施對氣候變遷之調適容量，並於基礎設施汰舊復新或

新建時，在區位及設計標準加上氣候變遷衝擊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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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自然資源 

壹、水資源 

一、降雨特性 

(一) 降雨量 

臺灣降雨量豐沛，年平均降雨量約 2,500 毫米，為全球年平均降雨量約

900~1,000 毫米之 2.5 倍，然換算我國每人每年可分配降雨量不足 4,000m3，

僅為世界平均值的 1/5 倍，屬水資源相對匱乏之地區（詳參圖 2-55）。我國

水資源不足有其內在條件與外在因素，內在條件包括：臺灣本島位於歐亞大

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處，山脈經板塊擠壓隆起呈北北東至南南西走向，

因幅員狹長造成河川短促、坡陡流急；蓄水設施規模小且集水區不當土地開

發、地質年淺質弱適合建壩地點有限，水資源儲留本已不易（50%降雨直接

入海，30%蒸發散，餘留 20%可供使用），又隨著氣候變遷等外在因素提高

極端天氣發生頻率，如：降雨日數減少、降雨強度增強等降雨型態改變，河

川豐枯期流量差異增大，影響區域供水之穩定性，原本豐枯差異已極大的河

川，枯水期供水不足之情形更顯著，使得人口稠密的臺灣地區用水調配更為

困難（童慶斌等，民國 102 年；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98 年 b）。綜上可知，

地理、水文及氣候條件為我國水資源利用與生俱來的限制，影響水資源設施

之供水能力。面對氣候變遷之威脅，各區域如何將有限之水資源做最有效之

使用並研訂可穩定供水之調適策略，為我國國土空間規劃亟需因應之課題。 

 
圖2-55 世界主要國家降水量與分配量比較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國立中興大學（民國 82 年）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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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降雨分布 

臺灣地區降雨時空分布不均，冬季時受東北季風影響，東北部的迎風面

常降雨；春季時鋒面滯留帶來雨水；夏季時潮濕的西南氣流引起豪大雨；秋

季則常有颱風。然而，臺灣雨季不容易依四季劃分，大部分的雨水來源仍是

5~6 月的梅雨季及 7~9 月的颱風季，而 2~4 月的春雨對北部地區的降水貢獻

也不小，冬季則是降雨較少的季節，中南部甚至為枯水期降水只佔全年雨量

之 90%。一般而言，臺灣地區南旱北澇、降雨時間持續減少、降雨集中及不

降雨日數增加等時、空分布不均之情勢日益明顯（詳參圖 2-56、圖 2-57、圖

2-58），均使水資源利用更加困難。 

 
圖2-56 逐月雨量氣候平均值之變化圖（Refer to 1971-2000）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網站 

 
圖2-57 臺灣各地區平均年降雨量（民國 38~100 年平均值）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我國水資源政策簡報，民國 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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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月 12 月 

圖2-58 臺灣各地區平均年降雨量空間分布圖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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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資源供給量及用水量調查預測 

根據民國 103 年經濟部水利署統計，我國總供水量為 177.4 億立方公尺，主

要來自地面水約 122.14 億立方公尺(69%)以及地下水抽用約 55.19 億立方公尺

(31%)。地面水包括河川直接引水約 78.65 億立方公尺以及水庫供水約 43.49 億立

方公尺，為生活用水、工業用水及農業用水的主要供水來源，其餘則蒸發散或直

接流入海。而我國總用水量亦為 177.4 億立方公尺，其中以農業用水需求量最大

約為 130.46 億立方公尺(74%)；生活用水 30.59 億立方公尺次之(17%)；工業用水

16.36 億立方公尺最低(9%)，我國民國 103 年水資源供需統計詳參表 2-70。 

自民國 92 至 101 年，10 年平均降雨量約為 2,722 毫米，換算年總降雨體積

約 980 億立方公尺，扣除蒸發損失量 208 億立方公尺後，仍有約 772 億立方公尺

之水資源賦存量（即年降雨量扣除蒸發散量再乘以土地面積，為理論上範圍獨立

島嶼天然水資源可利用量之最大值），遠大於各標的年用水總量 177 億立方公尺

（詳參圖 2-59）。然而，水資源賦存量多數存在於豐水期，尤以颱風豪雨期間不

利於水資源利用的洪水逕流，加之極端氣候導致降雨型態改變，如缺乏足夠大的

存蓄水設施，則多數將因坡陡流急而於短時間內逕流入海，難以有效發揮其水資

源功能。而降雨豐枯不均及設施不足等問題，加上土地使用缺乏考量水資源的配

置與供給，使我國用水於枯水期存在供水量不足或不穩定的現象。 

 
圖2-59 臺灣本島地區水資源利用概況（92-101 年平均值）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重大水資源規劃作業計畫（103-108 年）（核定本），民國 1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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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0 民國 103 年水資源供需統計表 
單位：百萬立方公尺 

供水來源及用水標的 總計 臺灣地區 
福 建 省 

小計 金門縣 連江縣 

總供水量 17,740.31 17,731.97 8.34 6.99 1.35 

地面水 12,213.76 12,209.24 4.52 4.07 0.45 

河川引水量 7,864.87 7,864.87 - - - 

水庫供水量 4,348.89 4,344.37 4.52 4.07 0.45 

地下水 5,518.72 5,515.90 2.82 2.78 0.04 

其他（海淡水） 7.83 6.83 1.00 0.13 0.87 

總用水量 17,740.31 17,731.97 8.34 6.99 1.35 

農業用水 13,046.01 13,046.01 - - - 

灌溉用水 11,996.88 11,996.88 - - - 

畜牧用水 66.76 66.76 - - - 

養殖用水 982.37 982.37 - - - 

生活用水 3,058.55 3,050.23 8.32 6.96 1.35 

工業用水 1,635.75 1,635.73 0.02 0.02 - 

註 1.本表各標的之用水量除需水量外並含輸水損失。 

註 2.金門縣海淡水為金門自來水廠及台電（塔山電廠）資料。 

註 3.加總數或不等於細數和，係因電腦計算四捨五入之關係。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資源供需統計（由各水利事業機構將資料報送經濟部水利署彙編），

民國 103 年 

(一) 北部地區 

據臺灣北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預測資料顯示：民國 110 年北部區

域總需求水源水量（中成長）約達 51.14 億噸，較民國 90 年總用水量增加

1.39 億噸；若擴大實施節約用水方案且節約用水功效能充分發揮時，民國

110 年總需求水源水量可降為 46.00 億噸，較民國 90 年總用水量為減少（經

濟部水利署，民國 98 年）。 

(二) 中部地區 

據臺灣中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預測資料顯示：中部區域現況自來

水總用水量每日約 227.2 萬噸，供水能力約每日 233.1 萬噸，尚可因應，趨

勢中成長用水需求推估至民國 110、120 年分別為每日 257.6、265.0 萬噸，

供水缺口為每日 24.5、31.9 萬噸，仍需開發新興水源，以為因應（經濟部水

利署，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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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部地區 

據臺灣南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預測資料顯示：南部區域民國 120
年自來水系統水源需求量（約等於配水量），在預期提升抄見率及減少漏水

情境下，各期程生活及中成長工業用水每日水源需求量（不含自行取水）為

386.48 萬噸/日。惟如加強推動「節約用水」達預期目標（平均每人每日生活

用水量降至 249 公升及工業節水），則民國 120 年南部區域節水中成長需求

水量預估為每日 362.8 萬噸（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0 年）。 

(四) 東部地區 

據臺灣東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稿）預測資料顯示：花蓮地區民

國 110、120 年低成長用水需求預估為每日 11.35、10.82 萬立方公尺，在自

來水系統抄見率逐年提升的情況下，用水量有逐漸下降的趨勢，供給可滿足

目標年用水需求。臺東地區在工業用水低成長情況下，民國 120 年之公共給

水總需水量約為每年 2,521 萬立方公尺（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1 年）。 

臺灣地區天然水資源開發利用以 200 億立方公尺為目標，包括：含水利會灌

區外農業用水量及灌區內農民自行抽取地下水灌溉量，則目標值為 230 億立方公

尺（詳參表 2-71）。相較於現況用水量雖仍有開發潛能，惟因臺灣地區降雨豐枯

不均，故地面水剩餘開發潛能量多集中於豐水期，枯水期於臺灣西部地區幾已無

剩餘可開發利用之地面水量，爰如區域新增用水需求，除提高現有水資源利用效

率外，亦可投資興辦蓄豐濟枯設施或以海水淡化、水回收再生利用等多元供水方

式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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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1 各區天然水資源開發利用上限水量 
單位：億立方公尺 

用水分區 地面水 地下水 

北部區域 

宜蘭地區 蘭陽溪 9.1 蘭陽平原 2.0 

基隆地區 

淡水河(大漢溪、新店溪、基隆河)、雙溪等

27.4 

─ 

臺北地區 
臺北盆地 0.4 

板新地區 

桃園地區 
桃園中壢臺地 3.5 

新竹地區 
鳳山溪、頭前溪、中港溪、後龍溪 13.2  

竹苗臨海地區 2.9 

中部區域 

苗栗地區 

臺中地區 大安溪、大甲溪、烏溪等 21 
臺中地區 7.7 

南投地區 

濁水溪 41 彰化地區 
濁水溪沖積扇 10.9 

雲林地區 

南部區域 

嘉義地區 

八掌溪、曾文溪、高屏溪、東港溪、四重溪

40.5 

嘉南平原 8.4 臺南地區 

高雄地區 

屏東平原 9.8 
屏東地區 

東部區域 
花蓮地區 立霧溪、花蓮溪、美崙溪、秀姑巒溪 16.6 

花東縱谷 2.8 
臺東地區 卑南溪、利嘉溪等 12.8 

臺灣地區合計 230 億立

方公尺 181.6 48.4 

註：1.地下水資源開發利用上限水量係依據更新平水年全臺九大地下水區地下水補注量之分析成

果。 

2.地面水包括水庫調節供水及川流取水。 

3.原濁水溪地面水系應包含部分嘉義地區（面積約佔濁水溪沖積扇之 7%），為便於分區計算，

且其水量較小可以忽略不計，爰本表對於地面水系及地下水區之類似情形係不予考慮。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資源開發利用總量管制策略推動規劃，民國 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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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能源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衝擊，我國於民國 97 年即通過永續能源政策綱領，以

作為整體能源發展政策目標依據，朝向每年提高能源效率 2%，並且降低能源密

集度方向。104 年在法國巴黎舉行「第 21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會

議(COP21)」，通過「巴黎協定」22，確立民國 109 年「京都議定書」屆期後，國

際間因應氣候變遷的新對策機制。 

隨世界潮流及國內外政治經濟景氣與產業發展變化，政府並於民國 105 年提

出加速達到非核家園目標之再生能源發展政策，期透過提高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達成綠能永續發展。未來我國整體能源供給結構之配置調整，須進一步整合環境

保護、經濟產業發展需求、再生能源開發技術、社會觀念改革，以及國土空間規

劃合宜性與環境負載力等層面課題，凝聚共識以進行完整規劃。 

一、能源自給率及能源供給結構 

能源是現代化生活與經濟發展基礎，能源供需趨勢亦受到國內外產業及經濟

景氣及全球原物料價格變化之影響。我國能源依存度高，歷年能源進口依存度約

在 98%~99%；而進口能源當中，當中約有一半屬石油類，煤炭類則占約 29％、

天然氣占比約 10％以上，而我國自產能源比僅占約 2%。 

我國目前能源類別，包括：抽蓄水力發電、燃煤發電、燃油發電、燃氣發電、

核能發電，及再生能源等。其中，再生能源細分包含慣常水力發電、風力發電、

太陽光電、生質能發電及廢棄物能發電。 

 
圖2-60 能源供給量（按自產與進口別）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統計年報，民國 104 年 

                                                 
22 「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確立各國共同但有區別的碳排放減量責任原則，以全球升溫抑

制在攝氏 2 度以下為目標，並強調在氣候變遷衝擊下，強化小島嶼國家及低度開發國家能力建

構與永續發展。協定內容尚包括減緩(Mitigation)、調適(adaptation)、資金(finance)、能力建構

(capacity-building)、技術發展移轉(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等課題，並討論對受氣候

變遷衝擊國家進行損害賠償的議題；未來已開發國家將提供資金協助受氣候變遷衝擊之開發中

國家，同時各國每 5 年需定期修正排放標準與氣候行動盤點報告。 
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及經濟部國貿局網站資料。 



149 

進口能源供需與經濟及產業發展有關，民國 104 年進口能源於能源總供給占

比約 97.84％，較 103 年減少 1.80%，乃因經濟景氣及中國煙材原料傾銷影響，

而使原油及石油產品進口需求減少；液化天然氣進口量則增加 7.12％，主因台電

燃氣發電需求上升及自產天然氣減少之故。 

我國歷年能源供給結構，以化石能源（石油類、煤炭類及天然氣…等）為主，

占比達近九成。民國 99 年至 104 年間，核能發電占比約 8%左右，近 5 年因部份

核電廠機組停機及歲修時程長，供電占比略有下降。天然氣能源則成長快速，在

民國 104 年占比已達 1 成以上（詳參圖 2-61）。 

我國再生能源於總能源供給占比僅 2%左右，以民國 104 年為例，慣常水力

發電能占約 0.3%，太陽熱能占約達 0.1%，太陽光能及風力發電占近 0.2%，廢棄

物及生質能占約 1.4%。 

歷年再生能源之供電量占比中，主要之慣常水力發電限於天然環境保護及土

地管制，開發已趨飽和而成長趨緩；而其他如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生質能及廢

棄物能以及太陽熱能方面，近年因再生能源政策推動而穩定緩幅成長，未來尚有

成長空間。 

 
圖2-61 國內能源供給（按能源別）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年報，民國 104 年 

在發電方面，我國發電來源以臺灣電力公司為主，在民國 90 年前占比約八

成，而民營電廠與民間汽電共生發電於民國 97 年以後呈明顯成長，台電發電占

比逐漸下降。民國 104 年總發電裝置容量約 65%來自臺灣電力公司，其中包含水

力、核能、火力及再生能源之地熱、太陽光電及風力；民營電廠發電容量占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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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水力、火力、太陽光電及風力；民間汽電共生發電容量占 16.65%，包含火

力、生質能及廢棄物能源。 

 
單位：千瓩 

圖2-62 我國歷年各類發電裝置容量（依電力供給來源別）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年報，民國 104 年 

民國 104 年國內各類發電占比，其中火力發電量 208,047.7 百萬度，占比為

81%以火力發電為大宗，火力發電當中，包含臺灣電力公司發電（含廠用電）、民

營電廠及汽電共生 23之發電量（詳參圖 2-63）。 

 
圖2-63 民國 104 年國內各類發電所占比例（依能源類別）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年報，民國 104 年 

  

                                                 
23 汽電共生系統（Cogeneration System），或稱「熱電聯產系統（Combined Heat and Power 
System, CHPs）」，為同時可產生有效熱能與電能兩者的聯產系統，兼顧效能產出與符合推廣法

規之雙重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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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發電裝置分布情形 

我國主要供電為臺灣電力公司，台電供電系統中，大型核能、水力、火

力發電廠產生電力後，需由變壓器升壓至 345 仟伏特(345kV)的超高壓，再

利用輸電線路輸送電力，然後透過超高壓變電所、一次變電所等變電所分別

降壓為 161 仟伏特(161kV)、69 仟伏特(69kV)後，提供科學園區、工業區、

高鐵和捷運等大型用戶用電，並透過配電變電所、二次變電所及配電系統再

降壓分別提供一般用戶或民生用電。假若電廠發電或輸電線或變電所所提供

之供、輸電能力不足時，都會影響供電。 

目前台電系統主要發電裝置容量第一高者為高雄市 7,809MW(19.1%)、
次者為臺中市 7,115MW(17.4%)，第三為桃園市 6,026MW(14.8%)、第四為新

北市 3,444MW(8.5%) 、第五為南投縣 2,866MW(7%) 、第六苗栗縣

2,064MW(5.1%) 、 第 七 為 基 隆 市 2,016MW(4.9%) 、 第 八 為 屏 東 縣

1,937MW(4.7%)，再者為雲林縣 1,878MW(4.6%)、花蓮縣 1,541MW(3.8%)、
彰化縣 1,178MW(2.9%)及臺南市 1,130MW(2.8%)；發電裝置容量最少之三

直轄市、縣（市）分別為臺東縣 19MW(0.1%)、宜蘭縣 42MW(0.1%)以及臺

北市 72MW(0.2%)（詳參圖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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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4 民國 103 年底台電系統主要發電電廠及輸、變電裝置分布 

資料來源：臺灣電力公司電力調度處，民國 104 年 

依據臺灣本島地理環境及台電輸變電系統供電轄區範圍，台電將供電區

域劃分為北、中、南三區，如下圖所示。北部地區為新竹縣鳳山溪及花蓮縣

清水斷崖以北地區，包括宜蘭、基隆、臺北與桃園等直轄市、縣（市）。中

部地區指新竹縣鳳山溪及花蓮縣清水斷崖以南，濁水溪以北地區，包含新竹、

苗栗、臺中、彰化、南投與花蓮等直轄市、縣（市）。南部地區為濁水溪以

南地區，包含雲林、嘉義、臺南、高雄、屏東與臺東等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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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國 104 年台電夏季用電高峰之電力負載情形來看：北部負載持續成

長，對輸電損失、供電可靠度具有負面影響。南部地區目前供電能力大於負

載需求，民國 104 年尖峰負載時剩餘電力為 174 萬瓩，預估未來機組陸續屆

齡退休，剩餘電力將逐年降低（詳參圖 2-65）。 

 
圖2-65 民國 104 年台電北區地區尖峰用電負載情形 

資料來源：臺灣電力公司電力調度處，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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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供電區域而言，中區、南區供電源較為充裕，北部地區供電能力於尖

峰負載時不足 51 萬瓩，且北部地區供電機組，包括：高發電成本之協和燃

油發電廠及核一、二廠；考量經濟性及發電機組需定期檢修及偶有故障停機

情事發生，加上北中南各區域用電需求之差異，中電北送、南電中送為常態。 

 
圖2-66 民國 104 年台電北區地區尖峰用電實績 

資料來源：臺灣電力公司電力調度處，104 年 

表2-72 台電北、中、南地區尖峰用電及發電實績 
年度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北區用電需求 13560 14079 13255 13177 13840 13952 13700 13928 14358 14808 

北區發電實績 9652 11004 9751 10738 12362 11979 11476 11864 13016 11058 

尖峰輸送實績（中送北） 3908 3075 3504 2439 1478 1973 2224 2064 1342 3750 

中區用電需求 9063 9027 8660 8607 10097 9493 9279 9713 9491 10776 

中區發電實績 10214 10018 9483 9430 9626 9640 10257 10693 9933 13058 

尖峰輸送實績（南送中） 2757 2084 2681 1616 1949 1826 1246 1084 900 1468 

南區用電需求 9438 9685 9405 9227 9086 10342 10102 10317 10973 11436 

南區發電實績 12195 11769 12086 10843 11035 12168 11348 11401 11873 12904 

資料來源：臺灣電力公司電力調度處，104 年 

此外，因全國人口密集區、工業區分布不均，並與供電系統配置對應之

間有所落差，北、中、南部區域供電量、用電需求量不同，而有跨區遠距輸

電情形。因線路損失的比例約略占總發電量的 4%，每年約有 8937.6 百萬度

電在輸電過程中耗損。電力損耗程度，與電廠與電力消費單位之間距離過廣，

區位配置欠佳，使供電、用電效率降低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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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7 我國因線路損失電量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年報，民國 104 年 

為減少輸電線路的投資，及降低線路損失、二氧化碳與空氣污染物的排

放等，電廠的設置應盡可能靠近負載中心；惟我國地狹人稠，適宜興建電廠

的廠址不易取得，尤其是北部地區一地難求，故長期電源開發規劃所追求的

區域供需平衡，須跨區域考量。 

(二) 溫室氣體排放 

我國於 104 年 7 月 1 日發布實施「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長期減量

目標為西元 205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西元 2005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50%
以下。 

然能源使用程度與經濟活動關係密切，我國能源使用量短期雖因景氣循

環起伏，然隨著經濟發展長期乃呈現增加趨勢，104 年能源消費量總計為 1
億 1,502.9 萬公秉油當量，相較民國 76 年之 4,197.3 萬公秉油當量，增加

7,305.6 萬公秉油當量，約成長 1.7 倍。同時使用能源污染排放量隨之增加，

排放污染物以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為主，並包括塵粒、一氧化碳及微量之重

金屬。 

1. 發電排放係數 

民國 104 年我國電力排放係數，為 0.528 公斤 CO2 e/度，較 103 年

及 102 年排放係數為高，可能與民營電廠與汽電共生成長，及躉售台電

電量限制有關。 

國家電力排放係數（係由經濟部能源局計算並公告）=（台電公司

淨排放量+民營電廠淨排放量+汽電共生業淨排放量–線損排放量）

/（台電公司淨發電量+民營電廠躉售台電量+電共生躉售台電量–

線損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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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電力排放係數及台電公司排放係數，涵蓋火力、水力、核能及

再生能源等發電方式之發電量及溫室氣體排放量彙整計算而得。 

 
圖2-68 我國電力排放係數情形 

資料來源：臺灣電力公司網站 

2. 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隨經濟產業發展，能源需求逐漸提高，由圖 2-69 可知我國溫室氣

體排放趨勢整體為上升，而其中二氧化碳之主要排放源，即為能源產業。

現況火力發電占比最大的燃煤發電（民國 104 年裝置容量占 26.1%、發

購電量占 35.7%），對周邊地區亦產生一定程度空氣污染與廢棄物及其

運輸處理等影響。部分區域因季節氣候風向、地形與區域內工業區及發

電廠排放物等因素，加重空氣品質惡化。在環保意識抬頭與生活品質要

求提高的社會氛圍中，輿論對燃煤發電排放的空氣污染物疑慮加劇，尤

其如 PM2.5。目前已有部分地方政府提出禁燒或減燒生煤之管制條例，

可預期未來對三級空氣品質的管制要求將逐漸提升。 

民國 102 年環保署統計臺灣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 10.62 噸二氧化碳

當量/人年，是全球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4.52 噸二氧化碳當量/人年的

2.35 倍，世界排名第 20。依照民國 97 年「永續能源政策綱領」內容，

明訂我國二氧化碳排放減量，須於民國 109 年回到 94 年排放量，並於

民國 114 年回到 89 年排放量的政策目標，據我國歷年碳排放情形，顯

示我國二氧化碳減量尚有進步空間（詳參圖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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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9 我國 1990-2013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趨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5 年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清冊報告(NIR)，民國 104 年 

由前述我國能源供給（詳參圖 2-61），其中液化天然氣(LNG)系統

能源供給量成長迅速；天然氣是一種乾淨且較安全的氣體燃料，在設置

環境及運輸無虞的情況下，宜推廣使用並取代其他高污染性的燃料，供

應天然氣予家庭、商業服務業及部分工業用戶等用戶，減少 CO2 的排

放。 

目前，天然氣供氣以都會地區之供氣普及率較高，位於鄉鎮地區者，

則供氣普及率普遍偏低。因液化天然氣勞務配送之財務經營成本考量，

故以人口分布較稠密、交通便捷、環境風險較低之都會地區為主要分布

點（詳參表 2-73）。 

表2-73 民國 104 年 4 月統計營運中加氣站分布情形統計表（全國共 52 座） 

直轄市、

縣（市） 

基

隆

市 

臺

北

市 

新

北

市 

桃

園

市 

新

竹

市 

苗

栗

縣 

臺

中

市 

彰

化

縣 

嘉

義

縣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宜

蘭

縣 

合

計 

加 氣 站

數量 2 7 15 5 1 2 7 1 1 3 7 1 52
座 

資料來源：中國石油公司網站 

二、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現況 

我國再生能源現況包括為太陽能、風力能、水力能、海洋能、生質能、生質

燃料和地熱能等來源。民國 104 年底我國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為 4319MW，占全

國能源裝置容量約 2%，其中風力發電為 674MW，太陽光電 842MW 及占大宗之

慣常水力 2089MW。而民國 104 年再生能源發電量為 104.81 億度，占當年度全

國發電量 4.1%。下圖為我國從民國 99 年以來再生能源占全國總發電系統比例。

從民國 89 年以來，再生能源發電維持占比僅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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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0 再生能源占電力供給比例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年報，民國 104 年 

自民國 89 年以來，綠色能源發展成長以水力發電最高，其次為太陽熱能。

從民國 84 年起至 104 年，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占比有逐漸提升的趨勢；以民國

104年數據呈現，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量占整體再生能源發電量之比例達約30%，
反觀太陽熱能維持在 17%左右（詳參圖 2-71）。 

 
單位：千公秉油當量 

圖2-71 國內歷年綠色能源生產量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年報，民國 104 年 

未來在供給面將新增電源、加強檢修等因應作法提高供給能力，確保電力供

應穩定，再生能源設置發展上，除臺灣電力公司外，亦包含許多民間公司投入；

需求面則以推廣節能、提高電價誘因等措施降低用電需求，使節電結合生活及產

業，持續推動產業轉型，以用電需求降至年均成長率 1%為目標。 

現況民間再生能源發電分佈情形如下圖。民間再生能源發電，風力發電以西

岸沿海中部以北、具適當風場條件之海岸陸域為主；太陽能光電需較大發電面積

以利發電效率，主要分布在中南部區域日照條件穩定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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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2 民營再生能源發電廠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民國 104 年 

(一) 再生能源-民間水力發電 

慣常水力發電為我國主要之再生能源發電來源，目前臺灣電力公司的大

型水力發電廠為主，裝置容量約達 205 萬瓩，於水力發電占比約 98%；民間

依電業法發給電業執照正式商轉之民營水力發電業共 3 家，4 座水力發電廠，

裝置容量達約 3.9 萬瓩。合計水力發電裝置容量共達約 208.1 萬瓩，占我國

再生能源設置量之 51%。 

我國開發大型水力發電之潛力場址，多為環境敏感地區或位於國家公園

內，然水力開發具環境災害風險並易引發抗爭，現況開發已近飽和，可開發

用地有限；目前水力發電發展漸朝向小型或川流式電力開發，未來規劃在不

影響農業用水下，於灌溉渠道設置小型水力發電機組，採雙管齊下方式，朝

一方面提供民間業者足夠的經濟誘因開發，另一方面責成台電公司增加水力

計畫規劃暨開發案。 

(二) 太陽能光電 

自民國 98 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通過至 104 年底，國內太陽光電成

長累計設置容量達 842,000 瓩。因太陽光電板產業蓬勃，促使成本快速降低，

躉購費率亦保障利潤提供設置誘因，進而加速國內太陽光電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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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依電業法發給電業執照正式商轉之民營太陽能系統發電業共 6家，
14 座太陽能發電系統電廠，裝置容量合計共 28,374.73 瓩(kW)。因太陽光能

須接受較大陽光面積，方利發電效率，目前分布以中部及南部之非都會區及

農業區較多，漸引發太陽光電發電與農業耕作之土地使用競合課題。 

 
圖2-73 臺電及民間太陽能光電電廠分布示意圖 

註：因民間太陽光電較為零散，僅標示依電業法發給電業執照正式商轉之民營發電場。 

資料來源：臺灣電力公司網站，民國 104 年 

民國 99 年行政院經建會專案核定之「屏東縣政府嚴重地層下陷區與莫

拉克風災受創土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專案」推廣「養水種電」，原計畫

為復育國土，旨在輔導魚塭業者轉型，停抽地下水以減少地層下陷、土地鹽

化等問題，由地方政府媒合農民將無使用魚塭和鹽化土地租給電廠或太陽光

電業者，業者並向地方繳交回饋金，由業者架設太陽能板發電售電(台電)，
板下並設為滯洪池，期讓土地休養生息，同時提高農地利用的經濟效益，達

到災區土地轉型使用。 

以屏東縣為例：養水種電計畫設置之太陽光發電廠總裝置容量為

23.4MW，發電量占全縣年度用電 40 億度之 0.7%；配合養水種電計畫之土

地總計 177 筆，活化土地利用面積達 43.4 公頃，占屏東縣公告嚴重地層下

陷地區面積 13,486 公頃之 0.3%。計畫帶動太陽光電發電廠總投資額為 42 億

元，年售電收入 2.27 億元，年農民租金收入 2,202 萬元；國土復育基金 227
萬元。 

此模式後經其他直轄市、縣（市）倣效，因無整體規劃及未嚴格審核業

者申請內容，或進行相關總量管制，躉購費率亦保障開發利潤，部分地區農

地種電情形日益浮濫，部分業者以農業設施附屬綠能設備名義設置發電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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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狀式大片發展之綠能發電建築設施，規避環境影響評估，使太陽光電設備

分散於農業區，影響農地環境完整性，導致部分農業區變相離農。 

民國 105 年能源政策提高未來太陽能光電裝置容量目標值，須進一步思

考太陽光電用地取得之來源與嚴格制定相關審查作法及規範。 

(三) 風力發電 

臺灣位於大陸板塊與海洋交界處，強盛東北季風使臺灣本島沿岸及離島

地區，年平均風速每秒超過 4公尺以上，蘊藏之豐富風能極具風力發電潛力。

全球再生能源發電技術中，風力發電技術屬相當成熟者，風力發電包括陸域

風機以及離岸風機，需面積廣闊無阻的良好風場環境。風力發電能對土地的

佔用率較小，在典型風場中，風機用地面積及交通所用的路徑僅占整個風場

面積 1%。單位風力機僅佔用 36 平方米或 0.0036 公頃，理想值每年可產生

120 萬到 180 萬度電，其他生物能源則需要佔用於 154 公頃的土地才能產生

130 萬度電；太陽能則需要 1.4 公頃的面積才能產生同等單位數量電力。 

我國自民國 89 年起推動風電開發應用，透過資源勘查、技術輔導、研

究調查、示範補助與宣導推廣，帶動台電公司及民間業者相繼投入陸域風能

開發，包括竹北、麥寮及澎湖中屯等示範系統，統計至民國 105 年 3 月底，

陸域完工建置共 28 座風場，其中已商轉者共 28 座風場達 649.0MW，計有

331 部機組。另約有近 560MW 於施工、籌設及規劃階段。目前陸域風力發

電約占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 15.3%（統計至民國 104 年 12 月底）。 

表2-74 我國風力發電推動現況統計 
開發階段 已運轉 施工許可 籌設許可 環評 共計 

機組數 331 4 32 32 389 

容量 MW 649 9.2 97 96 839.4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千架海陸風力機風力資訊整合平台，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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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4 陸域風力發電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灣電力公司網站，民國 104 年 

臺灣陸域風力發電機組開發用地，與人口稠密區、海岸觀光遊憩活動、

防風林、私人土地及保護區等等有所競合，且風機具鄰避性質，用地取得過

程易遭遇民意抗爭，現況可供架設陸域風力機組之用地逐漸飽和。將風力機

組建置在外海的離岸式風力發電，海上風能較陸上平均多出 40％產能，但

設置成本比陸上多約 60％，但風險較高，同時海上氣流較陸上穩定，風機疲

勞載荷較小，平均壽命較陸上能提高 25％。 

配合風力發電能源政策，經濟部為達成 98 年提出「千架海陸風力機計

畫」目標，101 年實施「風力離岸發電系統示範獎勵計畫」，補助民間海洋風

力發電公司「竹南離岸式風力發電計畫」及福海風力發電公司「福海離岸風

力發電計畫」以及臺灣電力公司離岸風力發電第 1 期計畫。竹南及福海風力

發電計畫，於民國 102 年通過示範機組初審環評（每案各 2 部機組），後續

並考量場址選擇替代方案後，將另案提送環境影響評估。台電離岸風力發電

第 1 期計畫於民國 104 年方通過環評初審。民國 104 年經濟部協助業者如期

完成 3 座海氣象觀測塔，建置同年並公布潛力場址､基本資料與既有海域資

訊，開放業者申請規劃場址。 

民國 104 年年底經濟部並提出「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政策評估說明書」，

就規劃北起富貴角，南至貓鼻頭的西部海域，低潮線以外至水深 50 公尺間

範圍的區塊開發原則，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辦李政策環評作業。環保署民國

105 年召開「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政策評估說明書」專案小組第 2 次意見徵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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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為兼顧開發綠能及保育目的，經過環評委員、環保團體及各主管機關

討論過後，要求經濟部提出風機設置安全規範、緊急應變措施等 7 項補充文

件資料，後續將再送交環評大會討論。 

然至民國 104 年底經濟部能源局公告《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作業

要點》及潛力場址範圍資料（涵蓋陸地及離岸區域），共 36 個潛力場址資料，

以及場址劃設排除範圍（詳參圖 2-75、圖 2-76）。公告潛力場址總面積為

3,084.5 平方公里，個別潛力場址面積介於 20.8 至 131.1 平方公里，水深介

於 1 公尺至 52.8 公尺間，離岸距離介於 0.2-62.1 公里之間；然潛力場址僅為

初步研究結果，不等同於具有技術上之可行性，亦不代表相關法規與行政上

之障礙已全數排除。申請人於場址規劃時，仍應考量風場地質、底質、地形、

風能等條件，評估其技術上及財務上之可行性，同時規範單一申請案設置規

劃不得小於 10 萬瓩，每平方公里不得小於 5 千瓩，及申請開發場址若於潛

力場址外者，應提出適當原因說明等等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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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5 離岸風力發電潛力場址範圍資料 

備註：潛力場址僅為初步研究結果，不等同於已排除行政法規障礙或具備技術及財務可行性。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作業要點公告附件，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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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5 各潛力場址環境基本資料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作業要點，民國 104 年 

Max Min Mean

1 新北市 新北市 26.2 50.3 18.0 40.9 7.9 1.1
2 桃園市 桃園市 50.2 49.8 1.0 29.3 8.0 0.2
3 新竹縣 新竹縣 22.2 49.9 1.0 24.5 8.0 0.4
4 新竹市 新竹市 31.6 50.3 24.2 38.7 8.3 2.2
5 苗栗縣 1 34.7 51.5 37.2 44.7 8.4 4.7
6 苗栗縣 2 20.8 52.8 13.5 39.0 8.3 1.6
7 台中市 1 36.8 49.9 29.3 43.4 8.2 3.8
8 台中市 2 112.5 49.9 41.0 45.5 8.7 15.7
9 彰化縣 1_1 120.7 49.9 35.6 45.3 8.9 49.9

10 彰化縣 1_2 122.0 49.9 37.5 44.6 8.8 35.1
11 彰化縣 1_3 128.6 50.7 21.9 32.6 8.8 62.1
12 彰化縣 1_4 117.4 44.1 31.7 36.8 8.8 48.5
13 彰化縣 1_5 111.8 43.9 34.0 40.6 8.8 34.7
14 彰化縣 1_6 126.3 42.2 23.8 32.4 8.8 50.1
15 彰化縣 1_7 120.4 44.1 34.4 40.9 8.7 35.7
16 彰化縣 1_8 131.1 48.8 19.1 28.9 8.7 50.3
17 彰化縣 1_9 122.5 44.9 34.0 39.3 8.6 36.8
18 彰化縣 2_1 85.2 49.7 32.0 40.1 8.6 34.8
19 彰化縣 2_2 100.5 51.0 37.4 45.1 8.5 37.0
20 彰化縣 3_1 109.7 49.9 35.0 41.5 8.7 19.3
21 彰化縣 3_2 112.6 41.6 31.4 34.4 8.6 20.3
22 彰化縣 3_3 86.7 39.4 27.9 34.0 8.6 21.5
23 彰化縣 3_4 88.6 45.8 24.7 35.1 8.5 23.3
24 彰化縣 4_1 86.2 46.0 24.8 38.3 8.4 24.8
25 彰化縣 4_2 93.3 48.1 28.8 42.3 8.3 21.8
26 彰化縣 5 118.6 46.8 15.3 38.7 8.3 5.7
27 彰化縣 6_1 92.7 43.4 23.2 35.4 8.2 14.1
28 彰化縣 6_2 98.3 37.5 22.2 30.0 8.1 14.2
29 彰化縣 6_3 89.9 36.2 20.1 30.7 7.9 7.5
30 雲林縣 1_1 117.8 39.2 20.1 30.5 8.0 3.7
31 雲林縣 1_2 114.3 49.5 25.0 33.0 7.9 4.3
32 雲林縣 1_3 93.2 49.4 25.2 33.0 7.7 8.2
33 台南市 台南市 57.3 40.4 1.0 18.6 6.6 0.7
34 高雄市 1 38.8 30.9 1.0 19.7 5.5 0.2
35 高雄市 2 32.5 41.5 4.8 21.4 5.3 1.8
36 屏東縣 屏東縣 32.5 31.7 1.0 13.0 4.0 0.5

水深：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風力離岸發電系統」定義，以海圖最低低潮線為0m基線

10m高平均風速：以WRF模式模擬2008~2010年時序列風速資料，並與實測資料比對修正

              ，再以統計方法分析3年逐時資料，求出10m高年平均風速

彰化縣

彰化縣

雲林縣

高雄市

苗栗縣

台中市

編號 縣市 名稱

10m高

平均風速

(m/sec)

離岸

最近距離

(km)

水深(m)
面積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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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6 離岸風力發電潛力場址劃設排除範圍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作業要點，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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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國家水域規劃(National Water Plan)，海域必須排除不適合興建離

岸風場。排除範圍包括濕地、定置漁業區域、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白海

豚重要棲息區域、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區域、台江公園、火炮射擊區、其他重

要設施管制區禁限建範圍、港區及錨泊區、海底管線（含放流管、油管及輸

水管線等）、廢彈及禁錨區、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區、重要野鳥棲息

地、保護礁區、人工魚礁禁漁區、澎湖海纜、海底纜線（光纜）、天然氣管

線、離岸示範獎勵場址、林口電廠航道及煤灰區、彰工煤碼頭及航道、工業

區範圍、漁港範圍；以上 23 種排除範圍當中，與生態保育相關的共有 9 種。 

臺灣海域環境雖具離岸風場潛力，甚或海流潮汐發電潛力，然因海域及

海流潮汐發電與既有海域活動、海洋生態保護區…等不同使用目的互有衝突；

此外，現況臺灣周邊海域海洋環境資料，例如：潮汐、洋流強度、海洋底棲

環境等之衝擊影響評估資料，亦未完整建立資料庫，亟待進一步掌握及跨域

協調。 

在海域風力開發技術面：臺灣位處多颱風地震的環太平洋區域，機組必

須以抗震、防颱及防海風鹽化侵蝕為訴求；現況我國離岸發電研發及技術，

包括：大型風機之風力發電技術人才少，海事工程施造能力團隊與適合施造

之海象條件等亦為需克服面對事項。民國 105 年 10 月台電首度成立組織開

發海上風力之專門施工單位「海域風電施工處」，投入跨領域技術人才，並

同步招募海事工程人員，將促進啟動我國海域風電專業技術團隊的養成，並

降低未來離岸風機建置與維運成本，提高機組發電穩定性及發電效益，並確

保機組除役機制完善。此外，臺灣海域受東北季風影響，每年 1 至 3 月以及

10 至 12 月產出風力發電電量約占全年度 7 成，反觀用電量最高的夏季風力

發電量則較弱，因此穩定風電供需效能與提高替代效率相當關鍵。 

(四) 生質能及廢棄物能發電 

至 2016 年初，類劑垃圾、廢熱、蔗渣、黑液及沼氣等發電裝置容量約

740MW。為鼓勵地方政府整合轄區內及鄰近區域之沼氣資源，建立多元廢

棄物或廢水處理之沼氣產生體系，以作為沼氣發電整合技術應用示範，促進

國內沼氣發電推廣，經濟部於民國 102 年公告實行「經濟部沼氣發電系統推

廣計畫補助作業要點」輔助推廣。目前經濟部共審查通過 4 案，包括彰化漢

寶畜牧場(195kw)、屏東中央富牧場(195kw)、屏東台糖大響營第一畜殖場

(65kw)，以及雲林全民畜牧場(95kw)，共計總裝置容量達 950kw。其中，彰

化漢寶畜牧場已完成沼氣發電系統設置。 

(五) 地熱發電 

地熱發電為國際間視為最有潛力之基載替代能源，臺灣特殊地質條件使

地溫梯度高於全球平均梯度，在 5 公里左右的深層地熱具有開發潛力，然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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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國內具地熱潛勢之高山底區火山地熱資源，就地質探勘資料，多位於國

家公園及環境地質敏感或災害潛勢地區範圍，並不宜進行大規模開發。國內

技術加強型地熱發電(EGS)技術，尚待詳細瞭解地下構造，建立完整地熱資

料，方能降低開發風險。 

臺灣目前地質探勘資料，於北部大屯山地區、宜蘭清水地區及東部花蓮

瑞穗、富源、紅葉、安通，以及臺東金崙地區、知本、太麻里、南橫地區及

綠島地區具有地熱開發潛力。目前具高地熱開發潛能的宜蘭清水地熱，民國

102 年在經濟部能源局國家能源型主軸計畫補助下，由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

與環境研究所、經濟部國營事業體（台電及中油）及相關財團法人研究機構，

投入相當資源研發打造 100%國產自製 50kW 雙循環地熱發電機組，已運轉

供應當地地熱園區的用電，另有臺北市復興公園建置 10kw 耐酸腐蝕地熱能

發電示範系統；臺東金崙地區業已進行小規模地熱開發。為促進地熱開發，

經濟部除開發相關技術研發外，並建立獎勵措施吸引民間投入，包括試驗性

計畫免環評、提供地熱發電初期探勘補助及提供具誘因之收購電價（民國

105 年地熱能躉構費率為新台幣 4.9428 元/度）。 

民國 104年宜蘭利澤地區由民間自組提出開發之利澤地熱發電廠計畫，

位於宜蘭五結鄉利澤工業區，總開發面積 1.49 公頃，開發單位蘭陽地熱公

司規劃逐步設置第一口試驗井 1MW 後逐年擴大開發，目標至民國 107 年達

到 11W，在民國 114 年擴大至 101MW，期完工後年供電近 8 億度。然因相

關技術安全及環境影響風險，至今尚在第 2 階段環境影響評估階段。 

 
圖2-77 國內地熱發電累計裝置容量預估圖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民國 1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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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8 臺灣地熱潛能 
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民國 102 年 

三、新能源及再生能源之限制因素 

(一) 地熱資源開發對環境之影響衝擊：臺灣地熱資源豐富，單多位於地質災

害、土石流、國家公園及觀光風景區，可開發範圍受限，且現況缺乏地

熱資源調查資料庫，及國內專業開發技術工程團隊，較不利地熱發電產

業發展。 

(二) 陸域風能資源優良地區與人口密集區產生空間競合；離岸風力發電則面

臨包括海上船隻碰撞、生態保護（海洋及海岸）、禁航限制等議題，影

響推動進程。 

(三) 臺灣地區現況可供電之傳統水力資源開發飽和；未來可推廣具潛力之小

型區域型水力發電，並推動區域性之智慧電網、智慧微電網與節電示範

加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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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能源供給相關設施用地常因在地民眾反對而取得不易，而用電需求量高

之都市計畫人口密集地區，例如：北部地區，工商經濟活動頻繁，較南

部、中部地區更為不易取得相關用地。 

(五) 因應全球綠能產業經濟發戰，我國應挹注成長新動能，優化產業結構、

提升綠色能源產值，同時亦應降低新能源發展過程中之生態環境衝擊。 

四、能源設施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我國輸電鐵塔多位於山區等地質敏感區域，在極端氣候與暖化效應下減低負

面衝擊，當屬重要課題。過去供電營運經驗中，天災造成設施損害的案例包括室

外變電所因強風導致撞擊損壞、鹽害造成礙子閃絡而短路、鐵塔塔基邊坡土石遭

洪水侵蝕，以及雷擊造成礙子瞬間跳脫等事故。 

由於氣候變遷具高度不確定性，在此風險衡量下，自民國 99 年我國開始進

行能源產業氣候變遷風險評估方法與工具之先期研究，推動能源產業系統面對氣

候風險量化工具開發，以風險矩陣(risk matrix)呈現相關評估結果。藉分析鄉鎮區

位過去歷史氣候衝擊指標與統計資料，有利精進評估方法及未來規劃及成本效益

因應措施，增強能源供給設施之耐災力與回復力。 

根據行政院《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對臺灣能源產業衝擊較顯著且

可量化之風險因子，分別為洪澇、暴潮、強風及土砂。其他潛在風險尚包括地震、

土石流、人員作業疏失、老舊設備維修更換零件等安全問題。政府目前已利用氣

候變遷風險評估工具，完成我國供電系統 53 項、供氣系統 44 項重要設施之氣候

變遷風險分析；民國 104 年進一步擴增風險評估範圍至石油供給系統與 LPG 系

統，如下所表，並進行風險矩陣(risk matrix)呈現相關評估結果、繪製氣候風險地

圖（羅彗瑋、徐玉杜、蘇衍綾，民國 104 年）。 

表2-76 納入氣候變遷風險分析之重要能源設施 

氣候風

險因子 

供電系統 供氣系統 供油系統 LPG 系統 24 
設施 
類別 

評估設

施數目 
設施 
類別 

評估設

施數目 
設施 
類別 

評估設

施數目 
設施 
類別 

評估設

施數目 

洪澇 
暴潮 
強風 
土砂 

火力 
電廠 7 座 LNG 

接收站 2 座 煉油廠 3 座 LPG 
儲運站 2 座 

核能 
電廠 3 座 海管 3 條 卸油 

浮筒 2 個 LPG 儲

運設施 1 座 

水力 
電廠 5 座 陸管過

河段 1 處 
供油中

心/儲運

站 
19 座 LPG 

經銷商 9 處 

IPP 
電廠 9 座 配氣站 38 座 陸管跨

河段 1 處   

超高壓

變電所 29 座       

資料來源：羅彗瑋等人（民國 104 年） 

                                                 
24 LPG 系統，係指液化石油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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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危害度的條件分為 1.設備因子：材質、強度提高或前處理工法等；2.管
理因子：定期更換重要元件、維護保養頻率等措施。透過建立災害潛勢等級之環

境基礎資料，再進行區域內各項設施的危害度評估，瞭解評估方式以及設施因氣

候變遷衝擊造成危害事件發生的相對可能性。評估參考區位災害潛勢等級，再考

量設施既有調適措施或改善方法，以調整危害度（羅彗瑋等人，民國 104 年）。 

表2-77 脆弱度評估等級對照表 
脆弱度等級 1 2 3 4 5 
恢 復 供 應 能 力 時 間

(World Bank,2009) 
1 小時以下 1~3 小時 3~12 小時 12~3 天 3 天以上 

發生異常影響規模(%) ≦10 10~33 33~67 67~90 >90 

資料來源：羅彗瑋等人（民國 104 年） 

 
圖2-79 臺灣電力公司能源產業氣候變遷風險等級 

資料來源：羅彗瑋等人（民國 104 年） 

五、能源需求總量 

(一) 全國能源需求預測 

經濟部能源局之未來全國供電量預測，將從民國 103 年之 2,521.9 億度，

增加至民國 122 年之 3,356.4 億度，供電成長預期將增加約 1.33 倍，預期未

來 20 年年平均供電成長率為 1.44%。與此同時，民國 103 年全國總用電量

為 2,315 億度，未來全國總用電量預測，依我國人口少子高齡趨勢、產業發

展結構變遷、經濟景氣及能源政策表定降低能源密集度成效預期等等因素，

雖然用電成長率向下調整，然至民國122年預測總用電量仍達3,009億度電，

顯示我國未來供電供給與用電需求之間仍有壓力（詳參圖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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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0 民國 103~122 年全國總用電量預測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長期負載預測與電源開發規劃，民國 103 年 

依據經濟部能源局民國 104 年我國燃料然收二氧化碳排放統計，自民國

80 年至 103 年 CO2 排放量成長率成長了 3.2%，然而，根據民國 104 年巴黎

會議(COP21)巴黎協定中之各國家自定預期貢獻(INDCs)內容，我國於 104 年

9 月主動提出 INDC，明訂民國 11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民國 84 年排放量之

80%，並增加管制三氟化氮(NF3)排放量。因此，為減少二氧化的排放，相關

能源政策皆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及再生能源政策邁進。 

民國 105年我國政府為強化因應氣候變遷及朝向非核家園的能源政策，

主軸目標定在民國 114 年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達 20%。配合民國 105 年政

府綠能政策，經濟部調整民國 100 年再生能源發展之「千架海陸風力機」及

「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等規劃，於民國 105 年新擬定 15 年再生能源投資

計畫，設定民國 114 年目標裝置容量，從原本設定目標 12,513MW（約

12.51GW），增加兩倍至 27,423MW（約 27.42GW）（詳參表 2-78）。其中，

太陽光電民國 114 年目標容量增至 20GW，並計畫從民國 107 年後每年增加

2GW，屋頂型太陽光電最終目標設置 3GW，地面型 17GW，經濟部能源局

規劃之短、中、長期太陽能光電裝機目標，執行時程以民國 105 年達 1,342MW，

民國 109 年達 8,776MW，民國 114 年達 20,000MW 為準。陸域風機至民國

104 年底，風力發電累計裝置容量達 674MW；離岸風力方面，預計民國 105
年底完成 4 架離岸風機示範機組設置，於民國 109 年前完成 3 座示範風場開

發，設定民國 114 年離岸風力總裝置容量達 3,000MW。民國 105 年政策表

定至 119 年開發陸域及離岸風力發電共 4,200MW，並視技術發展、經濟效

益等因素，每 2 年滾動檢討。表 2-79 為至民國 119 年之政策表定離岸海域

風機分期目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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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年再生能源投資計畫，預計民國 119 年新增 3.5GW 再生能源發電系

統，包括增加 1GW 太陽能，並投入發展地熱及離岸風力所需之技術與施工

工程。計畫在民國114年時新增地熱、離岸風力、太陽能PV發電裝置2.2GW，

民國 119 年進一步提高到 3.5GW，包含 1.8GW 離岸風力發電、0.7GW 陸域

風力發電及地熱發電、1GW 太陽能 PV 發電。 

表2-78 再生能源發展目標 

再生能源 
民國 104 年 民國 109 年 民國 114 年 

裝置容量

(MW) 
發電量 
(億度) 

裝置容量

(MW) 
發電量 
(億度) 

裝置容量

(MW) 
發電量 
(億度) 

太陽光電 842 11 8,776 110 20,000 250 

陸域風力 647 16 1,200 29 1,200 29 

離岸風力 0 0 520 19 3,000 111 

地熱能 0 0 150 10 200 13 

生質能 741 54 768 56 813 59 

水力 2,089 46 2,100 47 2,150 48 

燃料電池 0 0 22.5 2 60 5 

總計 4,319 127 13,537 273 27,423 515 

資料來源：國發會，綠能政策目標、未來規劃及執行現況書面報告，民國 105 年 

表2-79 民國 99 年-119 年海域風力分期目標規劃 

數量情形\年度 民國 100 年 民國 104 年 民國 109 年 民國 114 年 民國 119 年 

累積裝置容量(MW) 0 15 600 1,800 3,000 

累積風力機裝置數量（架） - 6 120 360 600 

資料來源：科技部工程司，第 2 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民國 102 年 

(二) 能源空間發展用地直轄市、縣（市）分派數量 

1. 電力設施 

依據臺灣電力公司 105 年長期電源開發方案（10505 案）之規劃，

未來主要大型電源規劃為北部地區於 105 年～114 年間將增設 6 部燃

氣、4 部燃煤之發電機組，中部地區則增設 5 部燃氣發電機組，南部地

區則增設 1 部燃氣、2 部燃煤發電機組，合計燃煤機組 6 部共 5,200MW、

燃氣機組 12 部共 10,846MW，詳如表 2-80 及圖 2-8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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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0 民國 105 年～114 年間主要大型電源開發規劃（直轄市、縣（市）別） 
區域別 電廠名稱 直轄市、縣（市）別 機組類別 機組數 裝置容量(MW) 

北部地區 

林口 新北市 燃煤 3 部 2,400 

深澳 新北市 燃煤 1 部 1,200 

大潭 桃園市 燃氣 4 部 3,168 

高原 桃園市 燃氣 1 部 1,400 

協和 基隆市 燃氣 1 部 900 

中部地區 通霄 苗栗縣 燃氣 5 部 4,478 

南部地區 
大林 高雄市 燃煤 2 部 1,600 

興達 高雄市 燃氣 1 部 900 

 
圖2-81 民國 105 年～114 年間主要大型電源機組設置區位分佈 

2. 太陽光電 

地面型太陽光電目標 17GW 約需 22,500 萬公頃，然而，因我國國

土有限，在開發再生能源區位上需經過全盤考量，適合進行太陽光電區

位建議為嚴重地層下陷區、受污染農地與高鐵沿線黃金廊道下陷優先進

行。另外，全台淹水滯洪之需求亦將逐年增加，近年有以公共設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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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作滯洪設施的多目標使用之可能性討論；農業池塘與蓄水池亦可考量

採納同樣的概念設置太陽能光電設施，並以「各農田水利會自管蓄水建

造物基本資料」為參考標準。 

3. 風力發電 

民國 104 年底經濟部能源局公告《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作業

要點》及潛力場址範圍資料（涵蓋陸地及離岸區域），共 36 個潛力場址

資料，以及場址劃設排除範圍（詳參圖 2-75、表 2-75）。公告潛力場址

總面積為 3,084.5 平方公里，個別潛力場址面積介於 20.8 至 131.1 平方

公里，水深介於 1 公尺至 52.8 公尺間，離岸距離介於 0.2-62.1 公里之

間；然潛力場址僅為初步研究結果，不等同於具有技術上之可行性，亦

不代表相關法規與行政上之障礙已全數排除。申請人於場址規劃時，仍

應考量風場地質、底質、地形、風能等條件，評估其技術上及財務上之

可行性，同時規範單一申請案設置規劃不得小於 10 萬瓩，每平方公里

不得小於 5 千瓩，及申請開發場址若於潛力場址外者，應提出適當原因

說明等等作法。 

4. 地熱發電 

短期優先開發北部大屯火山及宜蘭地區與花東地區為主，設置的直

轄市、縣（市）區位及各地熱區發電裝置目標量參表 2-81 所示。 

表2-81 各地熱區發電裝置目標量 

地熱區 發電潛能 
(MW) 

目標開發量 
(MW) 

發展用地供需

規模*1 
直轄市、縣

（市） 
備註 

大屯山 514 150 105.6 臺北市、新北市 開放國家公園 

清水 61 22 15.488 宜蘭縣 開放林業用地 

土場 25 8 5.632 宜蘭縣 開放林業用地 

金崙 48 10 7.04 臺東縣 開放風景特定區 

瑞穗 16 8 5.632 臺東縣 開放林業用地 

綠島 66 2 1.408 臺東縣 基礎調查資料不

完備 
合計 730 200 － － － 

註：單位公頃。 

參考資料：Geothermal Energy Association, 2012. Geothermal Basics: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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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土空間永續發展願景與目標 

第一節 國土空間發展願景建構 

透過訪談諮詢委員，瞭解委員們對國土空間發展未來的想像、計畫應扮演的

角色定位、考量原則的優先順序及其與過去計畫體系的差異，據以建構國土空間

發展規劃的初步願景，再經由諮詢平台委員會議討論確立共識，以做為後續議題

指認及策略研提之基礎。 

一、訪談問題 

(一) 您認為臺灣的國土空間發展的理想境界為何？ 

(二) 此次國土空間發展計畫在扮演引導臺灣國土空間往理想境界發展的角

色相較於過去計畫體系（都市計畫、非都市土地管制）應有的差別？ 

(三) 「氣候變遷」的調適與減緩是否應為國土空間發展計畫的重要優先考量

原則？除了因應氣候變遷外，是否還有其他的重要考量原則（例如：土

地正義或經濟發展）？ 

(四) 您對於《國土計畫法》四種功能分區間的競合與重疊是否有想法? 

(五) 國土空間發展計畫與部門計畫（例如：產業發展、交通運輸、糧食、水

資源…等）以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間的關係？ 

(六) 全國國土空間發展計畫與地方國土空間發展計畫間的角色差異？ 

二、訪談內容彙整 

本次共計訪談 16 位諮詢平台委員，包括：10 位專家學者及 6 位機關代表，

茲彙整各問題訪談內容如下： 

(一) 未來國土發展的願景 
對於國土空間發展未來的期許，希望能解決現行土地使用的失序情形，

尤其是非都市土地。理想的國土空間發展應以國土安全、生態保育為基礎，

同時考量未來高齡化、人口負成長之趨勢，並關注氣候變遷、空間正義…等

議題；加入區域治理的概念，依據地方的資源、特色給予適當地發展，以有

效引導國土空間發展的秩序、維護人民的生活品質、朝向多元及永續的國土

發展。 

(二) 計畫體制的差異 
不同於過去計畫體系，國土空間發展計畫之內涵強化計畫管制指導性、

扮演提綱挈領的角色，同時建立部門計畫之連結，納入民眾參與機制，藉由

共識與願景之建立做為上位指導原則，以此引導地方進行規劃，杜絕過去在

非都市土地的零星個案變更及投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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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氣候變遷與國土安全 
臺灣自然環境脆弱、多天然災害，氣候變遷將加劇災害的發生。因此，

應整合中央、地方之重大計畫，思考氣候變遷的衝擊與影響，其中應考量農

地、海洋資源、海域地區、能源政策……等，並針對高風險地區提出警示，

做出相對的因應與調適，引導國土空間適性發展。 
國家安全應涵蓋：糧食安全、能源安全、國防安全、生活安全、人口高

齡化…等，此皆會反映至國土空間的發展與配置。土地正義（包含原住民議

題）皆為重要的考量原則之一。此外，在現行法令偏重保育的情形下，國土

保育應兼顧開發需求，預留重要的產業用地，協調土地使用的秩序，引導適

宜的產業區位配置。 

(四) 未來功能分區轉換的競合 
功能分區的劃設，上位政策應確立明確的方向、準則，清楚訂定劃設之

優先順序，並對於地方特性有所瞭解後再行劃設，同時應建立協調的機制。

然現況使用情形不能忽視，對於既成使用應有所考量，因涉及財產權將會有

衝突的產生，可透過容許部分程度的混合使用，採行不相容使用(non-
conforming use)的概念，在不悖離原有功能分區下，適度維持既有使用，並

應加註相關使用限制。但若從執行成本來考量：則應明確劃分不應給予太多

使用彈性。 

(五) 部門計畫的角色 
國土空間發展由空間計畫引導配置，部門計畫應支持空間計畫，但目前

部門計畫與空間關聯性小、缺乏整體思維。根據《國土計畫法》第 17 條在

計畫擬定時，應訂定相關指導原則，使部門計畫有所依循，並應納入部門計

畫的參與，考量各特定專業的意見，部會則應以全國角度提出空間發展策略，

藉由後續的策略及行動計畫加以整合。 
此外，國土計畫旨就土地資源進行空間分配，其涉及各部門間的競合，

需仰賴中央整合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間的溝通與協調。現階段《國土計畫

法》僅要求部門計畫徵詢國土空間規劃單位的意見，當面臨政治壓力與政策

使命時，國土空間規劃單位如何提供意見將是重要關鍵。 

(六) 全國國土計畫的定位 
國土計畫係透過中央明確、強烈的上位指導原則，讓地方有所依循，避

免地方開發壓力及政治勢力介入，破壞國土空間發展的願景。同時，中央需

扮演監督角色，地方對中央也應有所回饋。 
此外，全國國土空間發展計畫應打破縣市界線、行政區界線，以區域概

念做系統性、整體性考量，並提出目標性、政策性、整體性之原則，就各區

域空間發展給予清楚之定位方向，而各功能分區之劃設則交由地方進行。但

是具有公共利益性質或危險地區，仍回歸中央進行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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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從上述訪談內容，建構出本計畫的國土空間發展願景(vision)— 

邁向安全(Security)、有序(Order)與和諧(Harmony)的國土空間永續發展。 

茲就本計畫願景及任務目標進行說明如下： 

國土計畫，作為全國空間發展最上位指導，應確保安全、有序、和諧之國土

願景。除應提供民眾免於災害風險、安全的糧食供應、穩定且充足的水資源、以

及寧適的生活環境，並應協調各部門間之土地需求與競合，建立土地使用秩序，

調節發展總量、區位、時程與品質，同時考量陸域及海域資源利用的永續，維護

國土的潛能與韌性，以發揮多元的功能且可持續的使用，進而達成生態、生產與

生活和諧之國土空間發展。 

指導性 (Guidance) 
全國國土計畫為目標性、政策性及整體性之國土計畫，應於區域多元發展、流域

治理、都會發展、災害潛勢等跨域空間挑戰，以及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資源

永續、重要基盤、社會公義等全國性議題，確立對於地方國土計畫之指導。 

調適性 (Adaptability) 
國土計畫應以國土保安與國民安全為最高目標，國土規劃過程、功能分區劃設、

產業基盤配置、以及發展策略研擬，應充分整合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措施，以降

低災害風險、確保糧食安全、穩定生態服務系統與維護人類健康。 

活力 (Vitality) 
國土計畫應調節土地使用秩序，促進土地資源的有效利用與產業之合理配置，以

優越的區位、有效率的生產環境、高品質的工作環境，吸引具競爭力之產業投資，

滿足產業發展與人才的空間需求，強化產業持續創新的活力。 

適居性 (Livability) 
國土計畫應致力於寧適和諧生活環境之創造，透過資源與產業的合理配置、以及

公共設施的完整配套，滿足民眾居住與就業需求，並提升都市與鄉村民眾獲得各

種所需服務之可及性，營造安全、具特色且高適居性之城鄉生活。 

協調性 (Coordination) 
國土計畫應扮演國土空間架構之協調平台，綜整並調和各部門計畫之空間布局，

提供各部會在推動部門發展計畫過程中，與相關部門計畫間之資訊揭露、意見交

流、溝通討論與競合協調等功能，以創造空間和諧性與發展整體性。 

連續性 (Continuity) 
國土計畫應確保計畫體制與政策執行之連續性，除應訂定相關配套，促成既有非

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用地與新制國土功能分區之和諧接軌，並應兼顧資訊、知識、

環境、經濟與社會之動態，建立持續滾動式之國土計畫檢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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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土保育與永續資源管理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6 條國土計畫之規劃基本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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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國土規劃需考量自然環境與

資源之供給條件及容受力，引導適宜的發展區位，以減緩氣候變遷之衝擊。中央

政府應指導地方政府朝永續發展的目標邁進，重視自然環境的保育，在強調永續

的經營模式下，強化資源利用與管理機制，以追求國土的永續發展。爰此，在國

土空間發展願景下，國土保育與永續資源管理之主要任務目標包括： 

 政策及法律制定上，推動國家永續發展政策綱領、永續發展指標及行動

計畫，作為地方績效管制之準則及標準。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時，如符合

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之區位，應優先劃入該功能分區，以保存生物多

樣性並發揮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確保自然資源之永續利用。 

 國土保育地區應以保育及保安為原則，面對氣候變遷以及極端氣候事件

衝擊，國土發展策略應充分評估災害風險脆弱度，研擬減緩與調適措施，

以降低災害風險、確保糧食安全、穩定生態系統與保護人民安全。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評估災害及氣候變遷衝擊下之高風險區位，

並調節土地使用秩序，以確保產業及人居環境之安全與合理配置。 

 因應不同土地特性調整不同土地使用管制內容，評估自然與社會因素及

公共設施之合理配置，加強災害發生時之應變以確保人民安全以及生活

機能所需。 

 強化部門間之水平整合及各層級政府之垂直合作，建構因應自然災害之

有效調適策略。 

 落實國土三法，保護自然資源及其生態服務功能，確保既有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用地與新制國土功能分區之和諧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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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創新與產業經濟發展 

為提升我國產業之國際競爭力，國土空間應建構產業區域整體構想，強化區

域優勢產業，並考量自然與社會資源，適當的配置產業用地區位，以促進區域適

性的發展，達到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目標。爰此，在國土空間發展願景下，創新

與產業經濟發展之主要任務目標包括：  

 國土計畫應扮演指導產業空間發展之角色，考量區域性產業特色及群聚

效果做合理之產業用地配置，佐以各部門之創新產業政策作為產業轉型

之引導工具，同時促進老舊或閒置產業空間更新活化。 

 充分考量基礎設施之供給與品質以及未來科技之發展，以應對未來產業

發展所需以及氣候變遷、極端氣候事件之衝擊。 

 強化產業發展土地使用秩序，針對違規使用之產業發展區位擬定相關配

套處置措施、保護良好的產業群聚群落，以促進土地資源的合理使用與

產業區位之有效分派，並利用優越的產業區位及運輸系統，提供良好的

工作環境，吸引具競爭力之產業投資，強化產業持續創新的活力。 

 強化部門間之水平整合及各層級政府之垂直合作，確保產業發展之總量、

區位及優先發展順序於各部門及地方政府間有效、和諧的發展。 

 保留國家重要產業用地，建立產業用地之儲備機制，同時配合國家重大

產業政策及革新方案，促進產業適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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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城鄉永續發展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6 條國土計畫之規劃基本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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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加強跨域整合以及城鄉之資源互補，以提升資源

使用效率，提升區域競爭力。爰此，在國土空間發展願景下，城鄉永續發展之主

要任務目標包括：  

 指導各縣市依其社經條件以及發展預測，提出成長管理計畫做為引導城

鄉緊密發展之策略與行動方案。 

 要求各地方政府考量當地社會、經濟、人口等條件，評估災害產生時之

高風險區位，階段性的調整基盤設施之區位以及國土空間配置之機制，

以確保國家安全。 

 確保交通建設、住宅及其他公共設施皆滿足不同都市階層所需，同時，

重大交通建設之規劃需與周邊土地使用有效整合及串聯，以滿足國人居

住及產業之生活機能。 

 國土計畫致力於營造良好之城市及鄉村生活環境，透過公共設施與產業

發展之配套措施、政策引導，以及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之保護，確保適性

之產業空間發展，提升都市與鄉村居民之安全性、寧適性、可及性。 

 國土計畫應扮演各部會及地方政府間之協調平台，跨域整合特定區域及

都會區域之發展與議題，以提升區域性競爭力，同時消弭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彼此間之衝突。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於劃設城鄉發展之功能分區時，應遵循成長

管理計畫之原則辦理，引導城鄉地區朝向緊密又韌性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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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農業永續發展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6 條國土計畫規劃之基本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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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農業永續發展目標，應考量農地具備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以友善環

境的使用方式，兼顧資源利用與生態維護間之平衡，並調和不同產業之空間配置，

控管農地總量與生產環境的品質，以確保安全糧食的提供，減緩氣候變遷的影響。

爰此，在國土空間發展願景下，農業永續發展之主要任務目標包括： 

 為維護重要的農業生產環境，農業主管機關應依各地方之農地資源特性

訂定明確的管制策略，同時兼顧農業生產規模及農地完整性，落實農地

農用，並避免周圍土地使用的干擾，以確保安全糧食的供應。 

 農業生產空間應以友善環境之經營模式，穩定生態服務系統，同時維護

農地總量與品質，確保糧食安全與維繫生態價值，增加國土調節功能及

韌性，以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藉由既有農業資源的盤點進行妥善規劃，調節土地使用秩序，提供適宜

的農業生產環境與安閒舒適的生活空間，吸引資源與人才的投入，持續

增加農業發展的活力。 

 農業發展地區應透過集村方式提供農村生活空間，區隔農業生產空間與

生活空間，避免建物零星錯落，破壞大規模之生產環境，同時輔以公共

設施的完善配套，滿足民眾的居住與農業生產需求，創造寧適之生活環

境。 

 各部門應以整體產業發展思維，通盤考量未來的發展區位，並協調產業

用地配置。農業主管機關應從農產業觀點，與其他部門協商，解決產業

之間的衝突，避免農地持續流失，建構合理之產業空間佈局。 

 農業發展應基於其生產特性，考量適當合理的區位，創造規模化的經營

空間，促進有效率的生產環境。同時鑑於未來科技進步，生產模式的改

變，農業生產空間的使用應保留適度彈性，並提出相關配套措施，以達

土地使用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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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土空間發展議題 

第一節 欠缺適性的公共建設投入 

1-1 人口及產業活動持續朝三大都會區集中，衍生環境、交通、公共

設施與住宅等設施，容受力不足與資源配置效率低落。 

人口與產業日漸集中於三大都會區為臺灣近年來之趨勢，在此過程中都市應

提供相應公共設施與配套機制，避免生活環境因人口的集中而惡化。本計畫利用

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比例、每人平均享有公共設施及各公共設施取得情形，以瞭

解都會地區是否因人口成長導致公共設施容受力不足。 

一、各直轄市、縣（市）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比例 

公共設施用地佔都市計畫區面積比例，以新北市 9.14%最低，金門縣 11.61%
次之，若將公共設施佔整體都市計畫面積比例列為生活品質衡量標準之一，該二

地方政府都市計畫區之公共設施面積比例遠低於全國平均之 19.09%，另加上新

北市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為全國最多，其人均公共設施面積僅高於臺北市。此外，

從表 2-61 中可看出高雄市公共設施用地占都市計畫區面積比例 35.76%為全國最

高，其次為澎湖縣的 32.62%。 

二、各縣市人均公共設施面積 

從表 2-62 得知，我國都市計畫區內人均公共設施用地約為 49m2，人均公共

設施用地面積分別以連江縣 438.87 m2 與嘉義縣 138.68 m2 為最高，新北市與臺

北市分別以 30.60 m2 與 27.15 m2 為最少。從統計資料顯示，在各區域內人口較為

聚集的縣市其人均公共設施面積比例有不足之情事，另從圖 2-26 中得知，人口

密度亦較集中於三大都會區，若同以公共設施列為都市生活品質衡量標準，各縣

市政府應因應人口的成長情形來進行設施用地計畫之調整。 

三、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情形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4 年營建統計年報顯示（詳參表 2-63），全國已取得公

共設施面積約超過 65%，但仍有將近 30,000 公頃公共設施用地尚未依法取得，

其中以新北市 5,737.57 公頃為全國最高，且將近 50%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取得，

無法發揮其公共設施服務功能；此外，其餘除臺中市、高雄市、金門縣與嘉義市

外之縣市，未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面積仍占公共設施用地劃設面積 20%以上，

這也亦凸顯出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將成為各直轄市、縣（市）於空間治理上重要

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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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都與非六都公共建設分析 

民國 103 年桃園市升格，六都格局成立，民國 104 年統計資料顯示，全臺灣

有將近七成的戶籍人口居住於六都當中，營利事業營業家數六都也佔 72%，商業

登記家數佔 63%，公司登記家數六都更是匯集了八成以上的公司。上述數據顯示

人口、產業與經濟活動向六都傾斜與集中。 

  

a) 戶籍登記人口數 b) 營利事業營業家數 

  

c) 公司登記現有家數 d) 商業登記現有家數 

圖4-1 六都與非六都縣市人口與產業比重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69%

31%

六都 非六都

72%

28%

六都 非六都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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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 非六都

63%

37%

六都 非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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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民國 104 年六都與非六都縣市人口產業統計 

區域 戶籍登記 
人口數 

營利事業 
營業家數 

公司登記 
現有家數 

商業登記 
現有家數 

六都 16,190,138 975,713 557,628 517,679 

非六都 7,301,936 373,815 98,705 303,368 

全國 23,492,074 1,349,528 656,333 821,047 

六都佔全國比例(%) 68.92 72.30 84.96 63.05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就社會福利相關指標而言：六都每萬名人口中，有 10 人左右從事社會福利

工作，非六都則為 7.86 人；六都直轄市在社會福利支出上每人能獲得 6,442 元，

非六都之縣（市）平均每人在政府社會福利的支出淨額上僅能獲得 5,358 元。在

基礎建設上，雨水下水道六都縣市平均已有超過 70%建設完成，非六都之縣（市）

則為 66%；自來水供水率六都直轄市市將近全部供水，達 97%，非六都縣市僅有

86%；道路里程六都縣市每平方公里有 2.57 公里之道路，非六都縣市 2.16 公里，

上述數據皆顯示六都與非六都縣市之間，公共建設完整度存在一定程度的落差。 

 非六都縣市因為前述社會福利、基礎建設等問題，恐產生產業發展的阻

力，甚至影響居民生活基本所需。從民國 104 年之數據可看出：六都及非六都間

的家戶收入具有相當的大的差距，平均每戶全年經常性收入六都縣市之家戶有近

130 萬元之收入，可支配所得每戶達 100 萬；然而非六都縣市每戶全年經常性收

入，較六都縣市短少 20 萬元，僅 105 萬元左有，可支配所得亦短少近 20 萬元，

僅約 84 萬左右。 

表4-2 民國 104 年六都與非六都各項發展指標落差統計 
項目 六都 非六都 臺灣本島 
社

會

福

利 

社會福利工作人員占全縣（市）人口比率

(人／萬人) 10.10  7.86  9.41  

平均每人政府社會福利支出淨額(元/人) 6,442.35  5,358.13  6,092.53  

基

礎

建

設 

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幹線建設完工比率

(%) 73.07  66.59  70.36  

自來水供水普及率(%) 97.10  86.51  93.44  

道路里程密度(公里／平方公里) 2.57  2.16  1.16  

家

戶

所

得 

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全年經常性收入(元) 1,292,937.83  1,052,080.54  1,224,600.00  

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元) 1,016,991.50  838,782.54  964,895.00  

註：離島縣市(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因部分資料不足，故未納入統計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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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老化及少子化之人口數量與結構變化，致都市、住宅、教育、社

福、醫療、長照等公共設施，供給不敷所需。 

我國人口結構已出現轉變，未來人口的結構將轉變為高齡化、少子化的人口

結構，在此情形下將導致我國各項政策均需要進行相當幅度之調整；爰此，都市

計畫之公共設施計畫將受到相當之衝擊，需檢視高齡人口與幼年人口對於公共設

施的品質與種類之需要；所需要的醫療、長期照護與教育等項別的設施計畫，其

調整政策急迫性更顯得重要。 

我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已於 82 年超過 7%，正式邁入高齡化 (ageing)社
會；預估於 107 年高齡人口將佔總人口數 14%以上成為高齡(aged)社會；115 年

老年人口比將超過 20%成為超高齡(super aged)社會（詳參圖 4-2）。另依據國發會

報告中指出，預估至 150 年時每 10 個人中約有 4 位是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而此

4 位高齡人口中則有近 1 位是 85 歲以上之超高齡老人。若以近未來之民國 120
年來看，屆時臺灣之老年人口將達 573 萬，其中更有 55 萬人達到 85 歲以上之超

高齡老人（詳參表 4-3）。 

 
圖4-2 未來臺灣人口高齡化趨勢 

資料來源：國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105 年至 150 年）報告，民國 105 年 

表4-3 老年人口年齡結構─中推估 

年別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數（千人） 
合計 65-74 歲年輕老人 75-84 歲高齡老人 85 歲以上超高齡老人 

105 3,108 1,782 969 358 
110 3,974 2,513 1,038 423 
120 5,731 3,217 1,957 557 
130 6,815 3,173 2,532 1,110 
140 7,391 3,299 2,539 1,553 
150 7,152 2,829 2,660 1,663 
資料來源：國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105 年至 150 年）報告，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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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老化程度評估上，依據老化指數進行直轄市、縣（市）比較，其中老化

程度最高之地方政府為嘉義縣、雲林縣與澎湖縣，最年輕者為新竹市、桃園縣、

新竹縣。老化指數為提供人口政策調整的重要依據，各縣市政府亦應依循相關指

數的變動情形作為政策調整之依循。 

表4-4 民國 105 年 6 月底縣市老化指數 
縣市 老化指數 
全國 95.36 
新北市 87.15 
臺北市 108.71 
桃園市 64.37 
臺中市 71.11 
臺南市 105.97 
高雄市 104.40 
宜蘭縣 115.47 
新竹縣 68.79 
苗栗縣 104.59 
彰化縣 100.80 
南投縣 131.79 
雲林縣 135.41 
嘉義縣 167.87 
屏東縣 130.00 
臺東縣 117.48 
花蓮縣 114.05 
澎湖縣 132.33 
基隆市 122.80 
新竹市 61.25 
嘉義市 89.75 
金門縣 112.98 
連江縣 79.52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內政統計通報，民國 105 年 

圖 4-3 顯示過去臺灣生育率逐年下降、0-14 歲人口數量與比例持續減少。在

未來人口推估中，以中推估為例，0-14 歲幼年人口將持續減少，由民國 105 年

314.5 萬人降為 120 年之 280.2 萬人，150 年更將減少至 175.8 萬人。 

 
圖4-3 三階段人口趨勢－中推估 

資料來源：國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105 年至 150 年）報告，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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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級都市計畫內容中，需針對區域內需求來訂定土地使用計畫，而公

共設施計畫則為土地使用計畫之一環；在少子化的人口結構轉變下，各級學

校用地的需求將會因為服務人口的減少而需要面臨檢討。從表 4-5 中可看出

民國 105 年至 150 年學齡人口之變化，在這期間內學齡人口將 526.5 萬人減

少至 426.9 萬人，減幅達 18.92%。 

表4-5 學齡人口年齡結構─中推估 

年別 
學齡人口數（千人） 
合計 0-5 歲學齡前人口 6-21 歲學齡人口 

105 5,265 1,257 4,008 
110 4,753 1,223 3,530 
120 4,269 1,040 3,229 
130 3,649 811 2,838 
140 3,043 742 2,301 
150 2,680 658 2,022 

資料來源：國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105 年至 150 年）報告，民國 105 年 

一、長照設施分析 

表 4-6 顯示民國 105 年全台共計有 1,067 間老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可供

59,869 人進住，實際進住之人數為 46,297 人，約為現有設施容量之 77.33%。然

而，105 年 65 歲以上之人口已達 310 萬人，亦即僅有不到 2%之老年人口實際進

住相關照顧機構，此數據顯示目前長期照顧、安養機構之供給並未符合老年人口

之需求。為此，國內各級政府應針對高齡化趨勢來進行長照設施計畫的調整，而

各縣市政府後續應配合《都市計畫法》104 年修正條文中所增列的社會福利設施，

在各都市計畫地區進行定期或專案通盤檢討時，依據計畫地區內之發展需求來規

劃與設置長期照護設施、老人活動中心或社區活動中心等社會福利設施。未來，

在各項設施計畫的推動上可增加設施的複合性來提供多種不同的使用機能。 

表4-6 長照設施機構數、可供進住人數、實際進住人數統計 

縣 市 
老人長期照顧、

安養機構數 

老人長期照顧、

安養機構可供進

住人數 

老人長期照顧、

安養機構實際進

住人數 

老人長期照顧、

安養機構實際進

住人數佔可供進

住人數比例 
總 計 1,067 59,869 46,297 77.33% 

臺灣地區 1,041 54,149 42,082 77.72% 

新北市 209 10,146 7,797 76.85% 

臺北市 110 5,673 5,036 88.77% 

桃園市 60 2,901 2,131 73.46% 

臺中市 64 3,879 3,056 78.78% 

臺南市 104 5,009 4,068 81.21% 

高雄市 147 7,181 5,658 78.79% 

宜蘭縣 41 2,361 1,715 7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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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老人長期照顧、

安養機構數 

老人長期照顧、

安養機構可供進

住人數 

老人長期照顧、

安養機構實際進

住人數 

老人長期照顧、

安養機構實際進

住人數佔可供進

住人數比例 
新竹縣 17 1,190 893 75.04% 

苗栗縣 15 920 690 75.00% 

彰化縣 52 2,798 1,923 68.73% 

南投縣 16 1,197 862 72.01% 

雲林縣 39 1,908 1,584 83.02% 

嘉義縣 25 1,226 978 79.77% 

屏東縣 58 3,020 2,050 67.88% 

臺東縣 13 730 636 87.12% 

花蓮縣 14 863 620 71.84% 

澎湖縣 2 83 70 84.34% 

基隆市 30 1,904 1,328 69.75% 

新竹市 10 374 320 85.56% 

嘉義市 15 786 667 84.86% 

金門縣 2 294 197 67.01% 

連江縣 1 34 21 61.76%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二、學校 

根據民國 105 年之統計資料（詳參表 4-7），全國目前共計有 2,633 間小學，

52,404 班，平均每班約 23.17 人。以各國民小學每班平均學生數統計結果來說，

除六都與新竹縣市、嘉義市、彰化縣等縣市平均每班學生數維持在 20 人之上，

其餘縣市每班平均之學生數已不及 20 人。對此，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進

行詳盡之評估，針對教育資源分配進行調整，並搭配公共設施計畫的檢討與變更，

使空間計畫得以因應人口結構的轉變，藉此減少土地資源使用效率低落之情事。 

表4-7 105 年各縣市國小校數、班級數、學生數及平均每班學生數統計 
縣 市 國小校數 國小班級數 國小學生數 平均每班學生數 

總 計 2,633 52,404 1,214,336 23.17 

臺灣地區 2,606 52,157 1,210,214 23.20 

新北市 213 7,858 201,970 25.70 

臺北市 150 4,622 118,471 25.63 

桃園市 190 5,133 128,444 25.02 

臺中市 235 6,395 157,262 24.59 

臺南市 211 3,997 92,569 23.16 

高雄市 242 5,601 134,953 24.09 

宜蘭縣 76 1,169 23,227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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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國小校數 國小班級數 國小學生數 平均每班學生數 

新竹縣 85 1,566 36,265 23.16 

苗栗縣 117 1,507 29,940 19.87 

彰化縣 175 2,987 68,922 23.07 

南投縣 140 1,466 25,439 17.35 

雲林縣 155 1,817 35,903 19.76 

嘉義縣 124 1,327 22,434 16.91 

屏東縣 167 2,043 39,629 19.40 

臺東縣 88 782 11,137 14.24 

花蓮縣 103 992 16,538 16.67 

澎湖縣 40 315 3,972 12.61 

基隆市 43 768 17,341 22.58 

新竹市 32 1,168 29,694 25.42 

嘉義市 20 644 16,104 25.01 

金門縣 19 196 3,679 18.77 

連江縣 8 51 443 8.69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1-3 鄉村地區缺乏整體規劃，優良農地被變更使用，興建農舍、工廠

及各種建造物，破壞農業生產、生態及鄉村景觀。 

鄉村規劃缺乏整體構想以及法源依據，非都市土地僅於區域計畫法下僅編定

土地使用分區，而景觀、投資建設等無計畫引導以及監督，以致面臨土地過度開

發、建設投資無效率等困境。 

為因應工、商業及住宅用地等非農業部門的需求，我國於民國 84 年實施《農

地釋出方案》，其中包含擴大農地變更管道、農業用地分區調整、放寬農地變更

限制等作法。此政策主要是為了回應都市發展的壓力，增加產業發展的土地供給。

然而，不適作農地變更使用雖有助於舒緩都市發展之壓力，卻恐造成都市蔓延，

影響生活環境品質及農業生產環境（財團法人環境規劃與城鄉研究文教基金會，

民國 93 年）。而民國 89 年《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後，放寬農地移轉及分割限制，

且允許農業用地申請興建農舍，加速鄉村農地之炒作。此外，農地疏於有效監控

與管制的情形下，農舍或者其改造之工廠或倉儲用地亦會對農地產生干擾、汙染，

影響其農業生態環境（行政院主計總處，民國 103 年）。 

一、 農舍面積的變遷 

自民國 95 年至 104 年發放的農舍使用執照數量得知，農舍之數量增加幅度

相當高（詳參圖 4-4）。而截至 104 年累積之樓地板面積約高達 1,196 公頃，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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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 13.07m2（根據《住宅法》第 40 條所規定之居住水準）最小居住樓地板面積

進行計算，共可以容納 91.5 萬人，且多數農舍主要分布於非都市計畫區內，在缺

乏計畫的引導土地發展的情形下，符合興建農舍資格者即可進行申請，導致農舍

零星坐落於農地，影響農業生產環境。 

 
圖4-4 農舍使用執照發放數量及面積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內政部民國 95-104 年營建統計年報 

二、工業生產之衝擊 

民國 40、50 年代為了發展工業，提出「以農養工」的政策，而後的《獎勵

投資條例》為了快速取得工業用地，除了將公有土地編為工業用地，同時允許農

地變更使用編定為工業用地。由於當時對於汙染物之排放並未設置嚴格的管制標

準，導致毗連的農業生產環境受到影響。《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對於污水及廢棄

物處理設施雖有規定，但由於稽查與管制無法落實，使得農田灌溉用水與工廠污

水排放管線重疊。錯落於農地的工廠造成農業生產環境遭破壞，此現象不僅導致

農地零星、破碎化的景觀，亦衝擊糧食安全。 

1-4 重都輕鄉的發展造成鄉村地區發展相對落後，公共投資與建設集

中都會區，使城鄉發展差距日益擴大。 

一、缺乏城鄉發展整體計畫引導公共建設投資 

根據內政部於民國 103 年提出之《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草案）》強調，

城鄉均衡發展之目標，是要確保每個地區在地產業之就業機會、基礎設施均等，

朝向充分具備自身特點的地區發展模式。然而，以基礎設施來說，中央計畫型補

助多以公共建設計畫為主，較少著重於鄉村地區之生活服務設施，尤其偏遠地區

資源相對匱乏，加上人口結構改變、青壯年人口外流至都會區，因此，並無法滿

足鄉村地區之生活所需，而產生生活服務設施不足等課題。此外，地方政府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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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中央補助，以致投資分散，人口外流嚴重之鄉村地區得到的資源有限。中央

應有效的以計畫引導，適地、適時、適性投入地補助城鄉整體發展。 

二、農村地區之困境 

公共設施應確保鄉村居住、產業服務水準，以達城鄉的適性發展。「鄉村」

指涉之地區，包含未來國土功能分區中之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之農村聚落，以及

城鄉發展區第二類之集居聚落。針對此部分公共建設不足之問題，未來城鄉發展

第二類之集居聚落將配合成長管理策略（詳參第六章）確保公共設施提供之供給

與質量；而未來農業發展第四類之農業性質集居聚落可透過現行農委會農村再生

政策之方式進行處理。現況農村地區面臨之議題以及現行相關對策如下 

(一) 農村現況議題 

1. 人口高齡化，高齡者增加 

2. 人口少子化，農村社會人口結構轉變 

3. 農村設施投資效率較差，特別是散村之農村 

(二) 農村再生基金 

行政院於民國 101 年核定農村再生政策方針，計畫編列 1500 億元之農

村再生基金專款專用，政策目標包含下列幾點： 

1. 提升農村人口質量 

為減緩農村人口外流情形，並改善農村勞動人力老化現象，將採取

人力培育、高齡生活輔導及小地主大佃農等方式，以創造農村永續發展

利基，吸引青年返鄉或留鄉經營。 

2. 創造農村就業機會 

配合農村發展需求，優先建構在地參與機制，輔導農村居民善用在

地優勢轉型發展創新機，紮實再生發展基磐，增加農村就業機會，逐步

協助農村邁向自主及永續經營模式。 

3. 提高農村居民所得 

輔導農村產業從傳統、小規模之初級產業，逐漸朝向企業化、符合

經濟效益之生產經營，並整合社區在地資源進行加值發展與行銷，推動

精緻且多元的特色產業，開創小而美的農村經濟。 

4. 改善農村整體環境 

依據不同農村需求與特性，結合在地生活文化，投資必要的軟硬體

資源，促進社區生活、生產及生態環境改善，並提供因地制宜的公共設

施服務功能，以提升在地生活尊嚴，增進農村居民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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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缺乏產業空間發展構想 

2-1 產業發展政策缺乏動態的外部經濟評估，致區域產業的群聚特性

及其對基盤設施的需求，未納入考量。 

我國產業主要沿著西部高速公路沿線分布，並依其產業性質聚集形成北、中、

南三大產業群落。北部自臺北延伸至苗栗為高科技產業走廊，主要產業包含電子

資訊、軟體、光電等產業；中部於大臺中地區形成產業群聚，包括精密機械、通

訊、光電及積體電路等產業；南部則結合路竹基地、臺南科學工業區、農業生物

園區等產業園區；而花東地區由於地形阻隔，至今仍保存著天然或人文景觀。在

現今科技快速發展逐漸消弭地理空間的距離限制下，人口結構、消費者購買行為

與偏好開始產生改變、產品本質及生產技術亦逐漸進步，以上驅動力皆促使工業

4.0 應運而生，對世界各主要國家影響甚鉅。其工業 4.0 即是大量運用自動化機

器人、感測器物聯網、供應鏈互聯網、銷售及生產大數據分析，以人機協作方式

提升全製造價值鏈之生產力及品質。五大創新研發計畫，以創新驅動產業成長動

能。其類型及分布區位分別為臺南沙崙綠能科技；桃園亞洲矽谷；南港、新竹、

中南部科學園區之亞太生技醫藥園區；臺中智慧機械；臺北、臺中、高雄國防產

業聚落，期望透過網絡概念，捨棄過去引進大規模製造活動及大量土地需求的產

業發展，運用既有產業、設施之間彼此交流、支援和整合的生態體系來順利升級

轉型。此產業發展模式亦與工業 4.0 的概念不謀而合。 

鑒於此，需在產業與基礎設施完善配合下，方能實行新政府及工業 4.0 時代

所預期的遠景。而廠商設廠及生產之基礎條件，則包括土地資源、勞動資源、群

聚與創新潛力、水電資源、基礎與支援設施服務等等。因此，充足的水、電資源

供給條件及完善的基礎與支援設施服務條件，將有利於吸引廠商進駐發展。 

首先，定義與產業發展息息相關之基礎設施條件，再次第闡述現況產業、五

大創新產業，以及規劃中新產業園區之基礎設施需求狀況；最後說明基礎設施之

水資源、能源、土地之供給總量，以交叉分析現行產業及因應未來發展需求，其

基礎設施量是否充足。 

一、基礎設施之定義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之「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基礎設施之領域範

圍應包含：能源供給系統、供水及水利系統、交通系統及通訊系統四者。基礎設

施的主要功能，在於讓廠商能夠在短時間內快速獲取所需的資源。而本計畫於上

述領域範圍以能源供給系統、供水及水利系統兩者做說明，作為分析產業之需求

條件。然而，除了上述二者必需條件，土地的供給也決定廠商能否於此設廠。因

此，本計畫也將土地供給量視為產業基礎設施的考量因素。 



194 

二、現況產業及未來發展需求之基礎設施分析 

(一) 現況產業之基礎設施需求量 

本計畫所分析現況產業之基礎設施需求量，將依據由工業局提供之北中

南東部各編定工業區、農業生技園區、環保科技園區、加工出口區，以及科

學園區內各產業類別之用水、用電量資料進行整理（詳參表 4-8）。而環保科

技園區因現況資料不齊全，暫不納入本計畫討論。 

1. 北部區域 

北部區域編定工業區包含瑞芳工業區、大武崙工業區、林口工二工

業區、樹林工業區、新北市產業園區、土城工業區、龍德工業區、利澤

工業區、大園工業區、林口工三工業區、桃園幼獅工業區、龜山工業區、

平鎮工業區、中壢工業區、觀音工業區，以及新竹工業區，其 16 處工

業區總用水量為 416,552.59 噸，以中壢工業區的電子零組件、機械設備

製造業之總用水量最多，占地面積約 384 公頃；其次為龜山及觀音工業

區。總用電量以土城工業區總用電量 13,086,719.75 千瓦為最多，占地

面積約 107 公頃，主要為電子零組件、機械、汽車零件、大型機具製造

業、化學工業與食品業等；其次為樹林及新竹工業區。 

除了編定工業區外，北部科學園區則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占地面

積 1,348 公頃，其總用水量為 61,268,000 噸，主要產業為積體電路、半

導體、光電材料、電子零組件、通訊設備。 

2. 中部區域 

中部區域編定工業區包含臺中工業區、大甲幼獅工業區、臺中港關

聯工業區、大里工業區、竹南工業區、銅鑼工業區、頭份工業區、南崗

工業區、竹山工業區、田中工業區、芳苑工業區、埤頭工業區、福興工

業區、全興工業區、彰濱工業區、社頭織襪工業區、元長工業區、豐田

工業區、斗六工業區、雲林科技工業區（大北勢、竹圍子），以及雲林

離島工業區，其 22 處工業區總用水量為 1,547,983.51 噸，以雲林離島

工業區總用水量最多，占地面積約 17,203 公頃，主要為化學材料製造

業；其次為斗六及元長工業區。而總用電量則為 18,767,625.08 千瓦，以

豐田工業區最多，占地面積約 39 公頃，主要為塑膠製品、食品製造業；

其次為雲林離島及全興工業區。 

除了編定工業區之外，中部加工出口區則為中港加工出口區及臺中

加工出口園區，2 處加工出口區總用水量為 1,296,797.52 噸，以中港加

工出口區最多，占地面積約 122 公頃，主要為機械設備、金屬製品、化

學材料製造業。而科學園區則為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占地面積 1,708 公

頃，總用水量為 34,439,437 噸，主要產業為基本化學材料、金屬工具機、

電子及半導體機械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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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部區域 

南部區域編定工業區包含民雄工業區、朴子工業區、義竹工業區、

頭橋工業區、嘉太工業區、屏南工業區、內埔工業區、屏東工業區、安

平工業區、臺南科技工業區、永康工業區、官田工業區、新營工業區、

高雄臨海工業區、大發工業區、仁武工業區、永安工業區、鳳山工業區、

林園工業區，以及大社工業區，其 20 處工業區總用水量為 1,346,343.39
噸，以臺南科技工業區最多，占地面積約 709 公頃，主要為金屬製品、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其次為高雄臨海及林園工業區。而總用電量則為

31,198,410.48 千瓦，以臺南科技工業區最多，占地面積約 709 公頃，主

要為金屬製品、電子零組件製造業；其次為高雄臨海及大發工業區。 

除了編定工業區之外，南部加工出口區則為高雄加工出口區、高雄

軟體科技園區、楠梓加工出口區、臨廣加工出口區，以及屏東加工出口

區，5 處加工出口區總用水量為 3,284,881 噸，以屏東加工出口區最多，

占地面積約 123 公頃，主要為金屬製品、機械設備製造業、綠能產業、

塑膠製造業；其次為高雄及楠梓加工出口區。而屏東農業生技園區，占

地面積約 233 公頃，其總用水量為 308,725 噸，主要為科技中草藥、動

物疫苗，以及觀賞魚水產種苗。而科學園區則為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占

地面積 1,616 公頃，其總用水量為 104,400,000 噸，主要產業為光電元

件、電子及半導體機械、醫療器材製造業。 

4. 東部區域 

東部區域編定工業區包含光華工業區、和平工業區、美崙工業區，

以及豐樂工業區，其 5 處工業區總用水量為 20,528.68 噸，以和平工業

區最多，占地面積約 487 公頃，主要為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電力及

燃氣供應業；其次為光華工業區。而總用電量則為 1,312,023.80 千瓦，

以光華工業區最多，占地面積約 34 公頃，主要產業為非金屬礦物製品

製造業；其次為和平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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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北中南東部區域各編定工業區、農業生技園區、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內之

各產業類別之用水、用電量 

園區 占地面積

（公頃） 
區內主要產業 總 用 水 量

（噸） 
總用電量 
（千瓦） 

北
部
區
域 

瑞芳工業區 38 
食品製造業、機械製造業、衛

浴設備業、電子零組件業等 3,718.30 16,567.50 

大武崙工業區 30 
電力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修

配業、金屬製品製造業及非

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419.70 9,043.89 

林口工二工業區 55 
機械設備業、金屬製品、塑膠

業、運動用品製造業等 1,558.16 80,862.70 

樹林工業區 22 
LED 業、燈具業、紡織業、

塑膠業、機械業及部分食品

業等 
38,219.60 1,549,162.50 

新北市產業園區 141 
綜合型工業區電子、資訊、通

訊等科技產業、與紡織、食品

業、金屬製品等傳統產業 
9,551.15 75,605.39 

土城工業區 107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機械製

造業、汽車零件製造業、大型

機具製造業、化學工業與食

品業等 

9,462.20 9,022,206.98 

龍德工業區 236 水產食品、機械製造、金屬製

品等 23,890.00 458,831.99 

利澤工業區 320 醫療器材及生物科技產業等 4,832.00 216,798.71 

大園工業區 197 機械類，化學類，金屬類，電

工器材類，紡織類等 61,192.20 123,540.56 

林口工三工業區 123 機械設備製造業、金屬製品

製造業、化學製品等 --- --- 

桃園幼獅工業區 65 
機械設備製造業、墊子零組

件製造業、化學製品製造業

等 
917.50 17,778.13 

龜山工業區 127 紡織業、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機械設備製造業 67,434.20 167,407.43 

平鎮工業區 97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 10,757.08 53,302.35 

中壢工業區 384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機械設

備製造業 71,012.77 482,821.41 

觀音工業區 626 化學製品製造業、化學材料

製造業 64,221.20 306,494.96 

新竹工業區 532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金屬製

品製造業 49,366.54 506,295.27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1,348 
積體電路、半導體、光電材

料、電子零組件、通訊設備 61,268,000 --- 

北部區域總計 4,456 --- 61,684,552 13,086,719.75 

中
部
區
域 

臺中工業區 581 光電、電子與精密機械 39,871.88 385,784.29 

大甲幼獅工業區 218 機械設備製造業、金屬製品

製造業 8,725.00 46,552.56 

臺中港關連工業區 140 基本金屬製品製造業、塑膠

製品製造業 3,083.51 32,460.81 

大里工業區 76 機械設備製造業、金屬製品

製造業 987.33 19,3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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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 占地面積

（公頃） 
區內主要產業 總 用 水 量

（噸） 
總用電量 
（千瓦） 

中
部
區
域 

竹南工業區 78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金

屬製品製造業 6,662.72 19,065.40 

銅鑼工業區 50 塑膠製品製造業、金屬製品

製造業 743.35 11,794.71 

頭份工業區 96 化學材料製造業、電子零組

件製造業 13,958.95 88,981.34 

南崗工業區 411 基本金屬製造業、金屬製品

製造業 16,316.69 1,029,295.54 

竹山工業區 23 木竹製品製造業、紡織業 719.00 2,005.40 
田中工業區 28 紡織業、塑膠製品製造業 6,783.44 8,869.59 
芳苑工業區 160 紡織業、塑膠製品製造業 95,643.85 50,734.75 

埤頭工業區 18 塑膠製品製造業、金屬製品

製造業 100,599.70 4,411.13 

福興工業區 43 金屬製品製造業 3,294.98 12,199.54 
全興工業區 248 金屬製品製造業、紡織業 20,124.64 1,604,201.45 

彰濱工業區 3,643 基本金屬製造業、金屬製品

製造業 86,611.60 394,049.53 

社頭織襪工業區 7 紡織業 --- --- 

元長工業區 16 食品製造業、塑膠製品製造

業 101,034.00 3,909.10 

豐田工業區 39 塑膠製品製造業、食品製造

業 411,300 9,361,061 

斗六工業區 203 食品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

業 249,783.22 314,792.10 

雲林科技工業區

（大北勢） 59 
金屬製品製造業、化學材料

製造業 22,561.05 1,274,607.84 

雲林科技工業區

（竹圍子） 59 
金屬製品製造業、化學材料

製造業 9,411.60 33,751.41 

雲林離島工業區 17,203 化學材料製造業 349,767.00 4,069,796.06 

中港加工出口區 122.27 
機械設備製造業、金屬製品

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 1,119,993.2 --- 

臺中加工出口園區 20.32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金屬製

品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

光學製品製造業 
176,804.32 ---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1,708 
基本化學材料、金屬工具機、

電子及半導體機械製造業 34,439,437 --- 

中部區域總計 25,190 --- 35,987,420 18,767,625.08 

南

部

地

區 

民雄工業區 244 
機械設備製造業、金屬製品

製造業 5,239.82 96,647.24 

朴子工業區 21 非金屬製品製造業、食品製

造業 322.90 10,330.00 

義竹工業區 16 食品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

業 49.54 1,811.50 

頭橋工業區 86 金屬製品製造業、食品製造

業 3,288.04 26,865.02 

嘉太工業區 60 機械設備製造業、化學材料

製造業 1,289.28 15,549.30 

屏南工業區 276 金屬製品製造業、基本金屬

製造業 8,075.22 138,320.11 

內埔工業區 99 食品製造業 2,575.04 22,6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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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 占地面積

（公頃） 
區內主要產業 總 用 水 量

（噸） 
總用電量 
（千瓦） 

南
部
地
區 

屏東工業區 156 金屬製品製造業、食品製造

業 10,258.00 --- 

安平工業區 198 塑膠製品製造業、金屬製品

製造業 6,971.91 50,016.15 

臺南科技工業區 709 金屬製品製造業、電子零組

件製造業 858,660.27 15,041,645.35 

永康工業區 75 金屬製品製造業、化學製品

製造業 3,352.50 26,669.00 

官田工業區 227 金屬製品製造業、食品製造

業 36,406.03 35,604.37 

新營工業區 124 金屬製品製造業 4,689.54 45,247.13 

高雄臨海工業區 165 金屬製品製造業、機械設備

製造業 220,436.44 14,641,627.12 

大發工業區 391 基本金屬製造業、金屬製品

製造業 43,669.58 546,293.94 

仁武工業區 21 基本金屬製造業、金屬製品

製造業 2,395.88 4,154.68 

永安工業區 73 金屬製品製造業 18,140.28 49,962.42 

鳳山工業區 11 汽車及其零件製造業、其他

運輸工具及其零件製造業 116.34 3,461.50 

林園工業區 388 化學材料製造業、化學製品

製造業 86,705 436,385.72 

大社工業區 115 化學材料製造業、化學製品

製造業 33,701.78 5,187.32 

高雄加工出口區 72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金屬製

品製造業、塑膠製品製造業 682,488 --- 

高雄軟體科技園區 8 
光電產業、醫療器材及鐘錶

業、儲配運輸物流業 2,216 --- 

楠梓加工出口區 100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機械設

備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

光學製品製造業 
586,600 --- 

臨廣加工出口區 50 
塑膠製造業、電子零組件、金

屬材料批發、生技產業機械

設備製造 
476,200 --- 

屏東加工出口區 123 
金屬製品製造業、機械設備

製造業、綠能產業、塑膠製造

業 
1,537,377 --- 

屏東農業生技園區 233 
科技中草藥、動物疫苗及觀

賞魚水產種苗 308,725 ---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1,616 
光電元件、電子及半導體機

械、醫療器材製造 104,400,000 --- 

南部區域總計 5,657 --- 105,746,343 31,198,410.48 

東

部

地

區 

光華工業區 34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4,509.00 1,208,784.50 

和平工業區 487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電

力及燃氣供應業 11,353.41 91,513.38 

美崙工業區 136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4,284.89 10,200.45 

豐樂工業區 13 
汽車及其零件製造業、金屬

製品製造業 381.38 1,525.47 

東部區域總計 670 --- 20,528.68 1,312,023.8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經濟部工業局臺灣工業區土地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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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大創新產業及規劃中產業園區之基礎設施需求量 

五大創新產業包括：生技醫藥、亞洲矽谷、智慧機械、綠能科技，以及

國防產業。其五大創新產業以運用既有產業、設施之間彼此交流、支援和整

合的生態體系來順利升級轉型為概念，因此特別從既有產業中擇取符合五大

創新產業的基礎設施總量做說明。 

於北部編定工業區中，與五大創新產業相似之產業之總用水量需求為

174,675.23 噸、總用電量需求為 11,198,106.52 千瓦；中部編定工業區中，其

與五大創新產業相似之產業之總用水量需求為 153,971.27 噸、總用電量需求

為 1,275,477.51 千瓦；而在中部加工出口區中，其與五大創新產業相似之產

業之總用水量需求為 440,339.622 噸；南部編定工業區中，其與五大創新產

業相似之產業之總用水量需求為 881,811.69 噸、總用電量需求為

13,433,482.01 千瓦；而在南部加工出口區及農業生技園區中，其與五大創新

產業相似之產業之總用水量需求為為 994,288 噸及 79,919 噸；在東部編定工

業區中，其與五大創新產業相似之產業之總用水量需求為為 146.59 噸、總

用電量需求則為 11,466.50 千瓦。加總後，全國五大創新產業之總用水量預

估為 2,725,221.402 噸、總用電量預估為 25,918,532.54 千瓦（詳參表 4-9）。 

表4-9 北、中、南、東部區域之五大創新產業總用水用電量 

五大創新產業 分布區位 產業內容 總用水量 
（噸） 

總用電量 
（千瓦） 

生技醫藥 
南港、新竹、中部

科學園區、南部

科學園區 

生技研發、生物

製劑、醫學精密

儀器、新藥新創 

2,725,221.402 25,918,532.54 

亞洲矽谷 桃園 
物聯網、網路傳

輸、半導體、面

板、光電元件 

智慧機械 臺中 
工 具 機 械 零 組

件、光電面板、

ICT 產業設備 

綠能科技 臺南沙崙 再生能源、汽電

共生 
國防產業 臺北、臺中、高雄 資安、航太、船艦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行政院網站、工業局臺灣工業區土地資訊系統 

除工業局所管理之工業區及新政府的五大創新產業外，目前臺灣亦有規

劃中及近期新建的園區，本計畫以北部區域之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大內湖科

技園區，及南港經貿園區做案例說明，預測其產業所需之用水量。北投士林

科技園區占地面積約 194 公頃，主要為生物科技、媒體、資訊、電子及通訊

等，其總用水量需求為 377,894.05 噸；大內湖科技園區占地面積為 542 公

頃，主要為製造業、資訊、通訊、生技，其總用水需求量為 1,900,794.00 噸；

南港經貿園區占地面積為 87 公頃，主要為資訊軟體業、資訊產品製造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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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設計單位、支援資訊軟體業，其總用水需求量為 84,069.26 噸（詳參表

4-10）。 

表4-10 規劃中/新建園區之總用水量 

規劃中/新建園區 主要產業內容 占地面積 
（公頃） 

單位用水量 
（噸/公頃） 

總用水量（噸）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 生物科技、媒體、資

訊、電子及通訊等 194.29 1,945.00 377,894.05 

大內湖科技園區 製造業、資訊、通訊、

生技 542.00 3,507.00 1,900,794.00 

南港經貿園區 

資訊軟體業、資訊產

品製造業的研發設

計單位、支援資訊軟

體業 

87.00 966.31 84,069.26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網站；經濟部水利署網站民國 104 年歷年年報

查詢 

三、目前基礎設施資源之供給量 

本計畫所討論之基礎設施資源包括水資源、能源，及土地，以下依序說明： 

(一) 水資源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提供之臺灣地區民國 103 年 96 座主要

水庫水量運用情形，可得知北部區域水庫總供水量約為 22 億噸；中部區域

水庫總供水量約為 31 億噸；南部區域水庫總供水量約為 16 億噸；東部區域

水庫總供水量約為 34 萬噸。然而，南部地區因曾文、烏山頭、南化水庫調

節供應問題，目前供水調配漸出現缺口；東部地區則受地形影響，被河川、

山岳切割，至水源規模小且分布零散，供水管線不易連通支援。 

(二) 能源 

依據臺灣電力公司 104 年北、中、南部區域電網供電現況，北部地區 104
年供電量為 11,058 仟佤；中部地區為 113,058 仟佤；南部地區為 12,904 仟

佤。中、南部地區實際發電量皆可足夠供應當地地區；而北部則因用電需求

大，實際發電量不足以負荷用電需求，供電情勢最為緊張；東部區域則因缺

乏資料無法進一步分析。 

而我國能源供應近 50%依賴原油及石油產品，預估國內各類汽柴油、燃

料油及航空燃油等需求發展，至民國 115 年各類油品成長變動幅度不大。天

然氣占我國能源供給量約 12%，為工業與電力之重要燃料，未來需求仍將持

續成長。然而，我國兩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已達名目處理能力上限，加上能

源供給相關設施用地常因其具鄰避效應而取得不易，我國北部地區因屬經濟

活動頻繁之工商重鎮，用電量相對高於中部及南部地區，惟北部人口綢密，

較中、南部更不易取得相關設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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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宣布核四 1 號機安檢通過後封存、2 號機停工，未來核四是否持

續推動辦理充滿不確定性之下，依臺電公司電源開發方案，若核四不商轉，

在用電負載持續成長下，預測至 112 年電力備用容量率將降為-1.6%，低於

現階段備用容量率目標值 15%。 

(三) 土地 

考量我國未來產業政策目標與產業發展趨勢變化，搭配各直轄市、縣（市）

產業資源限制條件，我國產業用地面積總量（都市計畫工業區與非都市土地

工業區）共計 48,774 公頃，而為了達成 2020 年國內總體製造業產值目標，

國內至 2020 年產業用地需求將達 58,873 公頃，仍需增設 2,211 公頃土地，

以因應產業未來發展需求。換言之，截至民國 109 年，各轄市、縣（市）與

部會所新設產業用地面積之合計，不應高於全國產業用地成長上限之 2,211
公頃。 

四、小結 

藉由上述內容可知，北、中、南部區域總用水量較高之主要產業為電子零組

件、機械設備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及金屬製品，水量需求將近百萬噸；而

總用電量較高之產業主要為電子零組件、機械、化學工業、食品業，及金屬製品，

電量需求達千萬千瓦左右。其中，總用水用電量皆較高之產業為電子零組件、機

械設備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及金屬製品。東部區域則以非金屬礦物製品製

造業為主要用水用電對象。無論是以既有產業或五大創新產業之基礎設施需求量

來看，其用水量及用電量皆屬北中南東部區域最高，東部最低。 

而在北中南部區域仍對基礎設施有高度需求量下，以水資源來說，南部地區

因曾文、烏山頭、南化水庫調節供應問題，目前供水調配漸出現缺口。能源則因

北部用電需求大，實際發電量不足以負荷用電需求，供電情勢最為緊張，且能源

供給相關設施用地常因地區居民視為鄰避設施，使其取得不易。 

2-2 缺乏產業發展的空間分派構想與土地儲備機制，致產業發展用地

供需失衡，影響產業發展。 

一、缺乏產業發展構想 

現行臺灣產業發展對於產業空間分派較無上位指導機制，造成產業欠缺適性

發展與多元性，更使產業發展群聚效用不佳，進而造成產業區位失衡情況產生。

臺灣目前產業用地在北中南東四區域中，北部、中部區域的產業用地需求大於供

給，而南部區域產業用地需求則為需求小於供給的情況（圖 4-5）。 

整體而言，北、中部地區產業用地需求大，南部部分地方政府有供給過剩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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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各區域產業供需狀況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行政院全球招商聯合服務中心（需求）、經濟部工業局、科技部、各縣市

政府提報資料（供給）繪製 

地方化的產業聚集為一種外部性的規模經濟，交通、排水、汙水處理、廢棄

物處理等設施都可讓依據產業聚集特性共享該設施資源。Marshall(1890)指認出

三個產商之所以會群聚的理由，包含知識外溢(Knowledge spillover)、非貿易之在

地投入(Non-traded local inputs)與在地技術勞工群(Local skilled labour pool)。產業

群聚特性中，有上下游產業鏈連結之廠商，其在下游廠商之所需變化頻繁時，可

藉由許多知識外溢的效果讓上游供應商快速掌握，且其上下游之中間產品也能減

少運輸成本。而這些產業能享有非貿易的在地投入效益以及在地技術勞工群之支

撐。是故，倘若主管機關對於產業發展空間有分派構想時，更得藉由產業聚集與

其效用而有所助益，改善區位失衡現況問題。  

針對產業發展的空間分派構想，應與目前現況之產業類別聚集區位為依據。

以新北市為例，新北市目前已開發之工業區為林口工二工業區、瑞芳工業區、樹

林工業區、新北市產業園區、土城工業區，如表 4-11 及圖 4-6 所示新北市各編定

工業區前三多的產業種類。而泰山工業區為編定但尚未開發之工業區，未來發展

之產業類別應對照鄰近之產業種類與其連結，以及國家未來需要發展之產業做為

空間分派構想等依據作為發展工業區的前提。 

因應其現有之狀況透過北中南東各區域現有基礎設施、勞動力等供給條件以

及各區域發展特色進行產業儲備用地之檢討，以供給決定需求的型態，促使產業

用地區域空間分配均衡，並將既有不合宜、低度使用與閒置產業用地轉型活化，

促進土地有效使用，確保經濟永續發展。 

  



203 

二、缺乏土地儲備制度 

臺灣現行產業用地在空間分派及土地儲備機制皆尚未建立。民國 105 年《全

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案）》中提及，土地儲備機制中之儲備土地來源可由以下

三種方式轉作為儲備用地：1、既有工業區閒置、低度或是不合宜使用之土地再

活化轉為儲備用地；2、優先利用公有及國營事業特定專用區無須繼續供農業使

用之土地；3、透過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取得產業發展儲備用地。同時，應注意

產業發展的空間分派，土地儲備機制與產業空間分派彼此對應，使土地儲備機制

更為完善。 

(一) 既有工業區閒置、低度使用或是不合宜使用之土地作為土地儲備機制的

可能性 

在現行臺灣產業用地上，一方面有廠商用地需求但尋無適合之產業用地，

另一方面則有用地所有權人取得使用權後閒置不用、低度使用或轉作非產業

使用之功能皆不利於國家整體經濟發展。但土地權屬若為私有，依現行法令

並無強制徵收土地再利用之法源依據，故若欲轉作為儲備土地，尚待相關配

套機制建立。就上述分析現況之閒置土地、低度利用以及不合宜使用產業用

地，為求國家經濟發展能將土地完全利用，須有區位性的盤點與處理方式，

以因應未來產業差異性發展之儲備用地機制。 

(二) 公有及國營事業特定專用區無須繼續供農業使用之土地轉做產業用地

土地儲備機制連接之問題 

針對許多國營事業特定專用區原為農業使用之土地，是否能轉做產業用

地的土地儲備機制，ㄧ方面得取得該部門協商共識。另一方面，則應訂定需

地機關利用國營事業土地合作開發產業園區之要點作為辦理依循。 

(三)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取得產業發展儲備用地之必要性 

因目前臺灣都市計畫之計總計畫人口已超越現況臺灣總人數，然在各區

域前兩項產業用地取得方式仍不足以滿足經濟部工業局所需之 2,221公頃儲

備量，則須再透過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取得產業發展儲備用地，此時則必須

考量其必要性以及其所需編定之量體是否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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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新北市各編定工業區產業廠商種類前三名 

 第一多廠商種類 第二多廠商種類 第三多廠商種類 

林口工二工業區 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 機械設備製造業 金屬製品製造業 

樹林工業區 塑膠製品製造業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 

新北產業園區 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 金屬製品製造業 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 

土城工業區 機械設備製造業 金屬製品製造業 電子零組製造業 

瑞芳工業區 食品及飲料製造業 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 金屬製品製造業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經濟部工業局臺灣工業區土地資訊系統 

 
圖4-6 新北市編定工業區之產業種類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經濟部工業局臺灣工業區土地資訊系統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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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部分工業區土地低度使用、區內廠房與設施亟待更新、產業亟待

轉型、廠商投資意願降低。 

為因應國際經濟局勢變動，保留國家重要產業用地，促進產業永續發展，確

保未來國內產業用地供給足以供應廠商以需求則需建立產業用地儲備機制，以供

增加之我國產業投資，倘若無法提供適當且足夠之產業用地供投資，對於經濟產

業永續發展將產生重大衝擊。除上述產業用地區域供需均衡失調外，臺灣現階段

產業用地遭遇都會區產業用地價格上漲、產業用地閒置未利用，使有意設廠廠商

無法取得適宜區位土地。其中，產業用地上漲因素除包括：工業區硬體設備增加

等正向需求因素外，亦不外乎人為炒作及廠商養地等負面情況頻仍。 

近年來，因為利率較低與資金充裕，且非都市土地之產業用地不在特銷稅課

徵範圍，部分投資客轉而炒作產業用地，以致地價節節上漲。此外，廠商「養地」

行為，讓有即刻需求之廠商無法找到合適土地投資設廠，不僅對於產業用地價格

高漲產生極大影響，亦造成產業用地閒置未利用等現況加劇，減少土地利用效率。 
然若土地權屬為私有，依現行法令並無強制徵收土地再利用之法源依據，使工廠

「養地」及閒置情況難以依法強制改善。由於加工出口區與科學園區以出租作為

土地提供方式，並可透過契約及租賃管理等方式管控以降低土地閒置率，因此有

關產業用地閒置率可就編定工業區之閒置土地處置為主，包含經濟部工業局、地

方政府及民間編定的工業園區進行探討。 

民國 104 年工業局《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核定本）中，全台各產業共

有 270.22 公頃的產業用地需求量，然針對廠商供需無法媒合原因統計，區位尚

在進行評估中者占 47.9%，有合適土地但因土地價位高或土地為廠商私有不願釋

出者占 19.2%，無合適土地使用者 23.3%，其他原因者占 9.6%（詳附錄表附-1、
表附-2）。再度彰顯無產業空間構想、土地因炒作之嫌而閒置以及投資區位不適

宜等現象產生。 

閒置土地泛指取得產業用地之使用權或所有權後逾 3 年未建廠或雖建廠，未

見主要機械設備者。由經濟部工業局 104 年提供之《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中

我國閒置用地之調查，可知目前經濟部工業局已開發園區的閒置率為 4.77%，閒

置面積約為 343.24 公頃，閒置面積較大者包括屏東工業區 54 公頃為台糖公司土

地，屏東縣政府另有其他重大建設計畫，限制土地租售。屏南工業區 49 公頃為

燁輝鋼鐵公司因環保抗爭，至今未建廠。美崙工業區 24 公頃，原係榮民公司做

砂石廠使用，因應該公司民營化時刻正辦理清理計畫閒置。而經濟部工業局開發

中之宜蘭利澤、彰化濱海、雲林科技、斗六擴大、臺南科技、花蓮和平、雲林離

島等 7 處產業園區租售逾 3 年閒置土地面積約 164 公頃，閒置率為 4.25（詳參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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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依廠商數量比例而言，北部工業局主管各編定工業區裡未建廠、歇業中、

停工比例最高之工業區為桃園觀音工業區、桃園大園工業區（圖 4-7、圖 4-8、圖

4-9）。中部工業局主管各編定工業區裡未建廠、歇業中、停工比例最高之工業區

為南投竹山工業區、雲林科技工業區、彰化濱海工業區、雲林豐田工業區（圖 4-
10、圖 4-11、圖 4-12）。南部工業局主管各編定工業區裡未建廠、歇業中、停工

比例最高之工業區為臺南科技工業區、高雄林園工業區（圖 4-14、圖 4-13、圖 4-
15）。東部工業局主管各編定工業區裡未建廠、歇業中、停工比例最高之工業區

為花蓮和平工業區（圖 4-16、圖 4-18、圖 4-17）。 

而地方政府及民間編定之已開發園區，閒置率達 9.8%，閒置面積為 306 公

頃。其中北部閒置面積為 54.65 公頃，閒置率為 5.41%，主要為桃園科技工業區；

中部閒置面積為 35.61 公頃，閒置率為 3.5%，主要為苗栗縣三義工業區；南部閒

置面積為 251.38 公頃，閒置率 19.73%，主要為臺南市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

專區、柳營科技、永康科技工業區、屏東汽車專業區等。 

另外，對於產業用地有不合宜使用的狀況，臺灣部分工業區土地被做為工業

住宅使用，以工業住宅為例，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工業區為促

進工業發展而劃定，其土地及建築物，以供工業使用為主；具有危險性及公害之

工廠，應特別指定工業區建築之。」以往利用《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十八條中，乙種工業區可做為商業使用之規定，造成許多建商利用工業區土地較

為便宜之優勢，將建好之房屋賣給消費者作為住宅使用。然 105 年 4 月 25 日已

將此部分進行修正，然執法上仍需多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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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經濟部工業局所轄已開發工業區閒置產業用地占比 

分區 縣市 
開發總面積 
（公頃） 

已租售面積 
（公頃） 

已租售未使用

（公頃） 占已租售比率 

北區 14 處 

基隆市 29 22.78 2.22 9.80% 

新北市 359.91 246.21 14.69 6.00% 

桃園縣 1,684.97 1,274.58 57.17 4.50% 

新竹縣 517 390 9.74 2.50% 

小計 2,590.88 1,933.58 83.82 4.30% 

中區 17 處 

苗栗縣 221.79 176.34 7.59 4.30% 

臺中市 1,018.57 666.59 13.47 2.00% 

彰化縣 498.5 313.23 2.38 0.80% 

南投縣 434.06 296.02 21.69 7.30% 

雲林縣 110.91 93.44 2.66 2.80% 

小計 2,283.82 1,545.62 47.78 3.10% 

南區 19 處 

嘉義縣 427.92 334.03 14.22 4.30% 

臺南市 625.85 479.07 34.89 7.30% 

高雄市 2511.51 2205.78 12.76 0.60% 

屏東縣 497.55 385.2 107.73 28.00% 

小計 4,062.83 3,404.09 169.6 5.00% 

東部 19 處 

宜蘭縣 236.09 178.45 14.64 8.20% 

花蓮縣 163.77 126.62 26.22 20.70% 

臺東縣 18.89 13.16 1.18 9.00% 

小計 418.75 318.23 42.04 13.20% 

合計 54 處 9,356.28 7,201.51 343.25 4.80% 
註:本表係為 103 年 6 月底經濟部工業局北中南區處已開發完成之 54 處工業區區內產業用

地使用情形清查調查結果。 
(一)北區:、大武崙、樹林、土城、瑞芳、新北產業園區、林口工二、林口工三、龜山、中

壢、桃幼、平鎮、大園、觀音、新竹等 14 處工業區。 
(二)東區:美崙、光華、豐樂、龍徳等 4 處工業區。 
(三)中區:頭份、竹南、銅鑼、大甲幼獅、臺中港關連、大里、臺中、南崗、竹山、 福興、

埤頭、芳苑、田中、全興、豐田、元長、斗六(不含擴大)等 17 處工業區。 
(四)南區:民雄、頭橋、嘉太、朴子、義竹、官田、永康、新營、安平、臨海、永安、大社、

仁武、鳳山、林園、大發、屏東、內埔、屏南等 19 處工業區。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經濟部工業局民國 105 年《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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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 北部工業區廠商未建廠比例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經濟部工業局臺灣工業區土地資訊系統資料繪製 

 

圖4-8 北部工業區廠商停工比例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經濟部工業局臺灣工業區土地資訊系統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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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 北部工業區廠商歇業中比例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經濟部工業局臺灣工業區土地資訊系統資料繪製 

 

圖4-10 中部工業區廠商未建廠比例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經濟部工業局臺灣工業區土地資訊系統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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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 中部工業區廠商停工比例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經濟部工業局臺灣工業區土地資訊系統資料繪製 

 

圖4-12 中部工業區廠商歇業中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經濟部工業局臺灣工業區土地資訊系統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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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3 南部工業區廠商未建廠比例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經濟部工業局臺灣工業區土地資訊系統資料繪製 

 

圖4-14 南部工業區廠商停工比例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經濟部工業局臺灣工業區土地資訊系統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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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5 南部工業區廠商歇業中比例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經濟部工業局臺灣工業區土地資訊系統資料繪製 

 

圖4-16 東部工業區未建廠比例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經濟部工業局臺灣工業區土地資訊系統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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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7 東部工業區廠商停工比例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經濟部工業局臺灣工業區土地資訊系統資料繪製 

 

圖4-18 東部工業區廠商歇業中比例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經濟部工業局臺灣工業區土地資訊系統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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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經濟部工業局在民國 100 年時，為使我國的產業發展總目標能妥善銜接

各層級之空間計畫，研擬出《2020 產業發展策略》；及民國 104 年擬定《產業用

地政策革新方案》，盼得透過土地儲備機制穩定產業用地供給，並重新規劃適地

產業空間區位等措施，促進土地有效利用，擴充適當產業用地，持續推動臺灣經

濟產業發展效能。 

2-4 重大交通建設用地需求與區位的規劃與檢討，未與國土空間發展

願景及目標一致。 

全國區域計畫（民國 105 年 9 月草案）設定運輸服務部門以「構築兼具競爭

力、人本及永續的運輸服務環境，連結美好的生活。」為未來發展願景，並配合

國土空間「一點多心」布局，檢討各區域交通設施之需求。而民國 99 年《國土

空間發展策略計畫》中，訂定「安全自然生態」、「優質生活健康」、「知識經濟運

籌」、「節能減碳省水」為整體發展願景，而為呼應此一願景，運輸部門未來長期

發展方向為建立「無縫便捷」與「永續人本」的運輸環境，並提高國土機動性

(Mobility)、可及性(Accessibility)與連結性 (Connectivity)，創造產業發展機會

(Opportunity)，及營造綠色人本及智慧化之運輸環境(Sustainability)。而交通部民

國 101 年「運輸政策白皮書」則揭示運輸部門的發展願景為「建構兼具永續、人

本及競爭力的運輸服務環境」，提供 GREEN(Great, Reliable, Environment, 
Equitable, Networked)之運輸服務。 

以下就不同面向探討運輸系統、交通設施與國土空間發展之關係： 

 
圖4-19 我國運輸部門發展願景與發展主軸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政策白皮書，民國 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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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場發展需求及區位檢討以及其與國土空間發展之一致性 

由第二章交通建設現況得知，國際機場之布局以及其特性符合國發會「一點

多心」發展概念，以「一主多輔」策略發展，以桃園國際機場為主，發展為東亞

樞紐機場；另以臺北松山、臺中清泉崗及高雄國際機場為輔，以首都商務機場作

為其主要服務。而國內機場則是以間全國快速運輸系統，以及服務偏遠地區基礎

服務為發展定位。桃園國際機場為國內最大國際機場，旅客人次最多，近年皆達

2,000 萬人次/年以上，且逐年穩定成長，民國 104 年達 3,847 萬人次，占整體航

空市場運量之 66%；其次為高雄國際機場 600 萬人次/年、臺北松山機場之 586
萬人次/年，合計約占 20%。 

然而，近年來國內航線市場規模大幅縮減，尤其高鐵於民國 96 年通車後，

西部航線載客人數急速衰退，其中，屏東機場在受限於地理氣候和屬於軍民共用

等不利因素影響下，在國道及高鐵通車後，市場不足支撐業者營運，遂於民國 100
年 8 月停止民航，而恆春機場現亦面臨此困境。航空業者將多餘運量轉向離島航

線，現階段國內航線主要以東部及離島航線為主，然東部航線亦受國道 5 號開放

通車、臺鐵太魯閣號及普悠瑪號運行縮短行車時間影響，運量縮減。 

此外，隨著臺北都市發展向外擴張，松山機場周邊也發展為商店林立、人口

密集之精華區，受到機場產生噪音及周邊地區建築限高影響之居民日益增加，因

此逐漸產生松山機場存廢之討論聲浪。 

西部及東部航線在軌道運輸及公路運輸系統改善下，尚有取代航運之可能性，

然而離島航班運量占松山機場國內航線超過八成，其難以用其他交通運具取代；

除離島航線外，松山機場現有日韓、兩岸國際航線及提供商務包機，強調快速進

出首都之商務服務模式。而桃園機場目前容量已屆飽和，在第三跑道、航廈擴建

啟用前，若松山機場廢止，較難以負荷松山機場現有運量；然而，長期來看，桃

園機場設施空間改善，可容納運量提升，並配合機場捷運等聯外運輸系統改善後，

可就整體國土空間之觀點檢討松山機場存廢之議題，以區域觀點評估松山機場存

廢之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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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 國內主要機場旅客人次彙整表 
旅客人次 
（人次） 

機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年平均 
成長率(%) 

桃園國際機場 24,947,551 27,836,550 30,701,987 35,804,465 38,473,333 11.44% 

臺北松山機場 5,258,975 5,673,990 5,847,275 6,111,776 5,861,133 2.75% 

高雄國際機場 4,050,413 4,464,926 4,645,920 5,398,904 6,001,487 10.33% 

臺中機場 1,450,252 1,592,361 1,807,499 2,184,954 2,343,260 12.74% 

金門機場 2,242,368 2,300,654 2,192,607 2,303,711 2,185,975 -0.63% 

馬公機場 2,009,704 2,106,852 2,156,441 2,118,733 2,077,659 0.83% 

臺東機場 436,697 447,019 429,437 380,139 301,992 -8.81% 

花蓮機場 250,751 266,377 279,553 214,279 119,232 -16.96% 

臺南機場 234,727 231,035 248,860 313,791 320,770 8.12% 

南竿機場 188,909 195,963 212,856 240,220 223,576 4.30% 

嘉義機場 99,866 88,197 77,892 85,932 77,981 -6.00% 

北竿機場 80,297 81,098 83,380 70,083 68,894 -3.76% 

蘭嶼機場 73,002 75,006 74,786 71,538 50,827 -8.65% 

綠島機場 33,266 33,834 34,839 35,009 29,522 -2.94% 

七美機場 25,017 25,035 25,813 25,980 18,518 -7.24% 

恆春機場 2,448 2,212 1,684 768 - - 

屏東機場 2,421 - - - - - 

望安機場 2,293 2,559 2,663 2,575 1,765 -6.33%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民國 100-104 年民航統計年報 

除機場整體發展策略及定位須重新檢討，機場之空間分布，應配合配合整體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布局，提升國際、區域之競爭力。尤其，行政院以及國發會推

動之創新產業，影響臺灣產業活動空間結構之供需，因此，機場的投資區位，配

套措施需連結國家重大政策做滾動式檢討，而非以資源分配方式平均配置。機場

發展定位應考量所在地之區域發展優勢、周邊都市發展情形等條件，並結合周邊

地區產業發展，強化聯外運輸及接駁系統，發揮國際空港優勢，整合周邊土地整

體利用，帶動各區域有效發展。 

表4-14 國際機場用地面積表 
機場 評等 總面積（公頃） 

桃園機場 特等 1,223 

臺北松山機場 甲等 213 

高雄國際航空站 甲等 265 

臺中國際機場 乙等 1,800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全國國土計畫-運輸部門發展策略（初稿），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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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建設應就實際成本效益、財務能力，及替代管理作為等層面整體規劃決

策 

地方政府對於新建或改建交通建設之經費需求高，爭取交通建設時，恐未考

量實際需求及成本效益，產生交通設施過度投資或者不效率；交通建設應就實際

成本效益、財務能力及替代管理作為等多種層面進行評估，而重大交通建設更應

以跨行政區界之尺度做為考量，並配合國土空間發展後，再進行整體規劃決策，

以避免資源的浪費。 

三、新運輸科技及模式對於交通運輸設施及場站之長期用地需求將產生重大衝

擊 

隨著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新運輸科技及服務模式也不斷產出，包括自動車、

車聯網、共享交通等發展，影響交通運輸及空間使用模式，同時衝擊現有相關法

令制度；政府應該儘快因應運輸科技的發展，考量衍生之運輸設施、場站、空間

等各種需求，並提出相對應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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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氣候變遷衝擊 

3-1 運輸系統與土地使用計畫整合不足、大眾運具使用率低、大眾運

輸接駁與轉乘服務不足，不符合節能減碳與綠色人本交通的永續

發展目標。 

在全球節能減碳之環境發展趨勢下，為改善生活環境品質、降低能源消耗及

碳排放之綠色、永續運輸已為各國運輸部門發展主軸，我國亦力推永續綠色運輸

之交通模式，持續推展公共運輸及綠色運輸服務，包括：客運、軌道、自行車等，

然我國整體大眾運具使用率仍屬偏低之情形。 

大眾運具使用率雖逐年有所成長，然而除北北基地區外，其餘地區目前大眾

運具使用率仍偏低，根據民國 104 年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結果，104 年臺

灣地區公共運輸市占率 16.0%，就縣市別觀之，以臺北市(37.4%)最高，基隆市

(33.7%)次之，新北市(31.4%)再次之，桃園市(13.0%)及臺中市(10.0%)分居第 4 及

第 5，而以花蓮縣及嘉義市較低，均為 3.7%。 

 
圖4-20 臺灣地區歷年公共運輸市占率示意圖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民國 104 年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 

北部地區公共運輸系統服務較為完善，包括高鐵、臺鐵、捷運、客運系統等，

且市區停車困難，因此較多民眾願意選擇大眾運輸作為外出運具；而其餘縣市公

共運輸系統較難無縫接軌，且生活空間較為分散，民眾大多傾向使用私人運具。

根據調查，民眾外出未搭乘公共運具之原因，以開車（或騎車）較方便占 48.8%
居首，距離車站（包括各種公共運輸車站）太遠占 33.2%次之，外出之目的地很

近，不需交通工具占 18.9%再次之，其餘還有班次時間無法配合（含班次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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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及候車或換車時間較長(10.3%)等原因。欲提高大眾運具之使用率，應先

探究影響民眾選擇大眾運具之因素，優先進行改善並提出吸引民眾搭乘大眾運具

之策略。同時，降低私人運具過於方便之誘因，以提升民眾搭乘大眾運具意願。 

表4-15 民國 104 年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表 
運具別 

 
縣市別 

綠運輸（公共及非機動運具） 
市占率(%) 

公共運輸 
市占率(%) 

非機動運具 
市占率(%) 

臺灣地區 27.1 16.0 11.1 

臺北市 58.0 37.4 20.6 

基隆市 45.2 33.7 11.4 

新北市 44.3 31.4 12.9 

桃園市 21.8 13.0 8.8 

臺中市 18.1 10.0 8.1 

新竹市 17.6 8.7 8.9 

高雄市 16.4 7.9 8.5 

新竹縣 14.8 7.8 6.9 

宜蘭縣 18.3 7.6 10.7 

苗栗縣 14.1 6.6 7.5 

彰化縣 15.7 6.1 9.6 

屏東縣 15.2 5.9 9.2 

澎湖縣 15.6 5.8 9.8 

臺南市 13.7 5.5 8.2 

雲林縣 18.3 5.3 13.0 

嘉義縣 16.3 5.2 11.1 

南投縣 14.5 4.5 10.0 

臺東縣 12.9 4.0 8.9 

花蓮縣 14.4 3.7 10.7 

嘉義市 13.0 3.7 9.3 

金馬地區 19.9 8.8 11.1 

連江縣 29.7 11.0 18.8 

金門縣 19.2 8.6 10.5 

說明：綠運輸系統包括非機動運具（如：步行、自行車）及公共運具（如：公車、捷

運、火車、高鐵等）。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處，民國 104 年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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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空間規劃及政策未周詳考量災害風險、水資源的配置與供給及對

產業、聚落發展的影響。 

臺灣四面環海、中央山脈矗立高聳，山坡地、平原地區時常面臨颱風、暴雨

導致的山崩地滑、土石流等天然災害。同時，氣候變遷之影響，海平面上升、極

端氣候頻率增加，更深化國土沿岸潛在的災害風險，危及產業及聚落之安危。再

者，產業及人民居住的聚落並無妥善的做好空間配置，而暴露於上述風險中；另

外，部分聚落、亦位處水資源敏感地區，對於水資源之品質、供給街造成影響。 

下圖 4-21 顯示北部災害潛勢地區，包含一級災害敏感區（係指特定水土保

持區，主要河川亦屬於一級災害敏感區之範疇）；二級災害敏感區（包含嚴重地

層下陷地區、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活動斷層）、土壤液化潛勢區。

另外，透過資源利用敏感區之區位指認，分析其與產業、主要聚落之空間關係。 

此示意圖顯示，臺北市、新北市多處都市計畫區有土壤液化之風險，同時臺

北市部分地區位處於二級災害敏感地區；基隆市大部分土地位於土壤液化潛勢地

區；宜蘭、新竹多數都市計畫區土地位於土壤液化潛勢地區。產業用地方面，桃

園、宜蘭沿岸除了受到海平面上升之威脅外，也位暴露於土壤液化之風險。 

圖中資源利用敏感地區包含：飲用水源水質保護區、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區。該區與現行都市計畫地區亦有多處重疊之處，臺北

水源特定區雖屬於具保育性質之都市計畫保護區，然其都市計畫人口超過三萬人，

對於水資源之品質恐造成影響，另外，在新竹、桃園都市計畫地區亦能見到相同

空間上競合之疑慮。 

水資源對於製造業是不可或缺的自然資源，北、中、南部區域總用水量較高

之主要產業為電子零組件、機械設備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及金屬製品，水

量需求將近百萬噸；總用電量較高之產業主要為電子零組件、機械、化學工業、

食品業，及金屬製品，電量需求達千萬千瓦左右。南部地區因曾文、烏山頭、南

化水庫調節供應問題，目前供水調配漸出現缺口。東部區域則以非金屬礦物製品

製造業為主要用水用電對象。無論是以既有產業或五大創新產業之基礎設施需求

量來看，其用水量及用電量皆屬北中南東部區域最高，東部最低。 

綜觀上述分析，北部部分產業用地、聚落之空間配置顯然與災害敏感地區產

生競合關係，恐危及人民人生安全及財產權；現行人口聚集地位於水資源利用敏

感地區，恐危及水資源之品質與供給。同時，水資源為重要之產業基礎設施，然

部分地區仍然因其地方產業發展而有缺水之困境。因此，因應氣候變遷、極端氣

候以及水資源之稀少性，國土空間之合理配置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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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1 北部區域災害潛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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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熱浪及都市熱島效應導致用電需求提高，對能源供需產生衝擊。 

因人為活動所排放之溫室氣體，逐漸導致全球氣候變遷，歷年平均氣溫持續

升高，對於人類生活環境及自然環境皆造成衝擊。我國近年來之年平均溫度已逐

漸高於百年(1901-2000)溫度平均值（詳參圖 4-22），其中前 10 名高溫有 8 年集中

於近 10 年間（詳參表 4-9），更於民國 105 年達歷年最高溫，相較過去百年氣候

平均值高出 1.35℃，顯示近年的溫度上升趨勢（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民國 105 年）。 

 
圖4-22 我國 1901-2016 年 13 個平地代表測站之溫度距平時間序列圖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民國 105 年 

表4-16 我國 2007-2016 年 13 個平地代表測站之年平均溫度表 
單位：攝氏度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民國 105 年 

而根據民國 95-104 年用電需求統計，可以發現我國用電需求呈現上升趨勢

（詳參圖 4-23）。關於用電需求方面，都市地區因人口稠密、產業聚集、都會型

態生活及都市熱島效應而使用電需求偏高。北部地區現況夏季用電高峰之電力負

載持續成長，而實際發電量卻不足以因應需求；中部地區供電能力最高，但用電

需求持續增加；南部地區民國 104 年尖峰負載時剩餘電力為 174 萬瓩，近年供電

能力大於負載需求（詳參表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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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3 我國民國 95-104 年用電需求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臺灣電力公司電力調度處民國 104 年資料繪製 

表4-17 台電北、中、南地區尖峰用電需求及發電實績 

年 度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北區用電需

求 
13560 14079 13255 13177 13840 13952 13700 13928 14358 14808 

北區發電實

績 
9652 11004 9751 10738 12362 11979 11476 11864 13016 11058 

尖峰輸送實

績(中送北) 
3908 3075 3504 2439 1478 1973 2224 2064 1342 3750 

中區用電需

求 
9063 9027 8660 8607 10097 9493 9279 9713 9491 10776 

中區發電實

績 
10214 10018 9483 9430 9626 9640 10257 10693 9933 13058 

尖峰輸送實

績(南送中) 
2757 2084 2681 1616 1949 1826 1246 1084 900 1468 

南區用電需

求 
9438 9685 9405 9227 9086 10342 10102 10317 10973 11436 

南區發電實

績 
12195 11769 12086 10843 11035 12168 11348 11401 11873 12904 

資料來源：臺灣電力公司電力調度處，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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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發電裝置及電容分布情形，顯示中部、南部地區供電源較為充裕，北部地

區供電能力於尖峰負載不足。而北部地區供電機組，包括高發電成本之協和燃油

發電廠及核一、二廠，考量經濟性及發電機組需定期檢修及偶有故障停機情事發

生，目前雖以中電北送、南電中送調度電力，然於中部用電需求逐步成長之情形，

未來對北區用電支援程度將下降，全國供電壓力將提高。且以近年國內產業經濟

發展及用電趨勢，經濟部能源局針對未來用電量進行推估，如圖 4-24 所示，全

國用電需求預估仍為持續成長。 

表4-18 民國 104 年台電北中南區地區尖峰用電負載情形 
區域別（依台電

全國電力調度

供電區域） 
縣市範圍 

淨尖峰能力（最

大供電量，單

位：萬瓩） 

尖峰負載（最大

用電量，單位：

萬瓩） 
餘裕 

北區 
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宜

蘭縣、桃園市、新竹市、新竹

縣及花蓮縣 

1331.4 萬 瓩

(34.1%) 
1382.3 萬瓩 
(39.4%) 

-50.9
萬瓩 

中區 花蓮縣、新竹縣、苗栗縣、臺

中市、彰化縣與南投縣 
1298.7 萬瓩 
(33.2%) 

1026.0 萬瓩 
(29.2%) 

272.7
萬瓩 

南區 雲林縣、嘉義縣市、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與臺東縣 
1277.2 萬瓩 
(32.7%) 

1103.2 萬瓩 
(31.4%) 

174.0
萬瓩 

總計 全國 3907.3 萬瓩 3511.5 萬瓩 395.8
萬瓩 

資料來源：臺灣電力公司電力調度處，民國 104 年 

 
圖4-24 民國 103~122 年全國總用電量預測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長期負載預測與電源開發規劃，民國 103 年 

然而，為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及國際間溫室氣體減量之趨勢，我國於民國

104 年 7 月 1 日發布實施《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長期減量目標為西元 205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西元 2005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50%以下。而現況溫室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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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排放量，歷年皆以能源部門為最大宗，且火力發電為其中主要之排放源（詳

參表 4-19）。 

表4-19 臺灣 1990 至 2013 年各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 
單位：千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近年國內環保意識抬頭，以及配合溫室氣體減量之目標，加上燃煤發電排放

氣體污染之疑慮（如：PM2.5 議題），目前以火力發電為主之能源發電結構恐須

進行調整，加上未來核能發電將逐漸退場的趨勢，以及再生能源供給比例仍屬少

數，能源供給來源可能減少，然而在用電量需求逐漸增加的情形，將成為能源供

給之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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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農地流失議題 

4-1 農地因轉用或違規使用，導致農地流失與破碎化；折損農地面積、

生產品質及農業經營環境，嚴重衝擊糧食供給安全。 

一、農地統計數量的變化 

根據行政院農委會民國 104 年農業統計年報的資料，我國農耕土地

(Agricultural Land Area)面積約為 79 萬公頃，相較於 16 年前（民國 88 年）的 85.5
萬公頃，約減少 5 萬 8 千公頃，為當時全國耕地面積的 6%（詳參表 4-20）。檢視

各縣市農地數量變化情形，可發現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高雄市、新竹市與

嘉義市農地減少的比例皆超過 10%（詳參圖 4-25）。另，透過面積變量圖

(cartogram)25呈現各縣市農耕土地面積衰減情形，若面積較原形狀差距越大者，

則表示衰減程度越高（詳參圖 4-26）。 

除了透過農業統計年報了解農地更迭的狀況外，同時藉由近 20 年的國土利

用調查得知農地變遷概況。根據西元 1995 及 2015 年兩次國土利用調查的成果，

檢視國土利用中農業使用的空間分布變化。透過圖資的疊合分析（詳參圖 4-27）
得知，近 10 年來農業使用地減少的區域，可以大致分為兩種趨勢。首先，農業

使用地的使用轉變主要集中於都會區周邊土地，以中部及南部區域較為明顯（詳

參圖 4-28）。其次，可以發現由於「蛙躍」的開發情形，導致農地零星轉用的現

象，以桃園台地、宜蘭平原及南投近山地區最為顯著（詳參圖 4-29）。而除了嘉

南平原外，幾乎已很少存在大範圍完整農業使用區域。 

  

                                                 
25 「變量圖」(Cartogram)是以面積展現主題屬性的差異。因此，其圖面之各屬性面積隨所欲表

示之主題屬性量大小而改變，在特定適當之應用情況下，「變量圖」具有較其他主題圖表現方式

更佳之資訊傳達功能（史天元、林建維，民國 1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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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 臺灣地區各縣市近 15 年農耕用地面積變化 
農耕用地面積（單位：公頃） 面積增減 

（公頃） 
增減比例 
(％) 民國 88 年 民國 104 年 

臺灣地區 855072.59 臺灣地區 796618.46 -58454.13 -6.84% 

臺北縣 34646.79 新北市 25324.45 -9322.34 -26.91% 

臺北市 3407.24 臺北市 3220.58 -186.66 -5.48% 

桃園縣 40304.7 桃園市 34726.33 -5578.37 -13.84% 

臺中縣及臺中市 57147.38 臺中市 49377.64 -7769.74 -13.60% 

臺南縣及臺南市 97802.56 臺南市 92829.75 -4972.81 -5.08% 

高雄縣及高雄市 53343.54 高雄市 47360.75 -5982.79 -11.22% 

宜蘭縣 27840.41 宜蘭縣 26888.38 -952.03 -3.42% 

新竹縣 30474.09 新竹縣 28062.91 -2411.18 -7.91% 

苗栗縣 35135.07 苗栗縣 33973.16 -1161.91 -3.31% 

彰化縣 65672.65 彰化縣 61799.29 -3873.36 -5.90% 

南投縣 66135.16 南投縣 65320.15 -815.01 -1.23% 

雲林縣 84386.76 雲林縣 80139.57 -4247.19 -5.03% 

嘉義縣 77144.09 嘉義縣 73451.45 -3692.64 -4.79% 

屏東縣 76456.46 屏東縣 70628.49 -5827.97 -7.62% 

臺東縣 47744.4 臺東縣 46966.56 -777.84 -1.63% 

花蓮縣 45915.96 花蓮縣 46083.82 167.86 0.37% 

澎湖縣 5539.89 澎湖縣 5659.41 119.52 2.16% 

基隆市 739.37 基隆市 735.28 -4.09 -0.55% 

新竹市 2686.07 新竹市 2242.07 -444 -16.53% 

嘉義市 2550 嘉義市 1828.42 -721.58 -28.3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行政院農委會農業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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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5 近二十年各縣市農耕用地減少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歷年農業統計年報繪製 

 
圖4-26 近二十年各縣市農耕用地減少面積變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歷年農業統計年報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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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7 西元 1995 至 2015 年臺灣地區農業使用變遷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國土測繪中心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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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4-28 西元 1995 至 2015 年臺灣地區都市周邊農業變遷情形—以臺中都會區及南高屏地區為例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國土測繪中心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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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4-29 西元 1995 至 2015 年臺灣地區建地蔓延影響農業變遷情形—以桃竹與宜蘭地區為例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國土測繪中心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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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地破碎化的現象 

如同前述農地變遷狀況所言，由於零星的變更使用情形，導致現存之農地較

為破碎、缺乏完整面積。為了進一步瞭解目前農地破碎程度，本計畫以全臺灣及

桃園市兩種不同尺度，以 GIS 為景觀格局分析之基礎平台，輔以景觀指數分析軟

件 Fragstats 進行分析，透過景觀指數量化數值描述農業使用及建成地型態的變

化。此外，景觀指數同時可以顯示地景變遷時，土地遭受的各種空間作用，如穿

孔、切割、碎裂、縮減、損耗等情形，以得知目前農地遭受破壞的程度。下文將

以嵌塊體數(Number of Patches, NP)、景觀形狀指數(Landscape shape Index, LSI)、
邊緣密度（edge density, ED）、平均最鄰近距離（Mean Euclidean Nearest Neighbor 
Distance Distribution, ENN_MN），描述農地利用地景變遷情形（詳參表 4-21）。 

表4-21 臺灣土地使用之景觀指數分析 
使用類別 指數 1971 年 2015 年 

農地 

NP 6268 11501 

LSI 154.8090 201.0905 

ED 5.7746 44.5579 

ENN_MN 129.1329 132.0257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嵌塊體總數(NP)，用來表示景觀中某一種土地使用類型的嵌塊體數量，當嵌

塊體數量越多，則表示景觀中的地物類型越零散，由民國 60 年至 104 年間臺灣

整體農地之嵌塊體數(NP)值增加顯示農地趨於破碎化之情形；農地景觀形狀指數

(LSI)升高且遠大於 1，意即嵌塊體形狀複雜、不規則化，推測農地坵塊已非完整，

加上各種開發的情形，導致農地不斷被切割，碎裂成多個塊體成多個塊體，且農

地破碎化程度與日俱增。農地的面積加權平均最鄰近距離(ENN_MN)有遞增情形，

區塊彼此間距離有愈來愈遠的趨勢，表示農地散布於各地，彼此恐非緊密相鄰。

而農地之景觀形狀指數(LSI)及邊緣密度(ED)值越大時，代表農地內的總邊長越

長，形狀變化較大，顯示農地坵塊日益遭受侵蝕，趨於破碎化之情形。 

以臺中市烏日區為例：可以發現民國 60 至 104 年農地不只減少且農地間的

距離變大，整體農地呈現更加零碎的樣貌（詳參圖 4-30）。進一步分析烏日區的

都市計畫。首先，烏日都市計畫的都市土地使用，住宅區之使用率為 68.29％，

現況之粗密度為每公頃 415.94 人，高於計畫之密度；工業區的使用率為 73.97％；

商業區的使用率則為 75.39％。而在王田交流道特定計畫區方面，住宅區使用率

為 68.96％，現況的居住粗密度為每公頃 331.74 人，已超出計畫之居住密度

(284.15)；工業區的使用率達 74.01％，商業區的使用率達 88.84％。整體而言，

烏日鄉之都市計畫區內發展尚均衡，因區位上近高速公路交流道，二級產業的發

展旺盛，鄉內許多二級產業用地使用非都市土地，造成環境問題及影響農業發展，

應加以注意（臺中市政府，民國 104 年）。經臺中市經濟發展局統計，截至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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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1 月底，列管中未登記工廠家數為 2,371 家，其中烏日區溪南地區為未登

記工廠設立聚集密度較高之區域。臺中市烏日區全區有九成以上之土地，皆劃定

為「特定農業區」，而如今多數土地呈現農、工、商混雜的使用情形，農地上有

許多零星工廠佇立。此現象已不符合農地農用原則，農地地景呈現破碎化。 

 

 

西元 1971 年農業使用 西元 2015 年農業使用 

圖4-30 西元 1971 年至 2015 年臺中市、彰化縣及南投縣農業使用土地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國土測繪中心資料繪製 

三、農地轉用的情形 

在農地的破碎化現象分析完畢後，本計畫將進一步探討造成破碎化的原因。

首先，透過地理資訊系統的疊圖分析與統計功能，建構出其土地使用變遷之轉置

矩陣（詳參表 4-22）。分別利用國土利用調查 1971 年 26及 2015 年之圖資，將其

轉換成網格資料後，歸類為農業使用地、建成地及自然地等三種類型，並藉由疊

圖分析功能歸類出各種土地使用變遷之面積與比例。 

檢視近四十年來我國的農業使用面積更迭情形（詳參表 4-22）。首先，若以

兩個年代農業使用地來看，仍維持農業使用的地區約六成，其餘皆轉用為建成地

及自然地(14.85%、24.38%)，總體而言大致減少了不到兩成的農業使用地(16.26%)。
                                                 
26 西元 1971 年之國土利用調查，係指農林航測所於民國 60~70 年間配合航空照片進行土地利

用調查，其中平地之調查有 1971 年與 1977 年兩版本，而山坡地與保安林之調查時間則多為

1973 年（李俊霖，民國 97 年）。因此，本計畫 1971 年之土地利用調查資料主要以 1971 年之平

地與 1973 年之山坡地與保安地為主。然而，此次調查並非遍及全島範圍，故在分析時適時配合

1995 年內政部地政司之土地利用調查進行補充，先以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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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建成地的面積隨著我國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在四十年間成長近五成

(51.07%)，而其轉換成其他使用則各佔約四十年前的兩成(20.77%、21.52%)。最

後，自然地維持原使用的比例最高(90.15%)，而其轉為農業使用的比例(6.58%)較
建成地高(3.26%)。 

若檢視 2015 年農業使用地之各類組成占比（詳參表 4-23）。首先，約莫七成

的土地自四十年前即為農業使用，增加的農地中約有五分之一是由自然地轉換而

來(21.15%)，顯示我國的農業使用逐漸延伸至自然地。其次，建成地的組成中僅

有不到四成為原有之建成地 (38.2%)，其餘為農業使用地 (38.82%)及自然地

(22.96%)轉用而來，且自農業使用地轉換為建成地的比例(38.82%)高於原有之建

成地(38.2%)，顯示農業使用地大量轉用的情形，恐危及我國糧食安全與生態系統

服務之平衡。 

表4-22 近四十年(1971-2015)臺灣土地使用現況變遷表（1971 轉用比例） 
單位：平方公里 

To 
From 

農業使用 
a/d 

建成地 
b/d 

自然地 
c/d 

總計 
d=a+b+c 

農業使用 5536.18 1353.33 2221.58 9111.09 
60.76% 14.85% 24.38% 100.00% 

建成地 479.20 1331.74 496.67 2307.61 
20.77% 57.71% 21.52% 100.00% 

自然地 1613.88 800.34 22107.74 24521.96 
6.58% 3.26% 90.15% 100.00% 

總計 7630.08 3486.14 24826.45 35942.66 
增減情形 
(a/d)-1 -16.26% +51.07% +1.24% -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表4-23 近四十年(1971-2015)臺灣土地使用現況變遷表（2015 組成比例） 
單位：平方公里 

To 
From 農業使用 建成地 自然地 總計 

農業使用 
x/t 

5536.18 1353.33 2221.58 9111.09 72.56% 38.82% 8.95% 
建成地 
y/t 

479.20 1331.74 496.67 2307.61 6.28% 38.20% 2.00% 
自然地 
z/t 

1613.88 800.34 22107.74 
24521.96 21.15% 22.96% 89.05% 

總計 
(t=x+y+z) 

7630.08 3486.14 24826.45 35942.66 100.00% 100.00%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四、都市及周邊地區的農地概況 

經前述各項分析後，由農地數量變化得知農地逐漸衰減，且可以發現破碎化

的現象，並進一步瞭解破碎化程度及農地轉用情形。近年來，氣候變遷的影響日

漸加劇，包含極端降雨導致水災的問題，以及糧食安全的需求…等課題逐漸受到

關注。而農地具有糧食生產、氣候調節、涵養水源、生態、景觀…等多元功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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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然在現今都市快速發展的情況下，都市的擴張已導致農地面積的縮減。因

此，以下討論將進一步聚焦至都市周邊地區的農地，並以桃園市及臺中市為主要

案例。 

首先，如民國 60 年至 104 年農地轉用面積彙整所示（詳參表 4-24），兩者於

四十年間農地轉用的總面積皆超過 4 萬公頃。其中，位於桃園市及臺中市都市計

畫區內農地轉用的面積分別為 9,476 公頃與 12,659 公頃；而都市周邊地區農地轉

用的面積也分別高達 33,948 公頃、31,859 公頃。以農地面積地轉用情形與比例

而言，接近都市周邊的農地面積減損之情形是否更為顯著？爰此，以下將針對都

市計畫區及周邊地區之農地轉用面積、比例進行探討。 

依據表 4-24 計算的結果，都市計畫區內農地轉用面積占都市計畫區總面積，

桃園市及臺中市分別為 54%、40%；計畫區周邊農地轉用比例為 33%及 14%。兩

縣市之都市計畫區內農地轉用面積比例，皆大於都市計畫區以外之地區。由此推

估，越接近都市計畫區之農地，轉用情形較其他地區明顯，且現行都市計畫區內

農地轉用情況亦十分顯著。若以圖面呈現農地轉用的情形，由圖 4-31、圖 4-32 可

得知，許多農地轉用緊鄰各都市計畫區之邊界。因此，農地轉用情形亦可能受到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影響。 

表4-24 民國 60 年至 104 年農地轉用面積變化彙整表 
轉 變 情 形 桃園市 臺中市 

民國 60 年至 104 年農地轉用總面積（公頃） 43,423.67  44,517.82  

計畫區內轉用面積（公頃） 9,476.06  12,659.36  

都市周邊地區轉用面積（公頃） 33,947.61  31,858.46  

都市計畫區內轉用佔都市計畫區總面積之比例(%) 54 40 

都市周邊地區轉用佔都市周邊地區總面積之比例(%) 33 14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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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 西元 1971 至 2015 年桃園都市計畫區及都市周邊農地變化情形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國土測繪中心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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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2 西元 1971 至 2015 年臺中都市計畫區及都市周邊農地變化情形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國土測繪中心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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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藉由農地數量及農業使用的變遷概況，得知我國農地逐漸衰減之趨勢。進一

步探究其原因，除了面積、數量的衰退之外，亦有破碎化的現象，農地上零星的

轉用及錯落的農舍、工廠，導致大面積農地的數量減少，且其他的使用影響農業

生產環境，使得農地品質與糧食安全受到威脅。另外，都市計畫區周邊的農地因

都市發展的壓力，使得農地轉用情形日益增加，使得農地數量持續下降，恐影響

未來糧食的供應。 

為了達成本計畫願景之安全糧食的供應，且站在維繫農地多功能價值的角度，

農地數量的持續衰退，除了將影響我國糧食供應的穩定與安全外，農地的氣候調

節、防洪蓄水、生態、景觀、文化等功能亦將受到衝擊。因此，為達成本計畫之

願景且具備調適氣候變遷的能力，農地轉用、破碎化的趨勢應須持續關注，並研

擬相關策略改善。 

4-2 農地持有成本低且變更利潤龐大，助長農地炒作，致農地價格過

高，因而降低耕作意願，農業環境破壞，不利農業永續發展。 

依《土地稅法》第 1 條所載，我國的土地稅分為地價稅、田賦及土地增值稅。

同法第 14 條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 22 條規定課徵田賦者外，應課

徵地價稅」，而未規定地價者或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及都市土地供農

業用地使用者，則依同法第 22 條課徵田賦。另外，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已規

定地價之土地需依同法第 28 條徵收土地徵值稅。因此，地價稅、田賦為我國土

地主要的持有成本，而土地增值稅為移轉時的交易成本。 

而農地的持有及交易成本主要為田賦及土地增值稅，然《土地稅法》第 39-
2 條規定：「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與自然人時，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

稅。」因此，農地的交易成本相較其他土地為低。除此之外，於民國 76 年依行

政院台七十六財字第 19365 號函釋停徵田賦至今。爰此，長期持有農地維持農用

幾乎無需負擔稅賦成本。 

另外，我國農地政策自民國 89 年《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後，已由「農地農

有、農地農用」調整為「放寬農地農有，落實農地農用」，不僅放寬承購農地的

條件，以及農地分割的面積限制，同時允許興建農舍。由於農地買賣不再限定身

份，加上農地持有成本相較低以及農舍興建的開放，使得農地交易熱絡。 

然而，農地市場的熱絡，亦導致農地價格上漲，以近年農舍爭議情形最為顯

著的宜蘭縣為例。其非都市地區農地單位價格走勢（詳參圖 4-33），雖然偶有短

暫跌勢，但從民國 101 年 8 月到民國 104 年 8 月間，宜蘭縣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漲幅為原來的 1.5 倍，都市農地的價格漲幅更超過 3 倍（詳參圖 4-34），相較於

全國的農地單位價格趨勢（詳參圖 4-35、圖 4-36），以及各縣市農地單位價格及

成交量（詳參附錄表附-8），可發現宜蘭縣因農舍致使農地價格上升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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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3 宜蘭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走勢 

單位：平方公尺/元新台幣 

資料來源：農委會，104 年度研究報告-農地及農舍交易價格資料研析，民國 104 年，頁 25 

 
圖4-34 宜蘭都市農地單位價格走勢 

單位：平方公尺/元新台幣 

資料來源：農委會，104 年度研究報告-農地及農舍交易價格資料研析，民國 104 年，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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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5 全國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走勢 

單位：平方公尺/元新台幣 

資料來源：農委會，104 年度研究報告-農地及農舍交易價格資料研析，民國 104 年，附錄頁 

 
圖4-36 全國都市農地單位價格走勢 

單位：平方公尺/元新台幣 

資料來源：農委會，104 年度研究報告-農地及農舍交易價格資料研析，民國 104 年，附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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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為農業發展的基礎，其具有多元的價值，包含生態多樣性、社會文化、

環境保育、涵養水源、糧食生產、防災…等多元價值，然於《農業發展條例》修

正後（詳參表 4-25），放寬農地農有及興建農舍的限制，使得一般大眾得以購買

農地興建農舍，農地的開發潛力被關注。然而，農舍的興建主要由所有權人申請

並依《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規定進行，由於缺乏整體的規劃及區位的指導，

致使農舍零星座落於農田之中。若未妥善處理生活汙水恐汙染灌溉渠道，且農舍

不透水的硬舖面影響地下水補注，降低農地的功能。農舍的開發不只影響農業生

產環境，同時導致農地價格持續上升，使得農業使用意願下降，恐不利於農業永

續發展。 

表4-25 《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後內容 
修正年份 修正後 

2000年 

放寬「農地農用」的基本政策，改以協助農村進行轉投資及農地變更利用。 

無自用農舍而需興建者，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於不影響農業生產

環境及農村發展，得申請以集村方式或在自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農業用地應確

供農業使用。 

無自用農舍而需興建者，該宗農地面積須達0.25公頃以上（但參加集村及於離島

地區興建農舍者，不在此限），經保留90％的用地面積作農業經營，始得申請在

自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 

屋用的單筆土地最少756坪，戶籍登記滿2年才能興建農舍，且完工5年後始能移轉

產權，樓高限制在十米以內。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我國缺乏整體鄉村規劃，生活空間與農業生產缺乏清楚的分界，影響農業生

產環境。加上農地持有成本相對較低，以及對於農舍興建的期待，使得農地價格

上升，降低農業生產意願，轉而關注農地開發潛力。同時，都市發展的壓力不斷

侵蝕農地，農地的轉用及農舍的座落，不僅影響農村景觀，亦衝擊農業生產功能。

因此，國土規劃應考量農地的多元價值及農業發展的永續，降低農地轉用的誘因、

提高農地農用的意願，以利農業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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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農地因地層下陷、受汙染等不利生產因素，未經規劃即被轉用為

綠能設施，造成農地非農用的情況日益嚴重。 

隨著全球能源的匱乏，以及氣候變遷的影響，於響應永續發展的浪潮下，再

生能源已成為能源產業發展重點。而我國近期能源政策亦積極推動再生能源發展，

其中太陽能光電與風力發電為主要發展重點，為達成非核家園之政策願景，需提

高再生能源之發電量，亦即對於再生能源發展之用地需求將上升。由於再生能發

展為政策鼓勵方向，農委會考量再生能源特性，認為其能兼具農業經營使用並供

發電用途使用，或可於其他邊際農業用地設置，因此於民國 102 年在《農業設施

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的農業設施項目中加入綠能設施並設置綠能設施專章（詳參

附錄表附-3、表附-4、表附-5、表附-6、表附-7）（農委會企劃處，民國 102 年）。 

於《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27 條規定具(1)結合農業經營(2)減緩嚴

重地層下陷地區之農業用地地層持續下陷(3)防止受污染農業用地栽植特定農作

物，三者條件之一得設置於農業用地。並考量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法公告之污染控制場址、污染整治場址或污染管制區之農業用地，其土

地生產力相對偏低，甚至無法從事農業使用，因此為活化此類邊際土地，於第 30
條同意其得免予檢附與農業經營使用相結合之經營計畫（農委會企劃處，民國

104 年）。 

目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民國 104 年 8 月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內不利耕

作得設置綠能設施農業用地範圍，共計 18 區，總面積 1,253 公頃（詳參表 4-26）。 

表4-26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內不利耕作得設置綠能設施農業用地座落範圍及面積 
編

號 
行政區 範圍 面積 

（公頃） 

1 雲林縣臺西鄉 以雲 3 鄉道以東、雲 114 鄉道以南、雲 114-1 鄉道以西、

有才寮大排水路以北之地區 75 

2 
雲林縣臺西鄉都市

計畫北側農業區 
以中華路以東、五港路 67 巷以南、臺西國中與臺西國小

以北、155 縣道兩側之地區 93 

3 
雲林縣臺西鄉都市

計畫南側農業區 
以馬公厝大排水路以東、文化路以南、新山寮排水路以

北、雲 155 縣道兩側之地區 39 

4 雲林縣臺西鄉 以新山寮排水路以東、光華小排三之九以南、光華中排

二以西、馬公厝大排水路以北之地區 30 

5 雲林縣臺西鄉 以中華路以東、東西快速道路臺西古坑線以南、雲 126
鄉道以西、舊虎尾溪以北之地區 116 

6 雲林縣四湖鄉 以防風林以東、林厝寮大排一以南、文化路以西、海子

寮排水路以北之地區 85 

7 雲林縣四湖鄉 以腳踏車步道以東、箔子寮水路以西、下崙排水之一以

北之地區 80 

8 雲林縣口湖鄉 
以南下崙小排一之十五以東、西下崙小排一以南、台 17
線道以西、南下崙小排一之二十四與南下崙小排三之十

七以北之地區 
135 

9 雲林縣口湖鄉 以台 17 線以東、民生路以南、雲 131 鄉道以西、雲 140
鄉道以北之地區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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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行政區 範圍 面積 

（公頃） 

10 雲林縣口湖鄉 以西口湖小排三以東、牛尿港分線以西、中正路 2 段及

新港分線兩側附近之地區 38 

11 雲林縣口湖鄉 以 164 縣道以南、台 17 線以北、雲 142 鄉道兩側附近之

地區 70 

12 雲林縣口湖鄉 以新港小給二以東、蚵寮小給三之二以南、牛尿港小排

以西、雲 131 鄉道兩側附近之地區 23 

13 雲林縣口湖鄉 以湖口村以南、尖山大排以西、鵝尾墩小給二以北之地

區 30 

14 嘉義縣東石鄉 以掌潭小給一之九以東、掌潭小給二之三以南、掌潭分

線以西、過溝大排以北之地區 80 

15 嘉義縣東石鄉 以掌潭小給三之五以東、嘉 18 鄉道以南、過溝大排以西

之地區 18 

16 嘉義縣布袋鎮 以過溝大排以東、東過溝小給一之十一以北、台 17 線兩

側之地區 42 

17 彰化縣芳苑鄉 
以大城北段海堤與新街海堤以東、新西路以南、北幹一

支十六輪一主給四小給及九小給以西、北幹一支十六輪

中排以北之地區 
17 

18 彰化縣大城鄉 以大城北段海堤以東、北幹一支十六輪中排以南、彰 155
鄉道以西、魚寮溪以北之地區 66 

總計 1,253 

資料來源：農委會，民國 104 年 

為達再生能源發展目標，現行面臨土地短缺的問題。雖優先使用不適生產之

邊際土地，然此種做法忽視農地之多元價值，僅關注農地生產功能。且綠能設施

以列為農業設施項目之一，其設置依《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以申請方式

進行，並未經過通盤考量規劃且缺乏區位之引導，恐對農業生產造成衝擊。因此，

在面臨再生能源發展土地需求的情形下，有賴於各部會之溝通協調，避免綠能設

施之設置與農業使用有所衝突。 

 
  



244 

第五節 環境保育議題 

5-1 臺灣因地形限制，河川豐枯差異懸殊，影響水資源的儲留，加上

極端氣候導致降雨型態改變、水庫集水區的不當土地分區與使用，

造成水資源的利用與調配益顯困難。 

我國屬於海島型氣候雖雨量豐沛，但因降雨時空分布不均、地勢高聳以及坡

陡流急，導致水資源的利用、管理與調配極具困難。各區域水資源供給條件不同，

且運送成本高，使得水資源使用具有高度的區域特性，例如：西南部地區雨量豐

枯期明顯，加上農業灌溉及養殖漁業等地方產業的大量用水需求，導致水資源的

供給直接影響產業發展。同時由於水資源的匱乏，因而有抽用地下水的情形，而

近來超抽地下水的現象亦致使災害及國土保安之疑慮。 

然而，我國水資源主要依各用水標的予以配給、提拱，如：農業用水、生活

用水以及工業用水，多以經濟活動或土地使用之需求供給水資源，並未於規劃前

考量該區域可供水量是否能支持此產業或使用，因而衍生水資源供不應求之窘境。

關於水資源之利用與調配應有因地制宜之策略，整體考量各區域供水能力（天然

水資源條件）、供水承載力（可容忍缺水風險下最大可供水量）、經濟發展需求、

土地使用方式及供水設施規模等，將有限資水資源進行最有效率之使用。 

目前已有相關研究利用各項缺水指標與環境條件，設定不同區域的危害度並

計算缺水風險度，以水資源風險地圖評估水資源問題的熱點區域（洪念民等人，

2013）。由此可見，水資源之供給及調配策略已有空間概念出現。以下茲就我國

北、中、南、東各區域之水資源使用相關議題進行說明。 

一、北部區域 

北部都會區擁有全國 2/3 的人口，近年因高科技產業群聚、產業轉型效應、

都市化效應、土地利用及社會經濟環境快速變化，水資源管理日趨複雜，又面臨

氣候異常，如：此區原為冬、春季多雨，然於民國 91 年及 92 年春季卻發生缺水

的現象。據相關研究成果顯示，此區年降雨量增加、降雨日數減少、降雨集中，

若水源調蓄設施不足，將提高水資源調配困難度，亦對缺水忍耐能力相對低之產

業如：科技業及工業造成嚴重損失（經濟部水利署，2009a）。而亦有研究顯示北

部都會區雖暴露於較大之缺水風險下，因供水系統之危害與脆弱度很低，使供水

系統整體之缺水風險並不顯著，但若考慮氣候變遷影響之風險差異，桃園市楊梅

區、基隆市汐止區及新北市板新地區均為缺水風險之熱點區域（國發會，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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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7 北部區域平水年地下水補注量與使用量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多元化水資源經營管理方案政策評估說明書，民國 95 年 

表4-28 鑑別熱點及風險成因 
高風險地區（熱點） 風險描述 造成風險之類型 
基隆、臺北 降雨豐枯差異增加，造成枯水期之供水不足 危害 

新北、臺北、桃園 極端降雨導致原水濁度過高、超過淨水場處理能

力，進而導致自來水無法飲用或停水 
危害 

桃園 人口密度的提高，造成生活用水缺水的風險增加 暴露 
基隆、新北、桃園 水資源設施不足 脆弱度 
臺北、新北、桃園 整合性管理彈性不足 脆弱度 

資料來源：國發會，北部都會區氣候變遷調適整體規劃（稿），民國 104 年 

二、中部區域 

中部區域水資源面臨問題可區分為一般性問題及區域性問題，前者為我國各

區域一致面臨的問題如：氣候變遷影響水資源利用、用水環境不佳、用水效率待

提升等問題；後者則為中部區域之問題，如：雲林、彰化地區各標的用水過度依

賴地下水，長期超抽造成地層下陷，及未來工業用水大幅成長，將成為本區域用

水成長壓力最大來源等（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5 年）。 

表4-29 雲彰地區地下水管制區及地層下陷面積比較表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臺灣中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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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7 中部區域各地區工業用水成長示意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臺灣中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民國 105 年 

三、南部區域 

我國降雨量在時間及空間上皆分布不均，南部區域豐枯水期尤為懸殊，降雨

量比率約為 9：1。高屏溪豐水期水量豐沛，然缺乏大型蓄水設施蓄豐濟枯援，致

枯水期須仰賴移調農業用水或河川保育用水支應，甚至由臺南或屏東連通管跨區

支援，水源調度甚為複雜。受限於目前淨水場及輸水管線能力尚不足以北送供應

南化水庫供水區，故尚難進行整體水資源聯合運用，當面臨緊急缺水情況時，亦

難以進行地區間之水源調度支援（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0 年）。目前南部區域

仍存在供水缺口，且因應新的產業園區開發計畫，預計產業用水需求量將增加，

將持續透過相關的改善工程及水資源開發計畫，提升地方水源供給能力（經濟部，

民國 106 年）。然由於南部區與降雨豐枯懸殊之限制，且水源調度不易，未來開

發行為應慎選區位，評估水資源開發、調配等情形，避免位於水源供應短缺之虞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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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0 南部區域各期程自來水系統水源需求量 
單位：萬噸/日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臺灣南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民國 106 年 

四、東部區域 

依據《臺灣東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稿）》現況資料顯示，東部地區

由於地下水資源充沛，在無氣候變遷之情境下，適量開發便可滿足用水之需求（水

利規劃試驗所，民國 101 年 a）。若有缺水情況則為氣候變遷之影響，惟影響不

大，東部未來水資源經理基本研究即可補足水資源供需缺口（洪念民等人，民國

102 年）。下表為花蓮及臺東地區各期程計畫總需水量之推估。 

表4-31 花蓮地區各期程計畫總需水量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臺灣東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稿），民國 101 年 

表4-32 臺東地區各期程計畫總需水量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臺灣東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稿），民國 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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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8 我國各區域面臨水資源議題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經濟部水利署以脆弱度及危害度為依據推估我國民國 120 年各水資源分區

用水缺水風險，研究發現氣候變遷確實提高缺水風險，其中生活用水及工業用水

缺水風險相對高，且缺水風險有區域差異性等現象（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

所，2013）。 

我國除南部地區水文條件較其他區域更嚴苛，各區域面臨之水資源議題大致

相同，均有降雨豐枯期顯著、蓄水不易之問題。當各區域都蓄水不易時，水資源

使用之差異主要反映於供水設施的供給能力及區域用水需求。土地使用決定水資

源之使用需求，然我國過去之土地使用未能從水資源供給、土地容受力等角度思

考，故常有水資源供不應求之情況。未來配合《國土計畫法》之實施，應以水源

供應量為規劃各區域土地使用方式的限制條件之一，評估氣候變遷對於水源供給

之影響，計算各區域的可供水量，於各區域內之供水限度進行適宜之土地使用，

以避免水資源供應不足之窘境，達水資源最有效利用。 

• 擁有我國2／3人口
• 缺水忍耐能力較弱之
產業高科技業

北部地區
• 雲彰地區長期超抽地
下水造成地層下陷

• 工業用水為本區用水
壓力最大來源

中部地區

• 地下水資源充沛
• 適量開發可滿足需求
• 缺水情況為氣候變遷
之影響

東部地區

• 豐枯水期降雨量懸殊
比例9:1

• 缺乏大型蓄水設施

南部地區

雨量豐枯懸殊 東北季風降雨

中部地區平均年雨量

2,143毫米

南部地區平均年雨量

2,518毫米

北部地區平均年雨量

2,952毫米

東部地區平均年雨量

2,546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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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9 臺灣地區（含離島）各水資源分區生活用水缺水風險地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臺灣地區各水資源分區因應氣候變遷水資源管理調適

能力綜合研究，民國 102 年 

 
圖4-40 臺灣地區（含離島）各水資源分區工業用水缺水風險地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臺灣地區各水資源分區因應氣候變遷水資源管理調適

能力綜合研究，民國 1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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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1 臺灣地區（含離島）各水資源分區農業用水缺水風險地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臺灣地區各水資源分區因應氣候變遷水資源管理調適

能力綜合研究，民國 102 年 

我國降雨量豐沛，然換算每人每年可分配之降雨量，僅有世界平均值的 1/5
倍，水資源相對匱乏。近年隨著氣候變遷的影響，極端天氣發生頻率增加，降雨

型態改變，如：降雨日數減少及降雨強度增強，使河川豐枯期流量差異增大，影

響水資源供給的穩定。在此情形下，原已存在水資源豐枯期懸殊之河川，使枯水

期供水不足之狀況更顯著，增加水資源調配的困難。 

依水利署針對我國短、中、長期雨量變異趨勢之推估結果，短期內降雨枯水

期變異較明顯，長期變異趨緩，然豐水期降雨變異隨時間變化降雨逐年增多，豐

枯期雨量差異未來將逐年加大；另依降雨異常對臺灣地區水資源管理之推估結果

來看，短期而言，地下水補注量將減少 8.0％，攔河堰供水量則減少 14.9％，水

庫運用量則因其本身具調蓄功能較無影響（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98 年）。因此，

面對氣候變遷之威脅，各區域如何將有限之水資源做最有效之使用，以及如何研

訂可穩定供水之調適策略，為我國國土空間規劃亟需面對之課題。 

表4-33 臺灣地區短、中、長期雨量變異趨勢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建設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白皮書，民國 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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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4 降雨異常對臺灣地區水資源管理之影響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水利建設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白皮書，民國 98 年 

土地使用議題為水資源保育重要的一環，土地的使用不當除了會增加環境的

負荷，導致災害風險的增加，亦會使水資源遭受汙染、供應受到影響，因此土地

使用管理直接影響水資源的保育與使用。 

我國河川上游的土地使用狀況，普遍存在開發過度的現象，在管理相對嚴謹

的水庫集水區域內亦同。以我國石門水庫集水區的開發狀況為例：該區域內的道

路系統以台七線（亦即通稱的北橫公路）為主幹，並以縣、鄉道與產業道路連結

該區域內的各聚落，而地區聯外道路的提供，卻吸引各式開發活動進入，例如：

農業與觀光遊憩業。然因各管轄機關的管理效率不及開發速度，導致該地區開發

量體超過區域的土地容受力，進而使該地區在強降雨來臨時易產生山崩、土石流

的狀況，大量的土石的崩落除了導致災害來臨時原水濃度增高外，也使水庫蓄水

能力大幅下降。 

該區域內的桃園縣復興鄉，為我國北部高冷蔬果的重要產地，而從事農業生

產的過程中，無論是土壤的改良行為、培育過程中的施肥與用藥防治過程，稍有

不慎便可能隨著降雨流入水庫，使得水庫水體遭受污染，影響水資源使用並增加

處理成本。 

目前水庫集水區土地使用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行政院農委會、原民會、

經濟部與地方政府…等，在單位權責劃分未清與協調不足下，導致水庫集水地區

的土地使用管理出現問題。各單位應在維護區域內居民的生活與財產權益保障下，

提出一套有效率的管理方針與策略，針對道路興闢、建築開發活動、農業生產活

動或觀光遊憩活動，進行有效率的控管，藉以有效解決水庫集水區內經濟活動與

資源保育出現的衝突，並消弭過往因水庫集水區域內土地使用管理不當，造成的

水資源破壞情事。依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針對石門水庫集水地區進行崩塌調

查（詳參表 4-35），可得知集水區域內崩塌所在地與人為活動有相當程度關係；

此外，依據監察院民國 96 年針對石門水庫集水區水土保持所提出的專案報告，

亦指出該區域內的在管理機制上缺乏整體規劃，應加強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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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5 石門水庫集水地區崩塌調查 

崩塌分布

子集水區 
崩塌面積

（公頃） 崩塌比例 崩塌率 
河岸 道路 人 為

用地 
人為用地 
（含竹林） 

範圍 40 公尺內 

水庫庫區 120.38 17.1% 0.46% 54.1% 43.2% 25.8% 47.1% 

三光溪 50.73 7.2% 0.48% 41.2% 14.4% 16.0% 22.3% 

玉峰溪 146.70 20.9% 1.84% 39.6% 24.0% 41.6% 60.2% 

白石溪 208.21 29.6% 1.73% 63.6% 0.9% 5.8% 7.7% 

泰崗溪 176.98 25.2% 0.89% 33.5% 12.1% 3.7% 17.4% 

全集水區 703 100% 0.92% 47.7% 16.9% 16.7% 28.9%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石門水庫土砂災害問題分析，民國 94 年 

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於民國 95 年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通過

後，開始針對集水區內進行管理，同時並辦理「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

該計畫自分為第一階段(95-98)與第二階段(98-106)兩階段，計畫共分為五大整治

計畫單元，而於上游集水區治理計畫單元中，便提到土地使用管理項目（詳參圖

4-42）。於該治理計畫執行期間民國 99 年梅姬颱風後，針對集水區內進行調查，

發現區域內裸露地面積有效減少（詳參表 4-36），透過治理計畫執行前後比對，

不僅可以提供計畫執行成果的驗證，亦可透過計畫地辦理來建立系統性的管理策

略，提供其他計畫之參考。 

 
圖4-42 集水區治理計畫單元之土地使用管理項目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網站，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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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6 集水區山坡地治理成效調查 

崩塌分布子集水區 
山坡地崩塌面積（公頃） 

裸露地減少率 
艾利颱風後(93.11) 梅姬颱風後(99.11) 

水庫庫區 77.7 48.66 37.37 

三光溪 6.47 6.82 -- 

玉峰溪 130.77 37.4 71.4 

白石溪 21.52 9.33 56.64 

泰崗溪 31.78 24.63 22.5 

全集水區 268.24 126.84 52.71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網站，民國 105 年 

從石門水庫集水區之案例觀之，若要確保水庫的營運期限，除須改善水庫本

身的硬體條件與周遭環境工程的治理外，更重要的就是土地使用管制檢討的配合，

方可使集水區域內各項生產活動受到控管，避免已受破壞的集水區域加速惡化。 

5-2 山坡地保育區內部分農牧用地及宜農地，土地利用型態超出其環

境容受力，致增加災害風險及影響水源品質。 

我國國土五大地形中，山地與丘陵的比例佔國土面積超過四成，其中山地所

佔面積最廣，而丘陵地主要位於中央山脈以西。早期因快速都市化及工業化，蓬

勃的經濟發展與人口增長，導致都市與鄉村地區之農地使用，逐漸被住宅或工廠

取代，而農業使用朝向丘陵地區發展。檢視早期的農耕用地變遷研究，民國 78
至 90 年我國各縣市之農耕用地持續減少，唯獨南投及花蓮縣因都市發展壓力相

對較小，以及山坡地從事農業使用的現象，使其耕地面積不減反升（財團法人環

境規劃與城鄉研究文教基金會，民國 93 年）。 

近年來，隨著氣候變遷、極端氣候的發生，山坡地災害事件頻傳且影響逐漸

加劇。山坡地農業超限利用的情形，使得水土不斷流失無法因應風災及極端降雨，

每年維繫各項水土流失之經費龐大，為未來國土保安之一大隱憂。為了探究近年

我國山坡地農業使用的分佈情形與超限利用概況，以下將先針對我國山坡地土地

使用之相關法規議題進行討論。其次，將探究山坡地農業的發展背景、分布範圍

及更迭情形，並瞭解各類超限利用定之現象。最後，透過各種環境敏感地區之圖

資套疊，得知農業使用與環境敏感地區重疊情形。以下各項分析皆透過國土繪測

中心所提供的土地使用現況圖資進行。 

一、山坡地用地編定與分區課題 

我國山坡地土地大多位於非都市地區，其土地使用受《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管轄，並透過 11 種使用分區及 19 種使用地進行管制。然而，非都市土地

於第一次進行使用地編定時，主要以現況編定的方式進行，缺乏計畫分區引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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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發展的概念，導致區域計畫無法有效發揮指導非都市土地之功能。且《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附表一正面表列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

細目，只要符合其所列載便可進行使用，而未對環境容受力進行評估，使得山坡

地的負載持續增加。 

若以南投縣仁愛鄉清境—廬山地區的開發情形為例。首先，透過國立中央大

學於民國 104 年之衛星影像，可看見該區域有許多中、小型面積的農業使用遍佈

於清境地區，建物分佈則夾雜其中（詳參圖 4-43 (a)、(b)）。其次，該區域之使用

分區及土地使用編定，以山坡地保育區與森林區，以及農牧用地為主（詳參圖 4-
43 (c)、(d)）。若進一步將尺度放大至清境遊憩區、台十四甲沿線與周邊建成地遍

佈之區域（詳參圖 4-44），可發現建成地主要為民宿使用，且因景觀與交通需求，

多分布於山稜線及公路沿線區域（詳參圖 4-45）。如同圖 4-62 所示，多數民宿分

佈於農牧用地之上，使得該地區雖為農牧用地，但所呈現的地景卻以民宿為主。

而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一所載，農牧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

使用細目，容許農舍使用且可經營民宿。 

因此，雖然清境地區之民宿使用皆符合規範，但該地位處於海拔 1,500 至

2,000 公尺之高山地區，且位於濁水溪之上游為萬大水庫重要集水區，環境較為

脆弱敏感，加上觀光發展所帶來的衝擊，恐超出其環境承載範圍。以此案例而言，

無論位於森林區或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的使用管制沒有太大的差異，使用分

區未能有效引導土地使用，導致土地使用可能有超出環境容受力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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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清境—廬山地區衛星影像現況 (b) 清境—廬山地區建成地分佈概況 

  

(c) 清境—廬山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d) 清境—廬山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 

圖4-43 清境—廬山地區現況與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議題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國立中央大學、內政部營建署及國土測繪中心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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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4 清境地區衛星影像現況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國立中央大學資料繪製 

 
圖4-45 清境地區建成地分佈概況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國立中央大學、國土會測中心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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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6 清境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建成地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國土繪測中心及內政部營建署資料繪製 

 
圖4-47 清境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及建成地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國土繪測中心及內政部營建署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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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坡地農業的經營型態 

隨著我國平原地區農地，因都市化與建成地擴張而逐漸縮減，山坡地開始成

為新的農業發展範圍。然而，這樣的使用型態漸漸造成山坡地保安的威脅。山坡

地農業的經營方式以種植農作物為主，其次為農牧綜合經營。目前重要的山地農

業有溫帶水果、高山蔬菜、高山茶、山葵及檳榔…等作物的生產。另外，近年來

休閒農業蓬勃發展，山坡地農業與休閒遊憩結合經營，成為山坡地農業的新型態。

山坡地的經營型態越來越多元，但也因濫墾、濫建以及超限利用的情況，引發許

多負面的爭議。 

我國山區主要為陡峭的高山地形，加上地質的特性，在颱風、豪雨來臨時，

便已容易發生坡地災害，而人為的山坡地開發活動，若未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

維護，將加重坡地災害的影響程度（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11）。而最近山

坡地的農業使用逐漸超出土地可利用限度，且未能落實水土保持相關規定，導致

逢雨成災造成嚴重的損失。 

山坡地因日夜溫差大，使得作物品質普遍較平地農業佳，且農業的經營提供

當地居民就業空間與機會，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的可能，然仍不能忽視其對於生態

環境的衝擊及國土保安的疑慮（詳參表 4-37）。因此，於面臨經濟發展與國土保

育的抉擇時，應考量國土的永續發展，權衡兩者試圖找出可行的發展途徑。 

表4-37 山坡地農業的優缺點比較 

優
點 

1. 山坡地日夜溫差較大，所生產的作物品質較佳。 
2. 提供生活與就業的空間與機會。 
3. 帶動山地休閒農業，促進山村經濟發展。 

缺
點 

1. 破壞地表覆蓋，加速土壤沖蝕，降低土地生產力，衝擊生態環境。 
2. 增加崩塌、地滑及土石流發生頻率，威脅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3. 栽培農作物，施用農藥肥料，污染水源，破壞溪流生態環境。 
4. 農耕導致嚴重土壤沖蝕，增加洪峰流量，淤積水庫，衍生水資源問題。 
5. 破壞生物棲地環境，降低生物多樣性。 

資料來源：李明仁，民國 104 年 

三、山坡地農業分佈概況與增減情形 

為瞭解我國山坡地農業使用的概況，本計畫利用國土測繪中心民國 104 年的

國土利用調查圖資，盤點目前農業使用的分佈現況，並套疊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民

國 101 年頒布之全臺山坡地圖資（詳參圖 4-48）27，試圖找出山坡地農業的區位。

如同圖 4-49 所示，山坡地農業主要位於山麓交接地帶，接近平地農業使用區域，

且大多集中於中、南部縣市。原因可能是中、南部縣市本為農業生產主要縣市，

然因都市化發展，使農業使用空間被壓縮，因而延伸至山麓交接地帶。 

                                                 
27 山坡地區：依照《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劃定，主要包括標高 100 公尺以上，或標高未滿

100 公尺，而其平均坡度在 5%以上之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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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8 農委會水保局所劃定之山坡地區範圍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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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9 我國山坡地農業使用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國土測繪中心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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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坡地農業變遷與其轉用概況 

為瞭解山坡地農業之變遷與轉用，透過簡易的土地使用轉置矩陣得知其變遷

情形。近年來，在山坡地土地使用的爭議中，南投縣屢屢成為公眾討論的焦點，

主要與其位於臺灣中央且全縣多數皆為山坡地之特性有關。在國人旅遊風氣逐漸

興盛的趨勢下，山坡地的開發持續影響當地自然環境與國土保育。舉凡清境地區

山坡地開發之議題，或是高山農地的開墾使用，都影響南投縣的山坡地環境。因

此，本計畫以南投縣作為案例，討論我國山坡地農業更迭的情形，以瞭解山坡地

開發的現象與趨勢。以下將透過民國 60 年 28農林航測所與民國 104 年國土利用

調查圖資進行分析比對。 

(一) 南投縣山坡地農業轉用面積概況 

藉由表 4-38 可以瞭解南投縣近 40 年山坡地農業使用的更迭情形。於表

格中，列表示民國 60 年南投縣山坡地農業使用現況至民國 104 年的轉用情

形，可以得知農業使用轉變的面積與項目；行表示民國 104 年南投縣山坡地

農業使用的總面積及土地來源。 

根據分析結果顯示，南投縣山坡地農業使用之面積，自民國 60 年以來

呈現增加之趨勢，與目前我國農地面積逐年衰減之趨勢相反，顯示山坡地農

業使用並沒有受到整體農業使用減少、農地面積下降影響，可能與農業使用

因都市化發展而受到排擠，因而逐漸往山麓交接地帶延伸。 

另外，檢視山坡地農業使用轉變情形（橫列），約有三成的農業使用轉

變為自然地；約一成轉為建成地；其餘六成皆維持農業使用。而現況山坡地

農業使用土地的組成（縱行），可發現有超過四成的土地皆由自然地轉用而

來。相較於維持自然地的狀態，農業使用的強度較大，持續增加山坡地的壓

力，恐超出其環境容受力，產生國土保安之疑慮。 

  

                                                 
28 1971 之國土利用調查，係指農林航測所於民國 60~70 年間配合航空照片進行土地利用調查，

其中平地之調查有民國 60 年與 66 年兩版本，而山坡地與保安林之調查時間則多為民國 62 年

（李俊霖，2008）。因此，本計畫民國 60 年之土地利用調查資料主要以民國 60 年之平地與民

國 62 年之山坡地與保安地為主。然而，此次調查並非遍及全島範圍，故在分析時適時配合民

國 84 年內政部地政司之土地利用調查進行補充，先以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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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8 南投縣西元 1971-2015 年山坡地農地轉用概況 
單位：平方公里 

To 
From 農業使用 自然地 建成地 

1971 農業使用 
總面積 

農業使用 
289.99 161.49 36.32 487.8 
59.45% 
56.91% 33.1% 7.45% 100% 

自然地 
209.46 

 

41.11% 

建成地 
10.08 
1.98% 

2015 農業使用 
總面積 

509.53 
100% 

增減情形 +4.45%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二) 南投縣山坡地農業轉用之分佈概況 

於瞭解南投縣山坡地農業使用在 40 年間的變化情形後，透過圖 4-50 的

呈現進一步探究其空間上的變遷概況。首先，圖中紅色區域為民國 60 年至

104 年山坡地農業轉用之區域，可得知原有農業使用轉為其他使用主要集中

於沿山丘陵一帶。此外，從台 14 線至台 14 甲道路沿線皆有農地轉用情形，

可能與近年國內旅遊風氣盛行，大量民宿的興建有關。 

另一方面，根據表 4-38 所示，南投縣山坡地農業使用的面積自民國 60
年以來有持續增加的現象。而圖 4-50 呈現之藍色區域為新增的農業使用地

區，其分布區位較原有山坡地農業更往高海拔地區延伸，並沿著河川向上蔓

延，顯示新增的農業使用區域有向高山地區發展的趨勢，恐對敏感的山地環

境造成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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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0 南投縣山坡地農業使用更迭分佈圖(1971-2015)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國土測繪中心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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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坡地農業超限利用定義與情形 

前述分析透過統計資料及地理資訊系統，初步掌握我國山坡地範圍與農業使

用情形。山坡地的土地利用，於符合環境容受力的前提下，應可進行適度的發展，

且另有《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對於山坡地的相關使用進行規範。其中載明，在

山坡地從事特定經營或使用型態時，應實施適當的水土保持工作，以避免超出山

坡地環境的負荷(§9) 29。另外，針對山坡地農業使用，該條例亦有相關的規定(§16
～§29)。因此，在符合相關規範的情形下，山坡地並非完全不能進行使用。然而，

山坡地農業卻逐漸產生超限利用的問題。而為瞭解我國山坡地農業超限利用的狀

況，以下將先說明超限利用的定義及範圍，並透過地理資訊系統進行分析，以探

究其發展趨勢及特徵。 

(一) 山坡地農業超限利用的定義與範圍 

針對山坡地農業使用，依據《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16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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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該條例第 16 條第 3 項訂定《山坡

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民國 88 年 12 月 31 日）（詳參表 4-39），並依

不同分類管制使用行為。而超限利用的定義，則為《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

第 26 條所載：「於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規定查定為宜林地或加強保育地

內，從事農、漁、牧業之墾殖、經營或使用者。」 

為探討我國山坡地農業超限利用情形，以下將針對山坡地土地依其可利

用限度進行分類，並於圖面呈現其空間分布範圍。由於超限利用主要為於宜

林地或加強保育地內之使用，故將先界定前述兩者之涵蓋範圍。依表 4-39 所

示，宜林地的範圍主要為六級坡以上之區域，且包含特定條件之四、五級坡。

而加強保育地主要為沖蝕極嚴重、崩坍、地滑、脆弱母岩裸露等，應加強保

育處理，減免災害發生之土地。然於考量基礎資料及圖資等限制，本計畫僅

先以坡度為依據進行劃分。 

                                                 
29 依照《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9 條：在山坡地為下列經營或使用，其土地之經營人、使用

人或所有人，於其經營或使用範圍內，應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 
一、宜農、牧地之經營或使用。 
二、宜林地之經營、使用或採伐。 
三、水庫或道路之修建或養護。 
四、探礦、採礦、採取土石、堆積土石或設置有關附屬設施。 
五、建築用地之開發。 
六、公園、森林遊樂區、遊憩用地、運動場地或軍事訓練場之開發或經營。 
七、墳墓用地之開發或經營。 
八、廢棄物之處理。 
九、其他山坡地之開發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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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地理資訊系統針對全台 5*5 公尺之坡度網格圖資進行分類，分別將

六級坡以上之土地歸類為宜林地，而四、五級坡土地則為準宜林地（詳參圖

4-51）。同時，藉由地理資訊系統計算面積，準宜林地面積約為 6,479.26 平

方公里，而宜林地則約為 14,980.24 平方公里，後者佔我國面積比例超過四

成（詳參表 4-40）。 

表4-39 山坡地土地之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 
土 地

可 利

用 限

度 類

別 

土地 
等級 

土地特性 

備註 
甚深層 深層 淺層 甚淺層 

宜農 
牧地 

一級地 一級坡 一級坡   
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水土

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 

二級地 二三級

坡 
二級坡 一級坡  同上 

三級地 四級坡 三級坡 二級坡  同上 

四級地 

五級坡 四五級

坡 三四級坡 一二三級

坡 同上 

  五級坡 四級坡 

1. 土地利用僅限於種常年

地面覆蓋不須全面擾動

土壤之多年生果樹或牧

草 
2. 如必須栽種勤耕作物，

應由主管機關指定其水

土保持設施 

宜 林

地 
五級地 六級坡 六級坡 

六級坡 
五級坡，土

壤沖蝕嚴

重者 

五六級坡 
四級坡，土

壤沖蝕嚴

重或下接

硬質母岩

者 

應行造林或維持自然林木或

植生覆蓋，不宜農耕之土地，

初期造林有沖蝕嚴重現象時，

應配合必要之水土保持 

加強 
保 育

地 
六級地 沖蝕極嚴重、崩坍、地滑、脆弱母岩裸露等，

應加強保育處理，減免災害發生之土地 
依主管機關指定方式實施水

土保持 

資料來源：《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民國 88 年 

表4-40 我國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之（準）宜林地面積推估與結果 
單位：平方公里 

 篩選條件 推估面積 佔全國比例 

宜林地 六級坡 14,980.24 40.50% 

準宜林地 四、五級坡 6,479.26 17.52% 

其他 一至三級坡 15,526.37 41.98% 

註：本表數據依照網格分析之結果，將各類型網格數乘以網格邊長以求得其面積數據。然網格資

料在統計與繪製時與真實地表狀況仍有誤差，故本表面積數據僅作為參考。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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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1 我國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之分類 

註：本圖僅就地形坡度進行劃分，區分為「準宜林地」與「宜林地」兩種類別。由於前者範圍於

《山坡地土地之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中可依不同條件再劃分為宜農牧地與宜林地，故給予

「準宜林地」之分級。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國土測繪中心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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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山坡地農業超限利用之現況與變遷 

於初步瞭解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之區位後，後續將針對山坡地農業超

限利用之情況進行討論。依據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的資料顯示，目前我國山坡

地超限利用的列管面積約為 6956.65 公頃（含宜林地及加強保育地），各縣

市被列管的面積如表 4-41 所示。其中，南投縣山坡地超限利用情形最為嚴

重，約有六成之超限利用位於南投縣。且監察院曾於民國 99 年 10 月 6 日，

針對南投廬山、清境山坡地超限利用的情形糾正南投縣政府。有鑑於此，本

計畫以下將對於南投縣山坡地超限利用的現象進行探討。 

若將山坡地超限利用的討論範圍限縮至農業使用，並藉由地理諮詢系統

套疊宜林地、（準）宜林地的範圍與農業使用區位（詳參圖 4-52、圖 4-53），
可得知近 40 年山坡地農業超限利用的情況。另配合表 4-42 超限利用面積的

呈現，可以發現農業超限利用於宜林地的情形已減少，然於準宜林地之使用

面積仍為增加，使得農業超限利用的面積整體而言持續上升。此外，於民國

104 年農業超限利用分布區位得知，農業超限利用的範圍相較於民國 60 年

更加集中於高山地區，尤其以台 14 甲線清境路段與力行產業道路沿線最為

明顯。 

表4-41 我國山坡地超限利用列管面積統計表（含宜林地及加強保育地） 
縣市別 面積（公頃） 縣市別 面積（公頃） 
高雄市 0.76 彰化縣 4.23 
新北市 70.81 新竹市 0 
宜蘭縣 21.16 雲林縣 22.63 
桃園市 1.76 嘉義縣 1052.52 
嘉義市 0 臺南市 32.98 
新竹縣 93.8 屏東縣 39.01 
苗栗縣 65.05 花蓮縣 520.94 
臺中市 749.63 臺東縣 77.57 

南投縣 4203.8 
(60.43%) 總計 6956.65 

(100%)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民國 105 年 

表4-42 南投縣山坡地農業超限利用面積更迭 
單位：平方公里 

 面積 1971 山坡地農業超限利

用面積 
2015 山坡地農業超限利

用面積（增減比例） 

準宜林地 1200.44 69.30 117.13 
(+69.01%) 

宜林地 1785.52 368.06 349.02  
(-5.17%) 

總計 2985.96 437.36 466.14  
(+6.58%) 

註：本表數據依照網格分析之結果，將各類型網格數乘以網格邊長已得其面積數據。然網格資料

在統計與繪製時與真實地表狀況仍有誤差，故本表面積數據僅作為參考。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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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2 1971 年南投縣山坡地農業超限利用推估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農林航測所、內政部地政司圖資繪製 

 
圖4-53 2015 年南投縣山坡地農業超限利用推估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國土測繪中心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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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結 

綜上所述，我國山坡地農業使用面積雖呈現遞減情形，但其分布區位卻

持續往高山地區延伸。加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對於使用分區與用地

編定之缺漏，對於土地的使用與管理缺乏有效之指導，使得社會大眾對於山

坡地的開發使用存有疑慮。 

而我國目前山坡地農業仍有超限利用的問題，且部分區域呈現嚴重之趨

勢。近年來，由於氣候變遷與極端氣候的發生，使得山坡地的災害風險提高。

因此，有關山坡地超限利用的議題，無論於法規的指導、空間發展的協調、

適性，在未來擬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時皆應審慎處理。 

5-3 中央山脈部分環境敏感地不當開發，嚴重影響國土保安。 

我國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與生態體系，而目前以自然保育為目的所劃設之保

護區依法源不同可分為四類型，分別為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與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國家公園與國家自然公園，以及自然保護區，共計 95 處，總面

積約為國土總面積的 30%（詳參表 4-43）。 

表4-43 我國各類型保護（留）區總表 
類別 劃設法規 個數 總面積（公頃） 

自然保留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22 65,457.79 

野生動物保護區 野生動物保育法 20 27,439.73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野生動物保育法 37 326,281.17 

國家公園 國家公園法 9 748,949.30 

國家自然公園 國家公園法 1 1,122.65 

自然保護區 森林法 6 21,171.43 

總計 95 1,190,422.07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民國 105 年 30 

中央山脈地區具有連續性的生態廊道，透過上述保護區建構已初步形成保育

軸帶（詳參圖 4-54），有利於國土保育之進行。然承前所述，部分區域因山坡地

開發及農業超限使用之情形（詳參議題 5-2），致使國土保安之疑慮，不僅提高災

害風險，且對於整體生態系統造成負面影響。而透過民國 105 年之國土利用調查

疊合現行保護區範圍（詳參圖 4-55），可得知目前保護區內仍有零星之人為使用，

尤其以農業使用最為顯著（詳參圖 4-55），未來主管機關應持續監控並進行管制，

避免其超出環境容受力及危害生態環境。 

                                                 
30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民國 105 年，保留區？保護區？一樣不一樣？，

取自 http://yuanshan-elc.blogspot.tw/2011/05/blog-post_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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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4-54 以自然保育為目的劃設之保護區範圍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4-55 自然保護區內人為使用情形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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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再生能源發展之空間選擇，未與整體國土利用配合，產生區位選

擇間之競合。 

近年核能發電安全疑慮持續上升，因此現行能源政策目標希望能逐步降低核

能發電比率。加上，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衝擊之溫室氣體減量策略，再生能源發

展成為趨勢。我國目前再生能源發電主要為風力發電、太陽能光電、水力發電、

生質能與廢棄物能發電、地熱發電。而現況可供電之傳統水力資源開發已呈飽和

狀態；生質能與廢棄物能發電、地熱發電兩者具特定區位性質，需依土地資源特

性選擇可發展地區，且地熱資源開發災害風險高，多位於地質災害、土石流、國

家公園及觀光風景區，可開發範圍受限。因此，以下將針對目前再生能源發展主

要項目，風力發電及太陽能光電於區位選擇之競合進行分析。 

能源設施鄰避性高，設置用地常因當地民眾反對而取得不易，且用電需求量

高之都會區域，如北部地區，因工商經濟活動頻繁且人口密集，相較中部、南部

地區用電需求高，卻更為不易取得相關用地。再生能源之發展可帶動我國挹注經

濟成長新動能，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綠色能源產值，但因再生能源開發對生態環

境資源有較直接之影響衝擊，在開發上應盡量避免及降低開發過程之衝擊程度。 

現況民間再生能源發電分佈情形及發電量，如下圖所示，然為達再生能源發

展目標，仍需新增大量土地以供發展再生之用。 

 
圖4-56 民營再生能源發電廠分布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網站，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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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風力發電 

我國位處於熱帶與亞熱帶氣候區，海底地形以及海洋環境相當特殊，周邊風

場、海洋資源豐富及洋流複雜，部分區位亦具海流潮汐發電潛力，而臺灣海峽更

具備全球少見之優良風場。然離岸風電機機組設置，包括上岸點之電容裝置，對

既有海域活動（如：漁業、航港船航線、海上活動）、海域設施（海底管線、港

區及錨泊區及海底纜線等），以及沿海自然環境保護區、海洋生態保護區…等皆

有所影響。其中，尤以對西部沿海地區以及海底環境將首當其衝。然而，由於現

況對海洋環境，如：潮汐、洋流強度、海洋底棲環境…等之衝擊影響評估資料尚

未完整建立資料庫，難以評估其影響程度，未來應加提升以利離岸風電發展。 

風力發電風場包含陸域及離岸區域，皆需要面積廣闊的風場，現況以西部沿

海地區及防風林區域較為適切，然防風林土地使用具其功能性，並不盡然適合建

立風力發電機組，其他沿海地區多有住宅區、觀光風景區及人為活動等，風電機

組具鄰避性，易遭遇在地民眾抗爭，是以現況陸域可供架設風力機組的土地趨近

飽和；而將風力機組建置在外海的「離岸風力發電」相對具有發展潛力，然仍遭

遇海岸及海域區域其他活動及管制之空間競合，並因縱向與橫向涉及不同主管單

位，彼此權責協調複雜不易推動。 

表4-44 2010-2030 年海域風力分期目標規劃 
年度 2011 2015 2020 2025 2030 

累積裝置容量(MW) 0 15 600 1,800 3,000 

累積風力機裝置數量（架） - 6 120 360 600 

資料來源：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網站 

然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廠址申請作業要點，公告 36 處西海岸之離岸潛力場址

範圍及離岸風力發電潛力場址劃設排除範圍資料。根據我國家水域規劃(National 
Water Plan)，海域必須排除不適合興建離岸風場的排除範圍，包括濕地、定置漁

業區域、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白海豚重要棲息區域、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區域、

台江公園、火炮射擊區、其他重要設施管制區禁限建範圍、港區及錨泊區、海底

管線（含放流管、油管及輸水管線等）、廢彈及禁錨區、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

保護區、重要野鳥棲息地、保護礁區、人工魚礁禁漁區、澎湖海纜、海底纜線（光

纜）、天然氣管線、離岸示範獎勵場址、林口電廠航道及煤灰區、彰工煤碼頭及

航道、工業區範圍、漁港範圍；以上 23 種排除範圍當中，與生態保育相關的共

有 9 種。 

再生能源發電裝置之開發，對國家自然生態環境資源帶來直接影響。因此，

必須先釐清離岸風場開發許可之法源依據，係依據《海岸管理法》、《國土計畫法》

或是《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若借鑒英國的經驗，其最高行政決策皆交由皇家資

源管理者來作成開發決定的邏輯來看，在我國，應先釐清國有資源應否釋出做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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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開發之用，而非一開始便依同意開發為假設，進行申請設置風電設施的行

政程序。應先釐清法源基礎，將有助於未來離岸風電發展之推動。 

二、太陽光電能 

自民國 98 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通過後，給予太陽光電系統訂定優厚躉

購費率，保障利潤提供設置誘因而加速太陽光電發展。至民國 104 年底，太陽光

電累計設置容量達 84.2 萬瓩。我國太陽光電產業蓬勃發展，促使太陽光電成本

快速降低。 

民國 105 年能源政策設定至民國 114 年太陽光電裝置容量目標增至 20GW，

並計畫從民國 107 年後每年增加 2GW，屋頂型太陽光電目標設置達 3GW、地面

型達 17GW。目前依電業法發給電業執照正式商轉之民營太陽能系統發電業共 6
家，14 座太陽能發電系統電廠，裝置容量合計共 28,374.73 瓩(kW)（詳參表 4-
45）。因太陽光能須接受較大陽光面積才具有發電效率，目前分布以中部及南部

之非都會區及農業區較多，加上《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納入申請設置綠

能設施進行規定，缺乏整體規劃及發展區位之引導，造成政府對民間業者開發行

為及開發分布與數量的管理困難，間接使部分農地離農，漸引發太陽光電發電與

農業耕作土地使用競合課題。 

表4-45 民營太陽能發電系統發電業裝置容量資料 
發電廠名稱 所在縣市 裝置容量(瓩) 商轉年度 

豐盛一號 屏東縣里港鄉 691.2 

101（高屏矽能） 里港一號 屏東縣里港鄉 60 

鹽埔一號 屏東縣鹽埔鄉 72 

漢寶二號 屏東縣里港鄉 384 101（臺灣矽能） 

萬金一號 屏東縣萬巒鄉 688.2 102（廣進矽能） 

森勁電力一期 臺中巿西屯區 9,229.82 102（森勁電） 

森勁電力二期 臺中巿西屯區 4,132.44 103（森勁電） 

森勁電力三期 臺中市后里區 3,011.04 104（森勁電） 

高捷大寮機廠 高雄市大寮區 2,106.07 103（昱鼎電業） 

高鐵燕巢總機廠 高雄市燕巢區 3,356.74 104（昱鼎電業） 

高鐵烏日基地 臺中市烏日區 577.63 104（昱鼎電業） 

高捷北機廠 高雄市橋頭區 828.24 104（昱鼎電業） 

摩特一廠電廠 彰化縣大村鄉 845.1 104（摩特電力） 

大亞電廠 臺南市關廟區 2,392.25 105（大聚電業） 

合計 － 28,374.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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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國家公園、國家森林遊樂區及風景區等，在資源保育與觀光發展

功能間之衝突。 

根據《國土計畫法》第 3 條第 7 款，國土功能分區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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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及城鄉發展地區等四種功能分區。此外，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0 條所載國

土保育地區將依據天然資源、自然生態或景觀、災害及其防治設施分布情形予以

劃設，並按環境敏感程度，予以分類。由此可知，國土保育地區背負著維繫我國

國土安全與環境生態保育的重要使命。 

而我國擁有豐富的自然環境與生態資源，形成觀光發展的重要資源之一，主

要有國家公園、國家森林遊樂區及風景特定區等三種具觀光功能之地區（詳參表

4-46、圖 4-57）。首先，依《國家公園法》所設立之國家公園，土地使用管制以國

家公園計畫進行 31。另外，依《森林法》所設置之森林遊樂區，以及《發展觀光

條例》所設置之風景特定區，則同時受到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及非都市土地分

區編定的管制（詳參圖 4-58、圖 4-59）。 

  

                                                 
31 「國家公園」的設立是為了保護世界級或國家級之珍貴自然資源或文化資產，而由國家最高

權宜機構立法保護的一種「自然資源合理經營使用」之地區，所以國家公園的設立有其目的及

欲保護對象，屬於保護區的一種，由內政部營建署負責管理，並以《國家公園法》來規範（陳

佳盛，民國 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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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6 我國各級觀光區與管理機關盤點 
項目 管理機關 名稱 

國家公園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

管理組 
墾丁、玉山、陽明山、太魯閣、雪霸、金門、東沙環

礁、台江與澎湖南方四島 

國家級風景

特定區 交通部觀光各管理處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

風景區、參山國家風景區（獅頭山、梨山、八卦山）、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阿里山國家風景區、雲嘉南濱海

國家風景區、西拉雅國家風景區（關子嶺、烏山頭、

虎頭埤、曾文、左鎮）、茂林國家風景區（多納、寶

來、新威、大津、雅爾、梅蘭、拉芙蘭、賽嘉、瑪佳

沙）、大鵬灣國家風景區（大鵬灣、小琉球）、東部

海岸國家風景區（東部海岸、綠島）、花東縱谷國家

風景區、澎湖國家風景區、馬祖國家風景區 

直轄市級風

景特定區 各直轄市 

十分瀑布風景特定區、烏來風景特定區、碧潭風景特

定區、瑞芳風景特定區、石門水庫風景特定區、小烏

來風景特定區、巴陵達觀山風景特定區、石岡水壩特

定區、鐵砧山風景特定區、大坑風景區、關子嶺風景

特定區、南鯤鯓風景特定區、虎頭埤風景特定區、尖

山埤風景特定區、曾文水庫風景特定區、烏山頭水庫

風景特定區、澄清湖風景特定區、六龜彩蝶谷風景特

定區、月世界風景特定區、美濃中正湖風景特定區 

縣市級風景

特定區 各縣市 

清泉風景特定區、青草湖風景特定區、明德水庫風景

特定區、泰安溫泉風景特定區、田尾園藝特定區、東

埔溫泉風景特定區、翠峰風景特定區、鳳凰谷風景特

定區、廬山溫泉風景特定區、霧社風景特定區、草嶺

風景特定區、中崙風景特定區、仁義潭風景特定區、

吳鳳廟風景特定區、蘭潭風景特定區、大湖風景特定

區、梅花湖風景特定區、龍潭湖風景特定區、礁溪五

峰旗風景特定區、礁溪風景特定區、七星潭風景特定

區、知本內溫泉風景特定區、知本溫泉風景特定區 

森林遊樂區 

林務局 

太平山森林遊樂區、滿月圓森林遊樂區、內洞森林遊

樂區、東眼山森林遊樂區、觀霧森林遊樂區、武陵森

林遊樂區、八仙山森林遊樂區、大雪山森林遊樂區、

合歡山森林遊樂區、奧萬大森林遊樂區、阿里山森林

遊樂區、藤枝森林遊樂區、墾丁森林遊樂區、雙流森

林遊樂區、知本森林遊樂區、向陽森林遊樂區、池南

森林遊樂區、富源森林遊樂區 
退輔會森林保育處 明池森林遊樂區、棲蘭森林遊樂區 

中興大學實驗林管理處 惠蓀林場 

臺灣大學實驗林管理處 溪頭自然教育園區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各管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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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7 我國中央層級觀光地區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政府資料開放平臺資料繪製 



277 

 
圖4-58 我國中央層級觀光地區與都市計畫範圍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政府資料開放平臺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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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9 我國中央層級觀光區與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範圍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政府資料開放平臺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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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及森林遊樂區之設置，雖以保護及保育自然環境為目的，然因其特

殊地景與自然資源而吸引觀光客造訪，且因應各項旅遊經濟活動，配合投入觀光

服務、附屬設施建設與資源，進而影響原有環境風貌及生態資源（國發會，民國

105 年）。而風景特定區之劃設，因涉及特殊風景或名勝地區，蘊含獨特景緻與文

化成為觀光發展重點，導致部分地區遊客過度集中，恐成為環境承載負擔。 

然而，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條件、劃設順序（民國 106.03）》
所載，實施國家公園計畫地區未來將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國有林事業區（森

林遊樂區、林木經營區）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而風景特定區涉及都市計畫範

圍將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而其餘部分可能將劃為國土保育地區或農業發展地

區範圍內。在國土保育地區或農業發展地區的限制下，觀光遊樂設施的設置恐遭

受限制，影響觀光功能。且當地部分居民可能依靠觀光收入維生，原有觀光事業

恐受到衝擊，進而影響地方觀光產業。因此，在資源保育與觀光發展功能間之衝

突情形，應考量當地環境容受力及地方觀光產業特性，透過充分溝通、討論及民

眾參與，試圖於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5-6 原住民族聚落及傳統領域之土地使用需求，與國土功能分區間之

調和。 

根據《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草案）》總說明（行政院，民國 105 年），

保障原住民族土地權利近年被世界各國視為重要議題，如：加拿大、紐西蘭、澳

洲等已承認原住民之土地權利或已通過相關法案，解決回復其原住民土地權利問

題；民國 96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亦揭示原住民族擁有其歷

來所有、占有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或取得之土地、領域、及資源之權利。此外，政

府近年之政策推動，亦致力於尊重原住民族之傳統領域、生活慣習、自治權利，

以及過去受侵害權利回復與賠償的施政方針。例如：過去努力推動、但尚未完成

立法的《原住民族自治暫行條例》32；以及民國 105 年為回復或賠償，歷來因各

種因素導致原住民族權利受侵害，而設置之「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

義委員會」33，顯示政府於原住民族權益之重視。 

在《國土計畫法》通過之前，全國超過 26 萬公頃之原住民保留地幾乎全部

位於非都市土地，屬於《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範疇。行

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認為，在《區域計畫法》制定之際，並

未審酌原住民族生活型態及傳統土地使用方式，另為妥適規範，導致原住民族土

地使用現況 40 年來均處於不合法之窘境。未來將透過內政部與原民會共同擬訂

「原住民族特定區計畫」，並制定「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希望在規劃體

                                                 
32 行政院於民國 103 年 12 月 18 日院會通過《原住民族自治暫行條例》，惟後續立法程序尚未完

成。 
33 總統府已於民國 105 年 8 月 5 日設立「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新聞稿

參見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37802&rmid=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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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轉軌的過程中，檢討原住民族土地現行使用管制之合理需求及合法性，使原住

民族土地得以妥適及公義地納入國土空間計畫（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民會】，

民國 105 年）。 

而《國土計畫法》通過後，確認了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的特殊性，尊重及保

存其傳統文化、領域及智慧，同時建立互利共榮機制；在相關法令上，結合《原

住民族基本法》諮詢、同意、參與等公民參與機制，促使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更為

合理、合宜。另外，對於現有的原住民族部落，訂有不得限制居住或強制遷居等

配套條文；於國土復育促進地區部分，亦納入部落參與機制，兼顧其居住權益及

生態保育。除此之外，為使現行有關原住民族或原住民所有、使用土地之規範更

加完備，以改善長期以來原住民族土地實質流失之問題，並落實《原住民族基本

法》保障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權利之精神，訂定了《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草

案）》。而在更具體的細部規範上，則有針對原住民族及其部落土地劃設相關規定

而訂定的《原住民族土地及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草案）》等。期望透過前述

相關法令與規則之明文規定，使原住民族之權利能受到更完善之保障外，同時體

現對原住民族自治的尊重。 

雖然透過專法保障、納入原住民族參與等方式，明確提升原住民族長期以來

於土地政策的弱勢地位。然而，在原住民族權利保障逐漸受到世界各國重視的今

日，我國國土計畫體系的建構過程，是否妥適考量原住民傳統領域、生活智慧與

慣習，以及原住民族是否充分參與，仍有討論的空間。 

一、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制度，與原住民族土地使用慣習恐有相悖，缺乏土地使用

之彈性措施 

依《國土計畫法》所載之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方式，所有土地將被賦予單

一之使用分區及其分類，且土地使用方式應符合各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原則。而

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檢討變更，原則上須待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

亦即每五年方能進行一次通盤檢討。然而，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智慧與生活慣習，

對於同一土地可能在數年內便有不同的使用方式，而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的土

地使用管制方式，對於原住民族的土地使用模式可能缺乏彈性機制。因此，以《國

土計畫法》之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的管制方式，是否能符合原住民族傳統文化

與生活慣習之土地使用模式，仍有待商榷。 

此外，原住民族傳統的土地使用方式，主要是與自然和平共處之生活模式，

其土地使用、環境保護、生態保育等傳統智慧常受敬重，成為學習的對象（莊慶

信，民國 93 年；盧道杰、吳雯菁、裴家騏、台邦・撒沙勒，民國 95 年）。這些

傳統知識除了文化保存之價值外，在現代生態學的觀點上，其傳統農耕作業方式

仍有可取之處，可予以借鏡與善用（王相華、田玉娟，民國 98 年）。然於國土計

畫體系下，原住民族之土地使用慣習與傳統智慧，恐受限於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

類的規範，不利於文化保存與傳承。如何讓環境永續、國土規劃及原住民傳統土



281 

地使用慣習間取得平衡，則有賴於環境、規劃及原住民文化等不同專業及社會團

體間的討論及合作。 

二、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設，應考量原住民族傳統文化智慧與社會經濟結構，

充分溝通並取得共識 

《國土計畫法》第 35 條規定，土石流高潛勢地區、嚴重山崩、地滑地區、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流域有生態環境嚴重劣化或安全之虞地區、生態環境已嚴重

破壞退化地區，以及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土保育有嚴重影響之地區，得由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劃定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然而，目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與聚落多位

於高山地區，或可能被劃設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範圍。未來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之管制，以及國土復育地區之限制使用，恐使得原住民族對於傳統領域及部落土

地之使用缺乏彈性。而同法第 37 條雖規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內之既有聚落或

建築設施，於沒有立即明顯危害的情形下，不得限制居住或強制遷居；有安全疑

慮者，須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研擬完善配套措施，並取得居民同意後

選擇合適地點予以安置。然原住民族對於土地使用方式有其傳統智慧，能夠因應

自然環境的變化，而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的限制，可能使得土地利用方式受限，且

若須遷移者，恐改變既有生活習性、生產活動、部落網絡等，不利於傳統文化與

智慧的傳承。 

根據原民會於民國 104 年公布之《103 年臺灣原住民族經濟狀況調查》顯示，

原住民族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僅為全國平均之 0.67 倍，雖較民國 99 年之 0.52 倍

明顯提升，但仍處於相對弱勢之位置；且居住於非原住民鄉鎮市、臺北市、高雄

市等都會地區之原住民族家庭收入較高，山地鄉及其他平地原住民族家庭收入相

對較低（行政院原民會，民國 104 年）。在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多數可能位於山地

鄉的情形，除了對於土地使用的諸多限制外，亦可能對其傳統經濟及生產活動（例

如：採集、耕種）造成影響。 

此外，有時政府為了環境保護或維持基盤設施服務的作法，對於原住民族而

言，可能是種環境的破壞。以水庫集水區為例，興建攔砂壩是為了避免過多土砂

進入河川主流和水庫庫區，然於原住民族的觀點，認為攔砂壩改變河流生態與地

景，且於攔砂壩使用壽命結束後，也難以恢復原有之生態環境，在原住民族的人

河關係中造成永恆的傷害（官大偉，民國 102 年）。 

雖然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36 條規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的劃設應邀請原

住民族參與計畫擬定、執行與管理，但在彼此認知不同的情形下，可能難以產生

共識，而若未充分瞭解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及生活慣習，便嚴格限制土地使用，

可能影響原住民族的權利。因此，於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的前提，主管機關於劃

設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時，應充分溝通並設法取得共識，使得國土保安目的與原住

民族權利得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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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海岸與海域資源保護 

6-1 風力發電與海洋養殖經濟發展之競合與限制。 

近年來，經濟活動開發種類多元，除漁業及航運外，能源開發已成為備受重

視的發展項目，例如海流發電與離岸風力發電等。然而，海域空間在多用途使用

下，對於原有使用者可能帶來程度不一之影響，其原因包含使用區域重疊及相互

衝擊等問題，而漁業為臺灣沿近海地區主要的傳統使用者，因此離岸風力發電廠

之設置，對此產業所帶來之影響甚劇，故針對海域空間多用途使用情形，應在國

土空間發展規劃中進行合理的配置。 

根據王詠祺等人（民國 100 年）《離岸風力發電環境影響評估規範之探討》

報告指出，離岸風力發電廠對於環境造成之影響主要來源分為施工和營運二個部

分，施工階段因建置基座需開挖海床及鋪設海底纜線，會導致底棲生物棲地破壞，

並造成底床泥沙混濁，破壞魚類與鳥類之覓食區；而營運階段，包括：風場區域

內底棲環境之破壞，造成基礎生物資源銳減，導致高經濟價值的洄游魚類產生迴

避，進一步影響當地以該海域捕魚為生的漁業經濟。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中海域區區為許可細目，離岸風力發電設置

屬於非生物資源利用，其電能提供之設施具排他性，因此，恐造成底棲生物棲息

地之破壞，更直接衝擊到魚群生態系統，進而影響漁業活動。而離岸風力發電廠

的設置，必須限制周圍漁業捕撈活動，恐導致漁民捕魚面積縮減，衝擊當地漁民

之漁業權或漁業資源。故其對環境的影響須將漁業作業範圍列入考量，並進行區

位上的合理配置。下表 4-47 顯示 36 處離岸風力發電潛力廠址環域 500m 範圍所

影響到的漁業權，將直接影響約 40 平方公里的漁業權範圍（此表所指影響範圍

僅統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容許使用項目中的漁業資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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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7 離岸風力發電潛力廠址影響之漁業權面積 
單位：平方公里 

漁業權類型 漁業權內容 受影響面積 

定置漁業 苗栗縣定置漁業權 3.432 

專用漁業 高雄市興達港區漁會專用漁業 3.678 

專用漁業 琉球區漁會專用漁業權 1.8525 

專用漁業 枋寮鄉漁會專用漁業權 1.548 

專用漁業 彌陀區漁會專用漁業權 3.756 

專用漁業 彰化區漁會專用漁業權 3.0849 

專用漁業 雲林區漁會專用漁業權 2.0294 

專用漁業 南龍區漁會專用漁業權 1.4123 

專用漁業 臺中區漁會專用漁業權 7.5999 

專用漁業 南縣區漁會專用漁業權 1.7389 

專用漁業 中壢區漁會專用漁業權 1.3635 

專用漁業 東港區漁會專用漁業權 4.5963 

專用漁業 永安區漁會專用漁業權 2.777 

專用漁業 通苑區漁會專用漁業權 1.1285 

總計 39.9972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營建署提供之既有海域區許可圖資 

6-2 海岸保護區、重要景觀地區，與沿海居民觀光發展、漁業養殖之

衝突與土地使用管制之調和。 

全球氣候變遷將會使海岸地區面臨衝擊，包含：海平面上升、颱風暴潮、極

端降雨事件頻傳與海水溫上升及酸化等現象，故應於海岸地區依《海岸管理法》

劃設保護區與防護區以減緩衝擊，然而，此保護區與防護區之劃設恐對於沿海居

民的觀光發展、漁業養殖及沿海土地使用產生影響。由表 4-48 可見，海岸地區

土地利用型態統計中，西部海岸地區以農業使用佔最大比例，南部、東部海岸、

離島地區則以森林使用為主。另外，部分直轄市、縣（市）尤須特別注意其聚落

與海岸土地之土地使用之衝突（參表 4-48）。藉此，中央、地方主管機關應制訂

相關管制措施進行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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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8 直轄市、縣（市）位於海岸地區之都市計畫面積 

 
資料來源：《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內政部，民國 106 年 2 月，頁 2-54 

根據《海岸管理法》第 12 條規定指出，一級海岸保護區內原合法使用不合

海岸保護計畫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限期令其變更使用或遷移，其所

受之損失，應予適當之補償。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令其變更使用、遷移

前，得為原來之合法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然而，在法條公告之前，

有部分觀光發展預定地之開發案及傳統漁業作業範圍等，皆明顯位於海岸保護區

內，恐產生衝突問題，故後續須針對此問題擬定解決機制與策略。 

同時，永續發展的理念與思潮帶動了海岸重要生態景觀之保育與復育行動，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中所定義之文化景觀敏感區以及景觀道路兩項重要海岸景

觀區需特別加以規劃、保育、管理及維護，由下表 4-49 得知，八個地方政府之

土面積涵蓋重要海岸景觀之景觀道路範圍，因此，後續應針對該景觀區擬定保護

與規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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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9 直轄市、縣（市）重要海岸景觀區（景觀道路）範圍面積表 

 
資料來源：《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內政部，民國 106 年 2 月，頁 4-40 

6-3 沿海地區因氣候變遷，造成海平面上升、暴潮溢淹、土地流失、

海水倒灌、地層下陷等災害，致產生聚落與產業基地之國土保安

疑慮。 

國家防救災科技中心《2011 年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行政院環保署《2011
年中華民國第二版國家通訊》已模擬臺灣海平面上升情境、年平均海平面上升速

率（全球年平均上升速率 2.3 毫米/年、臺灣沿海地區年平均上升速率 5.7 毫米/
年）等情境（詳參圖 4-60）。本計畫發現未來臺灣 2030 年、2050 年之模擬成果

（詳參表 4-50），將對國土海岸地區土地、六大直轄市、經濟活動（詳參表 4-51、
圖 4-61）造成影響。其中，西南部海岸地區地勢低窪，因長年水產養殖漁業所需，

造成地層下陷，因此，海平面上升對現行經濟部水利署所公告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例如：雲林縣台西都市計畫區、口湖都市計畫區、箔子寮漁港特定區計畫、屏東

縣（詳參表 4-51、圖 4-62）皆造成威脅及土地持續流失之風險（詳參表 4-52、表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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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西元 2050 年最高海平面上升高度為 0.33 公

尺時(RCP4.5 情境)(IPCC, 2014) 

 
(b)西元 2050年最高海平面上升高度為 0.32公
尺時(RCP6.0 情境)(IPCC, 2014) 

 
(c)2050 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速率為 5.7 毫

米/年國土淹沒分佈圖（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民國 100 年） 

 
(d)2050 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速率為 2.3 毫

米/年國土淹沒分佈圖(IPCC, 2014) 

圖4-60 各海平面上升情境淹沒分佈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 IPCC AR5、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網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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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0 海平面上升模擬情境彙整表 

模擬情境 說明 
年平均上升速率（毫米/年）或

未來模擬海平面上升高度（公

尺） 
參考資料 

RCP4.5 

大氣幅射力(又稱輻射強迫力，

指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對

地球─大氣系統能量平衡的影

響程度)在 21 世紀末達穩定狀態

情境，大約為 4.5Wm-2，和二氧

化碳濃度 650ppm 相似，代表世

界各國要想盡辦法做到的溫室

氣體減量目標狀況。 

西元 2046~2065 年：最高海平

面上升高度 0.33 公尺 
西元 2081~2100 年：最高海平

面上升高度 0.63 公尺 

IPCC AR5 
(2014) 

RCP6.0 

和 RCP4.5 相似，其大氣幅射力

為 6Wm-2，約為二氧化碳濃度

850ppm，代表世界各國無盡全力

作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狀況。 

西元 2046~2065 年：最高海平

面上升高度 0.32 公尺 
西元 2081~2100 年：最高海平

面上升高度 0.63 公尺 
全球平均上

升速率 2.3
毫米/年 

─ ─ 

臺灣沿海地

區平均上升

速率 5.7 毫

米/年 

─ ─ 
行 政 院 國

家 科 學 委

員會(2011)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科技部民國 104 年《TCCIP 計畫》；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民國 100 年《臺

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IPCC AR5 資料彙整 

表4-51 六大直轄市、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之未來 2050 年模擬海平面上升淹沒之各類土

地及使用現況 
行

政

區 

未來截至 2050 年模擬海平面上升淹沒之土地 

使用分區（處） 截至 2050 年每年上升 5.7 毫米速率下 

臺

北

市 

都市計畫區 

公園用地,共計 137 公頃 
河川區,共計 29 公頃 
第三種商業區,5 公頃 
農業區,共計 13 公頃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新

北

市 

都市計畫區 

公園用地,共計 72 公頃 
水域,共計 94 公頃 
水域用地,共計 1 公頃 
地質保護區,共計 87 公頃 
青年活動中心區,共計 17 公頃 
保安保護區,共計 11684 公頃 
保護區,共計 4 公頃 
核能電廠用地,共計 17 公頃 
海域資源保護區,共計 176 公頃 
海濱浴場區,共計 54 公頃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一般農業區,共計 90 公頃 
山坡地保育區,共計 1919 公頃 

桃

園

市 

都市計畫區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工業區,共計 41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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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區 

未來截至 2050 年模擬海平面上升淹沒之土地 

使用分區（處） 截至 2050 年每年上升 5.7 毫米速率下 

臺

中

市 

都市計畫區 

工業區,共計 3 公頃 
防風林區,共計 67 公頃 
河道用地,共計 26 公頃 
港埠專用區,共計 3928 公頃 
農業區,共計 40 公頃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特定農業區,共計 4220 公頃 
森林區,共計 9 公頃 

臺

南

市 

都市計畫區 

大專學校用地,共計 72 公頃 
工業區,共計 36 公頃 
工業區(供生產事業使用),共計 23 公頃 
公園用地,共計 222 公頃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共計 37 公頃 
水域用地,共計 143 公頃 
古蹟保存區,共計 4 公頃 
污水處理場用地,共計 20 公頃 
污水廢棄物處理場防洪抽水站用地,共計 12 公頃 
河川區,共計 542 公頃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一般農業區,共計 17024 公頃 
河川區,共計 560 公頃 
特定農業區,共計 17637 公頃 
森林區,共計 74 公頃 
鄉村區,共計 69 公頃 
特定專用區,共計 447 公頃 
國家公園區,共計 544 公頃 

高

雄

市 
都市計畫區 

乙種工業區,共計 11 公頃 
大專用地(高雄大學),共計 83 公頃 
公園用地,共計 48 公頃 
水域,共計 139 公頃 
污水處理廠用地,15 公頃 
自然公園用地,共計 913 公頃 
行水區,共計 12 公頃 
住宅區,共計 4 公頃 
河川區,共計 20 公頃 
河道用地,共計 33 公頃 
泊地,共計 25 公頃 
社會福利專用區,共計 3 公頃 
保護區,共計 55 公頃 
特定倉儲轉運專用區,共計 47 公頃 
特種工業區,共計 243 公頃 
國民小學(鼓岩國小),共計 3 公頃 
第三種住宅區,共計 7 公頃 
都市計畫外,共計 874 公頃 
港埠用地,共計 401 公頃 
溝渠用地,共計 2 公頃 
農業區,共計 45 公頃 
道路用地,共計 11 公頃 
電信專用區,共計 6 公頃 
漁港區,共計 4 公頃 
學校用地,共計 3 公頃 
機關用地,共計 88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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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區 

未來截至 2050 年模擬海平面上升淹沒之土地 

使用分區（處） 截至 2050 年每年上升 5.7 毫米速率下 

機關用地(供軍事使用),共計 195 公頃 
濱海遊憩區,共計 4 公頃 
鹽田區,共計 29 公頃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一般農業區,共計 5854 公頃 
特定農業區,共計 1074 公頃 
特定專用區,共計 71 公頃 

雲

林

縣 

都市計畫區 工業區,共計 12 公頃 
農業區,共計 154 公頃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一般農業區,共計 22614 公頃 
河川區,共計 138 公頃 
特定農業區,共計 26759 公頃 
森林區,共計 147 公頃 
工業區,共計 5091 公頃 
鄉村區,共計 46 公頃 

嘉

義

縣 

都市計畫區 

乙種工業區,共計 2 公頃 
人行步道,共計 1 公頃 
人行廣場,共計 4 公頃 
公園用地,共計 1 公頃 
水域,共計 1 公頃 
水溝用地,共計 1 公頃 
市場用地,共計 3 公頃 
自來水專業用地,共計 1 公頃 
住宅區,共計 2 公頃 
河川水溝,共計 2 公頃 
河川區,共計 6 公頃 
停車場,共計 1 公頃 
商業區,共計 2 公頃 
圍堤用地,共計 6 公頃 
堤防,共計 1 公頃 
農業區,共計 4 公頃 
遊樂區,共計 4 公頃 
道路,共計 10 公頃 
墓地,共計 2 公頃 
魚塭區,共計 2 公頃 
綠地,共計 8 公頃 
碼頭用地,共計 2 公頃 
學校用地,共計 1 公頃 
機關及公共建築,共計 3 公頃 
購物中心專用區,共計 1 公頃 
鐵路用地,共計 3 公頃 
鹽田區,共計 2 公頃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一般農業區,共計 9 公頃 
河川區,共計 4 公頃 
特定專用區,共計 7 公頃 
特定農業區,共計 1 公頃 
鄉村區,共計 4 公頃 

屏

東

縣 
都市計畫區 

乙種工業區,共計 2 公頃 
人行步道用地,共計 3 公頃 
人行廣場用地,共計 3 公頃 
公園道用地,共計 1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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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區 

未來截至 2050 年模擬海平面上升淹沒之土地 

使用分區（處） 截至 2050 年每年上升 5.7 毫米速率下 

文(中)用地,共計 9 公頃 
水利用地,共計 4 公頃 
水域,共計 4 公頃 
汙水處理廠用地,共計 5 公頃 
住宅區,共計 3 公頃 
批發市場用地,共計 4 公頃 
河川區,共計 6 公頃 
河道用地,共計 3 公頃 
保護區,共計 10 公頃 
海底景觀區,共計 3 公頃 
海域遊憩區,共計 2 公頃 
海景休閒度假區,共計 5 公頃 
停車場/停車場用地,共計 5 公頃 
商業區,共計 2 公頃 
國/中小用地,共計 12 公頃 
堤防用地,共計 3 公頃 
溝渠用地,共計 9 公頃 
農業區,共計 9 公頃 
遊艇港區,共計 4 公頃 
遊憩區,共計 5 公頃 
道路用地,共計 3 公頃 
漁港區,共計 5 公頃 
綠地,共計 2 公頃 
墳墓用地,共計 4 公頃 
廣場用地,共計 3 公頃 
碼頭用地,共計 3 公頃 
學校用地,共計 5 公頃 
機關用地,共計 2 公頃 
鐵路用地,共計 2 公頃 
灣域遊憩區,共計 4 公頃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山坡地保育區,共計 4 公頃 
河川區,共計 3 公頃 
特定專用區,共計 3 公頃 
國家公園區,共計 2 公頃 
森林區,共計 3 公頃 
鄉村區,共計 1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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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1 臺灣海岸容許使用項目使用現況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5 年《非都市土地海域區區位許可機制探討》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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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2 經濟部公告臺灣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經濟部水利署、內政部營建署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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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2 未來臺灣沿海地區模擬平均海平面上升 2.3 毫米/年之淹沒土地 

西元（年） 未來每五年上升年期

（年） 
上升海平面（公尺） 國土淹沒總面積（平方公里） 

2021 5 0.0115 355.3008 
2026 10 0.023 388.2792 
2030 14 0.0322 388.2916 
2031 15 0.0345 388.2916 
2036 20 0.046 397.7764 
2041 25 0.0575 397.7772 
2046 30 0.069 397.9036 
2050 34 0.0782 397.9040 
2100 84 0.1932 437.5476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國土計畫法》§15；IPCC AR5 

表4-53 未來臺灣沿海地區模擬平均海平面上升 5.7 毫米／年之淹沒土地 
西元（年） 未來每五年上升年期（年） 上升海平面（公尺） 國土淹沒總面積（平方公里） 
2021 5 0.0285 388.2792 
2026 10 0.057 397.7772 
2030 14 0.0798 397.9040 
2031 15 0.0855 406.0528 
2036 20 0.114 425.5608 
2041 25 0.1425 427.2700 
2046 30 0.171 427.4696 
2050 34 0.1938 437.5476 
2100 84 0.4788 1,280,838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國土計畫法》§15；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民國 100 年《臺灣氣候變

遷科學報告》 

以雲林縣為例，過去 40 年下陷速率為 7.1 公分（詳參表 4-54）及未來海平

面上升趨勢下，雲林縣沿海地區恐面臨國土流失之風險，在 2021 年至 2050 年淹

沒範圍的模擬趨勢示意圖，土地面積喪失最多近 15%（詳參表 4-55、表 4-56），
被淹沒的區域也包含了都市計畫區等人口稠密處（詳參圖 4-63）。 

表4-54 歷年臺灣地區地層下陷情形 

地區 資料起訖 
（民國） 

目前顯著下陷面積 
（平方公里） 

歷年最大累積下陷總量 
（公尺） 

過去最大年下陷速率 
（公分/年） 

臺北盆地 39-104 0 2.08 0.5 
宜蘭 73-103 0.01 0.49 3.3 
桃園 86-99 0 0.12 0.2 
苗栗 95-101 0 0.02 0.4 
臺中 95-101 0 0.02 0.4 
彰化 74-104 25.8 2.5 4.1 
雲林 64-104 658.6 2.54 7.1 
嘉義 77-104 90.9 1.53 4.4 
臺南 77-103 0 1.05 1.4 
高雄 76-104 0 0.27 1.4 
屏東 61-104 44.5 3.49 5.1 
恆春 95-104 0 0.11 2.2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4 年地層下陷檢測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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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5 雲林縣未來每年海平面上升臺灣沿岸平均 5.7 毫米淹沒土地及使用分區情形 

西元 
未來上升年

期（每 5 年） 

上 升 海

平 面 高

度(mm) 

下 降 土

地 高 度

(71mm) 

最 終 海

平 面 變

動量(m) 

占 雲 林 縣

土 地 比 例

(%) 

淹沒土地

面積（平方

公里） 

都市計畫區使用分區

（處）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公頃） 

2015 年國土利用調

查現況面積（公頃） 

2021 5 28.5 355 0.3265 6.89% 96.51 ─ ─ ─ 

2026 10 57 710 0.653 8.49% 118.90 ─ ─ ─ 

2030 14 79.8 994 0.9142 9.55% 133.68 

北港都市計畫、台西都市

計畫、口湖都市計畫： 
工業區(1),12 公頃 
行水區(1),19 公頃 
住宅區(4),7 公頃 
兒童遊樂場用地(1) 
農業區(12),183 公頃 

資源型使用分區： 
特定農業區：26758 公頃 
一般農業區：22,713 公頃 
森林區：149 公頃 
河川區：224 公頃 
設施型使用分區： 
鄉村區：137 公頃 
工業區：3,936 公頃 

農地：3,277 公頃 
建成地：151 公頃 
自然地：893 公頃 

2031 15 85.5 1065 0.9795 9.55% 133.68 ─ ─ ─ 

2036 20 114 1420 1.306 10.95% 153.32 ─ ─ ─ 

2041 25 142.5 1775 1.6325 12.67% 177.40 ─ ─ ─ 

2046 30 171 2130 1.959 13.90% 194.65 ─ ─ ─ 

2050 34 193.8 2414 2.2202 14.61% 204.56 

北港都市計畫、麥寮都市

計畫、台西都市計畫、東

勢都市計畫、水林都市計

畫、箔子寮漁港特定區計

畫： 
工業區(1),12 公頃 
水域(1), 22 公頃 
行水區(2), 64 公頃 
農業區(6),183 公頃 

資源型使用分區： 
特定農業區：26,758 公頃 
一般農業區：22,475 公頃 
河川區：386 公頃 
森林區：657 公頃 
設施型使用分區： 
鄉村區：73 公頃 
工業區：3,936 公頃 
特定專用區：161 公頃 

農地：2,635 公頃 
建成地：217 公頃 
自然地：1,548 公頃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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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6 雲林縣未來每年海平面上升全球平均 2.3 毫米淹沒高度及使用分區情形 

西元 
未來上升年

期（每 5 年） 

上 升 海

平 面 高

度(mm) 

下 降 土

地 高 度

(71mm) 

最 終 海

平 面 變

動量(m) 

淹沒土地

面積（平方

公里） 

占雲林縣

土地比例

(%) 
都市計畫區使用分區（處）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公頃） 

2015 年國土利用調

查現況面積（公頃） 

2021 5 11.5 355 0.3435 96.51 6.89% ─ ─ ─ 

2026 10 23 710 0.687 118.90 8.49% ─ ─ ─ 

2030 14 32.2 994 0.9618 133.68 9.55% 

北港都市計畫、台西都市計

畫、口湖都市計畫： 
工業區(1),12 公頃 
行水區(1),19 公頃 
住宅區(4),7 公頃 
兒童遊樂場用地(1) 
農業區(12),183 公頃 

資源型使用分區： 
特定農業區：26,758 公頃 
一般農業區：22,713 公頃 
森林區：149 公頃 
河川區：224 公頃 
設施型使用分區： 
工業區：3,936 公頃 
鄉村區：137 公頃 

農地：3,277 公頃 
建成地：151 公頃 
自然地：893 公頃 

2031 15 34.5 1065 1.0305 140.39 10.03% ─ ─ ─ 

2036 20 46 1420 1.374 159.06 11.36% ─ ─ ─ 

2041 25 57.5 1775 1.7175 183.38 13.10% ─ ─ ─ 

2046 30 69 2130 2.061 199.80 14.27% ─ ─ ─ 

2050 34 78.2 2414 2.3358 209.13 14.94% 

北港都市計畫、麥寮都市計

畫、台西都市計畫、東勢都

市計畫、水林都市計畫、箔

子寮漁港特定區計畫： 
工業區(1),12 公頃 
水域(1),22 公頃 
甲種工業區(1),1 公頃 
行水區(2),64 公頃 
農業區(5),154 公頃 

資源型使用分區： 
特定農業區：26,758 公頃 
一般農業區：22,461 公頃 
森林區：653 公頃 
河川區：426 公頃 
設施型使用分區： 
鄉村區：48 公頃 
工業區：3,914 公頃 
特定專用區：161 公頃 

農地：2,487 公頃 
建成地：223 公頃 
自然地：1,560 公頃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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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30、2050 年雲林地區未來每年 2.3 毫米

上升高度淹沒之使用分區 

 
(b) 2030、2050 年雲林地區未來每年 5.7 毫米、

上升高度淹沒之使用分區 

 
(c) 2030、2050 年雲林地區未來每年 2.3 毫米

上升高度淹沒之國土利用地區 

 
(d) 2030、2050 年雲林地區未來每年 5.7 毫米

上升高度淹沒之國土利用地區 

圖4-63 雲林地區未來海平面上升淹沒模擬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經濟部水利署、國家科學委員會、國土利用調查測會中心圖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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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的協調與整合，作法未臻完備。 

從考古發掘紀錄顯示，各時代住民與移民為臺灣留下多元的海洋文化經驗，

且因天災人禍等因素，使水下存有非常豐富的文化遺產，如何透過整合機制將其

妥善保存為當前重要之課題。 

根據《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2 條之說明指出，人類活動與水下

文化資產間亦存在競合關係，因人類利用海洋之活動多端，其中除傳統之生物性

資源探勘開發外（例如：漁捕），非生物性資源之探勘開發（例如：天然氣、石

油、風能、海洋能發電等）、海洋運輸、電纜管道之舖設、科學研究、軍事演習

等，均有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或觸及水下文化資產，而目前對於水下文化資產的

保護機制主要是透過監測方式 34 35進行，亦須搭配例示性規定及整合機制將其妥

善保存。 

 
 
  

                                                 
34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30 第一項 「主管機關應就已公告之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會商

有關機關，訂定管理保護計畫，並進行管理保護。前項管理保護計畫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基本資料：位置、面積、水下文化資產內涵、研究概況及範圍圖示。二、分級範圍。三、

權責規劃及通報機制。四、日常維護：環境景觀之保全、維護及記錄。五、緊急維護：自然或

人為破壞之預防及緊急災害之處置。六、教育及宣導：文宣資料之製作、展示及教育活動。

七、經費來源。八、委託管理規劃。九、其他管理保護有關事項。」 
35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33 「主管機關為社會教育之目的，於不侵擾水下文化資產保存、

保護及管理下，得開放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之全部或一部，提供公眾觀覽。前項提供公眾觀覽

所涉範圍、觀覽方式、監控機制及其他相關事項，應納入第三十條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管理保

護計畫中，據以實施。」 



298 

第七節 計畫體制之調整與銜接 

7-1 國土計畫法與現行相關土地使用法規、制度及目的事業，如：國

土計畫法、海岸管理法等，整合協調與銜接機制之建立。 

以下就整體制度、都市計畫面之體制轉換挑戰，以及與目的事業法規之接合

問題，扼要說明之。 

一、以整體制度而論 

(一) 於新舊體制轉換之際，應以何種思維擬定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將影

響未來國土計畫落實之成效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公告

國土功能分區圖之日起，《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亦即目前依《區域計畫

法》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劃分之 11 種分區、19 種用地的管制模

式，屆時將轉由四大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做為未來國土利用的指導與管

制依據，相關作業時程如圖 4-64。 

 
圖4-64 《國土計畫法》作業時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國土計畫法》繪製 

據此，國土功能分區圖的劃設將成為國土計畫執行成效的關鍵，在後續

劃設條件的擬定過程中，現況分區與國土功能分區接合的機制，即為首要的

課題，茲就劃設過程中可能出現困境，例舉說明： 

1. 依土地資源特性劃設功能分區，影響部分既成發展地區而造成後續

執行困難度的提升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0 條之原則，就全部國土進行功能分區及

分類之劃設。就非都市土地而言，過去用地編定係以現況為基礎，因而

缺乏全面性、前瞻性的土地使用規劃，造成幾乎大部分土地開發及利用

行為，皆容許於非都市土地上。因此，形成許多環境敏感地區、農業生

產地內或周邊出現大規模的建築使用，如果不考量既有的開發許可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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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造成劃設之功能分區與土地實際使用間的落差，影響後續土地使用管

制執行上的困難。 

2. 現行都市計畫地區轉換至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恐影響既有優良農

地、環境敏感地區之保護及管制效力。 

(1) 現行的計畫體系及分區制度已運作多年，全計畫區轉換至城鄉

發展地區第一類能確保都市計畫體系之完備性、計畫範圍之完

整性。 

(2) 然而，然因都市計畫的區內土地使用分區非皆屬都市發展用地，

例如：農業區、保護區。在確保糧食安全、保護重要農業生產環

境、重視生態環境以及國土保安的情形下，如何於「保障既有發

展地區」與「保護環境敏感地區」間做出最適當之取捨，對於國

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及原則是關鍵的挑戰。 

二、從都市計畫來看 

(一) 過往都市計畫未能顧及區位分布、機能調控、規模設定及人口趨勢，導

致都市計畫發展供需不均 

目前臺灣都市計畫的發展，因過去劃設考量不周全，而形成供需發展不

均的狀況。依此，本計畫首先盤點全臺灣都市計畫整體發展情況；其次分別

以都市計畫人口發展率 36未達 50%的嘉義縣，以及最接近 100%的新北市為

例，說明兩種情況下都市計畫內部遭遇之問題；第三部分則探討都市計畫劃

設考量不周全所產生之爭議；最後，以未來人口發展趨勢，檢視《國土計畫

法》通過後，都市計畫需要注意之處。 

以內政部統計資料，截至民國 104 年底臺灣都市計畫區共 435 處，實施

都市計畫之面積約為 482,940 公頃（詳參表 4-57）。目前臺灣總計畫人口約

為 2,524 萬人，計畫人口密度為 5,227.60 人/平方公里，相較於現況發展之人

口約數為 1,875 萬人，現況人口密度約為 3,883.98 人／平方公里，在都市發

展強度上，現行都市計畫尚可容納約 649 萬人。 

整體而言，全臺灣都市計畫人口發展率為 74%，其中 15 縣市的發展不

及全國平均，而嘉義縣、花蓮縣、臺東縣更是低於 50%，顯然，臺灣都市計

畫區發展情況不甚理想，現行都市計畫用地，顯有供過於求之虞。然基於環

境發展及資源分配之考量，都市計畫之發展勢必會是一大問題。 

  

                                                 
36 人口發展率為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數占計畫人口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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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7 全臺灣都市計畫人口發展概況表 

縣（市） 面積（平

方公里） 
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現況人口 現況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人口 
發展率 

新北市 1,247.11 4,129,146 3,310.97 3,726,039 2,987.74 90% 

臺北市 271.80 3,414,000 12,560.72 2,704,810 9,951.48 79% 

桃園市 323.89 1,850,400 5,713.01 1,607,956 4,964.48 87% 

臺中市 538.86 3,089,600 5,733.58 2,213,388 4,107.54 72% 

臺南市 525.05 2,265,200 4,314.23 1,597,178 3,041.94 71% 

高雄市 418.49 3,806,027 9,094.58 2,503,268 5,981.61 66% 

宜蘭縣 76.57 408,620 5,336.85 297,312 3,883.09 73% 

新竹縣 54.54 420,000 7,701.42 325,088 5,961.04 77% 

苗栗縣 77.59 530,200 6,833.26 374,876 4,831.43 71% 

彰化縣 133.87 889,550 6,645.01 638,571 4,770.18 72% 

南投縣 126.48 426,655 3,373.33 281,522 2,225.84 66% 

雲林縣 97.80 518,700 5,303.72 300,040 3,067.91 58% 

嘉義縣 181.21 553,600 3,055.00 211,904 1,169.37 38% 

屏東縣 165.17 666,500 4,035.23 432,119 2,616.20 65% 

臺東縣 87.66 340,920 3,889.16 140,694 1,605.01 41% 

花蓮縣 123.40 542,225 4,394.06 228,155 1,848.91 42% 

澎湖縣 10.63 52,834 4,968.36 34,855 3,277.66 66% 

基隆市 74.06 511,900 6,912.20 372,105 5,024.54 73% 

新竹市 46.14 363,500 7,878.16 351,701 7,622.44 97% 

嘉義市 61.69 373,100 6,048.46 270,366 4,383.00 72% 

金門縣 155.37 83,000 534.21 132,799 854.73 160% 

連江縣 32.03 10,500 327.81 12,547 391.72 119% 

總 計 4,829.40 25,246,177 5,227.60 18,757,293 3883.98 74%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內政部統計查詢網民國 104 年統計資料 

(1) 都市計畫內部發展情況-以嘉義縣、新北市為例 
有鑒於各直轄市、縣（市）內部之住宅吸引、交通成本、產業

發展狀態等因素之差異，各個都市計畫的發展情況也不盡相同。因

此，本計畫以都市計畫之人口發展率低於全臺灣整體平均且尚不及

50%的嘉義縣(38%)，說明直轄市、縣（市）內部都市計畫發展，供

過於求之情況；另外，以都市計畫之人口發展率高於全臺灣整體平

均、且人口發展率最近接飽和程度的新北市(90%)為例，說明都市

計畫發展目前尚可能遭遇之問題。 
嘉義縣民國 104 年都市計畫之計畫人口約為 55.36 萬，現況人

口約為 21.19 萬人，人口發展率約為 38%，遠低於全臺灣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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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發展率 74%，甚至未達 50%（詳參表 4-58），明顯透露出都市

計畫發展情況不甚理想。 
嘉義縣 28 個都市計畫中，僅有 1 處中埔（和睦地區）都市計

畫人口發展率超過 90%，其於 27 處都市計畫人口發展率皆未達

80%，而朴子、民雄、民雄（頭橋地區）、義竹、水上（北回地區）

等 9 處都市計畫未達 70%，另外布袋、大林、溪口、梅山、大埔、

鹿草、國立中正大特定區等 13 處都市計畫之人口發展率，甚至未

達都市計畫之 50%（詳參表 4-58、圖 4-65），都市計畫供過於求的

情況嚴重。 

表4-58 嘉義縣都市計畫人口發展率表 
地區 計畫人口 現況人口 人口發展率 

高速公路嘉義交流道特定區 30,000 14,851 50% 
嘉義縣治所在地 24,000 2,430 10% 

擴大嘉義縣治所在地（都市計畫） 96,000 3,183 3% 
朴子 36,000 20,535 57% 
布袋 38,000 13,000 34% 
大林 30,000 13,135 44% 
民雄 20,000 11,495 57% 

民雄（頭橋地區） 45,000 30,745 68% 
溪口 9,000 4,192 47% 
新港 28,000 14,354 51% 
義竹 9,000 5,871 65% 
水上 18,000 9,206 51% 

水上（北回地區） 7,000 4,694 67% 
中埔 3,000 2,153 72% 

中埔（和睦地區） 20,000 18,468 92% 
竹崎 8,000 4,493 56% 
梅山 19,000 9,114 48% 
大埔 10,000 1,752 18% 

阿里山（達邦地區） 1,300 1,015 78% 
吳鳳廟特定區 8,500 2,720 32% 

曾文水庫特定區 7,000 2,346 34% 
仁義潭風景特定區 7,000 5,473 78% 

太保 12,000 6,970 58% 
中崙風景特定區 600 347 58% 

六腳（蒜頭地區） 8,500 3,352 39% 
鹿草 9,700 3,658 38% 

國立中正大學特定區 29,000 2,352 8% 
嘉義高鐵站 20,000 NA NA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內政部統計查詢網民國 104 年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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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5 嘉義縣都市計畫人口發展率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內政部統計查詢網民國 104 年資料繪製 

新北市民國 104 年都市計畫之計畫人口約為 412.9 萬，現況人

口約為 374.5 萬人，人口發展率約為 90%，雖高於全臺灣都市計畫

人口發展率 70%（詳參表 4-59）。進一步檢視新北市內各個都市計

畫後可發現，新北市區內都市計畫供需不均之現象明顯。區內有 17
處都市計畫之人口發展率未達 80%，其中鶯歌、板橋（浮洲）、石

碇、平溪、雙溪、林口特定區、臺北港特定區等 7 處都市計畫未達

70%；另外，新莊龍壽迴龍地區、坪林水源特定區、東北角海岸特

定區、（南北勢溪）北海岸風景特定區、淡海新市鎮特定區、新店

水源特定區等 6 處都市計畫之人口發展率，甚至未達都市計畫之

50%（詳參圖 4-66、表 4-59）。上述情況產生的原因，主要在於都

市計畫劃設時，未能有效考量整體發展的情況，如淡海新市鎮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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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量新北市內整體住空屋現況，以及公共設施的開闢，未能搭

配住宅興建，因此無法吸引人口進入，以致都市計畫發展成效不彰。

此外尚有都市計畫乃基於特定目的而劃設，例如：新店水源特定區，

因此，出現非開發導向的發展模式。 
另一方面，新北市各都市計畫現況人口仍有 29 處的人口發展

率超過 80%，其中三重、新莊、板橋、永和、三峽、十分風景特定

區計畫等 6 處超過 90%，另樹林（三多里地區）、樹林（山佳地區）、

蘆洲、五股、泰山、中和、土城、臺北大學社區特定區、淡水、淡

水（竹圍地區）、三芝、八里（龍形地區）、野柳風景特定區、萬里

（萬里、大鵬龜吼村）、汐止、烏來等 16 處都市計畫地區之現況人

口已大於該都市計畫之計畫人口，人口發展率大於 100%（新北市

政府，民國 104 年）（詳參圖 4-66、表 4-59）。此種都市計畫發展超

乎預期之情況，主要是因為都市計畫劃設之前，當地的發展已吸引

眾多的人口進入，而後隨著都市計畫發布，各項資源的投入，計畫

區人口的數量也更隨之增加，因此產生供不應求之情況。 

 
圖4-66 新北市都市計畫人口發展率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內政部統計查詢網民國 104 年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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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得知，目前全臺灣各縣市的都市計畫發展情況，以計

畫人口遠大於現況人口居多，形成都市計畫之都市發展用地供過於

求。新北市案例雖也顯示出都市計畫供過於求的情況，然而，境內

尚有部分都市計畫呈現人口飽和之情形，此導致區內發展極為懸殊。

上述兩種情況皆可能導致城鄉發展失控，因此，未來如何確保城鄉

發展地區之區位分布、機能調控及規模設定，並同時兼顧區域發展

品質，以強化國土計畫對於城鄉發展之調控，相關制度有待確立。 

表4-59 新北市都市計畫人口發展率表 
地區 計畫人口 現況人口 人口發展率 

三重 400,000 388,473 97% 

板橋 570,000 513,456 90% 

板橋（浮洲地區） 60,000 40,780 68% 

樹林 140,000 98,408 70% 

樹林（三多里地區） 36,000 39,510 110% 

樹林（山佳地區） 13,000 15,161 117% 

鶯歌 63,000 42,834 68% 

鶯歌（鳳鳴地區） 27,000 19,744 73% 

三峽 50,000 50,656 101% 

新莊 415,000 404,967 98% 

新莊龍壽迴龍地區 10,800 1,768 16% 

新店 236,000 211,277 90% 

新店（安坑地區） 52,000 42,006 81% 

永和 230,000 225,482 98% 

淡水 60,000 77,312 129% 

淡水（竹圍地區） 31,000 40,412 130% 

汐止 130,000 162,821 125% 

瑞芳 10,000 8,805 88% 

中和 400,000 414,467 104% 

土城 110,000 204,196 186% 

土城（頂埔地區） 38,000 34,507 91% 

蘆洲 177,000 200,003 113% 

五股 54,000 68,000 126% 

泰山 44,000 78,750 179% 

石碇 2,000 1,337 67% 

深坑 15,000 12,575 84% 

三芝 10,000 12,998 130% 

石門 3,000 2,660 89% 

八里（龍形地區） 8,700 11,307 130% 

平溪 3,000 1,79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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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計畫人口 現況人口 人口發展率 

雙溪 10,000 5,632 56% 

金山 19,500 16,400 84% 

貢寮（澳底） 6,000 4,401 73% 

萬里 11,000 11,274 102% 

林口特定區 200,000 120,070 60% 

坪林水源特定區 3,500 1,373 39% 

野柳風景特定區 3,396 3,743 110% 

烏來水源特定區 2,000 2,496 125% 

東北角海岸特定區 37,000 9,709 26% 

十分風景特定區 350 403 115% 

臺北水源特定區 37,100 18,543 50% 

（南北勢溪）北海岸風景特定區 20,000 9,438 47% 

淡海新市鎮特定區 300,0000 25,133 8% 

臺北大學社區 29,500 44,023 149% 

新店水源特定區 14,000 4,461 32% 

臺北港特定區 37,300 22,469 6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內政部統計查詢網民國 104 年統計資料 

(2)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爭議 
近年來，眾多都市計畫案件的新訂，未能充分考量區位分布、

機能調控及規模設定等因素進行劃設。此外，民意高漲之下，涉及

眾多土地的開發，民眾擁有之土地勢必得面臨徵收、重劃等，土地

所有權之權利將遭受侵害，而環保意識提升的情況之下，都市計畫

之新訂也面臨更艱鉅的挑戰聲浪，以下將引近年備受關注的三個案

例作為說明。 
首先，「桃園航空城計畫」主要開發核心僅為 1,174 公頃，徵收

面積卻高達 3,115 公頃，成為史上最大的區段徵收案，而後也不斷

產生爭議事端；第二，「臺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特定區計畫」（新竹

璞玉計畫）面積 142 公頃被列為國家重大建設，而後卻欲徵收 447
公頃土地，小計畫大徵收也因此引發諸多反對聲浪；最後，「新竹

科學園區竹南基地暨周邊地區特定區」（苗栗大埔事件）則是政府

因計畫發展所需，未考量計畫區內大埔農田整體發展情況逕作業開

發，另外，針對土地上之建築拆除，也引發許多社會爭議。 
上述都市計畫之劃設乃基於經濟發展或是國家建設進行開發，

但往往被質疑其仍深受土地炒作思維的影響，其可議之處為都市計

畫土地劃設範圍過於廣泛，不符合未來發展所需之效益，因此土地

徵收時遭受到民眾質疑、甚至是反彈；再者，周遭原有的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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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現況人口與計畫人口仍有極大落差，因此，新訂都市計畫備受爭

議。 

(3) 未來人口發展趨勢 
依據國發會《105 年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5 至 150 年）報告》

就人口之「中推估」而言，臺灣總人口將於 2024 年達最高峰 2,374
萬，而後將逐漸降低，至 2061 年底我國總人口將降為 1,827 萬（詳

參圖 4-67）。顯然，臺灣總人口將呈現負成長，因此，未來都市計

畫人口之估算，勢必也得重新調整。 

 
圖4-67 總人口中推估成長趨勢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105 年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5 至 150 年），民國 105 年，頁 3 

《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案）》（民國 105 年 9 月）基於《105
年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5 至 150 年）》報告之推估結果，以 2,372
萬人作為計畫目標年（民國 115 年）之人口總量，進行各直轄市或

縣（市）人口密度分布分析（詳參圖 4-68）。於此之下，各直轄市

或縣（市）人口集中之處，即都市計畫地區，應當於此刻修正計畫

人口之容納量，以利未來人口分派目標之達成，有新訂或擴大都市

計畫案件，應以位屬城鄉發展地區者為限。 
基於國家發展委員會對於未來臺灣總人口呈現負成長之估計，

以及全國區域計畫針對直轄市或縣（市）人口總量分派的目標，未

來都市計畫之變更以及依《國土計畫法》第 16 條之新訂或擴大，

應做出適當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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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8 各縣市人口總量分派密度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案），民國 105 年 

三、於新舊體制轉換期間，應審慎處理國土計畫與現行都市計畫制度之接合問題，

避免與國土計畫願景相違悖 

(一) 法源依據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規定，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期限，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之擬訂或變更。但其全部行政轄區均已發布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

畫者，得免擬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6 條

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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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通知當地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按國土計畫之指導，辦理都市計畫之擬訂

或變更。 

(二)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功能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8 條及第 10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之內容，應載明直轄市、縣（市）之發展目標、發展預測、空間發展及成

長管理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調整、土地使用管制原則、部

門空間發展計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建議事項等相關

事項，並且應遵行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 

(三) 未發布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地區是否能達成國土計畫願景之疑慮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6 條所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

施後，當地之都市計畫應按其指導逕行擬定或變更，《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

所定，其全部行政轄區均已發布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得免擬訂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故未來全國國土計畫施行後，全國國土計畫與

未擬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地區之既有都市計畫接壤問題應如何處理？

此外，既有之都市計畫是否能達成原先欲擬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

目的？實為國土計畫施行後之一大疑慮。 

臺北市、嘉義市、金門縣及連江縣等縣市，為全部行政轄區均已發布實

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之地區，上述等行政區，便為未來得免擬訂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之直轄市及縣（市）地區。然而沿用既有之都市計畫

法的管制措施，是否能夠確保其功能、成效與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無

異，並有效與上位之全國國土計畫接壤，為上述直轄市、縣（市）可能面臨

之重大問題。以下將就臺北市、嘉義市、金門縣等地之都市計畫、願景計畫

之內容分別檢討之： 

1. 臺北市 

臺北市早期計畫成立願景委員會，希望能擬定臺北市願景計畫，但

並未實現。民國 104 年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雖展開擬定臺北 2050 願

景計畫之行動，並強調此次是結合願景目標與期程進行規劃，然尚未完

成之願景計畫仍充滿許多不確定性，且願景計畫並無法定效力（臺北市

政府，民國 104 年）。截至目前為止，關於臺北 2050 願景計畫內容，確

實擬定了空間發展計畫，並在 2050 願景計畫委員會中討論有關發展預

測、氣候變遷調適等主題，然就銜接國土計畫之指導、成長管理計畫、

國土復育建議事項與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等主題，並無多加著墨。臺北市

雖全區均已發布實施都市計畫，並配有願景計畫進行輔助，然既有都市

計畫及願景計畫之內容，無法確保是否能達到與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相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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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嘉義市 

變更嘉義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書（嘉義市政府，

民國 104 年）針對了嘉義市的發展目標、發展預測、空間發展及成長管

理皆有所著墨，然就嘉義市全區之發展指導、氣候變遷、國土復育、國

土功能分區劃設等主題則未提及，恐因缺乏具指導功能之計畫，而無法

有效與全國國土計畫接軌。 

3. 金門縣 

金門縣全區受金門特定區計畫及金門國家公園計畫之管轄，其中金

門特定區計畫（金門縣政府，民國 104 年）之內容皆包括發展目標、發

展預測、及空間發展，並有提及氣候變遷調適、國土復育相關的主題，

然卻未提及有關功能分區劃設原則及成長管理等內容，無法確保金門特

定區計畫在國土計畫施行後，能發揮引導土地使用之功能。 

 
圖4-69 金門國家公園計畫與金門特定區計畫範圍分布圖 

資料來源：金門縣政府，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書（第一次通盤檢討），民國 104 年 

4. 連江縣 

連江縣全區受連江縣南竿地區、北竿地區、東引地區、莒光地區等

地之風景特定區計畫之管轄，上述計畫內容皆包括：發展目標、發展預

測、及空間發展，然卻未提及有關氣候變遷調適、國土復育、功能分區

劃設原則及成長管理等內容。又變更連江縣（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

畫（連江縣政府，民國 102 年）、變更連江縣（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

計畫（連江縣政府，民國 101 年）、變更連江縣東引地區風景特定區計

畫（連江縣政府，民國 104 年）、擬定莒光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連江

縣政府，民國 97 年）等風景特定區計畫，各自只針對其管轄區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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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無法在國土計畫施行後，發揮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同樣

引導土地使用之指導功能。 

將上述四縣市之都市計畫、國家公園計畫、願景計畫內容彙整後（詳

參表 4-60），可以發現上述四縣市既有之都市計畫、國家公園計畫之指

導內容，皆缺乏縣市整體之指導、與全國國土計畫之銜接、功能分區劃

設原則及部門空間發展計畫等內容，故以既有之都市計畫、國家公園計

畫、願景計畫之內容，實難補足原應擬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

功能。 

表4-60 都市計畫、國家公園計畫指導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功能對照表 

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 
應擬內容 

 
 
縣市別 

整
體
指
導 

計
畫
銜
接 

發
展
目
標 

發
展
預
測 

空
間
發
展
計
畫 

成
長
管
理
計
畫 

功
能
分
區
劃
設
原
則 

部
門
空
間
發
展
計
畫 

氣
候
變
遷
調
適
計
畫 

國
土
復
育
事
項 

連江縣（特定區計畫） Ｘ Ｘ Ｏ Ｏ Ｏ Ｘ Ｘ Ｘ Ｘ Ｘ 

金門縣（特定區計畫） Ｘ Ｘ Ｏ Ｏ Ｏ Ｘ Ｘ Ｘ Ｏ Ｏ 

嘉義市都市計畫 Ｘ Ｘ Ｏ Ｏ Ｏ Ｏ Ｘ Ｘ Ｘ Ｘ 

臺北市（都市計畫） Ｘ Ｘ Ｏ Ｏ Ｏ Ｘ Ｘ Ｘ Ｘ Ｘ 

臺北市（2050 願景） Ｘ Ｘ Ｏ Ｏ Ｏ Ｏ Ｘ Ｘ Ｏ Ｘ 

四、國土計畫法與目的事業法規之管理競合 

除《國土計畫法》外，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目的事業法規，亦能對

部分地區之土地進行管理，可能存在資源認知、土地使用或其它事項上之競合。

因此，本計畫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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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相關子法之制定成果報告》（內政部，民國 95 年），將可能之競合整理如表 4-
61，從表中可見，對於土地容許使用內容之規定，為各個法規主要的競合處，其

他可能的競合問題尚包括主管機關重疊、罰則併罰等。因此，未來如何重新檢視

與修正相關法規，避免《國土計畫法》與目的事業法規產生競合，為國土計畫之

制度配套重點。 

此外，各主管機關之間長期缺乏橫向整合的協調機制，對於土地發展並無明

確目標共識，導致彼此間認知的落差。因此，在檢視與修正相關法規的同時，如

何整合各目的事業機關之目標共識，使《國土計畫法》之架構更具整體性與目標

性，亦為解決其與目的事業法規競合之重點。再者，為邁向環境生態保育及國土

永續發展的里程碑，《濕地保育法》業於民國 103 年 7 月公布施行、《海岸管理

法》則於民國 104 年年 2 月公布施行，該兩法分別係以促進濕地保育及明智利

用、建立海岸管理機制為目標，期望透過保育利用/海岸保（防）護計畫、分區管

理機制，將溼地、海岸保育及利用之「未來性」，放入經營管理中考量，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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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政府各部門應如何確實依照該兩法之指導原則，研擬、修訂或審議實質利用

計畫，實為一大挑戰，而於全國國土計畫之總體指導下，未來又如何避免規範或

管理上之競合，亦為一大課題。 

表4-61 目的事業法規與國土計畫法可能之競合表 
目的事業法規 與《國土計畫法》可能之競合 

《農業發展條例》 其部分條文關係《區域計畫法》，然而國土功能分區公告後，該法將不再

適用 
《自來水法》 其土地使用限制規定可能與《國土計畫法》之土地容許使用內容產生衝突 

《水利法》 其土地使用限制規定可能與《國土計畫法》之土地容許使用內容產生衝突 

《水土保持法》 其土地使用限制規定可能與《國土計畫法》之土地容許使用內容產生衝突 

《森林法》 其土地使用限制規定可能與《國土計畫法》之土地容許使用內容產生衝突 

《文化資產保存法》 其土地使用特別規定事項可能與《國土計畫法》管制規則產生衝突 

《要塞堡壘地帶法》 其土地使用管制事項可能與《國土計畫法》管制規則產生衝突 

《野生動物保育法》 其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可能與《國土計畫法》管制規則產生衝突 

《野生動物保育法》 其規定可能與《國土計畫法》土地使用管制產生衝突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內政部民國 9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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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7-2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順序，及劃設後空間功能之競合之調和機制之

建立。 

全國土地將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0 條規定之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原

則進行劃設。然而，劃設順序恐衍生許多困境與挑戰，如環境保育與經濟發展的

競合，同時亦影響人民財產權。面對氣候變遷、糧食安全及產業配置等困境，如

何確保國土永續發展將是此議題的重點。 

本計畫僅就不同劃設順序可能衍伸之疑慮以及分區劃定後彼此間之競合問

題做討論，而完整的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及順序（包含 GIS 模擬）、轉換機制、

新舊法令的銜接機制詳載於「105 年度國土功能分區規畫委託技術服務案」。 

一、「國土保育地區」與「城鄉發展地區」之競合 

「國土保育地區」之優先劃設將有助於保護自然資源、維持生態多樣性、文

化資產與珍貴自然景觀，符合國土計畫法之立法精神。然而，如果現有都市化程

度較高地區因地緣關係一併劃入國土保育地區，恐限制原土地使用方式，影響城

鄉之居住、經濟、交通或其它建設發展之虞。此外，原住民傳統領域及其生活空

間多處位具國土保育性質之土地，因此既有原民聚落發展將受到限制。 

反之，若以「城鄉發展地區」進行優先劃設，則有利城鄉之居住、經濟、交

通及其它建設發展，降低土地開發過程中的阻力，吸引投資、創造就業，進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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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競爭力；然而，其優先劃設恐使得都市計畫區及非都市鄉村區、工業區、特專

區內，具有環境敏感特質的土地易遭不當開發或過度利用，影響自然資源及環境

調適能力，甚至危及城鄉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二、「農業發展地區」與「城鄉發展地區」之競合 

「農業發展地區」之優先劃設將可保護優良農地，以維持國家糧食自給率，

亦有助於自然生態的保育及限制城鄉發展的蔓延；然而，其優先劃設將限制城鄉

擴張的空間，且部分都市計畫內之農業區因已劃設為農業發地區，將無法及時回

應都市發展需求。 

反之，若以「城鄉發展地區」進行優先劃設，將有利於都市彈性發展，都市

計畫區內的農業區不受農業發展地區之管制規範。然而，都市計畫區內之優良農

地恐淪為都市儲備用地，加速其使用變更或汙染生產環境，衝擊糧食安全，破壞

農地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 

三、「國土保育地區」與「農業發展地區」之競合 

「國土保育地區」之優先劃設將有助於保護自然資源、維持生態多樣性、文

化資產與珍貴自然景觀，同時維持國土於面臨天然災害之韌性；然而，其優先劃

設將限制部分既有具生產價值之農作使用，尤其，山坡地農業多位於具國土保育

地區劃設條件之土地，在國土保育地區之管制下，勢必影響農民財產權。 

反之，若以「農業發展地區」進行優先劃設，有利於維護良好的農業生產環

境，維持國家糧食自給率，亦有助於其發揮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以及限制都市過度

蔓延；然而，其優先劃設將使得部分農業發展地區暴露於具環境敏感特性之土地，

使居民之生命財產受威脅，且恐造成環境敏感地區過度開發或利用。 

7-3 亟待建立開發許可制轉變為使用地變更許可制之過度機制 

一、制度轉換可能出現之問題 

《國土計畫法》施行後，預計至 2022 年才會將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完成。就

土地使用許可制度轉變而言，可能會出現過渡期的搶變更心理，或者產生使用許

可制下，土地使用彈性的疑慮。扼要說明如下。 

(一) 過渡時期的搶變更預期心理 

國土計畫法通過後，已有部分在地政治要角認為檯面上現有之劃設原則

對於農業縣市發展不利，在農業從業人口不振、收入逐漸下滑的情況下，農

業縣市在經濟發展上本就較為弱勢；而未來國土計畫法功能分區劃設給予的

限制，亦使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透過開發許可，允許變更使用的方式不再可行。

因此，部分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在過渡期間，可能藉由區域計畫土地變更機制

增加產業用地，使得未來能被劃設至城鄉發展區的土地面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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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民間對於土地使用規範轉嚴而搶先出手的情形，在過去已有相關案

例。而行政院農委會在民國 99 年的《都市計畫農業區合理利用與管理制度

之研究》研究報告亦呈現民眾對於土地增值的預期心理，在變更門檻低的情

況下，容易讓原先土地使用價值較低（例如：農地）的土地所有人，會抱著

變更使用後增值的預期心理，導致農地的濫用、誤用或不使用。雖然前述政

策對於市場失序、公共安全與利益等有所裨益，但民眾對於自身財產權的捍

衛，以及開發者著眼於利益的觀點，前述搶在制度過渡期的市場現象實難避

免，然政府應擬定相關對策，避免新制度之成效不若預期。 

(二) 使用許可制能否因應產業彈性土地使用需求之疑慮 

依照國土計畫法下使用許可制之精神，在編定適當使用地後，在使用上

可以分成三種情形：使用許可、容許使用，禁止或限制使用。然不論是何種

情形，國土功能分區與分類皆是不可變動，在此規範下可避免都市蔓延侵蝕

國土保育地區與農業發展地區之土地，並落實土地依分區分類使用的原則。 

然而，就相關項目的比較（詳參表 4-62）觀察，使用許可制的規範可說

較難改變。使用許可的分區規範較為剛性的情況下，對於具急切性之土地使

用取得較為困難；除此之外，在國土分區已劃定各土地使用分區分類之情況

下，對於未來產業發展之空間，已產生面積與區位之限縮效果，對於產業發

展的土地使用便利性，相較於過去開發許可制而言較弱。相較於開發許可制

直接變更使用分區的方式，使用許可因受限於分區規範而讓使用較為嚴格。

在社會經濟發展成為近年政府施政重點之際，土地之靈活有效使用至為重要；

但過去農地破碎、都市蔓延等問題亦須透過國土計畫法改善與解決，政府實

有必要於經濟發展之際，找尋能兼顧國土使用永續之平衡點。 

表4-62 開發許可制與使用許可制簡易比較表 
 開發許可制 使用許可制 

法源依據 《區域計畫法》 《國土計畫法》 
上位法定計畫作為

空間發展之指導 模糊不清 明定於各層及國土計畫中 

適用土地類型 非都市土地為主 所有使用分區 

產生背景 促使土地活用，便於經濟發展 解決開發許可制下分區變更浮

濫情形 

分區變更方式 可隨時個案申請變更 僅得於各級國土計畫通盤檢討

時為之 

審議權 中央與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視規

模與類型進行分工 
城鄉發展與農業發展區為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 
土地使用彈性 較高 較低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區域計畫法》、《國土計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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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變為使用許可制之差異 

從開發許可制轉變為使用許可制之最大差異，在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的效力

強弱。過往開發許可制的時空背景下，為了讓土地使用能夠更加彈性靈活，有利

於促進經濟發展，而透過准予個案申請土地變更使用之方式，使土地使用能繞過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而有更多使用方式的可能。 

透過前段之比較，已可理解在國土計畫法的體系下，土地使用的彈性與空間

將會相較於開發許可制下來得小。以下就上位計畫、分區變更方式說明，進一步

推論制度過渡期間出現搶變更之可能性。 

(一) 分區變更方式 

過去在經濟發展為主的時代下，開發許可制允許個案申請變更，以使土

地使用有更多彈性，利於工商業之發展土地取得。而在今日，國土使用之概

念已從傳統經濟掛帥轉變至重視環境永續發展，因此傳統上將農地申請變更

作為工商業使用之方式，在國土計畫法下將不被允許，須受較為剛性的分區

規範。 

未來國土計畫法下，四大分區將僅在五年一次通盤檢討，或重大災變後

有變更可能，旨在維持土地使用能夠受到控制，避免都市蔓延或蛙躍發展，

並減少與遏止農地破碎等問題。  

(二) 土地使用彈性的比較 

對於土地所有人而言，未來國土計畫法體制下的土地使用分區無法自行

申請變更，使用方式必須受到功能分區之限制，彈性將比過去區域計畫法下

來得小。而對地方政府來說，未來雖然城鄉發展地區與農業發展地區之使用

許可自行管控，但相較於過去能夠透過區域計畫法下開發許可制變更使用的

便利性而言，自主空間相對較小。 

7-4 缺乏未登記及違規工廠之土地管理與處置機制。 

一、未登記工廠問題緣由 

依據經濟部工業局民國 104 年末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政策報告指出，全臺大

約有三萬八千九百家未登記工廠，其中：新北市柑園地區、臺中市烏日地區、彰

化縣頂番婆地區及高雄嘉華地區的情況最為嚴重（詳參圖 4-70、圖 4-71、圖 4-
72、圖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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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0 柑園地區未登記工廠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國土測繪中心民國 104 年圖資、

新北市都市計畫分區圖繪製 

圖4-71 烏日地區未登記工廠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國土測繪中

心、民國 104 年圖資臺中市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圖繪製 

 

 

圖4-72 頂番婆地區未登記工廠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國土測繪中心民國 104 年圖資、

彰化縣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繪製 

圖4-73 嘉華地區未登記工廠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國土測繪中心

民國 104 年圖資、高雄市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圖繪製 

然而，未登記工廠除上述使用型態與地目不合的問題外，還有下列兩難的困

境：民國 91 年環保署列管約 2,800 筆受污染農地，並投入約五億兩千六百萬進

行整治，但至民國 103 年末仍有超過 95％的農地依舊在列管當中，顯示農地污

染的問題未有顯著改善，其中：彰化縣面積佔比約 57％、桃園市約 38％，分別

位居第一、二位，依據農業試驗所資料顯示，金屬污染物包含了銅、鎳、鋅、鉻、

鎘、鉛、砷和汞，皆會有害於人體健康，故受列管；列管面積最大的彰化縣，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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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工廠的數量亦是目前全台位居上位的縣市之一，根據經濟部工業局民國 102
年的調查資料，彰化縣的水龍頭五金製造工廠多位於農地上，且具有重要的群聚

樞杻角色，但水龍頭製造需用到大量地銅、鋅、鉛金屬元素，其工業排水即是造

成農地嚴重金屬污染的原因，因此未登記工廠延伸出的問題，即是產業產值與農

業生產的競合。 

表4-63 民國 104 年各縣市列管農地筆數及面積 
縣 市 列管農地件數 百分比 列管農地面積（公頃） 百分比 
彰化縣 1,325 47% 225 57% 
桃園市 1,280 46% 150 38% 
臺中市 129 5% 12.3 3% 
臺南市 36 1% 3.2 1% 
苗栗縣 12 0% 1.8 0% 
嘉義市 9 0% 2.2 1% 
南投市 4 0% 0.3 0% 
雲林縣 2 0% 0.4 0% 
嘉義縣 2 0% 0.5 0% 
宜蘭縣 1 0% 0.3 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行政院環保署民國 104 年整治年報 

二、現行處理方法 

現行處理方法大致可分為兩個方向：低污染產業行輔導合法經營、高污染產

業行輔導遷廠。 

(一) 輔導合法經營 

輔導合法經營可再細分為兩個項目：劃定特定地區、輔導補辦登記。 

依據《特定地區處理原則》，劃定特定地區需考量「面積規模」、「產業

類型」、「區位條件」、「廠地密度」、「所有權意願」，特定地區若位於都市土

地中，即進行分區變更，循《都市計畫法》辦理變更作業；若位於非都市土

地，須先將土地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以符合土地地目之規範，故依循《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1 條之 1 與 31 條之 2 辦理，透過土地變更後，

即可辦理工廠合法登記。 

表4-64 未登記工廠的特定地區與土地使用分區表 
土地使用分區 區數 面積 廠商 
1 都市土地 32 102 175 
2 

非都市土地 
特定農業區 107 311 411 

3 一般農業區 44 124 117 
4 山坡地保育區 3 7 6 
總計 186 546 709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經濟部工業局民國 102 年未登記工廠輔導合法經營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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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5 臺灣直轄市、縣（市）特定地區狀況 
縣 市 區數（區） 面積（公頃） 家數 

臺中市 52 153 210 

高雄市 41 122 205 

臺南市 32 98 125 

彰化縣 32 88 89 

桃園縣 12 31 32 

嘉義縣 5 13 6 

新北市 3 11 29 

苗栗縣 3 8 3 

屏東縣 3 13 3 

南投縣 2 6 3 

新竹縣 1 3 4 

合 計 186 546 709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經濟部工業局民國 102 年未登記工廠輔導合法經營推動計畫 

輔導補辦登記依循《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3 條規定，主管機關應會商

有關機關擬定措施辦理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至民國 109 年 6 月 2 日期

間屆滿前，經濟部所公告之特定區之未登記工廠不適用《工廠管理輔導法》

第 30 條第 1 款、《區域計畫法》第 21 條第 1 項、《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有

關違反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及《建築法》第 86 條第 1 款、第 91 條第 1 項

第 1 款處罰之規定，以及同法第 34 條於民國 97 年 3 月 14 日前，既有低汙

染之未登記工廠，其符合環境保護、消防、水利、水土保持等法律規定者，

於民國 104 年 6 月 2 日前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繳交登記回饋金，申請補辦臨時

工廠登記。依據此條法規申請補辦臨時工廠登記分作兩階段：在第一階段書

面資格審查民國 97 年 3 月 14 日前寄有低汙染之未登記工廠共有 11,411 家

申請，而核准 8,011 家。而第二階段則為實質改善審查，期中審查內容包含

還綁、消防、水利、水保等實質設施改善內容，4,973 家申請，4,222 家通過。 

表4-66 臺灣各縣市未登記工廠之兩階段登記狀況表 
縣市 

家數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彰化縣 其他 

縣市 
合計 

第一階段申請 1,477 929 2,513 1,150 1,554 2,002 1,786 11,411 

第一階段核准 891 458 1,751 624 624 1,628 1,465 8,011 

第二階段申請 733 280 1,055 489 489 1,090 655 4,973 

第二階段核准 547 258 802 370 370 984 622 4,222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產業用地革新方案，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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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輔導遷廠 

輔導遷廠則有下列三種措施：工廠進駐合法土地開發、融資予購地優惠

貸款、產業輔導。透過上述三種措施，將有意願的工廠遷移到合法的土地進

行開發（例如：工業區、丁種建築用地），抑或給予貸款優惠，增加工廠自

行遷廠而免於罰則的誘因，此外，透過產業輔導與升級的方式，使工廠遷移

到適宜的土地、區位，得以進行產業的轉型輔導或升級。然此部分並無明確

且詳細的法源制度處理之，僅有相關政策的研擬與實施。 

《臺中市區域計畫》針對未登記工廠課題的處理對策，即是採行輔導遷

廠為主軸，欲將未登記工廠遷廠到合法的產業儲備用地，而其產業儲備用地

的來源有二：都市計畫工業區的閒置土地、現況用途不明確的農業用地。 

然而，為何「輔導合法經營」及「輔導遷廠」兩大策略，仍無法解決為

登記工廠氾濫的問題？因為未登記工廠雖不合法，但並不代表其不會自然地

群聚，若它已有自然的群聚效應，即代表它對於工業產值有一定的貢獻，輔

導遷廠恐破壞群聚，但若不遷廠，對農地資源的破壞即需被解決。而輔導合

法經營牽涉到不同權責的歸屬，處理亦不易，權責歸屬如下：土地規劃地目

用途為內政部；農業用地為農業委員會；工廠登記為經濟部，在權責分散或

分工細致的體制下，行政流程、時程易耗時或中途停擺。 

三、未來國土計畫之挑戰與課題 

(一) 現行法規難以處理高污染而群聚的未登記工廠 

經濟部工業局現行處理方法先依據產業對環境的高低污染情況，分成輔

導合法經營與輔導遷廠兩個面向的政策，然而，如同前段所述，高污染產業

採取的是取締、輔導遷廠，但其忽略產業可能有重要的群聚效應（例如：彰

化縣鹿港頂番婆地區的水龍頭五金製造業，如圖 4-72 所示），因需大量產業

用地土地面積、充足基礎設施、便捷交通系統等，且合法工業用地成本過高，

故難以進行全數工廠的輔導遷廠，但又因為其污染性而無法進行輔導合法登

記，因此，當未登記工廠有群聚效應但同時具高污染性時，即會產生農地資

源遭受高度破壞卻又難以遷廠的問題，至今尚無相關法規或政策以解決問題，

且農地地力回復與淨化成本的投入，亦為後續重要的農業與保育課題。 

(二) 現行法規、執行期限與國土計畫法、國土計畫的銜接性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十三條之規定，於輔導期間自民國 99 年

6 月 2 日至民國 109 年 6 月 2 日不處罰未登記工廠，讓未登記工廠主動申辦

變更與登記，意即民國 109 年 6 月 3 日後正式取締與開罰。而《國土計畫

法》於民國 105 年 5 月 1 日施行，縣市國土計畫於四年後的 109 年 5 月 1 日

完成計畫，並在後續兩年進行國土功能分去劃設，理應於劃設國土功能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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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已完成輔導登記的工作，並開始進行其餘未登記工廠取締，但同時間仍

然能依據《都市計畫法》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辦理土地使用變更

後，逕行工廠登記，在此期間，恐有「搶建」的情況發生，而國土功能分區

的劃設工作恐有執行上的困難。 

此外，民國 111 年 5 月 1 日《區域計畫法》正式失效，代表《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隨同失效，然而，未登記工廠取締、處罰的工作並未訂有

執行期限，國土計畫正式完成且公告實施後，若未處理完畢，《工廠管理輔

導法》第三十四條的罰則即會無所根據，必須修法以因應《國土計畫法》的

罰則規定。 

(三) 田園化生產聚落概念，落實於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的兩難挑戰 

蔡英文總統之幕僚團隊曾針對未登記工廠議題提出「田園化生產聚落」

之策略構思，以解決現況農地資源與耕作遭受破壞的困境，並同時輔導工廠

在合法化運作下，不破壞周遭都市或鄉村環境，故提出「合理化分區規劃」

的理念，欲達到保護農業生產及工業運作使其能互蒙其利，然而，在此理念

下，未登記工廠與農地的共存，在國土功能分區應如何應對？是劃成保護農

業生產環境及基礎設施的「農業發展地區」，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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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鄉發展地區」，抑或

是按現況劃設的細碎細碎？因此，田園化生產聚落之理念，缺乏詳細的政策

與法規規劃，以因應國土計畫的空間發展。 

 
  



320 

第八節 跨域治理 

8-1 缺乏國土開發、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流域治理、水旱災防救，

與國土開發等行政部門之跨域協調與整合。 

國土開發行為可改變集水區之地表逕流量性質，例如：地表不透水面積增加，

使地表逕流量增大、洪峰延滯期縮短及洪峰流量增強，讓原規劃水路之通水能力

不敷使用，或已改善之淹水地區可能再度引發淹水，故都市化常造成嚴重的水患

問題。 

為因應都市急遽發展，及全球氣候變遷的雙重挑戰，經濟部水利署積極推動

流域整體治理規劃。目前訂定之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推動架構雖已有集水區內

土地利用變遷之水文分析，惟治理方式仍以工程手段為主，與治水相關之權責機

關如都市計畫、地政、農業、消防、環保及防災保險等未完全整合，無法依各縣

市之環境特性將非工程減災要項與方法納入規劃作業當中。由於國土開發為總合

治水之關鍵，未來流域治理、水旱災防救與國土開發，應加強跨領域部門之協調

整合，尤其應正視規劃及水利兩部門之對話管道與窗口，以達不怕水淹之流域治

理空間構想，兩部門雙管齊下方能確保治水成效達最大化（張學聖、廖晉賢，民

國 103 年）。 

 
圖4-74 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推動架構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電子報第 0129 期，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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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既有體制之缺失 

我國受大陸法系之影響，有職能分工之特質，然而，此種專業分工之模式，

對於單一事件之課題可於短時間內，積極且有效的快速反應，惟對於需整體考量

之議題，將受制於行政單位及其職權的切割，沒有對於整體流域空間未來的表現

方式、任務設定等進行願景的投射，亦無法進行跨部會間、跨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跨層級的相互協調，然而，流域治理不僅是「中央部門間」所需面對之協調課題，

亦為「中央與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間」及「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彼此間」縱向及橫向

之合作關係。 

目前臺灣的流域治理方式，多以行政管理為治理角度出發，主要針對基地逕

流、保水、滲透與防災進行策略研擬，並進行都市計畫通盤檢討、都市設計、非

都市開發審議與建築管理，與整體流域土地使用規劃無關，亦即現行區域計畫或

目的事業主關機關所劃分之管理權責，粗略以上中下游、縣市界、河川治理範圍

線、都市計畫區等範圍進行治理，忽略流域有其自然疆界之完整性，導致一段水

系多重治理的資源投入。 

此外，目前流域管理體系之分工廣而細，不同屬性的部門於處理相關流域事

項上不盡相同（詳參表 4-67），然而，由於多重治理任務與權責範圍彼此相互牽

制，導致許多治理願景相悖之策略，例如「防災的排水策略」與「水資源的可利

用性」間之衝突；進而，由於流域具地理環境的特殊性，使得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間的資源相互依賴程度增加，而中央部門亦須藉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之配合及協

助方可有效達成治理目標，然而，表面上看似細且精，整體上仍缺乏橫向、縱向

溝通、聯繫與配合機制，致使政策於施行上受到層層阻礙。 

表4-67 各機關流域治理權責表 
機關名稱 權  責 

內政部營建署 我國國土資源規劃、利用與管理之中央主關機關，辦理全國國土計畫、

都市計畫、建築行政、鄉村建設等業務 

行政院農委會水保局 擔任土石流災害防治、水土保持之業務主管機關、辦理水庫集水區保

育業務及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 
行政院經濟部水利署 掌理水政、防洪、灌溉、排水及水利勘測等河川治理業務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負責林業資源之保育、利用、開發及上游集水區之治理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二、國土計畫法之因應 

按現行《國土計畫法》及其施行細則中有關「特定區域」相關規定，可發現

該法已正視特定區具特殊自然、經濟、文化或其他性質之特性，同時也需要政府

各部門縱向及水平間相互輔助與配合，因此，賦予「特定區域計畫」法定計畫的

地位，其中又以「流域特定區域計畫」最受重視，以有效解決過去流域治理所面

臨的問題，並協助有關單位與空間規劃單位進行相互協調，茲將相關重點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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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特定區域計畫的擬定機關 

依《國土計畫法》第 3 條及第 8 條規定，特定區域係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範圍，而中央主管機關、有關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皆有參與擬

定特定區域計畫的權利，其中，可分為中央主動辦理及地方主動提出申請兩

種模式，前者為中央於擬定全國國土計畫時，得會商有關機關研擬；後者則

為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主動就都會區域的範圍，研擬相關計畫內容並報中央主

關機關審議。 

此外，按同法第 11 條規定，特定區域之內容如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

域者，應依原住民基本法第 21 條規定辦理，並由主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

住民族主管機關擬訂，然有關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討論請參第肆部分。 

(二) 特定區域計畫的計畫層級 

依《國土計畫法》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未來特定區域計畫的發動時機

為中央擬訂全國國土計畫時，並於中央審議後以附冊方式納入全國國土計畫

內，依此，可得知特定區域計畫具有與全國國土計畫同層級的效力，並具有

指導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的功能。 

(三) 特定區域計畫的擬訂及變更時機 

依《國土計畫法》第 8 條及第 15 條規定，特定區域計畫擬訂的最初時

機為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全國國土計畫時，而後則得視實際發展情況而適時擬

定新計畫。此外，特定區域計畫的變更時機除依照全國國土計畫每十年一次

的通盤檢討機制外，亦可視實際發展情況而為適時的變更。 

(四) 特定區域計畫應載明的內容 

依《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特定區域計畫應載明特定區域

範圍、現況分析及課題、發展目標及規劃構想、治理及經營管理規劃、土地

利用管理原則、執行計畫、其他相關事項。 

三、新體制下之挑戰 

(一) 流域特定區域計畫定位、規劃範疇、計畫形式等尚待釐清 

《國土計畫法》第 9 條規定，特定區域計畫將以附冊之形式呈現，其主

要功能應還是以補強未來全國國土計畫之不足，因此，流域特定區域計畫將

不會是一個全面性的計畫，而係一個針對流域議題進行補強的主題型計畫，

而此種方式尚未能明確指出未來計畫定位、規範範疇、計畫形式等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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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域特定區域計畫之組織形式尚待確認 

過去水利署辦理之流域整體治理計畫皆有一個主要執行組織，例如：高

屏溪管理委員會，然而，此種組織係採任務性編組方式，非法定組織，因此，

其並不具實際的職掌權限，需透過相關機關為行政行為才會有效力的產生。

此種方式的優點在於反應時間較為迅速，且不需編定人員、經費等項目，皆

以現行相關機關推派代表與會。 

此外，法定組織形式，則如：臺北市水源特定區管理局的形式，雖於組織、

經費上可獲得充分的自主權，惟其將回到各自的行政體系下進行作業，恐耗費過

多的行政協商成本，導致無效率的執行過程。因此，無論未來流域特定區域計畫

之組織形式，係採任務編組或法定機關皆有其優缺點，然而，流域的治理涉及地

方制度條件、縱向與橫向各層級權責劃分等課題，未來應如何透過合適之組織形

式，以提升實質協調與問題解決能力，將為一大挑戰。 

8-2 國土開發與管理體制，缺乏政府層級間的垂直以及各部門與地方

政府間的水平整合機制，致跨域治理成效不彰。 

《國土計畫法》通過前，臺灣法定之計畫體系架構是由《區域計畫法》授權

中央主管機關擬定跨縣（市）之區域計畫，並指導非都市土地及《都市計畫法》

擬定之都市計畫，然而區域計畫難以發揮其空間發展的指導功能，各都市計畫各

行其事，非都市土地亦缺乏整體規劃。另一面，儘管行政院曾核定經濟建設委員

會提出之民國 68 年《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民國 85 年《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及民國 99 年《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並以其作為整體空間規劃的最高指導計

畫，但其缺乏法定效力而無法有效落實。 

因此，《國土計畫法》的通過是期待透過全國國土計畫、都會區域或特定區

域計畫以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等新體制的設計，解決過往計畫體系的缺

失，包括計畫間的垂直整合、空間與部門計畫的整合、區域議題的合作、非都市

土地的規劃等問題。然而，計畫體制的調整並不代表未來能順暢落實，其中牽涉

中央各部門間、中央與地方、地方各行政轄區間等不同立場的競合，故背後多方

角力下的治理層面問題，將是決定計畫實行成效的關鍵。因此，本計畫將以中央

部會間的水平治理、中央與地方的垂直治理，以及地方與地方的水平治理等三個

向度進行探討，辨認計畫體系背後牽涉的治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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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部會間的水平治理 

(一) 過去既有問題 

臺灣針對土地使用與管理，在中央層級有行政院各部會及其下屬機關眾

多分派，例如：內政部、農委會、經濟部、交通部等，而不同的部門主管機

關之下有不同的規範。過去有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及區域計畫之設置，然其對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約束力有待商榷，未能有一良好的溝通整合機制，導

致一宗土地可能有多重法令疊床架屋之情事；又或各部門間的規定不一，致

部門間各自為政、各行其是，僅依權責範圍就其開發所需，決定水、土、林

等土地資源之使用，形成多頭馬車之情形。另外，水平層級之管理整合不足，

只重分工、缺乏整合的情況，造成土地資源管理無單一溝通窗口，致土地權

利人對於土地管理相關事務無所適從。 

以下舉兩案例說明： 

1. 中央權責劃分不清─以公告水庫集水區範圍之疑義為例： 

關於水庫集水區土地資源治理機關分工及協調，便是遭遇部門水平

整合不足之其中問題。全台共有水庫、攔河堰、離槽水庫等 63 座，但

目前內政部只公告了 22 座為水庫集水區。而依據水庫集水區治理權責

分工暨有關事項處理原則（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96 年）規定，水庫集

水區保育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業務權責及專長分工治理及監督。其中

「水庫集水區」部分，於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歷次討論過程中，「供家

用或供公共給水」及「非供家用或非供公共給水」之水庫集水區，分別

屬於第一級及第二級敏感區之認列範圍，由經濟部查認，送內政部公告；

水庫蓄水範圍、國有林班地治理、山坡地、水土保持分別由水利署、林

務局、水保局及道路主管機關依權責辦理。因此，亟需水平的治理與協

調機制，且國內缺乏關於水庫集水區管理之法源，雖有《水土保持法》

明定應注意之水土保持重點，卻未指定水庫集水區之認定、公告標準，

衍生後續管理問題。 

水庫集水區之管理，牽涉不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眾多，內政部營建

署及經濟部水利署等相關單位，因未有明確法源造成目前部門間權責難

以劃分。其涉及農委會林務局與水保局對於水庫集水區水土保持維護之

管轄權，導致水庫集水區範圍公告之議題迭生爭議 37。此案例便可看出，

既有土地管理之機制，只重分工卻缺乏整合之問題，造成一水庫集水區

便牽涉眾多部門機關又分工不清，難以凝聚共識，造成後續遭遇問題難

有標準處理流程或模式能夠參照，也可能造成權責不清而有部門間互相

卸責的現象產生。  

                                                 
37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82 次會議紀錄（民國 105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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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門立場衝突─以臺化排放標準之疑義為例： 

臺灣化學纖維公司（以下簡稱臺化）彰化汽電廠設備許可申請，在

民國 105 年年 9 月 29 日由彰化縣政府通知：其汽電共生操作許可證不

延展，將導致臺化彰化廠面臨關廠危機。此事件爭議主要為臺化彰化廠

的排放，符合中央所訂之環保標準，然未達彰化縣政府所訂《彰化縣公

私場所使用高污染特性之空氣污染防制標準》，使臺化汽電設備目前的

污染排放量，不符合地方法規規定。此事件以經濟部而言，依照其維護

企業環境，使企業能夠順利運作、促進國家經濟發展之權責，且為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為協助該公司順利營運、維持產業供應鏈與在地就業，

並同時兼顧環境保護，希望能針對此事件進行協調或輔導企業符合相關

法規，以避免關廠情形上演（經濟部工業局，民國 105 年）；就環保署

而言，仍依其保護環境之職權，駁回臺化所提出的訴願（環保署空保處，

民國 105 年）。此案例顯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間之拉鋸，中央部會依

其各自的權責，容易有政策不同調之情形，使得企業對整體政策應對不

及，也造成中央部會間之對立。類似之案例皆缺乏良好之溝通管道，導

致多頭馬車情形出現，缺乏各部會間凝聚共識溝通、協調、整合之平台。 

(二) 國土法之因應 

依《國土計畫法》第 9 條、第 10 條，未來全國國土計畫皆須擬定部門

空間發展策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須擬定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主管

機關須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其部門發展所需涉及空間政策或區位適

宜性，綜合評估後，所訂定之發展策略；部門計畫在國土空間上的落實應透

過部門計畫，及全國國土計畫及都會區域計畫相關主管部會間協調溝通，形

成空間計畫的發展構想與共識，結合各部門計畫發展政策白皮書，研擬部門

綱要計畫，據以推動。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部門計畫，與各級國土

計畫所定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或計畫產生競合時，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7
條規定，應報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協調不成時，得報請行政院決定之。 

國土計畫之新制度在未來土地管理層面上，希望能藉由部門空間發展策

略與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協調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需之土地使用及空間發

展構想，希望藉此改善過去關於部門整合之問題。另外，國土計畫法亦規定

須訂定成長管理策略或計畫，成長管理的多目標策略則是包括組織協調的一

致性(consistency)（薩支平，民國 98 年），此亦強調了橫向部門之間的一致

性，須充分的協調整合、減少衝突以達此目標。 

(三) 未來仍須注意之事項 

土地資源利用依據其資源特性或使用目的，常遭遇「跨域、跨部門」之

情形，《國土計畫法》規定全國國土計畫、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皆

須擬定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或計畫，以因應此情形。然未來各部門單位合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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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注意避免本位主義的思考方式，應以共同的目標為首要執行決策之依據；

也須注意如何積極處理各單位部門間資訊量的落差。除此之外，《國土計畫

法》雖有規定如部門間產生土地使用競合時，得報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或由

行政院決定，卻缺乏一常態性協調土地利用衝突的平台，以處理各部門彼此

的業務、功能交界重疊之處，逐漸模糊不明之問題。僅就既有國土計畫法之

規定，是否足以達成整合政府主管機關間的發展及土地利用之目標，為後續

仍須注意之事項。 

二、中央與地方的垂直治理 

1990 年代以後，隨著解嚴、民主化與精省，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對於在地發展

的決策權力不斷提升，亦在中央政策於地方的執行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尤其

民國 99 年行政區劃調整，直轄市從二都變為六都，其享有較多的中央統籌分配

稅款及財政、人事編制自主權，使得地方有更多與中央談判妥協的籌碼，因此中

央政府與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的垂直治理關係將是未來國土計畫必須關注的焦點

之一，故本計畫先歸納出既有體制的三個缺失，後再接續討論未來新體制下可能

面臨的挑戰。 

(一) 既有體制之缺失 

第一，中央政策與地方執行不同調。中央擬定之政策是以全國整體發展

作為考量，而直轄市、縣市政府則較為了解自身發展條件與需求，若中央政

策與其衝突時，則會影響中央政策於地方的落實，例如《農業發展條例》中

的「集村農舍」原是避免農舍零星發展，以達到美化農村的目標，然而卻造

成宜蘭縣在考量地方發展的情形下，演變為農舍非農用、高級化之亂象。因

此，中央與地方在缺乏溝通協調下，導致政策與執行的不同調。 

第二，中央政策與資源重置。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為提升政績遂積極向中

央政府爭取建設，而中央政府常在政治與選舉考量下，以相同的政策及資源

予以支持，造成都市發展定位及重大策略性投資的重複和資源浪費，都市間

彼此競爭而使得政策失效，如新竹科學園區的成功，使得直轄市、縣市政府

積極爭取科學園區的設置，卻也造成如竹科苗栗竹南基地之大埔事件，除了

迫遷爭議外，科學園區擴建的必要性亦遭質疑。 

第三，中央部門與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的競合。如基隆港是由交通部成立

的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管理，而基隆港與基隆市的發展關

係密切，卻因中央部門與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立場不同，長期缺乏合作機制而

影響了基隆市的發展；又如臺北市政府欲打造「北投再生計畫」，其中希望

將國防大學北投復興崗校區，釋出部分土地興建社會住宅，然而，國防部不

同意。以上兩案例皆顯示：中央部門與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的規劃上並不一致，

在缺乏溝通協調機制情況下影響都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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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體制之挑戰 

面對垂直治理的挑戰，《國土計畫法》並未設置中央與地方的溝通協調

機制，亦缺乏「蘿蔔棍子」等誘因懲罰的制度設計；且《國土計畫法》之計

畫體系除了由中央擬定之全國國土計畫，真正的落實更是倚靠由地方擬定的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使得中央有政策理念，地方有規劃執行權力，但在

缺乏因應垂直治理問題的情況下，未來無論是中央政策與地方執行不同調、

中央政策與資源重置或是中央部門與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的競合等既有體制

之缺失，仍面臨相當大的挑戰。 

舉例而言：未來直轄市、縣市辦理國土功能分區的劃設，將極有可能成

為《國土計畫法》施行後所面臨的第一個垂直治理的挑戰。因國土功能分區

牽涉土地未來的發展權力，在考量地方需求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可能延宕

劃設甚至不予劃設，而產生上述中央政策與地方執行不同調的垂直治理問題；

且依《國土計畫法》中央政府亦無逕為劃設的權利。當然，國土功能分區的

劃設必須透徹了解地方資源條件與發展需求，此為中央政府逕為劃設的困難

之處；然而，若缺乏解決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的垂直治理機制，將可能使得《國

土計畫法》的理念與願景難以落實。 

三、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間的水平治理 

(一) 既有體制之缺失 

自 1990 年代以後，隨著多媒體網絡廣泛使用、國家交通及通訊基盤建

設（如：高速公路、高鐵、捷運的興建）、國家全球化策略（如：WTO 與 ECFA
的簽署），加速了臺灣北中南的三大都會城市區域的產業群聚效應，臺灣都

會區的發展逐漸從傳統單一核心式的區域空間結構，轉變為從核心都市向鄰

近的中小型城鎮或周邊的鄉村地區擴張的趨勢。本計畫進而根據民國 96 年

國土利用調查資料，透過地理資源系統操作，將建成區以鄰域分析

(Neighborthood)的焦點統計(Focal Statistics)工具進行分析 38，產生都市化濃

度圖（詳參圖 4-75），以觀察臺灣的空間型態，由此可知，為整合超越單一

城市的資源與功能，由核心城市與鄰近衛星市鎮或鄉村地區所組成的都會區

域之角色越來越重要，而對於「城市區域(city-region)」的治理亦為現行重要

的課題。 

                                                 
38 此方法的重要目的為可以平滑化小尺度和局部變化所造成的雜訊，以突顯不同程度都市化的

空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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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5 都市化濃度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內政部營建署、周志龍(2014)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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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亦無法發揮指導土地有效發展的功能，

使得空間秩序的規範長期處於弱勢主導的狀態，區域欠缺整合。再加上行政

轄區體制變革的遲緩，更造成過去長期無法應付或解決都會區域發展的公共

課題（例如：水資源、交通、經濟）。 

舉例而言，諸如各縣市政府競相爭取開闢相似的公共建設與設施（高鐵

站、航空站、國際商港）（詳參圖 4-76）所造成的重複或過度投資問題，又

如區域型公共設施（區域性公園、區域性鄰避設施、醫學中心）經常分配不

均的問題，再者，由於重大投資及建設均集中於都會區域，導致城鄉發展不

均，造成都會地區內住宅不足、交通擁擠、公共設施缺乏、生活環境惡化，

鄉村地區內則面臨人口外流及老化、生活品質低落等問題。 

 
圖4-76 運輸公共設施空間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內政部營建署、交通部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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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土計畫法》之因應 

依據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國內目前西部發展情勢，受高鐵行車時間

及設站地點影響，國土已明顯朝北、中、南三大城市區域發展，因此，應強

化以城市區域為範圍的整合治理工作，致力建立城鄉夥伴關係，避免內部零

和競爭模式，於土地使用規劃層面上，亦應針對空間發展趨勢有所因應。按

現行《國土計畫法》及其施行細則，有關「都會區域」相關規定，顯然該法

已正視都會區域內，不同行政轄區間有必要相互合作的課題，賦予「都會區

域計畫」法定的地位，以達成資源互補，並強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力，本計

畫將有關重點整理如下： 

1. 都會區域計畫的擬定機關 

依《國土計畫法》第 8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有關機關、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皆有參與擬定都會區計畫的權利，其中，可分為中央主

動辦理及地方主動提出申請兩種模式，前者為中央於擬定全國國土計畫

時，得會商有關機關研擬；後者則為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主動就都會區域

的範圍，研擬相關計畫內容並報中央主關機關審議。 

2. 都會區域計畫的計畫層級 

依《國土計畫法》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未來都會區域計畫的發動

時機為中央擬訂全國國土計畫時，並於中央審議後以附冊方式納入全國

國土計畫內，依此，可得知都會區域計畫具有與全國國土計畫同層級的

效力，並具有指導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的功能。 

3. 都會區域計畫的擬定及變更時機 

依《國土計畫法》第 8 條及第 15 條規定，都會區域計畫擬定的最

初時機為中央主管機關擬定全國國土計畫時，而後則得視實際發展情況

而適時擬定新計畫。此外，都會區域計畫的變更時機除依照全國國土計

畫每十年一次的通盤檢討機制外，亦可視實際發展情況而為適時的變更。 

4. 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的內容 

依《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計畫

性質、議題及範疇、規劃背景及現況分析、計畫目標及策略、執行計畫、

檢討及控管機制、其他相關事項。 

(三) 新體制下之挑戰 

1. 各層級計畫接合的挑戰 

依《國土計畫法》第 8 條規定，都會區域計畫將納入全國國土計畫

內，並具有指導地方國土計畫的功能，而按同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

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亦應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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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或變更。依此，都會區域計畫上承全國國土計畫，下接地方國土計

畫，未來都會區域計畫與地方國土計畫間的指導關係極為重要。然而，

後續各縣市於擬定或變更地方國土計畫時，能否確實依照都會區域計畫

之指導，進而考量到整體區域之願景及彼此的定位、分工，仍為一大挑

戰。 

2. 受制於行政轄區劃分切割的挑戰 

第一，由於同一都會區內，各縣市的發展程度不一，使得其在人員、

預算與可運用政策工具等方面均有相當落差的情形，因此，未來極有可

能造成發展程度較高縣市的居民或政府單位，無法預期區域合作所帶來

的實質利益，轉而害怕因區域合作而使其必須背負相當風險或衝擊，最

終恐因合作誘因不足而導致合作關係瓦解。 

第二，即使區域合作看似有利且確實依理想進行跨縣市合作，惟於

最終爭取資本落腳的空間區位時，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而言，仍會面臨

到相互競爭的局面，而導致區域合作的重要性被忽視，當招商的結果在

其中某一縣市實現，合作的縣市便會期望落空。 

第三，過去長期因為政黨屬性或意識歧異，導致跨縣市合作無法超

脫黨同伐異、政治利益掛帥的思維。由過去北臺區域聯盟、高高屏區域

聯盟的合作案例中，即可觀察到該兩者得以推行的主要因素皆在於同屬

一政黨執政，因此，後續區域發展與合作模式的實質運作，是否仍會受

限於各區域政治運作的背景及現實限制，而影響區域合作的成效，實為

一大課題。 

依此，未來各縣市於推動都會區域計畫時，若仍持續以本位主義思

考的邏輯進行政策或計畫制定，而缺乏區域遠景規劃的思維，勢必將導

致區域合作終難以實現。 

3. 都會區域計畫參與對象的挑戰 

都會區域計畫的運作係以政府部門為主，缺乏民間企業與非營利組

織參與，如以臺灣過去跨縣市合作的經驗觀之，亦可發現大多數合作案

例（例如：北臺區域聯盟、高高屏區域聯盟），其參與對象係以政府部

門為主，較缺乏民間企業與非營利組織的參與，因此，後續都會區域計

畫的實踐過程中，能否摒除過去偏重於政府間意見溝通與媒合的模式，

仍有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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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山區產業道路開發成為環境破壞之肇因，其對災害風險之影響及

生態環境之衝擊程度，有檢討之必要。 

一、山區產業道路之影響 

侵臺之颱風規模及降雨日趨極端化，高強度、長延時、廣域的降雨，造成超

大洪水量，以及土石流、大規模山區崩塌等複合型災害；臺灣山地區域之公路建

設許多是沿河谷而開鑿構築，歷年來在暴雨的作用下，一方面因為緊鄰陡峭山壁，

因此容易受到邊坡滑動崩塌的威脅，另一方面因為河谷的沖蝕加劇而危及道路的

路基，以致於造成鐵、公路系統的中斷。此類衝擊的危害程度隨著道路的開發，

致地質條件區於脆弱而逐漸加劇。 

山區產業道路開發雖增加山區居民對外交通之便捷，然而，對山林地表覆蓋

產生破壞，且道路施工恐改變水文及逕流方向，佔用行水區，破壞山區水文環境，

導致豪雨來臨時，新的地表逕流亂竄，形成沖蝕溝，甚至產生土石流。其次，沿

著山坡開挖之山區產業道路，切割原本穩定的岩層結構，破壞地質穩定性，即便

施作駁坎及擋土牆，但受地質不穩定內部應力的作用，雨水滲入後，岩土層間摩

擦力降低，坍方落石極易發生。此外，山區產業道路之開闢，帶來上山農作、居

住、開發觀光之人潮，在山區進行濫墾、濫伐，大量的開發行為，使得環境容受

力過載，山區產業道路可謂為山區環境破壞之肇因之一大主因。 

然而，山區產業道路已然成為現況，應檢討其對災害風險之影響，及生態環

境之衝擊程度，推動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查與評估，建立設施安全性風險評估機

制；擬定及落實交通設施分等級之開發與復建原則；加速國土監測資源與災害預

警資訊系統之整合及平台建立，以提升運輸系統整體調適效率與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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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7 產業道路及土石流潛勢溪流分布示意圖 

二、現有山區產業道路之耐災能力待提升 

降雨強度增加提高淹水、坡地土砂與複合型災害風險上升，暴雨強度增強與

次數增加，河川中下游地區之雨量恐高於既有排水系統與防洪系統規劃抵禦之能

力，進而引發淹水災害。而暴雨若是及中降於在河川上游集水區，將可能造成坡

地土砂災害風險上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根據歷史災害記錄，及各鄉鎮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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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潛勢溪流警戒雨量值（莫拉克颱風之前警戒值）等因子，建立臺灣地區山坡地

脆弱度分級圖，進行之坡地災害脆弱區位分析與風險評估，其中坡地災害脆弱度

包含：歷史災害頻率與土石流警戒值，社會經濟脆弱度考量人口密度、高等教育

人口、死亡率及所得等因素。綜合以上脆弱度指標之坡地災害風險地圖，如下圖

所示，結果顯示臺灣現階段坡地災害風險相對高的地方為：新竹、苗栗、臺中、

南投山區以及嘉義、高雄山區，而未來坡地災害高風險地區範圍預計會持續擴大。 

 
圖4-78 坡地災害風險地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災防週報，民國 104 年 11 月 11 日 

為提升山區產業道路耐災及災害應變能力，應盡速推動災害風險調查與評估、

結合土地使用分區劃設高風險地區，並建立山區產業道路安全性風險評估機制，

及災害衝擊分析模式；此外，目前亦缺乏相關監測及預警整合平台，及建立中斷

道路之復健評估機制，應綜合性評估復建成本及再次毀壞之風險，並配合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劃設之保護區及中央「中央山脈保育軸」政策，謹慎評估山區產業

道路之供給及復育，同時也應持續研發新技術建設，以建造更為耐洪、耐旱、耐

風之基礎設施，增加抗災能力，因應氣候變遷之環境。 

 

  



335 

8-4 公有土地之開發與保留未能有效控管，未能以公共使用及公共利

益為優先考量。 

國有土地分為：公用土地及非公用土地，依據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統計公

用土地面積 218.7 萬公頃、非公用土地 21.8 萬公頃，未登記視為國有土地為 10.5
萬公頃，合計國有土地總面積為 251 萬公頃，佔臺灣地區土地總面積 360.1 萬公

頃的 69.7%（財政部，民國 105 年；行政院，民國 106 年）。其中公用土地（由

公務單位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使用者）佔公有土地 87%；非公用土地約佔 13%，

由國有財產局直接管理。目前各縣市皆有為數可觀的公有土地，以高雄市為例：

公有土地約佔全市總面積之 71.23%，鹽埕、鼓山等市中心區域仍有為數可觀的

公有土地（參表 4-68）（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民國 105 年）。此外，為數可觀的公

有土地，隨著國營及公營事業的民營化，土地權屬與管理處分權責，逐步移交由

國公營事業機構管理，造成公有土地的流失。公有土地是國家重要資源、屬全民

所有，隨社經環境的改變，充盈國庫的管理目標顯已不符社會期待。 

早在民國 72 年 7 月 21 日即訂頒《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宣示國有土

地以不出售土地為原則，儘量保持國有之公有地政策。其後，行政院以「國有土

地永續經營」的政策理念，於民國 98 年 10 月 8 日明示 500 坪以上的國有土地不

再出售（財政部，民國 102 年）。現行公有土地的開發主要透過標售地上權、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等特別法規，引進民間機構投資增建、改建及修建政府現

有建設並為營運，然而，這些公有土地在經過活化利用後，大多朝商場、商辦或

是觀光飯店的開發模式，造成都市內公有土地間同一種開發用途供過於求的現象，

並出現互相牽制的狀況（以臺北市信義計畫區為例：商圈內大型百貨公司林立，

密度高且競爭激烈）。 

目前國公有土地的處分與管理，分屬國有財產署及 5,320 個使用機關，國公

有土地租售制度的作法，皆以掖注國庫為主要考量，缺乏土地的多元價值思考及

長遠社會公益的盱衡。行政院民國 106 年推動「多元活化國有土地，創造資產效

益」政策，從公共利益的角度多元活化國家土地資產，以「賣小留大重點開發」、

「以地易屋互利共享」、「長期開發與短期留用」，期藉由房地的提供、參與都市

更新分回建物做為社會住宅使用；及結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委託、合作方式改

良利用，提供長照產業、文化創新及青年創業基地、太陽光電設施使用所需土地…。

然仍囿於土地管理機關分散及相關法令規定，致土地取得時程冗長，影響造成公

共建設推動效率，且需付出龐大的行政交易成本（行政院經建會，民國 99 年）。 

從國土空間的使用秩序、環境品質的提升、居住尊嚴的維護乃至都市的轉型

與再生，公有土地的整合與多元開發利用都應該扮演積極關鍵的角色，並做為檢

視國土空間發展的指標。諸如：國營事業土地與老舊工業區的活化與轉型、鐵路

與港埠設施用地的汰舊更新、鄉村地區公共設施的適性提供、都市地區社會住宅

的興建、寙陋地區更新、都市再生…（臺北市政府，民國 103 年）。由於受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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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法規、機關本位主義…，致缺乏統合之土地取得機制，經常面臨找不到適當

土地可用或用地取得困難之窘境，即或找到合適的土地，也因行政程序繁冗，致

延宕土地撥用時效，直接影響建設效益。公有土地之開發與保留應在降低制度成

本的前提下，有別於過去單純的土地行政管理，應將公有土地視為國家發展的儲

備用地，逐步收回國有土地、透過單一申用窗口與公有土地資訊透明化（行政院

經建會，民國 99 年）。 

我國憲法保障私人土地財產，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必須依法取得私人土地，都

市計畫區內的公共設施保留地，因地方政府財政困難致經年無法完成徵收作業，

營建署在民國 102 年發佈「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通盤

檢討解編不必要的公共設施保留地。值此土地管理制度新舊轉軌之際，過去所留

設的公共設施用地在未來國土功能分區下，城鄉發展區與農業發展區的服務功能

亦應重新檢討，公有土地屬全民共有之公共財，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前提下，

若能將公有土地與公共設施保留地進行對價易地，將可促進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共

使用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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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8 民國 105 年高雄市各行政區不同權屬之公有土地面積統計表 
單位：平方公尺 

區名/項目 土地總面積 公有 私有 公私共有 其他 
鹽埕區 1636627 978654.37 643838.49 14134.14 0 
鼓山區 20708230.43 15901486.38 4727791.18 78952.87 0 
左營區 18624974.12 13466356.54 4943224.12 205483.46 9910 
楠梓區 30773591.77 19271753.12 11379393.03 122445.62 0 
三民區 16954549.89 7788864.73 8944827.95 215637.17 5220.04 
新興區 2151926.91 966977.18 1156569.73 28380 0 
前金區 1947666 1083120.34 832313.66 32232 0 
苓雅區 8492835.27 4195018.16 4176122.06 121695.05 0 
前鎮區 18214951.1 10595402.7 7233651.21 385897.19 0 
旗津區 6507966.02 6115708.5 373726.82 18530.7 0 
小港區 46963825.16 27544232.11 19252226.65 167366.4 0 
鳳山區 27586790.9 14268029.86 13035319.6 283441.44 0 
林園區 24705474.73 5361947.76 19136587.37 206939.6 0 
大寮區 56432912.61 12068766.28 43787351.43 574744.9 2050 
大樹區 56261159.87 9074303.8 47001702.66 185153.41 0 
大社區 25241452.8 7933039.41 17062914.24 245499.15 0 
仁武區 37622475.49 10022177.62 27431223.74 169074.13 0 
鳥松區 24721848.88 6013249.88 18506502.93 202096.07 0 
岡山區 49190877.57 18908392.67 29781520.8 500952.1 12 
橋頭區 24187479.75 4741988.79 19410717.37 34773.59 0 
燕巢區 66742136.83 28447035.7 38168619.38 126328.75 153 
田寮區 86499696.63 54359845.92 32042483.52 97367.19 0 
阿蓮區 33378319.19 6879258.77 26440840.62 58219.8 0 
路竹區 49896367.32 4910369.83 41902936.2 3083061.29 0 
湖內區 20986338.8 2827758.42 18108078.28 50502.1 0 
茄萣區 15195888.73 8632889.15 6459264.23 103735.35 0 
永安區 24041348.69 2665554.29 19222213.85 2153580.55 0 
彌陀區 15253188.98 3633999.96 8869467.9 2749721.12 0 
梓官區 11968368.44 2056644.78 9870488.78 40994.93 239.95 
旗山區 85985394.47 33643520.22 51999576.09 333629.16 8669 
美濃區 107171598 43344840.47 60086332.16 3724390.35 16035 
六龜區 161786736.5 138065989.7 23664912.96 55833.85 0 
甲仙區 117358684.8 111781690 5540103.88 9683.94 27207 
杉林區 96854191.35 64952044.43 30987744.62 908575.53 5826.77 
內門區 90251410.46 43798422.75 46221405.73 227107.98 4474 
茂林區 260542998.3 246473958.3 8195951 5873089 0 
桃源區 949627873.1 901029929.1 42653696 5944248 0 
那瑪夏區 167029761.1 143104682.1 19926004 3998065 1010 
總計 2859497918 2036907904 789177644.2 33331562.88 80806.76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地政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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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現階段國土空間規劃與管理，缺乏因應氣候變遷調適及減緩機制，

例如：溫度上升或極端氣候對糧食安全的影響。 

近年來受到氣候變遷下之極端事件的影響，過去平緩的降雨型態逐漸變為短

延時強降雨的型態，進而使水、旱災之情事日益顯著，對於各地方無論在生產、

生態、生活等面向皆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由此可見，國土計畫對於氣候變遷的

衝擊應有調適及減緩機制，以引導國土有秩序、安全的發展。以下將分別就近年

之水災及旱災之情形進行說明。 

一、水災 

受到位處颱風路徑、鋒面梅雨等的影響，加上地形的山高坡陡保水不易，降

雨對於臺灣而言，其影響力一直以來相當受到關注。而近年來，氣候變遷下極端

氣候事件的加劇，由臺灣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所界定之短延時（1、2、3、6 小

時）來看：強降雨事件發生日數於民國 82 至 104 年，其各種延時強降雨日數的

年際變化與趨勢可知（詳參圖 4-79），各延時強降雨發生日數均逐年增加，其中

又以 3 小時延時強降雨事件的發生日數增加趨勢最為明顯。強降雨對於地方的影

響，伴隨著開發程度，農地的大量衰減、不透水鋪面的快速增加等情況皆致使影

響日漸嚴重。透過歷年的重大水災彙整（詳參表 4-69），可知從民國 48 至 104 年

間，五十六年來的各重大水災及相關災情。 

而為了進一步得知近年來水災對於國土利用的影響，本計畫擇定於民國 103
年升格為直轄市、都市快速發展、近年受強降雨影響顯著淹水災情頻傳的桃園市

為例進行分析。首先，透過民國 101 及 105 年豪雨所造成之水災等情事所彙整之

比較（詳參圖 4-80）可知，短延時之強降雨的情況，相較於民國 101 年，105 年

短時間之暴雨的情況更為顯著，對於桃園機場、桃園火車站、平鎮、中壢、八德

等地區皆造成災情。此外，為了解在抽水站等防洪設施皆能正常運作的情況下，

推估仍會淹水的地區，透過目前最有可能的情境，以單日降雨量 450 毫米其淹水

潛勢圖（詳參圖 4-81），與民國 104 年國土現況利用調查圖資進行套疊，可發現

主要建築使用紅色區塊之地區，多位於中下游段，在大面積之不透水鋪面的影響

下，由於開發地區之保水能力已不如既有的農地、濕地、埤塘等入滲能力來得強，

內水之貯存能力下降的同時，多快速排入河流中，致使更下游的區位淹水情事更

為嚴重。此外，由於氣候變遷下之極端氣候事件日漸顯著，為推估極端事件下最

嚴重的淹水情況，因此另以單日降雨量 600 毫米的淹水潛勢圖（詳參圖 4-82），
同與民國 104 年國土現況利用調查圖資進行套疊，可發現影響周圍發展地區之範

圍更為廣泛，且出海口如遇漲潮之節氣，沿海地區受淹水影響之情況亦會更為嚴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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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9 歷年重大水災彙整表 
名稱 時間（民國） 事件 

八七水災 48 中南部嚴重水患。 

八一水災 49 東北部嚴重水患，致使災情慘重。 

葛樂禮颱風 52 引發北部地區豪雨，尤以臺北市大同區最為慘重。 

六三水災 73 
鋒面發展出來的強烈對流，暴雨造成臺北市公館、木柵、景美、

新店；以及新北市之中和、永和和桃園等地區淹水，損失慘重。 

韋恩颱風 75 
全台電力電信等設備受損達五成以上，養殖漁業受損 1 萬 1 千

多公頃，農田受損三萬公頃。 

賀伯颱風 85 
阿里山帶來連續 18、24、48 小時的暴雨，颱風侵台期間造成

死亡及失蹤 73 人，輕重傷 463 人、503 間房屋全倒、880 間房

屋半倒。 

八一八風災 86 
因溫妮颱風侵襲臺灣，造成東北部的嚴重風災，以臺北市的天

母、內湖、汐止地區嚴重積水及山崩、林肯大郡崩毀。 

象神颱風 89 
颱風外圍環流及鋒面雙重影響下，致使臺灣北部、東半部、恆

春半島及中南部山區降下豪雨，造成新北市汐止、臺北市、基

隆及宜蘭部分地區等積水嚴重。 

七一一水災 90 
潭美颱風引進西南氣流，造成高雄及屏東地區降下豪雨，為臺

灣南部造成嚴重水災。 

九一七水災 90 
發生於臺灣北部的嚴重水災，起因為納莉颱風停留時間過久、

特殊路徑，以及其環流強勁，造成全臺降下豪雨，以北北基地

區最為嚴重。 

七二水災 93 
因為敏督利颱風引進西南氣流，造成高雄及屏東地區降下豪

雨，中南部的嚴重水災。 

敏督利颱風 94 
外圍環流及颱風北上期間，引進強烈西南氣流等影響，造成東

部、中南部地區，連日豪雨造成嚴重災情。 

柯羅莎颱風 96 
因強風豪雨造成全台皆有災情發生，包括淹水、土石流、道路

中斷。 
七一八風災 97 卡玫基颱風侵襲臺灣，造成嚴重豪雨、山崩、土石流等災情。 

莫拉克颱風 
八八水災 98 

颱風莫拉克侵襲臺灣，以及其西南氣流所帶來的驚人雨勢，造

成部分地區發生水患及土石流，以中南部及東南部的災情最

為嚴重。 
六一二水災 101 西南氣流挾帶強降雨，致使桃園淹水情形嚴重。 

蘇力颱風 102 
全臺出現強風、豪雨，且在新竹縣、苗栗縣、臺中市、高雄市

及南投縣等地區降下超大豪雨。 
八一二水災 103 造成臺南因強降雨而緊急宣布停班停課。 

杜鵑颱風 104 
臺北市文山區、新北市汐止區、淡水區、新店區等 4 縣市 15
鄉鎮市區被列入淹水一級警戒區。 

蘇迪勒颱風 104 
強風豪雨造成三峽區的河水位暴漲，洪水漫出堤防進到居住

區域，造成外水侵入的淹水災情嚴重；宜蘭縣冬山鄉的淹水情

事，加上該地區的排水系統宣洩不及造成災情嚴重。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內政部消防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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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9 民國 92 年至 104 年各種延時強降雨日數的年際變化與趨勢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民災害防救電子報，民國 105 年 

 
圖4-80 桃園市民國 101 及 105 年短延時強降雨之比較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民災害防救電子報，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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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1 桃園市民國 104 年現況利用及 450mm 淹水潛勢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經濟部水利署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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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2 桃園市民國 104 年現況利用及 600mm 淹水潛勢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經濟部水利署資料繪製 

  



343 

對於前述所提及之災害，針對災害之相關因應思維或行動，主要多從災害管

理的角度切入，主要有四個階段，包含：減災、整備、應變、復原重建。而現有

針對水災之主要因應措施，各縣市政府主要著重於整備，意即預警系統建立、設

備與物資的儲備、發展公眾信息的調度與合作、相關訓練與實地演練等；以及應

變階段，意即預警疏散、救災資源的動員、應變中心之運作、緊急搜救、緊急醫

療、災民安置等。對於災後復原重建至災害減緩面卻較少考量，在缺乏就土地使

用劃設上，非結構式的措施因應，致使曾淹水之歷史災點，於數十年後仍無法避

免災害發生。舉例而言：就變更桃園市都市計畫（配合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航空城捷運線【綠線】G06 車站周邊土地開發計畫案）中，針對都市防災計畫主

要談及區域防災資源，包含：緊急應變中心、消防救災據點、警政支援據點、醫

療服務據點等之盤點；緊急避難道路、救援輸送道路、避難輔助道路、火燒延燒

防止帶之劃設。而進一步分別透過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圖，套疊 450 及 600 毫

米之淹水潛勢來看（詳參圖 4-83、圖 4-85），可知主要淹水區位多位於流域周圍，

且於流域中，中下游段的桃園市區如未有儲保水之能力，每逢豪雨即將都市內水

快速排入外水中，將會對更下游段之蘆竹、大園一帶，造成內水無法順利排出的

淹水情形。而進一步將尺度縮小至南崁溪流域，並配合桃園都市計畫來看（詳參

圖 4-84、圖 4-86），可知於南崁溪周圍多劃設為住宅、商業、工業區等，使用強

度較高之土地使用類型，在假設未來抽水站及相關防洪設備，皆可運作的情況下

進行模擬，仍有不少區域會受到影響，對於氣候變遷影響，極端氣候事件加劇的

情況下，既有的水災防救災思維，主要考量防洪設施及設備之整備及因應，而過

去的相關土地使用配置之思維，是否仍足以因應未來的極端事件，仍對於人的財

產損失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脅。因此，如何著重於災害管理四階段中的減災程序，

更加強化非結構面的土地使用分區之劃設，於災前即進行相關減災措施，藉由調

配適切的分區以降低災害發生時所帶來之衝擊，將是未來國土防利用救災上，面

對水災的一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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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3 桃園市民國 104 年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及 450mm 淹水潛勢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經濟部水利署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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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4 桃園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及 450mm 淹水潛勢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經濟部水利署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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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5 桃園市民國 104 年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及 600mm 淹水潛勢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經濟部水利署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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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6 桃園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及 600mm 淹水潛勢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經濟部水利署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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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旱災 

過去農業發展之各部的事業主管機關未考量極端天氣影響乾旱風險，歷年平

均年雨量趨於下降（詳參圖 4-87）、平均降水量少於 0.1 毫米天數情形（表示可

長期入滲至土壤及地下水源補助之毛毛雨型降雨）（詳參表 4-70），例如：中南部

為農地分佈、糧食耕種地區，其中不論月平均總降水量、降水量少於 0.1 毫米，

天數皆為全台較低情形（詳參表 4-70）。另外，於過去臺灣十年（民 94-104 年）

水資源供需概況（詳參圖 4-88）發現農業用水皆高於生活用水、工業用水等水資

源使用情形，且民國 105 年《國土空間發展狀況報告》中提及由於現行氣候變遷

影響天氣溫度升高、降雨量不足，影響原作物生長期、農產品面臨不確定性，以

及生態系原有棲地、生物多樣性流失等農地糧食安全衝擊。再者，相關其他用水

調度影響歷年農田休耕面積增加（詳參表 4-71）、供應水源功能之水庫、堤壩及

灌排水路遭受天然災害（指颱風、地震、水災）（詳參表 4-72、表 4-73、表 4-74），
皆為現行農業發展、農地糧食供應，及安全帶來乾旱風險及農業產值損失情形。

例如：依民國 102 年年 2-5 月枯旱事件中，桃園板新供水地區及高雄地區具旱災

（指黃燈警戒情形）情形：由於 1 月中旬起各地降雨情形（除東部地區外）不如

預期，各水庫蓄水率逐日下降，2、3 月及第二季臺灣地區偏乾機率大、未來水情

不樂觀，爾後，石門水庫水位更低於 240 公尺、蓄水率降至 80%、供水區燈號轉

變（表示降水量情形不佳）。以此，該年成立相關緊急應變小組（例如：北水局、

南水局、旱災經濟部水利署），以面對乾旱事件調整整體限供水措施（詳參表 4-
71）。 

以民國 102 年枯旱事件（2-5 月）為例，其影響全台農灌調度情形農業灌溉

需用水，除降水量不佳的直接影響外，也有因降水量不佳而導致的河川流量不穩

定（如高屏溪因流量變化情形大而取水不穩定），因應措施主要依水情燈號（指

該年全台降水量的不佳）調整，2 至 5 月正值灌溉時期，需水量利用必須有以下

緊縮及調整，如灌溉計畫水量的減少、實際灌溉水量的減少、灌溉管理強化、分

區輪灌等，臺灣部分地區情況相當嚴重，甚至需提請農委會相關已受損農作物之

補償經費支出（詳參表 4-71）。 

除此之外，歷年面對氣候變遷影響之可能旱災情形，經濟部於民國 103 年

《旱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中提及，災害預防整備中之國土防災規劃應具下列事

項：第一、經濟部及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配合地區用水需求，加強水資源開源及

節流工作；第二、內政部、行政院經建會、農委會及經濟部審查綜合性發展計畫

暨各地方訂定相關綜合發展計畫時，應考量旱災災害之防範，有效確保整體發展；

經濟部水利署各區水資源局、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自來水事業及農田水利會在從

事蓄水、取水、淨水、輸水、供水等水利設施及資訊網路之整備時，應有防旱準

備之考量。城鄉防災規劃則具下列事項：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依據地區旱災潛勢

特性，積極進行土地利用之規劃及相關因應措施；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及自來水事

業，應確保蓄水、取水、淨水、輸水、供水等水利設施之安全，並規劃多元替代

方案及都市旱災災害防救機能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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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於現行國土空間規劃面對旱災之氣候調適因應上，都亟需思考長期性、

未來性的水資源於農地耕種水資源利用及供給配置，也應以旱災潛勢積極進行土

地規劃。 

 
圖4-87 臺灣歷年（民國 95-104 年）平均年雨量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經濟部民國 104 年統計年報 

表4-70 臺灣地區(1980~2010)月平均總降水量情形 
臺灣地區 
（觀測站） 

月平均降水量合計 
（毫米） 

月平均降水量 
少於 0.1 毫米的天數（天） 

北部 21,256.7 1,205.8 

竹子湖 4,389 194 

基隆 3,772 197.6 

淡水 2,155.4 160.5 

彭佳嶼 1,954 161.7 

新竹 1,718.1 115.5 

臺北 2,405.1 165.5 

鞍部 4,863.1 211 

中部 12,526.2 669 

日月潭 2,401.9 154.9 

玉山 3,071.3 150.5 

阿里山 3,932.3 160.2 

梧棲 1347.7 89.8 

臺中 1,773 113.6 

南部 9,446.9 5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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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 
（觀測站） 

月平均降水量合計 
（毫米） 

月平均降水量 
少於 0.1 毫米的天數（天） 

東吉島 1053.7 67.5 

恆春 2022.4 113.4 

高雄 1884.9 88.6 

嘉義 1774.3 102.7 

臺南 1698.2 87.4 

澎湖 1013.4 83.5 

東部 18621.8 1220 

大武 2303.7 152.3 

成功 2104.4 168.1 

宜蘭 2837.7 195.6 

花蓮 2176.8 154.3 

臺東 1779.6 124.9 

蘇澳 4439.8 209.4 

蘭嶼 2979.8 215.4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經濟部民國 69-99 年統計年報 

 
圖4-88 臺灣歷年(2005-2015)水資源供需概況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經濟部民國 104 年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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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1 臺灣歷年(2005-2015)水源調度概況依農田休耕面積情形 

民國 
水源調度概況依農田休耕面積 

灌溉面積（公頃） 實際休耕面積（公頃） 實際休耕面積占灌溉面積(%) 

95 年底 378,096 21,886 5.89 

99 年底 377,254 18,872 5.00 

104 年底 368,575 43,659 11.8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經濟部民國 104 年統計年報 

表4-72 天然災害農田水利會管理水庫、壩堰損失 

民國 農田水利會別 災害名稱 水庫、壩堰名稱 復建經費 
（千元） 

95 屏東、臺東 
1226 地震、珍珠颱風、

凱米颱風 
龍巒潭水庫、卑南上圳

攔河堰 3,376 

96 臺東 
米塔颱風、梧提颱風、

0607 豪雨 卑南上圳攔河堰 5,514 

97 嘉南、臺東 

卡玫基颱風、鳳凰颱

風、辛樂克颱風、薔蜜

颱風、1002 豪雨、1005
豪雨、0605 豪雨、鳳凰

颱風、辛樂克颱風、薔

蜜颱風 

白河水庫、鹽水埤水

庫、虎頭埤水庫、烏山

頭水庫、卑南上圳攔河

堰 

11,237 

98 
嘉南、屏東、

臺東 

芭瑪颱風、莫拉克颱

風、莫拉菲颱風、蓮花

颱風 

烏山頭水庫、虎頭埤水

庫、白河水庫、鹽水埤

水庫、內埔子水庫、德

元埤水庫、龍鑾潭水

庫、卑南上圳攔河堰 

72,888 

99 
嘉南、臺東、

高雄 

0304 甲仙地震、0523
豪雨、0726 豪雨、凡那

比颱風 

烏山頭水庫、虎頭埤水

庫、卑南上圳攔河堰、

曹公圳攔河堰 
127,853 

100 高雄、臺東 

南瑪都颱風、0517 豪

雨、海馬颱風外圍環

流、1002 豪雨、1116 豪

雨 

曹公圳攔河堰、卑南上

圳攔河堰 233,300 

101 
南投、嘉南、

高雄、臺東 

610 豪雨、泰利颱風、

啟德颱風、蘇拉颱風、

611 豪雨、722 豪雨、

天秤颱風、 

頭社水庫、鹽水埤水

庫、白河水庫、烏山頭

水庫、曹公圳攔河堰、

卑南上圳攔河堰 

180,250 

102 嘉南、臺東 
康芮颱風、0517 豪雨、

0614 豪雨、1102 豪雨、

天兔颱風、蘇力颱風 

虎頭埤水庫、內埔子水

庫、卑南上圳攔河堰 41,755 

103 屏東、臺東 
鳳凰颱風、哈吉貝颱

風、麥德姆颱風 
龍鑾潭水庫、卑南上圳

攔河堰 3,547 

104 苗栗、臺東 
杜鵑颱風、0524 豪雨、

蓮花颱風、蘇迪勒颱風 
大埔水庫、卑南上圳攔

河堰 3,068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行政院農委會民國 92-104 年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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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3 臺閩地區農業天然災害損失表 

民國 
合計 乾旱損失（千元） 

期間 
產物損失 設施（農田）損失 產物 

損失 
設施（農田） 

損失 
95 3,137,993 24,455 30,211 ─ 10 月乾旱 

96 10,637,125 173,480 52,250 ─ 10 月乾旱 

97 12,559,055 160,228 ─ ─ ─ 

98 10,893,704 215,840 ─ ─ ─ 

99 8,069,760 411,234 ─ ─ ─ 

100 3,146,149 595 213,986 ─ 10 月乾旱 

101 5,545,099 42,492 ─ ─ ─ 

102 9,481,411 117,355 
178,974 ─ 

10 月乾旱、7 月乾旱 
7,560 ─ 

103 3,084,320 30,890 49,998 ─ 8-9 月乾旱 

104 14,432,167 499,317 560 ─ 2-3 月乾旱、6-7 月乾旱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行政院農委會民國 92-104 年統計年報 

表4-74 天然災害農田灌溉排水設施損失 

民

國 

埤池或蓄水

設施（處） 
灌排渠道（公尺） 災害處理經費 

（千元） 
農田受災面積（公頃） 

合計 
合計 流失埋沒浸水等

耕地面積 
減少受益種

植面積 毀壞 受損 毀壞 受損 

95 8 56 58,905 326,773 1,680,405 4,454 73,896 

96 ─ 81 154,651 459,314 1,112,267 14,364 133,996 

97 ─ 15 122,174 494,108 1,042,022 13,714 140,595 

98 ─ 5 129,590 235,223 1,469,031 12,207 122,569 

99 2 1 30,643 99,363 742,526 1,693 39,114 

100 ─ 352 10,063 39,995 504,233 140 72,747 

101 ─ 188 49,865 165,277 1,242,411 9,965 215,518 

102 6 134 84,298 248,791 1,771,640 21,614 254,745 

103 ─ ─ 36,110 116,986 305,352 2,557 523,916 

104 ─ 12 68,245 337,835 711,701 16,859 89,331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行政院農委會民國 92-104 年統計年報 

  



353 

第五章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 

第四章議題已探討國土空間八個面向的議題，經由諮詢平台委員指認後之極

重要議題大致可分為三個主題，第一，生態保安；第二，農地；第三，城鄉及產

業發展空間配置，見下圖 5-1、圖 5-2、圖 5-3。這些議題涉及國土空間發展策略

以及不同國土功能分區之管制，除了上述三個主題外，本章將針對各空間發展樣

態提出指導性策略，以及如何藉由體制與治理確保策略的指導性、連續性，以規

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內容，達到安全、有序、和諧之國土發展願景。 

一、生態保安 

山坡地保育、中央山脈環境容受力的危機，以及極端氣候的影響已提升國土

危安以及人民財產權受損的風險。因此，本計畫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現有的環

境敏感地區圖資，區分現況臺灣災害敏感地區以及生態敏感地區，以了解臺灣整

體國土保育重點維護區域，並提出策略性指導原則。此外，這些區域得依其特性

辦理國土復育地區，以確保國土之生態保安（詳見第十章）。 

北部為人口聚集地區，臺北市、新北市以及宜蘭地區皆為人口密集處，然該

範圍內多處為土壤液化潛勢地區，同時涉及許多一級生態敏感地區，除應依國土

功能分區劃設原則於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予以註記外，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應針對

註記之土地進行檢討。中南部地區除了部分主要聚落坐落於土壤液化之風險外，

沿海平原也暴露於同樣災害風險，同時位於地層下陷等其他生態敏感、災害敏感

地區。值得注意的是，烏山頭風景特定區計畫人口超過一萬人，然其計畫範圍內

多位於一級災害敏感以及一級生態敏感地區，因此，其聚落發展應依照國土功能

分區之規定進行管制並註記，確保國土、人民安危。中央山脈保護軸帶、東部地

區多為一級生態敏感區。 

各直轄市、縣（市）之主要人口聚集地皆有氣候變遷調適之必要性以及災害

潛勢之疑慮，應針對各災害類型提出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以因應環境敏感地

以及氣候變遷之衝擊，確保人民生命財產權。 

二、農地 

農地轉用、流失、汙染問題嚴重，各直轄市、縣（市）除了應依循農業發展

地區劃設原則進行功能分區劃設外，亦應依照各農地性質，發揮其生態系統服務

機能。未登記工廠長年以來破壞農地農用原則，同時汙染周邊農業生產土地、環

境，衝擊糧食安全，無法發揮農地應有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為確保應維護農地

總量，第六章成長管理將建議體制與治理上如何因應此項議題，並引導劃設合適

之國土功能分區。此外，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劃之農業經營專區以及農糧產業

專區週邊之農地、灌排渠道設施應謹慎維護，確保其優良生產環境。最後，本章

提出農業發展之空間指導原則，兼顧農業軟硬體之發展，於不影響國土保育之原

則下，建構完善之農業生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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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鄉空間發展配置 

科技產業現況於交通要道、軌道建設產生聚集，西部平原產生三個產業發展

軸帶。未來人口、產業發展於不影響國土保育、農業發展之前提，應遵循上位國

家發展計畫、區域優勢產業、公共設施、基礎設施（水資源、電力、土地）之容

受力進行規劃。另外，城鄉發展應以集約、填入式發展，而土地使用應與重要交

通節點進行整合規劃，並評估軌道運輸場站周邊人口、產業發展情形發展 TOD
理念，以有效利用城鄉發展地區之土地，避免都市無序蔓延擴張，影響具國土保

育、農業發展性質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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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生態保安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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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農地發展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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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 城鄉及產業空間發展配置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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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 

國土計畫為空間發展之法定計畫，有計畫地指導全國空間發展，並作為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的規範。同時，國土計畫應作為政策計畫與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之部門計畫的橋梁，整合國家重要目標政策，邁向兼顧生產、生活、生態

地的全國國土空間布局，以達永續發展之最終目標。 

1-1 國土計畫應與國家空間發展政策接軌，提升未來國際競爭力。 

面對國際政經局勢與產業競爭變化、高齡少子化社會及未來科技變遷，國土

計畫應與國家相關空間發展政策接軌，並配合國際公約及相關國際性規範，調整

國土空間發展佈局，以面對國際競爭與未來發展，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因應國際政經局勢與產業競爭變化，調整國土空間發展定位與架構。 

為調適與減緩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產業衝擊，國土計畫應遵循「國土空間發展

策略」之相關產業發展策略，分析現有產業群聚發展，建立以區域地方特性、發

展差異化專長。例如：「強化國際接軌能力及門戶地區功能」、「強化城市區域競

爭力，推動成長管理」、「加強都會區域運輸系統與路網之整合發展」、「整合區域

優勢產業群聚」、「建立區域創新系統」、「規劃推動『產業創新走廊』」、「擴大產

業用地彈性」、「建立老舊工業區轉型機制」…等。 

面對全球經濟板塊重整、區域經貿整合加速、創新知識經濟快速發展，我國

階段性的產業結構轉型、兩岸經貿關係快速改變…等發展，產業用地政策亟需因

應未來全球政經局勢進行調整。行政院於民國 103 年核定「打造產業綠色通道─

產業用地利用管理制度檢討及改善方案」，對整體產業用地進行通盤檢討與調整，

主要內容包括：「活化既有產業用地」、「提升審議效能」、「合理回饋負擔」及「強

化使用彈性」。綜上所述，國土計畫應遵循國家空間產業發展之相關政策，因應

國際經濟發展趨勢與產業競爭變化，配合調整國土空間，並依循相關產業方案進

行用地檢討。 

二、因應未來高齡少子化社會，調整相關公共設施質量及空間配置。 

因應未來高齡少子化社會，行政院於民國 104 年核定「高齡社會白皮書」，

於「友善環境」面向策略提及：應結合物聯網，建置連續性服務資源串連網絡、

設置社區服務資源中心、實踐通用設計概念等空間策略。 

為均衡城鄉間設施服務品質之落差，國發會於「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中

提出「整體發展農村及部落地區，平衡城鄉落差」、「提供滿足生活品質的公共設

施及生活配套」、「善用資訊及通訊能力優化未來生活及縮短城鄉落差」…等策略，

強調空間發展須因應未來人口結構與空間分布的改變。面對未來高齡少子化社會，

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及「活躍老化」理念強化高齡友善環境及完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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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安全網，加強弱勢照顧及治安維護。國土計畫應調整相關公共設施質量及空間

配置，考量高齡化社會發展，對於醫療、照護等社會福利設施之需求，及少子化

趨勢對教育設施使用之變化，檢討與調整社會福利及教育設施使用及空間活化，

發展我國社區整體照顧體系，強化老人社區生活，落實「在地老化」、「全人照顧」、

「照護社區化」的政策理念，提供適當公共照護服務設施配套與友善的社區空間。 

三、因應未來資通訊技術(ICT､IOT…)，調整產業空間布局及城鄉發展型態。 

行政院自 106 年度起推動「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簡稱 DIGI+方
案）」，此方案旨在提升數位匯流創新應用基礎環境，並支持亞洲矽谷等五加二產

業創新研發計畫，由滿足國內需求出發，透過促進投資、技術及人才緊密結合，

並規劃以產業創新轉型基金、國家級投資公司，以及與創業投資業者合作，供應

資金需求，並透過智慧化多元示範場域的建置與物聯網(IOT)的推動，期打造南

到北的創新產業聚落，連結全球市場與創新網絡，協助企業走入國際，達成提升

產業競爭力與平衡區域發展之目的。此外，為實現民國 114年再生能源發電量占

比 20%之目標，國發會推動「綠能科技產業創新推動方案」，規劃推動太陽能、風

力及智慧電表計畫，並以臺南沙崙為基地，帶動創新綠能產業發展
39。 

 
圖5-4 綠能產業策略－綠能科技產業推動方案 
資料來源：國發會，國家發展計畫，民國 106 年 

為因應網路快速發展之國際趨勢，並銜接傳統實體與網路世界知識平台，國

發會於民國 104 年推行 DIGI+方案與「ide@ Taiwan 2020(創意臺灣)政策白皮書」，

提出整合未來資通訊技術建構智慧城鄉，即透過防救災資料庫及時資訊的串連與

傳遞，落實災害示警資訊，提升災害應變能力；結合巨量資料分析技術，提供運

                                                 
39 國發會，國家發展計畫-106 至 109 年四年計畫暨 106 年計畫（核定本），民國 1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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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雲端資訊加值服務；透過國土資訊系統提升政府部門空間決策品質，提升都市

管理效率。其中「智慧國土」構面計畫是以國土永續發展為出發點，透過網路資

訊結合人、環境及社會三個面向，並透過「智慧災防」、「智慧運輸」及「智慧城

鄉」等三個具體行動計畫，達到國土永續發展。 

「智慧災防」著重在防救災監測網路與資料庫與全民防救災協作機制之建立，

應用相關災害巨量資料即時分析，落實防災資訊之迅速傳遞；「智慧運輸」領域

則強化道路交通、公共運輸、軌道運輸、觀光等資訊與服務，並推動智慧交通管

理；「智慧城鄉」以智慧綠建築、社區與城市、進行建築智慧管理化、社區居住

安全監控機制、國土利用監測、環境資料與土地基礎圖資整合及共用共享為目標。

期透過「智慧災防」、「智慧運輸」與「智慧城鄉」三大領域，實現「智慧國土」

理念。國土計畫應遵循相關智慧國土與數位國家之政策，在災防、運輸及城鄉領

域，導入資通訊技術應用，因應資通訊科技帶動的生活與產業型態改變與工業用

地轉型，進行產業空間佈局與城鄉發展型態調整。 

 
圖5-5 國土利用監測系統整合示意圖 

資料來源：國發會，ide@ Taiwan 2020（創意臺灣）政策白皮書，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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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兼顧土地資源特性與社經發展條件，

劃設適宜之國土功能分區，以達國土永續發展。 

《國土計畫法》第 4條揭示，中央政府應擬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與順序，

而未來地方政府便應遵照中央給予之原則與順序，進行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因

此，為使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能確實遵照《國土計畫法》，並落實法條精神，而直

轄市、縣（市）政府劃設功能分區時，應遵照以下表 5-1 條件及劃設順序。前述

相關計畫與圖資並應於「國土規劃資料庫」中持續建置更新，提供各國土規劃單

位及民眾取得及時、正確之圖資管道。國土規劃資料庫係依據區域計畫、都市規

劃、國土發展及區位分析而設計，具備國土規劃所需各種圖資及工具，包含：基

本底圖、土地、都市計畫、非都市土地、地籍圖、國家公園、各類環境敏感地區

圖資、災害潛勢、計畫成果、統計資料、衛星影像及正射影像等圖資。國土功能

分區劃設之詳細內容請參照第八章內容。 

表5-1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劃設條件表（草案）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劃設條件（草案），民國 10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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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土保育地區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6 條國土計畫之規劃基本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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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地方政府的土地使用計畫

應朝永續發展的目標邁進，並重視自然環境保育，在強調永續經營及因應氣候變

遷衝擊思維下強化資源利用與管理機制。下表5-2為國土保育地區分類劃設條件，

其中第一類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為現行區域計畫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都市計

畫區、鄉村區持外）；第二類為現行區域計畫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第三類則為

現行所有國家公園地區。上述環境敏感地區之條件資料以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所發布之圖資為主，如有異議，地方政府得做現場勘查作為圖資更新之依據。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之詳細內容請參照民國 105 年度，國土功能分區規劃委託技術

服務案。 

表5-2 國土保育地區分類劃設條件 
分區分類 劃設條件 

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 

1.符合下列條件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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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遺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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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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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水庫蓄水範圍。

(15)國有林事業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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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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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類 實施國家公園地區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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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10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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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考量天然災害、自然資源與生態、重

要景觀等環境特性，依全國國土計畫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原則，以

及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提供之圖資，劃設國土保育地區。 

自然資源與文化景觀等環境資源具有稀少性與破壞後難以回復之性質，並同

時考量天然災害造成之影響，各直轄市、縣（市）於劃設國土功能分區時，應審

慎考量國土保育地區之空間分佈及其相應的管制措施。因此，各地方政府應進行

詳細的環境調查分析與生態資源盤點，掌握環境資源特性現況。各地方政府得參

考下列原則作為劃設國土保育地區之重要依據： 

一、生態資源保育劃設原則： 

(一) 保護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棲息環境； 

(二) 保護稀有及瀕危植物其棲息環境； 

(三) 保護動物及植群多性熱點； 

(四) 保護重要與特殊生態系； 

(五) 保護具有生態保育功能或遭破壞待復育之地區。 

二、景觀資源保育劃設原則： 

(一) 保護臺灣地景保育景點； 

(二) 保護生物圈中之自然景觀； 

(三) 保護未經人為開發之自然景觀； 

(四) 保存具有特殊意義之人文景觀。 

三、水資源保育劃設原則： 

(一) 確保集水區不受污染； 

(二) 確保河川不受污染； 

(三) 確保地下水補注地區不受污染； 

(四) 確保水庫蓄水地區不受破壞。 

四、災害潛勢地區劃設原則 

(一) 避免或減少地質災害造成之損失； 

(二) 避免或減少洪澇災害造成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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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避免或減少海岸災害造成之損失。 

劃設國土保育區時，除上述原則外，同時應將其他法定環境敏感區域一併劃

入國土保育地區，如：各類保護區、防護區、保留區及保存區、重要濕地、地質

敏感區、洪氾管制區、水庫蓄水範圍、保安林、重要文化景觀、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等，且應將周邊零星土地一併予以劃入，並訂定明確且可執行的管制措施，

以遏止各類破壞之行為。 

另外在國土保育區的劃設上，為了避免環境敏感地區遭受穿孔、切割及碎裂

等破碎化之干擾及影響，應以大面積且具連續性之空間為原則，以維繫中、大型

生物之生存環境及空間完整性。若與其他功能分區產生競合，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仍應就國土保育區域之完整性與避免破碎化兩種目標作為首要考量。再

者，各直轄市、縣（市）應擬定景觀綱要計畫，以維護自然、文化景觀，促進城

鄉風貌之和諧發展、塑造優質生活環境，同時作為地方之景觀保育、管理及維護

之指導原則。 

此外，各類的國土保育地區應依據本法第 21 條進行不同層級之土地使用管

制。因此，在符合本法第 20、21 條之劃設基本原則之下，針對第一、第二類國

土保育地區允許之使用地編定給予限制： 

1. 第一類國土保育地區 

土地之使用應以保護自然資源與生物棲息地、維護自然景觀或文化

資源、防治天然災害或國防安全等為原則，並得限制、或禁止中、高強

度開發行為與建築使用，同時防止自然環境受穿孔、切割而影響其生態

系統服務功能。 

因此，未來之住宅、商業、工業用地不得於第一類國土保育地區編

定；僅容許能與環境共生以及不危害保育目的之農產與林業的土地使用。

保育、風景、綠地等使用地，皆應以維護自然、人文資源為目的，並避

免開發行為造成環境影響。而《國土計畫法》第 37 條所指國土復育地

區內已有之聚落或建築設施且無立即明顯之危害者，不得限制居住強制

遷居。 

2. 第二類國土保育地區 

土地使用應盡量維護自然環境狀態，並允許有條件使用。因此，避

免影響重要生態、自然資源或易致災條件下，得允許低度開發之建築物、

設施或其土地利用行為。 

因此，在此分類下之國土保育地區，得編定礦業、農業、農業設施、

林業、水利、保育、遊憩、風景、宗教等使用地項目。除了上述規定之

限制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地方實際需要，例如：重大公

用事業、建設，得依本法第 23 條第 4 項規定，於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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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指導事項下另訂管制規則，並報請內政部核定，保有地方因地制

宜之彈性空間。 

2-2 位於國土保育地區之既有聚落，應在考量國土保育前提下，訂定

土地使用績效管制，避免超出容受使用強度。 

現行非都市土地中，鄉村區聚落並無空間計畫引導其發展，長久以來鄉村區

產生街道狹窄、公共設施不足等問題。在《國土計畫法》體制下，將依據其環境

條件及資源特性歸類為不同國土功能分區，輔以不同的土地使用管制，以改善生

活條件、維護農村生產與生態，並達到維護農村文化並與升生活品質之目的。 

上述之鄉村聚落，其區內或毗鄰土地多為國土保育分區土地者，因考量天然

資源、自然生態或景觀、災害及其防治設施分布情形，按其環境敏感程度劃設為

國土保育地區土地類別，並限制或有條件允許其土地使用。 

 為達國土保安之目的以及降低對人民財產權之損害，經評估安全無虞者，應

允許土地維持從來之使用。以農業生產為例，農業土地使用與國土保育目的

相違背，應維持其農業土地使用，並以自然農法等永續耕作方式，尋求與環

境共存共榮。 

 因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而限制或允許有條件使用者應對其使用條件、維護管

理等相關事項作必要之規範，按各地區的資源環境特性給予不同程度的使用

管制，提供其最低標準之公共設施服務，兼顧生活品質並避免聚落無秩序之

擴張。 

 因劃設為國土保育區，現有使用經地方斟酌與土地使用管制不符，既有財產

權因限期變更使用或遷移導致權益受損者，地方政府應以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予以補償；其他權益受損情形應以相關配套措施予以補償。 

另外，原住民族聚落多位於山坡地，因其土地資源特性被劃設為國土保育地

區，將影響原住民族之生活方式以及其經濟活動。然而，原住民之生活、生產模

式並不必然造成環境資源、國土保安之威脅。基於公平正義以及保障人民財產權

之考量，應先行瞭解其傳統土地使用、生活習慣、文化、智慧等，並予以尊重。 

因此，得從原來使用之原住民聚落除依循上述績效管制原則之外，位於國土

保育地區之原住民聚落如達一定規模且連續，得以特定區域計劃（詳見本章第六

節）作為土地使用之管制；其他未被劃入特定區域計劃之原住民聚落，直轄市、

縣（市）應擬定特殊性的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在環境容受力許可下，保持土地使

用彈性及考量原住民傳統生活方式、智慧訂定容許土地使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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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各直轄市、縣（市）位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之既有農業土

地使用，應遵循相關管制規則與限制，以友善環境的永續經營模

式，減少對於環境的衝擊。 

山坡地農業因其地理特性適合特定作物生產，同時為當地居民生活與就業之

基礎。然其生產活動必然對環境容受力產生負荷，且生產過程必須考量山坡地之

環境敏感特性以及土地脆弱度。依議題分析內容，我國山坡地農業使用面積雖逐

年遞減，但其分佈狀況仍持續往高山地區蔓延。基於環境保護考量，國土計畫確

立功能分區之分類及其劃設順序，以避免不適合耕作之土地得以受到保護。然而，

山坡地並非完全無法作任何使用，在環境容受力可容忍程度之前提下，山坡地之

土地資源仍可適度發展。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40及第三類 41為最優先劃設地區，農業發展地區所有類

別為第二順位劃設地區，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 42則為最末劃設順位。基於此劃設

順序得知，部分農業使用在環境敏感程度較低之地區，仍可優先劃設為農業發展

地區做從來之使用。然而，部分農業使用地區因其自然條件及土地特性，在劃設

國土功能分區時被劃為國土保育第一類，基於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精神，將限制

其農業使用行為。，以確保國土保育及保安，例如：水源集水區上游、山坡地農

業使用等。然考量既有使用之權益以及地方經濟發展需要，在符合以下指導事項

之情形下，得允許以從來之農業使用。若仍無法維持原來之使用者，地方政府需

對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損害應依現有補償機制訂定補償措施。 

 須以環境友善之永續農業經營模式與環境共生。 

 農委會應擬定農業轉型輔導政策，地方農業主管機關得配合其政策及指導，

以輔導、監督其國土保育地區內之農業使用行為。 

  

                                                 
40 原區域計畫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都市計畫區、鄉村區等除外） 
41 國家公園地區 
42 原區域計畫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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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農業發展地區 

現況的議題分析中看出農地因轉用或違規使用等人為因素導致農地流失及

破碎化情形日益嚴重，衝擊全國糧食安全、以及農業資源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

國土計畫應研擬農業空間發展策略以確保農業資源之維護，並兼顧農產業之發展，

充分發揮農業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 

3-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據農地資源特性，優先保留適合生

產糧食之農地；非屬最優先保留之農業土地資源，亦應重視生態

系統服務功能及多元使用價值進行農地資源規劃。 

目前我國農地轉用及違規問題，導因於現行空間計畫與管制未能有效引導空

間發展。為維繫我國農地總量並落實農地農用，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各

地區農地資源特性，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建立之農地分級分類劃設原則為基礎，

優先保留適合糧食生產之農地。同時，地方政府應重視農地之生態價值及多元使

用價值，並考量土地使用具有不可逆的特性，故農地不應恣意變更轉為其他使用。 

行政院農委會已於民國 100 年度委託《估算我國潛在糧食自給率及最低糧食

需求之研究》，研究成果估算為維繫我國糧食安全，所需農地面積為 74 萬至 81
萬公頃。同時，農委會亦協助 15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農地資源分類分

級劃設作業，盤點農地資源現況及生產條件，並透過土地適宜性分析瞭解農地資

源特性與分布情形。爰此，於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時，農業發展地區應以農地資源

分類分級劃設及檢核作業相關成果為基礎進行劃設與分類。表 5-4 為農業發展地

區分類與農地資源分類分級對應之成果，做為未來農業發展地區分類劃設條件，

以下將詳述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及第二類之劃設及使用原則，而第三類及第四類

則由後續策略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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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農業資源分類分區定義及劃設準則 
分類 定義 劃設準則 

第 1 種 
農業用地 

一 
具備優良農業生產

環境、維持糧食安全

功能 

重要農業發展區 
水稻適栽區 
山坡地宜農牧地 

二 曾經投資建設重大

農業改良設施 
水利灌溉區 
農業經營專區 

三 擁有良好生產環境 

最小面積規模（25 公頃） 
農業生產使用面積佔研究案界定之操作單元內土地

百分比（屬於操作單元內現況農業生產使用面積大

於 80%之農地） 

第 2 種 
農業用地 

四 

具有良好農業生產

環境 

重要農業發展區  
水稻適栽性 
山坡地宜農牧地 
水利灌溉區 
農業經營專區 

農業生產面積較小，

但仍有糧食生產之

維持功能 

未達最小面積規模（25 公頃） 
農業生產使用面積佔研究案界定之操作單位土地百

分比（屬於操作單元內現況農業生產使用面積未達

80%之農地） 

五 
位於平地之農地，但

非屬最良好農業生

產環境 

非位於重要農業發展區 
非位於水稻適栽性 
非位於水利灌溉區 
非位於農業經營專區 

第 3 種 
農業用地 六 生產環境受外在因

素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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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生產使用面積佔研究案界定之操作單元內土地

百分比（屬於操作單元內現況農業生產使用面積小

於 30%之農地） 
第 4 種 

農業用地 七 擁有糧食生產功能

且位於坡地之農地 山坡地宜農牧地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全台農業發展地區分類分級劃設成果，民國 103 年 

表5-4 農業發展地區分類劃設條件 
分類 劃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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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農地資源分類分級之第 1 種農業用地、環境優良且投入

設施建設之養殖使用土地。 
位於前目範圍內之零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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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訂定農地資源分類分級之第 2 種、第 3 種農業用地、其他養殖使用土地。 
位於前目範圍內之零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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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農地資源分類分級之第 4 種農業

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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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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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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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國土計畫法》推動小組第 3 次會議，民國 10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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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之劃設，應考量農地規模與完整性，且農業生產環境及

相關基礎設施亦須納入考量，並落實農地農用，嚴格限制其轉用。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應參考農地分類分級第一種農業用地劃設成果，其為

擁有優良之農業生產環境，具備維繫糧食安全之功能，或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業

改良設施，此類土地可供高品質之農糧生產。故第一類農業發展地區應以保留農

地完整性，建立具生產規模之農業環境，並維護農業生產品質為最高原則。 

(一)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應以大面積且同質性高之區域為優先，且應避免其

他使用造成穿孔、切割及碎裂等情形發生。 

(二) 維繫農業使用之基礎設施及其農業生產環境，亦應配合優良農地劃入農

業發展地區，以避免周圍土地使用之干擾與影響。 

(三) 持續配合農委會農業經營專區計畫，進行集中、規模化之生產。 

二、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應以農業生產及其產業價值鏈發展所需設施使用，並依

產業特性給予適當之管制，以創造農地多元價值。 

(一) 鑒於農地具有豐富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多元使用價值，因此農業發展

地區第二類應以農用為原則，並避免農地持續流失，以達提供生態系統

服務之效。 

(二) 持續配合農委會農業經營專區計畫，進行集中、規模化之生產。 

(三) 依據觀光休閒、有機農業、文化創意等重點產業整合發展潛力，優先推

動執行「產業六級化方案」以及上述農業經營專區計畫。 

三、綠能設施設置區位限制 

為因應國家再生能能源政策以及邁向非核家園之目標，再生能源區位之需求

提升，另再《電業法》修正通過後，西元 2025 年非核家園之目標入法。其中經

濟部之「太陽光電 2 年推動計畫」中，除了推動屋頂型太陽能外，也將推動地面

型，包括鹽業用地、掩埋場及已受污染土地、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水域空間等。 

農委會指出，因考量再生能源為乾淨綠能，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3 條

第 1 項第 1 款、《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27 條第 1 項，

將太陽能、風力及非抽蓄式水力設施，定義為綠能設施，得於農業用地上以容許

使用之方式設置。以下為綠能設施於農地上設置條件及限制： 

(一) 土地條件 

農地農用為國土利用之基本原則，然因乾旱、淹水、土壤鹽化或非人為

原因導致地形改變無法復耕之耕作困難地區，得設置綠能設施，而為維護完

整的農業經營環境，綠能設施不論是與農業經營結合，或設置於不利耕作農

地上，都應朝向專區發展。符合以下農地之條件，得以設置綠能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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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國 104 年 8 月 14 日公告「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內不利耕作得設置綠

能設施之農業用地範圍」。 

2. 上述公告範圍內需考量土地自然條件、基礎設施現況、灌溉水飽和

度等指標，以 25 公頃以上且區位集中、具明顯地界等原則劃設可

供太陽能發展之專區，以免破壞周遭優良農業生產環境。 

(二) 設置區位 

依據《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30 條規定，申請免

與農業經營使用相結合之綠能設施，以位於下列區位者為限： 

1. 經濟部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 不利耕作之農業用地。 

(2) 行政院核定黃金廊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範圍內，並符合其

綠能推動區域或措施。 

2.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公告之污染控制場址、污染整治場址

或污染管制區。 

上述條件第一點之第一項所稱不利耕作之農業用地，由農委會公告之。

民國 104 年 8 月 14 日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內不利耕作得設置綠能設

施之農業用地範圍」包括雲林縣（台西鄉、四湖鄉、口湖鄉）、嘉義縣（東

石鄉、布袋鎮）、彰化縣（芳苑鄉、大城鄉）計 18 區，總面積為 1,253 公頃，

占經濟部公告嚴重地層下陷地區農業用地之 1.3%。 

3-2 目前從事農業使用且符合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原則者，在尊重既有

合法使用所劃設之農業發展地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避

免其影響國土保育原則。 

根據《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所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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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應依造各該國土功能分區之使用原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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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符合國土保育劃設原則之農地，包含位於坡地之農業生產土地及無國土保

安之虞的林產業發展土地（前開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得允許其從來之使用，

然仍應以國土保安為前提予以限制使用。 

一、各直轄市、縣（市）應透過環境調查與分析，盤點山坡地農業使用與環境敏

感地之區位，瞭解既有農業使用與環境負載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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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於考量其資源、生態、景觀或災害特性及程度，訂定相關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且於國土保安的前提，考量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允許從來使用，並引入友

善環境、永續經營理念。 

三、現況已超限利用或使用方式不符國土保育劃設之原則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透過管制措施降低使用強度或限制使用，鼓勵維持、恢復原始地

貌，並輔導其利用方式轉向永續經營模式，以避免環境負載加劇影響國土保

安。 

四、尊重既有合法使用者之權益，若因國土保安而限制其使用損害既有使用之權

利，應訂定相關配套政策或補償措施。 

3-3 位於農業發展地區之聚落，於維持農業生產環境的前提下進行鄉

村規劃，活化農村生活空間，並提升軟硬體設施的完整配套。 

現行非都市土地中具一定規模之集居聚落，其周邊毗鄰土地大多為農業發展

地區，故考量農業生產環境、維持糧食安全功能及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

施之情形，應依其農業生產資源條件予以分類，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並

禁止、限制或依其產業特性給予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 

規劃此類土地時，亦須以「鄉村規劃」來達到農村永續經營。我國農村的永

續發展規劃，應以地方文史記憶、產業、永續發展及其空間配置為規劃核心，審

慎思考人與人（生活）、人與土地（生產）、人與自然（生態）的互動關係與空間

配置，並自然呈現歷史文化、風土民情、山水景緻之獨特農村空間氛圍。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據中央所訂頒的農村再生政策方針，就農村

再生發展及其計畫推動需要，擬定總體農村再生發展願景與執行策略。協助引導

農業生活空間建設與規劃。計畫內容包括：土地利用、產業環境、文化資源、生

態環境與景觀，農村建築及其他有關農村特色等面向。利用既有農村特色空間進

行規劃，發展為都市周邊的低密度住宅，和諧城鄉之間的關係，同時具備區隔都

市與農業生產空間的功能。 

同時應透過農村再生政策結合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重新進行鄉村規劃，以集

村方式提供農業生活空間，區隔農業生產與生活空間，保留大規模之農業生產空

間，並減少生活使用對於農業生產之影響。同時，配套完整之公共設施並提升服

務水準，以改善農村整體環境。於考量維繫糧食安全的前提，使農地除了生產及

生態功能外，同時兼顧生活功能，結合農村之文化價值，提供農業生產及生活空

間，創造寧適合諧之生活環境。 

除了農村生活空間所需之硬體基礎、公共設施，農村再生方針之重大政策包

含，提升農村人口質量、創造農村就業機會，因此，除了整體農村環境之提升外，

應配合農業主管機關之相關政策進行農村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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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 

《農村再生條例》第 30 條規定，符合擬定農村再生計畫前，應先接受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之訓練。目的是以「農村再生、先做培根、培根做好、根

留農村」為培訓目標，期望能達成「由下而上、計畫導向、社區自治、軟硬

兼施」。課程從建立農村居民對農村營造、再生之初步了解，延伸到農村經

營管理之操作與策略、了解在地議題及發展潛力，進階到凝聚社區意識並提

出相關活化策略及行動方案。 

透過培根計畫，以永續經營概念引導各鄉村提出當地的整體發展願景，

提出農村再生計畫，除了整體環境改善及公共建設外，更應活化在地產業、

文化、記憶之創新與傳承，以發揮地方特色，因此，藉由農業生產、產業文

化、自然生態元素，帶動整體鄉村之活力。 

(二) 農村人力培育 

當前鄉村青年人口外移嚴重，未來全國人口成長趨緩的趨勢下，應鼓勵、

輔導青年返鄉工作，並導入農村人力培育體系，激發社區內部各種創意發想、

經驗傳承、交流與合作，整體提升農村自主發展與永續經營的軟實力。除了

配合農村再生培根計畫外，因推動相關補助政策以吸引人口回流至鄉村，農

委會為鼓勵青年投入農業經營，推動「青年從農創業貸款」，近 3 年累計貸

放約 9 億元，支應青年農民經營農業所需資金。另外，運用農業推廣體系建

構青年農民在地輔導團隊，扶植新世代農民以更專業化、規模化、在地化的

模式經營，例如：全國特地區之青年農民聯誼會。 

3-4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既有農地資源特性進行農地資源規

劃，以建構完善之農業生產環境。 

根據《農業發展條例》第 62 條所載：「為維護農業生產及農村生活環境，主

管機關應採取必要措施，防止農業生產對環境之污染及非農業部門對農業生產、

農村環境、水資源、土地、空氣之污染。」然因現況之計畫體制無法有效落實與

管制，以致空間發展失序，土地使用零星變更造成農地持續流失。爰此，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依其農地資源特性進行農地資源規劃，建構良好的農業生產環境，

避免農地轉用、破碎化情形發生。因此，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農委會補

助各地方政府擬定之整體農業空間規劃進行農地資源規劃。 

無論在農業發展第一類或者第二類土地，地方政府應結合產業輔導與農地管

理，進行農業經營專區土地資源利用規劃，輔導設置農業產銷共同設施，避免個

別設施林立。並根據農地分類分級規劃成果，進行大而優重點產業或特色產業之

空間布局，將地方重點或特色產業適宜發展之群聚區域，建置形成農產業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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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市場需求規劃區域產業發展策略，成為優質農業發展區位及國家重點戰略資

源，達到提升糧食自給率之目標。 

農業經營專區不僅提供產業轉型（例如：產業六級化方案），創造農產業附

加價值，亦具有維護優良農地之功能，並成為農業發展地區之最基本單元。農業

發展地區第三類之土地則在其土地使用管制規範下，適度整合適合之農業經營專

區，促進農業永續利用及其經濟效益；另外，農業經營專區應結合農業發展地區

第四類之鄉村地區進行農村在生，輔導產業跨域加值，提高農民收益，輔以良好

的青年農民培育計畫，以促進農村地區人口回流。  

然而，現況農業生產環境亦受到非農業使用之干擾，致使農地遭受汙染。爰

此，農業發展地區之既有聚落，須以維護農業生產環境為最高宗旨，避免非農業

部門對農地利用及農村環境造成嚴重的污染。首先，針對現有集居聚落，應降低

其使用對於農地資源之影響，偕哲進行大規摸的盤點與歸類，根據其潛在影響程

度進行分類，並提供減污設施。其次，針對現況集居聚落中的潛在污染源進行管

理，以落實源頭控管之效。例如：現有散布在農地中之未登記工廠，應持續加強

相關的環保稽查與污染源監測與管理，輔導其轉型或遷入合法區位，並以相關處

置辦法辦理，以降低對農地資源之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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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城鄉發展地區 

各直轄市、縣（市）的城鄉發展地區應依下列原則進行劃設： 

表5-5 城鄉發展地區分類劃設條件表 
分區分類 劃設條件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一類 
實施都市計畫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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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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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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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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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區第二類劃設條件及後續配套措施研商會議，民國

106 年 2 月 

我國未來重點發展創新五大產業，即臺南沙崙的綠能產業、桃園為中心發展

的亞洲矽谷、中南部科學園區的亞太生技醫藥園區、臺中智慧機械以及臺北、臺

中、高雄三大都會區的國防產業（105 年國家發展委員會業務報告），配合物聯網

的串連下，打造臺灣成為網絡樞紐、形塑數位未來生活型態、完善電子商務發展

環境；並結合「工業 4.0」智慧化製造與智慧化服務等全面發展，達成具有國際

性競爭力之產業發展型態（詳參圖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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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6 五大產業群落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國土計畫扮演指導全國空間發展的角色，擔任各部會溝通協商之橋樑，以解

決現況城鄉發展的失衡、缺乏整體空間分派構想、產業用地儲備機制等困境，同

時與時俱進的考量國家創新產業政策以及因應未來人口結構改變，並利用成長管

理之手段指導國土空間合理配置，做為城鄉適性發展的引導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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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在引導城鄉發展地區具調適性與適居性之前提下，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推動都市空間活化與再生策略。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衝擊、未來高齡少子化社會、國際產業競爭變化…等挑戰，

盱衡國土資源有限的現實，為有效利用國土資源，以達國土永續發展之願景，除

避免不必要的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推動都市空間

活化與再生策略，使城鄉發展地區邁向韌性(resilient)、適居(livable)、活化

(revitalization)與再生(regeneration)之都市發展。在兼顧全體國民之權益及生活品

質下，結合前述策略之成長管理計畫與公共設施及其用地檢討…等方式，來促進

城鄉發展地區土地多目標使用，強化交通運輸與土地使用連結、產業空間合理且

有效利用，以達到具調適與適居性之國土永續發展願景。 

一、氣候變遷調適面向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積極調適與減緩氣候變遷，例如：強降雨(extreme 
precipitation)、洪水泛濫(flooding)、暖化(warming)、海平面上升(sea-level rise)、
極端高溫(extreme temperature)…等，對都市建成環境(built-environment)所帶來的

環境衝擊與社經財產損失。除遵循相關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行動計畫與法規辦理

外，並可透過都市空間結構調整、設置都市綠色基盤之手段，以提高都市韌性

(resilient)，提升城鄉發展地區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性。 

(一) 調整都市空間結構與設置都市綠色基盤，以因應氣候變遷衝擊 

建立都市綠色基盤以維持生態系統服務，做為都市空間之重要調適策略。

面對強降雨與洪水泛濫之極端氣候事件，直轄市、縣（市）應廣設綠屋頂、

規劃設計生態貯留池、鋪設不透水鋪面…等，並串連水與綠網絡系統，創造

都市地下防洪之區隔空間。同時依流域綜合管理計畫，實施既成土地使用逕

流分攤、土地開發出流管制等策略，開發單位需設置減洪設施吸納增加之逕

流量，以減少逕流增與排水基礎設施負擔；面對都市暖化與極端高溫之挑戰，

直轄市、縣（市）應規劃都市風廊，讓都市環境自然通風，並且透過都市綠

色基盤規劃設計達到都市冷島效應，減緩都市高溫。鄰近海岸與河岸之都市

地區，則可透過改變建築型態之都市設計手法，提供淹水溢淹腹地，或整合

都市土地使用變更與都市設計手法，創造生態堤防，使得當海平面上升時，

達到防阻淹水之功效。 

(二) 遵循相關氣候變遷調適政策與法規，建構具調適性之建成環境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已載明氣候變遷調適目標與策略，其中

於「土地使用」領域中提及都市土地使用之調適策略，例如：「建立以調適

為目的之土地使用管理相關配套機制」、「提升都市地區之土地防洪管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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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調適能力」等。此外，「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亦提及「建構綠色基礎

設施，提升城鄉防災能力」、「規劃低碳空間及能源設施之土地利用」…等調

適策略。 

依據《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第 8 條：「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溫室氣

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事項…」，其中包括：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運

輸管理、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低碳能源運具使

用、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等相關事項；第 15 條亦提及「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行政院核定之推動方案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行動

方案，訂修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後核定」。此外，《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7 條與第 8 條

中，皆指出未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應視實際需要，擬定相關各款生態都市發

展策略與都市規劃原則。因此直轄市、縣（市）政府在研擬都市空間活化與

再生策略時，應遵循相關政策與法規辦理。 

二、社會與住宅適居面向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其都市階層與都市空間發展歷程、人口結構變

化趨勢、經濟結構發展趨勢、未來都市發展願景與預期現象，歸整出具調整利用、

轉型、整修…等可能之潛力土地區位，例如：公有土地、公營事業及軍方等閒置

土地或建物、捷運聯合開發基地、老舊閒置屋舍…。於兼顧災害急迫性、利益合

理性與未來發展持續性下，以分期分區的方式指認政策性更新或再生地區，考量

再生政策、災害應變能力和社會發展需求，配合都市發展願景、各項相關計畫檢

討與實施，其中都市基盤設施、公共服務系統、住宅需求特性、都市活動機能…
等，應施行下列策略，逐步帶動都市朝具環境災害調適性、適居性、社會公益之

改造、轉型與再結構，提供國民安全無虞、合宜，具生活機能與可及性高的基本

居住環境。 

(一) 配合《住宅法》，建構適宜且因應社會結構變化之居住環境和品質 

因應社會結構的轉型與公平正義之實踐，應兼顧全體國民及多元族群之

適居權，地方各級政府於上述空間再生政策計畫，若是以住宅供給需求為計

畫核心，需依據《住宅法》之規定辦理。為達社會和諧與寧適，政策應消弭

多元族群間隔閡、國民享有尊嚴住所，以維社會公平、正義。 

(二) 翻修、重建、維護原有不動產，建構都市居住和生活環境 

配合《都市更新條例》及未來可能通過《都市再生條例》之推動與落實，

具再發展潛力都市閒置土地與空間，應以環境災害容受力為優先評估標準，

善用原有不動產資源，配合都市願景、社會與經濟發展需求，確立目標及計

畫年期，以整建、重建、維護等方式，進行整治與開發作業，使閒置土地、

空間再發展，以融入或提升社區、都市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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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輔以都市設計手段，確保公共設施服務連結經濟活動與居住空間 

為使都市空間之活化有效，且具對各種類別之居住單元友善，都市土地

與空間之更新或再生，應輔以都市設計方法，在都市願景、再生策略與目標

之下，為經濟、住宅空間周邊提供良善的環境設計、健全公共服務系統網絡

並串連易用性、安全且連續的人本交通運輸設施，以維持社會各階層國人之

生活機能。 

三、產業空間活化面向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檢討合法工業用地之面積與現行使用狀況，探討

其閒置或低度使用的原因，滾動式檢討工業園區之定位目標，因應產業發展趨勢，

擬定短、中、長期再生策略，引導標竿產業進駐，促使園區內產業空間及其發展

再次活化升級。此外，過去中央或地方政府依《獎勵投資條例》、《促進產業升級

條例》或《產業產新條例》…等主導興辦工業區，使得工業用地多屬買斷制，故

未來應將其依一定比例逐步修正為租賃制，以降低閒置、低度及不合宜使用之現

象，促進工業用地有效活化，並得以轉作為未來土地儲備用地，因應未來產業發

展。 

就現況廠商無法有效媒合之困境，各部門及直轄市、縣（市）政府須考量區

位差異及發展特性，策略性強化區域經濟發展潛力及有利投資條件。同時，對於

產業土地使用的規定上，得由正面表列改為負面列舉，以增加產業用地使用彈性，

並確保其為工業使用情況。另亦須增強媒合效率、機制及透明化，例如：將媒合

窗口單一化、強化工業土地供給之公開資訊平台…等，協助廠商有效率地找到合

適的設廠區位。 

為因應新創產業發展趨勢及產業空間分配構想，確保產業永續發展，為使需

地廠商能迅速地取得產業園區用地，消彌廠商取得土地之不確定因素，並保留國

家重要產業發展用地。本計畫研擬兩項土地活化策略，茲簡述如下： 

(一) 既有工業區閒置、低度使用或是不合宜使用之土地再活化轉為儲備用地 

由於工業用地持有成本低廉，廠商及人為養地情況頻仍，使得目前既有

工業區部分有閒置、低度使用或是不合宜使用之情形。雖目前已具有閒置用

地收回機制，然因於法無據，故工業局難以確實執行，使得新廠商不易取得

適宜區位的工業用地。應檢討現行閒置工業用地回收機制，並修法要求產業

用地應於一定期間完成開發，否則將強制收回；或改以部分產業用地取得以

租賃型態，作為未來產業用地取得方式，確保足夠的儲備產業用地。 

(二) 優先利用公有及國營事業特定專用區 

產業空間活化之土地來源，得優先透過公有或國營事業特定專用區以避

免徵收私有土地，損害民眾權益。公有或國營事業土地於大面積、產權單純

的優勢下，為促使國土有效且永續發展，產業空間的活化得擬定短、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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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策略，使其因應經濟發展需求，進行各階段策略之檢討、變更與修正，避

免空間利用之空窗期，以確保空間活化目標得以實踐。 

4-2 舊制非屬都市計畫區被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者（例如：城二），

應賦予該地區發展定位，並提供適當之公共設施服務。 

過去非都市土地中，具一定規模之集居聚落並無計畫引導其發展，國土計畫

體系將依據其環境條件及資源特性歸類為不同國土功能分區，伴隨著不同的土地

使用管制，藉此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包含降低災害風險及確保糧食安全等，並

依各聚落發展特性推動農村再生 43，改善基礎生產條件、維護農村生態與文化，

及提升生活品質。 

原非都市土地具一定規模之集居聚落（包含位於原住民保留地範圍內者），

並排除國土保育地區及農業生產地區劃設條件者，應依其發展特性提供公共設施

服務及賦予地區發展功能。鄰近都市計畫地區且達一定規模以上之鄉村區，未來

將與都市計畫地區一併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然而兩者原分別屬於都市及非都市地

區，計畫引導發展之程度具有落差，故集居聚落在公共設施提供時應與近鄰都市

作整體考量，包含服務機能之互補及交通路網之串聯等；原住民保留地範圍內之

一定規模集居聚落則應提供其完善基礎公共設施，以提升其基本生活水準。此外，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0 條規定，未來具都市計畫新訂擴大需求者以位屬城鄉

發展地區者為限，但仍應依據區位特性規範新訂及擴大都市計畫之劃設，以原依

附都市計畫發展的鄰近集居聚落為優先考量。 

4-3 產業發展應以區域或直轄市、縣（市）之分派量為基礎，並考量

基礎設施與環境資源之限制，做適當之空間分派及配置。 

我國過去產業發展未以基礎設施供給、土地容受力之角度思考，做適當區位

配置及盤點產業用地供需情形，故常有基礎設施供不應求之情況，同時也間接影

響產業發展。未來各部門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考慮各地區之自然資源稟賦

條件、資源環境容受力、經濟發展水準和區位優勢、限制等因素，明訂各區域產

業發展定位，以確定自身優先發展之主導產業。並依循全國國土計畫之願景，以

空間計畫引導基礎建設配置，配合產業發展的時序，強化地區之經濟發展潛力及

區域投資之有利條件，引導區域、各地方政府之產業適性發展、資源有效利用。

為使產業發展與基礎設施能完善配合，以下將分述產業共同所需之土地、水資源、

能源作基礎設施討論。 
                                                 
43 依據《農村再生條例》第 3 條之定義，該條例推動再生之農村社區係指非都市土地既有一定

規模集居聚落及其鄰近因整體發展需要而納入之區域，其範圍包括原住民族地區。故農村再生

推動對象不僅限於農業發展地區內之一定規模集居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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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用地 

(一) 產業用地成長管制量 

在《2020 產業發展策略》的目標情境中，是以考量各區域生產要素稟賦

供給上限及產業投入產出結構，利用線性規劃法計算出產業用地需求推估，

假設「土地完全投入」、「地價影響土地使用效率」，再將模型用「環境容受

力」、「產業投入產出結構」進行修正與分派依據，推估出在民國 109 年國內

製造業產業用地需求面積尚需增加 2,211 公頃，再考量各區域產業用地因勞

動力、水、電等資源條件不同，各區域土地使用效率上的差異，區域產業需

求用地面積初步分派情形分別為北部區域尚需 1,282 公頃、中部區域尚需

420 公頃、南部區域尚需 486 公頃、東部區域尚需 23 公頃。 

進一步依據各直轄市、縣（市）之土地資源、勞動力、群聚與創新潛力、

水電資源等基礎設施條件，分派各直轄市、縣（市）產業用地預估總量如下

圖所示。此分派依據係依經濟部工業局之預測至民國 109 年全國、區域及各

地方政府之產業用地成長上限，各地方政府如因地方產業政策或者基礎設施

之供給有所變動，得請經濟部、國土規劃跨域整合平台（第七節策略 7-4）
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協調新增之產業用地總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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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7 民國 109 年各地產業用地需求總量分配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經濟部工業局民國 104 年產業用地規劃與活化策略研究報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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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業用地供需 

於民國 104 年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核定本）中，已預估民國 106 年

北、中、南、東各區域依經濟部、科技部，以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所管

轄之各編定工業區及產業園區可供給土地數量：北部區域土地需求為 131 公

頃、可供給 108 公頃；中部區域土地需求為 507 公頃、可供給 453 公頃；南

部區域土地需求為 245 公頃、可供給 332 公頃；而東部區域於 106 年時則無

可供給及所需之土地。 

經濟部工業局、地方政府及民間編定開發之產業園區，部分在取得產業

用地之使用權或所有權後逾 3年皆未建廠、或雖建廠，卻未見主要機械設備，

此現象已造成產業用地的閒置，其各區域閒置土地面積，北部為 138.47 公

頃、中部 210.58 公頃、南部 395.5 公頃，東部 68.05 公頃，其屬土地供給來

源。 

針對未登記的工廠，其與合法工廠在產業區位上有群聚效應與上下游連

結關係，產值甚為重要（詳參圖 5-8、圖 5-9、圖 5-10）。日後面臨第一種情

形－遷廠，則僅有土地需求產生；第二種情形－田園化，田園化目的為輔導

未登工廠合法化，其土地條件亦可同時滿足自身工廠的對土地之供給與需求；

第三種情形－拆除，則無牽涉土地需求及供給。 

(三) 其他 

公有國營土地或透過新訂擴大機制所取得之土地同屬可供給土地來源，

然因公有國營土地受限於圖資取得問題，因此此情境模擬並無納入計算；城

鄉發展地區第二類為潛在產業用地供給來源，未來需透過檢討現有都市計畫、

新訂擴大機制、配合分期分區計畫之使用許可區位方式，將產業其引導至上

述現有都市計畫外區或者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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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 北部區域產業聚落連結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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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9 中部區域產業聚落連結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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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0 南部區域產業聚落連結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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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資源 

經由議題分析後得知，北、中、南部區域總用水量較高之產業為電子零組件、

機械設備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及金屬製品。東部區域則以非金屬礦物製品

製造業為主要用水對象。無論是以既有產業或五大創新產業之基礎設施需求量來

看，其用水量皆以北中南部區域最高，東部最低。而在北中南部區域仍對基礎設

施有高度需求量下，以水資源來說，南部地區因曾文、烏山頭、南化水庫調節供

應問題，目前供水調配漸出現缺口。 

依國土計畫對於水資源之規劃基本原則，於《國土計畫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二款有明訂：「國土規劃應考量自然條件及水資源供應能力，並因應氣候變遷，

確保國土防災及應變能力」。因此，應以因地制宜之水資源使用策略，將各區域

供水能力（天然水資源條件）、供水承載力（可容忍缺水風險下最大可供水量）、

經濟發展需求、土地使用方式及供水設施規模等面向做整體考量，於各區域被分

派之供水限度內規劃最適宜之土地使用方式。依據水利署之預測，於民國 120年，
各地方政府之重大水資源計畫完成後，各區域、直轄市、縣（市）之水資源供給

總量參照下表 5-6： 

表5-6 民國 120 年各直轄市、縣（市）水資源供給總量 

地區 民國 120 年水資源供給總量 
（萬噸/日） 

北部區域 586.5 
宜蘭地區 22.9 
基隆地區 51.4 
臺北地區 214.8 
板新地區 101.0 
桃園地區 135.4 
新竹地區 61.0 
中部區域 310.6 
苗栗地區 41.7 
臺中地區 175 
南投地區 17 
彰化地區 43.7 
雲林地區 33.2 
南部區域 392.4 
嘉義地區 42.2 
臺南地區 124.3 
高雄地區 197.9 
屏東地區 28.0 
東部地區 33.8 
花蓮地區 22.5 

臺東地區（不含綠島、蘭嶼） 11.29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4 年資訊服務，用水供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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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源 

經由議題分析後得知，北、中、南部區域總用電量較高之產業為電子零組件、

機械設備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及金屬製品。東部區域則以非金屬礦物製品

製造業為主要用電對象。無論是以既有產業或五大創新產業之基礎設施需求量來

看，其用電量皆以北中南部區域最高，東部最低。而北部又因用電需求最大，實

際發電量不足以負荷用電需求，供電情勢最為緊張，且能源供給相關設施用地常

因地區居民視為鄰避設施，使其取得不易。 

臺灣雖為出口導向國家，但對於進口能源依存度相當高，國際競爭力及經濟

的發展深受國際能源問題及其價格波動高度影響；加上熱浪及都市熱島效應影響，

致我國用電需求提高。因此未來產業結構之調整與發展策略，應逐步調整能源結

構並有效提升能源使用效能。 

在發展替代、再生能源時，妥為考量所需之區位環境，於適當區位發展自主

綠色能源產業；而能源效能提升方面，則透過交通運輸模式改變、檢討城鄉空間

配置及都市能源使用量降低、輸電設施最佳配置等空間資源之利用。然而，我國

各類再生能源發展多屬分散式設置，主要由民間參與開發設置，無法明確指定設

施設置地點，惟其土地取得可能涉及環境與地質敏感地帶或未能符合現況土地使

用管制等問題，著實應整合成長管理策略、評估環境容受力、生態永續之概念，

並考量各功能分區之管制，以規劃再生能源發展之最適區位。 

 
圖5-11 北、中、南、東部水資源、能源分布及其限制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民國 104 年臺灣電力公司供電供網資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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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遵循國發會之空間發展策略以及區域

優勢產業，作為整合產業創新群落及未來產業用地區位之依據。 

未來產業發展之空間分派構想應依據各地區產業群發展現況、產業成長力及

創新力，持續推動區域競爭性產業群聚，以區域優勢產業、各類產業園區分布為

基礎，有效地利用地方特有的資產，結合產學研創新能量，使各區域更具創新力

及競爭力。此外，藉由高鐵與高速公路運輸路網所提供全國國土之高可及性與機

動性，進而形塑西部產業群聚，並藉由國道 5 號將宜蘭納入產業腹地。而東部地

區則因地形所致，得以觀光發展作為其產業發展主軸，形成東西兩平行產業聚落

發展模式（詳參圖 5-12、圖 5-13、圖 5-14、圖 5-15）。 

另行政體系而言，按《國土計畫法》第 9、10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提報其部門策略／計畫。故各產業用地所屬事業主管機關

（包含科技部、經濟部、農委會、環保署、交通部）應將不同部門管理但屬相同

性質或具上下游關係之相關產業予以整合及協調，做策略式區位產業空間分派及

串聯。 

 
圖5-12 北部區域產業空間分布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5 年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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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3 中部區域產業空間分布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5 年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案）繪製 

 
圖5-14 南部區域產業空間分布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5 年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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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5 東部區域產業空間分布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5 年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案）繪製 

4-5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循發展現況與未來趨勢及重大交通

建設投資計畫，調整公共運輸投資區位及周邊土地使用型態。 

依據國發會民國 99 年「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之政策指導，運輸網絡為

串連國土空間之發展，透過全國的航空、軌道、公路系統，可將國土內部不同規

模、內容的重要發展核心緊密結合，使國土空間形成「一點多心」的空間發展布

局。而全國不同區域在國土空間結構之社經環境、產業特性、需求規模及區位條

件等皆有所差異，其所適用的公共運輸服務亦不同，直轄市、縣（市）應依其人

口、產業等社經條件及未來之變化，配合成長管理之分期分區計畫，加強其公共

運輸建設投資區位並配合調整其周邊土地使用型態，相關交通運輸發展建議及空

間發展建議參見如圖 5-16、圖 5-17、圖 5-18、圖 5-19 所示。 

一、為提高國土機動性、可及性與連結性，支援各項社經活動之發展，中央、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應依據都市階層之標準，提供無縫便捷的交通運輸服務，

盡可能縮短交通旅運時間需求，適當投資公共運輸服務建設，並持續優化公

共運輸服務品質。 

依據國發會《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之指導，不同層級之都市階層之運輸

時間需求說明如下： 



391 

(一) 國際海空港 1 小時內可連結重點產業發展地區、鄰近城市區域之主要核

心都市與區域中心。 

(二) 西部運輸走廊，三大城市區域內主要核心都市之可及性應在 1 小時內，

區域中心與地方中心、重點產業發展地區之運輸時間縮短至 45分鐘內，

地方中心與服務範圍內之聚落間，運輸時間縮短至 30 分鐘內。 

(三) 東部運輸走廊，對外交通縮短至 90 分鐘內，區內交通以花蓮市、玉里

成功、臺東市為三核心，核心地區與周邊地方中心之旅行時間應縮短至

1 小時內，地方中心與服務範圍內聚落間之旅行時間應縮短至 1 小時內。 

二、國際機場應掌握一點多心原則，釐清區域門戶層次，並強化各區域門戶與在

地產業、重要節點之連結。 

我國對外門戶中，目前共有四座國際機場，臺北松山、桃園、臺中及高雄機

場。配合國土「一點多心」之空間布局發展概念，建議採「一主多輔」策略發展，

以桃園機場為主，發展為東亞樞紐機場；另以臺北松山、臺中及高雄國際機場為

輔，分別發展區域重要門戶。首先應檢視現有各空運門戶之定位與彼此關係，再

依據各空運門戶區位及天然條件，結合周邊產業機能與用地規劃，研議具有競爭

優勢的發展定位並建立分工合作關係，進一步加強國際門戶與產業、經貿之運輸

網絡連結，強化區域競爭力。各區域之國際機場周邊國土利用方向建議如下： 

(一) 北部地區作為我國首要門戶、經貿核心、創研與文化國際都會及產業帶，

區內擁有桃園、臺北松山兩座國際機場及臺北港，桃園機場應積極引進

國際航空運輸與物流相關業者投資國際機場設施，以專業技術輔助臺灣

國際門戶的經營管理，提升門戶在國際上之競爭力；臺北松山機場則應

作為輔佐作用，善用經濟、政治的區位優勢，強化與產業園區、商業中

心之快速連結。 

(二) 中部地區擁有臺中清泉崗機場及臺中港，應透過強化機場聯外運輸系統

與周邊科學園區與工業區土地空間布局之銜接，以吸引其進口或外銷之

運輸機會。 

(三) 南部地區以高雄機場為首，應強化海空港空間整合，提升區域資源綜效，

改善機場聯外交通，調整與周邊土地利用之關係，例如，積極建設貨櫃

中心、物流中心間的直接連絡孔道，並針對道路擁塞與噪音問題提出有

效因應之道，以提升貨物運輸效率並減少市區交通及環境之衝擊。 

(四) 東部地區目前未有固定航班的國際機場，短期應強化對北部、南部城市

區域之鐵公路連結便利性及可靠性。長期則應爭取地方機場發展定期短

程航線或包機，循次提升交通運輸服務品質。 

(五) 整體而言，策略上可透過《都市計畫法》及相關法規定期通盤檢討機場

周邊產業空間需求、公共設施數量，留設必要發展空間，引導城鄉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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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有秩序的發展，並強化交通運輸廊帶，以提高區域門戶與產業區位

的可及性。各航空城特定區計畫應合宜配置如自由貿易港區、產業專用

區、商業區、公共設施…等機能，以發揮國際機場競爭優勢。 

三、西部軌道運輸走廊應以高鐵作為運輸骨幹，臺鐵、捷運輔助連結；東部運輸

走廊則以臺鐵快線為骨幹，非軌道服務可及範圍則應持續推動公共運輸服務、

人本運輸及策略性發展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DRTS)。 

高鐵站區未來將扮演區域運輸整合中心的角色，其與各直轄市、縣（市）產

業、經貿中心之間應透過不同運具之整合，提供高品質且舒適的轉乘接駁服務。

東部地區則應以加強臺鐵服務機能作為交通運輸主要政策，輔以公路公共運輸，

並適當運用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滿足基本旅運之需求。不同區域間的運輸服務推

動方向建議如下： 

(一) 北部 

1. 本區域擁有臺北市、新北市及桃園市等三個直轄市，區域空間結構

逐漸朝向一核多心的空間結構發展，區域內交通運輸骨幹系統需配

合此空間發展結構進行強化，除了路網建設需逐步完備外，亦有待

運用智慧管理方式，加強推廣綠色運輸，全面優化整體交通環境，

提升區域運輸服務的質與量。 

2. 本區域人口密度高，運輸走廊明確並擁有相當運量需求，足以支持

高運量的公共運輸系統，未來路線是否延伸、系統型式之引進應配

合運量需求並考量地方政府財政條件，必要時應透過區域合作平台，

由不同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規劃、研議運輸系統新闢或延伸

之可能性，並分攤投入比例，以確立區域內公共運輸骨幹之發展。 

3. 本區域公共運輸服務與系統之建構上，除了高鐵、臺鐵及捷運服務

外，公車、自行車及人行空間之空間網絡配置或系統服務已優於其

他區域，未來在公共運輸建設投資計畫之發展上，應超越工程觀點

進行規劃之思維，可積極引進運輸系統管理(TSM)及運輸需求管理

(TDM)等管理方法，構建完整資訊系統，並運用即時、動態之管理措

施，提升交通運輸網絡之健全。 

4. 本區域現有高快速系統完整，惟局部核心區、重要運輸節點與產業

園區、區域城際幹線與區內運輸主幹線之銜接存在局部路網結構瓶

頸，應與經濟部相關局處研議分散產業與人口之適性區域發展政策。 

5. 空間分布上，未來考慮新設產業園區或投入重大公共設施時，應掌

握以公共運輸場站及沿線為主要發展廊帶之重要原則，透過產業、

經濟活動樞紐的形塑引導區域空間布局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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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部 

1. 臺鐵（縱貫線）山、海二線在本區域交會，係本區域獨有特色，再

加上高鐵及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未來應形構優勢分工的區域

軌道運輸網。 

2. 本區域地理區位為臺灣西部走廊南北長程運輸重要中轉站，長/短、

進出/通過等交通分流至關重要；同時，本區域近年科技產業群落逐

漸形成，各聚落、各階層之交通運輸系統整合格外重要，尤其客貨

運流部分，客運流應透過高鐵、臺鐵及公路路網之整合，強化各階

層運輸工具便利性，至於貨運流應透過公路路網強化其與機場、港

埠等門戶之連結，提升產業競爭優勢。 

3. 本區域內之核心都市：臺中市，捷運路網現正構築中，未來除結合

高鐵、臺鐵等交通骨幹外，並以捷運路網之延伸，以形塑面狀的公

共運輸服務為願景，同時，應優先提升各種公共運具（含客運、公

車、公共自行車等）之量能，健全複合公共運輸系統，持續強化人

本道路空間及自行車路網連續性。 

4. 本區域內核心都市及地方中心較顯分散，尤其非屬城鄉發展地區第

一類之地區，其市場規模相對較小、運輸走廊較不明確，不利支持

發展高運量公共運輸系統。因此短期公共運輸推動策略應以小眾公

共運輸系統優先，輔以運輸場站及設施品質改善。建議可採高品質、

低運能的公共運輸系統為主軸，輔以具有高度路線彈性、可應需求

面機動調整的小眾公共運輸系統，諸如需求反應式(DRTS)運輸服務

或其他非典型公共運輸服務，同時配合智慧型運輸科技之應用以提

升服務水準。 

(三) 南部 

1. 在西部運輸路廊以高鐵為骨幹的運輸結構下，本區域的城鄉空間層

面應持續推動高鐵站區及新市鎮開發，公共運輸場站周圍一定範圍

內依據《都市計畫法》及相關法令檢討以促進產業、住宅、公共設

施…等空間合宜且有效的發展。 

2. 生技、環保、精緻農業及精密機械等產業園區及文化觀光設施據點

等計畫設立時，應優先以高鐵門戶之概念強化空間上之串連，進行

分期分區規劃，考量客運旅次與重要交通運輸場站的關係，透過臺

鐵、捷運或公路系統的銜接，以增進新興產業區塊聯外物流及文化

觀光設施據點之可及性。 

3. 南部城市區域民眾仍以私人運具為主要運輸工具，為引導城際空間

緊密發展，應持續強化高鐵、臺鐵等公共運輸串聯服務，同時，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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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建構友善連續的自行車路網、人本道路空間及公車路網，進一步

提升民眾利用公共運輸之意願，以增強都市發展空間與交通運輸之

連結。 

4. 在高雄現有捷運、輕軌路網輔助城際內公共運輸服務之前提下，臺

南應持續強化公共運具（含客運、公車、公共自行車等）之運能，

並待社會產經條件成熟後，再會同主管機關及相關部會共同研議研

擬捷運或輕軌路網之可行性與路網配置。 

5. 非屬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之地區，亦應先發展小眾公共運輸系統，

並輔以運輸場站及設施品質之改善，應用需求反應式(DRTS)運輸服

務等工具滿足基本旅運需求，再持續搭配智慧型運輸科技之應用以

提升服務水準。 

6. 高鐵骨幹現以左營站為西部運輸走廊終點，輔以臺鐵接駁運輸服務，

短期建議應透過調整班次、智慧動態系統等方式提供城際間之運輸

服務，縮短旅運時間。長期則應考量城際運輸需求型態、城鄉發展

規模、高鐵運轉所需之站間距離、經濟效益及財務可行性，並由主

管機關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部會共同研議路線延伸之

必要性，視情況提供合宜之公共運輸服務。 

(四) 東部 

1. 東部區域現有機場、港埠作為聯外交通的節點，並以臺鐵作為城際

運輸之骨幹。有別於西部產業發展模式，東部區域以觀光永續作為

產業發展重點，鄉鎮（市）中心間的距離相對較為分散之條件下，

除了增加鐵路及公路系統之運輸可靠性及安全性外，空間特性上應

強化重要據點、觀光景點之串聯，包含公路系統之整備、提升公車

服務品質、強化人本運輸服務等作為，以縮短往返各節點間的時間、

空間限制。 

2. 應配合成長管理之總量管理計畫，以確保交通運輸系統與環境能配

合人口、產業之發展趨勢，並持續發展以滿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之

運輸服務系統，區域性運輸系統必須在確認滿足當地居民之基本旅

運需求前提之下分期分區投入。 

3. 為滿足居民與觀光客的交通便利、高齡者與弱勢者的交通權益，除

了透過持續改善前述交通運輸系統之外，尚可研議需求反應式

(DRTS)運輸服務或其他非典型公共運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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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 全國各區域交通建設投資重點 
地

區 
重點 

北

部

地

區 

人口密度高、旅運需求大，智慧管理方式，加強推廣綠色運輸，全面優化整體交通環境，

提升區域運輸服務的質與量。 
大眾運輸系統之路線延伸、形式等計畫應配合實際需求並考量地方政府財政條件，必要

時應透過區域合作平台，由不同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規劃。 

中

部

地

區 

具科技產業群聚優勢，客貨運、物流應強化節點間之可及性，並整合台鐵、高鐵、未來

捷運系統，發展整合性交通服務，帶動區域發展，同時以臺中清泉崗機場為主，強化科

學園區及創新產業之競爭力。 
核心都市及地方中心較顯分散，可採高品質、低運能的公共運輸系統為主軸，輔以具有

高度路線彈性、可應需求面機動調整的小眾公共運輸系統。 
南

部

地

區 

生技、環保、精緻農業、文化觀光及精密機械等計畫之區位，應優先以高鐵門戶之概念

強化空間上之串連，進行分期分區規劃，並強化各運具間之可及性及機動性。 
強化台鐵、高鐵、公車之連結性，以鼓勵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非屬城鄉發展地區第

一類之地區者，亦應先發展小眾公共運輸系統，並輔以運輸場站及設施品質之改善。 
東

部

地

區 

觀光為產業發展重點，應增加鐵路及公路系統之運輸可靠性及安全性外，空間

特性上應強化重要據點、觀光景點之串聯，包含公路系統之整備、提升公車服

務品質。尚可研議需求反應式(DRTS)運輸服務或其他非典型公共運輸服務。 
配合成長管理總量計畫，以及環境影響評估，評估交通建設投資計畫。 

四、既成地區應以重要公共運輸場站為發展核心持續發展；考慮新設產業園區或

投入重大公共設施時，發展區位應以公共運輸場站及沿線周邊為原則，透過

活動樞紐的形塑有效引導都會空間布局之發展。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就既有城鄉發展網絡，搭配《都市計畫法》及

相關法令檢討現有高鐵車站特定區及其他策略發展地區相關計畫，結合

周邊土地研擬開發策略行動計畫，集約開發運輸廊帶地區，避免空間發

展無秩序蔓延。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考慮都會空間布局時，應適當依據軌道建設路廊

沿線兩側受阻隔地區之社經發展、土地使用、及交通運輸條件，檢討軌

道路廊及平交道設置位置周邊鄉鎮人口、鐵路阻隔都市計畫區之範圍、

平交道車輛延滯時間或鐵公路交會數、及鐵路列車通過班次等因素，研

議是否進行鐵路立體化可行性評估，具立體化需求時，應視需要提供或

預留空間。 

(三) 考慮新設產業園區或投入重大公共設施時，應放寬公共運輸場站周邊地

區之土地使用項目、強度，建立獎勵機制，鼓勵公共運輸場站及沿線周

邊優先發展，善用土地使用機能與交通運輸系統之間的整合，減少物流

往返所需時間、人力、財物等資源的損耗，增加運輸系統與產業系統互

相加乘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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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應將數位國家、智慧城鄉發展，包括新智慧運輸科技應用如自動車、電動車、

車聯網、共享交通、無人機等，對公共設施長期用地需求之衝擊，納入空間

規劃考量。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寬頻網絡、通訊設備等基礎設施建設所需用

地優先納入城鄉規劃考量，以土地使用角度共同考慮空間及管線布設需

求，保障並預先留設相關公共設施用地之需求。 

(二) 面臨新興運輸科技或模式如自動車、電動車、車聯網、共享交通、無人

機等未來可能面臨的公共設施用地需求，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直轄

市、縣（市）政府應盡早納入部門計畫研議。 

 
圖5-16 北部城市區域交通空間連結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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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7 中部城市區域交通空間連結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5-18 南部區域交通空間連結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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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9 東部區域交通空間連結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4-6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考量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之整合規劃，

引導城鄉發展邁向節能減碳之都市型態。 

相關研究持續探討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的整合問題以解決氣候變遷以及都

市蔓延之議題，在缺乏整合規劃下，都市空間結構與城鄉發展型態並不符預期之

緊密發展，同時衍伸土地資源的過度開發與財政資源的浪費問題，甚至對氣候、

環境帶來的衝擊，各界也漸漸主張應透過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整合，引導城鄉發

展朝向友善、集約及節能減碳形式邁進。 

考量當前人口、住宅發展趨勢，及未來人口可能面臨零成長情況下，應以既

有都市發展用地來滿足發展需要，並朝向密集之發展，避免無秩序的蔓延。因此

未來城鄉發展地區應以既有都市計畫區(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為優先區位，促進

土地資源利用最大化；此外，直轄市、縣（市）假使有新增城鄉發展用地需求時，

應優先檢討公共運輸場站周邊及沿線之特定區域之土地使用，如飽和則再依成長

管理策略計畫內容進行規劃。 

IPCC 第五次氣候評估報告(2014)中論及交通、城鄉部門以計畫引導城鄉之

減緩策略短期(~2020 年)可透過提高能源效率、改善車輛性能、鼓勵公共運輸、

減少私人運具數量、減少城市擴張等方式著手；中、長期(~2030、~2050)則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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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都市更新和基礎設施投資發展公共運輸導向為主的緊湊城市型態，並鼓勵自行

車和步行。為求整合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系統引導城鄉發展朝向降低旅運需求、

縮短旅次長度及改變運具使用模式的節能減碳型態，說明如下： 

一、提供健全便捷之公共運輸網，包含以軌道運輸為骨幹的多層次路網，舒適完

善之轉運設施，並持續營造人本安全之交通環境。 

為求節能減碳以達到減緩的可能性，應積極以公共運輸導向發展的緊密都市

型態引導城鄉發展，直轄市、縣（市）應整合土地使用計畫與交通運輸建設，尤

其以公共運輸為主要發展軸帶進行策略性的調整，盡可能強化主要公共運輸設施

與土地利用的互動關係，其整體策略方向說明如下： 

(一) 檢討都市發展空間，在重要的公共運輸沿線及運輸場站周圍透過都市計

畫手段以及成長管理計畫擬定特定區計畫，預留合宜的發展空間，鼓勵

多元混合的土地使用型態，檢討公共設施的數量及品質，在以城鄉發展

地區之分期分區計畫，提供人本運輸服務，包含連續的自行車道、人行

徒步空間等。 

(二) 公共運輸場站周邊土地應在既有公共設施容受力範圍內適度提高容積，

以加強落實城鄉邁向緊密發展及公共運輸導向發展，以減少旅運需求、

縮短旅次長度、改變運具使用，促進節能減碳目標之達成。 

(三) 適度配合公共運輸導向發展模式調整道路路權分配，建議作法包含依道

路功能確立路權優先順序、適度預留較高等級之公共運輸系統所需路權

及場站空間、規劃公車優先路權、市中心及公共運輸路線周邊減少路邊

停車、約束機車的過度自由使用、規劃貨車專用路線及兩側土地亦應留

設人本交通(含共享運具)所需空間等，各地應依其交通及土地使用特性

評估上述之行動方案。 

(四) 除了運輸場站為主要發展樞紐及資源投入地區外，應循次漸進的強化社

區中心的強度成為次分區發展核心，確保其範圍內能滿足居民基本生活

機能。同時，除了強化公共運輸外，應建立多層次的運輸網路，提供不

同距離、不同範圍的轉乘服務。以高鐵場站為例，以高鐵沿線為主軸連

結區域中心及地方中心做為主要幹線，搭配臺鐵、捷運等軌道服務連結

市中心，並以公車或彈性運輸服務形成可及性及機動性高之路網、並輔

以乘車時間查詢的 IT 服務，滿足短途乘客在市中心地帶活動的需要（詳

參圖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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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0 以軌道形成都會無縫運輸服務之概念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五) 發展構想 

依據城鄉發展規模，不同階層都市之公共運輸路網建構方向建議如下： 

1. 主要核心城市 

主要核心城市人口密集、旅次需求高，足以支持高運量之公共運輸

系統，西部運輸走廊上三個主要核心城市應以高鐵為運輸骨幹、配合捷

運系統、公車路網及人本運輸環境，共同形塑綿密之網狀系統。 

2. 區域中心 

區域中心內人口及旅次需求恐不足以支持高運量公共運輸系統，建

議透過高鐵運輸強化與主要核心都市的連結，檢討既成區域具潛力的公

共運輸廊道，以高品質的公共運輸路網及人本運輸提升公共運輸使用率，

進一步降低私人運具使用比例。未來待公共運輸潛力路廊培育成效顯著

後，再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及相關部會共同研議

捷運或輕軌路廊之計畫。 

3. 地方中心 

地方中心部分都市結構鬆散、道路層級規劃名實不符導致穿越型旅

次比例偏高的問題，公共運輸服務機動性不足，導致私人運具使用比例

偏高。又因道路設計與土地使用及生活機能界面整合不佳，使得機動車

輛混流，人本運輸空間不友善，因此大幅降低民眾採用公共運輸系統意

願。建議地方中心的公共運輸發展策略應強化既存的都市資源，透過臺

鐵及公車服務連結主要核心都市及區域中心，改善人本環境的界面，逐

步引導民眾改變運具使用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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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循序消除公共運輸服務之空間、時間、資訊、服務缺口，漸進優化公共運輸

無縫品質，提升民眾使用大眾運輸之意願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都市發展規模、層級檢討並劃設重要公共運

輸路廊，分期分區投入公共運輸服務，各路線應定期檢討整併，非屬各

級都市中心之郊區或偏遠地區，可採用軸輻路網方式營運，以提高路線

覆蓋率及營運班次，並降低營運成本。 

(二) 針對公共運輸路網空間、服務的缺口，郊區或偏遠地區之地方中心可策

略性的開放需求反應式運輸(DRTS)服務提供接駁服務，同時鼓勵與協

助業者提供計劃性旅次之服務，例如，連結重要觀光節點或產業區位的

路廊。 

(三)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應智慧運輸系統(ITS)技術提供到站時刻資訊及

協助主管機關監督管理既有業者，透過公共運輸服務無縫整合，提高民

眾使用意願，進一步改善民眾使用習慣並促進城鄉發展朝向節能減碳方

式成長。 

(四) 區域發展構想 

1. 北部城市區域內高鐵、臺鐵及地區轉乘之公車運輸服務、自行車服

務等多層次交通結構之空間配置已相對成熟，未來本區域的整體發

展應以「提升品質」為優先策略，透過都市計畫檢討土地使用類型，

集中發展多個活動樞紐，並透過智慧運輸系統（以電子、通信、資

訊與感測等技術，整合交通運輸系統）提供即時資訊，增進城市空

間串聯的便利性與可靠性。 

2. 中部城市區域之城鄉發展區塊規模不大且結構較鬆散，未來在成長

管理策略前提之下，可藉高鐵站區與現有主題計畫園區、海空港區

等產業連結，發展出數個新的次中心，加強各中心之間的公共運輸

服務，強化城市區域內的整體網絡結構，並維持適宜的中小發展規

模。 

3. 南部城市區域具雙核都會（臺南、高雄）特性，且兩個都會核心皆

有擴張趨勢，可透過高鐵、臺鐵串聯，形塑雙核之間的城鄉成長軸

帶，並適度透過公車、自行車運輸等人本運輸服務，使南部城市區

域的發展更趨緊密集約。 

4. 東部地區以樂活、休閒等新生活型式概念融入產業中，有別於西部

的發展模式，豐富多元的人文特質、慢速的生活步調、優美的自然

景觀、乾淨的土地資源等優勢條件係發展東部成為優質生活產業軸

的基礎，因此東部應以合宜、安全且充足的運輸服務滿足生產與生

活之需求。引導東部地區朝向緊密發展發展，首先應提升東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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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系統之運能與縮短旅行時間、提升東部地區聯外公路系統之安

全性與可靠性，再進一步發展公共運輸服務及建構完善之步行與自

行車服務網絡等。 

三、檢討評估既有國道交流道附近之土地使用規劃內容，兼顧國道機能以及都市

發展需要 

國道 1 號為我國陸路運輸南北往來之重要動脈，迄今國道 1 號沿線設有 75
處交流道，為維護與發揮交流道集散流通功能，避免交流道附近地區凌亂失序發

展，64 年至 70 年間陸續擬定中壢內壢、楊梅等等 19 處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特

定區計畫。 

早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劃設目的包括：藉由交流道周邊土地或擴大原有都市

發展機能，以帶動鄰近都市發展，或補足鄰近都市不足之設施；另一目的則為維

持現有土地使用機能而予以管制，上開劃設目的隨時間更迭、城鄉空間發展、縣

市合併升格…多重因素影響之下，過往擬定之計畫目的或許已不符現況需求，導

致實際發展與計畫規定間產生落差，如工業使用、住宅使用散布於農業區，造成

農業用地污染；抑或是產業用地如工業區、貨運轉運中心…等用地受整體開發規

定限制使開闢率低下、發展遲滯之現象，造成計畫與現況間之落差，同時也威脅

國道運輸功能。 

因此，確實有必要針對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現行規定進行全面性檢視、探討之

必要性，並進一步釐清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於都市發展層級中應扮演之角色與定位，

以有效利用都市發展空間，並達到維護國道運輸機能並兼顧都市發展需要之目的。

（詳參附錄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整體發展策略專題研究）。建議既有

的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未來檢討發展方向如下： 

(一) 以維持國道運輸機能為各特定區計畫的基本規劃前提。交流道附近特定

區計畫之擬定目的即在於維持國道運輸功能。然依據前文之現況分析可

知目前交流道聯絡道之服務水準普遍不佳。故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未來

仍應朝向維持交流道聯絡道運輸服務水準，以維護國道運輸機能的方向

努力。建議各交流道聯絡道尖峰時段應能維持 D 級服務水準以上，以

利國道運輸功能之維持。 

(二) 各特定區計畫應依循全國區域計畫之指導進行檢討。未來各特定區計畫

應依循其全國區域計畫對於都市計畫地區之指導，強化環境敏感地、農

地之保護，重視總量管制，城鄉空間則關注於住、商及產業用地使用內

容之活化、提高利用效率及輔導合法。 

(三) 各特定區計畫檢討應服膺國土計畫之成長管理策略進行檢討。依據國土

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劃設條件(目前討論中草案)，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擬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既有都市計畫地區均屬之)，位於「成

長管理邊界線」內，其應遵循之成長管理策略。都市計畫地區的成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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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著重於既成發展地區或是可發展地區的緊實化、使用內容活化以及提

高利用效率，避免發展擴張，同時重視農業環境的維持與優化，以及建

成環境的生活品質，並關注產業發展的需要。 

(四) 各特定區計畫應視實際狀況考量與毗鄰都市計畫整合規劃的必要性。藉

由重新檢討整體都市空間結構、土地使用分區劃設之適宜性、各項公共

設施用地合理規模與其服務水準，突破原個別都市計畫範圍之侷限，考

量實際發展狀況，以實質空間發展重新界定計畫區界，以合宜之都市計

畫規模整併鄰近都市計畫。 

(五) 各特定區計畫之產業用地應視實際狀況維持或檢討變更。各交流道附近

特定區內劃設之產業用地，隨時間、空間更迭變遷，其產業用地需求或

已不符所需，應藉由檢視實際發展情況、都市空間結構與地方發展需求，

建立應維持原計畫使用或檢討變更之準則，以促進都市緊實發展及有效

利用國土資源。 

四、適當透過法規與政策引導城鄉朝向節能減碳的空間形態發展，必要時應鬆綁

法規與政策，以增加土地使用與交通系統整合之靈活性 

為引導城鄉朝向公共運輸導向發展的土地使用及都市設計，仍有賴土地使用

及交通法規之配合與修訂，包括《國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定期

通盤檢討實施辦法》、《大眾捷運法》及各地方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相關法規，

方得以具體落實節能減碳的城鄉空間型態之理念。同時，應重新檢討現行土地使

用規劃審查機制，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各項重大建設規劃階段邀請交通主

管機關以及其他部會共同參與，將公共運輸發展確實與土地使用及都市設計整合。 

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各級相關部會間，得視情況

調整或鬆綁現有政策及法規，發展具彈性、靈活的公共運輸服務系統，避免政策

及法規阻礙城鄉公共運輸系統發展之可能性，循次提升公共運輸服務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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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海洋資源地區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6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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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指海洋資源地區為海域部分，過去我國國

土規劃忽略海域地區，對於相關資料的掌握似有不足之處。由於《海岸管理法》

於民國 104 年 2 月 4 日公告施行，自始立定海域及海岸規劃、管理之法源依據，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亦於民國 106 年公告實施，進行海岸地區之管理。本節所

指海洋資源地區為營建署公告之海域區，海岸地區因涉及其他國土功能分區將於

下節陳述。 

國土計畫做為我國空間指導上位計畫，為引導海洋資源地區之空間發展，因

此對於海域地區資源之分布與使用須有所掌握，並配合《海岸管理法》、《整體海

岸管理計畫》規範，進行海洋資源地區之規劃與管理。很重要的使，須了解海洋

資源具易受干擾的特性以及各種海域使用之間的競合，以利海洋資源永續利用，

達到和諧有序之空間發展。 

5-1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重視海洋生態與環境資源，並依海洋資

源盤查之成果進行控管。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應載明國土功能分區及其

分類、調整、土地使用管制原則。由於海洋的無形界線以及流動特性，造成海洋

資源區的管理困難，資源不易監控，恐造成自然、人文資源之流失。因此，直轄

市、縣（市）政府除應遵循中央劃設之海洋資源地區劃設原則、土地使用管制外，

應依照地方行政區界，有效控管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盤整之海洋生態、環

境資源項目，以保護海洋重要資源。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其職權範圍，加速海洋資源調查、通盤檢討，並明

確指出其中海洋資源的保護標的及區位。而此成果將提供直轄市、縣（市）作為

明確之資源保護標的，進而有效控管、監控。同時，各直轄市、縣（市）應依循

《海岸管理法》、《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之規範進行海洋資源之保護。海洋資源盤

查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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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產資源保育 

依照漁業法、海洋汙染防治法，劃設漁業資源保育區、水產植物繁殖區、禁

漁區、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各保育地區。 

二、動植物重要棲地及生態廊道 

依照國家公園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文化資產保存法，劃設國家公園生態保

護區、自然保護區、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留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自

然紀念物之保護範疇。 

三、水下文化資產 

依照《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 條與第 6 條規定，主管機關應進行水下文

化資產調查。故為維護海洋資源地區之重要水下文化資產，應調查水下之場址、

結構物、建築物、器物及人類遺骸，並包括其周遭之考古脈絡及自然脈絡。以及

船舶、航空器及其他載具，及該載具之相關組件或裝載物，並包括其周遭之考古

脈絡及自然脈絡。相關調查細節可依循《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辦理。 

四、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為保障原住民族使用傳統領域之權利，並維護原住民族於傳統海域內採集、

捕撈之文化及技術。應依循原住民族基本法及相關細則，調查原住民之傳統海域

範圍、採集與捕撈行為、以及相關原住民族海洋文化與技術，以保障原住民族之

基本權利，達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之目標。 

5-2 應依海洋資源盤整成果及其特性，核發海域區使用許可，其許可

須符合重疊海域使用之競合原則。 

一、海域區使用許可項目應注意事項 

策略 5-1 所提及之海洋資源盤整應作為使用許可之核發、審核依據之一。中

央主管機關應考量新申請之海域區使用許可項目與其影響範圍是否與海洋資源

產生衝突，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提出之重要海洋保護與物種保育地區，包含：稀

有海洋生物分布點、珊瑚礁區位、重要與稀有棲息地區位、海底地形、

海底熱泉區位、潮間帶區等地區，應賦予嚴格之使用許可條件，杜絕人

為活動衝擊或破壞；部分海底管纜之上岸段為獨占，與海岸保護區、如

藻礁海岸生態為衝突，應有適當生態防護措施以保護珍貴海岸生態環境。 

(二) 進行漁業資源利用時，如該海域具有保育價值之區域，例如，花東海岸

之珊瑚區或海底教堂等自然或歷史特殊景觀，應劃設保育或保護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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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周圍禁止相關漁業活動；另為防止海洋生物資源枯竭，進行漁業資

源利用應依照《漁業法》、《遠洋漁業條例》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限制

漁具及禁止斷絕魚類洄游路徑等規範。 

(三) 水下文化資產具有排他性之特徵主管機關應避免該地區相關海洋使用

行為發生，例如底拖網捕魚、離岸能源產業或填海造地等。 

(四) 為保障原住民族使用傳統領域之權利，並維護原住民族於傳統海域內採

集、捕撈之文化及技術，如於該範圍內申請使用許可，應詢問原住民族

及相關機關之同意。 

(五) 填海造地與工業區開發禁止於易影響海洋生物遷徙與棲息、重要漁業、

水下文化資產等重要自然、文化資源進行海域使用。 

二、海域區使用許可重疊使用競合優先處理原則 

海岸範圍管理法規眾多，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提出之特別法，如：海岸管

理法、漁業法、發展觀光條例、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

國家公園法、商港法、文化資產保存法、野生動物保育法等。為釐清現有複雜之

權責關係，內政部營建署藉由蒐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報之既有合法使用資料，

經審核後，作為九項海域使用許可之現況基本資料，未來海域使用許申請之審核

比照辦理。截至民國 106 年 3 月，現況海域區重疊使用比例約為 13.56%（見圖

5-21）。顯然，未來申請使用許可必然會有重疊使用之情形，因此，中央主管機

關因考量使用許可項目與他項目之競合特性（詳參下表 5-8），且符合以下優先

競合處理原則作為核發使用許可之依據： 

(一) 海域的區位、以自然資源與自然環境等自然屬性為優先原則 

(二) 在不影響海域永續利用之前提下，尊重現行及傳統文化之使用 

(三) 多功能使用之海域，以公共福祉最大化之使用優先 

(四) 相鄰之使用間，以相容性較高之使用優先（見下表 5-8） 

(五) 有爭議之使用間，由相關部會研商協調確定其使用 

(六) 爭議未決之海域，得交由上級機關協商或暫時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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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1 海域重疊使用情形統計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6 年「非都市土地海域區區位許可機制探討」計畫

總結報告書，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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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 海域不同使用競合特性表 
項目 A B C D E F G H I 

A ○ X △ X △ △ X △ ○ 
B X ○ △ X △ △ ○ X △ 
C △ △ ○ X △ ○ X △ △ 
D X X X ○ △ △ X ○ X 
E △ △ △ △ ○ △ ○ X △ 
F △ △ ○ △ △ ○ △ △ ○ 
G X ○ X X ○ △ ○ ○ X 
H △ X △ ○ X △ △ ○ △ 
I ○ △ △ △ △ ○ △ △ ○ 

註 1：A.漁業資源利用 B.非生物資源利用 C.海洋觀光遊憩 D.港埠航運 E.工程相關使用 F.海洋

科研利用 G.環境廢棄物排放 H.軍事及防災 I.原住民傳統使用 

註 2：○相容 △部分排他 X 完全排他 

註 3：漁業權範圍內同時存在完全排他、部分排他及相容使用，如有完全排他情形者應協調後自

範圍內予以劃出，共同利用範圍內則需符合相關限制或許可條件。漁港設施範圍內為完全

排他(獨占)使用。 

註 4：港區範圍內為完全排他(獨占)使用，錨地及航道為排他。 

註 5：海域已依法核准設置之固定設施物，如風力發電設施、海上平台、跨海橋樑、離岸堤、觀

測站等等，依其設施所在位置(水面、水體、底土)及一定範圍內為排他性，以避免破壞設

施。 

註 6：軍事使用區演習期間為完全排他。 

註 7：海底電纜或管道所在區域為部分排他，禁止下錨及拖網作業破壞設施。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非都市土地海域區區位許可機制探討」計畫總結報告書，民國 106

年，頁 122 

三、涉及重大設施處理原則 

經行政院核定之重大政策而需要用海域之計畫，應避免造成海洋自然環境、

生態資源之破壞。然若其區位與上述兩點原則產生競合時，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以前述競合優先處理原則第五項，經相關部會協調，如爭議未決之海域使用，

得交由上級機關協商或暫時擱置。 

以離岸風電機為例，直轄市、縣（市）選擇設置能源產業區位，需先透過海

洋資源盤點之結果，進行嚴格之環境評估，確實考量離岸能源產業的設備所影響

的生態與漁業資源，一併將其納入計畫評估及後續定期監測。如因自然條件之優

越性而選擇不相容之海域區位，因依上段處理原則進行部會協商。環保署於民國

105 年 12 月審查離岸風電區塊開發的政策環評會議中決議，離岸風電機之施工

範圍與經指認之白海豚棲息地之距離需至少 1 公里；環保署亦建議能源局應鼓勵

業者應優先開發距離海岸較遠的「航道外側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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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跨國土功能分區之規劃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研擬國土計畫、劃設功能分區時，應綜合考量以

下原則，以面對跨功能分區之議題以及完成必要之分析調查，並依循本節研擬之

跨國土四大功能分區策略，以確保國土計畫之完備性。 

一、考量土地自身及其周圍資源特性 

土地資源是自然及人文下交互作用下的產物，具有位置固定且不能移動之特

性，在不同條件及資源下，各個區位間存在差異性。因此，未來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應按其土地資源特性進行劃設，以達最高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效益，有效利

用該土地資源或生產潛力，並配合周邊資源條件，進行合理生產佈局，發揮該土

地最高價值之使用效能。 

二、確保相鄰國土功能分區之連續性 

為確保國土功能分區彼此間之和諧性，地方政府劃設功能分區之時應同時考

量相鄰土地之特性以避免相互之使用衝突或者各鄉鎮市區間相鄰土地使用差異

過大。例如，高度開發之生產聚落應避免相鄰具高生產品質之農業生產地，保護

其農業生產環境。因此，為確保功能分區之和諧，各地方政府於擬訂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之際，應善盡上級機關之責任，監督與改善轄下鄉鎮市區土地使

用可能因行政轄區而不連貫之情形，促使單一直轄市、縣（市）內之土地使用呈

現完整、漸進、連續之情形。 

三、考量現況發展及私有產權 

劃設國土功能分區時，應尊重既成地區之發展現況，適當考量目前都市及非

都市的土地使用分區，並於符合《國土計畫法》第 20 條各功能分區劃設原則下，

依照各類型土地資源特性進行分區、分類。例如，都市計畫地區及既有開發許可

地區若得以最小變動原則為考量，依其現有之使用面積、規模進行劃設，使國土

發展得以維持現有城鄉環境之相互關係，保障既有依法取得之開發權利，減少私

人權益的受損以提高社會接受度，減少未來公部門相關執行人員作業的困難，增

進地方依功能分區劃設原則、條件執行劃設作業的成效，亦便於公部門相關執行

人員後續的土地管理。 

四、應進行風險評估兼顧資源保護 

於進行分區分類之劃設時，應依中央政府擬訂劃分原則之標準，由地方政府

進行災害風險評估，考量該地區環境特性的災害潛勢情形，同時配合社會、經濟、

人口等暴露程度之綜合性評斷，以利因應天然災害、氣候變遷、糧食安全等挑戰。

此外，就該土地是否具特殊保護之必要性，如環境生態、人文資產、災害潛勢、

資源保護等特性予以保護，以確保重要農業生產環境、生態、人文資源的保存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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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避免重蹈過去在面臨開發壓力時，輕視保護生態資源及其他具環境敏感特質

地區的考量，以提升人民生命及財產權受到保障。 

五、配合重大政策及未來發展可能性 

配合國家整體發展以及最新產業政策，或者因應議題性、區域性之跨域整合

所需，應在不牴觸各國土功能分區之使用理念下，保持其功能分區之彈性，同時

考量上述原則，作為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之參據，以達其最適土地利用。 

6-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評估災害脆弱度與風險程度，依風險

程度急迫性實施階段性土地使用調整，以建構具調適、永續性之

國土空間。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定會影響地區之發展模式、強度，並連帶影響人口、社會、

經濟等因素。同時面對氣候變遷、極端氣候事件等衝擊，以及因各地方不同的災

害應變能力，因此在災害事件時，應跳脫過往避災思維，應以災害調適為考量，

進行相關災害預防措施。臺灣所面對之主要災害包含水災、旱災、地震等。其中，

針對水災、海平面上升等災害，過去的相關因應做法多是築堤於河川或海上，進

而防止河水氾濫溢淹、海水暴潮等情形；而針對地震等類型之災害，過去的思維

則多為加強建築結構等面向執行。但近年來，仍舊有不少嚴重的災害衝擊及損失，

避災思維明顯已無法因應現在的狀況以及未來的挑戰。 

因此，為降低災害事件之衝擊，應從減災思維著手。針對現有機制來看，主

要針對災害防救四階段中的應變階段，透過都市計畫中之防救災計畫研擬，劃設

相關防救災避難道路、緊急物資運輸道路、防救災資源之盤點等角度進行。但就

近幾年的防救災情形來看，可知對於災害衝擊的減緩仍相當有限。因此，為使國

土朝永續發展之願景邁進，本策略分為兩部分說明，第一部分闡述國土空間發展

策略應由事前迴避災害的土地使用調整開始，對於既存的發展地區，針對較為風

險較高之區域考量異地遷移，以及透過空間設計等手法實行減災手段，並研擬其

他機制作為相關因應之配套。第二部分則以海平面上升之災害衝擊為例，提供直

轄市、縣（市）參照之相關檢討機制以及做法。 

一、因應災害之土地使用調整機制 

(一) 在進行土地使用調整前，應進行相關脆弱度與風險評估。 

評估一地區之災害風險，首要應考慮該地區之必要的災害潛勢，並配合

社會、經濟、人口等曝露程度，以危害辨識與分析及地區或民眾因應該危害

之脆弱度為基礎，綜合性評斷一地區未來可能會有多大程度之災害衝擊。並

藉由不同災害情境估算可能的損失與後果，推估危害發生之機率與強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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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考量環境容受力，以風險評估的方式找出人員傷亡、設施毀壞及社會與環

境之破壞等預期損失最高的區位。而為配合脆弱度評估就現有評估機制，相

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公開各類型災害潛勢及相關環境資源之圖資，以作為

地方直轄市、縣市政府評估之依據。此外，地方政府評估前，應先行界定對

於該地區之主要災害類型，以此方能適切透過圖資之套疊找出高風險區位，

進一步於後續進行土地使用調整。 

(二) 根據脆弱度及風險評估結果，階段性調整國土配置 

找出高災害風險之區位後，由於災害具有長期性及突發性等類型之影響，

因此應階段性的進行國土配置的調整。此外，配合《國土計畫法》之訂定，

應對不同功能分區之調整作法不同。在國土保育地區應搭配運用限制發展地

區之救助、回饋、補償處理原則與環境敏感地管制措施，作為災害高風險區

土地管理機制，以復育國土環境；農業發展地區則藉由「績效分區」管制之

作為，將土地資源依據其特性與土地使用現況，劃定不同的可發展地區與自

然資源保護區之界線，進而研擬不同的績效管制方法，以維護自然環境。而

城鄉發展地區中之已發展及未發展之區域之作為，後者的區位應於未來透過

土地使用劃設的改變，適切避開風險，必要時劃設衝擊相對較低之綠地等土

地使用類型；針對已發展的區位，由於調整土地使用類型已具有一定程度的

困難性，加上造成災害風險高的重要因素包含人口過度集中、政經中心區位

集中之問題。因此，應整合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規劃等手法，引導人口分散

到周圍區域居住。 

以臺北市作為首都為例：因其為全國政經中心，基礎設施的完善、就業

機會的優勢，致人口大量集中於臺北都會區。當所有重要國家核心機構以及

人口過度集中在一個區域，若未考量自然環境的限制條件，例如：其屬盆地

地形位且位於山腳斷層帶，盆地效應、地質條件…，皆屬較不利於密集發展，

未來災害發生時造成相當嚴重的災損。有鑑於此，重要基礎設施或政府部門，

應優先進行異地遷移之評估；其他則可透過建物型態的改變，如於易淹之低

漥地區，改變其建物一樓商業使用的模式，將其作為淹水調控的樓層，以減

緩災害的損失，並配合周圍透水面積的比例調整，進而塑造得以與災害共存

的調適環境。 

(三) 調整國土基盤建設或研擬相關配套防護措施 

除針對國土保育地區、城鄉發展地區、農業發展地區等土地使用進行調

整外，國土空間之基盤建設亦須面對海平面上升、地震等災害之考驗、加強

災害因應思維，使其能在災害發生後短時間恢復運作。因此，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針對現有基盤設施之年期、區位、使用現況等進行盤點，於必

要之基礎設施先行研擬相關短期因應防護措施，例如沿海地區之重要交通設

施，因應未來海平面上升之情形，是否要高架化，或是建構區位不會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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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替代要道等。進一步則考量必要之高風險區位，研擬易地遷移之配套，透

過改變現行之土地使用，以減緩災害所帶來之影響。 

二、面對全球氣候變導致海平面上升威脅之因應策略範例 

首先，需模擬評估未來不同海平面上升高度情境，以檢討海水淹沒的嚴重地

層下陷地區受災情形，進而強化具整體性、永續性的海岸治理、管制措施，同時

會商相關主管機關瞭解使用功能分區中海岸地區的複合型災害情事（指暴潮溢淹、

地層下陷、土地流失、海水倒灌），提出相關土地使用調整之檢討方案。 

根據《海岸管理法》中第 7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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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05 年 8 月公告之《整體

海岸管理計畫（草案）》提及相關海岸防護情形應注重之規劃管理原則。因此，

海岸地區應視災害程度及其防治設施分佈、未來民國 119 年及民國 139 年不同海

平面上升高度情境情形，進行脆弱度與風險評估。並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

第 2 項規範「為加強資源保育或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將嚴重下陷地區潛在影

響地區，透過《全國國土計畫》、《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以每十年、每五

年之方式，適時進行國土檢討。相關程序以下分三點說明。 

(一) 模擬民國 139 年不同海平面上升高度情境，建立海水淹沒地區之區位，

評估海平面上升影響程度 

應模擬民國 139 年時之淹沒情形（指未來應依照不同海水上升高度模擬

情形、暴潮溢淹重現期作功能分區的重要土地淹水受災狀況參考）與配合經

濟部公告嚴重下陷地區所在分佈範圍，進行綜合考量如下： 

1. 應會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水利署）、直轄市、縣（市）政府

瞭解地層下陷情形，並檢討歷年地下水位及地層、現行海堤等防護

使用於各功能分區海岸地區之成效。 

2. 應參酌相關研究及報告瞭解氣候變遷影響臺灣沿岸海域、海平面上

升高度的情境評估年期及數據等，並分析各功能分區影響程度之範

圍、時間、情形如何（例如位於嚴重下陷地區之城鄉發展地區其聚

落分佈、國土保育地區其漁業養殖設施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設

施使用情形）。 

(二) 依暴潮溢淹災害等級及各地區之防治設施分佈現況，公告防護標的之警

戒區位 

1. 歷年主要災害發生及影響嚴重不可回復的地區（例如居住建築體的

破壞、土地使用情形的不佳（例如農作地力的長期性及重複性鹽鹼

化、漁業養殖設施的破壞、河川下游淡水資源及蓄水設施的損害），

應禁止相關大型土地開發以及設施的規劃，減少災害發生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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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已開發及利用土地應劃設警戒區位，應參酌民國 105 年 8 月公

告《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草案）》、《國土計畫法》第五章國土復育促

進地區內容，中央主管機關應會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地方政府，

劃設及公告使用功能分區中警戒區位原則，應作下列事項： 

(1)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地方政府評估 50 年重現期暴潮位之情境

模擬對各功能分區中重要土地利用活動，並訂定防護基準及順

序，以面對不同暴潮重現期造成聚落（指各使用功能分區土地利

用狀況，例如，城鄉發展地區中產業生產、都市計畫地區的居民

安全）淹水情形。 

(2) 淹水深度達 50 公分以上及 100 公分以上不等條件，將各功能分

區位於嚴重下陷地區面臨暴潮溢淹、海水倒灌等不同複合性淹

水進行情境模擬。 

(3) 對於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應就近 5 年平均下陷速率≧3 公分/年
地區，劃為高潛勢警戒區位；應就經濟部水利署民 94 年 12 月

15日公告嚴重下陷地區，劃為中潛勢警戒區位等兩種警戒範圍，

並將暴潮溢淹狀況一併納入劃設條件。 

(4) 以此，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應依《國土計畫法》中使用功能分區劃

設原則，基於保育、保安目的，作差異性海岸災害（表示淹水地

區）警戒區位劃設及資訊公告（詳參表 5-9）。 

(5) 由《國土計畫法》第五章提及，嚴重下陷地區應劃定為國土復育

促進地區，從中，聚落及建築設施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定

為安全堪虞狀況，則要研擬完善安置及配套計畫。 

(三) 擬定受影響地區之土地使用分區調整，並擬定後續相關通盤檢討方案指

出受影響地區範圍之後，可依照下列法規進行後續相關通盤檢討： 

1. 《海岸管理法》第 18 條指明「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海岸防護計畫、

海岸保護計畫經公告實施後，擬定機關應視海岸情況，每五年通盤

檢討一次，並做必要之變更」，從中第 18 條第一款第二項「為防治

重大或緊急災害」及第三項「政府為公共福祉、興辦國防所辦理之

必要性公共建設」作為隨時檢討之法源依據。 

2. 全國國土計畫應為《國土計畫法》第 15-2 條中「為加強資源保育或

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作每十年檢討嚴重下陷地區情形。 

3. 《國土計畫法》第五章規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檢討及安置計畫擬定。 

4. 《土地法》第 208 條提及「國家因左列公共事業之需要，得依本法

之規定，徵收私有土地。但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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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項目包括第三款之水利事業，指依《水利法》第 3 條言及「水利

事業，謂用人為方法控馭，或利用地面水或地下水，以防洪、禦潮、

灌溉、排水、洗鹹、保土、蓄水、放淤、給水、築港、便利水運及發

展水力。」之從中為防洪、禦潮目的。 

總結上述法規，土地使用分區調整通盤檢討方案應作下列事項： 

(1) 對於海岸防護方式，中央主管機關應會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了解受影響地區中海岸災害淹水風險情形、

檢討海岸地區防護及利用措施（包括：河海堤設施種類、規模、

位置），將各功能分區防護淹水功效，作為整體海岸管理的項目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詳參表 5-11）。 

(2) 瞭解前述災害潛勢及不同淹水警戒區位劃設後，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應各別每五年通盤檢討時，將表 5-10 中的中、高潛

勢警戒區位納入檢討，並參酌各功能分區淹沒情形，及影響之重

要土地利用情形（例如：位於城鄉發展地區，其產業損失、居民

居住安全）。各地方政府應於每五年公告關於須防護、警戒之中、

高潛勢警戒區位分佈，並配合實施相關土地使用調整。 

以西部海岸地區為例：其劃設結果如圖 5-22 所示，本計畫透過上述劃

設原則，劃設高潛勢淹水分佈、中潛勢淹水分佈、以及長年海平面上升影響

等區位。因此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公告各類功能分區所在警戒區位範圍。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會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依《國土計

畫法》規範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如位於嚴重地層下陷地區、由於流域有生態

環境劣化或安全之虞地區）提出相關規範，作每五年公告淹水資訊及檢討警

戒區位範圍，以作為地方政府對所在國土保安預作警戒及準備、居民對淹水

狀況及資訊必要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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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9 各使用功能分區防護標的公告警戒區位內容 
淹水潛勢屬性 公告警戒區位條件 使用功能分區中的防護標的 

高潛勢淹水警

戒區位 

不同暴潮淹水頻率年

（重現期距）淹水高度

考量 
 
濱海陸地地面高程低

於 50 年重現期暴潮位 
 
淹水深度達 100 公分

以上等濱海陸地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應

就近 5 年平均下陷速

率≧3 公分/年 
 

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特定水土保持區、洪氾區一級管制區及洪

水平原一級管制區、區域排水設施範圍、野生動物

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古蹟保存區、遺

址、重要聚落保存區、國家公園內史蹟保存區、飲

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地

區。 
第二類：地質敏感區、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海堤區

域、淹水潛勢地區、歷史建築、聚落保存區、文化

景觀保存區、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礦區（場）

及礦業保留區、地質敏感區、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

區。 
其他必要之分類：實施都市計畫地區，且全區國土

保育地區面積超過 50%者。 
其他必要之分類：人口集聚之鄉村地區，面積一定

規模以上，且區內土地或毗鄰土地大多（超過 50%）

屬國土保育地區者。 
城鄉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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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聚集之鄉村地區或建築用地聚集面積

一定規模以上者。 
其他必要之分類：原住民族保留地範圍內之鄉村地

區，面積一定規模以上者。 
其他必要之分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地區限制及禁

止建築範圍，例如：《氣象法》、《電信法》、《民

用航空法》高度管制範圍、空噪音防制區、核子反

應器設施周圍之禁制區及低密度人口區。 
其他必要之分類：位特定限建區位，例如，公路兩

側、大眾捷運系統兩側、高速鐵路兩側、海岸管制

區、山地管制區、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之禁建、限

建地區、要塞堡壘地帶。 
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農地分類分級之第 1 種農業用地，且位於

範圍內供農業或非農業使用，屬面積一定規模以下

之面積一定規模以下零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第二類：農地分類分級之第 2 種農業用地，及其位

於範圍內供農業或非農業使用，屬面積一定規模以

下之零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其他必要之分類：人口聚集之鄉村地區，面積一定

規模以上，且區內土地或毗鄰土地大多（超過 50%）

屬農業發展地區者。 
其他必要之分類：條件、區位好之養殖生產區。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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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1 各使用功能分區防護標的公告警戒區位內容（續表 5-9） 
淹水潛勢屬性 公告警戒區位條件 使用功能分區中的防護標的 

中潛勢淹水警

戒區位 

不同暴潮淹水頻率年

（重現期距）淹水高度

考量 
 
濱海陸地地面高程低

於 50 年重現期暴潮位 
 
淹水深度達 50 公分等

以上濱海陸地 
 
經濟部 94 年 12 月 15
日經濟部水利署公告

嚴重下陷地區 
 
長期模擬不同情境海

平面上升高度淹水分

佈 

國土保育地區： 
第二類：森林、沿海自然保護區、自然保護區、國

家公園內之特別景觀區及生態保護區。 
第二類：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

沿海一般保護區、國際級及國家級之重要濕地、國

家公園內之一般管制區及遊憩區。 
農業發展地區： 
其他必要之分類：農地分類分級之第 3 種農業用地。 
其他必要之分類：農地分類分級之第 4 種農業用地。 
其他必要之分類：養殖用地，扣除區位不適當地區

之其他地區。 
其他必要之分類：林產業生產之地區。 
其他必要之分類：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定提供城鄉

發展儲備之地區。 
其他必要之分類。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民國 105 年內政部《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草案）》；內政部民國 105 年《全

國區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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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0 各使用功能分區土地調適之空間規劃原則 
淹水潛勢屬性 空間規劃原則 

高潛勢淹水警戒

區位 

國土保育地區： 
文化景觀及災害類型環境敏感地區。（詳參表 5-9 國土保育地區之高潛勢

地區，第一項、第二項） 
 
都市計畫、聚落及鄉村地區等人口聚集地區（詳參表 5-9 國土保育地區第

三項、第四項、第五項） 
 
規劃方式：為文化景觀類型環境敏感地區，例如，歷史建築、古蹟等具建

築工法價值或其他歷史性價值，則保存為目標；災害類型環境敏感地區，

則國土保育為目標；以居民安全及國土保安等目標。則依《國土計畫法》

中§15 規定《全國國土計畫》檢討「使用功能分區之天然資源、自然生態

或景觀、災害及其防治設施分佈情形」，將資源型設施具防災性之土地使

用分區，例如，河川區、森林區、風景區，及符合《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

討實施辦法》中，例如，遊憩設施用地之公園、綠地留設等土地類型，將

原具淹水緩衝帶功能的土地使用分區留設及劃定。 
 
農業發展地區： 
屬於優良農地、第一類、第二類、其他必要之分類（養殖地區），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公告農業耕作地區。（詳參表 5-9 農業發展地區之高潛勢地區，

第一項～第四項） 
 
規劃方式：作為除農地糧作，具有滯洪功能之淹水潛勢氾濫平原、淡水資

源入滲地區，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規劃長期耐鹼作物之專用區。 
 
城鄉發展地區： 
都市計畫地區、人口聚集之鄉村地區及傳統聚落、重要交通及道路。（詳

參表 5-9 城鄉發展地區之高潛勢區位，第一項～第三項） 
 
規劃方式：為居民保安及與海水共生之生態性、長期性目標，則辦理《都

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細部計畫中都市設計內容時，建築體型態

得留設開放淹水空間、自然性沙灘及海堤之共同性防護海水淹沒情形；為

交通行路及營運安全之目標，則高速鐵路、高速公路一公里範圍內之地區，

依海提分佈防範情形，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重點

強化該地區防護情形。 
 
各目的事業主管禁止、限制及特定限建地區。（詳參表 5-9 城鄉發展地區

之高潛勢區位，第四項、第五項） 
 
規劃方式：為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需求，而保留禁止土地利用情形，

則因其需求可為了位於高潛勢警戒區位國土保安及防護居民安全等目標。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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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1 各使用功能分區土地調適之空間規劃原則（續表 5-10） 
淹水潛勢屬性 空間規劃原則 

中潛勢淹水警戒

區位 

國土保育地區： 
生態及資源利用類型環境敏感地區。（詳參表 5-9 國土保育地區之中潛勢

淹水區位，第一項、第二項） 
 
規劃方式：依動植物生態棲地及分佈，例如，濕地、野生動物保護區、沿

海自然保護區，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討生態棲地保護功效，及維持

保護區域限制土地利用情形，作為國土保育、淹水氾濫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 
人口聚集之鄉村地區、林產業地區。（詳參表 5-9 農業發展地區之中潛勢

淹水區位，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 
 
規劃方式：考量農業發展地區中人口聚集之鄉村地區，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得規劃耐鹼作物專用區；依所在淡水資源分佈情形，地方政府應一同

整體低密度人口之鄉村地區，及全區聚落保存作可利用淡水資源規劃，例

如，埤塘蓄水、舊行水區留設、灌溉溝渠所在地面水及取用水分佈，將位

於中潛勢警戒區位中農業發展地區，增加該鄉村地區居民可利用淡水及可

能林產業分佈之海水滯洪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位於都市儲備用地。（詳參表 5-9 城鄉發展地區之中潛勢區位，第一項） 
 
規劃方式：為國土保安、居民安全之目標，規劃部份農作地區（表亦作為

綠地、開放空間景觀功能的地區），例如，都市農園，以作為都市水資源

留存及淹水緩衝區位；辦理《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細部計畫

都市設計內容，建築體型態得留設開放淹水空間、自然性沙灘及河、海堤

之共同性防護海水淹沒情形，其中，中央主管機關及地方政府應檢視是否

增加部分具必須性之防護淹水的河、海堤。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民國 105 年內政部《全國區域計畫》；內政部民國 105 年《國土計畫法》、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草案）》；內政部建研所民國 97 年《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

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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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2 西部海岸地區位於國土保育地區依淹水情形公告警戒區位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據內政部民國 105 年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草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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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1 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會商項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會商項目 

經濟部水利署 海堤防護區域管理情形、分佈；地下水監測及管制區情形；近海水文監

測。 

行政院農委會 保安林、造林之防護情形；漁業養殖分佈及抽取地下水情形、農地因海

水倒灌鹽化情形。 

科技部 氣候變遷影響臺灣沿岸不同海平面上升情境模擬之評估年期、歷年數

據；歷年淹水潛勢及風險分佈。 
行政院環保署 重大開發計畫對海域環境衝擊之評估、審查及管理經濟活動情形。 

交通部 風景特定區之規劃、開發及管理維護經濟活動影響情形。 

直轄市、縣市政府 瞭解河口地限制利用及建築情形；地下水管制區之鑿井引水分佈情形；

海埔地經濟活動申請土地利用情形。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海洋委員會民國 95 年海洋政策白皮書 

6-2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整體流域規劃與治理思維，調整國

土利用方式，以達水資源保育與有效利用。 

為因應用水效率不佳、水旱災之災害，應透過流域治理思維整合上、中、下

流域，有效的利用水資源，同時解決都市地區因不透水鋪面所產生地表逕流之內

水問題，以及流域溢堤所造成之外水問題，以達國土之調適、適居、協調性之願

景。產業發展應根據各區域、地方的水資源供給總量進行產業規劃，同時需以流

域綜合治理之思維，藉由跨領域整合，其中涵蓋流域行經不同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以解決縣市政府與水利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間的歧見。是以，《國土計

畫法》制下，為落實整體流域規劃與治理，應充分考量下列事項： 

一、流域特定區域計畫應充分考量跨領域之協調與整合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8 條之規定，內政部得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定各

類型特定區域計畫，並考量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需求，研訂相關土地利用原則。回

顧過去至現今相關規範，水利署於民國 97 年 11 月 26 日依《排水管理辦法》第

11 條規定訂定《中央管區域排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以規範中央管區域排水

集水區排水計畫書的送審時機、審查流程、內容、評估標準等，作為土地利用及

開發行為出流管制之手段，並受理排水計畫書之提出審查，以落實開發不增加區

域排水尖峰流量之目的。營建署於民國 100 年 1 月修正《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

實施辦法》，該辦法第六條明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時，應依據災害發生歷史

特性及災害潛勢情形，就都市防災避難場所及設施，流域型蓄洪及滯洪設施等進

行規劃及檢討。以上皆說明，流域區段各自具有不同的管理單位，加上水流本身

之變動性造成管理困難。因此，為加速推動流域整體治理，以國土規劃、綜合治

水、立體防洪及流域治理等方式進行水患防治工作，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提

升居民生活品質，並保育優質水環境，於民國 103 年 1 月制定相關《流域綜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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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特別條例》。另，依《排水管理辦法》第 11 條規定訂定《中央管區域排水計畫

書審查作業要點》，提出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之架構（詳參圖 5-23）。這個架構主

要建立在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參考流域綜合治理規劃之排水系統，並配合目前現行

治理工程訂定計畫流量再擬定治理規劃報告，內容須包含治理工程、逕流分擔與

出流管制。而逕流分擔、出流管制之概念，主要說明未來在都市計畫區內，都市

計畫區設計出口流量須小於或等於水利主管機關所訂出之該控制點的逕流排放

量，此外，未來土地開發後地表逕流尖峰流量須小於等於土地開發前地表逕流尖

峰流量等理念。而為有效落實出流管制之概念，水利署配合法規訂定土地開發出

流管制之原則：(1) 土地開發不得任意變更集水區範圍、妨礙原有水路功能、阻

礙上游逕流通過；(2) 土地開發不得增加下游水路負荷；(3) 採延遲排洪與逕流

抑制方式設置減洪設施；(4) 以 100 年重現期距 24 小時暴雨之標準計算減洪量；

(5) 開發基地位於高淹水潛勢之低窪地區，應提供與原有天然滯蓄洪空間相同功

能之補償設施。 

整體而言，上述規範主要在於透過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推動，整合性管理內、

外水之問題。 

二、各直轄市、縣（市）的產業發展應依各區域、地方之水資源供給總量進行適

當之規劃 

全國產業發展所需水資源必須在「天然水資源開發利用總量管制」及「以供

定需」的兩項原則下，以節約用水、有效管理、彈性調度以及多元開發等四項策

略，以達水資源永續利用。各直轄市、縣（市）應參照表 5-6之水資源量進行適

當之分配與利用。總體來說，民國 120 年北部區域於供水量為 586.5 萬噸/日；

中部區域為 310.6 萬噸/日；南部區域為 392.4 萬噸/日；東部區域為 33.8 萬噸

/日。 

三、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擬定需充分考量所在流域特定區域計畫之指

導 

流域空間跨越多個縣市，流域周圍之土地使用，應考量所在流域地區之地理

環境特殊性，配合流域特定區域計畫之指導，以整體性思維考量所轄之土地使用

規範重點。同時，應視所轄流域特質，就可能之山崩、土石流、水庫淤積、土砂

災害、水質汙染、供水議題、地層下陷、海岸管理或濕地管理等議題，強化業務

相關事權單位之協調整合。此外，應強化「每一塊土地均需負擔逕流責任」之思

維，定義各宗土地於流域管理中之任務。舉例而言，透過流域之災害潛勢區劃，

作為後續流域土地分區治理發展之依據。 

四、結合績效管制概念之流域土地使用 

應進一步配合績效管制之概念，兼顧土地資源之有效利用與環境保育。整體

而言，縣市國土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應充分考量整體流域上、中、下游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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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特性，透過衝擊分區管制、績效分區管制、環境敏感地區管制等規範進行管

理。 

就城鄉發展地區之土地使用管制，應整合環境資源對於土地使用容受力與社

會經濟之需求，透過土地使用適宜性分析，協助開發業者得以於適當區位進行土

地開發，並持續性地監督及評估開發對於社會之效益。茲列舉規範內容說明如下： 

(一) 逕流控制規範：土地開發後所產生之逕流尖峰量不得超出自然排水容受

力，土地開發業者必須透過必要之規劃設計手段，於開發時限制與減少

地表不透水層鋪面之比例，達到減緩逕流之功效； 

(二) 城鄉發展地區與流域交界地區：應利用績效分區管制，分別針對可發展

地區及需做資源保護地區訂定保護規範。例如，城鄉發展地區為確保生

活環境品質與發展密度，主要針對開發密度、容積率、開放空間比率、

不透水層比例等進行管理； 

(三) 保護水資源之流域區域：應設定永久保育及輕度使用之績效管制，對此，

限制周圍地區開發程度或透過發展地區之淨水規劃，進而減緩發展地區

過度逕流量直接排入流域中，造成河道沖刷及水污染等問題； 

(四) 流域之上游段，為強化水土保持，應透過環境敏感地區管制，依自然資

源特性，考量自然環境發展之潛力與限制，避免資源不當開發行為致使

超出土地資源既有之容受力負荷，減緩對於流域中、下游段之影響。 

(五) 配合各地區具地方之特殊資源者，地方政府應訂定相關分區管制條例，

針對各地區主題流域周圍地區之發展，透過沿岸管理計畫進行管理，確

保開發範圍無占用河道、禁止填塞相連濕地等，避免影響原本流域之流

速、流量及淨化水質之功能。 

 
圖5-23 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構想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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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海岸地區應採取整合海岸區域管理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ICZM)之思維，強化海岸整體性、連續性與永續性

之國土空間發展。 

參酌各國提倡海岸環境應整合的管理（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簡稱 ICZM）方式，說明擬定及管理海岸地區時，應具動態性、跨領域、反覆式

整合海岸環境規劃及管理方式，以朝向多元利用開發需求作適地適用之永續性發

展，從中，應依城鄉發展、農業發展、國土保育三個功能分區之自然環境、社會

經濟特性以及海洋資源地區之海域公共安全及公共福祉等性質，作使用程度的分

類及治理。以下策略分為海岸保護以及海岸防護兩部份。 

一、海岸保護 

海岸保護區係以海岸整體生態系之維護原則下所作之整體性規劃，透過現行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作為海岸地區之上位整合性指導計畫，並與海洋資源地區

之策略整合，事權一致方能有效整合與管理。 

於議題分析中顯示，經濟活動與環境保育的理念相互衝突，尤其是在生物及

景觀生態豐富的海岸地區。現況沿海地區部份為工業使用，在開發時對當地的自

然景觀已造成破壞，在使用的期間更是持續影響當地生態系統，即使使用行為已

終止，開發使用的土地也無法回復成原始自然狀態。依照《海岸管理法》第 12 條

規定之應劃設為一級海岸保護區項目，可分為生態敏感、文化景觀敏感以及資源

利用敏感三個分類如下表 5-12 所示，經濟活動於不影響以下一級保護地區之標

的，且開發有其必要之社會或經濟價值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可開放有限度

的資源使用行為。 

表5-12 海岸保護區範疇 
保護項目性質 保護地區 

生態敏感 

水資源保育地區 

動植物重要棲地及生態廊道 

生物多樣性資源地區 

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及其他重要之海岸生態系統 

文化景觀敏感 

景觀資源及休憩地區 

自然地形地貌地區 

濱海路地或水下文化資產地區 

資源利用敏感 
地下水補注區 

其他依法律規定應予保護之重要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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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據海岸地區最常見的經濟活動，地方政府需依其活動類型分別予以

管理： 

(一) 觀光 

部分觀光產業依賴環境資源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觀光活動可能對生態

產生負面影響。雖未來功能分區及管制規則嚴格執行，但並非限制所有觀光

行為。例如，海岸地區之觀光活動帶來相當之經濟產值，然而可能超出環境

之容受力。海岸地區之規劃管理應優先保護自然海岸，並維繫海岸之自然動

態平衡。如因應直轄市、縣（市）政策有開發需求，地方政府需在審慎評估

開發後之影響始可准許較高強度之土地開發，並依《國土計畫法》申請使用

許可。原則上，近岸海域之土地利用將隨沿海保護區、動植物保育區、景觀

保存區以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設之保護區維護；濱海陸地則依據其他

功能分區劃設以及其土地使用管制管理。 

(二) 養殖漁業 

養殖漁業因超用地下水資源，可能為導致地層下陷、土壤鹽鹼化之原因

之一。因此，未來如規劃養殖漁業範圍時，應首重規劃自然生態養殖區，以

部分海水、部分淨化過的廢水，作為魚塭或濕地，依循當地生產、生活的習

性，發展友善環境的養殖方法，以不需抽取地下水的海水養殖為優先考量；

若仍需使用地下水，則需對地下水位設有監視系統，並依照預估之水量發給

養殖業之使用許可並限制抽水量，並隨時監測業者抽取地下水之情形，以確

保其地下水位不低於臨界值。 

(三) 沿岸漁業 

對於位在近岸海域的捕魚行為，建議依據營建署所劃設之海岸保護區以

農業休耕的概念，依魚種類型劃設固定之近岸漁業作業範圍，並根據漁獲季

節作變動，讓各魚種有休養身息的時間，再將漁業作業範圍列入監測範圍，

地方政府需隨時監測漁獲量對環境影響程度之影響。 

(四) 濕地 

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及其他重要之海岸生態系統為生態敏感資源，

且具調適洪水、暴雨等極端氣候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應依循《整體海岸管

理計畫》之對策，積極推動海岸棲地與溼地保育，並進行濕地特殊物種資源

調查並予以保護與復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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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工業開發行為還是漁業、觀光產業，可能都是當地區民賴以維生的方

式，在氣候變遷之下，自然資源受到的影響已非同日而語，為達成國土計畫願景

之指導性、適居性，地方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需進行海岸地區作資源盤點，

並與土地所有權人溝通，以保護海洋資源為原則，並將環境成本納入開發成本，

以兼顧經濟與保育。 

二、海岸防護 

依《海岸管理法》規範，海岸防護中災害情形（指海岸侵蝕、洪泛溢淹、暴

潮溢淹、地層下陷）位於海岸地區之濱海陸地部份，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水

利署）管轄海堤作為主要海岸災害防制方式，從中，因長年使用傳統海堤（指鋼

筋混擬土為主之剛性材料）未經適當地方政府管理及巡視，造成部分海堤已不具

防災效用、區位不適宜之情形。 

因此，以經濟部水利署《104-109 年海岸環境營造計畫》為例，地方政府需

依海岸特性不同（例如：自然西部沙灘海岸、卵礫石灘海岸、泥灘濕地海岸等）

作差異性海堤的行動措施，從中，一般性海堤為「用於維護國土及人民生命財產

安全之海堤」、事業性海堤為「用於保護其特定目的事業之海堤」等界定。 

另外，地方政府應協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不同海岸特性的植林分佈範

圍、各地區海岸型植物主要類型作盤點，其防護效果包括阻擋海水對海岸地區的

侵蝕、鹽鹼化影響。另外，計畫性、長年性在地植物栽培計畫以及復育工作的推

動，得作為海岸保安林，發揮天然性堤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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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體制與治理 

長久以來，國家空間發展缺乏有效之計畫指導，並面臨跨域整合治理之困境。

全國國土計畫為國土空間發展最上位之指導、協調者，旨在協助我國面對區域均

衡、流域治理、都會發展、災害潛勢等跨域空間挑戰。另一方面，面對全國性土

地使用議題，應建立具社會公義之土地違規使用處理機制等事項。爰此，各級國

土審議會應扮演國土空間擬定與決定之協調平臺，提供各部門計畫間之資訊揭露

與協商，具備計畫推動之協調能力，確保計畫體制與政策執行之連續性，建立持

續滾動式之國土計畫檢討機制，以實踐國土永續發展理念。 

7-1 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共同協商擬定都會區域

計畫，以提升都會區域競爭力。 

自 1990 年代以來，隨著多媒體網絡廣泛使用、國家交通及通訊基盤建設（如

高速公路、高鐵、捷運的興建）、國家全球化策略（如 WTO 與 ECFA 的簽署），

加速臺灣北中南的三大都會城市區域的產業群聚效應，臺灣都會區的發展逐漸從

傳統單一核心式的區域空間結構，轉變為從核心都市向鄰近的中小型城鎮或周邊

的鄉村地區擴張的趨勢，因此，臺灣的空間型態為整合、超越單一城市的資源與

功能，由核心城市與鄰近衛星市鎮或鄉村地區所組成的都會區域之角色越來越重

要，對於都會區或亦稱「城市區域(city-region)」的型塑益顯重要。 

顯然，臺灣整體空間結構已逐步轉變，如何促成個別城市競爭力之提昇，同

時確保國土空間秩序的和諧發展，是國土計畫的一大挑戰。是以，為落實全國國

土計畫，地方政府間之區域合作，必須透過法定計畫，以明確之計畫定位、組織、

合作模式，進行資源之分配與協調、減少政治干擾、並落實計畫之執行與檢討，

促進深度的區域協調合作以共創利益。 

本計畫研提全國空間結構發展構想，作為區域發展策略之參據。根據《國土

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4 條第 1 項 3 款之規定，全國國土計畫應針對全國城鄉發展

空間結構及模式研提發展策略。本計畫參酌國家政策趨勢、重大建設之發展、各

直轄市及縣（市）未來發展重點，盤點我國空間發展現況（詳參圖 5-24），據以

研擬全國城鄉發展空間結構及模式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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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4 臺灣空間發展現況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一、我國城鄉發展空間結構及模式之發展策略 

未來國土空間發展依循《國土計畫法》之核心理念，應確保國土安全，保育

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進而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以強化國家發展競爭力與

生活品質。因此，參考國發會之「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各直轄市及縣（市）

區域計畫草案，我國國土空間基本結構為「三軸、二海洋、三都會、四核心」（詳

參圖 5-25）。 

 三軸 

 「智慧創新發展軸」：其強調都市與智慧創新產業發展的國土管理。 

 「生態永續發展軸」：以中央山脈地區以生態環境資源保育為重心，並且達

到永續發展。 

 「花東觀光發展軸」：以花蓮、臺東構成觀光發展軸帶，並且適性發展提供

優質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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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海洋：強調西部、東部海岸及海洋之自然珍貴資產。 

 三都會： 

 北部都會區域：國家首都之處，並且以金融經貿、多元產業發展，與國際

城市並駕齊驅。 

 中部都會區域：在南北交通之核心位置上，作為工農重鎮、產業心臟、山

海串連之關鍵角色，活絡西部走廊運行。 

 南部都會區域：提供產業經貿、深度觀光、創意都會的節點城市。 

 四核心：以臺北、臺中、臺南、高雄形成重要核心地區。 

 
圖5-25 臺灣空間結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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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全臺灣空間發展的現況，以及國土空間基本結構可發現，臺灣經濟

活動發展重點，主要位於北、中、南都會區域，各區域有其發展特性及目標。 

 
圖5-26 北中南區域空間發展特性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二、北中南區域空間發展策略 

都會區域之特性乃為人口集中、高度都市化與經濟活動發展之空間結構，同

時，可能因各別都市內部的發展過度集中，造成環境壓力而導致不同問題之產生，

例如：高度密集發展衍生之活品質下降、都市過度擴張，導致資源配置失衡及土

地利用缺乏效率、人為與自然的高脆弱度(vulnerability)、全球化競爭下的產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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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要跨域整合戰略等。故為引導各區域發展之發展，參考內政部營建署都會區

域計畫與後續推動實施機制 44之內容，研擬北中南區域空間戰略，已達國土空間

適性發展，且各都會區域 45應配合區域發展特色、目標及議題，配額整體發展需

要，加強跨域整合，達成資源互補、強化區域機能提升競爭力，依需求擬定都會

區域計畫。以下分別敘述北中南發展特色及目標，以作為擬定都會特定區域計畫

之參考。 

(一) 北部區域 

1. 發展機會 

北部都會區域以臺北市、新北市為核心，帶動金融商業發展，並且

透過次要核心桃園矽谷之塑造，連結新竹科技產業，相輔相成區域內之

發展。此外，藉由便捷之運輸系統促進區域內交流，以及強化區域內各

項產業活動，例如：雙北市地區與桃園地區透過捷運系統連結；新竹地

區可透過高鐵之運輸快速地與大臺北地區接軌；宜蘭地區經由國道五號

的開通密切地與大臺北地區連繫。更重要的是，各項經濟產業活動應善

用桃園國際機場、臺北港雙港合一的區位優勢，強化臺灣亞太經濟區域

之角色，深化國際鏈結，串聯全球創新網絡。 

2. 面臨挑戰 

北部區域因為政經發展聚集地，為人口最密集之區域，而在人口持

續聚集於此的情形下，環境承載力將是北部區域應正視之議題之一；另

外，因應產業發展、觀光旅遊、就業與居住環境品質等因素，現有運具，

包含軌道運輸、公路、雙空港以及雙海港等交通系統整合應持續強化。 

3. 目標 

未來以「臺灣經濟成長新引擎」為目標，以此串連大臺北地區經貿，

強化桃園矽谷之發展，並且以科技產業之重鎮新竹為輔助，帶動臺灣經

濟再成長。此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思考於發展目標之下，考

量現有議題以及未來可能產生之問題，如：交通整合、環境承載等，以

此釐清定位、擬訂發展策略方針進行資源整合，強化內部發展，並且成

為臺灣經濟再成長的新引擎，同時作為國際接軌之重要窗口。 

(二) 中部區域 

1. 發展機會 

中部區域主要核心都市為臺中市，朝向多元產業發展，例如，以精

密機械升級為智慧機械，結合中部科學園區各基地的開發及中興新村高

                                                 
44 內政部營建署，都會區域計畫與後續推動實施機制，民國 104 年 
45 《國土計畫法》第 3 條第 4 項之定義，都會區域指由一個以上之中心都市為核心，及與中心

都市在社會、經濟上具有高度關聯之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區）所共同組成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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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研究園區等研究資源的進駐，亦透過臺中市文化薰陶開創區域內部新

產業的誕生，以此帶動中臺灣發展。此外，中部區域連接北部、南部區

域，近年因高鐵烏日站的開通，加速帶動中部區域與其它區域之連結，

再者，本區域內擁有有臺中港及臺中國際機場，此一條件鞏固中部做為

兩岸直航的對口成為國際運輸門戶。 

2. 面臨挑戰 

近年來，中部區域因工商業發展繁榮，都市發展急速加劇，農業用

地與工商業用地長期在土地使用上的競合與在土地管理上名不副實的

現象明顯。在全國農地總量保護的控管之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

公同面對區內農、工土地使用交錯情形，因涉及經發、農政與環保等問

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橫向協調與整合應確實執行，並擬定相關成

長管理策略。 

3. 目標 

未來以「全球智慧機械之都」為目標，以臺中市為中心，串連中彰

投等地方，將中部地區之產業從精密機械升級為智慧機械，於此目標之

下中部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首要正視問題為土地使用之交錯以及土

地違法使用議題，以此確定智慧機械產業未來發展之區位，與其他相關

產業之配合，展現更潛力之視野與格局。在交通區位方面，中部區域具

備的南來北往中介點之優越區位條件，及既有的便利陸、海、空運樞紐，

實可成為中部地區與世界連接之「亞太新門戶」，更為前述產業發展目

標帶來更多發展空間。 

(三) 南部區域 

1. 發展機會 

以高雄市、臺南市為兩大發展核心都市，高雄市以營造經貿與物流

網絡為強項，積極以高雄港做為對外窗口，並且結合水岸觀光的發展，

扭轉過去南部地區重工業之形象；臺南市則是以具備多樣個性的城市，

近年來發展多元之產業，如：沙崙綠能產業、新營綠色科技，以此朝向

複合城市發展，次核心地區是以嘉義市及屏東縣之部分發展地區為主。 

2. 面臨挑戰 

高屏溪流域治理長期以來跨域整合之成效備受挑戰，進而衍生對其

它交通、產業及教育等議題。另外，由於氣候變遷之衝擊，未來南部產

業、農業及民生用水分配等問題，將是影響南部區域是否得以永續發展

之議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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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標 

未來以「國際港都及文化雙核都會」為目標，以高雄市之海、空雙

港優勢，作為連結東亞及國際之鑰，並以既有發展成熟之產業作為經濟

發展引擎，包括高雄市半導體封裝、LCD 和鋼鐵石化以及臺南市臺南

科學園區等，同時配合中央政府「推動創新產業」政策，推動「沙崙綠

能科學城」，發展創新綠色產業生態系，確立新興產業方向。此外，臺

南市更身為「文化首都」，具有多元的文化及自然觀光潛力。因此，未

來南部區域應以高雄市雙港作為對外連結接口，成為東亞地區提供產業

經貿、深度觀光、創意都會的節點都會。 

三、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指導 

依照《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並參酌內政部營建署「都會區域

計畫與後續推動實施機制」所載之相關內容，都會區域針對上述發展特色、目標

及議題擬定之都會區域計畫內容應受指導，以追求國土永續發展之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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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建立各都會

區域計畫之宏觀願景。其具體指導內容如下： 

(一) 都會區域範圍： 

由於都會區域計畫範疇涉及不同直轄市、縣（市）轄區，計畫擬訂者應

為指涉事務範圍之機關為主，故明確界定都會區域之範圍為計畫首要作業，

經由對所指認之議題的涉及事務分析，計畫內容得以列表的方式擬具此計畫

擬訂機關、有關機關及界定該都會區域計畫的計畫範疇。 

(二) 現況分析及課題：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共同針對都會區域計

畫範圍內相關部門發展政策、計畫及各縣市發展構想進行資料之蒐集，並檢

視彼此在空間發展或土地利用上是否具衝突，提出具跨域、空間發展及土地

利用相關之課題分析，此外分析內容應特別針對各直轄市、縣（市）成長管

理計畫之內容進行彙整比對，確保計畫內資源分配均衡與運用。 

(三) 發展目標及規劃構想： 

擬訂發展目標時，應採國土永續發展之思維，根據重要議題研擬計畫目

標及策略，並據以引導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社會公義等面向之空間發展、

區位配置，或具有土地使用意涵之規劃構想，以促進各都會區域建構發展藍

圖。 

其中有關都會區域「成長管理」的概念與規劃精神應於本章論述，藉由

制定成長管理相關策略，強化部門間的協調與整合，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聯合成長管理計畫」，以「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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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stency)的概念，提出都會特定區域計劃共同發展目標及策略，以符合

國土計畫永續發展之精神。其中內容應包含下列成長管理策略： 

1. 總量管制(Growth Control Quotas)： 

應考量地區自然、公共設施、經濟容受力等，針對土地使用進行整

體「量」的管制，以避免人口快速成長造成公共設施的急速需求威脅地

方政府的財政負擔。 

2. 成長管制邊界(Urban Growth Boundaries)： 

應引導都市發展到適當的地區，在管制邊界內允許土地開發，並藉

此防止土地發展無限制蔓延，影響到我國農業資源或造成都市不效率的

情況發生。 

3. 分期分區發展(Growth Phasing Programs)： 

應擬訂發展優先次序，保留未來土地利用之彈性，也防止蛙躍式發

展，破壞都市景觀，以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社會公義等面向。 

4. 達到足夠的公共設施 (Adequate Public Facilities Requirements)： 

土地開發的同時，應確保土地開發能有足夠適當的公共設施服務新

開發地區之居民，因此未來各直轄市、縣（市）核發使用許可前，應評

估整體公共設施之情形，如服務水準不足，則不應核發使用許可；換言

之，地方政府可對那些限制土地開發或開發時序未到之地區，以拒絕提

供足夠的公共設施的方式，來達到抑制某些地區發展。 

(四) 執行計畫： 

計畫之工作項目、權責分工、協調平臺、整合機制、計畫期程，甚至是

民眾參機制等內容，應於此章節詳細載明，必要時得制定專法加強管理，以

解決跨都會區域內之特殊課題。其中計畫期程應載明如何透過短期、中期、

長期之目標，以循序漸進方式進行： 

1. 短期目標： 

1 年內完成區域內相關資料調查與資料庫建置，以利後續運用。 

2. 中期目標： 

2-5 年內達成區域內各項資源分配。 

3. 長期目標： 

5 年以上應定期追蹤計畫進度，以落實都會區域計畫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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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檢討及控管機制： 

都會區域計畫應照《國土計畫法》之指導，應滾動式定期辦理檢討，或

是依據相關規定進行臨時變更： 

1. 檢討： 

都會區域計畫應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3 項第 4 款之規定，

檢討與修訂得於全國國土計畫進行通盤檢討的時機一併檢討，或因實際

需要採「臨時變更」的方式同計畫申請程序進行修訂相關內容。 

2. 管控機制： 

計畫執行中隨時檢視其它直轄市、縣（市）政府之作業內容，並且

對於主要負責業務建立適當之審查、管制或考核等管理機制，以確保計

畫之動態調整，達成計畫之一致性，例如，啟動行政院國土計畫審議會

與各部門、各層級政府單位進行協調整合。 

(六) 其它事項： 

對計畫載明內容或項目的規範，可能無法完美或會有未盡事宜之處，故

前述章節未能提及但仍有必要進行論述之相關事項。此外，若已知在中央相

關部門或地方政府、有相關的財源或預算編列，亦可於此節說明。 

7-2 議題型特定區域計畫，應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地方政府會銜

擬定，以突破跨域治理困境。 

依《國土計畫法》第 3 條、第 6 條、第 8 條規定，特定區域是指具有特殊自

然、經濟、文化或其它性質，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範圍，其應考量重要自然地

形、地貌、地物、文化特色及其它法令所定之條件，實施整體規劃。中央主管機

關得會商有關機關，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研擬相關計畫內容；直轄市、縣

（市）政府亦得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共同研擬相關計畫內容，報中央主

管機關審議後，納入全國國土計畫。 

一、特定區域議題 

特定區域計畫依照其議題取向有跨直轄市、縣（市）轄區之特性，如河川流

域、水庫集水區、原住民族、離島等，皆為特定區域計畫可能擬訂的特定區域議

題之一。以下將針對不同議題別之特定區域提出相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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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河川流域地區： 

土地使用以國土資源保育、保安為優先，確實落實土地管制，保護水源

並控管汙染，針對流域整體治理所面臨之水安全、水資源、水環境等三大面

向的議題，提出相關之檢討與對策。其中應特別注意以下事項： 

1. 應確立流域範圍，並針對河川流域進行源頭管控（詳參圖 5-27）。 

2. 針對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提出逕流分擔與排水計畫，同時建立逕流

與出流之審查制度（詳參圖 5-28）。 

3. 應針對水資源特性擬訂防治河川流域河道沖淤、土砂災害之防災計

畫。 

4. 應依照水環境特性明確訂定流域範圍中各直轄市、縣（市）或各部

門單位應合作管轄之事項。 

5. 應會銜經濟部水利署、內政部地政司、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水土保

持局，及涉及河川流域地區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研擬河

川流域特定區域計畫之內容。 

 
圖5-27 烏溪流域特定區域計畫規劃範圍與計畫範圍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烏溪流域特定區域計畫（草案），民國 10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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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8 逕流分擔分布及各水安全分區涉及之都市計畫區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烏溪流域特定區域計畫（草案），民國 104 年 12 月 

(二) 原住民族地區： 

《國土計畫法》第 6 條明訂「國土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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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原則；此外，同法

第 11 條規定，全國國土計畫中特定區域之內容，如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

域者，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規定辦理，並由中央主管機關會銜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擬訂原住民特定區域空間計畫及土地使用管制等配

套措施，並注意以下事項： 

1. 確立原住民傳統領域與現代土地使用之空間關係（詳參圖 5-29）。 

2. 以原住民族之部落作為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主體。 

3. 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內功能分區與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內容須貼合

原住民族實際使用慣習。 

4. 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應提發展願景以及其策略推動方案（詳參圖

5-30、圖 5-31）。 



437 

5. 土地使用管理規則應適度尊重原住民族自主，並保持彈性。 

6. 原住民特定區域範圍中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與生態保育，應有原

住民族參與或取得其同意。 

7. 應會銜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及涉及原住民族地區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共同研擬原住民特定區域計畫之內容。 

 
圖5-29 泰雅族鎮西堡部落規劃範圍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擬定北泰雅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規劃-期末報告，民國 104 年 



438 

 
圖5-30 泰雅族鎮西堡部落規劃（研究）範圍之空間架構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擬定北泰雅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規劃-期末報告，民國 104 年 

 
圖5-31 泰雅族鎮西堡部落區域空間發展架構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擬定北泰雅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規劃-期末報告，民國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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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離島地區： 

依據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臺東縣及屏東縣所轄空間不連續離島地

區土地之自然特性、人文資源、環境敏感地區、交通設施和公共設施服務水

準等資訊，設定各離島之發展願景、定位，並針對其海岸線、資源保育、公

共建設等事項提出執行策略與計畫。其中應特別注意以下事項： 

1. 盤點離島資源，並建立長期之監測分析模式（詳參圖 5-32）。 

2. 空間策略與計畫擬訂、執行應逐步減少離島對外部組織的依賴。 

3. 加強島嶼與島嶼間之交流、合作與串聯。 

4. 加強離島醫療自主、能源開發、汙水處理、交通運輸、文化觀光、

災害防治、產業加值等功能，建立離島之獨立運作模式。 

5. 空間計畫之擬訂如符合國家發展委員會所訂《離島建設基金計畫補

助原則》第 3 條、第 4 條之條件，則得依其規定得離島建設基金之

補助。 

6. 應會銜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原住民委員會、內政部地政司、農

業委員會、林務局、水土保持局，及涉及離島地區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共同研擬離島特定區域計畫之內容。 

 
圖5-32 綠島漁業資源保育區各分區示範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臺東縣第四期（104-107 年）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草案），民國 1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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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定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指導 

依照《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上述河川流域地區、原住民族地

區、離島地區等不同議題取向之特定區域，皆須參照以下特定區域計畫應載明內

容之指導，擬訂其特定區域計畫之內容。其具體指導內容如下： 

(一) 特定區域範圍： 

由於特定區域計畫涉及不同直轄市、縣（市）轄區，故明確界定特定區

域之範圍為計畫首要作業，應依照該項特定區域計畫之議題特性，並同時考

量地形、地貌、地物及其它執行操作上之條件，進行特定區域範圍之劃設，

且此範圍之界定有必要透過業務相關事權單位會商程序共同決定。 

(二) 現況分析及課題： 

不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共同針對特定區域計畫範圍內之自然環境

概況、人文環境概況進行資料之蒐集，並且提出相關之課題分析，其分析內

容應包括災害、水資源、土地使用、產業、生物多樣性等面向。 

(三) 發展目標及規劃構想： 

擬訂發展目標時，應採用永續發展之思維，以復育環境敏感地區與保育

自然、人文資產為優先，以符合國土計畫之精神。 

(四) 治理及經營管理規劃： 

計畫之工作項目、權責分工、協調平臺、整合機制，甚至是民眾參機制

等內容，應於此章節詳細載明，必要時得制定專法加強管理，以解決跨行政

區域或一定地區範圍內特殊課題。 

(五) 土地利用管理原則： 

應明確載明範圍內土地管理之權責，並名列其主管機關應管理維護之事

項，其中符合《國土計畫法》載明國土保育地區條件之地區，應予以禁止或

限制使用。此外，特定區域計畫應符合全國國土計畫「總量管制目標」及「成

長管理計畫」之指導。 

(六) 執行計畫及其它相關事項： 

執行計畫中應載明計畫願景、目標、年期，並明確指出跨域之議題及其

對策為何，預計執行手段及預計執行時程亦須一併載明。此外，執行計畫須

於「國土空間發展諮詢協調平臺」中擬訂協調部門實施方案，由政務委員及

內政部給予部門單位間指導及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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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國土審議會應強化各政府部門與不同層級政府間之良善治理機

制，改善計畫體系效能。 

《國土計畫法》期待透過體制上的轉變，促進各部門、各層級以及區域間的

計畫整合。然而，計畫體制的調整並不代表未來能順暢落實，因其牽涉多方不同

立場的利益競合，故背後多方角力下的治理層面問題將是決定計畫實行成效的關

鍵。因此，應透過良善的治理(good governance)模式，促進政府各部門、各層級

間的溝通整合，以尋求突破體制上的限制，體現《國土計畫法》的立法精神。 

首先，全國國土計畫即應整合各部門於空間上之計畫與政策，旨在回應過往

空間與部門計畫脫節的問題，建議優先以既有之機制進行溝通整合，以避免組織

增設。舉例而言，根據《國土計畫法》第 9 條第 1 項，全國國土計畫載明事項之

「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建議接合國家發展委員會之「國家氣候

變遷調適政策綱領」，以整合各部門關於氣變調適及防災策略；又，全國國土計

畫應載明事項之「部門空間發展策略」，則應確實執行同法第 3 條之會商機制，

除整合各部門計畫之空間發展策略以外，亦應同時進行權責劃分，確立後續國土

計畫之實行，尤其都會區域及特定區域計畫，亟需釐清空間部門主管機關與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在現行土地管理競合之問題。待全國國土計畫整合各部門計畫

與政策，則據以進一步指導都會區域和特定區域計畫，以及各個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 

此外，建議延伸《國土計畫法》第 7 條第 1 項「行政院層級之國土審議會」

之功能，作為中央與地方間針對跨區域議題，進行計畫與政策的整合、諮詢以及

資源調配之平臺。透過「行政院國土審議會」作為中央各部門及地方政府間，針

對空間計畫和政策進行協調之跨部門、跨層級平臺，相互溝通和整合資源，以達

無礙治理模式。其功能包括： 

1. 協調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擬訂或變更，協調中央部門及其它

地方政府，釐清權責劃分及調配資源協助； 

2. 協調中央部門及其它地方政府，釐清權責劃分及調配資源協助，以

落實與執行國土計畫； 

3. 協助其它空間計畫或政策之推動，各地方政府既有之區域性平臺，

可將其它跨域空間計畫或政策，提案至此行政院國土審議會，由中

央協調所需資源輔助。 

最後，為提升地方政府主動積極針對區域議題的合作，可研擬相關獎勵機制。

可透過以《國土計畫法》第 44 條第 4 項第 2 款「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作為財源

以研擬獎勵機制，並依據《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由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負責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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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策略架構以圖 5-33 國土計畫治理策略圖呈現，詳細策略於以下文詳述： 

 
圖5-33 國土計畫治理策略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一、強化跨部門機制，以落實國土計畫內容。 

藉由既有之跨部門協調機制，整合各部門間的政策與計畫，以接合全國國土

計畫內容，並使其得以指導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創造具指導性、協調性

與連續性之國土計畫。 

根據《國土計畫法》第 9 條之全國國土計畫應載明內容第 1 項第 6 款之「部

門空間發展策略」以及第 7 款「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之跨域整合

方式，應以既有之跨部門機制整合各部門間政策與計畫為之，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在擬定過程中應予以參照（詳參圖 5-34）。 

 
圖5-34 全國國土計畫內容跨部門治理機制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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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面對氣候變遷，為健全國家調適能力，降低社會脆弱度，並建立整合性

的運作機制以作為政策架構與計畫推動的實施基礎，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之前身經濟發展委員會於民國 99 年邀請相關部會、專家學者、NGO 及產業

界代表共同成立「規劃推動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及行動計畫」專案小組，

研擬完成《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該政策綱領分析臺灣氣候變遷情況及未來推估，並據以訂定政策願景、

原則與政策目標，內容分就災害、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土地使用、海岸、

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與健康等 8 個調適領域，並指派各

部會及所屬機關進行調適行動方案與計畫的規劃、執行及控制（詳參圖 5-
35），以具體落實氣候變遷調適目標，後續並規劃滾動式修正機制。目前國

家發展委員會已整合各調適領域訂定完整行動方案，完成「國家氣候變遷調

適行動計畫（102-106 年）」46，作為實際執行計畫。 

因此，在此高層及且具整合各部門業務能力之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

領及行動計畫的基礎上，全國國土計畫之「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

略」應參考其既有基礎擬訂，以接合跨部門之氣變調適及防災策略，並指導

擬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時應列入之考量，策略如圖 5-36，以下分點

說明： 

 
圖5-35 國家調適工作架構圖 

資料來源：國發會，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民國 101 年 

                                                 
46 國發會，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02-106 年），民國 10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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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6 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擬訂機制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1. 接合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及行動計畫 

全國國土計畫內容之「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應接

合國發會之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及行動計畫，其內容已整合科技

部、交通部、經濟部、內政部、農委會、衛福部等各部門於防災、維生

基礎設施、水資源、土地使用、海岸、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及生

物多樣性等業務；而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也指出以上業務需透過

空間規劃落實。此外，「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除參考國

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及行動計畫外，應依其計畫及執行作為考量，

回饋於該政策綱領及行動計畫需求及協助事項，藉由其調整各部門之業

務，以創造動態之空間及部門計畫之整合力量。 

2. 指導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按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整體計畫即

應依據全國國土計畫之「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在各項

應載明內容中具以考量，以落實計畫目標及策略。 

(二) 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全國國土計畫內容之「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應根據《國土計畫法》第

3 條執行會商機制，除整合各部門計畫之空間發展策略以外，應藉此機制進

行整體資源調查，並針對相關法規進行修法，會商各目的事業之主管機關，

明確劃分空間計畫與部門計畫之管理權責，及訂定各單位之管轄權，確立後

續國土計畫之實行，尤其都會區域及特定區域等計畫，過去因事涉跨部門、

跨層級間之政府單位，權責未明致使難以推行。 

都會區域和特定區域計畫以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未來擬訂時，

則應按全國國土計畫之「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指導。「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擬訂機制詳參圖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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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7 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擬訂機制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二、優化「行政院國土審議會」機制，以落實溝通整合。 

《國土計畫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院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民

間團體及有關機關代表，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以合議方式辦理下列事項：一、

全國國土計畫核定之審議。二、部門計畫與國土計畫競合之協調、決定。」；同

法第 2 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代

表，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以合議方式辦理下列事項：一、全國國土計畫擬訂或

變更之審議。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核定之審議。三、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之復議。四、國土保育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之使用許可、許可變更及廢

止之審議。」。 

是以，無論是行政院或是內政部，召開之國土計畫審議會，職權皆有明文規

定，主要目的包括：對全國國土計畫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核定、擬訂

或變更。然而，在此制度設計下，卻缺乏對於計畫於擬訂過程之推動及協調機制，

造成部分計畫難以推動或資源配置失據，影響後續計畫執行成效。 

故在不增設政府組織的前提下，得延伸《國土計畫法》第 7 條第 1 項行政院

層級之國土審議會功能，以其具備之跨部會協調能力，進行資源調配及建立溝通

管道，負責審議全國國土計畫、都會或特定區域計畫、協調全國及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之落實與執行，同時，協助其它空間計畫或政策之推動。 

因此，行政院國土審議會之主要功能，除原《國土計畫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全國國土計畫核定之審議」以及第 2 款「部門計畫與國土計畫競合之協

調、決定」以外，亦包含上述計畫之推動、協調與輔助等延伸功能，其延伸功能

架構如圖 5-38，茲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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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8 國土空間發展諮詢協調平臺功能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一) 會銜相關中央目的主管機關協調直轄市、縣（市）政府間之資源調配 

各直轄市、縣（市）擬訂或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時，藉由行

政院國土審議會協調中央部門，以釐清權責劃分及提供資源協助。另外，亦

可協調直轄市、縣（市）間相互協議事項，例如，劃設功能分區需考量連續

性、協調行政邊界之功能分區劃設。 

(二) 協助各級國土計畫落實與執行 

當全國國土計畫、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都會區域及特定區域計

畫，在執行落實發生困難時，行政院國土審議會得協調各部門、各層級政府

單位，共同研商與決定國土計畫或政策，並進一步主動調配資源有效利用及

建立後續溝通管道，以解決國土計畫或政策之落實困境，創造各層級政府間

無礙之治理機制。 

(三) 協助其它空間計畫或政策之推動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可以其共同組成之既有區域性平臺，研提其它

非《國土計畫法》體系之跨域空間計畫或政策，例如：雙北市之大臺北黃金

雙子城計畫。當跨域整合之成效不顯時，可提交至此審議會委員，予以提供

專業諮詢建議，並由行政院政務委員或內政部協調中央政府可提供之資源及

溝通管道。 

三、建立獎勵誘因機制，以推動都會或特定區域計畫。 

為促進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都會區域、特定區域計畫以及其它跨域空

間計畫或政策，得以《國土計畫法》之「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作為計畫推動之補

助款，使計畫之研究、調查與規劃在經費補助下，能順利推動並落實。 

為促使「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符合國土空間發展策略目標及運用效益，以下

將就法源依據、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主管機關及申請補助方式、申請計畫類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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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對象、計畫事後評估等明列基礎事項，以強化計畫之擬訂、執行與落實。整體

策略機制詳參圖 5-39。 

(一) 法源依據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44 條第 3 項第 2 款用途，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之

用途：國土之規劃研究、調查及土地利用之監測。其辦理方式則依據《國土

永續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 

(二)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主管機關及申請補助方式 

依據《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草案）》第 2 條，國土

永續發展基金以內政部為主管機關。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是由「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負責運作，故其亦

負責審議本策略所定義之計畫申請補助。因此，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應

針對申請對象所研提之計畫內容與申請補助計畫書，審議基金補助經費運用

方式、考核執行情形及其它有關事項。 

(三) 申請計畫類型 

1. 《國土計畫法》定義之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計畫。 

2. 各直轄市、縣（市）共同組成之區域性平臺所研提之跨域計畫或政

策。例如：雙北市之大臺北黃金雙子城委員會議於民國 102 年簽署

之「大臺北黃金雙子城計畫」。 

(四) 申請對象 

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研提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計畫者，並

建立該計畫籌備委員會，作為計畫補助申請之對口單位。 

2.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組成之區域性平臺所研提跨域計畫或

政策者，區域性平臺應作為計畫補助申請之對口單位。 

以上計畫籌備委員會、區域性平臺，應由副市、縣（市）長以上等級出

任主任委員或主導者，以確立計畫於府內跨局處之溝通整合無礙；此外，計

畫籌備委員會、區域性平臺亦應主動邀請相關民間組織或團體以及相關利害

權利人共同參與，強化民眾參與機制。 

(五) 計畫事後評估 

為確保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之運用效益，計畫執行狀況應接受國土永續發

展基金管理會考核，作為階段性經費提撥依據，或未來相關計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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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計畫型態多元，評估構面不宜一體適用，需針對計畫類型設計不同

評估準則，並視計畫屬性及條件彈性調整以符實際考核需求。核評結果亦持

續追蹤，作為後續推動計畫之重要參考依據。 

 

圖5-39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補助機制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7-4 建立與強化區域、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

納入民眾參與機制，以確保完備的跨域公共建設規劃。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6 條第 7 款所載規劃基本原則，都會區域 47應加強跨

域整合，達到資源互補、強化區域機能。因此，為強化國土整合管理，區域間及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的跨域合作機制應予確立。除藉由國土審議會強化法定

計畫之完備（例如：特定區域、都會區域計畫）之外，不同層級之地方政府間於

跨行政區界、部門間的議題或興建重大交通建設…等需求，亦需藉由具實質功能

之機制，作為政策整合之平台，以確保跨域議題、公共投資等重大政策之執行效

率。因此，有必要建立區域、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

以利推動跨域公共建設規劃。 

一、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 

在面對區域議題或發展目標時，區域間的競爭與合作關係應一併納入考量，

以整合區域內各項資源。配合國發會的國家整體空間發展政策，協調各地方政府，

在公部門、企業組織、非營利組織間，建立區域策略夥伴關係，推動跨域事務。

前述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包含：既有之區域合作平台及未來新設之區域型

                                                 
47 依《國土計畫法》第 3 條第 4 項定義：都會區域指由一個以上之中心都市為核心，及與中心

都市在社會、經濟上具有高度關聯之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區）所共同組成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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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機制，其運作模式如圖 5-40 所示。除部門、地方政府間之水平合作，資源

整合與協調外，亦應遵循國家政策發展願景及空間發展指導，以確保國土空間發

展之連續性。 

目前國內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的區域合作平台已有：北臺區域發展推動

委員會、中臺區域合作發展平台、中彰投區域治理平台、雲嘉南區域永續發展推

動委員會、高屏區域合作平台、南高屏區域整治合作平台、離島區域合作平台。

為強化這七個平台之法定效力、解決現況發展限制，需強化治理模式，以因應未

來區域性整合之需求。建議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應同時需具備下列特性： 

(一) 為專責單位。 

(二) 得編列重大建設預算。 

(三) 設有公私合夥之專家顧問編制。 

(四) 具跨域重大建設之實質建議權。 

(五) 社會參與。 

其平台組委員為公私共組的專家顧問、平台成員之縣市首長，並由行政院指

派專責政務委員作為主席，每年定期召開兩次會議，得視需要另外加開會議。 

二、直轄市、縣（市）國土規劃整合平台 

此平台旨在提供直轄市、縣（市）內部協調跨局處之政策，確保資訊透明化、

資源有效整合，並透過公私合夥之組織組成，及民眾參與機制的落實，達到有效

之溝通，合作模式如圖 5-41 所示。同時藉由此平台，滾動式的檢討各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針對國土功能分區之管制成效及土地違規使用行為，每年提

出監督報告並提出改善措施，並於第五年進行通盤檢討。此平台之主要特色為： 

(一) 由國發會補助，地方政府協助成立 

(二) 設有公司合夥之專職人員編制。 

(三) 滾動式檢討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四) 納入民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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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0 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合作示意圖 

 
圖5-41 直轄市、縣（市）國土規劃整合平台合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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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國土成長管理策略 

成長管理的主要精神，在於規範新開發的類型、大小、區位與時間，於都會

層級規範都會擴張，於地區層級保障生活品質、健全財政、維持房地產的價值、

社區居民的同質性、公共設施的水準（Porter,1997；Carruthers,2002）、保留開放

空間、維護生態環境等（Nelson, 1992；Kline and Alig,1999）。臺灣都市計畫以都

市計畫範圍為都市發展區，以計畫人口為規劃基礎，以及分期分區發展計畫的規

劃方式，其實已具備成長管理劃定都市成長範圍（growth boundary）、規範新開

發的類型、大小、區位與時間的本質 48。早在民國 93 年發佈實施的「非都市土

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便已於區域計畫層級實質規範新訂或擴

大都市計畫區，將環境敏感地、土地相容性、發展與公共設施於時程上的相互配

合（concurrency）、及公共管線的完備性納入考量；其後於民國 104 年修法將區

位、規模、機能納入發展預測與環境容受力概念，進一步規範非都市土地申請辦

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的指導原則，期從計畫引導都市朝永續、有序發展。 

依國土計畫法第 3 條第 8 款規定，成長管理係指為確保國家永續發展、提升

環境品質、促進經濟發展及維護社會公義之目標，考量自然環境容受力，公共設

施服務水準與財務成本、使用權利義務及損益公平性之均衡，規範城鄉發展之總

量及型態，並訂定未來發展地區之適當區位及時程，以促進國土有效利用之使用

管理政策及作法。以下將由成長管理概念、國外推動經驗與制度參考及當相關國

際公約及國際性規範，思考本計畫於國土規劃過程中，導入成長管理觀念之途徑，

進而研提國土成長管理策略及相關應用工具。 

第一節 成長管理與國土規劃 

成長管理認為都市發展是一個動態的機制系統，在此系統下，土地開發與地

區空間調整、實質建設、公共設施需求、環境保護、人口預測、土地權屬形態及

土地所有 權人個人之經濟目的，皆有著密切關係，這些因素實際關係著土地開

發的時機、區位、總量、成本與品質。因此，成長管理著重土地開發與公共設施

供需與地方財政、土地開發與環境生態、經濟發展與土地利用之合理與社會公平

正義，從而引導土地開發至區位與時序，以提升環境及生活品質。 

換言之，成長管理係建立在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的基

礎上，用來規範土地開發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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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管理通常透過規劃的方法，配合管理

的策略與技術工具，來規範都市發展及土地開發的區位、時序、速度、總量及品

質，同時考量 公共設施的服務水準及成本，來執行土地使用管理與公共設施配

置等多目標的土地使用政策。 

                                                 
48
 國土計畫子計畫 8-未來國土空間發展之研究，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95 年，頁 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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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理念演進 

「成長管理」的理念最早可追溯到 1950 年代，美國一些州郡所實施的土地

使用管制的手段來解決都市發展所面臨的土地開發的課題，透過州立法授權州以

下行政體系有自主的權力，因地制宜以面對地方計畫帶來的環境衝擊，例如：加

州、紐澤西州等針對海岸區及特殊資源地區訂定區域成長管理計畫，而地方社區

層次則發展出地方成長管理計畫。其發展過程從早期第一波(1950s-1970)的管制

策略，以保護環境資源為目的。到第二波(1970s 至 1990s)以管理策略提昇生活品

質為目標，其實施之目的在於避免都市蛙躍發展(Leapfrog)49，解決市場失靈，避

免政府失靈，調整公共設施負擔方式，改善都市景觀，以達到提昇土地使用效率

與生活品質之目標。1990 年代中期，成長管理進入第三波-智慧型成長(Smart 
Growth)時期，以新都市主義(New Urbanism)之概念，強化都市可居住性，提升都

市空間之使用效益，接續第二波之目標，紓緩蛙躍發展壓力，引導人口及產業回

流為目的。換言之，在整個制度的設計上，是以"均衡成長"(Balanced Growth)之
概念，協調解決公平與效率之問題，進而達到資源永續利用之目標。其主要內涵

可歸納如下： 

(一) 技術運用：仍以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規則為實施之基礎，為避免管制策

略所可能產生之負面效果，便採取多目標策略組合之方式，形成管理效

果，解決地方發展問題。例如以總量管制與階段性成長方案 來影響土

地開發之區位、時序與速度，同時為避免採取上述方案導致土地供需失

衡，造成房價上漲。所以，以平價住宅政策解決住宅機會公平之問題。 

(二) 政策選擇：為兼顧土地資源保護與經 濟發展需求之均衡，一方面引導

成長到適當地區，避免破壞重要環境資源；另一方面，提供土地開發誘

因，刺激經濟成長，使得環境保護政策與經濟發展政策達到平 衡。 

(三) 財政：考量地方財政支出能力與公 共設施需求之均衡，透過公共設施

之提供，來指導並引導都市發展，進而控制土地開發速度、總量與品質，

並以成長付費之方式，企圖達到財政平衡與稅賦公平之效 果。 

(四) 制度形成：成長管理之成功，主要 來自環保聯盟、民眾參與、與政府

首長之支持。在執行上，使得土地使用決策有走向中央化之傾向，由州

政府透過獎懲措施，要求各層級政府與計畫間達到執行一致 性之要求，

同時協調政府間配合政策之推動，提昇計畫可行性與行政部門之執行成

效。 
  

                                                 
49「95 年度國土規劃總顧問案：國土規劃成長管理策略、機制與配套措施成果報告」，楊重

信，民國 96 年，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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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相關制度工具 

源自美國成長管理運動，係為修正或彌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缺失，以有效引

導都市成長、避免空間無序地擴張與蔓延。其核心理念在於，考量一地區之環境

容受力(Carrying Capacity)，從空間與時間動態調控之觀點，策略性地運用各種管

理工具，以規範實質發展的型態、區位、總量、品質及速率，使之能與公共設施

服務能力相配合。 

本計畫先就都市成長限制線(UGB)、充足的公共設施(AFP)、土地儲備制度與

績效標準，此四個與成長管理密切相關之制度工具簡要說明。從分區之劃設所欲

達成的緊密發展，創造合宜的都市生活品質為起始，依序說明維護生活品質的充

足的公共設施、提升土地使用效率的土地儲備制度，以及提供各項制度工具因地

制宜發展及運作的績效標準，期透過此四項制度工具之觀察，作為本計畫國土成

長管理策略及工具擬議之參考。 

一、都市成長限制線(Urban Growth Boundary；UGB) 

都市成長限制線為一種劃設分區(zoning)的制度工具，主要原理為提供道路、

用水、學校、住宅等都市服務範圍(urban service area)於限制線內，以鼓勵集約、

連續的發展，達到合理的公共服務成本效益，並於限制線外嚴格限制做資源使用

或低密度的住宅，以維護農地、森林及對環境敏感等不宜發展的土地。一般而言，

都市服務範圍較都市成長限制線有彈性，因為該範圍之劃設主要是依據公共設施

的服務範圍，但都市成長限制線則是在服務有效供給的考量之上，加入更多政策

性的目標，且若要發揮該制度工具之效，亦須結合其他制度工具（例如：鼓勵填

入式發展，或是採取包容性分區、縮減最小建築面積之規定），以避免集約發展

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Nelson et al. ,1995)。 

美國的奧勒岡州為實施都市成長限制線最為人所稱道者，係由該州的指導綱

要指出，州政府應依照州法案規定之評估標準，將土地分為一至四等級，分別為

都市預留土地(Urban reserve land)、例外土地(Exception land)、邊緣地區土地

(Marginal land)與農林土地(Farm or forest land)，而都會區議會則會每六年檢討既

有的都市成長限制線，評估是否能容納未來 20 年的人口及就業成長，若無法滿

足未來發展之需求，都會區議會將先與各縣市政府研商提高限制線內土地使用效

率的方法，如縮減最小建築面積之規定、增加公共設施之投資、進行棕地再發展

等，以提供更多居住及就業需求之容量，但若仍舊不足以容納未來的成長需求，

則將依序從第一級土地開始拓展都市成長限制線，各級土地之定義如下 50： 

  

                                                 
50 參考 http://www.oregonmetro.gov/urban-growth-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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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級：都市預留土地 

位於既有都市成長限制線之外的土地，被指定為未來 50 年（至 2060 
年）可容納成長之地區，使土地所有權人、開發商及政府對未來的發展能夠

有所預期，而鄉村預留土地(rural reserves)則是在都市成長限制線外，至少 50
年不得做都市發展之用。 

(二) 第二級：例外土地（或稱非資源土地，non-resource land） 

例外土地雖同樣緊鄰都市成長限制線，但其並非屬農林用地、也沒有被

指定為都市與鄉村預留地之土地，此外，當有一非高價值之農林用地完全被

例外土地包圍時，也一併納入例外土地。 

(三) 第三級：邊緣地區土地 

邊緣地區土地為都市預留土地與例外土地之外的地區，允許居住單元在

特定農業使用之土地上，然唯 Washington 郡有此分類。 

(四) 第四級：農林土地 

在非屬於都市或鄉村預留土地的農林土地中，具有較高生產力者為最後

納入都市成長限制線的土地。 

二、充足的公共設施(Adequate public facility) 

充足的公共設施綱要(Adequate public facility ordinance, APFO)，或稱同時性

管制(concurrency regulation)，為一在既有可得且必須之公共設施（服務）的基礎

上，界定新興發展的土地使用管制工具，意即針對新興發展的時機(timing)進行管

理，以確保新興發展帶來的人口，可以獲得所需之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一般而言，

推行充足的公共設施綱要主要的目的包含： 

(一) 將關鍵的公共設施及服務，其型態、數量、區位、密度、速率與時機與

新興發展連結； 

(二) 適當地管理新的成長與發展，以避免超過服務所能提供之容受力； 

(三) 因應新興發展之需求，調整公共設施及服務； 

(四) 鼓勵填入式發展與再發展，避免產生蔓延或蛙躍的空間發展型態； 

(五) 鼓勵更有效使用公共設施的發展型態，如新都市主義或大眾運輸導向之

發展； 

(六) 新興發展所需提供之公共設施及服務，不能減損既有人口所享有之公共

設施服務水準； 

(七) 為新增人口所需必要之公共設施，提出提供的途徑或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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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既有研究認為，APFO 所導致的延遲發展，將會使尚未開發之土地的價值，

受到時序的影響而減少，但另一方面，減緩人口的成長所帶來的外部效益，卻也

可能彌補了該缺失，且新的住宅供給受到延遲而減少，將會對既有的住宅價格產

生調漲的壓力，在動態土地市場中的參與者，則可能受到逐漸升高的管制風險，

減少土地的競價購買、或在管制實施以前加速新興的發展。 

三、土地儲備制度(Land banking system) 

土地儲備制度為一種透過縣市政府取得並重組土地所有權，於短、中長期間

為公共目的策略地儲備及運用的過程。此一概念起源於 1960 年至 70 年代美國的

都市規劃者，主張城市或鄉鎮應取得位在都市邊緣閒置的綠地，作為未來長期規

劃並控制都市蔓延的策略，也因此被視為另一種藉由人為控制、穩定地方土地交

易市場的土地使用規劃方法，但時至今日，在都市發展脈絡中，土地儲備制度則

轉變成促進都市再發展的工具，特別是針對沒有被適當管理的閒置、遺棄或進而

劣化的土地(Sliva, 2011)。一般來說，土地儲備是經由州政府立法授權給縣市政

府，據此提出指導綱要(local ordinance)，讓既有的政府部門或新成立的法人團體

擬定土地儲備方案，使有待改善的土地透過取得、移轉至適合的權利關係人，在

縣市政府的土地使用目標及優先順序之下，做有效率的生產性使用。 

儘管不同州政府有其特定的法令授權結構、運作型態、資本投入及目標等，

成功的土地儲備制度皆具備以下五點特徵 51： 

(一) 策略性地連結稅收與喪失抵押品回贖權 (Strategic links to the tax 
collection and foreclosure process) 

閒置或被遺棄的土地最顯著的共通點為逃漏稅(tax delinquency)，這也是

為何近乎所有的土地儲備制度皆會建立與稅收相關之喪失抵押品回贖權機

制，作為取得土地的主要來源。該策略在某些社區特別有效，如造成閒置土

地的主要因素為無效的土地喪失抵押權，或者因為有法令的授權、縣市政府

間的協議或政策引導，使得喪失抵押權在執行上幾乎沒有成本的情況下；此

外，雖然拍賣可以為具市場交易潛力的土地創造正面效益，但卻幾乎無法避

免投機的情況發生，因此土地儲備制度為一取得並轉換稅收喪失抵押權、作

生產性使用的關鍵角色。 

(二) 積極回應地方土地使用目標的運作(Operations scaled in response to local 
land use goals) 

無論其運作規模的大小，成功的土地儲備制度必須要能夠在支持地方土

地使用目標及社區需求的前提下，建立取得及處置的策略，並受到社區、地

方及區域政府再生計畫的引導。  

                                                 
51 參考 http://www.communityprogress.net/land-banking-faq-pages-44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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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時應受到政策引導、公開透明且能有效課責 (Policy-driven, 
transparent, and publicly accountable transactions) 

公開建立優先順序、政策及程序，以指導所有的行動，使土地儲備制度

在相關法令及政策確立之後才予以執行，並透過網路或其他管道，提供完整

且最新的資訊，以維持公開透明、能有效課責的執行品質。 

(四) 與住戶及其他社區的利害關係人建立協作關係 (Engagement with 
residents and other community stakeholders) 

由於土地儲備制度的執行直接影響者，為在地的居民或社區，因此建立

一套有創意、一致的途徑，提供充足資訊、建立協作關係，同時賦予居民協

助擬定土地儲備制度介入長期發展的權利，無論是建立社區建議委員會、或

者定期舉辦鄰里會議，土地儲備制度應採取最適當的途徑，實踐包容、協作

及賦權。 

(五) 有效銜接其他地方、區域性制度工具和社區方案(Alignment with other 
local or regional tools and community programs) 

由於土地儲備制度為一支持地方土地使用目標的制度工具，因此必然要

與其他制度工具及方案協調、配合，如稅收的執行、法案的擬定、鄰里的投

資或以社區為基礎的規劃等，使其能在公私部門、非營利組織間多元的合作

關係中，有效輔助以達成共同的目標。 

四、績效標準(Performance standards) 

績效標準作為成長管理的工具之一，最主要的作用在於界定所欲發展的品質，

藉由以績效為基礎(performance-based)的提案，並加以量測與控制該提案可能帶

來的影響，最後進行合適性的評估，為績效標準的主要原理，有別於土地使用分

區的被動管制。此一概念早在 1950 年代的美國，即有幾座城市將之應用在工業

區的劃設，然隨著時空環境的變遷，規劃者的不斷嘗試、實驗，以創造更有彈性

的、符合目標的設計與建造，並於發展許可的過程中提供更多可預期的結果，已

呈現出多元的應用型態；如融合品質評估的計畫發展單位 (Planned Unit 
Development, PUD)，或是針對工業可能帶來的噪音、光害、震動或廢氣排放，訂

定工業標準(Industrial standard)，以及 1970 年代初期，美國各地社區將績效標準

納入土地使用分區的許可，部分以較複雜的評分系統(Points system)、其餘多採較

簡單的標準評量，以彈性分區(Flexible zoning)達到發展品質的管理。 

此外，在加州的 Petaluma 藉由以績效為基礎的評分系統，界定各發展提案

的優先順序，紐約的 Ramapo 則是將評分系統結合公共設施興建的時程，為新興

的發展提供充足的公共設施，為績效標準最被廣泛應用之處，包括為新興發展所

需新增的公共設施容量，提出衡量的標準外，亦需為各項公共設施的服務水準界

定標準。另在加州的 Chula Vista 則是將績效標準作為發展提案所需符合的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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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包括環境標準、公共設施的服務水準等，最後則有設定標竿作為可量測的

目標，用以引導發展。經由前述，有關應用績效標準的成長管理，主要目的大致

可分為以下二類： 

(一) 藉由設定標竿或門檻，將政策具體界定、了解執行各選項可能產生損失

與獲益，以彰顯社區願景與規劃目標之間的核心焦點； 

(二) 為土地使用分區、其他發展管制或發展協議提供特定的評估標準，以為

評估或決議發展提案的指導。 

前述雖說明績效標準對成長管理具備的潛在價值，且藉由量化指標評估發展

的品質，亦提升其應用的可行性與可預測性，然標準之界定必然受到許多主觀經

驗決定，甚至某些指標亦難以量化衡量，以致於通常無法成為最終的決策依據，

故績效標準仍將是一高度隨時空環境調整的制度工具(Porter, 1996)。綜合前述，

在成長管理理念下，不同制度工具扮演的作用雖各自有別，但從基本原理乃至於

運作邏輯，皆具備部分成長管理強調的型態、區位、總量、品質及速率等內涵。

本計畫國土成長管理策略及工具之擬議，將適度參考之。 

參、美國推動經驗 

成長管理制度源自 1950年代的美國，以州作為政策推動及實踐的空間單元，

除制定全州性的規劃法案，並試圖將成長管理精神融入各個地方計畫體系中，隨

著時代演進，迄今各州已發展出許多策略及工具。 

本計畫探討國外成長管理推動經驗之目的在於，剖析其策略及制度配套重點，

作為臺灣國土成長管理工具研議之參考，以強化國土計畫之指導性、調適性、活

力、適居性、協調性、連續性，達成「安全、有序、和諧」之國土空間發展願景。

爰此，本本計畫以美國奧勒岡州(Oregon)、馬里蘭州(Maryland)、佛羅里達州

(Florida)等普遍認為成功案例作為觀察對象。奧勒岡州在 1973 年即透過土地保護

與發展法案(Oregon Land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Act)，確立成長管理的政

策基調，2016 年更針對全州性計畫目標進行修正，特別關注氣候變遷所隱含的

環境風險，對於受天然災害影響甚多的臺灣而言，值得借鏡。馬里蘭州自 1950
年代以來，即受到人口快速增長、都市蔓延而大幅消耗農地的挑戰，因此 1992
年透過經濟成長、資源保護與規劃法案(Economic Growth,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Planning Act)，宣示成長管理之決心，對於臺灣在城鄉蔓延的議題處理上，有參

考價值。佛羅里達州則於 1972 年推動環境土地雨水資源法案 (Florida 
Environmental Land and Water Management Act)，在傳統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上，

採行多元彈性的作法，值得臺灣國土成長管理策略工具研議之參考。 

本計畫就所蒐集的奧勒岡州、馬里蘭州、佛羅里達州之成長管理推動機制，

與我國之國土規劃所強調的指導性、調適性、活力、適居性、協調性、連續性，

扼要進行交叉分析（詳參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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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成長管理案例分析：達成國土空間發展願景的可能途徑（初步分析） 
國外經驗 

 
國土願景 

美國奧勒岡州 美國馬里蘭州 美國佛羅里達州 

指導性 

州層級之規劃指導原則 
規劃支援補助金 
地方若未配合，州政府可

凍結縣市政府徵稅權力 

州層級之空間願景 
規劃支援補助金 

州及區域規劃法案 
成長管理法案 
地方綜合計畫之規劃支

援補助基金，若未符州與

區域目標，則暫緩提供 

調適性 土地保護與發展法案 經濟成長、資源保護與規

劃法案 
環境土地與水資源管理

法案 
活力 都市成長管制線 都市成長管制線 土地使用績效管制 

適居性 都市成長管制線 都市成長管制線 開發許可之核發以公共

設施完備為關鍵考量 

協調性 

區域計畫協調並確立計

畫間的一致性 
使用州政府基金之地方

建設計畫必須和州政府

授權的地方綜合計畫一

致，否則將被否決 

區域計畫協調並確立計

畫間的一致性 

連續性 計畫定期檢討 計畫定期檢討 計畫定期檢討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1) Oregon Department of Land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2010) 

Oregon’s Statewide Planning Goals and Guidelines. (2) Department of Legislative Services 

Office of Policy Analysis Annapolis, Maryland (2009) Update on Smart Growth and 

Planning Policy in Maryland. (3)New Jersey Office of State Government (1997) Statewide 

Planning & Growth Management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4) 賴宗裕(1998)國土開

發與成長管理制度之研究，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肆、國土規劃導入成長管理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確保國土防災及應變能力，促進國土資源之合理利用，

並強化國土整合管理機制，本計畫基於《國土計畫法》第六條明定之國土規劃基

本原則，檢視相關國際公約及國際性規範，考量我國自然條件及水資源供應能力，

據以研析全國、直轄市及縣（市）因應氣候變遷之土地使用與城鄉發展策略方針，

作為國土成長管理策略之指導。盱衡相關國際公約及國際性規範，包含：京都議

定書(Kyoto Protocol)、以及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聯合國人居署(UN-Habitat)等國際組織就氣候變遷所研

提之報告，作為成長管理策略方針研議之重要參據。相關國際公約及規範，說明

如下。 

一、京都議定書 

制定於民國 86 年的京都議定書，原為民國 81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的補充條款，

目標在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確保生態系統能夠順利地適應氣候變遷，同時兼

顧安全的糧食生產與經濟的永續發展。相關條文內容的實踐，將直接或間接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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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型態的改變，包括更為緊密的都市發展、更加注重實際需求與環境考量

之公共設施提供。 

二、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報告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是附屬於聯合國下的跨政府組織，自民國

79 年開始，定期針對全球氣候變遷趨勢、影響及相應的減緩與調適策略進行評

估，並為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提供必要的科學技術諮詢。在民國

103 年 IPCC 出版的最新報告中，除就氣候變遷減緩及調適，研提各層級與部門

在策略上可採行的政策工具，並且提供了土地使用規範、土地管理與取得、市場

為基礎等具體做法及案例，作為各層級政府土地使用部門之政策參考。 

三、聯合國人居署(UN-Habitat)報告 

聯合國人居署於民國 105 年提出的世界城市報告(World Cities Report 2016)，
以「都市化與發展：新興的未來(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Emerging Future)」
為主題，呈現了數個未來都市應探討的議題，並鼓勵城市朝向其建議的方向，使

居民能夠享受有尊嚴的生活。報告中，特別強調永續、彈性且包容的城市治理途

徑，諸如強而有效的領導、土地使用的規劃、管轄權之間的協調、包容的公民參

與、以及面對氣候變遷的財務效率，對於本計畫欲研提之國土成長管理策略，具

有相當程度之啟發。 

本計畫參酌前述國際規範及公約所提之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措施，並且考量

我國自然條件及水資源在總量及區位上的供應能力，研提國土成長管理策略方針，

作為全國及各直轄市、縣（市）土地使用與城鄉發展策略之指導。 

國土成長管理策略方針，包括下列五點： 

(一) 以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策略作為國土成長管理核心觀念。 

(二) 國土空間發展型態以適度的集約發展與和諧的城鄉關係為原則。 

(三)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城鄉發展之區位及優先順序須考量區域適性發展。 

(四) 城鄉發展質量必須兼顧時間與空間之動態調控。 

(五) 彈性之土地使用管制。 

爰此，本計畫於國土規劃過程中，導入成長管理觀念（詳參圖 6-1），提出三

個主要方向，做為後續成長管理策略及相關配套工具研提之準據： 

(一) 針對國土空間發展策略及構想，從國土成長管理角度，提出對應之行動

方案，包括成長管理之策略方針、策略重點、策略配套與執行工具。 

(二) 衡諸國土計畫作為國土空間架構之協調平台，所研提之成長管理策略，

必須與各部門空間發展策略，相互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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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計畫強調共識凝聚過程的策略式規劃，因此，將透過諮詢委員平台、

專家顧問會議、以及座談會之指導，確立國土成長管理策略。 

 

圖6-1 國土規劃導入成長管理之過程 

此外，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3 條所載，成長管理係指「為確保國家永續發

展、提升環境品質、促進經濟發展及維護社會公義之目標，考量自然環境容受力，

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與財務成本、使用權利義務及損益公平性之均衡，規範城鄉發

展之總量及型態，並訂定未來發展地區之適當區位及時程，以促進國土有效利用

之使用管理政策及作法。」是以，我國的國土成長管理機制，立基於三大原則： 

1. 價值觀念：確保環境品質、經濟發展、社會公義之國土永續發展。 

2. 管理範疇：調節發展總量、區位、型態、速度、品質之國土成長。 

3. 制度設計：兼顧國土願景、概念前瞻、體制現實之因地制宜作法。 

爰此，本計畫秉持上述價值觀念、管理範疇、制度設計等三大原則，研提因

應國土空間發展策略之國土成長管理策略及制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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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土成長管理策略 

依據前述國土成長管理策略方針之指導，本計畫就全國農地、城鄉發展及產

業發展之總量、區位及優先順序，以及相應之環境品質提升與公共設施提供，研

提五項成長管理策略指導原則，茲分述如下。 

壹、應以整體發展為原則，落實總量管制 

按《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第 6 款規定，未來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照

全國國土計畫內有關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條件、劃設順序、土地使用指導事項等，

劃設各轄區內之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因此，於各縣（市）對於其轄區內各功能分

區及其分類劃設面積、區位、整體比例的掌握及瞭解下，應遵守成長管理策略。

本計畫初步就各分區研擬之成長管理策略如下： 

一、擬定城鄉發展需求之發展總量，並進行總量管制 

衡諸全球氣候變遷、經濟全球化以及臺灣社會經濟轉型，本計畫將由城鄉發

展用地及產業用地之總量動態調控，探討全國、直轄市、縣（市）國土之城鄉與

產業發展區位與優先順序。內容包括：（1）空間資料蒐集、分析與預測成果，分

析國土空間發展之趨勢與現實；（2）配合部門發展需求及部門空間發展策略，建

立產業用地及城鄉發展用地之總量動態調控機制。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照城鄉發展區之劃設條件（詳見表 6-2，劃設符

合需求之發展總量。 

表6-2 城鄉發展地區分類劃設條件表 
分區分類 劃設條件 

城

鄉

發

展

地

區 

第一類 
實施都市計畫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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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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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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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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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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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城鄉發展地區總量供給過剩，在劃入城鄉發展地區後，應使用成長管

理執行工具進行總量控管。本計畫首先說明城鄉發展用地之現況及未來推估空間

用地總量，此外，為促進經濟發展及產業用地合理配置，應就產業發展用地現況，

參照相關部門計畫擬定產業發展用地總量。 

(一) 城鄉發展用地總量 

1. 城鄉發展用地現況 

目前臺灣共有 437 個都市計畫區，其總面積加總為 482,537 公頃，

各縣市之都市計畫區數以及都市計畫區面積詳列如表 6-3。此外，在各

縣市非都市土地核發開發許可的總面積如表 6-4 所示，經由內政部區域

計畫委員會審查通過核發開發許可之總面積為 29,194.53 公頃，而透過

各縣市縣市政府審查通過，核發開法許可之總面積則是 4,207.73 公頃，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與各縣市政府，總計核發開發許可之面積為

33,402.26 公頃。 

表6-3 各縣市都市計畫統計表 
縣市 都市計畫區數（區） 都市計畫區面積（公頃） 

臺北市 1 27,180 

新北市 46 124,711 

基隆市 1 7,406 

新竹市 6 4,614 

桃園市 3 32,389 

新竹縣 16 5,454 

宜蘭縣 20 7,657 

臺中市 34 53,482 

苗栗縣 20 7,759 

彰化縣 31 387 

南投縣 22 12,648 

雲林縣 25 9,780 

高雄市 32 41,849 

臺南市 41 52,505 

嘉義市 3 6,169 

嘉義縣 28 18,121 

屏東縣 30 16,517 

澎湖縣 6 1,063 

花蓮縣 19 12,340 

臺東縣 17 87,66 

金門縣 1 15,537 

連江縣 5 3,203 

資料來源：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國家發展委員會，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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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 各縣市核發開發許可面積統計表 
單位：公頃 

縣市 內政部審查許可面積 縣市政府審查許可面積 總面積 

臺中市 1,903.99 409.18 2,313.17 

臺東縣 941.63 51.65 993.27 

臺南市 3,451.72 424.97 3,876.69 

宜蘭縣 691.10 277.85 968.95 

花蓮縣 1,142.52 92.70 1,235.23 

南投縣 562.20 168.39 730.58 

屏東縣 1,302.18 337.98 1,640.16 

苗栗縣 1,337.97 528.33 1,866.30 

桃園市 4,324.69 228.35 4,553.04 

高雄市 3,385.34 409.66 3,795.01 

基隆市 42.66 7.89 50.54 

雲林縣 2,306.38 89.80 2,396.18 

新北市 1,785.42 486.53 2,271.95 

新竹市 188.21 86.93 275.13 

新竹縣 2,613.59 272.58 2,886.18 

嘉義縣 1,414.09 152.60 1,566.69 

彰化縣 1,727.40 89.82 1,817.22 

澎湖縣 73.44 92.53 165.97 

總計 29,194.53 4,207.73 33,402.26 

註：1.營建署自 96 年建置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系統，早期相關開發計畫資料

建置未盡完全，表格提供僅就審議系統資料庫內容匯出之統計。 

2.後續因相關原因廢止原開發許可或直接轉為其他興辦事業使用，未能顯現於表格。 

資料來源：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系統，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6 年 

2. 人口與住宅現況 

(1) 人口轉為負成長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5 至 150 年）」

報告 52，國內人口成長率逐年下降，根據不同生育水準假設，人口

負成長預估於民國 110 至 114 年間發生，最高峰人口數預估介於

2,366 萬人至 2,381 萬人，依其「中推計」結果，總人口將由民國

113 年達到高峰 2,374 萬人。且因育齡婦女人數持續減少，即使未

來國人生育率能再回升，國內總人口數轉為負成長已然是無法避免

的趨勢。 
  

                                                 
52 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5 至 150 年），國家發展委員會，民國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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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口分佈集中於都會地區 
基於地理環境因素，國內人口的空間分佈約有 70%的人口集中

於西部平 1 坦地區，以臺北、臺中及高雄都會區為主要成長中心，

特別是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

市等都市中心周邊的衛星市鎮成長尤為快速，空間極化現象明顯。 
而人口密度以臺北市最高，每平方公里達 9,929 人，相對於臺

東縣每平方公里僅 63 人，顯示出國內各地人口密度呈現出極大差

異性。 

(3) 高齡少子化的人口趨勢 
國內生育率持續下滑，從民國 80 年平均 1.72 人，降至民國 104

年僅為 1.18 人，0～14 歲幼年人口比例 10 年內下滑 4.55%，國內

平均幼年人口比例為 14%。 
隨著生育率的降低與國人壽命延長，使老年人口比例有上升趨

勢，自民國 82 年起，國內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已達 7.10%，已

超過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的高齡化社會門檻（7%），至今高齡

化趨勢仍持續攀升；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民國 105 年「中華民國人

口推計（民國 105 至 150 年）」報告，預估在民國 115 年老年人口

比例將占總人口的 20%，屆時將成為超高齡社會。 

(4) 戶量逐年降低、戶數逐年增加趨勢 
國內平均戶量從民國 91 年每戶 3.25 人降到民國 104 年每戶約

2.77 人；由家戶結構來看，以小家庭居多，並有逐年成長現象。 

(5) 住宅供需情形 
民國 99 年底國內住宅數約 807 萬 5 千宅，其中以新北市最多，

達 149 萬 6 千宅占 18.5%，其次為高雄市計 99 萬 9 千宅占 12.4%，
再次依序為臺中市計 94 萬 2 千宅占 11.7%，臺北市計 91 萬 7 千宅

占 11.4%，桃園市計 73 萬 3 千宅占 9.1%。 
至於空閒住宅數部分，全國約 156萬宅，其中仍以新北市最多，

達 32 萬 9 千宅，其次為臺中市之 19 萬 9 千宅及高雄市之 17 萬 6
千宅。若以空閒住宅率來分看，則以基隆市 25.2%最高，金門縣

24.0%居次；花蓮縣 23.3%、宜蘭縣 22.8%及澎湖縣 22.1%再次；而

以臺北市 13.4%最低，其次為連江縣 14.9%及屏東縣 16.0%。 

3. 人口及住宅總量 

(1) 人口總量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民國 105 年「中華民國人口推計（民國

105 至 150 年）」報告，以民國 104 年底男、女性單一年齡戶籍人

口數做為基期，加入出生、死亡及國際戶籍淨遷移等假設（將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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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率設定高、中、低三種假設，而死亡及國際遷徒則僅設定單一假

設）。將每個人的年齡逐年遞增，推算出未來男、女性單一年齡人

口數出生、死亡及遷移假設。其中「中推計」係假設民國 125 年總

生育率達 1.2 人情況下進行推計（按：一般認為總生育率 2.1 人係

人口長期維持不變之人口替代水準）。依據中推計之模擬結果，民

國 113 年人口總量達到高峰 2,374 萬人後轉為負成長，民國 115 年

之人口總量為 2,372 萬人，故本計畫以該總量作為計畫目標年（民

國 115 年）之人口總量，並據以進行各直轄市或縣（市）人口總量

之分派作業。 
本計畫以各直轄市或縣（市）之現況人口、住宅吸引、交通成

本、產業發展狀態等，推估直轄市、縣（市）人口總量之發展趨勢；

亦即本次推估過程，將住宅吸引、產業經濟吸引及環境容受力等納

入考量，以推估未來各直轄市、或縣（市）人口總量，俾為各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辦理土地使用規劃之參考基礎。因澎湖、金門

及連江等離島地區與臺灣本島之地理空間區位並非連續，又地區發

展有其獨特性，離島地區爰未透過前開分派模型進行人口總量推估，

另採趨勢法推估，相關推估結果如下： 

(2) 住宅需求總量 
本計畫於下列假設下，進行計畫目標年之住宅需求推估： 
計畫目標年（民國 125 年）人口總量：國家發展委員會民國 105

年「中華民國人口推計（民國 105 至 150 年）」報告之人口「中推

計」結果，以 125 年 2,309 萬人為人口總量。 

A. 戶數：依據 80～90 年戶數成長，按線性、對數、多項式等

迴歸模型進行推估後，以民國 115 年全國戶數為 1,000 萬戶

之預測值進行估算。（根據假設一、二、推估未來民國 115 年

戶量將減少至 2.36 人/戶）。 

B. 自然空屋率：依據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3 年「低度使用住宅

及新建餘屋資訊統計分析與發布委託服務案」研究成果，以

房屋稅籍資料及臺電用電資料進行篩選，現況臺灣低度使用

（用電）住宅比例約為 10.3%。本計畫參考其數值設定自然

空屋率為 5%。 

C. 住宅的容積率：都市計畫地區將依據各直轄市、縣（市）設

定不同容積率；非都市土地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與

丙種建築用地分別設定為 240%、240%、120%。 

D. 每戶樓地板面積：依據民國 103 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設定

各直轄市、縣（市）目標年之每戶建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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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住宅混合比：國內住宅區混合使用情形相當普遍，參考民國

95 年住宅狀況調查報告書，進行各直轄市、縣（市）住商混

合情形之假設。 

(3) 「計畫人口」與調整「住宅需求總量」原則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擬定各該國土計畫時，得參考下列原

則研訂計畫人口及「住宅需求總量」： 

A. 配合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進行調整。 

B. 配合國家重要建設及產業經濟政策需要，得酌予提高，惟仍

應考量環境容受力配合情形。 

C. 配合環境資源保育及永續發展政策需要，得酌予調降。 

依據前項城鄉發展用地之現況面積以及各項假設進行推估，目前城鄉發

展用地之總量已足夠供給民國 125 年之需求。民國 125 年之住宅需求量約為

1,029 萬戶，而目前住宅供給量約為 1,271 萬戶，顯示既有都市計畫及非都

市土地之住宅存量，仍可滿足計畫目標年（民國 115 年）之住宅需求。 

(二) 產業發展用地總量 

依國土計畫法的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土地劃分為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

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等四類型。其中國土保育地區非屬開

發區，海洋資源地區亦不適宜產業用地開發，故未來如擬增加產業展用地供

給時，須利用城鄉發展地區或變更農業發展地區土地。惟農業發展地區以確

保基本糧食安全為原則，保護重要農業生產環境及基礎設施，並應避免零星

發展，而城鄉發展地區以集約發展、成長管理為原則，以創造寧適和諧之生

活環境及有效率之生產環境，確保完整之配套公共設施。因此，未來產業發

展用地擬擴充時，須與農業發展區及城鄉發展區相互競合，產業用地的供給

將日益珍貴且稀少。在此成長管理策略當中，將產業發展用地總量獨立分析

討論，以期產業發展用地之總量能受嚴格管控，使產業發展用地發揮最大效

益，以促進經濟成長。 

根據各部門所提出之部門空間發展策略，經本計畫整理後，下文將概述

產業發展用地之現況供給，並提出初步之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 

1. 產業發展用地 

(1) 發展現況 
截至民國 104 年底，我國都市計畫工業區約為 21,039.06 公頃，

非都市丁種建築用地則約為 22,740.204 公頃，合計約 43,779.264 公

頃。其中，以中區工業區與產業園區土地面積總和最高，計為 37,163 



467 

公頃。另從目的事業設置者觀之，根據民國 104 年的產業用地政策

革新方案（核定本），各類產業用地發展情形如下： 

A. 依獎勵投資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及產業創新條例（以下分

別簡稱獎投、促產及產創條例）編定之工業區：經濟部編定

工業區計 62 處，面積 13,389 公頃，為產業發展之主要推動

力；縣市政府設置管轄計 17 處，面積 2,792 公頃；民間編定

開發計 94 處，面積 5,499 公頃。 

B. 依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設置之加工出口區：經濟部設置

共 10 處，面積 530 公頃。 

C. 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開發設置之科學工業園區：科

技部（原國家科學委員會）開發設置計 13 處，面積 4,702 公

頃。 

D. 環保科技園區由環保署依環保科技園區設置推動計畫設置，

共計 4 處，面積 123 公頃。 

E. 依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開發設置農業生技園區：由行

政院農委會、縣市政府設置，計 3 處，面積 504 公頃。 

F. 自由貿易港區由交通部依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設置，

共計 7 大港區，面積 1,386 公頃。 

G. 根據 100 年工商普查調查資料：由政府規劃設置之工業區、

科學園區、加工出口區及自由貿易港區共吸納約 1 萬 7 千間

廠商進駐，創造約 90 萬個就業機會，為國內製造業貢獻約

7.9 兆元之生產總額。 

H. 另外，由於一般倉儲業及科學園區用地需求較廣闊，需要大

面積規模用地，且兩者之主管機關不同於一般工業製造業，

因此本計畫將兩者獨立討論，並整理為以下兩點。 

2. 一般倉儲業用地 

(1) 發展現況 
面對國內零售通路多元化，實體與虛擬銷售的積極布局及新興

商業服務模式的興起及消費水準大幅提升，所產生的快速、多元化

物流倉儲服務需求，須結合科技推動我國智慧物流發展，建立高效

率及健全的倉儲服務，以支援我多元零售通路及產業升級轉型，提

升國際競爭力，進而拓展供銷物流商機與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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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經濟部將從協助一般倉儲業提高物流服務的附加價值著

手，輔導業者善用智慧管理與調度機制，進行庫存與資源的最適化

管理，以提升作業效能，發揮用地坪效。 
目前由政府推動適合倉儲業營運之產業園區（或地點）如下： 

A. 北部：桃園市推動之沙崙產業園區、桃園航空城計畫產業專

區。 

B. 中部：臺中市烏日產業專用區。 

C. 南部：臺南市新營、永康交流道產業園區，高雄市小港航空

貨運園區和成功經貿園區等。 

(2) 一般倉儲業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縣（市）分派數量 
本計畫以經濟部產業（服務業-一般倉儲業）部門空間發展策

略作為參考，考量我國批發零售業產業（含電子商務）區域佈局，

以及鄰近縣市用地供給均具替代性情形下，因應我國批發零售產業

的發展及倉儲更新擴增，所可能產生的用地需求，扣除目前業者營

運使用面積後進行推估，北部地區分派數量約 147 公頃、中部地區

分派數量約 21 公頃、南部地區分派數量則約 42 公頃。預估至民國

109 年尚須增加約 76 萬坪使用面積，土地需求面積約 210 公頃以

上。 
以轉運功能為主的倉儲業，多設立於國際交通便利之處，包括

國際機場與國際商港，目前我國倉儲業分佈地區，以經營家數區分

以新北市、臺北市、高雄市、桃園市、臺中市與基隆市居多，這些

地區對倉儲用地需求亦最為殷切。未來應配合產業實際用地需求，

進行總量檢討，並依國際間產業發展變動及國內業者實際使用情況，

修正各區域倉儲業用地需求分派數量。 

3. 科學工業園區用地 

(1) 發展現況 

A.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轄屬六個園區基地，分別是新竹、竹南、

銅鑼、龍潭、宜蘭與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總開發面積 1,342
公頃，發展現況分述如下。 

a. 新竹園區 

民國 69 年 12 月 15 日設立，為我國第一個科學工業園

區，最早設立的新竹園區主要橫跨新竹市與新竹縣，面積約

6.5 平方公里，園區主要分三期開發，第一期開發面積約 210
公頃，闢建員工住宅、實驗中學、大型公園、綠地等公共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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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及產業用地，二期及三期陸續開發高科技產業用地，滿足

科技產業發展之需求。有鑒於三期開發之工業用地使用已趨

飽和，且高科技廠商需地殷切，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於民國 85 年起，即陸續展開新竹園區第四期發展用地

作業，經客觀審慎評選後，行政院於民國 86 年核定竹南及

銅鑼基地為新竹園區第四期發展用地。 

b. 竹南園區 

民國 86 年 7 月奉行政院核定為科學工業園區用地，於

民國 88 年 7 月開始動工，土地面積 123 公頃以支援新竹科

學園區發展，同時園區也設置完善之基礎建設及服務措施，

計有兩期共 80 單位標準廠房，可供高科技廠商租用。 

c. 銅鑼園區 

民國 90 年完成用地徵收，政府編列 35 億元經費進行約

350 公頃土地之徵收，並配合交通計畫與高速公路局相互搭

配開發，於民國 96 年 2 月正式開工動土。為提升園區開發

效益及產業發展速度，銅鑼園區開發工程施作亦採同步建廠

方式招商。目前園區開發計畫第一階段已於民國 101 年底完

成，第二階段開發於民國 104 年 6 月完成，可提供 71.38 公

頃建廠用地，第三階段開發於同年 12 月開工，預計民國 106
年 12 月完工後，可再提供約 24.8 公頃的建廠用地。 

d. 龍潭園區 

民國 93 年 1 月 28 日奉行政院核定納入科學工業園區

管理，開發面積為 106.94 公頃（龍潭鄉 99.64 公頃、平鎮市

7.30 公頃），分二期開發，第一期 76.2 公頃，其配置原則為

盡量維持原使用，配置較大事業專用區，保留部分公共設施；

第二期 30.74 公頃，因土地多為山坡地，其配置原則為減少

挖填、大部分規劃為綠地、開放空間。 

e. 生醫園區 

行政院民國 92 年 3 月 28 日核定籌設計畫，園區主要位

於新竹縣六家高鐵場站區的周邊。復於民國 95 年 9 月底由

科技部向行政院提出推動計畫。目前三大核心設施生醫科技

與產品研發中心及經濟部產業育成中心於民國 100 年 5 月

啟用後供廠商進駐，另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生

醫「園區分院」訂於民國 109 年啟用，期藉由三大中心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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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並整合上、中、下游機制形成生醫聚落，期帶動我國生

醫產業規模。 

f. 宜蘭園區 

民國 94 年 5 月 16 日報奉行政院核定籌設計畫，之後通

過開發城南及五結中興兩個基地，已於民國 97 年完成城南

基地私有土地徵收作業，並於 98 年進行開工動土；中興基

地則因地上物補償協調、土地取得等事宜，經濟部無法與臺

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達成協議，爰函行政院建議中止開

發，行政院於民國 102 年 2 月 21 日函復原則同意。城南基

地面積 70.80 公頃，其中廠商用地為 34.82 公頃，主要以引

進通訊知識服務產業及研發型產業為主。 

B.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轄屬五個園區基地，分別是臺中、虎尾、

后里、二林與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總開發面積 1,708 公

頃，發展現況分述如下： 

a. 臺中園區 

行政院於民國 91 年 9 月 23 日核定「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臺中基地及雲林基地籌設計畫書」，整體計畫與開發已十年

有成，目前臺中園區為配合產業發展及扶植在地精密機械產

業，於民國 101 年 7 月經行政院核定臺中園區（大肚山彈藥

分庫）擴建計畫，計畫面積 53.08 公頃，刻正辦理公共工程

及建廠工程開發作業；臺中園區（含擴建基地）總面積約 466
公頃。 

b. 虎尾園區 

民國 91 年核定設置，土地總面積為 96.11 公頃，東側

緊鄰高鐵雲林車站特定區，增加園區發展之優勢。 

c. 后里園區 

民國 94年核定設置，整體以后里及七星兩座基地為主，

兩基地分屬后里區都市計畫區南、北兩側，前者面積為

134.64 公頃，後者為 111.63 公頃，含聯絡道路園區土地總面

積為 255.67 公頃。 

d. 二林園區 

原於民國 97 年核定開發，後因應外在環境變化，進行

園區產業轉型，改以朝向低耗水、低排放產業調整，並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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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民國 101 年 7 月 13 日函復原則同意。另為解決萬興集

水區淹水課題，由水利署於園區範圍外之西南側規劃二座區

域滯洪池，以及配合相思寮徵收撤銷，剔除相思寮聚落及耕

地等，修正計畫面積調整為 631.23 公頃。 

e. 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 

於民國 98 年核定，面積約 258.97 公頃，高等研究園區

全區 90%經南投縣政府劃定為文化景觀區，開發受限，目前

以南核心區招商為主，各項公共工程已陸續完工，將提供完

善與便捷的環境。另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於民國 105 年 1
月 25 日核定「未來優質生活實驗場域規劃與建置計畫」，運

用中興新村花園城市之完善生活空間，將未來新技術產品，

優先在此作為生活實驗場域，促進高等研究園區生活區之整

體開發。 

C.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轄屬二個園區基地，分別是臺南與高雄

園區，總開發面積 1,613 公頃，發展現況分述如下： 

a. 臺南園區 

總面積為 1,043.15 公頃，臺南園區第一期園區於民國 85
年起規劃運作，主要位於臺南市新市區、善化區、安定區間，

開發面積約 638 公頃。至民國 89 年臺南園區一期可供建廠

用地已不敷園區未來之發展需求，另為協助解決高鐵行經臺

南園區一期，受高鐵近距離振動所造成之影響，行政院於民

國 90 年核定臺南園區二期擴建計畫。 

b. 高雄園區 

為因應半導體與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TFT-LCD）產

業建廠所需大面積建廠用地，行政院於民國 89 年 5 月同意

由原台糖公司，於高雄市路竹地區開發之智慧型工業園區，

作為南科路竹園區用地，面積為 569.99 公頃，並於民國 93
年 7 月 27 日路竹園區正式更名為高雄園區。 

(2) 科學園區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縣（市）分派數量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至民國 105 年 12 月底，所轄

六個基地土地面積總計 1,342 公頃，已開發完成 1,269 公頃，目前

新竹園區、竹南園區及龍潭園區土地利用均已呈飽和，未來優先將

新竹生醫園區、銅鑼園區及宜蘭園區列為招商重點，且同時配合各

園區產業發展定位，進行資源的策略性整合或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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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至民國 105 年 12 月底，所轄

五個基地土地面積總計 1,708 公頃，已開發完成 935 公頃，臺中園

區、后里及虎尾園區等土地出租率均九成以上，目前正積極發展二

林園區及高等研究園區，以適時提供充足用地，滿足廠商需求。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所轄兩個基地土地面積總計

1,613 公頃，均已開發完成，至民國 105 年 12 月臺南園區土地出租

率已達九成以上，高雄園區近八成，未來將高雄園區列為招商重點。 
由於現有科學工業園區尚有未開發完成之土地，並且出租率也

尚未達到飽和，因此未來科學工業園區用地總量以既有規劃之用地

為成長管理之用地總量，其總量為 4,663 公頃。 

4. 產業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 

本計畫初步參考部門計畫擬議中「產業（工業—製造業）部門空間

發展策略（草案）」之內容，作為本計畫後續城鄉發展用地總量分析之

參據。具產業部門主管機關之推估，我國民國 109 年產業用地需求約將

增加 2,211 公頃（詳參表 6-5），扣除每年預計活化利用 70 公頃既有閒

置產業用地後，每年則約需新增 200 公頃產業用地。 

表6-5 各區域產業用地總量表 
單位：公頃 

項目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總計 

2012 年面積 15,448 24,715 15,187 1,31 56,662 

2020 年推估面積 16,730 25,135 15,673 1,33 58,873 

推估增加面積 1,282 420 486 23 2,211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產業（工業-製造業）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民國 105 年，頁 11 

(三) 再生能源用地總量 

考量我國能源系統為獨立型態，能源供給 98%依賴進口，我國能源發展

在兼顧能源安全、環境永續、綠色經濟及社會公平多面向發展均衡下，建構

安全穩定、效率及潔淨能源供需體系，創造永續價值。政府業啟動能源轉型

與電業改革，以長短期策略相互搭配，全面推動包含：節能、創能、儲能及

智慧系統整合之「能源轉型」，以逐步降低核能發電占比。另政府應全力推

廣再生能源，積極尋找適當開發場域，以達成民國 114 年再生能源發電量占

比達 20%之目標。 

下表為我國初步規劃之再生能源推廣目標，其中民國 103 年為實際值，

其餘皆為推估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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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6 再生能源整體推廣目標規劃表 
單位：MW 

年度 
 

類別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109 年 114 年 119 年 

新增 累計 新增 累計 新增 累計 新增 累計 新增 累計 新增 累計 新增 累計 

太陽 
光電 223.2 615.2 500 1,115 500 1,615 500 2,115 1,500 3,615 2,585 6,200 2,500 8,700 

風

力

發

電 

陸

域 23 637.2 100 737 100 837 100 937 263 1200 0 1,200 0 1,200 

離

岸 - - - - 15 15 0 15 505 520 1,480 2,000 2,000 4,000 

地熱能 - - - - 1 1 4 5 95 100 50 150 50 200 

生質能 0 740.4 0.3 741 1.5 742 2.7 745 23 768 45 813 137 950 

水力 0 2,081.4 8 2,089 0 2,089 2 2,091 9 2,100 50 2,150 50 2,200 

累計 246.2 4,074.2 608.3 4,690 617.5 5,299 608.7 5,908 2,395 8,308 4,210 12,513 4,737 17,250 

資料來源：經濟部，我國再生能源短中長期推廣目標量，民國 104 年，頁 23 

由於再生能源所需之用地，大多需考量各地區先天資源特性，如地熱發

電、水力發電等，區位要求相比之下較為嚴格；另外風力發電的部分，我國

當前政策以推動離岸風機建設為主軸，沿岸風機之架設將較為稀少，因此，

並不須另行推估其需求用地。考量太陽光電設施用地需求較為明確，且需求

面積較廣，故本計畫參考能源部門計畫將空間發展策略及用地需求，推估再

生能源中之太陽光電需求面積如下： 

1. 太陽光電 

初期推動屋頂型設置，並逐步推動地面型大規模開發，整體規劃目

標，民國 114 年規劃總設置容量為 20GW。其中屋頂型太陽光電設置量

為 3GW，包括推動民宅、工廠、農牧設施、中央公有建築等屋頂型設

置，並且應以既有建物之屋頂為首要設置順位，而非利用增加城鄉發展

用地上的新建物來達成目標；地面型太陽光電約設置 17GW，並以地面

型專區方式推動。屋頂型 3GW，所需屋頂面積約 1,200 萬坪，可供應

100 萬家庭所需用電。另根據研究，每公頃土地約可容納 1MW 的太陽

能發電系統，因此地面型欲達 17GW，約需 22,500 公頃土地。 

由於 22,500 公頃之土地缺口甚大，因此，能源部門規劃優先利用

下方式設置太陽光電設施： 

(1) 鹽業用地設置太陽光電專案： 
鹽業用地總面積約為 4,350 公頃，其中包含：臺南市 2,587 公

頃、高雄市 3 公頃及嘉義縣 1,760 公頃，排除國家濕地等保護保育

區，可利用土地面積，約 80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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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嚴重地層下陷及受汙染之不利耕作農地設置太陽光電專區： 
農委會於民國 104 年 8 月 11 日公告 18 區土地面積 1,253 公

頃，分佈於彰化、雲林、嘉義等，目前業者已投入規劃設計。另外

41 區汙染土地約有 1,314 公頃，及高鐵沿線黃金廊道計畫嚴重地層

下陷區約 1,266 公頃，皆可優先規劃朝向地面型太陽光電發展。 

(3) 發展水面式太陽光電技術，推動滯洪池、水庫等設置太陽光電： 
約 2,700 公頃，經濟部水利署另規劃大武丁滯洪池、鹽水埤水

庫等 9 處滯洪池或水庫設置水面式太陽光電，共約 12 公頃，先行

試驗推動開放民間業者投入設置。 

(4) 配合雲林縣推動台西工業區解編轉型養殖綠能專區： 
盤點土地面積：約 1,100 公頃，因該地區土地多為養殖使用，

需先行測試與綠能結合之可行性。 

2. 現行設置再生能源設施相關規定 

此段落適用於各縣市尚未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前之區域計畫法及國

土計畫法轉換過渡期，故分類方式為「都市計畫區」及「非都市計畫區」

兩大類，未來在過渡期應持續依下列規範，進行嚴格管制及審查。 

(1) 都市計畫區 
在都市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分區中的：公有土地、公共工程、住

宅區、商業區、乙種工業區、甲種工業區、特種工業區、保護區，

以上八種土地使用分區可以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另外，依據都市計

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之第 32 條之一規定：設置再生能源設施之分

區得不受原建蔽率限制，且依本細則規定允許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及其輸變電相關設施者，其建蔽率不得超過 70%，不受該分區建

蔽率規定之限制。 

(2) 非都市計畫區 
根據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 條附表一「各種使用

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在非都市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

中的：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丁種建築用

地、交通用地，以上五種用地，若開發規模小於 2 公頃，設置再生

能源設施逕為容許，且無使用面積限制。 
而非都市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中的：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

殖用地、鹽業用地、礦業用地、窯業用地水利用地、遊憩用地、國

土保安用地，以上八種用地，開發規模小於 2 公頃，設置逕為容許，

但有點狀設置之限制：以一宗土地做為管制點狀使用面積不得超過

660 平方公尺。另外，部分使用地需經過使用地主管機關許可後，

始得設置，包含表 6-7 所載列之土地以及相關的審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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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使用地主管機關之審查以外，依據《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執行

要點》第七條規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受理申請許可使用案件並加

會有關機關許可。 

表6-7 部分非都土用地設置再生能源設施法源及相關審查內容 

使用地類別 法源依據 相關限制 

農牧用地 

林業用地 

養殖用地 

國土保安用地 

申請農業用地作農

業設施容許使用審

查辦法 

具備以下條件之一者，始得設置綠能設施： 

[1]結合農業經營。 

[2]減緩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之農業用地地層持續下陷。 

[3]防止受污染農業用地栽植特定農作物，且申請於下列區位設置綠能設施者，

得免予檢附經營計畫： 

a. 經濟部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b.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公告之污染控制場址、污染整治場址或污染管制區。 

而申請綠能設施之容許使用，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初審後，送中央主

管機關專案審查核准。 

礦業用地 礦業法 

欲使用礦業用地者，應檢具施工計畫附同圖說，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就其必須

使用之面積予以核定，並通知土地所有人及關係人。 

主管機關核定時，應先徵詢地政、環境保護、水土保持、其他相關主管機關及土

地所有人之意見；如屬國家公園範圍時，應徵求國家公園主管機關之同意。 

當土地為公有時，主管機關於核定前，應徵求該土地管理機關之同意。 

窯業用地 

鹽業用地 

水利用地 

遊憩用地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 

 

非都市土地容許使

用執行要點 

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上述使用地容許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施，惟

限於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發電設施點狀使用，除交通用地外，其於使用地之點狀

使用面積不得超過 660 平方公尺，並需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使用地主管機關

及有關機關許可後，始得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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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述使用地並無針對再生能源設施之相關審查作

業。 

而依據《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執行要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申請許可使用

案件後，除徵得使用地主管機關同意外，還應加會各有關機關。 
資料來源：地面型 PV 設置相關法規，吳德清，工研院，民國 105 年 

非都市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中之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

鹽業用地、礦業用地、窯業用地水利用地、遊憩用地、國土保安用地，

以上八種用地，開發規模 2 公頃以上，則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第 11 條，應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為特定專用區。由申請人向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辦理，並由縣市政府送請該區域計畫擬定機關，

提報其區域計畫委員會，依各該區域計畫內容與相關審議作業規範及建

築法令之規定審議。但特定農業區之農業用地不得申請變更編定。 

http://km.twenergy.org.tw/ReadFile/?p=KLBase&n=2016318155618.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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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現行「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27 條

第 2 項第 1 款規定，結合農業經營之綠能設施得設置於農業用地。但因

審查辦法結構性問題，業者只要種植較為簡單之作物，就能規避縣市政

府查緝。此現象已造成許多優良農地與太陽光電設施競用情形。農委會

為導正農地種電問題，已於民國 104 年 8 月 12 日函釋：規定申請使用

太陽能發電設施的農業產量，必須達農業統計年報近 3 年產量的七成以

上，不達標準將廢止農業設施資格。函釋做出後，各縣市政府收到農作

申設農業設施（太陽能發電）的案件減少，審核也變嚴。故為避免未來

仍有此現象，應持續強化太陽光電設施設置之限制及違規情形之查緝。 

3. 新興再生能源用地之土地競合原則 

(1) 海洋資源地區 
考量海洋資源地區涉及到劃設新興能源之區位考量，例如風力

發電或潮汐發電時，依《國土計畫法》第 6 條與《海岸管理法》以

保育及保安為原則，所選定之區位應避免危害海岸地區之永續發展，

並且應整體考量毗鄰地區之衝擊與發展，降低其能源相關建設對海

岸地區之破壞。 
另外，因應氣候變遷與海岸災害風險，應擬定相關防災配套措

施與策略，並於災害潛勢較高之海岸地區應視情況禁止或調適其相

關能源建設之土地使用，故於擬定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時應配合現有

之海岸管理計畫，如《海岸管理法》第 8 條的 1 項第 7 款中有關保

護區、防護區之區位及其計畫擬訂機關、期限之指定，與同條 8 款

有關海岸管理須特別關注之特定區位。 

A.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 

依《國土計畫法》第 21 條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之土地使

用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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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海洋資源地區第

一類劃設條件中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其劃設範圍包含再生

能源相關設施之設置範圍，比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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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此未來

若有再生能源用地需求即須遵循相關規定。 
根據營建署「委託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檢討研

究」委託辦理計畫總結報告書(初稿)，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

使用項目包含潮汐發電、風力發電離岸系統設置、海洋溫差發

電、波浪發電、海流發電等相關行為。因皆對海域生態資源有

影響之虞，故上述類別應歸類為「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

應由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並視需要會商目的事業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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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及有關機關同意。有關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之受理機關

及審查機關、申請人應檢附文件、審查條件等申請程序
53。 

B. 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 

依《國土計畫法》第 21 條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之土地使

用原則，供海域公共通行或公共水域使用之相容使用。海洋資

源地區第二類劃設條件中為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區，亦即部

分排他、部分獨佔，由於目前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劃設條件中

並未有再生能源相關規定，因此未來若有再生能源用地需求即

須遵循相關規定進行功能分區的調整。 

(2) 國土保育地區 
為符合《國土計畫法》第 6 條之原則與《國家公園法》以「最

大保育原則」考量規劃，保存現有珍貴資源，保護自然資源、生物

多樣性、自然景觀、文化資產及防治天然災害、確保國防安全，故

應以嚴格之限制發展確實保護國土保育地區，以下針對各國土保育

地區，提出相關再生能源用地競合相關措施： 

A.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依《國土計畫法》第 21 條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之土地使

用原則，土地使用應維護自然環境狀態，並禁止或限制其他使

用，因此，不宜編訂任何再生能源用地使用。 

B.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依《國土計畫法》第 21 條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之土地使

用原則，可允許有條件使用，例如：水庫集水區之水力發電等

相關能源產業設置，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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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須考量適當之產業發展形

式，並且搭配維護或改善週遭環境之措施。 
在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中編定之能源用地，例如：水力、

潮汐、溫差、潮流、地熱發電設施應經申請同意使用(賴宗

裕，民國 106 年)。另考量國土保育地區係以保育及保安為目

的，為避免設施設置對環境產生負面衝擊，故應大幅限縮土地

使用強度。因此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依國土計畫法之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訂定建蔽率及容積率限制，以降低設施對環境

之衝擊。 

                                                 
53 賴宗裕，「委託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檢討研究」委託辦理計畫總結報告書(初稿），

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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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 

依《國家公園法》與《國家公園法施行細則》之規定，以

保護生態資源並改善生物棲地環境為規劃原則，避免影響生態

平衡，故禁止任何形式之再生能源用地使用。 

(3) 農業發展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若須發展太陽光電或其他新興再生能源設施，原

則上仍需遵循農地農用，避免破壞優良農地，維持農地之連續性。

本計畫提出以下建議，嚴格規定再生能源設施於農地上設置之競合

原則： 

A.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由於具有優良農業生產環境，因此應限制再生能源設施設

置，避免破壞優良農地，以維護糧食安全。 
若在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編定之農牧用地，應嚴禁再生能

源設施之設置，並且加強違規情形稽查。 
而在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編定之能源用地，僅限於申請國

防、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使用，並應經申請同意使

用設置太陽能、風力、及溫差發電設施。 

B. 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原則上遵循農地農用，但是得優先使用受污染土地。如前

述農委會盤點出之嚴重地層下陷及受汙染不利耕作農地，應優

先設置太陽光電專區，有效利用生產力較不佳的農地。 
在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編定之農牧用地，得依申請農業用

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規定，向農業機關申請同意使

用設置再生能源設施，但為避免農地種電情形過於浮濫，農業

主管機關應持續強化太陽光電設施設置之限制及違規情形之查

緝。 
而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編定之能源用地，相關規定與前述

之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相同，僅限於申請國防、重大之公共設

施或公用事業計畫使用。 

C.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編定之農牧用地與能源用地設置再生

能源設施之相關規定，皆與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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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編定之農牧用地與能源用地設置再生

能源設施之相關規定，皆與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相同。 
以上再生能源設施於各類別農業發展地區上設置，若在編

訂之能源用地，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依國土計畫法之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訂定建蔽率及容積率限制。 

(四) 城鄉發展用地總量調整原則 

本計畫考量目前住宅存量，已能滿足民國 115 年需求及未來人口負成長

趨勢，並且產業部門主管機關已針對現有產業用地需求進行總量評估。因此，

城鄉發展用地總量應以現行評估總量為基礎，惟在因應產業變遷及地方發展

現況時，經過嚴謹的評估與分析，必要得進行城鄉發展用地總量之調整。未

來須在土地滾動檢討機制下提出用地需求，其總量調整時機有二： 

1. 因應全球產業變遷之新興產業用地需求 

考量到未來全球科技進步趨勢、創新產業發展可能等因素，仍然有

必須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考量存在。故在通盤檢討之時，應將我國產

業發展機會納入考量事項，急需新興產業發展用地時，得調整國土功能

分區，增加適量產業發展用地，以增進我國經濟競爭力。 

2. 縣市政府因應地方特性之用地需求 

在現有城鄉發展用地的總量訂定基礎下，由於各地方之發展趨勢與

特性之不同，未來仍會有城鄉發展用地的需求。因此，未來為了因應地

方發展之不同，直轄市、縣（市）政府可以藉由嚴謹之分析與審查，並

且根據法定程序，因地制宜進行城鄉發展用地之總量調整。 

二、為維護全國農地資源，應進行總量管制 

依據民國 104 年農地資源空間規劃總顧問指導計畫，全國農地資源面積總量

約為 868,344 公頃，第一、二種農業用地占總農地面積約 62%，第三種農業用地

約佔 9%，其餘將近 29%為第四種農業用地。臺南市農地面積（10.09 萬公頃）佔

全國農地面積最多，其次為屏東縣（8.65 萬公頃）、雲林縣（8.42 萬公頃）、嘉義

縣（7.76 萬公頃）、彰化縣（6.59 萬公頃）、花蓮縣（5.96 萬公頃）、苗栗縣（5.81
萬公頃）、高雄市（5.77 萬公頃）、南投縣（5.72 萬公頃）等。由上述九個縣市農

地存量之序位顯示：全國農地資源分佈區域主要在中南部平原。 

基於確保糧食安全、維護農地資源，以及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等多元發展需求，

除尚未辦理農地資源分類分級劃設作業之基隆市、新竹市及澎湖縣政府，應維持

現有特定農業區，或一般農業區不予變更外，其餘應遵循上述各縣市農地資源現

況統計第一、二、四種農業用地之劃設成果。農委會盤點出 15 個縣市應維護之

農地面積總共為 791,600 公頃（詳參表 6-8），其分別為：臺南市（8.91 萬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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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為屏東縣（8.10 萬公頃）、雲林縣（7.75 萬公頃）、嘉義縣（7.12 萬公頃）、

彰化縣（6.03 萬公頃）、南投縣（5.57 萬公頃）、高雄市（5.39 萬公頃）、花蓮縣

（5.38 萬公頃）、苗栗縣（5.10 萬公頃）、臺東縣（4.97 萬公頃）、臺中市（4.63 萬

公頃）、新竹縣（3.33 萬公頃）、桃園市（3.63 萬公頃）、宜蘭縣（2.65 萬公頃）、

新北市（0.61 萬公頃）。 

表6-8 直轄市、縣（市）農地資源分類分級劃設成果及宜維護農地資源面積 
單位：萬公頃 

縣市別 第 1 種 
農業用地 

第 2 種 
農業用地 

第 3 種 
農業用地 

第 4 種 
農業用地 合計 農地資源控管基準 

（農 1＋農 2+農 4） 
新北市 0.11 0.13 0.20 0.37 0.81 0.61 

桃園市 1.96 1.16 0.77 0.52 4.39 3.63 

新竹縣 0.58 0.32 0.23 2.43 3.56 3.33 

苗栗縣 1.16 0.43 0.72 3.51 5.81 5.10 

臺中市 1.71 1.22 0.62 1.70 5.25 4.63 

彰化縣 4.14 1.31 0.56 0.58 6.59 6.03 

南投縣 1.79 0.05 0.16 3.72 5.72 5.57 

雲林縣 6.24 1.19 0.67 0.32 8.42 7.75 

嘉義縣 4.19 1.17 0.64 1.76 7.76 7.12 

臺南市 5.01 3.38 1.19 0.52 10.09 8.91 

高雄市 3.71 0.80 0.38 0.89 5.77 5.39 

屏東縣 6.08 0.50 0.55 1.52 8.65 8.10 

宜蘭縣 1.38 0.54 0.26 073 2.91 2.65 

花蓮縣 1.41 0.79 0.58 3.18 5.96 5.38 

臺東縣 1.52 0.17 0.31 3.28 5.28 4.97 

總計 40.99 13.14 7.82 25.03 86.98 79.16 

資料來源：內政部，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案），民國 105 年，頁 69 

此外，本計畫根據民國 104 年國土利用調查資料，篩選出第一級分類屬於農

業使用土地的項目，包括：稻作、旱作、果樹、廢耕地、水產養殖、畜禽舍、牧

場、溫室、倉儲設施、農產品展售場與其他設施，合計此 11 項農地使用之面積

約為 73 萬公頃。藉以檢視實際作為耕種使用的稻作與旱作兩種分類，統計出 15
個縣市個別與總計的農地資源面積，其中，總面積約為 41 萬公頃。將農委會分

類分級劃設成果統計面積，與國土利調查之稻作與旱作合計面積進行比對，核算

出稻作、旱作合計面積占農地資源控管基準之比例，結果顯示 15 個縣市中有 7
個縣市的稻作與旱作合計面積，佔不到農地資源控管基準的一半（詳參表 6-9）。 

有鑑於此，為維護我國糧食生產安全，各縣市政府除應就現有實際從事耕作

的農地面積進行維護外，應審酌當地發展需求與農業生產條件，積極提出相應的

維護對策，並由中央農業主管機關統一協商與調整，以利農地總量維護作業之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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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9 表國土利用調查（稻作、旱作）面積合計 
單位：萬公頃 

項目 
 

縣市別 

國土利用調查農業

使用土地面積 
國土利調查（稻作、

旱作）合計面積 農地資源控管基準 

稻作、旱作合計面

積占農地資源控管

基準之比例 

新北市 1.47 1.12 0.61 183.61% 
桃園市 2.70 2.49 3.63 68.60% 
新竹縣 1.69 1.04 3.33 31.23% 
苗栗縣 2.72 1.68 5.10 32.94% 
臺中市 4.75 2.45 4.63 52.92% 
彰化縣 6.37 5.03 6.03 83.42% 
南投縣 5.92 1.95 5.57 35.01% 
雲林縣 8.35 6.67 7.75 86.06% 
嘉義縣 7.82 4.51 7.12 63.34% 
臺南市 10.32 5.23 8.91 58.70% 
高雄市 4.89 1.70 5.39 31.54% 
屏東縣 6.77 2.02 8.10 24.94% 
宜蘭縣 2.10 1.72 2.65 64.91% 
花蓮縣 3.84 2.18 5.38 40.52% 
臺東縣 3.22 1.63 4.97 32.80% 
總計 72.93 41.42 79.16  

長期以來臺灣農地非農用之情形嚴重，農業生產環境遭受危害，為使農地能

有效發揮其功能，並維持足以供應全臺糧食所需的質量，實有必要建立一套能隨

管制過程不斷修正與檢討的彈性機制，作為農地總量管制的執行工具。因此，為

確保全國農地總量管制之具體落實，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應考量相關原則，輔導直

轄市、縣（市）政府建立維護農地總量之滾動檢討機制，並協助定期檢討執行成

效，適時修正執行方向。 

貳、應視土地資源與其空間區位之潛力與適宜性，擬定優先發展順序 

一、擬定城鄉發展優先區位與順序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6 條之國土規劃基本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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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此，本計畫在確保國土防災及應變能力的前提下，以集約

發展為原則，配合前述國土成長總量動態調控，建議全國、直轄市及縣（市）國

土之城鄉發展成長區位與發展優先順序。主要依據來自：1.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2.國土成長管理因應氣候變策略方針；3.本計畫諮詢委員平台、專家顧問會議、

座談會之諮詢意見。茲就全國城鄉發展成長區位，及發展優先順序之策略指導原

則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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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城鄉發展區位條件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6 條之指導，城鄉發展地區應以集約發展、成長

管理為原則，並應確保完整之配套公共設施。爰此，各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所劃設之城鄉發展地區之區位，應視該地區之社會經濟結構、自然環

境資源、歷史背景等綜合考量城鄉發展潛力與適宜性，劃設區位。基於上述

理由，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於擬定城鄉發展成長區位時須符合下列

指導原則，劃設城鄉發展成長管理邊界範圍： 

1. 發展機能原則 

(1) 既有都市計畫地區； 

(2) 鄰近既有都市計畫地區且其人口發展率已超過一定規模； 

(3) 具一定規模之人口集居聚落； 

(4) 配合國家重大建設及計畫。 

2. 環境容受力原則 

(1) 邊界內確保維護國土保育地區、且無影響國土保育及保安； 

(2) 避免都市發展造成農業生產環境之破壞； 

(3) 無造成城鄉蛙躍蔓延之虞。 

3. 設施容受力原則 

(1) 配合公共設施（備）發展時序，確保之公共設施（備）服務水準； 

(2) 公共設施（備）之供給時序，需配合具發展效益之地方財政計畫； 

(3) 考量跨域公共設施之連結性，及設施周圍地區發展之可能性； 

(4) 針對都市地區之農業發展用地，興建或維護公共設施之必要性。 

4. 社會公義原則 

(1) 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及增進市容觀瞻； 

(2) 建構適宜且因應社會結構變化之居住環境和品質； 

(3) 透過翻修、重建、維護，以建構都市居住和生活環境； 

(4) 塑造都市風格及提升生活品質，都市設計為用以銜接都市計畫

與建築管理間之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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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針對都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教、康樂等

重要設施，做有計畫之發展。 

(二) 城鄉發展成長區位指導原則 

在國土資源有限的狀況下，為有效利用國土資源，宜推動都市空間活化

與再生策略，促進城鄉發展地區土地多目標使用，強化交通運輸與土地使用

連結、產業空間合理且有效利用。針對地方歸整出具調整利用、轉型、整修

等可能之潛力土地區位，逐步帶動都市朝具適居性、社會公義之改造、轉型

與再結構，提供國民安全無虞、合宜，具生活機能與可及性高的基本居住環

境。 

因此，於總量管制及城鄉發展成長管理邊界範圍確立後，各直轄市、縣

（市）所分派之總量應分配「何時」配置「多少人口及資源投入總量」到「何

區位」。應優先檢視各直轄市、縣（市）城鄉發展地區各類別的公共設施水

準及確立未來的發展趨勢，以有效控制都市發展的區位與時序。因此，未來

各直轄市、縣（市）應考量城市區域發展目標與趨勢、地方財力狀況等，於

未來各直轄市、縣（市）之成長管理計畫中，針對邊界內之區位特性訂定分

區發展優先次序，並擬訂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1.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之區位重點在於透過政策引導都市有秩序在

既有的都市地區開發及再開發避免蔓延發展，以填入式開發之概念，確

立都市既有或潛在核心區域之發展機能與生活品質，避免鄰里地區有不

相容之使用。 

由於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為都市化程度、發展程度較高之地區，因

此，未來各直轄市、縣（市）應儘速就現有都市計畫進行檢討及整併，

以盤整現有計畫區內具發展潛力的空間，劃為優先發展地區，例如都市

再生推動地區、既有整體開發地區（如高鐵場站周邊地區、新市鎮）、

未來可發展空間（如台鐵高架化或地下化後騰空的帶狀空間、尚未徵收

的公共設施保留地及低度使用的公共設施用地），此外，亦應優先檢討

尚未發布細部計畫地區、公共基盤設施與土地使用整合不足的地區，如

淡海新市鎮。故各縣市政府應於直轄市、縣（市）國土成長管理計畫中

盤點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之區位，對該區位內具體提出土地資源再利用

及都市更新之事項，並考量公共設施同時性，確保該區位發展的同時兼

具優良之生活品質。以積極角度推對都市更新與在發開發方案，透過計

畫有效指導整體土地之規劃使用。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之優先發展區位條件如下： 

(1) 都市計畫地區之推動都市更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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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都市計畫地區之整體開發地區； 

(3) 都市計畫地區之土地資源再利用； 

(4) 都市計畫地區之公共設施通盤檢討； 

(5) 都市計畫地區之低度發展或無效供給地區之檢討； 

(6) 都市計畫地區之農地資源確實維護； 

(7) 因應都會區域發展或縣市行政轄區整併之都市計畫整併。 

2.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 

本區位之目的在於已開發地區之外且於距已開發地區一定範圍內，

提供土地作為未來轉化成為都市發展所需之土地，以確立該區位紓解都

市成長壓力，並以動態方式因應都市成長需求。 

由於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為都市化程度較低，且住宅或產業活動具

有一定規模以上之地區，例如，現行合法取得開發許可的建築用地。因

此，各直轄市、縣（市）未來得考量其發展現況、規模及與鄰近都市的

依附程度等，擴大現有都市計畫之範圍，原則上不再增加住商機能之城

鄉發展用地。此外，鄰近既有都市計畫區，且其都市計畫發展用地發展

率、都市計畫區內，現有實際人口達率達 80%以上，得以集約城市發展

（Compact City）之理念，作為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基地，併同將其

劃為優先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優先發展區位條件如下： 

(1) 既有開發地區之再開發； 

(2) 既有開發地區之土地資源再利用； 

(3) 閒置工業區或產業空間檢討再利用； 

(4) 鄰接都市計畫地區且具環境改善需求者之整體規劃； 

(5) 一定規模集居聚落且具環境改善需求者之整體規劃； 

(6) 現有公共設施數量、功能與服務之檢討； 

(7) 發展跨域公共設施配置與周圍發展之規劃。 

非屬前述兩類之區位條件，因國家重大建設或城鄉發展需求，須劃

設為城鄉發展地區者，除應符合其評估、核定、財務計畫外，為避免擴

大已嚴重供過於求的都市計畫缺口，未來各直轄市、縣（市）應依以下

成長管理原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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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討申請範圍所在鄉、鎮、市（區）之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其

人口、土地使用、產業經濟現況等，其中應以優先檢討利用閒置、

國公有土地進行整體開發，或推動都市更新…等做為活化手段。 

(2) 說明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於全國、區域、地方的定位及貢獻，

並應於考量其與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的連續性、互補性空間發展

策略下，研擬土地使用、產業活動、交通運輸、公共設施等計畫

發展構想。 

(三) 城鄉發展成長管理邊界 

依照《國土計畫法》第 6 條第 6 款城鄉發展地區應以成長管理為原則發

展，因此，基於導入成長管理之國土規劃過程所述之三大原則：價值觀念、

管理範疇及制度設計，並且遵循《國土計畫法》第 20 條劃設城鄉發展地區

及其分類之土地使用原則，劃設城鄉發展成長管理邊界及調整範圍，其成長

考慮之原則如下： 

1. 劃設原則：透過總量推估城鄉發展地區之用地總量，目前計算之結

果其城鄉發展用地已足矣，因此成長管理邊界以城鄉發展地區第一

類及第二類國土功能分區為主，並包括以下範圍： 

(1)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實施都市計畫之地區。現階段都市計畫地區擬皆劃為城鄉發展

地區第一類，建議具觀光或保育性質之都市計畫類型（以保持優美

風景或管制發展需要）原則上不納入成長管理邊界，惟為了避免週

遭開發影響具觀光或保育性質之都市計畫類型之目標。因此建議該

都市計畫地區相鄰土地符合下列條件者，不應納入成長管理邊界： 

A.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第三類。 

B.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 

上述之具觀光或保育性質之都市計畫類型，為利後續使用管制，

於未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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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

土計畫通檢時納入國土保育地區。 

(2)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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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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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業區。 

b. 屬鄉鎮市區公所所在地之鄉村區、人口發展率超過 80%以

上都市計畫區鄰近一定距離之鄉村區。 

c. 聚集之建築用地。 

B. 核發開發許可地區(包含：鄉村區、工業區及特定專用區，除

鄉村區屬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者、特定專用區屬水資源設

施案件者外）、屬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前經行政院

專案核定案件、山坡地保育區（含山坡地住宅社區）。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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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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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可行性評之地方建設計畫，有具體規劃內容及財務計

畫者。 

然依照目前政府規劃擴大全面性基礎建設投資，提出「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目標在於著手打造未來 30 年國家發展需要

的基礎建設，並配合政府當前重要國家發展政策，因應國內外

新產業、新技術、新生活趨勢所提出的關鍵需求，為謀求國家

轉型與提升打底的重要基礎，政府選擇軌道、水環境、綠能、

數位及城鄉…等，可以立即加速進行之基礎建設，並以特別預

算的方式提出，主要希望能夠確保計畫全年期經費，並在短期

內加速公共建設之推動與執行。 

D. 位於第一至二目範圍內面積超過百分之五十屬符合國土保

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之地區者，應予註記。 

E. 位於第一至三目範圍內之零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考量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及第二類週遭土地使用之國土功

能分區及土地利用現況，考慮邊界之完整性與連續續性，若存

有零星畸零之土地，且該畸零地非屬國土保育地區或農業發展

地區之劃設範圍，在不影響資源保育與農業資源維護的情況

下，可納入成長管理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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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原住民保留地範圍內，依據區域計畫法劃設之鄉村區，且面積

在一定規模以上者。 

2. 國家重大建設區位與涉及變更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原則： 

(1) 國家重大建設區位順序 

A. 第一順位：都市計畫地區都市發展用地。 

B. 第二順位：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下列分區或用地，聚集面積

達五公頃以上者： 

a. 工業區。 

b. 屬鄉鎮市區公所所在地之鄉村區、人口發展率超過 80%以

上都市計畫區鄰近一定距離之鄉村區。  

c. 聚集之建築用地。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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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第三順位：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地區。 

D. 第四順位：既有都市計畫農業區（非屬宜維護農地總量之農

業區）。 

唯在前述順位內土地無法達成該國家重大建設之用地需求，即

確認現有城鄉發展地區之可開發用地總量已開發完畢，始可辦理變

更國土功能分區。並依下列辦理變更之區位劃設原則，辦理新訂或

擴大都市計畫。 

(2) 辦理變更之區位原則 

A. 環境容受力原則 

a. 避免涉及國土保育第一、三類地區。 

b. 避免涉及農業發展第一類地區。 

c. 考量當地之公共設施容受能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就各區域之公共建設計畫時程、主幹道道路服務水準、

都市基盤設施(例如：水資源供應及電力、瓦斯、電信)等
維生系統考量其完備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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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發展潛力原則 

a. 交通潛力：位於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交流道、高鐵車站、

臺鐵車站 5 公里範圍內；或於國際機場、國際港口 10 公

里範圍內。 

b. 鄰近地區發展已飽和，具整體發展潛力：都市計畫區內現

況人口達 80%以上且都市發展用地發展率達 80%以上之

既有都市計畫區一定範圍內(以 2 公里以為原則) ；距離發

展率達 80%以上之產業發展區位(既有工業區、科學園區、

相關產業園區) 一定範圍內(以 2 公里以為原則) 。 

c. 產業群聚潛力：既有產業群聚達一定規模(相鄰 50 公尺內

工業使用達 3 公頃以上)。 

前述國家重大建設或城鄉發展需求，若涉及劃設城鄉發展地區者，

其劃設條件及後續配套措施，需依據環境容受力與發展潛力原則，將分

為基盤設施類別及開發建設類別，並且參考國家發展委員會之公共建設

計畫定義及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建設項目，將各機關所推動之各項實質

建設計畫，下表將就不同計畫所屬基盤設施類別或開發建設類別進行說

明： 

表6-10 國家重大建設區位變更原則 
   環境容受力原則 發展潛力原則 

基盤設

施類別 

公共建設計畫定義 經濟及能源 必需符合環境容受力原則 
至少需符合發展

潛力原則之 1 項原

則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之建設項目 
綠能建設 至少需符合環境容受力之 1 項原則 建議符合發展潛

力原則之 水環境建設 至少需符合環境容受力之 1 項原則 

開發建

設類別 

公共建設計畫定義 

都市開發 

必需符合環境容受力原則 
至少需符合發展

潛力原則之 2 項原

則 

文化設施 
交通及建設 
衛生福利 
教育設施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之建設項目 

數位建設 
軌道建設 
城鄉建設 

其他 公共建設計畫定義 
環境資源 未涉及變更國土功能分區之計畫類型，依原分區之土地

使用規範為原則。 農業建設 
資料來源：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國家發展委員會，105 年 

未來若有國家重大建設需求，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根據上

述劃設原則，應提出空間發展構想圖，研擬整體發展願景，並指認重大

建設（例如交通、產業等部門）、問題區或轉換區等優先處理或整體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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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之區域、並訂定成長管理計畫、全縣市發展總量、區位及範圍，提出

具體計畫內容(含地主意願調查、開發主體、方式、土地使用計畫及財務

計畫等…)，始可以國家重大建設為由辦理國土功能分區變更。 

3. 成長管理邊界範圍變更原則 

(1) 變更時間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每五年通盤檢討一次，作必要之範

圍變更；若遇有透過《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3 項之五款情事，

得適時檢討變更。 

(2) 發展總量 
透過土地滾動檢討機制之總量變更，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透過

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協調區域用地總量之分配，如分配之總

量未超過原國土功能分區之邊界內可開發之用地總量，即不可變更

其邊界，下列為本計畫依照上述原則模擬臺中市之成長管理邊界劃

設（詳見圖 6-2）。 

 
圖6-2 臺中市成長管理邊界劃設模擬圖 

(四)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指導原則 

為引導土地有秩序利用，提供便利、安全及舒適之用地與機能，滿足經

濟活動之需求，並賦予地區未來土地利用之彈性，於不影響毗鄰土地使用之

相容性及公共設施完備性之下，得劃設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區，且該等地區

應以城鄉發展地區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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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如確有擴大都市計畫範圍需求者，應以全市（縣）觀

點進行規劃分析，如確有調整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範圍者，應按下列指導原

則，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中具體規劃。 

1. 基本原則 

位屬城鄉發展地區，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新訂或擴大都

市計畫： 

(1) 已列入公告實施之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者。 

(2) 申請範圍所在鄉（鎮、市、區）之都市計畫住宅區（含整體開發

地區）發展率或計畫人口應達 80%以上，第一類及第二類城鄉

發展地區之人口、土地使用、產業經濟確有發展需要，且各該都

市計畫已無非屬優良農地且可釋出之農業區者，為符合集約城

市發展原則，得申請擴大住商型都市計畫。 

(3) 申請範圍所在之鄉（鎮、市、區）既有都市計畫工業區或相關產

業專用區發展率超過 80%，第一類及第二類城鄉發展地區之人

口、土地使用、產業經濟確有發展需要，且無土地囤積炒作之虞

者，致既有工業或相關產業專用區可利用土地規模不足，且各該

都市計畫已無非屬優良農地且可釋出之農業區者，得經中央工

業或產業主管機關認定確有因應發展工業或產業發展需要，並

經行政院核定者，得申請新訂或擴大產業型都市計畫。 

(4) 經中央觀光或保育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申請範圍確有

保持優美風景或管制發展需要，並經行政院核定者，得申請新訂

或擴大管制型都市計畫。 

(5) 為配合國家重大建設需要者，得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2. 規劃原則 

(1) 定位：應敘明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於全國、區域、地方之定位及

貢獻。 

(2) 考量：應將全球氣候變遷、環境及設施容受力納入規劃考量。 

A. 依《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第一項規定，申請範圍內如有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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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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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參考「全國災害潛勢地區分佈地圖」，提出因應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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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採擴大都市計畫方式辦理者，應考量當地既有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服務水準，及鄰近第一類、第二類城鄉發展地區設施供

需，並優先補充服務水準不足者。 

(3) 區位：住商型及產業型都市計畫其區位原則如下： 

A. 優先使用聯外交通、基礎公共設施（備）較為完備地區土地。 

B. 考量申請範圍與鄰近第一類及第二類城鄉發展地區之空間

發展連續性與互補性，據以研擬土地使用、產業活動、交通

運輸、公共設施等實質發展計畫。 

C. 大眾運輸系統場站或路廊，應儘量使用既有都市發展用地，

避免變更屬優良農地之都市計畫農業區。 

D. 因應都會區域發展或縣市行政轄區整併，其範圍內既有都市

計畫如有整合需要者，得辦理都市計畫整併。 

(4) 計畫人口規模 
調查計畫範圍內之現況人口，並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中所分派的人口總量為基礎，具體說明新訂與擴大都市計畫之需求

與擬引進之人口（含居住人口或產業人口），各類型都市計畫之計

畫人口規模推估如下： 

A. 住商型都市計畫：應以本計畫訂定之直轄市、縣（市）人口

總量為基礎，按其分派模式，並考量鄰近第一類及第二類城

鄉發展地區發展情形，核實推估各該都市計畫地區之人口數，

並應具體說明人口移動情形。 

B. 產業型都市計畫：依據產業發展需要，並考量鄰近第一類及

第二類城鄉發展地區發展情形，核實推算就業人口，並應經

中央工業或產業主管機關核可。 

C. 管制型都市計畫：核實推估計畫人口；倘無人口發展需要者，

得免訂計畫人口。 

(5) 計畫面積規模 

A. 住商都市計畫：按計畫人口核實推算相關配套公共設施（備）

用地後，合理劃設計畫範圍。 

B. 產業型都市計畫：應依據產業發展需要，及水利主管機關審

查同意之用水計畫，核實劃設計畫範圍。 

C. 管制都市計畫：依據管制需要，何時劃設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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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基於因應大眾運輸系統發展需要新訂都市計畫者，為避免因

都市發展用地過量供給，造成排擠效應，反使得既有都市計

畫發展停滯，應按其服務範圍（場站鄰近 300 至 500 公尺）

核算規模（約為 30 至 80 公頃）。 

(五) 城鄉發展優先順序 

直轄市、縣（市）依《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擬定成長管理計畫時，應

依循地方發展實際需求、公共設施供需情形、地方財政能力等整合考量，就

城鄉發展優先順序，以分期分區計畫具體研議之。另外，依據民國 105 年 9
月之「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案）」，衡諸當前人口、戶數、戶量之發展趨

勢，及未來人口面臨零成長之可能，既有都市發展用地已足以滿足發展需要。

故為避免土地資源浪費與過度耗用，未來城鄉發展應以既有都市計畫地區之

都市發展用地為優先考量範圍，其城鄉發展之優先依次如下： 

1. 都市計畫地區都市發展用地，包含： 

(1) 都市計畫地區之推動都市更新地區及整體開發地區。 

(2) 都市計畫地區之低度發展或無效供給地區，按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之指導，重新檢討發展用地之劃設。 

2. 第二類及第三類城鄉發展地區，包含： 

(1) 第二類城鄉發展地區：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下列分區或用地，聚

集面積達五公頃以上者。 

A. 工業區。 

B. 屬鄉鎮市區公所所在地之鄉村區、人口發展率超過 80%以上

都市計畫區鄰近一定距離之鄉村區。 

C. 聚集之建築用地。 

(2) 第三類城鄉發展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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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地區。 

4. 既有都市計畫農業區(非屬宜維護農地總量之農業區)。 

5. 擴大都市計畫地區。 

6. 新訂都市計畫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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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國產業發展區位及發展優先順序 

面對產業轉型與為提昇臺灣於全球化過程中之經濟競爭力，並確保國土資源

與產業合理配置，本計畫透過掌握國家產業結構轉型之趨勢及策略，針對全國第

二、三級產業，透過規劃區域內具競爭力及市場商機之區位，擬定優先發展順序，

依各產業之特殊性與相互依存性，透過獎勵措施或誘因引導產業於特定空間群聚，

創造產業聚集空間。而配合前述國土成長總量之動態調控、城鄉發展之區位與速

度指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檢視其區內相關科學工業園區、環保科技園

區、生物科技園區或其他供業者進駐從事生產、製造、技術服務等相關業務之區

位，研析直轄市、縣（市）國土之產業發展區位與發展優先順序。業發展區位及

優先順序主要依循：1.部門空間發展策略；2.國土成長管理因應氣候變策略方針；

3.本計畫諮詢委員平台、專家顧問會議、座談會之諮詢意見。茲就其產業發展區

位及優先順序，說明其策略指導原則。 

(一) 產業發展區位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 條立法意旨，資源與產業之合理配置，為國土

規劃重要的任務之一。爰此，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所規劃之產業發

展區位，應符合下列指導原則： 

1. 發展機能原則 

(1) 既有區域優勢產業之群聚區位； 

(2) 既有工業區或產業園區有更新或轉型必要者； 

(3) 鄰近既有工業區或產業園區且具群聚效益潛力者； 

(4) 依據中央產業主管機關產業空間發展政策之指導； 

(5) 未登記工廠群聚達一定規模，且經中央政府認定具輔導整體規

劃必要者； 

(6) 配合國家政策及重大建設者； 

(7) 擴大建構綠能產業發展環境。 

2. 環境容受力原則 

(1) 非屬符合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原則、且無影響國土保育及保安

之虞者； 

(2) 避免產業發展造成農業生產環境之破壞； 

(3) 考量未登記工廠整體規劃與週遭土地使用之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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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供農業生產及其產業價值鏈發展所需設施，應儘量避免使用農

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土地； 

(5) 非供農業生產及其產業價值鏈發展所需設施之其他類型產業用

地，以位於城鄉發展地區為限。 

3. 產業基盤及資源容受力原則 

(1) 區域性產業基礎設施之配置 

(2) 支援性設施規劃 

(3) 需配合產業基盤設施（備）及所需資源之發展時序； 

(4) 需確保土地、水、能源等資源利用之永續性； 

(5) 需配合跨域公共設施之發展時程 

(6) 產業基盤設施（備）之供給時序，需配合具發展效益之地方財政

計畫。 

(二) 產業發展區位條件 

於國土計畫法之城鄉發展用地總量管制及確立後，各直轄市、縣（市）

因針對產業空間所分派之總量思考將產業用地需求配置「何區位」。目前針

對全國二、三級產業用地，其中包括依照依獎勵投資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

及產業創新條例編定之工業區、依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設置之加工出口

區、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開發設置之科學工業園區以及依農業科技

園區設置管理條例開發設置農業生技園區等等，考量未來廠商產業投資區位

之選擇及資源投入將持續集中於直轄市及成熟之產業群聚地區，主要針對城

鄉發展地區及其他產業發展區位提出各產業發展分區之區位策略重點分別

如下： 

1.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針對原有都市計畫地區之地區中，應針對既有工業區之產業進行相

關檢討，其關檢討重點如下： 

(1) 閒置工業區或產業園區再開發。 

(2) 老舊工業區或產業園區轉型再利用。 

(3) 適度提高既有已飽和之工業區或產業園區之開發強度。 

(4) 既有未登記工廠盤點與輔導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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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 

除考量既有工業用地之相關產業區位檢討，亦須考量同時未來可發

展的產業用地，主要考量的區位條件優先順序依次如下： 

(1) 閒置工業區或產業園區再開發。 

(2) 開發中工業區或產業園區。 

(3) 老舊工業區或產業園區之轉型或再開發利用。 

(4) 既有工業區或產業園區之城鄉發展地區使用使用許可。 

(5)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 

(6) 其他城鄉發展地區使用許可。 

(7) 城鄉發展地區以外之使用許可。 

3. 其他產業發展區位 

產業發展用地除位於城鄉發展地區外，有可能位於其他國土功能分

區，其產業發展應一律符合國土功能分區之相關土地使用規則，如涉及

未登記工廠問題，則遵循後續其他策略之相關執行工具，並且考量與其

他功能分區之競合，如以鄰近既有工業區或產業園區之區位，以不破壞

環境資源前提下，得透過使用許可協助輔導未登記工廠轉正，相關機制

配套詳見策略執行工具。 

(三) 產業發展區位與其他功能分區之競合處理原則 

鑒於前述產業發展區位涉及不同國土功能分區之用地競合，以下針對產

業用地與農業發展地區、海洋資源地區及國土保育地區，考量不同分區之土

地使用原則，擬定相關產業發展用地之管制原則，以下針對前述提及分區之

相關措施如下： 

1. 農業發展地區 

維持農地農用之原則，以保持完整的農業經營環境為主，並且兼顧

農業多功能的發展，例如：維護山坡地農業的多功能價值，故僅能發展

對該地區農業發展無疑之產業，於該部門空間發展策略中敘明所選定之

產業用地區位對該環境無害，避免所設置之設施不利耕作，保持農地發

展地區之連續性與完整性。 

2. 海洋資源地區 

考量海洋資源地區之產業用地發展時，所選定之區位應避免危害海

岸地區之永續發展，並且應整體考量毗鄰地區之衝擊與發展，降低其能

源相關建設對海岸地區之破壞。另外，因應氣候變遷與海岸災害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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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擬定相關防災配套措施與策略，並於災害潛勢較高之海岸地區應視情

況禁止或調適其相關能源建設之土地使用，故於擬定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時應配合現有之海岸管理計畫，如《海岸管理法》第 8 條的 1 項第 7 款

中有關保護區、防護區之區位及其計畫擬訂機關、期限之指定，與同條

8 款有關海岸管理須特別關注之特定區位。 

3. 國土保育地區 

為符合《國土計畫法》第 6 條之原則與《國家公園法》以「最大保

育原則」考量規劃，保存現有珍貴資源，保護自然資源、生物多樣性、

自然景觀、文化資產及防治天然災害、確保國防安全，故一律避免於國

土保育地區發展產業，以嚴格之限制發展確實保護國土保育地區，然位

於國土保育地區之聚落，尊重其從來之使用，惟仍應遵循國土保育地區

之管制規則與限制。 

此外，第二、三級產業之用地外，考量臺灣在緩解高齡化、智慧城

市、能源自主、國家安全等社會問題的需求，有關新興能源之特殊產業

用地需求，相關部會應在考量區域均衡下，著重提升臺灣在綠能、物聯

網、生技、智慧機械、國防產業的競爭力與重要性，提出部門空間發展

策略，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提之新興能源計畫，針對產業用地相關

規定，仍應遵循前述提及產業用地與各國土功能分區之競合處理原則。 

(四) 產業空間發展優先順序 

產業發展定位及其所需發展空間之規模與區位，以及引導產業發展之方

法依據產業發展需求，並考量環境容受力、交通運輸網絡之可及性及地區既

有產業基礎，並配合產業之相關計畫，如國家發展委員會於民國 106 年 2 月

所擬定之國家發展計畫－106 至 109 年四年計畫，暨民國 106 年計畫中有關

「產業升級與創新經濟」；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空間發展策略，例如：

科技部相關之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在參考上位與相關計畫的前提下，

以確立該地區未來產業空間的發展趨勢與區位條件，有效控制產業發展的區

位與時序，並且規劃所需之發展規模及區位，提供獎勵措施或誘因刺激企業

投資進駐，以促進地方產業發展，並可避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資源之保育。 

因此，未來各直轄市、縣（市）應考量城市區域發展目標與趨勢、地方

財力狀況等，於未來各直轄市、縣（市）之成長管理計畫中，確立該地區之

產業空間定位，促進產業及資源合理配置，並強化產業空間發展活力，避免

造成土地資源的不當開發、環境生態的破壞、無秩序的產業發展、以及無效

率的產業投資，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結合土地儲備制度，按下列

指導原則，具體指出所規劃產業空間之發展優先順序，其發展先後順序建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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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閒置工業區或產業園區。 

2. 開發中工業區或產業園區。 

3. 老舊工業區或產業園區之轉型或再開發利用。 

4. 鄰近既有工業區或產業園區之城鄉發展地區使用許可。 

5.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 

6. 其他城鄉發展地區使用許可。 

7. 城鄉發展地區以外之使用許可。 

上述產業空間發展先後順序項目第 4 至 7 項：既有工業區或產業園區之

城鄉發展地區使用許可、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其他城鄉發展地區使用

許可與城鄉發展地區以外之使用許可部分，無強制性的先後順序之分，將根

據產業性質尋找合適發展區位，惟須建立在前述三項順位：閒置工業區或產

業園區、開發中工業區或產業園區，與老舊工業區或產業園區之轉型或再開

發利用，已無合適區位之前提之下。 

參、檢討現有公共設施數量、區位、規模與服務機能，確保公共設施

足夠 

一、應檢討現有之公共設施用地並考量需求予以增加或進行活化 

因應北中南三大都會區域的產業群聚效應，及國家交通及通訊基盤設施所帶

來區位條件的改變，各直轄市、縣（市）應考量其本身及其所屬鄉、鎮、市（區）

的都市階層（詳參圖 6-3）及未來人口結構變化情形，進行全國性、區域性、地

方性、市鎮性和鄰里性公共設施的檢討與配置。同時，為強化公共設施規劃的因

地制宜性，於地方性、市鎮性及鄰里性公共設施，納入合適的公共設施綱要

(Adequate public facility ordinance, APFO)之概念，並應確實考量地方發展特色、

生活型態和空間佈局，以生活圈模式分析公共設施的設置區位、服務範圍及機能，

明辨各類公共設施於該生活圈的實際需求，以跳脫過去以縣市界或都市計畫邊界

做為公共設施規劃的框架，降低空間閒置、低度使用或不敷使用的情況（如表 6-
11。） 

此外，各類別針對城鄉發展地區，亦應依據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彈性設定不

同之公共設施服務標準，以達到鼓勵適性發展以及限制不當開發之管理目標，並

應檢討現有之公共設施用地並考量需求予以增加或進行活化。而針對農業發展區

則應確保農業發展地區之公共設施品質及需求，適度改善及活化農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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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未來各縣市除應確實遵循《都市計畫法》第 17 條的公共設施同時性要

求外，亦應持續配合現有政策、法規，例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

變更作業原則》、《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等，「檢討」公

共設施保留地（下稱公保地）及「活化」公共設施用地以避免持續影響土地

所有權人的財產權及使用權，並得以因應社會發展趨勢所衍生的新型態需求： 

 
圖6-3 都市階層圖 

資料來源：參考自全國區域計畫（草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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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 都市階層與公共設施參考表 
都市階層 

 
 
公共設施 

主

要

核

心 

次

要

核

心 

地

方

核

心 

一

般

市

鎮 

鄰

里

性 

國小、國中、托兒所、幼稚園、廣場、綠地、兒童遊樂場、小型運

動場、鄰里公園、加油 站、衛生室、基層醫療單位、零售市場、

圖書室、集會堂、郵政分局、電信服務所、鄰里型緊急警報中心、

消防站、停車場、道路園區系統、自來水系統、電力系統、下水道

系統、 污水處理設施 

■ ■ ■ ■ 

市

鎮

性 

高中（職）、市鎮公園、綜合運動場、衛生所、地區醫院、活動中

心、批發市場、警察派出所、警局、消防大隊、鄉（鎮、市、區）

公所、活動中心、變電所。 

■ ■ ■ ■ 

地

方

性 

大眾運輸系統、體育館、圖書館、文化中心、社教館、區域醫院、

直轄市、縣（市）政府機關、大型市鎮公園 
■ ■ ■ 

 

區

域

性 

捷運或輕軌系統、區域型客運轉運中心、區域型博物館、綜合體

育館、區域型展演設施、區域（都會）公園、醫學中心 ✔ ✔   

全

國

性 

國家級博物館、國家級體育場、國家級展演設施、主題式大型公

共設施、國際機場、國際港 ✔    

■ ：應以該都市階層及衡量生活圈模式優先設置 

✔：應以該都市階層優先設置 

：得配合政策需要設置 

：得評估實際需求後設置 

1. 公共設施保留地的檢討 

針對不符現況所需的公保地進行檢討及變更，並應會同該公共設施

指定使用或主管機關，根據城鄉發展構想，考量未來需求、服務範圍、

替代性、投資效益，研擬適當措施，例如：變更為符合城鄉發展願景的

使用分區、跨區併同辦理開發；而必要存在的公保地，則於財務可行性

評估下，以政府自行或公私部門合作形式（例如：租稅增額融資），加

速土地活化與開發時程，以達土地有效利用、減緩都市蔓延之目的。 

2. 公共設施用地的活化 

根據臺灣人口量與結構變遷預測，超高齡化社會、少子化已成必然

趨勢下，各直轄市、縣（市）應透過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機制，分析其出

生率及衡量老化程度，對托兒所、幼稚園及各級學校之位置、面積進行

檢討，並研擬增設醫療設施、長照設施等社會福利設施及各級公園綠地

的策略。此外，為因應各直轄市、縣（市）未來的產業發展需求，並減

輕徵收公共設施保留地的財政負擔，亦應持續推動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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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在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劃設原則前提下，各直轄市、縣（市）應考

量其發展程度、規模，及其與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的依附程度，因應實際人

口、產業需求，研擬不同的公共設施檢討及規劃策略。如依附程度較高者，

應加強公共設施及資源的共享；依附程度較低者，則應提高公共設施的服務

效率，避免建築用地的蔓延，並遵循《國土計畫法》第 29 條之公共設施同

時性規定，方可核發使用許可，以確保土地開發的區位與時序。 

1. 現有公共設施檢討 

針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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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先檢討現有公共設施供給與需求量，考量公共設施類別、分

佈位置與設施規模等與當地人口、產業、經濟與社會等現況，並以財務

可行性前提之下，探討未來是否興建、修建與改建公共設施，因應當地

未來發展需求。 

2. 公共設施增量需求 

由於符合國家重大建設或城鄉發展需求條件，得劃設城鄉發展地區

者，應先檢討現有公共設施之用量，後續考量因重大建設、計畫與地方

建設計畫之執行，產生未來地方發展對於公共設施用量之需求，如需涉

及公共設施之新建或改建，應同時考量與重大建設、計畫與地方建設計

畫之關聯性、連結性或互補性。 

公共設施的興建需有充沛的資金來源並搭配適宜之土地，然而因目

前各縣市政府財政狀況不佳，無力徵收土地並興建公共設施，使得開發

地區之公共設施缺乏，影響其生活品質，因此，本計畫後續將參考美國

租稅增額融資制度（Tax Increment Financing，TIF）的運作方式，並以

此制度為基礎，進行執行工具的研擬，以達到公共設施增量需求之目的。 

3. 建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由於目前依照《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範圍勘選作業要點》，辦理農村

社區土地重劃之區位，須位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定地區或已核定

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之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並不在其適用範圍內，

故若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欲改善其居住環境，並建設相因應之公共設施，

便無法透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達成。 

因此，建議未來應參考《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以及《農村再生

條例》第 32 條建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使之具有法源及計畫依據，

以利鄉村地區透過重劃的方式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促進公共設施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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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農村在都市發展快速、人口外流嚴重的趨勢下，逐漸面臨發展瓶頸，為

解決此一問題，應參考《農村再生條例》第 12 條，針對農村社區內部之活

化及整體環境予以改善，推動農村朝向土地活化利用，環境、文化與經濟等

整體規劃發展，以促進農村社區內部的活化再生，滿足生活機能需求，其實

施方式為有計畫地推動集居聚落整體發展，並將農村生活設施之設立集中於

社區範圍內，達到公共設施有效利用，設立之指導原則為： 

1. 公共設施發展用地分類分級 

建立農業發展地區之公共設施調查、設施分類分級規劃及滾動檢討

機制，定期辦理農業發展地區公共設施總盤查，及分類分級劃設之檢核

作業，積極維護農業發展地區公共設施品質與數量，避免農業發展地區

公共設施形成資源浪費或不敷使用。 

(1) 妥善利用閒置空間，促進農業地區公共設施活化使用 
針對農村社區人口結構調查，了解地區的人口特性及少子女化

趨勢下之衝擊造成學校資源浪費及閒置。透過學校用地檢討基準可

將多出的學校空間作為因應高齡人口之活動空間，結合日間托老，

優先設置長年照護設施，以配合老年化現象，解決公共設施用地不

足之問題，並妥善利用社區活動中心，供農村地區人口使用。 

(2) 在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下，活化農地作為綠能設施設置地點 
為因應國家再生能源政策，建議在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糧食

安全的前提下，區域內之農地除耕作之外，亦可活化利用作為綠能

設施（例如：太陽能板）之設置地點，達到環境永續之效。 

2. 以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達到農村再生之效 

為促進農村永續發展及農村活化再生，應適度結合農村社區土地重

劃，透過整體性規劃，改善及興建基礎公共設施，以提升農村地區整體

生活品質，並引導農村有秩序之發展。 

(1) 利用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由於目前鄉村區建築用地多為乙種建築用地，雖在目前的《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中，乙種建築用地可容許鄉村教育設施、

行政與文教設施、衛生及福利設施等公共設施之使用，然而，因土

地屬私人擁有，難以達成公共設施興建之目的，因此建議透過農村

社區土地重劃的方式，整併鄉村區內之土地，以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興建鄉村區應有之公共設施，其相關條文應參見《農村社區土地重

劃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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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現有集居聚落地區，改善既有公共設施，並提供減污設施 
農業發展地區之既有聚落，並為農村再生計畫中之農村社區，

應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改善其基礎設施以提升生活品質之外，同時

亦需考量維護農業生產環境，避免農村社區中有其他不相容之開發，

造成使農村地區之農業資源遭受污染，因此應依其開發的影響程度

進行分類並增設減污設施，例如：提供灌排分流設施，將工業、家

庭用水與農業用水分流處理，避免污染農業用地。工業汙水設施應

由開發者提供，並以此作為使用許可取得之條件；家庭汙水設施則

應由當地縣市政府提供，但居民需負擔一定比例，以達到使用者付

費之原則。 

(3) 因應農業專區之設立，改善及新設農業公共設施網絡 
為因應各縣（市）政府設立農業專區，應視當地農業生產狀況，

改善現有之農路及水路，以方便農產運輸及灌溉，若有不足，則應

以分期分區之方式建設，並依《農村再生條例》第 7 條之農村再生

基金作為財源依據。 

二、跨區域性基盤設施之建設，應透過跨域整合機制協調，以確保設施之投資效

率 

部分基盤設施因為跨行政區域之建設，例如：交通建設、管線設施及農業生

產設施等跨區域公共設施應依計畫時程、優先順序做配置，故在提供上應做整體

性考量，並以下列做為指導原則： 

(一) 成長管理原則 

透過公共運輸網絡的串連，可以整合國內各區域的發展，然而，不同區

域在國土空間結構之社經環境、產業特性、需求規模及區位條件等皆有所差

異，其所適用的公共運輸服務亦不同，因此配合不同層面的交通成長管理原

則，如土地使用、建築設計與環境保育等等，除原則適用，同時仍需透過階

層的分期發展，使得公共運輸網絡透過優先順序的安排，發展越趨完善。 

1. 「混合使用」原則 

利用土地混合使用，創造運量與商機並提升土地使用效率與效益；

將住宅區和商業區結合，可有效縮短通勤至市中心的旅行時間。並增加

行人步行誘因、降低小客車使用。 

2. 「填入式再發展」原則 

智慧成長概念中常常將開發行為集中，避免都市發展壓力移至郊區，

產生都市蔓延的情形。以垂直高密度發展代替水平低強度利用，加強現

有的土地使用、減少浪費，並提升原有社區發展與效率，以填充式（infill）
再發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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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友善步行環境」原則 

智慧成長強調步行為人們主要的移動方式之一，並有助於未來永續

發展的願景。本項原則主要有兩個層面：（1）商店、學校、運輸場站等

各項公共設施，應位於安全便捷的步行可及範圍內；（2）為步行者提供

相關設施，及緊湊佈局（Compact City）的土地混合使用方式，道路設

計時公平的考量步行者、自行車騎士、公共與私人運具使用者的需求，

並提高步行機會。 

4. 「永續發展」原則 

交通運輸和土地使用若有良好的規劃，將能創造良好運輸轉乘系統

達到節能減碳，增強環境與生活品質，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概念，即為此原則之應用。 

(二) 依都市階層不同進行交通設施規劃 

針對都市階層的不同，交通設施應可分為全國性交通設施、區域性交通

設施、地區性交通設施等(參圖 6-3)，根據其重要程度，以成長管理依設施階

層及其優先順序進行規劃。 

1. 全國性交通設施 

全國性交通設施主要以連接各區域及國際間之交通設施如：國際機

場、高速鐵路運輸系統等，在發展時應優先確認全國性主要交通設施之

區位、量體與服務功能。透過檢討、審視該類型交通設施之功能完善程

度，以加強、擴充之方法補充現有缺失，如有必要新增交通設施用地區，

以填入式開發，考慮以棕地（Brown field）再開發之方式，滿足其需

求。  

2. 區域性交通設施 

在確認全國性交通設施之功能完善後，發展次要之區域性交通設施，

作為全國交通設施及各區域之間的串聯。設施間之週邊土地應考量既有

公共設施容受力範圍內適度提高容積，落實城鄉之間緊密發展及公共運

輸導向發展之原則，利用軌道運輸作為主幹，並輔以公車、自行車等不

同公共運具的搭配，提供良善的接駁服務，以建立無縫轉乘服務為目標，

避免浪費過多候車時間，節省往返各節點間的時間、縮短區域間的空間

限制，提升交通運輸效率。減少整體旅運需求，並以促進節能減碳目標

之達成。 

3. 地方性交通設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考慮該行政範圍內，與前述交通設施的連接，

配合成長管理之分期分區計畫，加強地方部門的公共運輸建設投資區位，

並配合調整其周邊土地使用型態，以達到緊密發展並創造良好的步行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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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容許住宅、商業大樓、公共設施或開放空間並存，落實 TOD 之概

念。詳細方法可根據地方特性，強化既有公共運輸，並建立多層次的運

輸網路，提供不同距離、不同範圍的轉乘服務。例如：強化地方之公車

或彈性運輸服務的可及性及機動性高之路網、並輔以乘車時間查詢的 IT
服務，滿足短途乘客的需要，確保居民基本生活機能。 

三、覈實檢討國道交流道附近地區之土地使用計畫，兼顧交通機能與地區發展 

早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劃設目的包括：藉由交流道周邊土地或擴大原有都市

發展機能，以帶動鄰近都市發展，或補足鄰近都市不足之設施；另一目的則為維

持現有土地使用機能而予以管制。然由於隨社會經濟環境變遷，部份地區產業及

人口發展迅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與鄰近都市地區計畫之關係也逐漸產生變

化，部分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地區已位居各地方中心地理位置，肩負重要交通運

輸功能，是否仍應維持原管制型計畫性質，抑或應配合與周邊都市計畫區進行整

體規劃與發展調整，宜應進行通盤檢討（詳參附錄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整體發展策略專題研究）。建議檢討原則如下： 

(一) 積極維持國道運輸機能 

1. 交流道聯絡道尖峰時段應能維持 D 級服務水準以上，以利國道運輸

功能之維持。 

2. 辨識交流道聯絡道的脆弱度，納入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並提出替代

道路以及相關調適改善策略。 

3. 納入上述改善建議納入特定區計畫通盤檢討，包含使用分區變更、

研擬或修訂相關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以利運輸功能維持。 

(二) 視實際狀況研擬都市計畫整併事宜 

1. 考量其與鄰近都市計畫區之發展關係。 

2. 參考計畫劃設性質及目的，應以同一計畫區內同質性高、而不同計

畫區則異質性高為原則，判定是否適宜整併都市計畫區。 

3. 依照社會、經濟發展現況整併都市計畫區，並視實際需求將零星之

非都市土地納入。 

4. 整併後都市計畫應以能將自然地景、生態棲地、大眾運輸等因素納

入系統規劃為考量，並適度進行公園綠地、河川等藍綠空間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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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應視實際狀況檢討變更產業用地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內所劃設之產業用地，應於通盤檢討時研議相關

用地之存續，關於應維持原計畫或檢討變更之分類原則及建議操作方向建議

如下： 

1. 第一類：適宜維持產業用地使用 

此類應維持產業用地使用，不予檢討變更。 

2. 第二類：可容許相容使用 

此類宜依直轄市、縣（市）產業需求用地總量進行分派，並針對轄

內之產業用地使用情形進行通盤檢討。 

(1) 不具開發需求者，應檢討變更其他適宜使用分區； 

(2) 具開發需求者，不予檢討變更。應積極媒合適宜廠商進駐，以加

速產業用地開發。 

3. 第三類：適宜調整變更使用 

此類宜依直轄市、縣（市）產業需求用地總量進行分派，並針對轄

內之產業用地使用情形進行通盤檢討，經確認已無產業發展使用需求之

土地，宜檢討調整為適當使用分區。 

(四) 加速檢討整體開發地區，以利土地資源有效利用 

依據《都市計畫整體開發處理方案》確實檢討整體開發地區之可行性，

對於可行性偏低的地區透過通盤檢討解除整體開發限制，對於具有可行性的

整體開發計畫，則限期完成整體開發作業。 

(五) 已發展或可發展地區朝緊密發展，提供質量兼具的公共設施 

1. 優先發展推動更新地區及整體開發地區。 

2. 推動土地資源再利用。 

3. 都市計畫地區之低度發展或無效供給地區，按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之指導，重新檢討發展之。 

4. 活化及轉化既有低度利用公共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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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優化整體農業發展及生態環境 

1. 將農業區依農業主管機關辦理之農地分類分級成果進一步區分類型，

提出發展定位，並採行不同的管制原則，針對各類型農業區設計不

同的管制規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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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農業主管機關確認具農業生產條件或仍屬供農業生產使用者(第
一種、第二種、第四種農業用地)，應儘量維持為農業區；不適合農

用之農業區考慮優先調整為生態用途，強化計畫區的生態機能。 

3. 具國土保育性質之土地，應依據環境敏感特質，參酌各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意見，訂定土地使用之績效管制標準，必要時應配合保護、

保育或防災需要，檢討變更為適當土地使用分區，保護環境資源。 

(七) 配合產業發展需要規劃產業用地，積極處理違規工廠問題 

1. 會同工業主管機關查核產業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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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產業用地供需，確認

產業用地需求面積。 

2. 既有低度利用產業用地予以轉型活化。 

3. 盤查違規情形並研擬分期分區改善計畫。 

4. 應以符合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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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先給後要」的模式逐步改善違規使

用，已成產業群落採分區劃設手段劃設產業專用區因應，零星違規

工廠採限期搬遷或遷入上述產業專用區。 

5. 產業用地之擴充應避免位於優良農地或周邊均為優良農地，以降低

對農業生產環境以及生態環境之衝擊。 

(八) 符合特定條件的農業區可適度劃出都市計畫範圍，納入農業發展地區或

國土保育地區 

1. 農業區屬優良農地達一定規模者，可檢討畫出計畫範圍，調整為農

業發展地區。 

2. 農業區具環境敏感性質者，面積達一定規模者，可檢討畫出計畫範

圍，調整為國土保育地區。 

(九) 因應氣候變遷，覈實研擬都市防救災計畫，減緩或避免災害衝擊 

1. 盤點計畫區內風險因子層級及空間分布特性。 

2. 納入「海綿城市」構想，檢討適當用地劃設蓄洪及滯洪等相關減災

設施，並指定適當防救災路線及防救災據點。 

3. 具環境敏感性質者，面積達一定規模者，可檢討畫出計畫範圍，調

整為國土保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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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促進土地資源之合理利用，建立土地使用獎懲及管制 

目前國土仍有許多不當使用的問題亟須解決，例如：違規農舍、未登記工廠

等，此等問題須在堅持社會公義、顧及環境保育、維持經濟發展與保護民眾財產

權之前提下處理，以利於未來縣市政府於擬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時，不

讓既有土地使用問題為劃設功能分區帶來困擾。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在國土

保育為核心價值、兼顧經濟發展、秉持法治精神、維護土地使用公義性，且以合

情合理之方式處理各類土地違規使用情形。 

一、以土地合理使用為原則，維護農地之農業生產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4 條，中央政府應擬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與順序，

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遵照中央主管機關給予之原則與順序，劃設國土功能

分區。然而，就現有之土地使用現況及其土地特性而言，在未來國土功能分區之

劃設下，將無可避免地有功能特質重疊之情形發生。諸如，同時符合國土保育與

農業發展之土地資源，亦或是在現有都市計畫區內之農業用地等等。基於此，為

維護農地之農業生產環境，並為避免農地在都市發展下遭受蠶食而危及國家糧食

安全，同時考量土地特質與周邊土地使用等因素，實有必要針對此類土地資源競

合之地區予以管制與規範，以促進土地之合理使用，俾使功能分區劃設結果能有

效發揮其預期功效，並利於地方發展。 

爰此，將根據不同分區內之農地進行討論。分成同時符合國土保育與農業發

展之土地資源，以及位於城鄉發展地區內之農地，進行不同程度之指導如下： 

(一) 為兼顧國土保育與農業發展之土地資源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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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按其資源、生態、景觀或災害特性及程度，予以

禁止或限制使用。」此外，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國土

保育地區內亦允許一定程度之農業土地使用。為考量自然環境容受力和土地

使用現況，並促進土地資源之合理有效利用，針對同時符合國土保育地區與

農業發展地區劃設原則之土地資源，各直轄市、縣（市）應依下列原則進行

土地使用管制： 

1. 整合土地資源特質、相鄰國土功能分區之連續性、現況使用與產權

情形、環境及災害風險、政策趨勢與未來發展等考量，劃設國土功

能分區； 

2. 針對具國土保育特質之農業發展地區，應依據環境敏感特質，訂定

土地使用之績效管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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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土保育地區內之農地資源，應在國土保安與保育之前提下，透過

績效管制方法，進行適性之農業生產。 

(二) 位於城鄉發展地區之農地 

依據全國農地資源分類分級劃設成果，超過 30,000 公頃之優良農地位

於現行都市計畫區，約占全台優良農地之 8%，未來將依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原則，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屆時仍依《都市計畫法》對其實施管制。 

然而，農地資源不僅具有農業生產與糧食提供的功能，更具開放空間、

文化景觀與自然環境等多功能性。而從廣義的生態系統角度來看，農地還扮

演著各種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如氣候調節、地下水補注與生物棲地等功能，

而這些功能往往是各鄉鎮與都市維生所必須的。一旦這些生態系統服務功能

遭受破壞，亦將直接影響各鄉鎮與都市之維生系統。有鑑於此，位於城鄉發

展地區之農地，除上開所述及之優良農地供農業生產與糧食需求外，在考量

其區位特性及周邊土地使用等因素後，亦應重視其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多元

使用價值，提高整體農地對周圍開發環境績效，強化農業持續發展活力。 

是以，為維護優良農地之農業生產環境，並強化農地之生態服務功能及

多元價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除應依下列指導原則規畫與管理城鄉發

展地區之農地資源，並應透過農地發展權移轉制度之研擬，以促進農地之合

理使用： 

1. 城鄉發展地區之農地資源多功能規劃指導原則 

(1) 適宜耕作之優良農地以維持農用為優先：依其區位發展適宜之

都市農業，配置相應之農業生產基盤，建立鄰近都市之糧食供給。

並考量畜牧業、養殖業、農林業及園藝業等較無受其耕地品質影

響之經營型態； 

(2) 景觀環境具一定品質或其區位距都市有一定距離之農地可發展

休閒農業等遊憩型態； 

(3) 生產環境受外在因素干擾之農地應適度作為城鄉發展地區之綠

色基盤：此類農地可能接鄰重大建設、交通設施或是受汙染之地

區，除盡可能恢復農業生產外，未來得配合其都市發展空間策略，

在考量其特性後，依據所在區位之都市機能，適性提供都市休憩、

空氣淨化、土地涵養、滯洪調節等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強化農地

多元價值，並降低都市對遠距地區之依賴； 

(4) 應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對於各該農地資源利用之指導，

辦理相關都市計畫之擬定或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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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鄉發展地區之農地宜建立發展權移轉制度 

以往都市計畫區內之農地受到長期管理不當，未考量農地之多功能

特性而低估其整體價值，再加上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壓力大以及原本之

容許使用項目過於寬鬆，以至於農地釋出轉為他用的現象加劇，嚴重侵

吞了農業空間。基於此，未來城鄉發展地區之農業區受到都市發展之人

為影響，釋出作為都市發展儲備用地之可能性將增加，為避免農業生產

環境的改變，以保育農地為目的，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農業主管機

關，建立「城鄉發展地區之農地發展權移轉制度」作為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實行之指導。而關於此項機制之內容將於後續執行工具進行更詳細

的說明。 

二、促進農地農用之具體落實，以避免農地違規之情事 

為落實農地農用，並遏止現有農地違規之情事，應彙整農地及相關目的事業

法規中，有關農地利用之獎勵與管制措施，於國土計畫法之制度架構下，依不同

條件之農地分類分級，研擬差異化之農地利用獎懲措施，並透過部門權責之明確

劃分並具體落實。 

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中，關於農地管制策略應配合各直轄市、縣（市）

農業發展概況進行研擬，並以農地分類分級之架構為基礎，對現有獎懲機制提出

改善方案。首先，針對優良及良好之農地，應鼓勵其農地維持農用，藉獎勵機制

降低其農地轉用、休耕使用之潛在動機，而在現今國內水情吃緊，其中又以北部

地區衝擊最鉅，桃竹苗地區一期稻作灌溉恐受影響，而鼓勵農地休耕，因此農委

會自民國 102 年起推動「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每年可辦理一個期作休

耕種植綠肥，另一個期作鼓勵種植進口替代、具外銷潛力、有機與地區特產作物，

並依作物種類給予補助，藉此活化農地，同時照顧優良農地生產者的生計。其次，

於受干擾之農地，應提出相應之補助辦法鼓勵環境品質改善，並遏止週遭污染源

與干擾持續擴大。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透過農地分類分級劃設成果，進行差別性補貼獎

勵與管制，並依自然條件（氣候、土壤）與人文條件（區位、農業建設投資）較

適宜從事農業之農地，給予較高的補貼獎勵，以促進優良農業地區制度性的利用。 

針對差別性補貼獎勵方式與作法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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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農業發展條例修法 

建議修法在《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之內容，並依

據農業發展地區進行分類，研擬在作農業使用之耕地移轉與自然人，或移轉

與資本密集或技術密集之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及農業試驗研究機構時，

在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之農業，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在農業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農業，僅得申請減徵土地增值稅二分之一。 

1. 農地繼承、遺贈與贈與之相關獎勵措施應限縮於耕地使用 

建議修改《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八條第一項，限縮農地繼承、遺

贈與贈與之相關獎勵措施應於耕地使用，並依照農業發展地區的分類，

研擬在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之耕地，作為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

農作物，由繼承人或受遺贈人承受者，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之價值，免

徵遺產稅；作農業使用之耕地及其地上農作物，贈與民法第一千一百三

十八條所定繼承人者，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之價值，免徵贈與稅。而在

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作農業使用之耕地及其地上農作物，由繼承人或受

遺贈人承受者，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之價值，減徵遺產稅二分之一；作

農業使用之耕地及其地上農作物，贈與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繼

承人者，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之價值，減徵贈與稅二分之一。 

2. 農地貸款 

在貸款的額度與利率上，建議修法《農業發展條例》第 30、41、
42 之內容，並依據農業發展地區進行分類，在農業改良貸款之利率，應

比一般性貸款利率為低，根據現行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民購

買耕地貸款辦法之規定：貸款之利率為年息百分之二；故試擬農業發展

地區第一類的貸款利率為其 50%，即年息 1%；而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後的貸款之利率則為年息 2%，另外在額度方面，於農業發展地區之農

戶，每戶貸款之最高額度皆為新臺幣 1000 萬元，而貸款年期第一類則

為 30 年，第二類後為 20 年，以區分位於農業發展地區對優良及良好之

農地間，貸款優惠程度的差別（詳見表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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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2 差別性補貼獎勵與管理表 
分區分類 

措施 
農業發展地區 

第一類 
農業發展地區 

第二類 
農業發展地區 

第三類 
農業發展地區 

第四類 
相關子法 

耕地移轉土地增值稅 
減免優惠 

移轉時不課徵 
土地增值稅 

移轉時得申請減 
徵納土地增值稅 
二分之一 

移轉時得申請減 
徵納土地增值稅 
二分之一 

移轉時得申請減 
徵納土地增值稅 
三分之一 

《農業發展條例》

第 37 條第一項、第

二項 

作農業使用之耕地， 
由繼承人或受遺贈人 
承受者 

免徵遺產稅 減徵遺產稅 
二分之一 

減徵遺產稅 
二分之一 

減徵遺產稅 
三分之一 

《農業發展條例》

第 38 條第一項 

輔助辦理農業發展 
低利貸款 年息 1% 年息 2% 無 年息 2% 《農業發展條例》

第 30、41、42 

貸款年期 年期 30 年 年期 20 年 無 年期 10 年 《農業發展條例》

第 30、41、42 

違規罰鍰 修改後罰鍰加

乘 2 倍 
修改後罰鍰加乘

1.5 倍 

修改後罰鍰加乘 
2 倍 

修改後罰鍰加乘 
1 倍 

《農業發展條例》

第 69 條第 2 項、70
條、71 條、72《山

坡地保育利用條

例》第 35 條 

(二) 對地補貼 

另一方面藉由加強積極性補貼，考量現有許多農業相關補貼，除以人為

主體，亦應對農地進行補貼，在補貼的同時嚴懲亦是扼止農地違規的重要手

段，以保護農地生產不受外在污染，鼓勵農地繼續維持農業生產使用。 

有關對地補貼方面，目前我國農業長期失衡，為活化農地、鼓勵轉作雜

糧、友善環境耕作，因此策略配合農委會所研議的「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

草案，鑑於過去農業被詬病補助太多，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是「條件式堆

疊補貼」的概念，共分為對地綠色給付、作物獎勵、耕作制度獎勵、友善環

境補貼等四個面向。對地綠色給付方面，只要符合計畫者就可領取一定金額

的補助金；另種植具競爭力的轉作作物，例如：進口較多的黃豆、小麥、玉

米等雜糧，或重點發展作物也可獲得獎勵金。而同時隨著氣候變遷影響，北

部地區常常出現缺水狀況，制度中也獎勵農民進行節能、低耗水，水旱輪作

等耕作制度，如果有進行相關的耕作管理，也能獲得一筆補助金。同時為強

化農業永續利用，也針對有機農業與友善耕作的農民提供友善環境補貼；另

一方面，消極的負向懲罰機制應確實執行，以遏止違規使用的行為。期透過

雙管齊下的策略，達到農地的最適使用。 

而針對農保資格的清查以及假農民之情事發生，在農保的投保資格相當

寬鬆、門檻又低，地方基層農會也未能落實把關確實查核，農委會與內政部

更是未能妥研防杜「假農民」的有效作為，因而出現許多沒有實際從事農業

工作的「假農民」，卻可參加農保的不公現象。而面對此事，農委會應修訂

農田水利會會員選舉條件，以防杜人頭會員，同時也應督促農委會加強農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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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促使行政機關透過修改法令、加強資格審查及平時清查等措施，有效

杜絕「假農民」參加農保以節省公帑。透過合理的補貼與懲罰措施，並引進

政府與民眾協商的方式，促進農地積極作為農業使用，並將農地所產生的外

部效益由全民所共享。有關獎懲機制處理原則如下： 

1. 獎勵與懲罰之規定依據農地的分類分級策略而定 

由農業發展地區之等級劃分得知，農業發展地區第一、二類相較於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而言：其自然條件（氣候、土壤）與人文條件（區

位、農業建設投資）較適宜從事農業耕作，且單位產量較高，對於國內

糧食安全的維護貢獻較大，並兼具提供環境寧適性公共財的性質。爰此，

現行誘因機制與管制規範應鼓勵第一種農業發展地區落實農地農用。配

合前開《農業發展條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條例》等法令進行研擬

與修正。 

其次，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在進行相關獎勵及補貼措施之研擬

時，尚需考量國土復育之協助，包含：國土保育地區之山坡地農業對週

遭的影響，鼓勵其降低環境負載力，減少農業使用的污染影響等等。且

為維繫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應鼓勵友善環境之農業發展與經營。最後，

在非優良農地區域，應以農業使用為主，並積極改善農業生產環境。 

2. 增加農地利用之積極獎勵措施以提高農地農用之意願 

現有管制規範對農地管理較偏重違規懲罰，且多為針對其違規事項

給予的懲處，如：《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等。爰此，

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應配合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願景與策略，

修訂相關獎勵措施，以鼓勵農地農用或維持農業生產，及減少農地轉用

之情形，進而維繫各直轄市、縣（市）之糧食安全總量。 

在積極的獎勵補助、稅捐減免與消極的違規懲罰方面，原則上係採

給予促進生產或維護生態的補貼與稅捐減免較高，相對地一旦違規發生，

懲罰也相對較重，一方面為保護優良農地以提供三生功能，其獎勵程度

之高下合乎權利義務對等之比例性原則，另一方面透過分級差別程度的

懲罰手段，保護重要農業生產用地的完整性，並促進農業生產的專業化、

規模化。 

三、以山坡地合理利用為原則，進行檢討管制 

依據《水土保持法》第 3 條第 3 款及《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 條定義，

山坡地係指國有林事業區、試驗用林地、保安林地，及經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

參照自然形勢、行政區域或保育、利用之需要，就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劃定範圍，

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公、私有土地：（一）標高在一百公尺以上者；（二）標高

未滿一百公尺，而其平均坡度在百分之五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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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維護土地農業生產環境、糧食安全、國土保安與保育以及現況超限利用對

坡地環境的潛在危害影響之前提下，針對山坡地違規（法）種植農作物者，亦或

是山坡地開發等問題，需要透過成長管理相關策略之手段，進行全盤性的管制、

評估與檢討，給予直轄市、縣市政府山坡地管制相關的策略指導；而以下的山坡

地探討議題分為違規使用、超限利用及合法不合理三個面向進行說明： 

(一) 違規使用 

依據《水土保持法》於山坡地範圍內，從事開發、經營或使用行為，依

法應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請主管機關核定，未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請主管

機關核定而擅自開發、經營或使用行為者，屬山坡地違規使用。山坡地違規

使用之處罰對象依據《水土保持法》第四條說明公、私有土地之經營或使用，

依水土保持法應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者，該土地之經營人、使用人或所

有人，為本法所稱之水土保持義務人。 

對於不理會或不遵從山坡地管制機制者，即屬觸犯秩序罰而必須予以制

止、查報、取締。在確定其違規情節後，藉由行政罰之「罰鍰處分」、「限期

改正」及「限制開發申請」等行政手段，以達到阻卻不法的目的。然而，在

合法申請核可開發後之違規，亦或是純粹的違規行為，對於山坡地水土保持

造成程度不等之破壞，當限期改正措施未被違規行為人採行，而判斷有可預

見之災害時，法規中之「代為履行」與「緊急處理」措施之規定，其用亦在

於「減災」或「避災」。 

於山坡地開發、經營及使用，並透過水土保持專業技師之規劃、設計及

建造，以及政府從施工技術上予以規範之審核與監督管理機制，以期能有效

管制開發所造成的預期破壞。此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土地使用管制、

環評之衝擊評估，在共同為山坡地嚴格把關之群體力量下，希望可將山坡地

開發、經營及使用導入正軌。 

山坡地於相關罰則訂定高額罰鍰之行政處分外，同時在監督及管理將沒

入其設施及所使用之機具，強制拆除及清除其工作物等強制行政作為納入，

並透過限期改正之設計，按次分別處罰置改正為止。 

(二) 超限利用 

所謂山坡地之超限利用情形，是以依據《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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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區域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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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能依照各種使用區或使用地之利用

方式，超越該山坡地之利用限度者，即為所謂「超限利用」(鍾秉正，2015：
7)；然而面對現今在《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與《水土保持法》對於山坡地

超限利用之管制上，其法規層面上仍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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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目前依據《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16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土

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即所謂水保局所訂定之「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

分類分級」，其位階屬規範機關內部關係之行政規則，然而其限制與影響，

實質上已明顯衝擊山坡地居民之土地利用權益(鍾秉正，民國 104 年：頁 21-
22)；因此，基於「法律保留原則」以及具有「彈性」之土地使用規範，本研

究建議以《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之授權，納入土地使用績效管制概念加以

運用，並主張增訂《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25 條第 3 項之內容：「針對同

條第一項所謂『限期改正』，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需諮詢土地經營

人、使用人或所有人建議，協助相關權利人擬定短期、長期改善策略，同時

針對超限利用之列管案件，訂立相關土地使用管制績效標準，以給予列管解

除條件相關指標。」 

上述之增訂規定，係為權衡山坡地經營人、使用人或所有人之土地使用

權益以及國土安全之公益，賦予法制層面上更多彈性，使山坡地管制之規範

更具完整性與指導性。 

(三) 合法不合理 

在不破壞山坡地自然環境且符合土地利用情況下，以及符合現存法規的

規範之下，進行山坡地合理利用之檢討，以維護山坡地之整體容受力，並同

時加強現存山坡地相關法規之規範，使山坡地之管制更具完整性與合法性。 

1. 宜維護農地總量之劃設，需同時檢討山坡地超限利用及糧食安全問

題。 

依農地變更檢討原則，檢討超限利用土地農業生產環境與糧食安全，

避免將超限利用土地之農業納入農地總量中，且為維護山坡地保育，應

進行山坡地超限利用檢討，使農地總量之評估能同時兼具國土安全之價

值觀。 

2. 山坡地農業超限利用與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應共同進行檢討。 

目前針對山坡地之土地利用，以山坡地農業超限利用與山坡地建築

管理辦法分別進行處理，然而分別管制僅能探討各自地區之容受力，因

此，對於山坡地整體容受力之管控屬有疑慮，建議山坡地農業超限利用

與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應一同進行檢討管制，避免超過土地承載量之負

荷。 

四、針對未登記工廠，應透過具社會公義之處理機制，劃設適當之國土功能分區 

既有都市及區域計畫體制下，存在許多土地違規使用問題，包含農地違規、

未登記工廠、宗教用地違規使用等情事，除造成國土資源的破壞、有違社會公平

正義，也將是《國土計畫法》施行後，新舊體制接軌之一大挑戰。在國家政策重

視經濟發展之際，如何在既有違規使用事實與經濟發展間取得平衡，成為處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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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工廠當前重要而棘手的土地難題。未登記工廠之定義，是依「工廠管理輔導

法」及「工廠從事物品製造加工範圍及面積電力容量熱能規模認定標準」之規定，

應登記而未登記之工廠。現階段，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針對未登記工廠

制定《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辦法》，給予現有三萬多家未登記工廠延長

登記期限、輔導登記等協助；同時亦舉辦公聽會，透過各界意見之交流，期找尋

合適的解決辦法；此外，亦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之規定：已公告劃定 186 處

特定地區，輔導符合特定條件之未登記工廠轉型合法經營，同時作為未來處理之

示範與嘗試。 

目前內政部對於未登記工廠之土地管理指導原則，是在區域計畫體系中的非

都市土地下，以群聚規模（面積）作為初步區別條件，再檢視區位、公共設施、

周邊土地現況等其它條件，給予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分區及用地變更、修改整

體規劃，或個案申請變更等合適處理方式。現階段經濟部協調相關部會研訂《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1 條之 1 作業，期合理檢討土地法規，輔導特定地

區內補辦登記工廠及區外進駐區內工廠用地得變更編定丁種建築用地，合法化經

營概念圖如下圖所示（詳參圖 6-4）。另對於輔導遷廠之處理措施，經濟部中部辦

公室亦制定處理方式與項目進行中，未登記工廠輔導遷廠相關辦法如下表所示

（詳參表 6-13）。 

然而，縣市政府此時可能受經濟發展、民眾團體壓力等因素影響最終決策，

導致未登記工廠問題處停滯不前。原預定民國 100 年 5 月起提供個案協助未登記

工廠土地輔導合法（用地合法化或遷廠），但目前尚輔導轉正之成功案例。 

 
圖6-4 未登記工廠合法化經營概念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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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3 未登記工廠輔導遷廠相關辦法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民國 105 年 

為使未登記工廠與未來《國土計畫法》施行後，能順利與國土功能分區土地

使用管制順利接合，未登記工廠應在國土計畫體制下妥善處理，透過一定指導原

則進行懲罰、處分與輔導轉正評估，在兼顧社會公平正義與國家經濟發展的前提

下，完成輔導轉正或遷廠後拆除回復原有之土地用途，並劃設最適土地利用之國

土功能分區。 

(一) 針對未登記工廠違規事實之處理，除依據現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

關政策辦理以外，地方直轄市、縣（市）政府亦須擬定「縣市未登記工

廠清理計畫」，以整頓土地違規使用之情形，確保未登記工廠的問題能

有效在期限內加以解決。以下針對縣市未登記工廠清理計畫，應載明之

內容進行簡要說明： 

1. 未登記工廠查處及輔導權責分工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整合並協調其下各局處單位，研擬權責分

工，成立聯合加強矯正小組稽查，並規定各單位處理之事項。 

  

項目 項目 相關進行方式 

1 補助進駐合法土地 

1. 台電免收電力擴建補助費 
 符合未登記工廠遷至合法用地，取得遷廠證明者適用之 
2. 工業局開發工業區租購優惠 
 006688 專案、789 專案、土地市價化 
3. 地方開發之工業區進駐優惠 
 (1)適用在地鼓勵投資措施 
 (2)適用在地產業輔導整合平台 
 

2 行政、資訊透明化 

1. 臺灣工業用地供給與服務資訊網 
2. 新北市工業用地供需服務資訊網 
3. 臺中市工業區廠房租售 
4. 彰化縣工業發展空間資訊整合平台 
5. 臺南市土地投資標的媒合網 
6. 高雄市廠房(地)租售資訊 
7. 經濟部資源整合平台 
 

3 融資、購地優惠貸款 

 地方開發之工業區進駐優惠 
 (1)輔導中小企業優惠貸款 
 (2)辦理振興傳統產業優惠貸款 
 (3)行政院經建會專案中小企業紮根專案貸款 
 

4 輔導合法工廠產業輔導 

1. 策進升級轉型 
2. 促進創新研發 
3. 提升品質水準 
4. 強化創意設計 
5. 推動品牌及市場行銷 
6. 導入企業 e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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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登記工廠分級分類 

盤點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行政區內之未登記工廠家數，並依

照污染類別與程度分級分類，以便後續針對未登記工廠違規事實和輔導

程序，依不同級別之先後順序進行處理。 

3. 未登記工廠處理優先順序及時程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分級分類結果，擬定未登記工廠處理之

優先順序，且清理計畫須載明處理時程、目標時程和目標達成率，以便

後續成果檢討與改進。 

4. 未登記工廠查處程序與執行方式 

直轄市、縣（市）政府須擬定縣市未登記工廠查處程序，依執行優

先順序納入未登記工廠聯合加強矯正小組稽查，如非為優先處理對象，

則由各法令主管機關依權責逕行辦理。 

5. 清理輔導及恢復合法使用措施 

除依照《工廠管理輔導法》及中央主管機關政策，辦理未登記工廠

輔導措施外，也須辦理縣市未登記工廠之清查分析，以掌握未登記工廠

群聚地點，並擬定工廠之輔導措施，整合相關輔導業務和權責機構之職

務功能，進行具體措施之研擬和推動。 

(二) 以下針對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擬定，縣市政府應按下列指導原

則，務實地進行國土空間規劃與實踐，以制定有關未登記工廠之空間發

展策略，達到未來國土之永續發展： 

1. 通盤考量既有之違規 

須整合環境容受力、設施容受力、城鄉發展型態、既有土地使用現

實、社會經濟發展趨勢、中央及地方政策立場等考量，做出合適懲處措

施，劃為適當之國土功能分區； 

2. 以「對產業現況影響最小」與「環境負擔增加最少」為前提 

未登記工廠問題牽涉層面廣大，除土地的不當使用問題亟需解決外，

亦與社會經濟運作密切相關，因此： 

(1) 未登記工廠議題應在對社會衝擊最小之前提，儘可能地解決； 

(2) 土地使用上，在臺灣土地資源珍貴的當下，應盡可能地保護現有

品質良好的土地，並透過相關機制增加未來可用土地面積。 

3. 制定明確時間點，區分處理方式 

為防範有心人士期望藉此機制獲取不當利益，例如：為取得更多可

供發展之土地而搶先興建違章工廠。縣市政府須明訂一時間點，在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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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點後新增之違規使用情形，不適用此原則，即報即拆。然此時間點之

訂定，應考量公平、合理之原則，使既有問題能夠確實獲得處理，亦避

免新增之投機行為發生。此處應參考《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3 條之處

理機制，制訂時間點與適用法規。 

4. 既有違規事實應受罰完成 

為顧及公義性，違規使用之罰則亦必須進行處分，並依照其違法情

事輕重程度給予合適裁罰。倘若此處所提及之未登記工廠符合《未登記

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辦法》者，則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3 條之

規定，不適用同法第 30 條第 1 款、《區域計畫法》第 21 條第 1 項、《都

市計畫法》第 79 條有關違反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及《建築法》第 86
條第 1 款、第 91 條第 1 項第 1 款處罰之規定。在依照前述罰則受罰完

成後，方可考量原地輔導轉型、轉正之處置。 

5. 以土地污染程度進行初步判別 

由於未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除考量目前現有土地使用外，土地本

身之條件亦是重要考量依據，因此在處理機制的建立上，本案認為應依

土地受汙染之程度先行區分，以利後續針對各種情形之對策擬訂。此處

對於具良好產業群聚效果及發展潛力的未登記工廠產業聚落處理方式，

除配合城鄉發展地區之相關策略外，此處亦針對不同汙染程度下轉為其

它使用之情形進行考量，例如，低汙染地區回歸農業使用的可能性，並

在考量位於其上之違規事業污染情形後，研擬後續之功能分區劃設及相

關應對機制。 

6. 以廠商生產性質之污染性高低做進一步判別 

科技日新月異，污染物處理與防治之技術已非數十年前可比；加上

未登記工廠可能為因應農業需求而出現，例如農產品加工，並非所有未

登記工廠都會為農地持續帶來損害。因此，在此階段需以違規事業之污

染性高低做進一步判別。舉例而言，若是土地受污染情形已經嚴重，未

登記工廠又為高污染者，則在以減少土地受污染情形為目標、對既有經

濟運作衝擊最小的原則上，將該未登記工廠遷移至合適地點運作；而其

他情形則有相對應之處理方式。 

7. 依照政策發展走向進行合適決斷 

除土地受污染程度與未登記工廠製造污染之情形外，地方對於產業

的需求亦必須納入考量。此處提及之「政策發展走向」為縣市政府綜合

中央指導與地方現實需求後擬訂出之，除須考量中央未來產業政策方向

加以配合外，亦須考慮地方自身之發展狀況、地方對未登記工廠之經濟

依賴，以及土地使用違規情節輕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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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預防未來違規之情事 

除處理現有未登記工廠，直轄市、縣（市）政府積極防範並預防違

規工廠的問題再次發生，並依《國土計畫法》及相關子法規、相關目的

事業法規，彙整並制定相關罰則，確實依法行政。 

(三) 依前述條件進行綜合評估，給予合理使用指導、劃設合適功能分區 

在考量土地與違規事業之污染，以及政策發展走向後，尚須考量其使用

對週遭土地之影響，作為最後功能分區劃設的評斷標準。在此階段，由於未

登記工廠過往已經在違法使用的過程中獲取利益，為解決問題的同時維護公

義性，依不同情況所需負擔的污染防治、土地整治、擬訂發展計畫及提供公

共設施服務等費用，皆須由未登記工廠進行負擔。以下針對最後功能分區劃

設考量與對應使用進行說明： 

1. 土地污染程度、事業污染性低、且可回復農業使用者，依其特性劃

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土地受污染程度低、未登記工廠產生污染較少，且生產物與農業高

度相關者，得依其特性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並要求遷移至他合適地點。

除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外，亦可考量與鄰

近既有農村人口集居地區共同發展，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除第

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外，亦可考量與鄰近既有農村人口集居地區

共同發展，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然此類未登記工廠必須配合成

長管理計畫，確保未來亦無擴大影響或污染土地之虞，且需負擔相關土

地整治與污染防治之成本，以確保土地維持農業使用。 

2. 符合發展走向且具群聚規模者，且土地已受到嚴重干擾而無法回復

原本使用者，得視情形檢討變更為產業園區或特定專用區，並在負

擔相關公共設施支出的情況下，評估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 

倘若其土地已受到嚴重干擾，不能回復原本之使用，同時，為兼顧

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動能維持，在該事業符合政策發展走向並達群聚規

模，以及土地污染程度較低、違規事業污染性高；或者土地污染程度較

高、但違規事業污染性低的情況下，方能視情形檢討變更為產業園區或

特定專用區。此種做法除顧及既有產業運作的穩定外，期能透過產業園

區或特定專用區的方式，控制污染持續向外擴散的情形；此外亦能藉此

使未登記工廠依相關法規進行減污、整治土地、擬訂發展計畫與提供公

共設施服務，達到公義性之目的。在土地條件符合上述情形下，縣市政

府仍應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條件方得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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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者，毗鄰農業用地區位應設置綠帶，並繳納回

饋金 

依《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第 9、10
點規定，各不同使用分區於毗鄰農業用地處，應視其不同使用分區設置

不同寬度之綠帶隔離，以使農業使用所受影響減少。此外，亦應遵照《農

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第 2 條之規定，繳交應納之回

饋金。 

未登記工廠之國土功能分區，在完成劃分之前，是以依據《工業管理輔

導法》第 33 條之規定進行輔導，而特定期間內所補登之工廠，本案建議需

配合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土地使用績效管制標準，在考量符合地方產

業特色、相關工廠園區之供應鏈串聯以及同時兼顧周圍土地環境之品質之下，

對輔導轉正過程之相關行為、土地使用與維護進行績效管制，藉此作為評估

未登記工廠能否輔導轉正的重要依據。 

(四) 劃入國土功能分區之未登記工廠，回歸各分區土地使用管制管理 

在國土功能分區完成劃設與發佈執行後，未登記工廠將回歸原有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管理，將依據《國土計畫法》及其子法規與相關法規進行處置： 

1. 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和《國土計畫法》第 38 條

依土地違規之程度處以罰鍰及相關之行政罰。 

2. 除依《國土計畫法》第 38 條處以罰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加強嚴格限期令其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其地上物恢復原狀，

或必要時勒令歇業，若不遵從上述行為，則得依《行政執行法》規

定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

以增加違規成本，進而有效抑止違規行為，同時確保公平正義之維

護。 

3. 現行土地違規使用情形，多以被動受理民眾檢舉為主要依據，未來

得依《國土計畫法》第 40 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加強土

地違規使用之主動稽查，以提升土地違規之取締成效。 

4. 山坡地管制相關法條：為改善山坡地管制之現況，並維護山坡地上

之水土保持與相關保育利用之情勢，以下針對山坡地相關之政策執

行工具與法規，臚列其相關適用之條文提供參考（詳見表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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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4 山坡地管制相關法條 
法條名稱 超限利用 違規使用 合法不合理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草案待通過 

水土保持法 §22 §8、§12、§23、 
§32、§33 

§8、§12、§22、§23、§32、
§33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16、§25、§35 §9、§15、§35 §9、§15、§16、§25、§35 

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 － §31、§32、§33 §31、§32、§33 

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 － §9 §9 

建築技術規則 － §262 §262 

土地使用績效管制 － － 相關土地使用績效管制 

差別性補貼獎勵 相關法規 － 相關法規 

資料來源：《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水土保持法施行細則》、《山坡地建築管理

辦法》、《建築技術規則》、《土地使用績效管制》 

(五) 未登記工廠之獎勵與懲罰措施 

針對未登記工廠，透過與懲罰和輔導措施（詳參表 6-15）使符合條件之

未登記工廠輔導轉正，在搬遷至合適工業區或原地點輔導轉正並施以公共設

施負擔和回饋金制度，完成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後，即依照《國土計畫法》和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之規範進行土地使用管理，以落實

各功能分區之資源利用和全國國土空間規劃之完整性。而現行未登記工廠輔

導與罰則等相關法令若有不足之處，則應加以修正完備，以便順利與國土計

畫進行接合。 

表6-15 未登記工廠輔導與罰則相關法令 
主題 法令名稱 條號 

現行未登記工廠之輔導措施 
工廠管理輔導法 §33、§34 

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辦法 §2、§3 

現行未登記工廠之違規使用

稽查及罰則 

區域計畫法 §21 

工廠管理輔導法 §30 

都市計畫法 §79 

建築法 §86 

未來新增之土地使用管制 
國土計畫法 §38、§40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 研議中 

資料來源：國土計畫法、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記辦法、工廠管理輔導法、建築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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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為強化區域機能及符合整體發展需求，應加強跨縣市資源之整合

機制 

一、為整合及提升區域競爭力，宜建立都會區聯合成長管理機制 

(一) 都會區聯合成長管理機制之建立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雖然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規定，應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中載明空間發展策略與成長管理

計畫，但當前的都會發展問題，往往並非單一縣市所造成，而是基於行政區

間之空間互動關係所形成，而有鑑於臺灣現階段行政區劃之零碎細分，不易

完整落實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之綜合成效，為避免鄰近縣市相互資源競爭與

重複投資，並強化各縣市之間的優勢整合與區域競爭力，同時提升行政單位

之協調合作能力，建議宜透過都會區聯合成長管理機制之推動，共同規劃並

管理都會成長，以促進直轄市、縣（市）間之資源共享與互補所需。都會區

聯合成長管理機制共分為兩個階段： 

1. 規劃階段 

在規劃階段的可行途徑有二，說明如下。 

(1) 依都會區域計畫，指導各直轄市、縣（市）成長管理計畫 
有關於都會區域計畫之研擬機關，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8 條

第 2 項，分為中央主管機關和直轄市、縣（市）政府，說明如下。 

A. 中央主管機關擬定全國國土計畫時，得會商有關機關就都會

區域範圍研擬相關計畫內容，並依《國土計畫法》第 9 條第

2 項，以附冊方式納入全國國土計畫。 

B.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就都會區域範圍，共同研擬相關計

畫內容，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納入全國國土計畫。 

都會區域計畫擬訂後，中央主管機關得具體提出都會區成長管

理計畫，據以指導各直轄市、縣（市）成長管理計畫。 

(2) 藉由「區域型國土整合平台」協調各直轄市、縣（市）成長管理

計畫 
由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在權責上互不隸屬，往往缺乏整

體區域之施政考量，而在計畫間缺乏協調下，許多都會問題將難以

獲得紓解。爰此，藉由「區域型國土整合平台」之設立，作為統籌

之單位，各直轄市、縣（市）成長管理計畫得進行水平協調或共同

擬定相關之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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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審議階段 

在審議階段，則依循《國土計畫法》第 7 條，由學者、專家、民間

團體及有關機關代表所組成之國土計畫審議會進行審議。 

(二) 都會區聯合成長管理之指導原則 

都會區聯合成長管理之理念，依《國土計畫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7 款所

載之規劃基本原則，都會區域應加強跨域整合，以達到資源互補、強化區域

機能。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除藉由區域型國土整合平台以及現有縣市間

合作機制，進行資源整合與協調外，亦應遵循國家政策發展願景及空間發展

指導，以確保國土空間發展之連續性。同時，都會區聯合成長管理之執行，

應思考並落實以下指導原則： 

1. 都會區內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據「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

台」之指導，提出相應之直轄市、縣（市）成長管理計畫，其內容

應包含總量、區位、時程與品質，並制定監督與檢討機制； 

2. 都會區內各直轄市、縣（市）成長管理計畫之整合與協調，應考量

合作互惠原則，針對預期效益和受損權益，共同擬定相關回饋或補

償措施。此外，針對因實施成長管理策略所造成之經濟弱勢區域，

應提供適當經濟發展誘因、經濟機會方案等配套； 

3. 透過都會區聯合成長管理機制，進行直轄市、縣（市）成長管理計

畫之研擬，應考慮社會公平正義原則，包含原住民發展權益之維護

等。 

(三) 都會區聯合成長管理之協調事項 

都會區內不同縣市間之行政管轄，容易造成行政區交界帶之土地使用或

空間發展無整體之規劃，進而導致城鄉發展失序、資源配置失衡及土地缺乏

有效利用等問題，亦即土地空間有限使得都市內發展用地不足，而大型公共

設施難以因應都市高度集中發展所需之服務，容易造成都市不斷向外擴張蔓

延，因而導致政府須投入更多的資源提供相應之公共設施。 

有鑑於此，為使都會區內達到跨域資源共享、強化都會區域機能且提升

都會區域整體競爭力之相關目標，都會區聯合成長管理是為使都會區內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協調與因應都會發展可能面臨的跨域議題，例如：都市

防災、產業發展、交通運輸、公共設施與能源設施等，並藉由上述各議題之

分析，研提都會區整體發展目標，進而促使各直轄市、縣（市）研擬相應之

發展策略。都會區聯合成長管理之協調事項，說明如下。 

  



524 

1. 都市防災 

由於氣候變遷可能引發的大規模災害並無行政縣市界之分，都會區

內應進行整體跨域防災空間規劃，以降低特殊大規模災害所導致的重大

損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除應擬定該縣市內之防救災動線和防救

災中心等措施，針對行政區交界帶之區域應重新針對鄰近之防救災資源

進行盤點，並進行跨縣市的災害預防因應計畫，以提升當地之環境品質，

並利於災時民眾之緊急應變及避難疏散。 

2. 產業發展 

為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並考量成本效益分配之公平性，都會

區內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聯合評估區域優勢產業特色及產業發展

特性，以充分利用現有資源，來促進產業適地發展。此外，亦應藉由區

域性產業發展策略及區域均衡之成長機會，來強化區域優勢產業群聚，

以及建構區域創新系統及其支援體系，進而整合與提升區域競爭力。 

此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產業需求特性，協調與規劃

適當之土地面積與區位，並針對各區域產業用地總量進行分派，以提供

工商業發展之需，並有效支持區域特色產業群聚及新興產業發展，同時，

應依各區域、地方之水資源供給總量進行適當之規劃，並考量環境保護

之均衡性。此外，若涉及產業園區之新設，則應優先考量水、電、交通

等公共設施之限制，並將其外部成本予以內部化。 

3. 交通運輸 

為提升都會區內整體之運輸效率，以達到節能減碳之目標，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應加強區域運輸路網及資訊之整合，例如：推動區域

捷運路網之興建，以提供大眾運輸全程無縫式的服務，使在社會、經濟

上具高度關聯之行政區內的民眾，在運輸成本、時間與服務取得方面，

相較私人運具更有競爭力。爰此，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強化都會

區運輸系統之整合發展，應針對交通運輸系統進行區位、時程之討論，

以提升其服務品質。 

4. 公共設施 

對於跨域性的公共設施配置，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藉都會區

聯合成長管理策略，研訂都會區域之主、次要都市核心及地方市鎮之發

展定位，進而指導各直轄市、縣（市）成長管理計畫，以改善行政區交

界之公共設施的銜接與配合，並確保土地開發的同時，具有足夠且適當

的公共設施服務新開發地區之居民。 

中央主管機關應鼓勵並優先補助跨部門、跨域之整合型公共建設計

畫，以協助縣市政府確保跨域性公共設施之提供；都會區內各行政區應

考量現況各地區之需求、未來都市發展趨勢以及人口成長情形等，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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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進行有效率及有秩序地規劃與配置，同時考量權利義務之公平

性與合理性。 

5. 能源設施 

由於過去能源發展使用與國土空間配置未能相互完善配合，使多數

土地開發之能源供給需由遠方輸送，不僅大幅損失線路輸送之能源，長

距離輸送系統設施之開發工程，亦造成林地、山坡地等自然生態環境之

破壞。為減少能源輸送損失，並提升節能減碳功效，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整合規劃能源設施空間區位配置，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此外，

為配合未來環保能源發展及應用（如風力及太陽能等），應妥為考量所

需之區域環境及用地供給。 

爰此，為規劃都會區能源設施用地及推動區域能源資源整合，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應考量電力等能源供給及需求，預留設施用地，並

依區域特性多元化應用綠色能源，同時，推動智慧電網、推動分散式能

源系統並與電網連結，使供給面資源接近負載中心，減少輸送時損失。 

二、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都會區應協調建立社會住宅政策 

因應我國的經濟發展趨勢、國土計畫成長管理策略，及現今都會區房價過高

與住屋供需失衡的情形，影響經濟或社會弱勢者的居住權益。為促進國土計畫法

實行後兼顧社會公平正義的指導原則，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據《住宅法》

第 4 條主管機關及民間興辦社會住宅之規定，社會住宅提供至少百分之三十以上

比率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另提供一定比率予未設籍於當地且在該地區就學、

就業有居住需求者，而依《都市計畫法》第 42 條及第 46 條規定之公共設施配置

原則，屬於社會福利設施之社會住宅應按閭鄰單位或居民分佈情形適當配置之。 

由於住宅市場之需求常有跨縣市之現象，因此，為配合現今社會住宅之政策

趨勢，並同時落實成長管理策略之社會公平正義原則，都會區內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進行社會住宅政策之擬定，以抒解都會區內中低價位住宅不足之問題，並

避免社會住宅之分配不均。有關於社會住宅政策，應按以下指導原則進行規劃： 

(一) 都會區內各直轄市、縣（市）應聯合評估社會住宅之需求總量，並擬定

興辦住宅之相關計畫與興建時程。 

(二) 社會住宅應兼顧經濟與社會弱勢者之需求，並符合不同世代與社會公平

正義的理念。 

(三)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根據《住宅法》有關社會住宅之規定，加速

推動辦理。 

(四) 社會住宅之租金標準，應配合住戶所得訂定及建立完善補助機制，以達

到實質公平正義，有效補貼經濟或社會弱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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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會住宅之劃設應考量適當之區位條件，其劃設區位應依下列條件作為

考量依據，並以下列順序作為未來選址優先排序： 

1. 可負擔性 

目前社會住宅所收之租金是以市價打折的方式計算，若當地地價很

高，對社會弱勢者仍然負擔不起，故在劃設時應找到相對地理位置上的

區位，尋覓是否有公有地或閒置的公共設施，得以作為社會住宅用地。 

2. 大眾運輸便利性 

選址於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可及性佳的區位，能夠使得居住者花費在

交通上之成本降低。 

3. 基地發展性 

應考量社會住宅要設立之基地，是否基地完整並無地上物，有其發

展的可能性。 

4. 公共設施服務範圍 

除鄰近大眾交通運輸場站之外，也應有適當之公園綠地廣場等場所

能提供作為休閒遊憩場所，並有基本之市場、學校、醫院診所等公設。 

三、離島地區經濟發展機會及社會公平正義改善策略 

在以離島治理為基礎的相關規範方面，為了推動離島的開發與建設，健全產

業之發展，同時維護自然生態環境，保存文化特色，以改善生活品質及增進居民

福利，所以訂定「離島建設條例」作為離島地區發展的依據，由此條例所延伸的

規範包括行政院離島建設指導委員會設置要點、離島建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

法等。其中依據「離島建設條例」及行政院離島建設指導委員會設置要點所訂定

之「促進離島永續發展方針」，為研修訂及審議離島縣市各項發展與建設計畫之

最高指導原則。以下就本計畫研擬之策略進行說明: 

(一) 離島建設應以永續發展為最高目標，並兼顧離島地區發展品質 

由於各島嶼長期處於社會、環境、經濟的弱勢地位，因此面對重大外在

挑戰時，其變化常無法回復，加上各島嶼長期封閉演化出其獨特性，不具有

同質的替代，有鑒於此，為推動離島建設使其能健全發展，應以「永續」作

為核心發展概念，使其在促進建設的同時，亦不損及離島原有之環境風貌，

以兼顧生態與經濟之效。另外亦應將離島地區之發展品質納入考量，以確保

其發展具有一定之水準。這裡所指涉之發展品質項目，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

所研提之「促進離島永續發展方針」中即開宗明義指出包括居民基本生活照

顧、島嶼生態保育、島嶼特殊文化保存及優質產業之和諧發展，以達《離島

建設條例》第一條所立之健全產業發展、維護自然生態環境、保存文化特色、

改善生活品質以及增進居民福利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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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達此一品質之維護，除《離島建設條例》第 13 條維護離島居民之

生命安全及身體健康、第 7 條鼓勵離島產業發展之規範或補助，亦應參考

「離島永續發展規劃暨離島建設基金計畫補助原則」，並考量以下原則： 

1. 在文化保存及環境保育方面應考量各島嶼之特殊性，訂定離島綜合

建設實施方案，各項離島建設補助計畫應符合該方案之定位與策略，

如屬方案核定之計畫內容，原則上優先補助。 

2. 離島之不可再生資源與可再生資源均有其限制，因此離島建設計畫

不可忽視這些資源可負載之能力；已經過度開發之島嶼，則應依其

環境承載力採取開發降溫及環境保全對策。 

3. 基礎建設之補助僅以滿足離島居民民生迫切需求為前提，若為新興

之基礎建設不得破壞島嶼整體景觀、干擾生態環境；若為既有設施

之修繕，應維持現有基礎設施規模，以維護基本運作功能為首要，

並可依據島嶼特殊性生態，增加現有基礎建設之生態環境親和度。 

(二) 離島各縣（市）國土計畫應依據各離島特性確立發展定位與成長管理策

略，並訂定永續發展評估指標。 

離島之發展經過整體性的考量並提出相關的因應策略後，各離島縣市應

進一步依據「離島建設條例施行細」第 4 條之規範，視其地區之特性確立發

展定位、未來發展目標及實施之空間範圍等總體目標，並於實施策略中載明

整體發展策略、成長管理策略、島嶼特色及脆弱度因應策略等內容。 

同時，為評量及檢視離島永續發展推動成效，也應訂定永續發展評估指

標，其指標的建立可依據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指

標系統與架構，進行永續發展指標系統研擬所發表的永續會指標系統，分為

環境、節能減碳、國土資源、生物多樣性、生產、生活等面向，視各離島之

發展情形擬定合適之評估指標。 

(三) 加強島嶼特殊文化景觀及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之保存，鼓勵創新多元

的地方文化產業發展，振興離島經濟。 

為促進離島居民之福祉，並朝永續發展方向推動，離島建設應避免不當

開發造成自然、人文生態破壞，同時為振興離島經濟帶動地方發展，以縮短

離島之城鄉差距。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 條，文化景觀是指人類與自然

環境經長時間相互影響所形成具有歷史、美學、民族學或人類學價值之場域；

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則指具保育自然價值之自然區域、特殊地形、地質現

象、珍貴稀有植物及礦物。 

針對島嶼特殊文化景觀之維護與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之保存，本計畫

參考《文化資產保存法》之相關規定，提出以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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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普查具史蹟、文化景觀價值之內

容及範圍，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審查登錄後，應辦理

公告，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文化部備查。 

2. 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由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管理維護，該管

理維護者應擬定管理維護計畫，報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備查。 

3. 自然紀念物禁止採摘、砍伐、挖掘或以其他方式破壞，並應維護其

生態環境；自然保留區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 

4. 若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管理不當致有滅失或減損價值之虞，主管

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得通知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主管機關得逕為管理維護、修復，並徵收代履行所

需費用。 

5. 文化景觀與自然資源保存維護之核心應為保育地景、生物多樣性和

文化價值，而其保存維護不應僅關心保護，尚須強化或復育，以增

進其自然和文化價值。 

6. 當文化景觀與自然資源的不同價值產生無法調和的矛盾時，應優先

考慮保存當地的特色品質，而保存維護應有彈性和調適性，以因應

內在和外在環境的變化。 

此外，針對地方文化產業發展，依據「離島永續發展規劃暨離島建設基

金計畫補助原則」第 12 條及第 13 條，離島建設應規劃具地方特殊性之產

業，鼓勵創新及多元化的發展，以及低污染、高科技、促進環境維護之綠色

產業。此外，應優先支持提升遊憩品質，減輕環境負荷，落實島嶼自然資源

及文化歷史保存保育之觀光發展，並且建立在地解說員、民宿、旅遊設施等

事業認證與收費機制，以促進地方文化產業之發展，進而振興離島經濟。 

(四) 改善離島與臺灣本島間及各離島間之交通運輸，推動生態旅遊，落實自

然生態保育。 

離島島嶼間孤懸海上，居民進出臺灣僅能以海上或空中交通運輸。然海

運因夏季颱風、冬季東北季風而常處停駛狀態。航空運輸每逢盛夏旅遊旺季

機票被壟斷一位難求，冬季又因為旅客人數減少，航空公司大量減少航班，

造成往返臺灣就醫、求學、就業的鄉親及旅客交通上極大不便。在偏遠離島

地區，大部份之民生用品皆需仰賴臺灣本島或主要離島補給;加上離島地區

過去建設較少，相對保存較多人文風貌及自然景觀，因而保有發展觀光遊憩

的潛力。因此，離島航運上有一定之客貨運需求，需要再兼顧經營永續與居

民生活權益的雙重前提之下，提供足夠之交通運輸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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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達此一品質之維護，除《離島建設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中央政

府為促進離島地區居民對外交通便捷，以及考慮離島居民與臺灣本島間對外

交通，需考慮以下列之原則： 

1. 依據《離島永續發展規劃暨離島建設基金計畫補助準則》§4，各離

島因應其地理環境、自然資源、人文歷史、經濟之特殊性，訂定離

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各項離島建設補助計畫應符合該方案之定位

與策略，如屬方案核定之計畫內容，原則優先補助。 

2. 島嶼內陸運輸應與島嶼對外海空運整合，在海空運方面，增列相關

大眾運輸班次，並結合島內觀光等產業發展，提升大眾運具之使用

比例、效率和品質，並配合再生能源系統之建置，增加低污染、無

污染綠色運具之使用比例。 

3. 推動生態旅遊取代大眾觀光，加強有關生態旅遊教育訓練，深耕環

境倫理及文化傳承觀念並教育，確保生態資源永續利用之目的，進

而提升遊憩品質與減輕環境負荷，落實自然生態保育落實原生物種、

特定棲地及生態系統之保護、復育與適度利用，禁止無人島嶼之開

發與建築。 

4. 指導離島間防止入侵物種危害島嶼生態之機制及措施，並尋求各島

現有入侵物種之控制方法，並保存與永續使用觀光遊憩與文化資源。 

(五) 推動整體性的海岸地區建設管理，檢討各類海岸設施、漁港等之必要性

與妥適性，避免投資浪費或破壞海岸環境。 

離島地區各縣均四面環海，擁有曲折又十分長的海岸線，相關各類海岸

設施如防波堤、離岸堤、燈塔和漁港等海岸設施分佈密度極高。由於離島近

海和沿岸漁業盛行，漁港設施數量眾多，其中又以澎湖縣總計 67 座漁港居

全台之冠，金門縣和連江縣分別計有 3 處和 5 處。然而，近年離島人口老化

與人口外流嚴重，漁業從業人口逐年下滑，許多漁港使用率偏低，造成維護

成本偏高與效益不佳，有必要檢討漁港設施之必要性與妥適性，避免使離島

地區艱困財政負擔更加惡化。而離島地區豐富的自然景觀、港灣和人文風光，

擁有高度觀光休閒遊憩之潛力，考量生態與海岸之永續，應避免大規模人工

設施，以避免或破壞海岸環境 

為推動整理性海岸地區建設管理，除遵循現行《離島建設條例》、《海岸

管理法》和國發會發布之促進離島永續發展方針，離島各縣亦須參考以下列

之建議原則： 

1. 離島各縣政府應提出海岸地區整體建設管理計畫，盤點現有縣內之

海岸設施和漁港數量，並評估其使用率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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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岸地區之防波堤提和離岸堤等人工護岸設施之建設，應優先考慮

自然工法或自然復育策略，以避免非必要的人口水泥設施，造成海

岸不可回復之生態環境破壞。 

3. 應檢討現有漁港之存續性，整併現有漁港設施和管理人力，以達到

整體海岸管理之維護效益。對於不再使用之漁港，可轉型作為其他

觀光、養殖用途，或納入拆除計畫之評估。 

(六) 無人島嶼應儘量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或海洋資源地區 

1. 除必要之氣象、導航及國防設施外，禁止開發及建築；已過度開發

之島嶼，應依環境承載力採取適性開發及環境保全對策。 

2. 離島區域之無人島可能因土地面積較小且無水電供給，無法供實際

居住使用，然而其具有作為重要漁場、維護自然資源與保護野生動

物生存環境，或是屬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等價值，因此仍須重視並

在管理與維護上提出合適之策略。基於無人島存在其重要性，建議

將作為鳥類棲息地、具有特殊地質景觀或文化價值的地區納入保育

範圍，並禁止開發與建築行為。 

3. 在過度開發的島嶼方面，基於過度開發行為可能造成生態浩劫與超

過環境負載等問題，因此應就已造成的環境破壞進行補救措施，並

限制後續之開發與建築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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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土成長管理執行工具 

依據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4 條第四項之規定：國土成長管理策略應載明下

列事項：全國農地總量及農業生產環境之維護策略、城鄉發展總量、成長區位及

發展優先順序、環境品質提升及公共設施提供策略、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兼顧

經濟發展機會及社會公平正義改善，研提五項策略及其指導原則與相關配套措施。

茲就其執行工具分述如下。 

壹、土地滾動檢討機制 

一、檢討原則 

(一) 城鄉發展用地總量檢討原則 

為確實掌握並調控全國城鄉發展用地之供需總量動態，中央主管機關應

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考量下列原則，建立城鄉發展用地總量之滾動

檢討機制，定期檢討之，據以指導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擬議： 

1. 現行城鄉發展用地實際供需情形； 

2. 人口及住宅分析及檢討； 

3. 因應社會經濟變遷之城鄉用地轉型需求； 

4. 資源及環境容受力之供給能力； 

5. 公共設施（備）之供需情形及未來供給能力； 

6. 城鄉發展之空間趨勢。 

(二) 產業發展用地總量檢討原則 

為確實掌握並調控全國產業發展用地之供需總量動態，中央主管機關應

會商產業主管機關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考量下列原則，建立產業發展

用地總量之滾動檢討機制，定期檢討之，據以指導各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之擬議： 

1. 現行產業發展用地實際供需情形； 

2. 輔導既有未登記工廠之產業發展用地需求； 

3. 因應科技發展之產業發展用地轉型需求； 

4. 資源及環境容受力之供給能力； 

5. 產業基盤之供需情形及未來供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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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城鄉發展之空間趨勢。 

(三) 農地總量滾動檢討機制檢討原則 

依據民國 105 年 9 月之「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案）」，我國農地需求

總量之目標值為 74 萬公頃至 79 萬公頃。同時，中央農業主管機關也已協助

直轄市、縣（市）政府進行農地資源分類分級劃設的工作，並擬定各直轄市、

縣（市）之宜維護農地資源的控管基準。因此，為確實控管及維護農地資源，

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應依循下列原則，輔導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立維護農

地總量之滾動檢討機制： 

1. 以維護糧食安全為優先； 

2. 依據農產業發展之實際需求； 

3. 考量農業發展未來趨勢。 

二、執行方法 

(一) 城鄉發展總量滾動檢討執行方法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3 項所述，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擬定

計畫之機關應視實際發展情況，全國國土計畫每 10 年通盤檢討一次，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每 5 年通盤檢討一次，並作必要之變更。但若有《國

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3 項所述的情事之一，得適時檢討變更之。因此未來

若欲檢討成長管理計畫總量，則需透過通盤檢討或適時檢討進行總量調整。 

1. 通盤檢討 

根據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全國國土計畫每 10 年通盤檢

討一次。為確保城鄉發展用地總量嚴格管制，在通盤檢討進行前，內政

部應協商中央各部門提出空間發展計畫，並且指導各縣市政府進行背景

資料基本調查，及空間需求總量分析，結合各部門與各縣市所提出之空

間需求總量，推估未來所需新增之城鄉發展用地。 

本計畫建議，總量管制內容應包含：住宅供需、公共設施供需、產

業發展用地供需及再生能源用地供需等，若有供不應求之情況，在通盤

檢討時應參照成長管理策略貳之「城鄉發展優先順序，以既有都市計畫

地區為發展之優先考量範圍」，避免土地資源浪費與過度耗用，若仍有

用地供給不足情形，才得考慮新增城鄉發展用地。在再生能源用地需求

部分，因與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會有競合情形，

必須遵守前述之競合原則；再生能源設施在該國土功能分區之設置，必

須根據國土計畫法第 7 條相關規定，送交國土計畫審議會進行審議，通

過之後才得進行設施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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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盤檢討前，各部門提出之空間發展計畫，應載明空間發展現況及

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而各縣市應先進行背景資料基本調查及空

間需求總量分析推估，作為通盤檢討之基礎，包括下列各項： 

(1) 人口規模、成長及組成。 

(2) 住宅供需。 

(3) 公共設施容受力。 

(4) 產業結構及發展。 

內政部應規定各部門及縣市政府，限期將上述資料呈報予內政部，

在通盤檢討時以上述資料，進行各縣市之空間發展用地總量分派，落實

總量管制。 

2. 適時檢討 

(1) 載明事項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4 項將訂定國土計畫適時檢討變更

簡化辦法，依據目前擬定之國土計畫適時檢討變更簡化辦法（草案）

第 2 條，全國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依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

第 3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規定，辦理適時檢討變更時，其內容應載明

事項得予簡化如下：  

A. 法令依據。  

B. 變更理由。  

C. 變更計畫範圍。  

D. 變更計畫內容（含變更前後差異對照說明）。  

E.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F. 其他相關事項。 

此外，除依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3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規定適

時檢討變更之全國國土計畫內容，除應載明本條各款事項外，得視

檢討變更之情事，彈性增加下列內容： 

G. 基本調查及發展預測。 

H.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條件、劃設順序、土地使用指

導事項。 

I. 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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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K.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原則。 

L.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M. 其他相關事項。 

(2) 審議 
依據目前擬定之國土計畫適時檢討變更簡化辦法（草案）第 3

條說明，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3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適時檢討變更

全國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者，國土計畫之擬訂，得免辦座

談會或其他廣詢意見程序。計畫草案應公開展覽及舉行公聽會；展

覽期間不得少於 15 日。 
變更國土計畫報經各該管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報請行

政院或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但必要時，變更全國國土計畫得由行政

院召集二層級國土計畫審議會聯席審議後核定；變更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召集二層級國土計畫審議會聯席審議

後核定。 
擬訂機關應於接到核定公文之日起 15 日內公告實施，並將計

畫函送各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分別

公開展覽；展覽期間不得少於 45 日。如同時涉及變更全國國土計

畫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者，得併同辦理公開展覽、公聽會

及審議等相關程序。 

(二) 農地總量滾動檢討執行方法 

1. 短期 

(1) 根據農委會已盤點出臺灣各區域應維護的農地面積，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以此作為管制依據，直轄市、縣（市）政府於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後，應每 2 年一次，檢討當地農地

面積是否達到應維護的數量，以因應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所定之

控管總量。 

(2) 我國的農地使用，長期以來一直存在假農舍林立、違規工廠…等，

農地非農用之情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就農委會所劃設之

各級農地，進行農地使用情況（例如：從事耕作、休耕或廢耕；

若興建農舍，則農舍之實際使用情形等）、類型（例如：連作、

輪作、混作；稻作或雜糧…等）與分佈位置及比例的調查，針對

農地的實際使用情形作完整的資料蒐集，並作資料庫的建置供

後續作業使用，以徹底執行農地總量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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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執行過程中，直轄市、縣（市）政府除應針對農地的實際使

用情形作詳細調查外，也應配合現行可用或另行制定相關的獎

懲機制，規範農地所有權人落實農地農用，使具優良生產環境的

農地能夠發揮其功能，避免流於非法使用之情況，以維護農地總

量的穩定。 

(4) 直轄市、縣（市）政府針對目前現有的休耕、廢耕農地，應以鼓

勵農地維持農用為出發點，視實際使用的情形，實施獎懲機制，

並對減少的農地面積進行檢討，確實掌握農地資源的變化。 

(5)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針對當地發展情形，做適當之檢討項目

調整，例如考量隨著產業擴張的趨勢，可能產生相關使用地之需

求，此情事是否影響農地的總量維護？因應措施為何？再者，當

地若有新建道路或大眾運輸場站…等交通設施需求，是否會影

響到農地的保留與農業生產？ 

2. 中期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每 5 年一次的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通盤檢討，依據當地的農地資源特性與整體環境變化，進

行適度的維護總量修正，以因應實際的糧食與發展所需。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視當地農地使用與農業發展情形，作執

行工作上的調整，其中若涉及跨縣市政府之間的議題，則須透過

跨部門的農地控管協商機制，共同協調因應對策，並適度結合農

委會之農地資源分類分級規劃結果，進行分區調整，確保農地總

量。 

(3)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考量當地產業結構變遷情形，針對各級

產業的數量與從業人口進行調查，並就變化的趨勢對維持農地

總量可能產生的影響，提出適當之因應措施。 

3. 長期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每 10 年一次的全國國土計畫通盤

檢討，共同檢討當地應維護的農地面積，與各縣市政府之應維護

總量合計，是否符合全臺糧食自給所需。 

(2)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的趨勢，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其納入考

量，並以維持糧食生產及糧食安全的觀點，檢視氣候變遷對於農

業發展與農地維護總量可能產生的影響，提出相關因應措施。 



536 

(3) 同時要求應符合糧食安全，並盤點是否足夠供應未來發展之需

求，針對各地方應維護的總量進行調整，以因應整體環境的變化，

提出適當的管理決策。 

(4) 隨著科技發展的趨勢，農業生產的技術也有所進步，尤其臺灣的

水土資源有限，所以更仰賴技術的發展與改良，因此應考量科技

技術的發展對農地總量維護與農業生產量的影響，提出因應對

策。 

表6-16 農地總量滾動檢討項目表 
短期 中期 長期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公告後，應檢討農地

面積是否達到應維護的

數量。 
 應就農委會所劃設之各

級農地，進行農地使用

情況、類型、分佈比例的

調查，以支持總量控管

的作業。 
 配合現行可用或另行制

定相關的獎懲機制，規

範農地所有權人落實農

地農用，以維護農地總

量。 
 針對目前現有的休耕、

廢耕土地，實施獎懲機

制，並對減少的部分進

行檢討。 
 應針對當地發展情形，

做適當之檢討項目調

整。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

依據當地的農地資源特

性，進行適度的維護總

量修正。 
 應透過跨部門農地控管

協商機制，適度結合農

地資源分類分級規劃結

果進行分區調整，確保

農地總量。 
 應考量當地產業結構變

遷情形，並就變化的趨

勢提出適當之因應措

施。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

檢討維護的農地面積是

否符合糧食自給所需。 
 應考量氣候變遷的趨

勢，檢視其對於農業發

展與維護農地總量可能

產生的影響，提出相關

因應措施。 
 應符合糧食安全，並盤

點是否足夠供應發展之

需求，針對應維護的總

量進行調整。 
 4.應考量科技技術的發

展對農地總量維護與農

業生產量的影響，提出

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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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共設施同時性 

公共設施之提供應考量現況各地區之需求、未來都市發展趨勢、人口成長情

形，進行有效率及有秩序地配置，以減低公共設施低度使用的情況，並應確保土

地開發完成後，有足夠且適當的公共設施服務當地居民，因此，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遵循《都市計畫法》第 17 條所規範之分期分區實施進度依期限完成公共

設施之興建，以達到公共設施與開發的同時性，減少無效率之開發，故未來設置

公共設施時，應將下列作為考量準則： 

一、加強設施工程之間的配合 

各類公共設施的建設會因各項因素（例如：交通、人口、公共設施服務水準

等）的影響而有不同考量，故應將各公共設施的潛在影響因素共同納入考量，並

互相配合及整合設施間的差異，以提升工程效率。 

二、同時性（concurrency） 

所有設施開發應按照每期進度設置，同一段時間裡，都市的發展需面面俱到，

且發展步調要一致，故應配合每一期地區所預期的使用量，進而建設能夠乘載相

對應用量程度之公共設施，以避免產生設施提供過量或不足之現象。 

三、生命週期一致性 

考量都市應視為一個生物體，故都市有其生命週期，在不同週期中運作之機

制、速率也會不同，配合每個都市地區成長之時序，來調整公共設施運作及管理

的方式，然而公共設施其相關設備之生命週期也應一併考量，故在設置公共設施

與相關設備時，應配合生命週期一致性原則以避免效益浪費。 

各項公共設施的建設，需考量一地之人口、社會發展等因素，故未來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應確實將地區所需之公共設施，依以上準則進行分類、分級，

並擬定其興建及檢討進度，適時提供或將閒置之公共設施活化、多元使用。取得

使用許可之計畫應詳述分期分區發展內容，並妥善依照時程進度及公共設施服務

水準，分期分區配置所需之公共設施，分期分區發展規劃的概念在於效率的追求，

企圖透過土地開發時序的控制，提升公共設施之投資效率節省財政支出，並可確

保土地資源使用之平衡，以及兼顧公共設施之服務水準，使得財務預算之編列能

有效率而適時的提供都市建設之需。因此，透過城鄉發展地區分期分區計畫強化

城鄉發展地區之空間發展活力，避免造成土地資源的不當開發、環境生態的破壞、

無秩序的發展以及無效率的投資。 

由於，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在於調適和指導都市合理發展，運用有限的資源，

配合發展需要，針對公共設施投資之實質建設在空間、時間向度應作最合理有效

的分配。於空間規劃方面，則是強調公共設施的服務範圍、費用分擔及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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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從地區發展的時序來看，分期分區計畫應以公共設施同時性為原則進行規

劃。其主要的檢討時機如下： 

(一) 擬定各直轄市、縣（市）之國土計畫 

各直轄市、縣（市）於擬定國土計畫時，得依據本策略之指導原則，盤

點各行政區內之城鄉發展成長區位，給定區位內部之發展優先順序，於各直

轄市、縣（市）成長管理計畫中載明城鄉發展地區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將其

結果呈現在直轄市、縣（市）之空間區位圖。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十條，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內容，應載

明事項，第五款之直轄市、縣（市）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中，依據《國

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六條第四款，直轄市、縣（市）成長管理計畫內容，

應視其需要包含之項目內容，擬定公共設施之需求、配置及改善方案。 

而於審議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城鄉發展地區分期分區計畫時，

應考量下列原則： 

1. 審議過程 

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於審議時，應就各直轄市、縣

（市）成長管理計畫內城鄉發展地區分期分區內容有確實之審議與討論，

並一併詳載於會議記錄。未確實列載城鄉發展地區分期分區之各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應予限期補正後重新審議。 

各都市計畫之都市分期分區發展計畫，應遵循其上位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之城鄉發展地區分期分區計畫之指導，將其實施進度、經費等

詳列於主要計畫之中，送交都市計畫委員會確實審查，未確實列載者都

市計畫委員會應予限期補正後重新審議。 

2. 審議項目 

視實際主要計畫之擬定內容，其中涉及分期分區計畫之內容為，分

區發展構想以及財務計畫，前者為針對個分區之發展提出因地制宜之發

展規劃，後者為公共設施實施進度及經費表，建議計畫內容應將分區發

展構想及公共設施實施進度結合，提出分期分區的發展順序，確保發展

時有相因應的公共設施提供，最後於財務計畫中，針對不同分區的分期

計畫內容和公共設施興建的時程，提出土地取得、開闢經費、預定完成

期限及經費來源…等。 

前述計畫之內容，除建議各直轄市、縣（市）成長管理計畫內城鄉

發展地區分期分區計畫內容應載明，審議會應嚴格審查針對此部分是否

有將分期分區計畫和公共設施計畫配合發展。 

國土計畫審議委員會得依下列項目審議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之城鄉發展地區分期分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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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展優先次序之劃定：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內之城鄉發

展地區分區發展優先次序之劃定應依前述國土計畫擬定城鄉發

展優先區位與順序之只到，依下列順序依序於以考慮。 

A. 都市計畫地區之推動都市更新地區之整體開發地區。 

B. 都市計畫地區之低度發展或無效供給地區。 

C. 第二類城鄉發展區。 

D. 擴大都市計畫地區。 

E. 新訂都市計畫地區。 

F. 成長管理邊界內其他非城鄉發展地區之使用許可地區。 

以上述之 6 項分類之發展先後順序為原則，各項目下各縣（市）

政府可視各地方之發展狀況與財務情形，予以增設細分類。 

(2) 各調查區分析資料：劃定城鄉發展地區分區發展優先次序之前，

應將計畫範圍內之都市發展用地劃分為若干調查區，進行分析

作為研判之參考，並以附件方式附於城鄉發展地區分期分區計

畫之內，供國土計畫審議委員會審議時之參考。上述調查區之調

查分析事項，建議主管機關參採《都市計畫分區發展優先次序劃

定原則》第 3 條擬定之應調查分析事項： 

A. 現有人口數、人口密度與分佈、人口成長率。 

B. 現有建築物之分佈及構造。 

C. 空地及公有土地之分佈及其使用情況。 

D.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之分佈，及其已開闢完成暨使用之程度。 

E. 地價。 

F. 市容觀瞻之重要地點。 

G. 重大建設計畫之地區及範圍。 

H. 窳陋或髒亂地區。 

I. 發展較緩慢或較快之地區。 

J. 政府在年度及未來預算中所列都市建設之地區。 

K. 發展需要之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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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其他有關資料。 

(3) 編列各發展區之開發時程：各發展區之劃定，應以五年為限依據

區域內需要發展之地區編列為第一期優先發展區，其餘應視其

發展需要依次編列。 

(4) 各時程之都市建設事業及經費預算：針對各期優先發展區，應載

明該區位內預計完成之都市建設事業項目及其經費預算之編列。 

3. 變更 

城鄉發展地區分期分區發展優先次序公告實施後，應視計畫地區範

圍之發展情況與趨勢，並依據地方財力予以檢討，其檢討後，必須修訂

變更者，應經國土計畫審議會通過，由內政部核定公告實施。 

(二)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擬定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時，為落實分期分區發展的精神，且在不影響

毗鄰土地使用之相容性及公共設施完備下，應考量當地既有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服務水準，及鄰近地區之公共設施供需情況，並優先補充公共設施服務水

準不足者。 

首先，提出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與公共設施之相關內容，後續針對現行

法規之探討與建議，內容如下所示： 

1. 適用之新訂或擴大計畫區類型 

(1) 住商型都市計畫 

(2) 產業型都市計畫 

2. 申請區位之要件 

為確保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發展時，相應之公共設施可以迅速到位，

並避免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區位，為滿足規劃之開發量所需之公共設施

量，跟既有公共設施興建現況落差過大，建議以既有公共設施服務水準

現況到達一定服務水準以上之區位，做為新訂或擴大計畫區範圍，並據

以做為審查要件之一。 

3. 提出公共設施發展計畫 

提出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申請書內容，應就計畫範圍內之公共設

施既有現況及未來需求…等進行說明，且根據範圍內預計興建之公共設

施，應詳列預估興建時程與各分區之公共設施財源籌措情形。依下列事

項說明，並提出公共設施發展計畫： 

(1) 說明計畫區內既有公共設施現況、項目、服務水準。 



541 

(2) 預估未來計畫區最大開發量，以供近一步分析各分區之公共設

施需求量。 

(3) 說明各分區公共設施預估興建之項目、數量、區位以及時程。 

(4) 確定各分區公共設施財源籌措方式。 

該公共設施發展計畫，應併同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審查程序送交審查。 

4. 相關法規儘速修法 

現行《都市計畫法》等相關法規（詳參表 6-17）雖具有分期分區發

展之精神，但未能進一步明確規定實施方式，造成徒具形式而無實質計

畫功能之結果，導致成效不佳。各都市計畫之都市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應遵循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城鄉發展地區分期分區計畫之指導。 

表6-17 現行分期分區發展相關法令 
主題 主要法令條文 內容 

城鄉發展地區 

分期分區發展 

都市計畫法§15 

市鎮計畫應先擬定主要計畫書，並視其實際

情形，就左列事項分別表明之：......九、實

施進度及經費...... 

都市計畫法§17 

第 15 條第 1 項第 9 款所定之實施進度，應就

其計畫地區範圍預計之發展趨勢及地方財

力，訂定分區發展優先次序。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

行細則§9 

主要計畫應依本法第 15條第 1項第 9款及第

17 條規定，以五年為一期訂定都市計畫實施

進度，擬定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都市更新條例§6、§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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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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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行劃定更新地區；

並視實際需要訂定或變更都市更新計

畫...... 

檢視目前現有法律未能有效擬定分期分區發展計畫之原因有二，首

先為《都市計畫法》第 17 條第 2 項之設計缺陷，是臺灣地區未能落實

分期分區計畫法令規定之主因之一（林英彥等，民國 90 年）54。該條文

明列「未發布細部計畫地區，應限制其建築使用及變更地形。但主要計

畫發布已逾 2 年以上，而能確定建築線或主要公共設施已照主要計畫興

建完成者，得依有關建築法令之規定，由主管建築機關指定建築線，核

發建築執照。」如此規定違背《都市計畫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範都市

計畫分期分區依優先次序發展之美意，導致能指定建築線或主要公共設

施，已照主要計畫興建完成者（面前道路、國民小學），即可申請開發。

此外，《都市計畫法施行細則》§2 補充說明「主要公共設施已照主要計

                                                 
54 引自林英彥等，「都市計畫與行政」，國立空中大學，民國 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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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興建完成者」也過於寬鬆，造成不少不成熟之土地開發行為發生在公

共設施不足之區位。綜觀《都市計畫法》第 17 條第 2 項之設計缺陷，

使得各地區之土地皆可開發之可能性大幅提高，無法影響都市能夠有效

地依照分期分區計畫發展。 

第二，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同時擬定間接造成《都市計畫法》第 17
條第 1 項之分期分區美意無法達成。因根據《都市計畫法》第 16 條「鄉

街計畫與特定區計畫之主要計畫所應表明之事項，得視實際需要，參照

前條第 1 項規定事項全部或一部予以簡化，並得與細部計畫合併擬定

之。」，使得地方之主要計畫擬定時，為求工作效率方便，常將主要計

畫之內容涵蓋細部計畫之功能，使得當主要計畫內容公布後，容易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申請開發，於是再次使得各地區之

土地皆可開發之可能性提高，間接造成可發展用地的分散在公共設施不

足之地區，影響土地開發品質。 

綜觀上述，為有效落實成長管理分期分區發展，相關法規應儘速修

法，並於擬定都市計畫時確實將分期分區計畫納入計畫內容之中，藉以

強化分期分區發展計畫之法律地位。 

(三) 開發使用配合公共設施同時性 

為確保城鄉發展地區分期分區發展計畫下之開發地區，於開發使用時能

有符合公共設施服務水準，透過開發時程先後順序之差異，調控可開發總量

以控制開發之速度，並透過使用許可與建築許可嚴格控制區位之開發與公共

設施的搭配。 

1. 使用許可：建議《使用許可審議規則》規範公共設施審議標準。 

根據《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中於城鄉發展地區應經申請同

意使用之項目，依其申請同意使用之項目性質，考量其公共設施需求，

於《使用許可審議規則》時依據該地區之基盤設施需求與目前興建水準，

作為審核其使用許可是否通過之依據。 

2. 建築許可 

(1) 公共設施服務水準門檻機制 
各直轄市、縣（市）根據城鄉發展地區分期分區計畫之內容，

根據各行政區之發展程度不同，因地制宜設定各分區之公共設施服

務水準門檻（如臺北市政府針對各行政區之現況不同而賦予不同之

都市定位：若將南港區定位為吸引廠商進駐開發，可適度調降公共

設施服務水準門檻值；而發展趨近飽和之行政區如萬華區，則調高

公共設施服務水準門檻值以減少開發）。將此門檻值作為核發建築

許可之參考標準之一，以有效控管與引導都市於合適區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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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執行單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B. 門檻設定：依據地區特性明確指定公共設施項目與各項目之

門檻值，作為審查機關於審核是否核發建築許可時，評估是

否在開發地區公共設施服務水準標準之內的依據。 

C. 附帶條件通過：經過上述審查駁回申請建築許可之案件，若

開發者願意自行負擔該公共設施，則可以在原分期分區發展

計畫所訂之時程內，完成該公共設施項目之提供為前提，作

為附帶條件通過此申請案件，藉由此確認公共設施興建之責

任歸屬。 

(2) 服務水準現況與興建時間表 
縣市政府依據城鄉發展地區分期分區計畫內之各分區範圍，架

設網站公布各分區之公共設施之服務水準現況與預計興建時間，確

保土地開發進行時，須先確定公共設施的服務水準，不因開發而受

影響，做為決定是否核發件建築許可的前提之一。開發者得以透過

公共設施之服務水準現況與興建時間表，評估取得建築許可的時間

與可能性，以決定是否自行負擔公共設施，或等待政府依據興建時

程投資興建，藉此確保分期分區發展時有相因應之公共設施，使開

發者有明確訊息考量開發時程與區位。 

A. 執行單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B. 內容：應包含城鄉發展地區之各分區公共設施開闢程度、所

需公設種類與數量、各項所需公設之迫切程度（優先順序）、

預計興闢完成時程。 

C. 時程：每年定期更新統計與公布之。 

D. 獎勵措施：若業者決定自行負擔公共設施應給予相關獎勵措

施，以紓緩所有公共設施皆由政府提供之龐大財政負擔。其

相關規定可配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獎勵民間參

與交通建設條例》，給予相關獎勵措施如融資及租稅優惠等，

以下羅列可能之獎勵項目，詳細辦法交由相關主管機關研議。 

a. 審查快速：案件之申請審查時程加快，以減少時間成本，

利於開發者快速進駐。 

b. 融資優惠：中長期基金之融通、貸款限制之放寬。 

c. 租稅優惠：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免徵、關稅之免徵、地價稅

等稅賦之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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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設置輔導與諮詢平台：有鑑於涉及之法規與優惠之項目龐

雜，相關單位應設置窗口服務民眾，提供諮詢並協助民間

辦理相關事項。 

(四) 都市更新計畫配合公共設施同時性 

根據《都市更新條例》第五章之獎助內容，我國目前都市更新獎勵措施

包括建築容積獎勵、建築容積移轉、稅捐減免等措施，然民間一般仍以建築

容積獎勵，作為評估更新開發效益之重點依據。然而在未進行都市更新前公

共設施即已不足的地區，發放過高的容積獎勵，將對地區造成衝擊加倍致降

低生活品質，扼殺都更機制用於提升更新範圍生活機能與環境品質的美意。

因此，為確保都市既有已開發地區，在實施都市更新後能有效提升居住品質，

需透過以下工具進行相關政策調整，以都市更新計畫配合公共設施同時性，

確保掌握都市更新範圍內之公共設施服務水準。 

1. 新增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應表明事項 

在提出都市更新計畫時，除針對個案本身進行規劃、分析更新地區

本身所得效益的改善外，並應就整體地區公共設施服務水準、整體環境

進行分析。 

因此，應建立都市更新對於環境的影響，並非僅侷限於更新單元本

身，且包含其週遭環境之觀念。建議《都市更新條例》第 21 條於規定

更新事業計畫應表明事項之內容新增整體地區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分析，

再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21 條第 1 項第 7 款提出區內公共設施興修

或改善計畫。未來更新計畫實施者，依照該項目評估該更新計畫，對更

新範圍內外之公共設施影響與衝擊，並作為後續都市更新審議會，評估

給予容積獎勵多寡的考量依據，避免超量之都更容積獎勵，造成公共設

施服務效益衝擊。 

以臺北市之個案為例：目前更新開發公司所提出之申請計畫書，其

計畫書大多著重在基地開發，甚少關涉到週遭的環境影響，建議應學習

日本之作法，擬定完整的都市更新計畫書(黃定國，民國 88 年)，於整體

地區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分析項目內容包括：開發基地環境預測及評價、

環境保全之處置…等項目，才能確保更新後之環境品質。 

2. 都市更新審議原則應納入公共設施容受力指標 

各直轄市、縣（市）縣市政府應因地制宜，建立地區之公共設施容

受力評估準則。並於各地區之都市更新審議原則，納入該公共設施容受

力評估準則。例如：建議新北市即修訂改《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

而未訂有都市更新審議原則之縣市政府，建議應儘速擬訂相關法規。在

都市更新審議會中，確實考量該更新計畫對地區公共設施容受力的影響

程度，作為調整該更新計畫之容積總量之依據，後續配合各地區之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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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服務水準門檻機制，對於該都市更新計畫通過後，可能造成的公共

設施擁擠成本內部化，要求實施者提供或藉由調降容積獎勵以減少影響

之方式達成。 

3. 調整都市計畫之容積總量及移轉上限 

容積獎勵制度為都市更新實施者願意參與都市更新之主要誘因，然

容積獎勵一旦提供過量，在更新前公共設施供給顯已不足的地區，容積

獎勵的實施將對都市環境與居民生活品質帶來重大影響。因此，針對容

積獎勵造成都市容受力的影響，應檢討制度上對於容積量體，是否過量

及應如何管控，並且針對法制層面做調整。 

建議應回歸都市計畫通盤檢討，針對各地區不同環境之容受力，因

地制宜調整容積獎勵（含容積移轉）的上限及移轉的量體，另一方面，

也需訂定各地區不同之容積總量，使得後續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時，

能夠受限於容積獎勵的上限及總量，避免造成過多的容積量減低該地區

週遭公共設施容受力。 

參、活化既有產業用地 

目前產業發展用地普遍面臨設施老舊、服務機能不足、閒置或低度利用等問

題，亟需轉型再發展以活化機能，工業主管機關因此於 98 年至 100 年度投資 120
億元，落實老舊工業區之更新（包括基盤設施更新、產業聚落建構及轉型、結合

都市發展等策略），101 至 102 年度繼續推動（產業園區精進發展及加值優化）

更新計畫。未來針對產業發展政策及其需求，並考量環境容受力後，於直轄市、

縣（市）區域計畫訂定產業發展需求總量後設置區位，考量「節約土地」及「優

先利用閒置土地」原則，先行檢討利用既有產業用地 55。 

一、提高閒置土地持有成本 

現行工業用地及廠房之持有成本主要包括地價稅與房屋稅兩項，以下為現行

地價稅與房屋稅相關規定： 

(一) 地價稅=依土地所有權人所有土地之地價總額×一般用地累進稅率

（10‰~55‰）。 

符合土地稅法第 18 條規定之工業用地按 10‰計徵地價稅，但未按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則依同法第 16 條規定恢復按一般用地稅率

（10‰~55‰）課徵之。 

  

                                                 
55 引自經濟部民國 104 年 1 月之「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核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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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房屋稅=房屋評定現值×稅率（3%~5%） 

依房屋稅條例第 5 條及第 15 條規定，非住家用房屋之房屋稅率介於 3%
至 5%;而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其房屋稅減半徵收。 

而為促進閒置土地能釋出提供有需求之廠商使用，應針對閒置工業用地

及廠房提高其持有成本，以增加土地的流動率，讓有土地需求的廠商可以取

得所需的土地，建議作法如下: 

(三) 加強查核閒置之工業用地及廠房，其地價稅及房屋稅之稅率按一般非工

業（廠）使用課徵，以提高稅負。 

目前工廠登記證註銷（停工超過 1 年或歇業者）之土地部分不適用現行

10‰特別稅率，採一般累進稅率（10‰~55‰）加重課徵地價稅;廠房（房屋）

部分亦取消減半徵收優惠，而採全額徵收（非住家用房屋稅率 3%~5%）加

重課徵。 

經濟部工業局及地方縣市政府，將持續進行閒置工業用地清查，並將工

廠登記證註銷（停工超過 1 年或歇業者）廠商資料提供稅捐稽徵機關，促使

閒置工業用地及廠房依法按一般稅率課徵地價稅及房屋稅，提高其持有成本。 

1. 成立閒置用地查核專責小組：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成立專責單

位，定期追蹤與查核符合工廠登記證註銷條件（停工超過 1 年或歇

業者）之資料。 

2. 彙報閒置用地清查結果予稅捐稽徵機關：閒置用地查核專責單位將

閒置工業用地及廠房清查結果，主動提供稅捐稽徵機關，以利後續

清楚辨認提高閒置用土地持有成本之課徵標的。 

(四) 復徵經濟部工業局所轄園區，停歇業廠商公共設施維護費,並研議針對

閒置土地加倍課徵公共設施維護費。 

經濟部工業局業於民國 102 年 7 月 16 日以工地字第 10200629890 號辦

理停歇業廠商所有土地，恢復收取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增加地主閒置成本，

刺激其釋出土地投入交易市場。此外，未來將研議針對閒置土地加倍課徵公

共設施維護費之可行性。 

二、增加短期買賣土地交易成本 

為避免可供建築使用之非都市土地之工業區，土地成為短期投機交易標的，

財政部已提案修正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2 條規定之房屋、土地課稅範圍，期

望增加工業用地短期交易成本，將非都市土地之工業區土地納入特種貨物及勞務

稅條例第 2 條課稅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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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2 條及第 7 條規定，即持有非都市土地之

工業區土地之 1 年以內移轉者，課徵 15%之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持有超過 1 年至

2 年以內移轉者，課徵 10%之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三、閒置土地回收機制 

經濟部工業局已啟動土地回收機制，包括：租售產業用地未於期限內完成使

用得收回土地之相關規範包含出租與出售兩方面，惟對於閒置土地權屬為私有者，

無回購機制，目前現行機制如下： 

(一) 出租之閒置土地回收機制 

工業區土地租金優惠調整措施（006688 措施）於出租須知及租賃契約

書已規定，廠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終止契約收回土地（A）自簽訂租賃

契約之日起 1 年 6 個月內，未取得建造執照並申報開工者。（B）自簽訂租賃

契約之日起 3 年內，未取得使用執照並開始營運者。 

(二) 出售之閒置土地回收機制 

產業園區出售之土地於出售須知規定:廠商應於經濟部工業局核發產權

移轉證明書件（或發給土地使用同意書），自發文之日起 2 年內完成使用，

且完成使用後可申請無息退還，按總承購價額 10%繳付之完成使用保證金；

倘廠商 2 年內未按核定計畫完成使用，其完成使用保證金不予退還，且經濟

部工業局得按原價無息購回土地。 

基於產業園區土地取得不易，產業用地資源日益稀少等特性，經濟部工

業局未來將朝向以下方式辦理，以強化閒置土地回收利用機制。 

(三) 已租土地管控投資計畫期程，並巡查去化閒置廠房 

加強要求廠商應自簽訂租賃契約之日起 1 年 6 個月內，未取得建造執照

並申報開工，3 年內取得使用執照並開始營運者，否則得終止土地租約。 

廠商需展延投資計畫，則由管理單位聘請專家學者，嚴謹審查展期之理

由是否正當。此外，管理單位應定期巡查，是否有閒置土地並協調廠商釋出，

以去化閒置土地或廠房。 

(四) 研議增訂產業創新條例有關閒置土地市價買回，並課徵土地增值稅，提

供廠商使用之機制。 

1. 現行產業創新條例並未規範閒置土地強制買回，並課徵土地增值稅

之相關規定，而為建立目前由中央或縣市政府，依原獎勵投資條例、

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或產業創新條例，設置開發產業園區閒置土地

強制買回之機制，擬研議修訂產業創新條例，納入得由各該主管機

關公告實施強制收買，經公告之產業園區自公告日起逾 2 年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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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之閒置土地，得由各該主管機關查估市場價值審定後予以強制

收買。實施強制收買之公告後，始取得土地所有權者，前項 2 年期

間自所有權登記之日起算。並俟產業創新條例修訂後再予訂定相關

作業要點。 

2. 前開收買價格之評定，由經濟部開發或管理之產業園區，由經濟部

委託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市價後，再由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土地或建

築物價格審定小組審定；由縣市政府開發或管理之產業園區，由不

動產估價師或地政事務所查估價格，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3. 至於閒置土地回收機制之財源籌措作法方面，各縣市政府依原獎勵

投資條例、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或現行產業創新條例開發產業園

區，均設有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故有關購回土地乙節，建議由

該機關之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編列預算，或向中長期資金、銀行

等貸款取得融資方式辦理。而閒置土地回收後得以附帶條件出售方

式，提供需地廠商使用，例如：要求廠商於一定期限內完成使用等，

故各縣市政府用以取得閒置土地之資金得以回收。 

4. 至於新開發園區之產業用地，將於出售須知中訂定於期限內未依核

定計畫使用者，將按原價無息購回土地，並沒收總承購價額 10%之

完成使用保證金之規範。而產業用地於未完成使用前為避免其所有

權移轉與他人，建議以預告登記方式辦理。 

5. 配合產業創新條例產業園區閒置土地強制收買機制之增訂，由內政

部研議訂定都市計畫閒置工業區，納入強制收買之機制。 

肆、增設合適之產業用地 

一、產業用地儲備機制 

未來政府將推動「亞洲．矽谷」、「智慧機 械」、「綠能科技」、「生技醫療」、

「國防」、「新農業」、「循環經濟」及五+二產業創新…等，以「結合在地產業」、

「國內需求支持產業」、「進入國際市場」等三大步驟，推動經濟成長新模式、產

業高值化發展，進而帶動產業結構優化轉型，針對未來多元的產業發展及需求，

應提供完善的產業用地資訊，並且研擬相關的產業用地開發方式，以因應未來的

多元型態產業發展 。 

依據《獎勵投資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及《產業創新條例》所編定之工

業區，或是依《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設置之加工出口區等等之現況產業用

地，均面臨未來產業的發展與轉型，將影響產業用地的供需問題，並且改變整體

產業的發展區位；另一方面，產業用地資源易因縣市政府因應都市擴張而輕易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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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惟後續都會區成長力道強勁，產業需求增加時多透過變更其他非產業用地因

應，造成土地資源浪費與缺乏效益。 

目前產業用地供需的媒合，是由「行政院全球招商聯合服務中心」擔任窗口，

透過經濟部工業局各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各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科技部各科

學園區管理局，以及各縣市政府等共同協助廠商，取得產業用地供給資訊。為提

升因應全球產業變遷的彈性，以及避免後續產業用地需求，僅能經由變更農業發

展區的手段取得土地，將透過產業空間發展策略，提高既有產業用地使用效率及

建立用地儲備機制，後續將就產業用地儲備機制進行說明： 

(一) 運作原則 

1. 依據總量用地需求分配產業用地 

透過產業用地總量管制之計算，得出各區域所需之產業用地之分派，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協調分派之產業用地，透過產業用地供給

系統平台，得知該縣市內之產業用地狀況，依據產業空間之優先發展順

序，優先發展閒置工業區或產業園區之用地，推動次序以此類推，並且

透過獎勵與管制手段，以期達成優先發展順序之目的，同時確保產業用

地彈性運用。 

2. 配合產業群聚規劃適地產業區位 

產業聚落為產業發展重要的區位考量，新開發園區之適地性規劃能

有效活化利用產業園區內用地，並結合周邊產學研能量，提升產業競爭

力。依經濟部工業局民國 103 年「產業用地規劃與活化策略研究」，臺

灣未來產業發展，2020 年（民國 109 年）製造業區域分佈變化狀況，北

部區域則以資訊電子產業為主，產值創造效果最高;中部區域則以石油

及煤製品、機械設備產業為主，南部區域產業發展則以基本金屬製造業、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為重，東部區域產業發展變化較為有限。未來新開

發園區之特性應依各區域產業群聚性朝適地規劃。 

(二) 產業用地供給系統平台 

提供投資者友善查詢環境，由產業用地主管機關指導並協助各直轄市、

縣（市）建立開放透明之資訊提供平台，透過即時提供廠商適宜之設廠用地，

並確保水電等能資源供給與產業發展得以相互支應，提升民間業者進駐之便

利性與意願。另外，考量園區開發時程與廠商需地期程存在落差，將降低投

資者取得土地之不確定性因素，增加產業投資意願及就業安全，並為政府部

門投資產業建設區位選址參考。 

其中，現有的產業用地供給系統平台為「臺灣工業用地供給與服務資訊

網」，主要為經濟部工業局受託開發單位、相關部會與縣市政府，惠請其適

時提供所轄工業用地供給資訊辦理資料釐正，並積極檢核及定期更新登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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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俾利工業用地租售資訊之及時與正確性，增加各比產業用地供給與需求

能見度。 

1. 組織：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成立各直轄市、縣（市）之產業

用地供給系統平台，應明列轄區內可作為儲備產業用地之情況，並

且敘明用地公共設施現況及容受力。 

2. 監督：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清算可作為產業用地儲備機制之土

地後，交由經濟部審核其產業用地儲備數量與類別，審查核定後即

可將相關用地資訊，公佈於該產業用地供給系統平台之網站。該網

站應隨時更新產業用地之申請情況，增加產業用地之運用效率，避

免重複申請已核發使用許可之產業用地。 

3. 配套措施：為加速廠商與用地之媒合，主管機應關加強該系統之資

訊透明程度。此外，相關單位應設置專門窗口服務廠商，提供諮詢

並協助其辦理相關事項。 

(三) 產業用地取得之途徑 

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結合產業用地，按產業空間之發展優先

順序指導原則，提出相應取得產業用地之方法及順序，如下所述： 

1. 優先利用公有及國營事業特定專用區，並且納入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中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之考量，並於擬定時，依其產業類別

與需求總量劃設。 

2. 透過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劃定產業預地發展區，取得產業發展儲備

用地。 

3. 研議將其他閒置國公有土地，例如：學校、高爾夫球場、國防營區

等閒置用地，重新規劃為產業用地之可行性，增加產業儲備用地。 

二、研議產業園區新開發模式 

現行模式需地機關須取得土地所有權，且多以一般徵收方式取得土地，而產

業用地提供亦須以出售方式為主，方有誘因吸引受託開發單位前來投資開發。惟

目前園區開發於審查階段，遭遇土地徵收公益性之質疑，且由於土地資源日漸稀

少，完全以出售方式提供廠商使用之模式亦有檢討之必要。研議採先租後售、一

定比例出租（產業用地 20%）、未於期限內完成使用原價買回等方式釋出土地，

確保產業用地依計畫使用，其說明如下： 

(一) 先租後售 

新開發之產業園區於廠商申請租購園區土地時，先行以出租方式辦理，

俟廠商完成第一期建廠取得使用執照並開始營運，且建蔽率建議應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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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後辦理承購。在未按照核定計畫完成使用前，不得以其全部或一部讓售

他人使用。 

(二) 一定比例出租（建議產業園區之比例設定為 20%） 

產業用地如以出售賣斷方式提供廠商使用，於產業園區開發土地徵收階

段易受徵收公益性不足之質疑，且日後管理上亦不易全盤掌控土地使用效能。

惟如採全面出租方式提供廠商使用，由於開發完成後須以土地出售之費用，

歸墊開發成本予受託開發單位，因此受託開發單位有取回自籌資金之時程壓

力。例如：新設產業園區採只租不售方式開發，以土地租金收入歸墊受託開

發單位開發成本，因還本年限過長，對受託開發單位不具誘因。 

倘若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挹注部分開發成本，其他則由受託開發單位

自籌，則由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挹注之部分，可採只租不售方式辦理，此

模式亦較不致造成縣市政府財務負擔過重。未來可朝向保留一定比例(建議

為 20%)之產業用地，作為政策型產業用地，以只租不售方式提供廠商使用。 

(三) 未於期限內完成開發原價買回 

新開發園區以出售賣方式，提供廠商使用之土地，於出售須知中規範廠

商須於一定年限內(建議 2 年)建廠並完成使用，並按總承購價額之 10%繳付

完成使用保證金，於完成使用後才得無息退還之規定，如廠商未於一定年限

內建廠並完成使用，其所繳之完成使用保證金沒收不予退還。 

此部分的產業用地涉及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的產業用地開發案件，自民

國 77 年實施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議制度以來，則是由內政部營建署承辦

審議作業，並提請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內政部核發同意函，前

述開發模式之適用主要為審議時，由委員會提出開發方式之建議，因此，針

對此部分建議應提出相關開發模式之審議規範原則，加強開發模式之合法性，

後續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後，依照《國土計畫法》申請開發案之使用許可，

以利審議會針對開發案之使用許可能夠依法審議。 

三、國有土地之開發模式 

依照《國有財產法》第 4 條，國有財產區分為公用財產與非公用財產兩類，

其中，針對國有非公用之土地開發模式的部分，一般而言，開發方式為地上權之

設定，使得國有土地使用必須有專業的規劃，並同時考量國家與民間需求，若國

有土地未能詳加清理及妥善規劃管理，致閒置土地未能有效開發利用，對國家長

遠的經濟發展殊為不利；因此，若能透過設定地上權模式，交由民間開發，並有

效利用土地，則不僅能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對促進工商業發展亦有相當之助益。 

另外，參考經濟部民國 104 年 1 月之「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核定本)」，也

需考量利用國營事業、機關(例如：臺糖公司)之土地，如需地機關利用國營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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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應盡量避免以土地徵收手段取得其土地，以出租、設定地上權、合作開發、

協議價購等方式，與國營事業合作辦理園區開發作業。 

最後，依照《國有財產法》第 4 條，國有財產區分為公用財產與非公用財產

兩類，其中，公用財產中的第三款為事業用財產，國營事業機關使用之財產均屬

之。但國營事業為公司組織者，僅指其股份而言。而非公用財產的部分，係指公

用財產以外可供收益或處分之一切國有財產。因此，針對國有公用土地之國營事

業土地，及國有非公用土地之開發方式，進行個別探討，內容如下： 

(一) 國有非公用土地 

針對辦理國有非公用土地，研擬設定地上權之辦法。地上權之作用在調

和一方(土地所有權人)擁有地權而不欲使用，另一方缺乏地權(地上權人)而
欲使用。未來產業用地之開發方式，可藉由打破民間有土斯有財之觀念，透

過適當區位之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之方式，促進土地之合理有效利

用。 

依《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第三點，國有非公用土地可

結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產業發展需求，以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公開招商。

其設定地上權之存續期間、權利金底價或專案，提供設定地上權之權利金及

地租等條件，應提送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審議小組評定。其相關辦理

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程序、設定地上權契約內容、委託管理契約應包含事

項…等，依《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之規定。 

此外，建議相關單位配合建置國有土地公開資訊系統，提供民眾更加瞭

解目前國有土地利用情形，優先篩選交通便利、區位條件俱佳、便於整體規

劃利用之國有土地，辦理產業土地使用之規劃，以利推動設定地上權招標，

多元活化國有土地充挹注財政缺口。 

(二) 國有公用土地-國營事業土地 

需地機關利用國營事業土地，盡量並避免以土地徵收手段取得其土地，

以出租、設定地上權、合作開發、協議價購等方式與國營事業合作辦理園區

開發作業。 

合作開發之模式：為需地機關負擔開發工程成本，國營事業以土地作價

參與開發，雙方簽訂合作開發契約，再由需地機關委託受託開發單位自籌開

發工程成本辦理開發作業，開發完成後需地機關與國營事業，分別按所負擔

之開發工程成本及土地費用比例分回土地。需地機關分回之土地，由受託開

發單位辦理出售，以歸墊開發成本。未來應訂定需地機關利用國營事業土地

合作開發產業園區之作業要點做為辦理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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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地上權之模式為需地機關與國營事業簽訂土地租賃契約，需地機關

支付租金取得土地開發權利並辦理開發作業，開發完成後以出租方式提供廠

商使用，國營事業再與廠商簽定地上權簽約辦理地上權設定登記。至於公共

設施部分，國營事業以作價方式捐贈，由需地機關取得用地及設置公共設施

設立服務中心，辦理公共設施管理維護。 

另外，建議經濟部擬修訂產業創新條例，未來需地機關須利用公有土地

時，得以出租、設定地上權、合作開發、辦理讓售等方式取得公有土地，辦

理園區開發作業，且後續土地取得、計價方式及處理排除國有財產法之適用

規定。未來俟產業創新條例修訂後,應訂定需地機關利用國有土地合作開發

產業園區之作業要點做為辦理依循。 

伍、公共設施負擔與回饋機制 

未來政府將推動「亞洲．矽谷」、「智慧機 械」、「綠能科技」、「生技醫療」、

「國防」、「新農業」、「循環經濟」及五+二產業創新…等，以「結合在地產業」、

「國內需求支持產業」、「進入國際市場」等三大步驟，推動經濟成長新模式、產

業高值化發展，進而帶動產業結構優化轉型，針對未來多元的產業發展及需求，

應提供完善的產業用地資訊，並且研擬相關的產業用地開發方式，以因應未來的

多元型態產業發展 。 

一、回饋機制 

(一) 回饋土地 

在都市土地有限、公有地不足，以及公共設施保留地難以徵收的情況下，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在興建地區公共設施時，經常陷入無地可建的困境，

因此，未來若能與都市計畫變更及都市更新、市地重劃等方式，要求開發者

或土地所有權人提供、捐贈或負擔一定比例之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即能作為

公共設施用地取得之方式之一。 

關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及迅行變更的方式，得遵循《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之 1 規定，主管機關得要求土地權利關係人提供或捐贈，作為都市計畫變

更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給予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

縣轄市公所；而有關都市更新實施權利變換時，所提供之負擔應遵循《都市

更新條例》第 30 條之規定提供用地負擔；實施市地重劃者得遵循《平均地

權條例》第 60 條所規定之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二) 繳交影響費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8 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向使用許

可之申請人收取影響費，作為改善或增建相關公共設施之用，影響費得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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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許可範圍內可建築土地抵充之。未來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為落實影響

費之收取能有效運用於改善或增建公共設施之用，得將影響費成立專門保管

及運用之基金，並應將其基金制度建立完善，以規範各種使用型態所應徵收

影響費之項目，及擬定使用基金與優先撥款改善，或增建相關公共設施之條

件。 

表6-18 回饋機制執行工具整理表 
項目 相關法規依據 條文重點內容 

回饋土地 

《都市計畫法》 
第 27 條之 1 

土地權利關係人依第二十四條規定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

畫，或擬定計畫機關依第二十六條或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都

市計畫變更時，主管機關得要求土地權利關係人提供或捐贈

都市計畫變更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予當地直轄市、縣（市）

（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 

《都市更新條例》 
第 30 條 

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

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車場等七項用地，

除以各該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

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經各

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

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

築物折價抵付。 

《平均地權條例》 
第 60 條 

依本條例規定實施市地重劃時，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

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停車場、零售市場等十項用地，除以原公有道路、

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四項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由參

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並以重劃

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 

繳交費用 《國土計畫法》 
第 28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向申請人收取影響費，作為改

善或增建相關公共設施之用，影響費得以使用許可範圍內可

建築土地抵充之。 

陸、租稅增額融資（Tax Increment Financing，TIF） 

一、美國推動經驗 

租稅增額融資制度在美國已有多年歷史，最早可回顧至 1952 年，而一直到

1970 年代才被美國各縣市政府廣為使用。此機制是以開發特定區內未來所可能

產生之財產稅增額，透過專款專用的方式，以支付特定的都市建設及開發計畫，

其目的是在解決開發計畫中的自償性財務問題。此制度的流程架構如圖 6-5 及以

下說明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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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5 租稅增額融資機制流程 

(一) 指定租稅增額融資區域 

依據美國各州法所規定之基準及要件，由各縣市政府在開發當局指定租

稅增額融資區域（TIF districts；TID），主要為財產稅基偏低且開發風險相對

較高之地區。 

(二) 進行財務可行性評估並經議會同意 

在初期準備階段進行計畫的財務可行性評估，評估完成並確定可以執行

後，則將計畫提交予議會，議會同意後始得推動。 

(三) 設定基期年及宣布凍結財產評定價值 

執行 TIF 計畫時，當局將設定執行基期年，自當年度起被指定為租稅增

額融資區域之財產評定價值將予以凍結，後續即以該凍結價值為基準，就上

升價值估算租稅增額並納入開發信託基金，其概念圖如圖 6-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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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6 租稅增額機制概念 
資料來源：參考自財政部運用租稅增額推辦公共建設繪製 

(四) 債信的償還 

TIF 之功效是將未來預期長期稅賦的收入，轉為現今計畫方案投資所需

的資金，因此稅賦增值的部分，主要是用來償還投資的本金及利息。 

(五) 計畫執行結束 

TIF 計畫執行結束後，該租稅增額融資區域，即自開發地區整體計畫中

移除，且往後在該區域所徵收之財產稅，則回歸縣市政府一般會計事項。 

二、我國建立 TIF 運作方式之擬定 

本計畫欲以此制度改善目前各縣市政府，因財政不足而無力建設公共設施之

困境，根據以上架構，本計畫研擬其運作方式如以下所示： 

(一) 建立 TIF 專責機構 

1. 機構成員 

縣市政府應成立TIF專責機構，其成員可包含政府官員、專家學者、

地方代表等，藉此將民眾參與納入機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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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構權力 

TIF 專責機構擁有收取與分配稅金增額收入之權力，並在其機制當

中負責稅金增額償還或支付建設相關費用，以收入抵付支出，達到計畫

的自償性，不須另從縣市政府調撥預算或是中央政府補助。 

3. 工作內容 

TIF 專責機構除負責稅金增額的分配任務外，亦須負責劃定 TIF 特

區及其相關的管理及運作，並在縣市政府授權下出售 TIF 債券做為建設

支出的資金來源。 

(二) 劃定 TIF 特區及劃定基年 

TIF 專責機構之首要執行任務即為 TIF 特區的劃定，而後決定基年及實

施年期，再依據基年的稅率及財產價值計算稅收，其特區之最適範圍應以財

務自償率為主要準則，不宜無限擴張，以回收足夠之稅金增額挹注建設成本，

並減少影響的範圍，進而使計畫達到完全自償。 

在劃定 TIF 特區後，即應建立當年為計劃基年，並將特區內土地價值凍

結作為基年評定價值，在基年後其超出基年評定價值的部分，則為評定價值

增額（其示意圖如圖 6-6 所示），再將之乘上稅率即為稅金增額。 

(三) 運作模式 

在 TIF 專責機構劃定 TIF 特區後，即應建立當年為計劃基年，並將特區

內土地價值凍結作為基年評定價值，在基年後其超出基年評定價值的部分，

則為評定價值增額（其示意圖如圖 6-6 所示），再將之乘上稅率即為稅金增

額。 

稅金增額將由 TIF 專責機構負責收取，並運用至興建工程上，其運用方

式有以下： 

1. 利用 TIF 債券（Tax Increment Bond，TIB）支付，並以未來稅金增

額作擔保 

由 TIF 專責機構發行債券，以支應建設經費，後續再以每年所產生

之稅金增額作為償還本息的財源。 

2. 長期貸款融資 

3. 設立 TIF 基金 

縣市政府先行設立 TIF 專用基金，僅作為公共建設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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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隨徵隨繳 

利用每年稅金增額收入直接償還支出成本，藉以降低利息支出。 

在實施年期結束後，TIF 機制即停止運作，原本的稅金增額部分則回歸

至稅捐機關，而 TIF 終止後之稅金增額剩餘部分，則可將其轉化為 TIF 基

金，或將其投資於其他公共建設上。 

(四) 我國公共建設採用 TIF 機制之實施建議 

為解決我國公共建設財源不足之問題，以及提升建設計畫的自償性，財

政部已於民國 101 年核定「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將租稅增額融

資作為財務策略之一，雖為如此，但仍有不足之處，以下將針對行政程序、

可運用之稅目及法規提出後續實施建議： 

1. 行政程序 

以下係參考自美國 TIF 之行政程序擬定之，分為四個階段： 

(1) 初期準備 
TIF 計畫通常由公部門提出，但也有私部門及非營利單位申請。

而由於所涉及之影響及利益之大，因此我國應用 TIF 機制於公共設

施開發時，應先進行計畫的可行性分析及擬定發展計畫。可行性分

析其結果，必須符合法律規定之 TIF 資格；發展計畫則必須將實施

區域內需求、經濟利益、財務可行性分析、規劃構想等列於計畫書

中，以上皆完成後須交由專責機構負責審查，並交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其審查通過者得予以開發。 

(2) 申請採用 
由於 TIF 機制時常遭受民眾反對，將租稅增額作為特定計畫的

補助資金，抑或是不同意該計畫項目作為補貼對象，因此，應要求

在計畫同意及 TIF 特區建立前，各縣市政府應舉辦公聽會，公布受

影響地區並了解民眾意見，再依民眾意見修訂相關內容，並進行公

私部門協商。在取得特區內多數人同意後，則才可進行特區內之建

設，而計畫內容若有修改，則須再舉辦第二次公聽會，其公聽會內

容及居民意見應一同附於發展計畫書中，交由專責機構審查。 

(3) 計畫執行 
各縣市政府在計畫執行時，須監督建造工程、專責機構特區之

財務事務。藉由財務限制與仔細操作現金流量，使縣市政府能夠明

確地執行開發計畫及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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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計畫終止 
TIF 計畫若已達法定年限或建設成本已償還完畢，則此計畫則

應終止，原徵稅機關則可收取經發展而提高之稅基。 
TIF 計畫的終止須先經縣市政府進行 TIF 終止決議，並通知中

央主管機關，通知內容應包含終止日期、決算審核期限等，而後再

執行估價與最終決算，並提交 TIF 終止報告，其報告亦須送至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2. 稅目 

租稅增額主要源於不動產之價值增加可擴大財產稅之稅基，在稅率

不變情形下，透過未來興建之公共建設達到稅收增額效果。我國在規劃

推動 TIF 機制上，有以下適合之稅目，相關分析如下所示： 

(1) 土地增值稅 
係於土地交易時針對土地資本利得課稅，因其具動態特性，屬

機會性稅收，稅入穩定度較難掌握，故將影響租稅增額估算的精確

度，提高推動 TIF 機制之風險。 

(2) 房屋稅 
稅基係為房屋及建物價值，即房屋之評定現值，其計算準則主

要為：地段調整率、房屋標準單價及房屋折舊與耐用年數，其中，

因考量房屋折舊因素，導致房屋稅稅基將隨時間降低，稅收增額效

果恐將受限。 

(3) 地價稅 
係以應課稅土地之公告地價作為稅基，依現行規定，每 3 年應

重新規定地價 1 次，因土地屬稀有財，具經濟租（Economic Rent）
之特性，且地價將隨週遭環境之變遷產生增值效果，較屬可行。表

表 6-19 爲土地增值稅、房屋稅及地價稅三者稅基的分析與整理。 

表6-19 我國不動產稅稅基比較與分析結果 
稅目 課稅稅基 稅基調整時間 分析結果 

土地增值稅 公告現值 1 年 
屬機會性稅收，穩定度較難掌

握，推動 TIF 機制風險高。 

房屋稅 評定現值 3 年 
會有房屋折舊因素，稅收增額

效果恐將受限。 

地價稅 公告地價 3 年 
地價將隨週遭環境之變遷產

生增值效果，較屬可行。 

資料來源：整理自內政部地政司 

然而因我國現行不動產價值評定方式多與市價脫節，難以透過稅基

變動反應於租稅增額上，可能使 TIF 制度無法達成預期效果，因此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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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TIF 時，應先就不動產評價方式進行調整。目前內政部已逐步調整土

地價格評價規定，雖有助於此機制之推動，但後續仍應再配合房地合一

課徵所得稅制度，使房地產稅收來源穩定，提高制度施行可行性。房地

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簡易整理表如下： 

表6-20 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簡表 
稅目 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 

課稅稅基 房地收入－成本－費用－依土地稅法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 

課稅方式 分離課稅  

適用稅率 

以持有時間決定課徵稅率 

持有一年以內 稅率 45% 

持有兩年以內超過一年 稅率 35% 

持有十年以內超過兩年 稅率 20% 

持有超過十年 稅率 15% 

※自住滿 6年，出售超過免稅額(400 萬)者：稅率 10% 

※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以及與營利事業合建

於二年內出售者：稅率 20% 

稅收用途 課稅收入循預算程序用於住宅政策及長期照顧服務支出 

資料來源：整理自財政部賦稅署 

3. 法規 

為使 TIF 制度的運作得以順利推行，得輔以相關法規的新訂及修

正，提升 TIF 制度在台的適用性。 

(1) 修訂《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地方稅法通則》 
根據目前《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直轄市可取得 100%地價

稅稅收，而縣（市）則可取得 50%地價稅稅收，另外 30%分配予轄

區內之鄉鎮市，所剩 20%另外由各縣（市）統籌分配，而若依上述

所提，利用地價稅作為租稅增額融資的稅目，則建議修法方向有二，

一為將租稅增額《財政收支劃分法》納入第 12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

特別稅課中，使之具有課稅依據，其二為將涉及縣（市）及鄉（鎮、

市）如何決定其分配比例，亦須納入修法中。 
此外，亦應賦予縣市政府實施 TIF 制度之法源依據，使縣市政

府具有決定稅金增額涵蓋標的範圍之權限，故建議修訂《地方稅法

通則》，將稅金得依法設置專管專戶運用之規定依同納入修法範圍

內，以作為公共建設興建財源。 

(2) 制定 TIF 制度專法 
由於 TIF 制度涉及一整套的配合機制，因此建議制定專法，以

利於將 TIF 計畫的提出、特區劃定的原則、計畫審核機制等相關規

定納入專法中加以規範，以利制度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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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訂與 TIF 制度相關法規 
TIF 制度所發行之公債並不屬於一般公債，可不納入地方公債

發行上限，為縣市政府提供重要的財務工具及手段，因此建議修訂

公共債務法，其中應明訂 TIF 公債之性質，排除現行公債法在發行

上之限制。 
而未來若以地價稅或土地增值稅作為稅金增額稅目，則應配合

修訂《平均地權條例》以及《土地稅法》等有關地價稅及土增稅之

課徵條文，以配合此制度之實施。 

4. TIF 特區之劃設原則 

TIF 特區係由 TIF 專責機構負責劃定，由於各地情況不同，難以擬

定統一標準，因此建議參考下列劃設原則作為未來劃設 TIF 特區之依

據： 

(1) 發展潛力及自償能力高之地區 
TIF 制度是透過未來的稅金增額作為償還公共設施興建成本，

因此在劃定 TIF 特區時，應考量地區之未來發展潛力，並進行縝密

的財務規劃後，選擇發展潛力高、財務自償能力亦高之地區，以達

到計畫的完全自償。 

(2) 能配合建設計畫、土地規劃、財務規劃、時程規劃之地區 
為發揮整體規劃綜效，應將建設計畫、土地規劃及財務規劃依

時程安排完成，以避免建設完成後，卻因周邊土地未開發、資金未

到位、或無足夠使用公共建設人數，而造成公共建設使用無效率之

情形。 

(3) 土地重劃後之地區 
因土地重劃後之地區具有完整之公共設施用地，故在運用 TIF

制度時，可優先考量，以方便利用公共設施用地興建該地區所需之

設施，再者，一地區經土地重劃後，其土地價格亦將隨之增長，在

財務評估上，應較具可行性。 

(4) 鄰近軌道建設之地區 
目前我國鄰近軌道建設之地區，在興建完成後其地價上漲幅度

較其他公共設施為大，然而，這些地價上漲的部分卻全屬私人所有，

明顯與憲法漲價歸公的理念不符，亦不符使用者付費原則，因此建

議我國在實施 TIF 制度時，以軌道建設附近區域劃為受益範圍，使

未來地價上漲的部分能被作為負擔軌道設施之建設成本，此舉不僅

可使特區內財務自償率達到平衡，也可以達到漲價歸公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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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閒置或低度利用之公有地整體開發，活化土地創造價值 
檢討公共建設計畫周邊閒置或低度利用之公有土地，透過整體

規劃及運用之方式，參與公共投資，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創造計

畫收益。 

5. 執行工作時程 

依據上述對於租稅增額融資（Tax Increment Financing，TIF）制度

的運作方式及我國未來欲實施此制度之建議，本計畫建議後續可按下列

順序執行，以提高此制度在我國實施之可行性： 

(1) 房地合一實價課稅 
由於過去我國房屋交易係將土地和房屋分開課稅，土地依土地

公告現值課徵土地增值稅，房屋則依房屋評定現值併入綜合所得稅

課稅。在此分離課稅的制度下，衍生了諸多問題，其中課稅基礎與

市價脫節的問題對於稅收影響最大，導致我國房地產稅制的扭曲，

而 TIF 制度能否成功則有賴於房地產稅制的穩定與健全，因此，我

國在 2016 年正式上路的房地合一實價課稅是有利於 TIF 制度的施

行，故建議在使用 TIF 制度作為執行工具前，優先嚴格執行房地合

一實價課稅，使房地產稅賦得以穩定徵收。 

(2) 配合修訂之法律 
如前所述，TIF 的建立需輔以相關法規之修訂，因此建議在稅

收來源穩定後，修訂與 TIF 機制相關之法規，包含：《財政收支劃

分法》、《地方稅法通則》、《平均地權條例》以及《土地稅法》等，

以配合此制度之實施。 

(3) 制定專法 
在《財政收支劃分法》、《地方稅法通則》以及其他與 TIF 相關

法制連同修訂完成後，為使 TIF 在執行上具有其法源依據，建議制

定專法，建立完整的配套措施，使此機制能夠順利在我國執行。 

柒、特別估價地區（Special Assessment Districts，SAD） 

特別估價地區是一地理地區，在此地區內之使用費或稅將被課徵來作為對該

地區有利之公共改良之經費，此制度之特點為所建設或維護之設施與受益者之間

有很密切及清楚之關聯，受益者能清楚知道他們所繳之稅賦將被作為改善公共設

施之用。茲以我國建立特別估價地區的運作模式說明如下： 

一、我國建立 SAD 運作方式之擬定 

特別估價地區是一地理地區，在此地區內課徵之使用費或稅，將被來作為對

該地區有利之公共改良之經費，此制度之特點為所建設或維護之設施，與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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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有很密切及清楚之關聯，受益者能清楚知道他們所繳之稅賦，將被作為改善

公共設施之用。以下將針對我國建立特別估價地區的運作模式提出建議如下： 

(一) SAD 運作方式之擬定 

若一地區有公共設施及設備改善之需求，則可劃設為特別估價地區。特

別估價地區的劃設應經專責機構進行評估，並獲得區域內不動產所有權人同

意後，於此地區課徵稅賦或使用費，作為對該地區有利之公共改良經費，包

含：道路鋪設、興建人行步道、雨水排水系統、下水道系統、衛生管線、供

水系統、道路照明等公共設施。 

1. 課稅對象 

課稅對象為距離公共設施改善項目一定範圍內，完全或部分鄰接在

其區域內之財產，經估算後以受益者受益程度多寡來分擔費用，不同於

其他財務工具僅是讓新發展地區負擔其所應分擔之成本。 

2. 徵收之形式 

可以使用費或從價稅課徵，亦可發行債券獲取所需經費，並配合《都

市計畫法》第 77 條收取都市建設捐及工程受益費之相關規定。 

3. 同意門檻 

由於特別估價地區的劃設涉及區域內所有權人之財產權，因此需徵

求地區內一定比例（目前美國訂定之同意門檻為 60%，未來各縣市可依

當地情形作調整）財產所有權人之同意，才可劃設範圍並課徵稅賦。 

4. 適用支付的公共設施 

衛生污水渠道、雨水渠道、供水管線、道路鋪設、人行道建設和街

道照明等公共設施，因受益範圍較明確，因此較適合使用此制度。 

5. 特區劃定方式 

特別評估地區之劃定分為兩種，一為政府為特殊目的而定之獨立地

區，另一則為市民以請願方式，送至市議會經審核通過後劃定。 

(二) 特別評估地區之建立 

1. 劃定特別評估地區之審議流程 

SAD 專責機構得依下列審議流程，建立特別評估地區（SAD）： 

(1) 擬定計畫及初步報告 
SAD 專責機構需將擬議的項目提交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進行初步報告，報告中應包含初步計劃、工程所需費用和設施使用

壽命的評估，以及評估員對特別評估區的描述。此外，尚需針對特

別評估區的改進必要性及其部分內容作詳盡之解釋，及說明徵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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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金應支付的公共設施項目。隨後送至議會審議，審議通過後，即

應確定公聽會日期。 

(2) 民眾參與 

A. 通知方式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應將 SAD 計畫書

公開展覽 30 天，並舉行說明會及行政聽證。舉行聽證前，應

以書面列載聽證之事由、日期及程序，並通知所有權人及其他

利害關係人。 

B. 意見處理 

舉行聽證後，任何人都可以對項目表達意見或反對，並向

該管政府提出意見，由 SAD 專責機構列入參考。 

(3) 劃設 SAD 
若該公共設施項目經評估後，通過初步計劃和成本估算，即可

創建 SAD，並在評估及允許特別評估區創建之後 30 日內起，應啟

動課稅及債券等財務事項，並於規定期間內開始執行相關公共設施

之開發與改善工程。 

2. 徵收之稅目 

SAD 所徵收之形式為使用費及從價稅，根據我國稅賦性質，建議

以地價稅作為徵收之主要稅目，並搭配類似於使用費概念之工程受益費

來達成，以下分別敘述： 

(1) 地價稅 
SAD 與 TIF 制度不同的是須先向區域內土地所有權人收取稅

賦，做為公共設施改良費，而為降低民眾對於新建立的稅賦產生反

感，亦減少政府創立新稅賦的麻煩，因此建議利用我國既有之地價

稅做為徵收稅目，藉由調高當地不動產評定價值，使地價稅增額部

分能作為公共設施之興建及改良成本。 

(2) 工程受益費 
目前我國對於公共設施使用費並未有其法源依據，而依據目前

法律，最為相似的應為《都市計畫法》第 77 條中所提及之都市建

設捐及工程受益費的概念，但由於我國仍未訂定《都市建設捐徵收

條例》，因此都市建設捐目前仍無法徵收，而工程受益費則已具有

相關之法源依據—《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因此建議未來 SAD 的

使用費徵收，可參考此條例中的內容實施，並徵收之，抑或是擬定

SAD 專法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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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區劃定原則 

SAD 特區的劃定可分為政府劃定及人民自行請願劃定，因為 SAD
的性質本與 TIF 特區不同，劃定原則亦應有所不同，因此建議可參考下

列劃設原則作為未來劃設 SAD 特區之依據： 

(1) 居民同意比例較高之地區 
經由人民請願申請所劃設之 SAD 特區應經劃設範圍內多數土

地所有權人同意才可實施，以避免在後續稅額估算時，有所爭議，

而導致後續 SAD 計畫停滯，無法興建及改善當地公共設施以提升

居住生活品質。 

(2) 受益直接之公共建設鄰近區域 
公共建設所帶來的利益須直接影響到其劃定之區域範圍內，才

能使區域內之所有權人理解所增加之稅賦對於他們是有利的，以提

升民眾繳稅意願，因此特區的劃定應以在對民眾具有直接利益產生

之公共建設（如：汙水下水道、道路照明等）鄰近區域為主。 

(3) 公共設施普遍不足之地區 
在一公共設施普遍不足的地區，其居住環境品質必然遭受影響

而低落，因此在此區居住之民眾將會更有意願實施 SAD 以進行公

共設施的興建及改善，來提升居住生活品質或是減低災害風險。 

(三) 租稅徵額融資制度(TIF)與特別估價地區(SAD)比較 

TIF 與 SAD 皆能作為提供公共設施的方式，由於現行在臺灣兩者皆無

專法執行，在操作上會有一定的困難性，故除在法制面上建議若未來要執行

時應修訂或增加法規，在操作上本計畫將 TIF、SAD 相同的項目中進行比較

整理，若在取得公共設施的項目時，屬於大眾交通建設等軌道建設的地區，

建議可以使用 TIF 制度，讓未來地價上漲的部分，能被作為負擔軌道設施之

建設成本；若取得的公共設施屬於基礎設施，像是衛生污水渠道、雨水渠道、

供水管線、道路鋪設、人行道建設和街道照明等公共設施，即可使用 SAD
制度來操作，其他比較項目如下所示： 

表6-21 租稅徵額融資制度(TIF)與特別估價地區(SAD)比較表 
項目 劃定原則 稅目 風險 

TIF 鄰近軌道建設之地區。 

土地增值稅 

房屋稅 

地價稅 

房地合一稅 

高。建設的費用是與未來的財

務預支的概念，預期未來租稅

增額部分來支付當初建設的成

本，故有可能會面臨不符預期

的風險，造成財務崩盤的可能。 

SAD 

基礎設施，衛生污水渠道、雨水

渠道、供水管線、道路鋪設、人

行道建設和街道照明等公共設

施。 

使用費 

從價稅（地價稅） 

工程受益費 

相較於 TIF 為低。因為是將費用

收取完畢後才執行建設公共設

施，故相對於 TIF 制度而言，

SAD風險性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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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土地使用績效管制 

本文所訂立之土地使用績效管制內容，係為增進土地使用之彈性，並與《國

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作為銜接，故針對具有國土保育性質與農業

發展性質之土地給予相關規範，並依據成長管理策略之指導性，擬定具通則性相

關土地使用績效管制之規範與標準，同時援引相關目的事業主關機關之法條，係

以給予縣市政府擬定符合地方區域適用之土地使用績效管制時，有其一定程度的

指導性與彈性。 

一、具國土保育性質之農地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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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按其資源、生態、景觀或災害特性及程度，予以禁止或限制使用。」，

因此為維護在農業發展地區具有相當國土保育重要性之土地，而依據國土功能分

區之劃設分區之下，對於在農業發展地區之具有國土保育性質之土地，其主要可

能為具有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之性質，因此本績效管制主要針對具有國土保育地

區第二類性質之農業發展地區擬定相關原則。 

在基於上述各項農地功能以及生態服務之維護之下，根據各種不同類型之土

地，與《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之中土地使用項目組別進行彈性

之調整，然而針對特定類型土地是否適用土地績效管制，建議透過各專家學者透

過相關會議評估其適用標的之可行性，而以下所擬定之個別原則，主要參考《區

域計畫法》第二級環境敏感地之區域，針對個別不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令之中

對於農地相關法令規定，給予建議指導： 

表6-22 農業發展地區之國土保育性質績效管制個別項目原則 
分類 項目 相關法令 

災害敏感地區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劃設作業規

範 

山坡地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水土保持法 

土石流潛勢溪流 災害防救法 

水災潛勢資料公開辦法 

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 

平原二級管制區 

水利法、河川管理辦法、 排水管

理辦法、淡水河洪水平原管制辦

法 

淹水潛勢地區或易淹水地區 水患治理特別條例 

生態敏感地區 國家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護區及生

態復育區以外分區、地方級重要濕

地之核心保護區及生態復育區 

濕地保育法 

文化景觀敏感地區 歷史建築 文化資產保存法 

聚落保存區 

文化景觀保存區 

資源利用敏感地區 水庫集水區（非供家用或非供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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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項目 相關法令 

給水）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自來水法 

礦區（場）、礦業保留區、地下礦坑

分佈地區 

礦業法 

地質敏感相關地區 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 地質法 

地質敏感區（活動斷層、山崩與地

滑、土石流） 

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 注） 

資料來源：委託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檢討研究期末報告 

(一) 具災害敏感潛勢 

1. 山坡地農業相關指導原則：屬山坡地之農業發展地區，同時具有國

土保育性質之土地，除須依據《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內之

規定外，須依據《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16 條應實施土地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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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據《水土保持法》第 10 條之規定：「宜農、

宜牧山坡地作農牧使用時，其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應配合集水

區治理計畫或農牧發展區之開發計畫，由其水土保持義務人實施

之。」，因此關於之山坡地作農牧使用除須依據主管機關以及水土保

持技術規範之規定，維護山坡地之水保持外，本研究則建議可在相

關集水區治理計畫或農牧發展區之開發計畫訂立彈性且具統一性之

績效管制標準，使據國土保育性質之農業發展地區有其相關指導。 

2.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之不利耕作之農業用地相關指導原則：根據經濟

部依據《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劃設作業規範》所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

地區，除依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27
條以及第 30 條之相關規定得設置綠能設施之外，建議地方農業主管

機關得依據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衡量其地區內部之農業使用

狀況，訂立用水相關之彈性績效管制標準，避免地層下陷之情形加

劇。 

3. 水災潛勢地區之農業相關指導原則：關於淹水潛勢地區、土石流潛

勢溪流之範圍內以及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其

區域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者，地方主管機關得在全國國土計畫之架

構之下，會同專家學者評定其潛勢區域內，訂立土地績效管制之可

行性，此外潛勢區域土地之利害關係人，縣市政府與相關主管機關

建議得徵詢其相關意見，以納入民眾參與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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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生態敏感性質 

濕地保育之農業使用相關指導原則：依據《濕地保育法》第 21 條第 1
項之規定：「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土地得為農業、漁業、鹽業及建物等從來之

現況使用。但其使用違反其他法律規定者，依其規定處理。」，故在劃設為

農業發展地區且位於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土地，基本上得為從來之使用，然而

根據同條第 4 項之規定，第 1 項從來之現況使用，對重要濕地造成重大影響

者，主管機關應命土地開發或經營單位及使用人限期改善，並副知其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必要時，得輔導轉作明智利用項目，故本研究建議，根據同法

第 14 條地方級重要濕地範圍之中，除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之中所載明之

明智項目所給予之指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據農業發展地區且

位於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土地訂立明確之明智利用項目以及生態保育相關之

績效標準，以維持土地利用之彈性以及國土保育之目的。 

(三) 具資源利用敏感性質 

水庫集水區之農業使用指導原則：針對水庫集水區之農業土地使用情形，

依據《水土保持法》第 16 條之規定應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而針對同法

第 18 條所列之長期水土保持計畫之內容，對於農業土地使用應載名於集水

區整治治理計畫相關之策略指導，並得設立相關土地使用績效標準，合於水

土保持技術規範之規定，以水庫上游地區之水土保持，避免農業濫墾之情形

產生。 

二、國土保育地區內之農地資源 

為保護國土保育地區之農地資源，且避免因開發使用行為導致國土保育地區

之永續性遭受破壞，因此採取不同土地績效管制原則，達到管控土地使用與開發

之目的。 

土地使用績效管制則以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第二類擬定共同及個別原則，

其中共同原則考量第一類與第二類，有重疊之敏感性面向共同擬定之，而各別項

目則針對第一類與第二類，進行不同行為強度之土地績效管制予以規範。於第一

類國土保育地區編定之住宅、商業、工業用地不得使用，僅容許能與環境共生以

及不危害保育目的之農地資源；第二類國土保育地區，土地使用應盡量維護自然

環境狀態，並允許有條件使用。為使國土保育地區內之農地資源不受破壞，依保

育區敏感特性及行為管理擬訂績效管制原則（詳參表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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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3 國土保育地區內之農地資源績效管制表 
分

類 
共同項目 原則 

第

一

類 

、 

第

二

類 

生態敏感 

1. 不得破壞自然植被。 

2. 不得破壞稀有及瀕危動、植物及其棲息環境。 

3. 不得破壞重要與特殊生態系。 

4. 不得引入外來的入侵物種，如有復育之需要，以當地原生物種為限。 

5. 不得破壞且應保護保育類野生動物、植物及棲息環境與族群多性熱點。 

文化景觀

敏感 

1. 不得破壞實體或視覺上的連續性。 

2. 不得改變景觀樣貌與資源之界線。 

資源利用

敏感 

1. 施工技術應為水土保持工法《水土保持法§6》。 

2. 不得污染地下水補注地區。 

3. 不得堆積廢棄物《水利法§54-1、自來水法§11、森林法§43》。 

4. 生產行為應擬訂相關落塵排放標準，以避免過度逸散。 

5. 建築設施於建造過程中，避免噪音、煙塵與震動等汙染，應擬訂相關標

準《噪音管制法§9、空氣污染防制法§31》。 

6. 農地基地不得減少透水層面積，使最大化之自然排水量入滲至土壤。 

災害敏感 

1. 應設置水土保持設施。 

2. 地下水抽取量不得大於地下水補注量《地下水管制辦法§16》。 

3. 不得影響地下水之流動。 

4. 國土保育地區內之農業土地違規使用應進行監控。 

分

類 
各別項目 原則 

第

一

類 

農作行為 

1. 農作使用應以當初查定宜農牧者為限（不得養殖及設置相關之農業設施

或農舍）。 

2. 農業生產設施應以網室、組織培養生產場、育苗作業室、菇類栽培場、

溫室及植物環控栽培設施等進行管控。 

施工行為 不得隨意從事變更、補填或建造等行為。 

設施興建 
不得隨意進行容許使用，在必要且一定規模以下之公共設施，可做適度容許

使用。 

第

二

類 

農作行為 

1. 農業生產設施應以網室、組織培養生產場、育苗作業室、菇類栽培場、

溫室及植物環控栽培設施等進行管控。 

2. 畜牧使用之養畜設施、養禽設施及孵化場（室）設施等進行管控。 

3. 水產養殖使用之室外養殖池、室內水產養殖生產設施、室內水產養殖生

產設施、水產養殖管理設施、其他水養殖經營設施等進行管控。 

4. 休閒農業使用之各項設施進行管控。 

施工行為 依據第二類之相關規定，可適度從事變更、補填或建造等行為。 

設施興建 必要且一定規模以下之公共設施，可做適度容許使用。 

資料來源：國土保育地區防災空間規劃策略之整合型規劃(第二期)、2030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規

劃、委託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檢討研究期末報告 

三、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績效管制 

土地使用績效管制的執行時機，是在未登記工廠輔導轉正過程中，各縣市根

據全國國土計畫指導，制定之土地使用績效管制標準，以規範未登記工廠之使用

行為，作為工廠轉正與否的決策評估。此績效管制屬於過渡性質之土地使用管制

措施。主要指導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地方直轄市、縣（市）政府，擬訂土地

績效管制規則，分為指導原則及執行與執行監督機制；此外，細部績效管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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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授權各縣市，視所屬行政區內土地資源特性、環境生態現況，及產業型態與規

模自行訂定。 

(一) 指導原則 

為達成違規使用之妥善處理，以最小影響解決未登記工廠問題，並兼顧

社會公平正義原則，中央與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土地使用績效管制之

制定，應遵循以下指導原則（詳見表 6-24）。 

表6-24 土地使用績效管制之指導原則 
指導對象 指導原則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1. 應指導直轄市、縣（市）政府土地使用績效管制之制定。 

2. 應確實考量社會公平正義，處理未登記工廠之決策過程。 

3. 應根據縣市政府對未登記工廠之土地績效評估報告，作為評估

輔導轉正的依據之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 

1. 應制定各縣市土地使用績效管制規則，將縣市內部正進行輔導

轉正之未登記工廠納管。 

2. 應根據工廠營運規模、土地使用強度、工廠營運項目、土地污

染程度進行分級，依照不同級別繳納保證金與規範土地利用項

目。 

3. 應詳盡評估未登記工廠之環境影響，詳盡審查工廠發展與環境

計畫之內容，以降低土地資源與環境之衝擊。 

4. 應要求未登記工廠從事生產活動，應建立廢棄物處理系統和污

染防治設施，並不得造成周圍土地再汙染； 

5. 應指導未登記工廠並提出短中期營運計畫；而工廠之廠站範

圍，應限制後續園區再擴張。 

6. 應規定未登記工廠從事生產活動，須符合當地土地資源特性，

避免危害和改變周邊之環境，包含地形面貌、土壤、水文、地

下水位等自然條件。 

7. 應與未登記工廠和中央事業主管機關共同會商，考量周邊道路

服務水準、衛生下水道和汙水處理系統等公共設施容受力，共

同擬定基盤設施之建設，並要求負擔部分公共設施支出。 

8. 應定期對未登記工廠稽查，並加強營運檢查與土地使用之管

控。 

(二) 執行與監督機制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負責制定並執行土地使用績效管制，每半年須

繳交各工廠或監控園區之績效管制執行報告至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另須配合縣市國土計畫每 5 年實施滾動檢討，並依檢討結果加以修正。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則依據直轄市、縣（市）政府繳交之個別未登記

工廠或監控園區土地使用績效管制執行報告，作為評估工廠輔導轉正之審查

依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針對執行報告內容提出相關意見回覆，提供

直轄市、縣（市）政府土地使用績效管制運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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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共設施負擔與回饋金制度 

未登記工廠辦理輔導轉正的過程中，應先針對違規事實進行罰鍰或行政

罰；後續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經相關法規措施評估審核轉正後，在申請使用

許可時，應繳納一定的回饋金，辦理國土保育事項以及作為相關開發影響之

補償，或負擔土地所需之公共設施，以自建或繳納公共設施回饋金。目前公

共設施與回饋金制度設計，是依據經濟部公告《特定地區個別整體變更編定

為丁種建築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與作業要點》，就指定 186 個特定地區可

向縣市政府提出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的申請；未來，配合《國土計畫法》與

相關法規之發布施行，建議以表 6-25 所列項目，作為未登記工廠變更國土

功能分區之公共設施負擔與回饋金制度之基礎： 

表6-25 未登記工廠申請使用許可時之公共設施負擔與回饋金制度 
項目 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縣市國土計畫實施後三年內 

時機 
於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時、縣市國土計畫實施後三年內提出整體計畫、

預為規劃公共設施用地，評估審核未登記工廠輔導轉正事宜，並調整為合

適國土功能分區 

公共設施 

≧30% 
（包含道路、鄰接農業用地之適當隔離綠帶或設施、汙水處理設施、排水

系統等） 
綠地≧10%的變更土地總面積 

影響費、國土保育費 依當期公告總值 5% （依國土計畫法做為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運用） 

隔離綠帶 一定寬度之隔離綠帶（區外或廠地外毗連土地合理規劃配置隔離綠帶） 

玖、農地發展權移轉制度 

位於城鄉發展區之農地，以排除過去作為都市計畫發展儲備用地的思潮，除

作為都會糧食供給帶外，考量其多元價值希望加以保存作為都市的綠色基盤。爰

此，為避免都市發展的壓力危及農地資源，造成農業生產環境的破壞、農地的不

當利用，以及考量農地對於社會外部效益之貢獻，應給予農地地主相應之報償，

是故宜以「保育農地」為核心建立「農地發展權移轉制度」，藉由提供誘因與保

障，以維持城鄉發展區農地之農業發展。而為使此機制能有效實施，除進行相關

法源的調整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按以下有關農地發展權移轉制度之制

定程序與方式，擬定相關辦法規範，其配套措施如下： 

一、建立完善之相關法源依據 

農地發展權移轉制度目前在法律上並無明確揭示充分授權及分責，故建議嫁

接於原有之體系，於既有之《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中的送出基地條件新

增都市計畫地區農地，並為與其和諧轉軌，應根據下列重點進行修正與調整： 

(一) 在以保護優良農地為前提下，送出基地之適用對象以城鄉發展地區第一

類，需嚴格保護的農地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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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接收基地以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為主要適用對象。而其移轉以同一主要

計畫地區範圍內，其他可建築用地建築使用為限；  

(三) 城鄉發展地區農地之發展權應配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指導，

有秩序地移轉至城鄉發展區之都市計畫區，且應制定轉移分區之優先順

序； 

(四) 個別農地之發展權配合移出集合發展者，在不減損發展權移入地區之公

共設施服務水準、環境容受力及整體景觀風貌之前提下，得適度提供加

權獎勵； 

(五) 移出發展權之城鄉發展地區農地，其土地所有權應登記為國有。考量其

特性得永續維持農業生產，不得作為農舍或非農業生產之用途設施；永

久做為開放空間使用，發揮農地多元價值，提供生態系統服務；或者做

為公共設施用地，以緩解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偏低之情形。 

二、農地發展權移轉制度制定程序 

由於發展權制度屬於自願性質，非法律強制規範之政策，在確認以農地保育

為目標後，考量實施容積移轉將直接地對該地區造成影響，故透過了解利害關係

人的參與動機及需求條件，有效經營農地發展權移轉市場，將是政策能否持續推

動的關鍵因素。因此，在實施農地 TDR 前應包含以下流程： 

(一) 利害關係人協商會議 

1. 組成農地 TDR 制定諮詢委員會 

在制度規劃階段可藉由政府召集各界專家以及確定利害關係人，包

括制度設計者(政府相關單位)、農地之土地所有人、開發建商以及將來

接收基地周圍之居民等等，組成農地 TDR 制定諮詢委員會。 

2. 選定農地 TDR 示範區 

在選定後，由農地 TDR 制定諮詢委員會以問卷調查或說明會的形

式，共同協商探討農地 TDR 制度內容。 

(二) 發展權移出地市場分析 

1. 確認送出基地適用對象數量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就符合送出基地條件之城鄉發展地區第

一類，需嚴格保護的農地進行總量、分佈範圍之盤點。  

2. 農地發展權移轉報償計算依據 

在計算農地可報償價值前，應先對其擁有之價值進行評估以做為交

易時的參考。農地發展權價值之計算考量農地對於社會外部效益之貢獻，

諸如農地所提供之生態系統服務與多元價值，按照外部效益內部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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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報償」予農地所有人，並建議透過建立農地品質分級制度，供作

評估農地價值的依據。  

(三) 發展權接收地市場分析 

1. 確認接收地之類別與分佈範圍 

發展權接收地以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為主要適用對象。另外，根據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都市計畫原擬定機關

得考量都市整體發展情況，指定移入地區範圍，必要時，並得送請上級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之。而其指定移入區應以整體開發區、都市更新等

等地區為優先，並且應以不減損發展權移入地區之公共設施服務水準、

環境容受力為前提。 

三、農地發展權移轉交易方式與流程 

(一) 建置容積銀行進行交易 

1. 容積銀行概念 

容積銀行即為儲存建物容積的概念。其原概念為在政府所有重要公

共建設沿線及其周圍，若透過都市計劃變更提高容積時，其法定容積將

會被大幅調高，此時地主往往是最大受惠者，這種現象顯然不盡公平，

基於漲價歸公的理念，這類因公共建設而增加的增額容積應屬於公共財

而為全民所有，故將創立「容積銀行」來保管與出售。這些多出來的容

積在存入容積銀行後，再經由轉售予建商或地主，得標者就可依規定移

轉標得的容積。 

而出售容積所獲得之資金由容積銀行專款專用，可用於該項重大建

設、其他公共建設以提高財務可行性，或先暫存於容積銀行，屆時需要

再將適合容積移轉到最適地段，也可因應景氣需要，調節供需。藉由政

府主導容積增額市場，透過優先取得促進都市發展的用地興闢公共設施，

使得容受力逐漸提升進而改善環境品質，如此之循環。 

而農地發展權移轉則是以保育優良農地的觀點出發，考量未來都市

發展之需求，為避免都市發展壓力影響農地之使用，藉由獎勵與保障鼓

勵其維持農地農用，同時考慮維持農地對於社會所帶來之效益，評估核

算其價值容積，並將之存入容積銀行中以引導此類容積有效的轉入都市

發展需求區以控制都市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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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7 容積銀行概念示意圖 

為促進政府、民間、買方與賣家四者之間的資訊對稱並提供市場行

情，建議可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置容積銀行此類專責機構擔任

買賣雙方間的中間橋樑，不但能降低市場觀望態度，提升安全性、公信

力與可預測性，以促進資訊流通及市場活絡，並提供審議機制進行審查

避免制度失靈。同時由政府主導更能考量農地之價值以「農地保育」為

前提，媒合並引導容積的轉移，使都市有秩序的發展。而容積銀行主要

功能應包含： 

(1) 發展權供需調節者 
容積銀行可以買進、賣出或持有發展權，將容積視為儲蓄的概

念，由容積銀行穩定地存入與釋出，考量都市發展現況、都市成長

與總量決定交易數量與區位，再進行容積移轉以維持空間發展上的

平衡。 

(2) 市場交易之維持者 
容積銀行的成立對於市場有著主動及關鍵的作用，除平衡發展

權價格，簡化交易過程外，並建議應建立買賣雙方登錄資訊。同時

各筆交易申請案需經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審查其發展權移轉之區位、數量，並確認各類別接受地之允建容積

及獎勵容積上限。 

(二) 容積銀行交易流程 

農地發展權移轉之思考模式並非讓現有農地之發展權移出給接收地，而

是為鼓勵優良農地維持農用故給予符合市場誘因機制的保障及報償。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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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金儲備的切入點運作，並無須初始資金。首先由符合容積移轉條件並且

有意願實行之城鄉發展地區農地，以及因應都市發展之需求而有意願接受容

積移入之基地，先於容積銀行當中進行資料之登錄。接著由容積銀行媒合、

審議買賣雙方，引導送出之容積移入合適之接收基地。交易經核可後根據《都

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九條之一規定接受基地得以折繳代金方式移入

容積，將由標得容積之建商或地主以代金向容積銀行折繳，而出售所得之代

金則運用於報償農地。 

 
圖6-8 容積銀行交易流程 

資料來源：參考自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繪製 

壹拾、 農地保育地役權 

保育地役權係賦予限制發展土地，具有「一束」的財產權，由政府、非政府

組織或相關機構，藉由「購買」或「設定」方式，取得土地一束權力中的一部分

(即地役權)，作為補償的基準，並透過限制特定土地使用，以實現保育目的之役

權。而美國亦將這樣的概念應用於農地的保護上，並逐漸發展出類似保育地役權

的農地保育，結合利用限制的發展權購買計畫以達到土地資源保育的目的。其應

用方式為透過地役權設定契約的簽訂，限制簽約的土地僅能作為農業或農業相關

的用途，目的除能保育農地外，亦可保護農田所具有之生物棲地、景觀與開放空

間之功能。藉由設定地役權達到保育的目標，地主亦可透過地役權設定的契約協

議獲得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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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農地除具有生產與糧食功能外，更具生態、景觀、遊憩及開放空

間之多功能特性。爰此，建議參考美國已行之有年的保育地役權，並考量我國環

境與體制的差異，建立以「保育農地」為核心的「農地保育地役權」。以下說明

我國在建立此套機制應包含內容： 

一、農地保育地役權機制設計 

(一) 適用對象 

農業地役權最基本的概念，乃透過發展權的購買限制地主未來的土地發

展權利。此一發展權利之取得包含未來之變更、轉用、細分與興建農舍等等，

為達到此一農地資源維護目的，農地地役權的本質可以包含積極作為與消極

不作為兩個面向。前者指積極保護農業生產優勢地區之農業生產環境，限制

其細分、或供作農舍發展等等行為。此一類型之農業地役權乃約定地主繼續

作農業使用之概念，使生產上具有比較利益之農地，不因地主經濟決策而受

影響。後者通常發生在面臨強烈轉用壓力之地區，主要在考量農地保育的目

標上，限制地主不能作特定危害農地完整性之使用與發展，而限制變更、轉

用的不作為地役權。 

因此，農地保育地役權之應用一般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分別為面臨農地

轉用壓力地區的農地保護工具，以及各地區優良農地的保育，前者強調農地

生態功能之保護，後者著重農地生產條件之維護。因此，農業地役權應用於

我國農地管理可初步歸類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積極生產地區之農地保育

以及城鄉發展地區農地消極生產地區之生態使用。 

(二) 農地地役權的應用類型 

在應用方面，農地除生產之外，更提供糧食安全、景觀維護、環境保育、

生態多樣性、文化傳承及鄉村發展等多元化功能，因此在農地保護的基礎概

念上，我國農地可藉由彈性靈活的農地地役權，反映多功能之農地發展目標。

依農地地役權的特質在農地保護特性上可應用之範圍分為限制型、生產型與

保育型，並說明在不同的實施類型中，其可能之實施項目、方式與預期效果，

詳如表表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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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6 農地地役權的應用類型 
實施類型 項目 方式 預期效果 

限制型 休耕、具外

部性或受污

染農地利用

限制 

劃設目標範圍後，藉由地役

權的創設，有計畫的取得須

休耕農地或受污染農地，並

限制其農地利用程度。 

減少農產，穩定市場價格機能，進一

步排除保價收購等不適宜之補貼政

策，並降低具破壞自然資源農業生產

行為。 

生產型 農業生產專

區的劃設，

或具生產優

勢地區的永

久保育 

藉由國土調查，針對特殊農

產有特別生產優勢地區，有

計畫的劃設，且藉由地役權

的取得避免未來農地轉用

與農資源破壞。 

改善農地經營環境，並配合適地適種

策略，提升農產品質，增加農產貿易

的競爭力，中長期下除確保優良農地

的保外，更可建立農業生產優勢地

區。 

保育型 具自然資源

與環境敏感

地區的保育 

配合國土計畫，有計畫的取

得此等土地之地役權，並限

制土地利用 

除保育自然景觀與農地資源外，更使

農業發展由傳統以「生產」為主，逐

漸轉型為足以發揮農業多功能性之

中長期永續生態功能。 

資料來源：林志昌，農業地役權應用與實施方式之研究-以行政契約為例，民國 95 年 

(三) 農地保育地役權交易方式 

透過成立土地信託機構或非營利保育機構進行交易。保育機構取得農地

地役權之方式包含直接購買與地主捐贈。直接購買即是直接向地主購買該農

地未來之發展權，而購買之資金來源則建議設置保育地役權基金，其來源包

含預算撥入、土地稅收入之提撥、農業發展基金與平均地權基金之提撥等。

另外，地主捐贈則可透過稅賦減免的方式鼓勵捐贈。 

然而，國內在整個制度背景上缺乏類似的非營利組織與相關稅賦實施誘

因，使得民間團體在參與農業資源的維護並無著力點。因此國內在應用農業

地役權初期較適當的作法，宜先由政府作為地役權接收機關，透過發展權購

買的方式直接價購取得。爾後再視實施狀況輔導成立土地信託機構或非營利

保育機構，同時研擬相關地役權捐贈誘因，以引導民間團體來參與整個農地

維護計畫。 

(四) 監督機制 

所有權人與地役權接收者共同負擔監督執行之責。無論是一開始容許設

定地役權的所有人或隨後的受讓人都要遵守該協定。土地信託或政府機關每

年至少要監控一次該土地有無違規，如果不能好好監控，法院將裁定其放棄

地役權。當發生違反地役權限制之情事時，應該開始協商並矯正問題。如果

協商失敗，地役權的持有者將以違約訴諸法院。土地所有權人被發現違反規

定時時，任何引起問題的建築使用必須要排除且回到設定時之情況。  



578 

二、我國適用性分析 

 法規限制 

國內相關法令針對地役權的定義，在於民法物權篇之民法第 851 條，地

役權為：「他人土地供自己土地便宜之用之權」。轉讓或設定地役權的行為可

視為所有權權能中之部分物權使用的限制，此對於土地的佔有與使用、收益

狀況也又影響，其基於公法的土地使用管制概念有所差異。且民法係民事關

係之準據法，主要係規範私法契約行為，公用地役權為公法上之物權，因此，

民法不得作為公用地役權準確法。另外，民法對於地役權成立的要件，在於

需存在「需役地」與「供役地」之關係，重點在調和兩地使用間的衝突，其

雖不以土地的相鄰為必要，但其與一般保育地役權設定之目標仍有相當之差

異。 

基本上，若以農業地役權基於保育或特定目的所造成地主使用限制予以

認定，應可將其歸類為定限物權的一種，且具有「公用」人役關係，建議未

來可比照民法物權之分類，另外創造「公用人役權」或類似人役性質之物權，

以資適用並明確其法律效果。 

因此，我國民法對於地役權的解釋無適當擴充之前，考量保育地役權的

實施精神與必要條件，乃透過地主與地役權接收者兩造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

規範，限制地主日後對於該地之使用程度，並賦予地役權接收者合法間度管

理之依據。然而我國在缺乏民間團體的保育下，地役權接收機關的定位，主

要還是政府機關為原則。因此在地役權契約兩造當事人間，一為政府機關，

一為農地地主時，其所簽訂之契約可考慮透過行政契約之方法。其內容應載

明：農業地役權創設目的、讓與人（地主）禁止使用事項、受讓機關與讓與

人之權利義務。因此不論是政府機關為地役權取得機關或私人團體，皆仰賴

兩造雙方對於契約內容之共同締結。並透過土地登記之註記方式，適度擴大

該契約之物權效力，使農業地役權有效合法存續於該農地上。 

另外，我國在行政體制上，如徵收補償、公共開發、土地使用限制…等，

亦得以行政契約之方式取代行政主管機關所發動之單方行政行為，從而這種

較大的彈性空間，也較能符合地役權彈性協商之精神。 

壹拾壹、 農地之獎勵與懲罰措施 

為鼓勵農地維持農用，並遏止現有違規使用，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中，關於農地管制策略應配合各直轄市、縣（市）農業發展概況進行研擬，並以

農地分類分級之架構為基礎，對現有獎懲機制提出改善方案。經盤點現有法規之

各項獎懲規定，依其性質劃分，可分為正向及負向誘因，包含農地管理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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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使用之稅賦優惠、農業用地違規使用稽查及罰則，及山坡地及森林區之農業

用地違規使用稽查及罰則等四項（詳參表 6-27）說明如下： 

一、獎勵與補助規定 

正向誘因（獎勵與補助規定）在現行農地使用之獎勵規定大致可分為兩種，

即直接獎勵與間接獎勵。直接獎勵係指政府針對農業發展需要及農民情況，制定

一系列之輔導獎勵措施，以直接促進農業生產、增加投資意願，農業經營者不需

負擔任何成本或風險；間接獎勵則指以賦稅優惠的方式，引導農業經營者朝向政

府所定之政策方向發展，符合規定者即有享受優惠的權利，但日後若違反規定，

便需承擔處罰，有機會成本及風險存在。 

針對現有獎勵與補助提出修法改善方案，按《農業發展條例》第 41 條至 42
條，原從事農業生產所需之相關資金，由主管機關協助辦理原貸款為二十年限貸

款，建議修法上限之年限，提高至三十年，藉此以提高民眾從事農業使用之意願，

和對於從事農業上對於資金方面給予更為優惠。 

二、禁制與罰則規定 

負向誘因（禁制與罰則規定）在現行農業用地使用稽查及罰則之相關法令規

定，包含於多項法規之中，包含：《農業發展條例》、《區域計畫法》、《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水土保持法》及《土石採取法》等，

各法規均有其禁止目的與懲處標的（詳參表 185 及附錄）。主要針對以下羅列事

項：違規耕地之移轉限制、處罰與稽查；違反區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之處罰及恢

復原狀；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檢查及處理。 

並針對現有禁制與罰則提出修法改善方案，按《農業發展條例》第 69 條第

2 項、70 條、71 條、72 條和《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5 條之罰鍰上限規定，

分別對於該農業用地與山坡地違規原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建

議修法上限之金額，提高至一百萬元，並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者並按次分別處

罰，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其相關之許可登記證，藉此以達改善和遏止現有之違

規使用。 

三、民眾檢舉相關規定 

按《農業發展條例》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為加強農業用地違規使用之稽查，

中央主管機關得訂定農業用地違規使用檢舉獎勵辦法。而在《農業用地違規使用

檢舉獎勵辦法》第 5 條第 1 項之規定，檢舉人檢舉農業用地違規使用案件，經查

證屬實並經裁罰有案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發給每案件獎金新臺幣三

千元，但同一檢舉人於該直轄市或縣（市）內全年度之核發總額以新臺幣三萬元

為限。建議修法提高每案件獎金檢舉獎金之金額為六千元，而該同一檢舉人於全

年度之核發總額以新臺幣十五萬元為限，並加入匿名檢舉制度，藉此提升民眾檢

舉農業用地違規使用之誘因，促進社會公平之正義，加強違規使用之稽查。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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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結果發現民眾謊報或一再惡意檢舉，致影響他人權益及浪費行政資源，除得

依法不予處理外，應斟酌情節輕重，依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條（未指定他人誣告罪）

或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函送司法機關偵辦。 

按《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獎勵辦法》第四條規定，原舉發人於查報或取締單

位未發現前，舉發山坡地違規案件，經查證屬實，並經裁處罰鍰或經地方法院判

決有罪者，每件核發一次獎金新臺幣五千元；原查報取締工作人員獎金六百至一

千兩百元，建議修法提高為每案件獎金檢舉獎金之金額為舉發人提高為每件八千

元，取締工作人員檢舉獎金之金額提告三千至六千元，藉此提升民眾檢舉農業用

地違規使用之誘因，促進社會公平之正義，加強違規使用之稽查。 

四、相關法律與計畫規定 

除上述禁制與罰則規定，尚有《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及《土

石採取法》等，針對農業用地違規使用之處理規定，其主要目的是為遏止農業用

地之違法使用情況。例如：針對山坡地及森林區內之農業用地，農委會水土保持

局另依《水土保持法》及《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之相關規定進行稽查及依其相

關罰則進行處理（詳參表 6-27）。而為提高糧食自給率及維護生產環境，農委會

自民國 102 年起推動「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每年仍得辦理一個期作休

耕種植綠肥，另一個期作鼓勵種植進口替代、具外銷潛力、有機與地區特產作物，

依作物種類每期作每公頃補貼 1.5～4.5 萬元，將休耕給付經費轉為轉（契）作補

貼活化農地，農友收益優於現行休耕實質所得，並藉此保障合法農民之權益，以

維持優良完整之農業生產環境。 

表6-27 現行農地獎勵與罰則相關法令 
主題 法令名稱 條號 

農地管理之獎勵 農業發展條例 §18、§25、§26、§30、§42、§55、
§57 

集村興建農舍獎勵及協助辦法 §3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33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

運用辦法 
§4 

水土保持法 §31 

農地使用之稅賦優惠 農業發展條例 §37、§38、§40 

農業用地違規使用稽查及

罰則 
農業發展條例 §31、§32、§69、§70、§71、§72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 §29、§29-1、§29-2、§30、§32 

山坡地及森林區之農業用

地違規使用稽查及罰則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15-1、§34、§35、§35-1 

水土保持法 §22、§32、§33、§34 

資料來源：依農業發展條例、集村興建農舍獎勵及協助辦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區域計畫

法、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水土保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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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 

一、平台之角色 

(一) 強化各直轄市、縣（市）間之協調與合作能力。 

(二) 促進各直轄市、縣（市）間之資源整合共享與互補所需。 

(三) 作為各直轄市、縣（市）間協調配合之指導。 

(四) 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研擬都會區域計畫內容。 

(五) 監督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都會區聯合成長管理機制，完成該直轄

市、縣（市）成長管理計畫。 

未來在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法制化後，期能賦予此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

平台審查之角色。 

二、平台之運作 

為加強跨域整合，並強化區域機能以提升都會區之競爭力，建議可由中央主

管機關內政部城鄉分署負責設立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將各直轄市、縣（市）

成長管理計畫進行水平整合與協調，以達成都會區均衡與完整發展和資源共享與

互補所需。都會區聯合成長管理之落實，應遵循以下步驟與執行準則： 

(一) 組織 

「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由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城鄉分署負責建立，

其平台之組成為公私共組的專家顧問、平台成員之縣市首長，以及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並由行政院指派專責政務委員作為主席，每年定期召開兩次

會議。 

(二) 規劃 

前期規劃應由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統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制定成長管理計畫時，須提出都會區成長管理內容，並於區域型國土規劃整

合平台進行討論與整合，共同研擬指導原則與相關內容。 

(三) 指導 

研擬完成之都會區成長管理內容，須經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給予相

關建議，據以指導直轄市、縣（市）成長管理計畫，或會辦各界建議與意見

回覆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議，納入全國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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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回饋 

都會區聯合成長管理之執行，除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依《國土

計畫法》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每 5 年應通盤檢討一次，建議規定每年至少

舉行 2 場都會區聯合成長管理成果會報，經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之參

與，給予施行成效之相關意見與回饋，並予以修正，以建立都會區聯合成長

管理之系統運作機制。 

三、平台之經費申請與補助 

都會區內之共同事項，如整體發展規劃及重大公共建設，應先經過區域型國

土規劃整合平台討論、協調，以建立共識，據以指導直轄市、縣（市）成長管理

計畫或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議，最後形成共同提案，並推動實施建設。 

中央計畫型之補助以及地方申請中央補助者，應以跨縣市之區域型計畫，且

經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討論後，具共識者為優先，以達到區域內各縣市共享

共榮的效果，並結合《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3 條對於跨域

合作的計畫型補助經費，使中央優先補助跨區域之建設計畫或合作事項，以提升

縣市政府的合作意願。 

此外，為促進直轄市、縣（市）政府主動積極藉由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

針對跨域議題進行討論與協調，建議相關部會應編列跨區域建設計畫之經費財源，

使計畫能有效順利推動。 

四、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之建立 

現行我國共有七個區域合作平台，其中苗栗縣和臺南市同時跨兩個區域合作

平台，而花蓮縣和臺東縣則沒有所屬之平台（詳參表 6-28）。在參考現行的非正

式組織平台，以及民國 99 年行政院經建會（今國發會）所規劃之五個區域合作

平台，本計畫建議未來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之籌組，可劃分為北臺區域型國

土規劃整合平台、中彰投（苗）。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雲嘉南區域型國土

規劃整合平台、（南）高屏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花東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

平台（詳參圖 6-9）。 

表6-28 現行區域合作平台一覽表 
區域合作平台 參與之縣市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

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中臺區域合作發展平台 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中彰投苗區域治理平台 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苗栗縣 

雲嘉南區域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 雲林縣、嘉義市、嘉義縣、臺南市 

高屏區域合作平台 高雄市、屏東縣 

南高屏區域整治合作平台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離島區域合作平台 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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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9 建議之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 

其中，有關於跨平台之縣市的劃分，本計畫建議中央主管機關徵詢苗栗縣擬

加入之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若其有跨兩個平台之需，則一併向中央主管機

關提出申請；此外，由於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主要的目標為促進都會區之區

域競爭力，因此建議臺南市與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共同組成雲嘉南區域型國

土規劃整合平台，若其有加入高屏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之需，則得向中央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 

此外，有關於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之離島區域，因局限於地理位置之分

離，原離島區域合作平台之效益不大，因而若其有資源整合與共享，以符合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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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需求之需，在考量地理上比鄰之縣市以及因交通便利等因素而密切相關之縣

市，本計畫建議澎湖縣納入（南）高屏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金門縣、連江

縣則納入北臺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之範疇。 

五、現行體制與區域合作平台之課題 

在行政區劃與單一治理體制之下，縣市政府各自為政、缺乏整合，導致許多

區域性問題無法有效改善，消耗了許多資源，因而有賴於跨域治理，以縮小城鄉

差距並提升區域的整體競爭力。然而，現行區域合作處理之問題範疇仍然不足，

同時亦存有潛在的問題，致使其成效不彰，以下將針對現行體制與區域合作平台

之課題進行整理與分析，期未來能透過本計畫建議之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解

決現行問題。 

(一) 缺少法制化 

現行區域合作平台為一非正式組織，仍屬各縣市政府首長和單位主管所

參與之任務型或聯誼性編組，缺乏實質約束權力。非正式合作的功能相當有

限，目前僅為縣市政府間的意見交流，且經常出現運作不穩、財源不確定等

問題，因而其不應成為跨域合作的常態。 

(二) 組織成員只有縣市政府 

組織成員仍僅限於地方民選首長和重要局處首長，缺乏中央政府、學術

界、企業界或民間非營利組織（NGO）團體等代表參與，公共參與不足，且

縣市政府容易傾向以本位主義進行思考，進而影響雙方合作的配合意願。 

(三) 沒有固定財源 

目前缺乏對於區域合作事項之經費分攤與共同籌措的機制設計，區域合

作平台沒有獨立的預算，與穩定的財源，然而，其是否能順利推展，預算補

助誘因機制的設計實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四) 缺乏積極性誘因和跨域合作之強制性 

我國固然有《地方制度法》保障地方的跨域合作，但欠缺有效的誘因促

使各縣市進一步合作，對於促進區域內縣市合作之功能有限，同時亦缺乏跨

域合作的強制性。 

(五) 合作議題缺乏國家層級的發展議題 

合作議題集中於民生、地方發展意義上的跨域合作，缺乏全球視野、國

家層級的發展議題，例如：能源效率、氣候變遷以及具有政治整合意義的合

作，其對於發展建設計畫層面著力亦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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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跨域合作停留在意見交換、研討和評估的階段 

跨域合作停留在意見交換、研討和評估的階段，缺少共同規劃、分攤業

務經費、合辦事業、業務或管轄權的轉移等更實質深入的合作關係。如垃圾

處理、河川整治等議題基本上都是被動、不得不的合作，缺少開創性、積極

進取的合作計畫。 

綜上所述，現行區域合作平台缺乏實質約束力、沒有經費落實，亦無跨

域合作之強制性，致使一般行政人員的思維仍難以跳脫行政區域、法令規範

和預算制度的現行框架，未能有效考量區域或都會發展需求，以建立共同解

決問題的全貌性架構。此外，基於地方政治因素，政黨屬性與意識之不同，

常因利益衝突而無法有效合作，甚至產生對立，錯失共同協力解決區域性問

題的機會，此為未來須持續面臨之一大難題。 

六、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之改善對策 

(一) 建議明訂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之法源依據 

雖然《地方制度法》於民國 99 年 2 月 3 日增訂第 24-1 條以規範區域合

作組織之成立，但現行區域合作平台皆未循此條向內政部申請成為正式的區

域合作組織。因此，為強化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之角色與功能，使其能

夠在協調區域合作、推動區域整體建設時，發揮更大的機能，建議未來能明

訂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之法源依據，以賦予其強制性及審查效力。 

有關於區域合作平台之行政規則，國家發展委員會為配合「國土空間發

展策略計畫」特訂定「補助縣市政府辦理『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經

費補助及執行管考要點」，其中第 2 點表明「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共同

籌組區域合作平臺，以作為中央部會與縣市政府間聯繫協調之角色，並整合

各區域合作議題，協調縣市政府同提案。」然行政規則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

法規範效力，期未來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能在法律授權的基礎下，進行

功能性議題的實質合作，同時強化該平台在區域合作事項中之協調與仲裁功

能。 

(二) 將組織成員納入專家顧問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為解決現行區域合作平台組成單一之問題，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由

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城鄉分署負責建立，而平台之組成除參與平台之縣市首

長外，亦包含公私共組的專家顧問，以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由行政

院指派專責政務委員作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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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議編列跨區域建設計畫之經費財源 

預算補助制度除具有調節各級政府財政盈虛的功能之外，補助款所伴隨

的誘因和管制規範，能使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順利推展，誘導縣市政府

趨向於合作。 

目前《地方制度法》第 24-1 條第 4 項規定：「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對

於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所提跨區域之建設計畫...，應優先給予補

助或其他必要之協助。」此外，《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

第 3 條第 2 項亦規定：中央對於跨區域之建設計畫或合作事項應優先予以補

助。 

然而，儘管規定應優先補助跨區域之建設計畫，直轄市、縣（市）政府

仍無固定財源進行相關重大建設，因而建議未來相關部會應編列跨區域建設

計畫之經費財源，以一定比例或額度優先支持縣市合作型計畫，同時區域型

國土規劃整合平台應針對區域合作協調事項之經費分攤與共同籌措機制進

行討論與設計。 

(四) 跨域合作協調事項納入能源效率、氣候變遷等議題 

現行區域合作平台所討論之議題囊括休閒遊憩、健康社福、文化教育等

面向，而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之成立，主要是為避免區域間資源配置失

衡及土地缺乏有效利用等問題，使都會區達到跨域資源共享、強化都會區域

機能等目標，因而區域型國土整合平台主要協調事項除產業發展、交通運輸、

公共設施之外，尚包括都市防災、能源設施等都會發展可能面臨之跨域議題，

期參與平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能透過協調與溝通，就空間發展與配置

進行實質的討論與決策。 

  



587 

第四節 國土成長管理策略執行工具之可行性分析 

成長管理之具體推動，有賴相關法規制度之配合。爰此，本計畫針對所研擬

之國土成長管理工具，就法律、財務和社會等三大面向之法規規定及相關機制，

進行可行性分析，評估與擬定對於不同面向成長管理策略所能搭配的、高度可行

性的實施工具，作為成長管理執行工具推動期程之參考，並據以指導各直轄市、

縣（市）之成長管理計畫，其可行性分析與建議期程詳參表 6-29。 

法律可行性係指執行工具在執行時，是否有法規能相對應並執行。高可行性

意指目前已有法規，僅需要修改或新增相關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中可行性意指

目前雖有相關法規，但仍需要修改現有法律才得以施行；低可行性意指目前未有

法規，未來仍須訂定相關法規。 

在財務面上，高可行性是指政府機關於年度預算書編列預算，定期進行政策

之研擬與檢討；中可行性是指目前有法定基金、回饋金繳納等制度，得依法針對

利害關係人收取規費或罰鍰，以作為財務使用；低可行性則是指目前尚未依法設

立基金或尚未有法規得依法行政收取相關規費或罰鍰，未來需要設立相關法令以

提高財務可行性。 

在社會面上，本計畫考量社會觀感、民眾可接受度、公民團體、利害關係人、

政策執行力與實際落實、媒體、政黨競爭與其他制度外衝突等因素，進行其可行

性評估。 

壹、土地滾動檢討機制 

一、法規可行性 

城鄉發展用地及農地總量之通盤檢討係根據《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3 項：

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擬訂機關視實際發展情況，每 10 年通盤檢討一次。而

總量之適時檢討，未來根據《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3 項，有符合規定之情事

之一者，得適時檢討變更之，具體檢討內容將依《國土計畫適時檢討變更簡化辦

法》進行。通盤檢討部分，未來應訂定相關子法，以利通盤檢討進行。本研究建

議參照都市計畫法體系，故應訂定《國土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除定期

檢視城鄉發展用地之利用狀態，並建議將農地資源盤點項目之相關內容納入規範

之中，確切維護農地資源。因此，土地滾動檢討機制之落實，主要依循《國土計

畫法》及其子法規之規定，具有高度之法規可行性。 

二、財務可行性 

全國國土計畫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規定，每 10 年進行通盤檢討，由

於須依法行政強化通盤檢討之穩定性，因此內政部營建署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須於年度預算書編列通盤檢討之預算，以利依照期程順利進行通盤檢討。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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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政部營建署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會依法編列年度預算之基礎下，具有高

度的財務可行性。 

三、社會可行性 

土地滾動檢討機制係為使土地的總量管控有其穩定性，因此須依據《國土計

畫法》第 15 條第 3 項之規定進行通盤檢討，而有特殊情況時則是進行適時檢討。

未來內政部營建署及直轄市、縣（市）政府需要根據期程進行土地滾動檢討，以

強化土地總量的明確性與穩定性，讓社會大眾瞭解關於城鄉發展用地、產業發展

用地、再生能源用地及農業發展用地等土地之總量上限，以利進行相關之土地利

用之規劃，並且確保國土計畫成長管理之合理性，強化國土計畫之社會信任，使

土地滾動檢討機制具有更高的社會可行性。 

貳、公共設施同時性 

為確保城鄉發展地區分期分區計畫能配合公共設施提供的同時性，故可從三

個時機點導入公共設施同時性概念，依序為擬定各直轄市、縣（市）之國土計畫、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與開發使用配合公共設施同時性。以下茲就擬定各直轄市、

縣（市）之國土計畫、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開發使用許可及都市計畫更新等四

個時機點，進行公共設施同時性檢討之應用，藉以分析其在法規、財務與社會可

行性，並建議執行之時機。 

一、擬定各直轄市、縣（市）之國土計畫 

(一) 法規可行性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第 5 項，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內

容應載明事項，明定包含直轄市、縣（市）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且依

據《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6 條第 4 項，直轄市、縣（市）成長管理計畫

內容，應視其需要包含下列事項與其方法及步驟，其中第四至七目：直轄市、

縣（市）城鄉發展優先順序；土地再利用區位及推動方案；公共設施之需求、

配置及改善方案；實施財源評估。各直轄市、縣（市）於擬定直轄市、縣（市）

之國土計畫時，即可在上述 4 項內容中，嵌入本策略所擬定之城鄉發展地區

分期分區發展概念，並具體落實於空間單元。 

(二) 財務可行性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國土成長管理計畫擬定時，即須將公共設施同

時性與政府財政情形，進行通盤考量，因此，就政府的財政可行性而言，尚

屬可行。 

  



589 

(三) 社會可行性 

過去空間計畫對於公共設施同時性並未多加研議，故建議應強化各直轄

市、縣（市）之國土計畫之城鄉發展地區分期分區之確實擬定。應逐步建立

社會對計畫配合公共設施同時性之共識，建議由中央從上而下建立此共識。

建議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於辦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核定之審議時，

將未確實列載城鄉發展地區分期分區計畫者，應予以期限限期補正再重新審

議。且建議的審查項目包括：發展優先次序之劃定、各調查區分析資料、編

列各發展區之開發時程，與各時程之都市建設事業及經費預算。  

二、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一) 法規可行性 

相關法規應配合修法，又以《都市計畫法》第 17 條第 2 項為主要修法

對象。依照《都市計畫法》第 17 條第 2 項之規定，能指定建築線或主要公

共設施已照主要計畫興建完成者，即可申請開發，其中《都市計畫法施行細

則》第 2 項補充說明「主要公共設施已照主要計畫興建完成者」的主要公共

設施項目亦過於寬鬆，整體而言，導致無法落實《都市計畫法》第 17 第 1
項所規範之都市計畫分期分區依優先次序發展之目的，故建議修改《都市計

畫法》第 17 條第 2 項。 

此外，於國土計畫法體系下，《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

業要點》已不再適用，應配合修法嫁接國土功能四大分區，因此建議新訂「城

鄉發展用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就產業型與住商型之新訂

或擴大都市計畫加以規定，以落實都市發展政策，並有效規範城鄉發展用地

申請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作業程序及書圖文件。 

(二) 財務可行性 

在國土計畫的架構下，得擴大或新訂都市計畫之區位，以位於城鄉發展

地區者為限，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城鄉發展地區之劃設，必須同

時考量公共設施同時性與相應之政府財政配合，因此，就政府財政可行性而

言，尚屬可行。 

(三) 社會可行性 

於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時機應確實審議其公共設施發展計畫，建議審議

內容包括說明計畫區內既有公共設施現況、項目、服務水準；預估未來計畫

區最大開發量並分析各分區之公共設施需求量；說明各分區公共設施預估興

建之項目、數量、區位以及時程；確定各分區公共設施財源籌措方式等。透

過政府嚴格審議臺灣空間計畫與公共設施之連接，逐步確立社會整體對於計

畫與公共設施同時性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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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發使用許可配合公共設施同時性 

(一) 法規可行性 

使用許可配合公共設施同時性方面，建議《使用許可審議規則》規範公

共設施審議標準。根據《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中於城鄉發展地區應

經申請同意使用之項目，依其申請同意使用之項目性質，考量其公共設施需

求，於《使用許可審議規則》時依據該地區之基盤設施需求與目前興建水準。 

建築許可方面，本計畫研擬之細項執行工具包括公共設施服務水準門檻

機制、與公共設施服務水準現況與興建時間表兩項目，若開發業者決定自行

負擔公共設施，則應給予相關獎勵措施，建議相關主管機關新訂專法研議獎

勵項目，或配合修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

條例》中融資優惠、租稅優惠等項目，給予適當優惠。 

(二) 財務可行性 

使用許可或建築許可之公共設施同時性，主要是對於開發行為者之責任

要求，較不涉及政府財政可行性之考量。 

(三) 社會可行性 

我國過去之計畫體系，雖已將公共設施納入開發許可審查重點之一，然

而，由於缺乏上位空間計畫引導，公共設施同時性並未具體且全面落實。此

次國土計畫，欲進一步透過使用許可與建築許可兩階段之控管，落實個別開

發之公共設施同時性，將影響開發之區位、時程、總量與品質，初期可能於

社會上造成開發業者之反彈。故為降低民間反彈聲浪，政府方面應盡可能降

低業者之開發風險，藉由明確之各項公共設施之標準與可能負擔之興建費用，

以明確的公共設施之服務水準現況與興建時間表，使得開發業者易於推估期

開發時程與投資成本。 

四、都市更新計畫配合公共設施同時性 

(一) 法規可行性 

本執行工具於法規層面可以著手的部分主要有：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項目、

都市更新審議原則及容積獎勵，說明如下： 

1. 於新增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項目，建議修改《都市更新條例》第 21 條，

於更新事業計畫應表明事項之內容，納入整體地區公共設施服務水

準分析，並銜接《都市更新條例》第 21 條第 7 項提出區內公共設施

興修或改善計畫。此外，該整體地區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分析項目內

容，應包括開發基地環境預測及評價、環境保全之處置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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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地區之都市更新審議原則，應納入該公共設施容受力評估準則，

例如：新北市即應修改《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而未訂有都市

更新審議原則之縣市政府，建議應建全此部分法規，確保於都市更

新審議過程中，考量該更新計畫對地區公共設施容受力的影響程度。 

3. 針對都市更新給予的容積獎勵，應重新檢討制度上對於容積量體，

是否過量及應如何管控？並且就法制層面進行調整。 

(二) 財務可行性 

此部分較無財務上之阻礙，因此主要探討現行法規與社會之適用程度。 

(三) 社會可行性 

有鑑於容積獎勵已成為大多數實施者，於進行都市更新的最大誘因卻相

對忽視地區公共設施是否能夠承受更高容積移入所衍生的環境惡化問題，造

成都市更新的諸多爭議。因此，本執行工具亟需透過法制面之調整，除重新

檢視容積獎勵之合理性，並應嚴格落實都市更新之公共設施同時性。由於都

市更新之誘因下降與成本上升，於初期預計將受到開發者的反彈。 

參、活化既有產業用地 

為使得既有產業用地能夠有效利用，並且依據現行制度及法規增加施行的可

行性，三項配套工具依序為：提高閒置土地持有成本、增加短期土地買賣交易成

本、與閒置土地回收機制。以下茲就提高閒置土地持有成本、增加短期買賣土地

交易成本、閒置土地回收機制等三個配套措施，依其法規、財務與社會可行性進

行說明。 

一、提高閒置土地持有成本 

(一) 法規可行性 

應修改《土地稅法》，並且恢復《工業區維護費徵收標準》，依現行法令

規範，合法登記之工廠登記經註銷登記後(停工超過 1 年或歇業者)，該工業

用地不再適用《土地稅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取消千分之十之特別稅

率，恢復按一般用地稅率(10‰~55‰)課徵地價稅；廠房(房屋)部分則取消減

半課徵房屋稅之優惠，採全額徵收(3%~5%)方式加重課稅。唯為增加產業用

地的流動性，由產業用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稅捐主管機關研議修改《土

地稅法》，增加閒置產業用地之地價稅與房屋稅，建議依閒置年限長短加倍

計稅之可行性。另一方面，經濟部工業局業於 102 年 7 月 16 日以工地字第

10200629890 號辦理停歇業廠商所有土地恢復收取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建

議更近一步研議恢復《工業區維護費徵收標準》，此外探討針對閒置土地採

取加倍課徵公共設施維護費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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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工廠輔導管理辦法》第 20 條，工廠歇業者應主動申報主管

機關，未申報者，由主管機關逕為廢止其工廠登記。經濟部工業局及縣市政

府應持續進行閒置工業用地清查，惟其註銷方式除由廠商主動向縣市政府申

請註銷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成立閒置用地查核專責小組，定期追

蹤符合《工廠輔導管理辦法》第 20 條工廠歇業條件之廠商，同步匯報閒置

用地清查結果予地方稅捐稽徵機關，加強查核。 

(二) 財務可行性 

有關「提高閒置土地持有成本」與「增加短期買賣交易成本」均屬法規

上的修訂，較無經濟上之阻礙，惟「閒置土地回收機制」的部分，涉及政府

收買閒置土地之財源籌措，各縣市政府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原《促進產

業升級條例》或現行《產業創新條例開發產業園區》，均設有產業園區開發

管理基金，故有關購回土地之財源籌措方面，建議由該機關之產業園區開發

管理基金編列預算或向中長期資金、銀行等貸款取得融資方式辦理。而閒置

土地回收後得以附帶條件出售方式提供需地廠商使用，例如：要求廠商於一

定期限內完成使用等，故各縣市政府用以取得閒置土地之資金得以回收。 

(三) 社會可行性 

為穩定產業用地供給，規劃適地產業區位，促進土地有效利用，降低土

地炒作情形，加上臺灣現階段產業用地遭遇都會區產業用地價格上漲、產業

用地區域供需均衡失調、產業用地閒置未利用等課題，以致有意設廠廠商無

法取得適宜區位土地，閒置率過高使得土地使用效益偏低，並進而影響整體

區域經濟成長及就業，對臺灣產經發展影響甚鉅，因此，期透過修法提高本

執行工具之合法性及強制性，以利既有產業用地之使用效率。 

二、增加短期買賣土地交易成本 

(一) 法規可行性 

修正《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2 條規定之房屋、土地課稅範圍，此

外，根據目前《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7 條之規定，工業區土地之 1 年

以內移轉者，課徵 15%之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應由相關主管單位研議縮短課

徵該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之規定年限，另一方面探討增加該稅額之可行性，藉

由修改《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以擴大課稅範圍、縮短移轉年限規定與

增加稅額，以增加整體工業用地之短期交易成本。 

(二) 財務可行性 

有關「提高閒置土地持有成本」與「增加短期買賣交易成本」均屬法規

上的修訂，較無經濟上之阻礙，惟「閒置土地回收機制」的部分，涉及政府

收買閒置土地之財源籌措，各縣市政府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原《促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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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升級條例》或現行《產業創新條例開發產業園區》，均設有產業園區開發

管理基金，故有關購回土地之財源籌措方面，建議由該機關之產業園區開發

管理基金編列預算或向中長期資金、銀行等貸款取得融資方式辦理。而閒置

土地回收後，得以附帶條件出售方式提供需地廠商使用，例如：要求廠商於

一定期限內完成使用等，藉以使各縣市政府用以取得閒置土地之資金得以回

收。 

(三) 社會可行性 

為穩定產業用地供給，規劃適地產業區位，促進土地有效利用，降低土

地炒作情形，加上臺灣現階段產業用地遭遇都會區產業用地價格上漲、產業

用地區域供需均衡失調、產業用地閒置未利用等課題，以致有意設廠廠商無

法取得適宜區位土地，閒置率過高使得土地使用效益偏低，並進而影響整體

區域經濟成長及就業，對臺灣產經發展影響甚鉅，因此希冀本執行工具透過

修法，提高本執行工具之合法性及強制性，以利既有產業用地之使用效率。 

三、閒置土地回收機制 

(一) 法規可行性 

擬研議修訂《產業創新條例》，納入得由各該主管機關公告實施強制買

回機制，經公告之產業園區自公告日起逾一定期間未完成使用之閒置土地，

得由各該主管機關查估市場價值審定後予以強制收買。其相關實施辦法、年

限規定、市價收買價格之評定辦法等，建議交由經濟部評估修訂納入《產業

創新條例》。 

(二) 財務可行性 

有關「提高閒置土地持有成本」與「增加短期買賣交易成本」均屬法規

上的修訂，較無經濟上之阻礙，惟「閒置土地回收機制」的部分，涉及政府

收買閒置土地之財源籌措，各縣市政府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原《促進產

業升級條例》或現行《產業創新條例開發產業園區》，均設有產業園區開發

管理基金，故有關購回土地之財源籌措方面，建議由該機關之產業園區開發

管理基金編列預算或向中長期資金、銀行等貸款取得融資方式辦理。而閒置

土地回收後得以附帶條件出售方式提供需地廠商使用，例如：要求廠商於一

定期限內完成使用等，故各縣市政府用以取得閒置土地之資金得以回收。 

(三) 社會可行性 

為穩定產業用地供給，規劃適地產業區位，促進土地有效利用，降低土

地炒作情形，加上臺灣現階段產業用地遭遇都會區產業用地價格上漲、產業

用地區域供需均衡失調、產業用地閒置未利用等課題，以致有意設廠廠商無

法取得適宜區位土地，閒置率過高使得土地使用效益偏低，並進而影響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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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濟成長及就業，對臺灣產經發展影響甚鉅，因此，期透過修法提高本

執行工具之合法性及強制性，以利既有產業用地之使用效率。 

肆、增設合適之產業用地 

除探討既有的產業用地能夠有效的利用之外，依據產業用地總量檢討，民國

102 年至民國 109 年，每年約需增加 200 公頃之產業用地，因此，須研議增設合

適之產業用地，以下將分就產業用地儲備機制、研議產業園區新開發模式及國有

土地之開發模式等三項配套措施，探討其法規、財務與社會可行性。 

一、產業用地儲備機制 

(一) 法規可行性 

此部分較無法規上之阻礙，主要應探討社會可行性中現行政策之適用性。 

(二) 財務可行性 

產業用地儲備機制之推動，主要仰賴現有之「產業用地供給資訊平台」

及公有土地之活化利用，就政府財政可行性而言，尚屬可行。 

(三) 社會可行性 

鑒於政府機關可提供產業投資用地資訊常分散於各部會，為整合各機關

土地供給資訊，行政院建立「產業用地供給資訊平台」，藉以整合中央部會

及縣市政府產業用地供給資訊，提供投資人查詢所需產業用地資訊。由「行

政院全球招商聯合服務中心」擔任產業用地供需媒合單一窗口，整合由經濟

部工業局各工業區服務中心、經濟部各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科技部各科學園

區管理局，以及各縣市政府等提供之產業用地供給資訊，公布於「臺灣工業

用地供給與服務資訊網」，除明列轄區內可作為儲備產業用地之情況，應敘

明用地公共設施現況及容受力，為加速廠商與用地之媒合，主管機應關加強

該系統之資訊透明程度。此外，相關單位應設置專門窗口服務廠商，提供諮

詢並協助其辦理相關事項，期望透過此配套工具，強化產業用地供需兩方，

有效利用既有及新設之產業用地。 

二、研議產業園區新開發模式 

(一) 法規可行性 

本配套工具針對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之產業用地研議採先租後售、一定

比例出租（產業用地 20%）、未於期限內完成使用原價買回等方式釋出土地，

於審議其類型之開發案件時，建議應提出相關開發模式之審議規範原則，強

調產業用地應採先租後售、一定比例出租（產業用地 20%）、未於期限內完

成使用原價買回等方式，加強開發模式之合法性，後續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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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後，依照《國土計畫法》申請開發案之使用許可，以利審議會針對開發案

之使用許可能夠依法審議。 

(二) 財務可行性 

「研議產業園區新開發模式」中涉及未於期限內完成使用原價買回閒置

土地之財源籌措部分，各縣市政府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原《促進產業升

級條例》或現行《產業創新條例開發產業園區》，均設有產業園區開發管理

基金，故有關購回土地之財源籌措方面，建議由該機關之產業園區開發管理

基金編列預算或向中長期資金、銀行等貸款取得融資方式辦理。而閒置土地

回收後得以附帶條件出售方式提供需地廠商使用，例如要求廠商於一定期限

內完成使用等，故各縣市政府用以取得閒置土地之資金得以回收。 

(三) 社會可行性 

目前開發案件之土地供給方面，皆有考量先租後售、一定比例出租（產

業用地 20%）、未於期限內完成使用原價買回等開發方式，顯示目前開發方

式之氛圍呈現產業用地提供不以一般徵收方式為主，並且不以完全出售之方

式為主，能夠增加土地之流動性，後續透過研擬相關開發方式之審議法規原

則，則可增加其開發方式之適用性及合法性。 

三、國有土地之開發模式 

(一) 法規可行性 

其中針對國有非公用之土地，依照目前現行法規《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

地上權作業要點》第 3 點，國有非公用土地可結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產業發

展需求，以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公開招商。建議國有非公用土地應研擬設定

地上權之辦法，加強其設定地上權之合法性，並且建議相關單位配合建置國

有土地公開資訊系統，提供民眾更加瞭解目前國有土地利用情形。 

另外國有公用土地之國營事業土地，則是建議經濟部擬修訂產業創新條

例，未來需地機關如須利用國營事業土地時，得以出租、設定地上權、合作

開發、辦理讓售等方式取得土地，辦理園區開發作業。未來俟產業創新條例

修訂後，再予訂定需地機關利用國有土地合作開發產業園區之要點，以作為

辦理國有土地取得之依循。 

(二) 財務可行性 

「研議產業園區新開發模式」中涉及未於期限內完成使用原價買回閒置

土地之財源籌措部分，各縣市政府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原《促進產業升

級條例》或現行《產業創新條例開發產業園區》，均設有產業園區開發管理

基金，故有關購回土地之財源籌措方面，建議由該機關之產業園區開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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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編列預算或向中長期資金、銀行等貸款取得融資方式辦理。而閒置土地

回收後得以附帶條件出售方式提供需地廠商使用，例如要求廠商於一定期限

內完成使用等，故各縣市政府用以取得閒置土地之資金得以回收。 

(三) 社會可行性 

國有土地設定地上權之模式，土地使用人經由地上權的設定，一方面可

取得物權，對於該土地有直接支配的權利，使用權因而更加穩固。二方面由

於物權為法定主義的結果，土地使用人亦可受到法律之保障。公有土地為政

府部門寶貴之資產，任何一筆公有土地之處分皆受嚴謹之把關，各土地管理

單位為保有公有地之主導權，對於大面積或精華區之土地，目前常以設定地

上權方式提供民間投資開發利用，未來地上權存續期間屆滿，主辦單位可研

議是否再辦理公開招標，或建物拆除後另為他用，政府部門仍有土地之主導

權。 

伍、租稅增額融資（Tax Increment Financing，TIF） 

在現今政府財政緊縮的狀況下，興建大型公共設施實屬困難，故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除可藉由訂定獎勵機制，以鼓勵民間參與投資之外，抑可建立租稅

增額融資制度來取得建設所需經費，以下即針對租稅增額融資此執行工具，探討

其法規性、財務及社會可行性。 

一、法規可行性 

由於租稅增額融資制度，在我國並未有相關之法源依據，使得此制度在施行

上困難重重，因此建議應先針對《財政收支劃分法》、《地方稅法通則》以及其他

與 TIF 相關法制進行修訂，並制定專法，建立 TIF 制度完整的配套措施，使此機

制在我國能順利執行，達到公共設施增量需求。 

二、財務可行性 

租稅增額融資係以不動產稅制作為課稅基礎，但因我國不動產價值評定方式

多與市價脫節，難以透過稅基變動反應於租稅增額上，可能使 TIF 制度無法達成

預期效果，因此在推動 TIF 時，應先就不動產評價方式進行調整，並透過嚴格執

行房地合一實價課稅，使房地產稅收能趨於穩定，提高此制度之財務可行性。 

三、社會可行性 

採用此執行工具之目的在於興建區域內所需之公共設施，就實施成果而言，

的確對於社會具有實質效益，然而由於租稅增額融資對於劃定地區內居民之財產

權具有重大影響，因此在劃設 TIF 特區時，常發生居民反對以租稅增額作為特定

計畫的補助資金，抑或不同意該計畫項目作為補貼對象，因此建議在要求計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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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及 TIF 特區建立前，各縣市政府應舉辦公聽會，藉此了解民眾意見，再依民眾

意見修訂相關內容，使計畫內容能符合民眾需求。 

陸、特別估價地區（Special Assessment Districts，SAD） 

特別估價地區所適用之公共設施建設（例如：管線系統、道路建設等），與

租稅增額融資制度相比，其受益範圍較能被明確確定，因此在執行工具的選擇上，

亦可利用此制度，來取得公共建設所需經費，以下即針對特別估價地區此執行工

具，探討其法規、財務及社會可行性。 

一、法規可行性 

目前特別估價地區在我國並未有相因應之法律，未來若要運用此制度作為興

建公共設施的工具，建議須先訂定相關法規抑或訂定專法，建立此制度完整的配

套措施，使此能達到興建公共設施的目標。 

二、財務可行性 

特別估價地區與租稅增額融資制度相同的是，皆以不動產稅制作為課稅基礎，

但若要修正我國不動產價值的評定方式，實屬困難，因此除收取不動產稅作為使

用費外，亦提出工程受益費的概念，但目前工程受益費的收取僅限於都市地區使

用，建議未來若以工程受益費作為收取項目，需先修改相關法律條文，使其他有

公共設施需求的功能分區，得依法收取工程受益費，興建符合當地需求的公共設

施。 

三、社會可行性 

特別估價地區與租稅增額融資制度的實施，雖然對於實施地區而言具有益處，

但這兩項制度卻也都受限於受益範圍應如何劃定的問題，若受益範圍具爭議性，

則建議在劃設時，各縣市政府應舉辦公聽會及行政聽證，了解民眾需求，並依其

需求予以改善，使受益範圍能達到多數人同意，以順利施行計畫內容。 

柒、土地使用績效管制 

一、農業發展地區之國土保育性質土地使用績效管制 

針對農業發展地區之國土保育性質土地，其在執行層面上的可行性，主要透

過法規、社會以及經濟三個面向進行探討： 

(一) 法規可行性 

依據前述之內容，農業發展地區之國土保育性質土地，對於土地績效管

制的合法性，係基於《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之規定所授權，然而，《國土計

畫法》與其它目的事業之法規，有其必要處理其競合關係，因此針對此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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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法律層面上之適用性，需針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之法規，予以修

正，使其在權責、適用之土地與主管機關，有明確的標準與認定。 

(二) 財務可行性 

在社會層面上，農業發展地區之國土保育性質土地，實施土地績效管制

之可行性，取決於其對於私有財產權關係之處理，因此對於在實施土地績效

管制之土地上，需納入一定之民眾參與程序，對於個人財產權給予一定程度

之保障，透過一定程度之審議機制，使國土保育性質之土地有相當程度規範，

同時也使個人財產權得到保障，故在社會層面之可行性上，須配合前述法律

的修訂，使本工具有合法性的理據，並納入相關民眾參與、審議機制使社會

能更為廣泛接受。 

(三) 社會可行性 

此執行工具在經濟層面之可行性，相對在財務方面之限制較少，主要是

針對土地之管制，故此部分可行性較高，然而，後續仍須針對其罰則與限期

改善之部分，依據《國土計畫法》後段條文之指導，進行法令檢討。 

二、國土保育地區內之農地資源土地使用績效管制 

(一) 法規可行性 

目前臺灣針對土地使用績效管制並沒有一套完善的標準規範，因此，除

現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管理及相關法條上之應用外，土地使用績效管制原

則應嫁接至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中，使之具有實質效力得以施行

管制。由於土地使用績效管制係嫁接於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中，因此，在評估

法規層面屬於高可行性，且短期內中央主管機關應明訂土地使用績效管制相

關原則，以供縣市政府作為參考。 

(二) 財務可行性 

土地使用績效管制在制訂及執行層面並不會因為其執行過程需要收取

額外費用，因此在經濟層面其可行性高。 

(三) 社會可行性 

自然環境意識抬頭，對於保護自然環境之景觀及實質環境逐漸受到注重，

因此將國土保育地區內之農地資源進行保育及保安可行性高。然而，開發商

亦或是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土地使用可能會有受限制之疑慮，由於國土計畫

法於劃設原則中，已明確以為護自然環境為前提，做為遵循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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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績效管制 

(一) 法規可行性 

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績效管制，為本次全國國土計畫新研擬之成長管理

執行工具，在過去處理未登記工廠議題時，並未有相關策略工具之執行經驗。

因此本次執行工具擬定較具彈性，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地方直轄市、

縣（市）政府，依據全國國土計畫相關指導原則逕行制定與執行。在法制層

面可行性上，將可順利與未來《國土計畫法》和相關子法規進行嫁接，由中

央主管機關制定相關辦法即可，因此可行性高。 

(二) 財務可行性 

土地使用績效管制為未登記工廠合法化之過渡時期的管理措施，一定程

度上限縮違規使用擴大，而在實行上並不需要大筆預算支出，因此財務可行

性極高。 

(三) 社會可行性 

制定土地使用績效管制標準過程中，在社會層面之考量，須強化未登記

工廠違規事實處理的執行力，以維護達成社會公平正義的基本原則，並對於

過去造成之環境污染進行補償，須重視未登記工廠產生的環境影響外部性。

然而，綜觀土地使用績效管制制度之設計與執行監督機制，須仰賴中央與縣

市政府間確實依法行政和嚴格落實，排除法規外的非正式制度阻礙，才能真

正解決土地違規使用之問題。因此此制度之社會面可行性評估結果為中等，

須謹慎看待縣市執行之成果。 

捌、農地發展權移轉制度/農地保育地役權 

一、農地發展權移轉制度 

(一) 法律可行性 

容積移轉制度在我國已行之有年，然在適用上主要應用於都市計畫地區，

及具有古蹟和歷史保存價值之土地上。在農地的發展權上，目前在法律上並

無明確揭示充分授權及分責，故建議嫁接於原有之體系，於既有之《都市計

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中的送出基地條件新增都市計畫地區農地，並為與其

和諧接軌，應適度參考臺北市容積銀行之作法，以及本計畫所列之原則進行

適度調整與修正，因而，其在法律層面之可行性為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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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可行性 

農地 TDR 之交易運作機制，係透過建置容積銀行進行，將由標得容積

之建商或地主以代金向容積銀行折繳，而出售所得之代金則運用於報償農地。

財務上的概念是經由市場交易機制，運作讓土地開發商付費，藉由先賣後報

償的概念，以資金儲備的切入點運作，無須初始購買容積之資金，財務運行

上較無壓力，因而其可行性較高。 

(三) 社會可行性 

過往容積移轉制度在執行層面上，由於其發展權接受地區界定不易，且

容積的移入也易造成接收地區之都市負擔，如增加當地公共設施服務水準、

影響環境容受力及整體景觀風貌等，進而滋生了許多都市亂象。另外原先容

積交易制度資訊之不對稱，無法有效引導都市空間結構合理發展，更加劇社

會大眾普遍對於容積移轉機制之運作存有疑慮，因此目前在社會面之可行性

相當低。 

二、農地保育地役權 

(一) 法規可行性 

目前國內相關法令僅於民法中對於地役權有所定義，然而若將此概念應

用於農地保育地役權上之適用性在我國仍存在法律上的爭議。包括民法規範

與公法物權適用上與一般保育地役權設定之目標仍有相當之差異，以及缺乏

需役地與供役地之明確指示。以下有兩種可行之途徑： 

1. 建議未來可比照民法物權之分類，另外創造「公用人役權」或類似

人役性質之物權，以資適用並明確其法律效果。 

2. 我國民法對於地役權的解釋無適當擴充之前，地役權之設定以政府

與農地地主簽訂具彈性協商之行政契約，並透過土地登記之註記方

式，適度擴大該契約之物權效力，使農業地役權有效合法存續於該

農地上。 

另外，由於國內尚無有關地役權保育制度之擬定，除上述兩種途徑外，

還需透過訂立專法以資適用，因而在法律層面之可行性相對較低。 

(二) 財務可行性 

政府取得保育地役權除地主無償捐贈外，若涉及購買發展權則是由其編

列專款預算或是設置基金以支付，然而其資金來源則是需要透過稅賦收入或

是預算撥入等方式籌措，其財源籌措較不易。雖並非購買所有的財產權，但

以我國農地開發價值而言，若欲買斷農地除發展農業以外的權利，政府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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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的交易費用將非常可觀。另外，在計算地役權之價值時，具有估價上的

困難，以及地主協商等交易成本存在。故在財務方面上的可行性較低。 

(三) 社會可行性 

與農地 TDR 制度相比，由於保育地役權的制度相對較為單純，保育地

役權不須規劃接收區且不必經由市場交易即可進行之特性，使得此制度在政

策上較易執行。其運作係透過政府與民間簽訂行政契約，並不會涉及容積的

移入，在推動上較能為社會大眾所接受。故在社會面相上的可行性評估相對

較高，然而也因此制度在我國尚未成熟，社會風氣上也較不熟悉，考量此予

以中等之可行性。 

玖、確保農地農用之獎懲法規檢討與落實 

一、法規可行性 

本執行工具重點在於透過差別化管理概念，落實農地農用，因此除涉及國土

計畫與區域計畫法規體制之轉換，亦有賴相關目的事業法規之修訂，例如：《農

業發展條例》、《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獎勵辦法》等法律

及其子法之調整，因此，法規可行性尚屬中等。 

二、財務可行性 

以財務面向來分析，補貼或獎勵措施可能會加重政府財政負擔，但若有類似

農改場的機構，能進行技術協助，兼顧土地友善與產量維持，既實踐環境補貼理

念，又不致讓政府破產，達成以符合公平正義之原則，並與國土計畫法支應來配

合，而在可行性分析方面上則為適中。 

三、社會可行性 

而在社會面來分析，中央政府及專家學者努力要求農地農用的同時，是否站

在貧窮農業縣的農民利益思考？歐盟針對綠色生產採取對地補貼政策，臺灣何時

可實現？國家資源分配對於農業縣的不合理何時可以翻轉？而是否能夠讓全台

的城鄉更均衡的發展，確保社會之公平正義，在現階段方面在可行性分析方面則

為中等。 

壹拾、 建立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 

由於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之推行，須先經由《國土計畫法》之修正，以

取得法源依據，而短期內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國土計畫法》施行後兩年內完成全

國國土計畫，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兩年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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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因此，本計畫認為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為一中

期之期程建議。 

一、法規可行性 

現行《國土計畫法》僅有國土計畫審議會設置之規範，尚無明確授權區域型

國土規劃整合平台的建立，為使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具有法律效力，建議未

來修正《國土計畫法》以增列相關條文規定，惟考量《國土計畫法》才剛通過不

久，短期內中央與地方皆主要著手國土計畫之制定，因而評估修正《國土計畫法》

之可行性為中等。 

二、財務可行性 

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主要的推動力為法源依據及經費財源之提供與補

助，現行《地方制度法》與《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皆有優先

補助跨區域建設計畫之相關規定，然而跨區域建設仍無固定的經費來源，因此，

建議相關部會編列一定比例之經費供平台之跨域合作建設，雖目前政府財政緊縮，

然而跨域建設仍有其必要性，因此評估在經費財源之經濟面向的可行性為中等。 

三、社會可行性 

區域整合與合作為當前社會的重要趨勢之一，直轄市、縣（市）政府主動籌

組相關的區域合作平台，以進行不同議題間之溝通協調與意見整合，許多專家學

者亦認為促進區域內各縣市的共同發展，有助地方建設之推動，同時維護社會公

平正義，以縮短城鄉和區域間的發展落差，因而關於區域型國土整合平台在社會

面向之可行性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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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9 成長管理策略執行工具之可行性分析 

成長管理策略執行工具 
可行性分析 執行期程建議 

法規 經濟 社會 短期 中期 長期 

1.城鄉發展用地需求總量與農

地總量 土地滾動檢討機制 土地總量滾動檢討機制 高 高 高 V   

2.以公共設施同時性為原則之

城鄉發展 地區分期分區計畫 

擬定各直轄市、縣（市）之

國土計畫 高 高 中 V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高 高 中 V   
開發使用配合公共設施同

時性 中 高 低  V  

都市更新計畫配合公共設

施同時性 高 高 中 V   

3.活化既有產業用地機制 

提高閒置土地持有成本 中 高 高  V  
增加短期買賣土地交易成

本 高 高 高 V   

閒置土地回收機制同時性 中 中 高  V  

4. 增設合適之產業用地 
產業用地儲備機制 高 高 高 V   
研議產業園區新開發模式 高 中 高 V   
國有土地之開發模式 中 高 高 V   

5.租稅增額融資制度（TIF） 低 低 中   V 
6.特別估價地區(SAD) 低 低 中   V 

7.土地使用績效管制 

農業發展地區之國土保育

性質土地使用績效管制 中 高 中  Ｖ  

國土保育地區內之農地資

源土地使用績效管制 高 高 高 Ｖ   

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績效

管制 高 高 中 Ｖ   

8.農地發展權移轉制度 /農地

保育地役權 
農地發展權移轉制度 中 高 低   Ｖ 

農地保育地役權 低 低 中   Ｖ 
9.確保農地農用之獎懲法規檢討與落實 中 中 中  Ｖ  
10.建立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 中 中 高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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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第一節 部門計畫內容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3 條中部門空間發展策略定義為：「指主管機關會商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其部門發展所需涉及空間政策或區位適宜性，綜合評估

後，所訂定之發展策略。」，而依據《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4 條：「部門空間

發展策略，應包括住宅、產業、運輸、重要公共設施及其他相關部門（圖 7-1）。
並載明下列事項：（一）全國部門發展政策；（二）部門空間發展現況；（三）課

題及對策；（四）部門空間發展定位；（五）部門空間發展分布區位；（六）部門

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直轄市、縣（市）分派數量。各部門計畫間均具有

相依性，各項部門計畫彼此會產生影響，而縣市國土計畫須受全國國土計畫的指

導，配合地方發展情形與自然環境條件等予以訂定。 

 
圖7-1 部門計畫分類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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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辦理進度說明 

105 年 9 月 6 日召開「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第一次部會研商會議，

請相關部會提供部門計畫，以作為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之基礎；惟部門計

畫撰寫成果之內容繁雜或未能達成研擬部門空間發展策略之目的，亟待與部會進

行研商，故於 105 年 12 月 14 日、15 日及 19 日陸續召開第二次、第三次及第四

次部會研商會議，請各部會參酌相關建議修正部門計畫內容，並於 105 年 3 月 9
日第六次諮詢委員平台會議上再次與部會溝通說明，請各部會於會後提供書面意

見，由機關內部討論後再行召開會議徵詢。本團隊以下僅先就目前相關部會撰寫

之部門計畫內容（詳附錄）進行檢視，初步檢視成果說明如下。 

第三節 部門計畫成果檢視 

部門計畫作為我國國土資源分配之重要依據，期各部會能以其政策目標為基

礎研擬部門空間發展策略，並推估未來部門空間發展用地之供需規模總量，再視

各直轄市、縣（市）發展狀況進行分派。然就目前各部會撰寫之部門計畫成果觀

之，部會對於部門計畫中「部門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直轄市、縣（市）

分派數量」一節較未能有完善之撰寫，為部門計畫最大之課題，其餘撰寫內容檢

視成果請見表 7-1。 

表7-1 部門計畫成果檢視綜整表 

子項 細項 
全國發

展政策 
發展 
現況 

發展構

想與預

測 

課題

及對

策 

發展 
定位 

分布 
區位 

用地供

需規模

總量 

直轄市、

縣（市）

分派數量 

住宅 社會住宅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 ╳ 

產業 
發展 

農、林、漁、

牧業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 ▲ 

經濟相關產

業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 ▲ 

科學工業園

區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 ╳ 

觀光產業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 ╳ 

交通 
運輸 

公路運輸 〇 〇 ╳ 〇 〇 〇 ▲ ▲ 

軌道運輸 〇 〇 ╳ 〇 〇 〇 ▲ ▲ 

民用航空站 〇 〇 ╳ 〇 〇 〇 ▲ ▲ 

港埠 〇 〇 ╳ 〇 〇 〇 ▲ ▲ 

重要 
公共 
設施 

運動休閒設

施 〇 〇 〇 〇 〇 ▲ ╳ ╳ 

環境保護設

施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 ▲ 

水質淨化設

施 〇 〇 〇 〇 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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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項 細項 
全國發

展政策 
發展 
現況 

發展構

想與預

測 

課題

及對

策 

發展 
定位 

分布 
區位 

用地供

需規模

總量 

直轄市、

縣（市）

分派數量 

其他 
能源設施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 ▲ 

水資源、水

利設施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 ▲ 

註：〇：提及、▲：部分提及 、╳：未提及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第四節 部門計畫修正建議 

除「部門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直轄市、縣（市）分派數量」撰寫內

容較不完善之外，各部門計畫尚存有其他不同的課題，如目標年限未能統一、內

容前後應求一致及尚缺未來供需推估與推估計算基準等，此等部門計畫的不完善，

恐將導致未來在進行全國國土計畫及縣市國土計畫時出現問題；因此，以下僅針

對目前發現之部門計畫課題，提出未來修正方向之建議。 

表7-2 部門計畫修正建議表 
子項 細項 建議修正部分 

住宅 社會住宅 
部門計畫有社會住宅興辦目標總量及縣市量，惟單位為戶數而非用地需求面積，而空間計畫著重

於用地面積之需求，故建議補充用地面積，以利後續判定住宅部門對於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整體之

影響程度。 

產業

發展 

農、林、

漁、牧業 
已推估出農業用地需求面積，但該部門應包含農、林、漁、牧業，後續建議補充推估林、漁、牧

業部分用地需求面積，並確認推估年期為 125 年，使計畫更趨完善。 

經濟相關

產業 

已推估我國產業用地需求總量及區域分派量，僅建議調整至研商會議決議之 125 年為推估年期。 
部門計畫有推估其他產業土地使用需求，惟同樣有年期及空間分派單元及尺度不確定性之問題，

建議調整或補充說明。 
由於產業發展用地對於他項土地使用計畫有相當之影響，故未來在部門計畫的修訂上應針對用地

需求進行預估與分派，提供一指導準則。 

科學工業

園區 

無部門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直轄市、縣（市）分派數量相關資訊，建議補充。 
由於科學工業園區用地對於他項土地使用計畫有相當之影響，故未來在部門計畫的修訂上應針對

用地需求進行預估與分派，提供一指導準則。 
觀光產業 無部門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直轄市、縣（市）分派數量相關資訊，建議補充。 

交通運輸 

部門計畫提及運輸活動為衍生性需求，因此本部門各項交通建設之空間發展用地需求必須視社經

環境條件、產業發展、土地使用狀況及相關交通管理配套措施而定。在各區域未來實質發展(包
括產業、土地使用)尚不確定情況下，暫難以精確估算未來所需的用地需求總量及各縣市分派數

量。惟為瞭解目前本部各運輸系統空間發展用地概況，茲盤點公路、鐵路、機場及港埠用地規模

總量。 
建議就已核定年期至 125 年之交通運輸建設計畫推估用地需求，包括公路運輸、軌道運輸、民用

航空站及港埠等，藉以歸納總體及縣市用地需求，以利後續進行部門空間競合之分析。 

重要

公共

設施 

運動休閒

設施 

發展規模及區位僅就競技型運動場館、自行車道路網及國家運動訓練中心進行統計，建議補充說

明。 
發展規模與區位有短期推估，惟有預測年期不一、內容較不完善之狀況。 
無部門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直轄市、縣（市）分派數量相關資訊，建議補充，以利後續

判定運動休閒設施部門對於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整體之影響程度。 
環境保護

設施 
已推估我國環境保護設施用地需求總量及縣市分派量，僅建議調整至研商會議決議之 125 年為推

估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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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項 細項 建議修正部分 
水質淨化

設施 
無部門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直轄市、縣（市）分派數量相關資訊，建議補充，以利後續

判定水質淨化設施部門對於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整體之影響程度。 

其他 

能源部門 

內容有指出用地需求面積，但以個案說明為主，如桃園煉油廠預估遷廠用地約 400 公頃，但各項

能源設施用地之需求面積總量及縣市分派量尚不完善或較為零星，且未與預估年期 125 年一致，

建議調整補充。 
風力發電僅就海域發電開發面積進行預估；太陽能則僅就總量統計，尚未進行縣市分派；地熱能

源未針對短、中長期發展計畫需求面積統計與推估；另大型機組發電機組雖有列未來發展計畫，

但未就其開發需求面積進行推估，建議補充。 

水資源、 
水利設施 

已推估我國水資源、水利設施用地之需求總量及縣市分派量，且有詳盡之計畫名稱及現階段推動

情形，惟主要以計畫名稱呈現，建議以縣市別統計各縣市之需求面積，並考量將推估年期自 120
年調整至 125 年。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團隊綜整各部會撰寫部門計畫問題，就整體性提供四點建議如下。 

(一) 各部會對於空間之概念尚不熟悉，對於「空間」的定義上均有著相當落

差，使「發展分布區位」及「部門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直轄市、

縣（市）分派數量」等與空間有關之章節內容未盡完善，亟待透過持續

研商、溝通及宣導等作為解決。 

(二) 未來發展構想與預測一節將影響目標年內各部會用地發展之需求及供

給情形，故預測方法需相當嚴謹且具合理性；惟各部門性質不盡相同，

建議由各部會自行選擇並審慎確認最為合適之預測方式。 

(三) 為進行前提部門空間發展競合，各部門計畫中與空間有關如用地需求面

積、區位及分布等資訊，應以圖表方式呈現具體區位，後續方可透過圖

層套疊等較為效率之方式判識部門競合區位，以為更進一步之策略研議，

方符合《國土計畫法》第 3 條中部門空間發展策略為就其部門發展所需

涉及空間政策或區位適宜性之定義。 

(四)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作為部門空間發展策略之指導原則，建議請各部會確

認其部門計畫與國土空間發展策略並無矛盾或衝突之處，透過國土空間

發展策略及部門計畫之整合，使部門空間發展策略研擬內容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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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部門競合處理原則 

由於各部會提供與空間有關如用地需求面積、區位及分布等資訊相當有限，

本團隊承國土空間發展策略、全國區域計畫及部門計畫等內容，並考量功能分區

之劃設，提出部門空間競合處理之原則性說明如下，以減少後續研擬全國及縣市

部門計畫之衝突或競合情形。 

一、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性質重要且在一定規模以上之部門計畫，應於先期

規劃階段與國土規劃主管機關充分協調，並透過國土規劃協調機制進行開發

效益評估，避免重複投資，發揮整體建設效益。 

二、部門計畫投資應兼顧最小國土使用範圍，並應用高效能、自然生態或可循環

再生之工法與材料，以節能減碳；其區位如涉及環境敏感地區者應依迴避、

縮小、減輕及補償之原則進行規劃，以降低對環境資源衝擊及確保生態機能

之運作。 

三、部門計畫涉及「土地使用」或「空間規劃」範疇者，有必要於計畫階段就整

體資源供需、土地使用適宜性等進行檢視後納入區域計畫(包含全國區域計

畫及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以利後續相關部門計畫推動。 

四、各部門計畫應審酌對原住民族生活型態及傳統土地使用方式之影響，考量原

住民族聚落及傳統領域之土地使用需求，使用範圍涉及原住民族之使用時，

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規定辦理。 

五、為符合國土計畫法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並

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之立法目的，部門發展需求用地規劃位於環境敏感

或國土保育地區者，應先評估土地資源特性及環境容受力，避免使用高災害

風險及環境敏感等不適宜發展之土地，既有設施則須有迴避原則、遷移計畫

或設有完善之防災整備及風險調適策略，以維護公共安全與環境品質。 

六、針對具國土保育性質之農業發展地區，應依環境敏感特質訂定土地使用績效

管制標準，在國土保安與保育之前提下，透過績效管制方法進行適性之農業

生產。 

七、基於全國糧食安全需求，各部門發展用地需求應考量行政院農委會訂定之全

國、直轄市及縣（市）農地需求總量及區位，後續各部門如有與農業使用衝

突或競合之情況，應優先維護農地資源，儘量避免農地轉用流失及零星發展。 

八、為維護農地資源，應持續加強未登記工廠廢水之環保稽查與污染源監測與管

理，輔導其轉型或遷入合法區位，並以相關處置辦法辦理降低對農地資源之

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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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為降低超限利用引發山坡地保安疑慮，儘量避免於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規

定查定為宜林地或加強保育地內從事農、漁、牧業之墾殖、經營或使用。 

十、海域區之使用，以自然資源與自然環境等自然屬性為優先原則；在不影響海

域永續利用之前提下，尊重現行及傳統文化之使用；多功能使用之海域，以

公共福祉最大化之使用優先；相鄰之使用間，以相容性較高之使用優先；有

爭議之使用間，由相關部會研商協調確定其使用；爭議未決之海域，得交由

上級機關協商。 

十一、進行漁業資源利用時，如該海域具有保育價值之區域，應依海岸管理法劃

設保育或保護範圍，同時考量漁業文化保存、原住民及漁民生計問題，搭

配完善之配套措施或採取較為彈性之使用規範。 

十二、離岸風電開發計畫應評估對海洋生態及漁業活動之衝擊，依相關規定盤查

海洋資源特性並排除不適合興建離岸風場之海域。 

十三、為避免太陽光電排擠農作降低糧食自給率，建議以受污染農地、嚴重地層

下陷區(鹽化土地)、因乾旱淹水或非人為因素導致不利耕作之受災農地優

先設置，並透過整體規劃避免影響農地環境之完整性。 

十四、產業發展用地優先使用以下儲備用地：1、城鄉發展地區之閒置土地，如

既有工業區閒置、低度或是不合宜使用之土地再活化；2、優先利用公有

及國營事業特定專用區無需繼續供農業使用之土地。為減緩農業發展區之

削減，儘量避免採新訂擴大都市計畫取得儲備用地。 

十五、各縣市研擬住宅部門計畫時應衡酌災害潛勢情形，評估推動老屋健檢、防

災型都市更新並確保符合耐震設計相關規範，以維護國人居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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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第一節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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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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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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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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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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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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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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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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分述各功能分區劃設原則如下： 

一、國土保育地區 

(一) 國土保育地區之範疇與標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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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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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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如下表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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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條件表 
國土功能

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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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類、第 2 類及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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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遺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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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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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予保留，另案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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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

院校實驗林地及林業試驗林地等。(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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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 
(1)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2)特定水土保持區。(3)河川區域。(4)洪氾區一、

二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一、二級管制區。(5)區域排水設施範圍。(6)一、二級海

岸防護區（非屬海域範圍者）。(7)地質敏感區(活動斷層、山崩與地滑、土石

流)。(8)嚴重地層下陷地區。(9)淹水潛勢。(10)山坡地。(11)土石流潛勢溪流。

(12)依原「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劃定公告之「特定區域」，尚未公

告廢止之範圍。(13)二級海岸保護區(非屬海域範圍者)。(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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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歷史建築。(16)聚落建築群。(17)文化景觀。(18)紀念建築。(19)史蹟。

(20)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21)水庫集水區（非供家用或非供公共給水）。

(22)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23)礦區（場）、礦業保留區、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24)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25)國有林事業區（森林育樂區、林木經營

區）。 

2.現況尚未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離島 
3.位於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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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海洋資源地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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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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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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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用途及其他使用等

加以劃設，並按用海需求，予以分類。 

表8-3 海洋資源地區之劃設條件表 

三、農業發展地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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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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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農業發展地區之劃設條件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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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土功能

分區 分類 劃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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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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4 農業發展地區之劃設條件表 
國土功能

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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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城鄉發展地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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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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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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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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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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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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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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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8-5 城鄉發展地區之劃設條件表 
國土功能

分區 分類 劃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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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類劃設條件之

地區者，應予註記。 

第 2 類 

1.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下列分區或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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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工業區。 
(2)屬鄉鎮市區公所所在地之鄉村區、人口發展率超過 80%以上都市計畫區

鄰近一定距離之鄉村區。 
(3)聚集之建築用地。 
2.核發開發許可地區(含鄉村區、工業區及特定專用區，除鄉村區屬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案件者、特定專用區屬水資源設施案件者外）、屬依原獎勵投

資條例同意案件、前經行政院專案核定案件、山坡地保育區（山坡地住宅

社區）。 
3.重大建設或城鄉發展需求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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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可行性評估之地方建設計畫，有具體規劃內容及財務計畫者。 
4.位於第一至二目範圍內面積超過百分之五十屬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

劃設條件之地區者，應予註記。 
5.位於第一至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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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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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及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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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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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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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國土保育地區第 3 類（國家公園地區）。 

(三) 海洋保育地區第 1、2、3 類。 

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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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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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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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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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8-6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原則與順序 

國土功能分區 類別 劃設原則 劃設順序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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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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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其他 其他必要之分類。 V   

海洋資源地區 

第 1 類 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

區。 V   

第 2 類 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

區。 V   

其他 其他必要之分類。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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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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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其他 其他必要之分類。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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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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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其他 其他必要之分類。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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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第一節 土地使用基本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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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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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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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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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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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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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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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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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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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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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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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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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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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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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發展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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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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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區 整體指導原則 
展及維護整體農地資源環境所需。 

城鄉發展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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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資源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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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國土保育地區分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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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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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類 

(一) 基本原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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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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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除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外，應避免作非保育目的之發展及任何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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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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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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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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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依各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法令明定得許可或同意者。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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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情形，其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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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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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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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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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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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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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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法》1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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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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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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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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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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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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較完備者，訂定優先順序，據以逕行劃定排水設施範圍。 

(三) 屬生態敏感類型國土保育地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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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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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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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指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劃定之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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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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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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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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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法》25 條）。 

(四) 屬資源利用敏感類型國土保育地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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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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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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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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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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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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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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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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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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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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二類 

(一) 基本原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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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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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屬災害敏感類型國土保育地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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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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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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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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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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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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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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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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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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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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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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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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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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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屬生態敏感類型國土保育地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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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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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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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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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屬文化景觀敏感類型國土保育地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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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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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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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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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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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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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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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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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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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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屬資源利用敏感類型國土保育地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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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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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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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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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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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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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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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三類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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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分類指導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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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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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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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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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農業發展地區分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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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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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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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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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避免優良農地變更或轉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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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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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農業生產環境維護與糧食安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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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品質，以確定優質農業生

產地區之生態環境品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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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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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農業生產設施建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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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農業經營效益，增加農民農產收入，並避免此類土地資源閒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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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使用地編定原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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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

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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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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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之第二節各類型土地使

用基本原則） 

二、第二類 

(一) 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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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農業生產環境之維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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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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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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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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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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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農地規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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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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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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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產業價值鏈發展之所需設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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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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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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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使用地編定原則 

使用地編定類別應與農業及其相關產業為原則 ，範圍內農業用地、農

業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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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三類 

(一) 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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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山坡地管理原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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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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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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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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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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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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山坡地水土保持，依《水土保持法》及其施行細則辦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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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兼顧農、林生產及坡地保育原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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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坡地農業及林產業經營對於環境、生態維護之危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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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從事坡地農業、林產業經營時，應避免改變原有地形地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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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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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第四類 

(一) 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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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農村規劃與管理原則 

1. 對於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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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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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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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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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對於已核定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得依其計畫內容辦

理使用地變更編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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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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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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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都市發展指導原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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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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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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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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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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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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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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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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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都市計畫農業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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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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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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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二類 

(一) 基本原則 

(二)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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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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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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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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土地使用管制於完成開發之前，應從嚴規定，比照周邊性質相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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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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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或

擴大都市計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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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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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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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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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三類 

(一) 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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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原住民鄉村區管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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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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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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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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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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海洋資源地區分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一、第一類 

(一) 基本原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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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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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分類指導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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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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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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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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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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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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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類 

(一) 基本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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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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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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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分類指導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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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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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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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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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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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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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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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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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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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漁業權範圍（專用漁業權）：依據漁業法各縣市主管單位劃定之範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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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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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三類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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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依該範圍地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三節 其他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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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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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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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指導原則 

一、用水管控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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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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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之開發案如有用水需求時，應取得水利主管機關規

定之供水或用水證明文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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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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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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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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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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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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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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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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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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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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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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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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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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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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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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本章綜合考量災害風險之脆弱度、危害度及暴露度等因子，指認各項災害之

高風險地區。並依照不同的風險程度，進行後續各項災害之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

變遷調適之課題及策略研擬。研擬架構整理如下： 

 蒐集整理防災及氣候變遷相關計畫之資料文獻 

 依照不同的災害類型，指認易致災高風險地區及氣候變遷高風險地區 

 提出課題：提出各項災害類型之易致災及氣候變遷高、中、低風險地區

之課題 

 提出國土防災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因應各種災害，提出國土防災及氣

候變遷調適策略。 
由於防災與氣候變遷在概念上多有重疊且相互影響之處，為方便後續策略研

擬，本計畫將二者操作定義區分為： 

表10-1 國土防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概念 
 國土防災策略 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目標時程 以處理「目前」或現階段可能發生災害

為主 以處理「未來可能發生」災害為主 

空間範圍 脆弱環境及易致災地區 災害高風險地區 
考量因子 脆弱度、危害度 脆弱度、暴露量、危害度 

實施工具 以土地使用管制規範、工程及非工程手

法為主 以各部門政策、計畫實施面為主 

第一節 國際趨勢及國內政策發展 

臺灣原本就有許多天然災害，每年亦造成許多生命財產的損失。氣候變遷對

於我們生活的影響，無論是自然生態、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各方面皆會受到

衝擊。近十餘年來，臺灣的極端降雨事件大幅增加，發生多起重大災害，使社會

各界對於極端氣候事件都有深刻的印象。為了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維持自然系

統穩定平衡，以確保國家安全與永續發展，這是臺灣當前必須積極面對以及解決

的挑戰。 
我國除了考量歷史災害特性外，也應檢視國際防減災趨勢，檢討自身相關計

畫或機制，適度採納進各級政府政策、計畫及方案中，各層級必須承擔災害風險

責任，需進一步掌握氣候變遷下土地缺乏使用管理以及其他複合因素所造成之風

險，如:體制規劃的不健全、無風險預告的政策、缺乏推動私部門參與減災的法規

和獎勵、技術限制及自然資源耗竭生態系統衰退等。在這些難以預知的威脅之下，

更應持續地強化在國家、區域和全球層級減災上的治理能力，改善災前整備和國

家在災害應變與復原重建上的協調能力。並應具備更多、更廣泛之以人為本的災

害風險預防措施，在實務上須考量複合型災害並以跨部門為基礎，間具有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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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可操作性，並在確認領導、規範和協調的角色同時，邀集與防災相關成員等社

區份子參與政策、計畫和規範標準設計及推動，公私部門和民間組織、學術、科

學和研究機構間須建立溝通橋樑進行合作，將災害風險整合至生活抑或是企業實

作中。 

壹、氣候變遷研究及國際公約 

一、2015-2030 仙台減災綱領 

2015 年於仙台市舉辦之第三屆世界減災會議通過之減災綱領，延續 2005 年

之兵庫行動綱領架構進行研擬，訂定至 2030 年的全球減災協議，與前者不同的

是，其透過強調減災工作的永續發展以及減緩氣候變遷效應為主要訴求，其中提

及，全球具體的七大減災目標和四大優先推動項目為： 

(一) 大幅減少全球災害死亡率 

(二) 大幅減少受災害衝擊之民眾人數 

(三) 減少災害造成直接之經濟損失 

(四) 實質的減少災害對關鍵基礎設施的破壞 

(五) 在 2020 年前，增加制定國家和地方減災策略的數目 

(六) 促進國際合作 

(七) 實質的改善民眾對複合型災害之早期預警系統，以及災害風險資訊與評

估的了解。 

四大優先推動項目則包括:1.明瞭災害風險；2.利用災害風險治理；3.投資減

災工作；4.增強防災整備以強化應變工作。 

二、京都議定書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於 1997 年於日本京都舉行共有

159 個締約國、250 個非政府組織及各媒體參加，總人數逾一萬人。「京都議定書」

全文共 27 條及兩個附件，主要條文為： 

(一) 減量期程與目標值：工業國以個別或共同方式，將人為排放之六種溫室

氣體換算為二氧化碳總量，與 1990 年相較，平均削減值 5.2%。採差異

性削減目標方式，減量期程為 2008 至 2012 年，並以此 5 年的平均值為

準 

(二) 六種溫室氣體中，CO2、CH4、N2O 管制基準年為 1990 年，而 HFCs、
PFCs 與 SF6 為 1995 年。 

(三) 碳排放權交易制度：允許議定書簽約國彼此間可以進行排放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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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森林吸收溫室氣體之功能應予以考量，即 1990 年以後所進行之植林、

再植林及森林採伐之二氧化碳吸收或排放之淨值，可包涵於削減量之 

(五) 成立「清潔發展機制」：由工業國對開發中國家進行技術及財務協助其

溫室氣體減量計畫，所減之數量由雙方分享。 

(六) 簽署：1998 年 3 月 16 日起至 1999 年 3 月 15 日止，在紐約聯合國總部

開放公約成員簽署，其後開放加入、批准、接受或認可。 

(七) 生效：當認可議定書國家達 55 國，且認可國家中附件一成員之 1990 年

CO2 排放量須至少須占全體附件一成員當年排放總量之 55%，則議定

書於其後第 90 天開始生效。 

三、巴黎協議 

繼 1997 年的京都議定書，世界各國於 2015 年聯合國氣候峰會進一步通過巴

黎協議。此協為京都議定書後第一個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藉由訂定全球水平升

溫控制、商研各國的自主貢獻，並探討綠色氣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 GCF）
增量等議題，其內容包含下列重點： 

(一) 溫度漲幅控制在 2 度內：締約的 195 個國家承諾將溫度漲幅控制在與前

工業化時期相比攝氏 2 度內，並將目標進一步放在攝氏 1.5 度內。 

(二) 每五年檢查一次：《巴黎協議》規定各國每五年需進行一次總檢查，確

認各國減緩與調適幅度。第一次總檢查將於 2023 年舉行。 

(三) 弱勢國可申請補償：《巴黎協議》亦提及因氣候變遷而受到經濟損失的

弱勢國家可申請補償的部份，即「損失與損害」(loss and damage)條款。

此條款也將美國力推的「無涉責任與賠償」，意即富國不用擔心要為受

到氣候變遷產生重大損失的國家負責或賠償納入。 

(四) 各國自發減少碳排放：除上述規定或簽屬國家外，亦將各國「預期國家

自主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fined contributions, INDCs)之碳排放納

入考量。 
氣候變遷大會的與會國皆認為巴黎協議是面對氣候變遷的重要里程碑，期望

藉由此國際法下的條約，能共同遏阻全球暖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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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家政策發展 

氣候變遷議題牽涉層面廣泛，本計畫就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科技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等單位，進行各部會氣候變遷調適政策

內容整理。 

一、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一) 緣起 

行政院為了健全國家調適能力，降低社會脆弱度，自 2009 年積極強化

「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之功能，下設節能減碳及氣候變遷組，以作為臺灣

因應氣候變遷，推動減緩與調適政策之平台，並分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與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現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整合推動相關工作。 

為進一步建立臺灣整合性之氣候變遷調適運作機制，2010 年 1 月 29 日

行政院經建會委請中央研究院劉兆漢副院長建立跨領域顧問團隊，並邀請相

關部會、專家學者、NGO 及產業界代表共同成立「規劃推動氣候變遷調適

政策綱領及行動計劃」專案小組，研擬我國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與行動計

畫。後經專案小組、審定小組會議、區域座談會及全國氣候變遷會議，完成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並經行政院於 2012 年 6 月 25 日核定。 

 
圖10-1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規劃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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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八大領域調適行動方案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於 2012 年核定後，國發會隨後於 2014 年提

出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02-106 年），並針對「災害」、「維生基礎設

施」、「水資源」、「土地使用」、「海岸」、「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及生

物多樣性」、「健康」等八大領域，提出優先行動計畫（如圖 10-2）。八大領

域行動計畫中詳細陳述各領域所受氣候變遷的衝擊與挑戰，提出完整的因應

調適策略，及落實執行的推動機制與配合措施。在此政策綱領的架構下，各

部會及所屬機關持續進行調適行動計畫方案與計畫的規劃、執行與控制，以

具體落實氣候變遷調適目標。後續並規劃滾動式修正機制，定期評估臺灣整

體氣候變遷的風險與脆弱度，並據以滾動式檢討修正國家調適政策綱領。 

 
圖10-2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八大領域與各領域挑戰 

資料來源：重繪自《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二、環保署 

(一)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減緩角度，藉由制訂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以下簡稱溫管法）」（104 年 7 月 1 日公布施

行）探討氣候變遷並規範政府間跨部會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機制及執行工

具。溫管法相關條文摘錄如下： 
§1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實環境正

義，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 
§5 政府應秉持減緩與調適並重之原則，確保國土資源永續利用及能源供需穩定，妥適減緩



650 

及因應氣候變遷之影響，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社會正義。 
§9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應依我國經濟、能源、環境狀況，參酌國

際現況及前條第一項分工事宜，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及溫室氣體減量推動

方案，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前項行動綱領應每五年檢討一次；推動方案應包括階段管制目標、推動期程、推動策略、

預期效益及管考機制等項目。 
國家能源、製造、運輸、住商及農業等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項推動方

案，訂定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其內容包括該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

標、期程及具經濟誘因之措施。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總則第九條所描述之「國家氣候變遷行動綱

領」已於 106 年 2 月發布核定本，其目標為（1）健全我國面對氣候變

遷之調適能力，以降低脆弱度並強化韌性；（2）分階段達成於 139 年
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 94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50%以下之國家溫室氣體長

期減量目標。根據氣候變遷調適以及溫室氣體減緩兩大內涵，探討氣候

變遷調適能力及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等課題，強化國家永續發展之韌性。 

(二) 環保署氣候變遷調適架構 

在提出「國家氣候變遷行動綱領」，環保署已根據「國家氣候變遷

調適政策綱領」部會分工，進行五大領域之氣候變遷調適行動，包括災

害、水資源、海岸、健康、能源供給及產業。因環保署機關權責特性，

各行動計畫多以環境品質監測、改善或整體經營管理為主。 

 

 

a) 環保署「國家氣候變遷行動綱領」調適內容 b) 環保署調適策略概念圖 
圖10-3 環保署調適策略概念 

資料來源：環保署調適策略，http://www.epa.gov.tw/ct.asp?xItem=28674&CtNode=33289&mp=epa 

  

http://www.epa.gov.tw/ct.asp?xItem=28674&CtNode=33289&mp=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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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2 環保署五大領域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 
領域 行動計畫 辦理狀況 

災害 水體環境水質改善及經營管理計畫  

水資源 

環境水體水質監測計畫 優先行動計畫 

水體環境水質改善及經營管理計畫 優先行動計畫 

集水區非點源污染現地處理技術研發與應用計畫 已辦理完成 

海岸 

海岸地區環境清潔維護  

海岸地區地下水及土壤鹽化調查計畫  

強化海洋油污染事件緊急應變  

應用衛星及遙測科技於海域監控及污染應變計畫  

環境水體水質監測計畫 優先行動計畫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已辦理完成 

健康 

全國各縣市複式動員評比專案計畫 優先行動計畫 

毒災應變演練計畫  

環境資源資料庫整合規劃  

能源供給及產業 溫室氣體減量基金應用於調適行動之運作與管理制度 已辦理完成 

資料來源：環保署氣候變遷調適行動（https://ccis.epa.gov.tw/article/default.aspx?w=92） 

三、水利署 

水利署為「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中，「水資源領域」的主辦機關。

又氣候變遷對水環境的影響相對較大，故一併討論水利署相關計畫成果。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中，國家水資源總目標為「再水資源永續經營與

利用之前提下，確保水資源量供需平衡」。據此，水利署根據臺灣氣候、地理環

境以及水資源供需情形，水利署將國家水資源調適範圍分為四大課題，建立架構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水資源領域」，再依課題分別規劃如表 10-3 所示

的十四項調適措施。 

https://ccis.epa.gov.tw/article/default.aspx?w=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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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4 國家水資源調適架構 

資料來源：水利署，氣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擊與調適研究水資源管理成果報告 

表10-3 國家水資源調適策略與措施 
課題 調適策略 調適措施 
水資源

開發與

保育 

水資源永續

經營與利用

為最高指導

原則，並重視

水環境保護

工作。 

1-1 開發與建設行為，進行成本效益分析與環境影響評估時，應考

量氣候變遷，以避免造成水環境之衝擊。 
1-2 河川流域應進行整體治理規劃與管理，並以各流域之特有條件

為基礎，將水環境污染控制、淡水水資源永續利用、生物多樣

性維護與生態環境保護列入範圍。 

水資量

供給 
由供給面檢

討水資源管

理政策以促

進水資源利

用效能。 

2-1 活化現有蓄水容量，適時更新改善與維護水資源相關設施，並

降低現有供水設施之漏水、輸水損失。 
2-2 落實水庫集水區土地使用管理，妥善運用水資源作業基金，推

動水庫集水區保育工作。區內合法使用之農牧用地，應優先輔

導造林，並減少肥料及農藥等污染物隨降雨進入水庫。 
2-3 強化且妥善利用跨區域地表、地下水資源之聯合運用，並獎勵

雨水、再生水等替代水資源之開發、推動與應用。 
2-4 強化異常缺水時之緊急應變措施。 
2-5 落實水權管理。 

水資源

需求 
建立區域供

水總量資訊，

並由水資源

總量管理政

策以促進水

資源使用效

益。 

3-1 導正自來水合理費率，調整整體用水型態，建立合理公平且彈

性的用水轉移機制，獎勵節水措施，並檢討現有建築法規，加

強規範公有建築及公共設施之節水裝置之推動。 
3-2 鼓勵低耗水產業之發展，並考慮由其他不缺水國家輸入高耗水

產品。 
3-3 調整農業耕作制度，並在考量維持環境永續性與地生產力力

下，推廣精密灌溉與提升灌溉管理技術，以提高雨水利用率與

減少灌溉用水需求。 
水資源 以聯合國推 4-1 推動標示產品之耗水量，提供參考以減少高耗水產品之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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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調適策略 調適措施 
進出口 動之水足跡

（ water 
footprint）概

念促進永續

水資源經營

與利用。 

4-2 推動產業建立節水製程，在單位產能下有效降低耗水量。 
4-3 推動水資源回收再利用及節約用水獎勵機制。 
4-4 透過物質流與水平衡之概念與系統分析方法計算水資源帳，並

檢視不同政府部門流域各類監測資料之合理性，充分掌握氣

象、水量與水質等關鍵環境資訊，合理分析水足跡與水資源善

用。 
資料來源：水利署，氣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擊與調適研究水資源管理成果報告 

四、科技部 

科技部與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統籌建置「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

平台（Taiwan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 and Information Platform, TCCIP）」，主要

結合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中央氣象局與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以及臺

灣氣候變遷研究學者，任務為分析國內外最新氣候變遷推估資料、製作臺灣降尺

度資料，進行極端氣候變異與災害衝擊評估等工作，做為未來推估氣候變遷之資

料庫，提供各界氣候變遷調適者決策之科學依據。而平台運作機制如圖 10-5 所

示。計畫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規劃協調委員會整合中央氣象局與中央研究院

資源，再由國家實驗研究院下的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成立計畫辦公室負責，執

行分為三個工作小組：TEAM1：區域氣候變遷分析與情境推估。TEAM2：降尺

度技術發展。TEAM3：極端氣候變異與災害衝擊。 

 

圖10-5 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運作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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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 

由於「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及「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02-
106 年）」，將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辨識、評估以及優先調適高災害風險區，列為重

要策略與行動計畫之一。因此，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於 2009 年起，即已開始進行

相關方法論與工具發展、基礎資料以及氣候變遷推估資訊的加值等工作。隨著資

料、方法的測試與逐步更新，現已階段性完成「氣候變遷災害風險圖集」，處理

之災害類別包含淹水、坡地、海岸、乾旱等四種災害（2015 年更新之版本目前僅

見淹水、坡地災害），並針對全國尺度以及各縣市尺度分別製作災害風險地圖。

同時，為協助潛在之使用者了解風險圖製作的觀念、方法以及解讀、應用風險圖

的方法與限制等，亦撰寫問答集解釋說明。有鑑於目前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針對氣候變遷擬訂之政策計畫較缺乏考量空間面，未來本計畫

將配合科技部與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模擬預測之空間圖資，以其災害風險相關圖資

為基礎，指認在氣候變遷情境模擬下災害風險較高之地區，據此研擬因應氣候變

遷之空間調適發展策略。 

  

淹水災害風險圖（基期 1979~2003 年） 淹水災害風險圖（未來推估 2075~2099 年） 
圖10-6 淹水災害風險圖（270 鄉鎮） 

資料來源：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16，氣候變遷下災害風險圖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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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災害風險圖（基期 1979~2003 年） 坡地災害風險圖（未來推估 2075~2099 年） 

圖10-7 坡地災害風險圖（178 鄉鎮） 
資料來源：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16，氣候變遷下災害風險圖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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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土防災策略 

壹、災害定義與分類 

每一種災害都有特定的災害特性，每一個災害事件也因為事件衝擊特定的時

間、地點、在地文化、經濟能力等，而有不同的特徵。然而災害發生的頻率並不

容易掌控，每一個事件衝擊與應進行的管理又截然不同，使得完善的災害管理，

成為國土規劃之核心重點。 

表10-4 臺灣常見災害分析表 

項目 要素 受災形式 
應用尺度 

全國性 地域性 

水災（颱洪） 暴風雨、長雨、降雨

延時 
破壞、地域災害、水害、交通

阻斷、經濟損害 ● ● 

坡地災害 
山崩、地滑、火山、

崩塌 設施損害、地域災害 ● ● 

震（斷層）災害 

小地震、中地震、大

地震 
破壞、坡地災害、土壤液化、

海嘯、建築物倒塌、大火 
● ● 

海洋型、直下型、群

發型 
通信、交通阻斷、水害等 ● ● 

海嘯災害 漲潮、波浪、氾濫 水害、都市災害 ● ● 
海平面上升 溢淹、 水害、都市災害 ●  

海嘯溢淹潛勢 
地震、地滑、山崩、

隆起、陷落、火山、

土石流 
破壞、地域災害、水害  ● 

核災 輻射 爆炸、火災、輻射、人體危害 ●  

火災爆炸 擴大火災、大火、爆

發火災 
燒損、煙害  ● 

旱災 大氣乾燥、無降雨 經濟損害 ●  

地層下陷 地面崩塌、地盤下

陷 設施毀損  ● 

毒物化學物質災害 化學物質散佈 地域災害、人體危害  ● 
沙塵焚風 高溫乾燥 農業損害、人體危害  ●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2016)，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中落實防災與韌性規劃之研究。 

貳、國土防災指導原則 

一、運作容量考量 

各類防災設施均應考慮其運作容量，並依行政層級進行規劃 56；若牽涉兩個

行政區以上之避難規劃將可能影響其收容容受量，故中央政府作為指導角色，提

醒地方政府對其進行地區避難場所評估，並配合地區災害特性及周邊避難人口考

                                                 
56 林峰田、黃書禮、彭光輝，(2001)，國土城鄉防災綱要計畫，內政部營建署。 



657 

量進行人口和物資整備推估，並於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中執行，建立防救災資料庫，

避免中央政府對於地方設立運作標準卻導致實際操練時的境況失真。 

二、防災設計標準 

各類防災設施均應定期檢視避難場所或設施之建物結構標準，並根據地方災

害特性考量是否應提高其設計標準，例如以往對於土木結構物多以提高其安全係

數或洪水標準做為因應 57，日後則應考量整合相關設施或系統以提昇防災設施之

功能性，如避難動線沿線與緊急收容所均應考慮不斷電照明系統與通信系統之設

置等等。 

考量臺灣近年來的水文資料與相關防洪水文資料有限，以台北地區為例，防

洪計畫係以 1973 年以前的水文資料，計算出洪水重現期為 200 年保護標準；而

根據台北氣象站 1898 至 2000 年之降雨資料統計分析，年總降雨量變化趨勢百

年來增加 268 公釐，且 2009 年莫拉克一日降雨量即逼近 3000 公釐、時雨量達

135 公釐，因此大台北地區 200 年洪水量保護標準之設計是否足夠，仍須進行

檢討（謝龍生，鄧慰先，2000）；且都市雨水下水道系統與河川未能有效銜接或

出現河道排洪瓶頸段（如基隆河圓山附近河段），導致都市排水功能不佳，河川

水位壅塞後迴水上溯等情況，進而氾濫成災（謝龍生、鄧慰先，2000），近年造

成基隆河嚴重災情之況狀，在「基隆河治理工程初期實施計畫」中，係依據 10 年

重現期之保護標準及區域排水設計之規定標準，而經 2001 年納莉颱風水災及

2000 年象神颱風的降雨量皆超過基隆河所能負荷的範圍，氣候越來越極端的未

來，防災工程的建設勢必需要更重視如重現期等數據模擬，才能有效進行防災，

故，未來縣市地方政府撰寫相關縣市國土計畫之防災計畫抑或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之都市防災部分時，擬議將其納入相關設施檢討。 

表7-3 洪水重現期及莫拉克災害相對雨量對照表 
t(min) 60 120 180 240 300 360 720 1440 2880 4320 

2000yr 149.35 229.36 285.81 330.28 367.50 399.72 539.76 714.00 934.08 1090.08 

1000yr 140.50 215.78 268.89 310.28 345.70 376.02 507.72 671.76 878.88 1025.28 

500yr 131.66 202.20 251.97 291.16 323.95 352.38 475.80 629.52 823.68 961.20 

200yr 119.96 184.24 229.59 265.32 295.20 321.06 433.56 573.60 750.24 875.52 

100yr 111.12 170.66 212.64 245.76 273.40 297.42 401.52 531.12 695.04 810.72 

50yr 102.27 157.08 195.72 226.20 251.65 273.72 369.60 488.88 639.84 746.64 

25yr 93.43 143.48 178.80 206.64 229.90 250.08 337.68 446.64 584. 681.84 

莫拉克 94.00 172.5 249.00 308.50 382.00 430.5 718.00 1077.0 1601.0 1856.0 

資料來源：余濬、洪志豪，2010，降雨量重現期推估之探討—以莫拉克颱風甲仙雨量站為例，水

利會訊 

                                                 
57 林峰田、黃書禮、彭光輝，(2001)，國土城鄉防災綱要計畫，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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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防洪措施及設施 

目前臺灣針對洪災往往是自然成因加上人為成因的結果，而非單一因素即能

造成，尤其自 1980 年代高度的都市開發與經濟發展以來，臺灣的洪水災害所造

成的人員財物損失更是嚴重、影響更形深遠，以下將專家學者所研擬的管理策略，

依照策略的性質加以分類，概略區分為工程方法、低成本工程方法（硬體）與非

工程方法（軟體）58。 

(一) 工程方法 

在以往的防洪管理與規劃上多採用工程性的管理措施，例如以築堤或防

洪牆的構築來減低洪水平原地區的潛在洪災風險；以新建的疏洪道、截彎取

直來加強河道的通水能力；以水庫的興建來調節河川上游水量，減輕河川中

下游洪泛發生的可能性（吳憲雄，1999）。原則上，工程性的防洪措施僅能

達到其初始設計標準的保護，對於超過其設計標準的暴雨、颱風發生時，對

於周邊地區的水患防護能力實際上是有其侷限性的，例如高雄市的防汛排洪

設計標準是以一百年暴雨頻率雨量為最高負荷，台北市的防汛排洪公共工程

則是以兩百年暴雨頻率雨量來設計。雖然工程性的方法並非長遠的洪災管理

策略，但對於臺灣大量既成的洪水平原開發來說，仍然是目前不可或缺的防

範策略之一。 

(二) 低成本工程方法 

自 1996 年的賀伯颱風之後，臺灣後續又歷經象神、潭美及桃芝等颱風

的侵襲，接連而來的颱風所挾帶的降雨量，其頻率瀕臨超越工程性的防洪設

計，使得防洪工程與都市排水功效受到極大的考驗，於是在遇到超過防禦條

件甚多的天氣型態時往往無法勝任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工作。因此，若

是區域的防洪排水設施之建構未能配合地區發展的話，往往因無法有效提供

防護作用，而造成地區本身及其下游的洪泛。因此除了興建堤防、抽水站、

水庫及疏洪道等大型的結構性方法之外，亦須配合部分低成本的結構性方法

來進行，例如滯洪池、基地保水手法及透水舖面等多種低成本工程方法的組

合運用，透過其滲透、截留、貯留等方式，來提升土壤涵養雨水的效果，以

有效降低因土地利用開發而增加的逕流量與洪災風險。 

                                                 
58 薩支平，2002，都市洪災防治策略之整合型規劃研究（一），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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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8 臺灣大型防制設施分佈圖 

 
圖10-9 區域排水設施分佈圖 

(三) 非工程方法 

非工程方法係指不運用工程設施，而是採政策法律、行政管理、經濟手

段、土地利用管制及洪水保險等措施，來達到防洪與減災的目的。該措施並

非可減少洪峰之流量，而是利用自然與社會條件來適應洪水特性，進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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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災損失（李鴻源，1998）。例如可運用水災保險制度、建立洪水預警系統、

加強河川管理、排水設施的管理維護、土地使用規劃方式及自然災害防治教

育宣導等策略，來減低既成的都市地區與洪水平原地區土地過度利用而致使

的洪災潛在風險。工程性的防洪措施在防災體系上係屬於減災的工作，政府

需負擔大量的財政支出，且並無法完全兼顧與生態環境的和諧，有違環境永

續的原則，而非工程性的防洪策略在防災體系上係屬於整備的階段，資金需

求較工程性方法低，且對於洪災潛感地區之管理更為有效，是故，面對近年

來多變的氣候所挾帶的豐沛雨量，單靠工程手段的防災措施並不能完全消除

洪水災害的損失，甚至可能因此減低周邊地區居民對於洪災安全性不正確的

認知，因此如何在工程性防洪措施之外，尋求非工程性防洪策略的配合研擬

與實施，乃是當前我們必須格加注重的。 

目前臺灣大型洪災防制設施多已河川為最高管理層級，其下則有大型疏

洪道、分洪道及縣市層級之區域排水系統等，平時皆須進行相關維護，保持

災時的運作，此即為災害管理中之減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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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土防災策略 

我國發生頻率較高的災害種類包括水災、坡災、地震及海岸災害，並多以複

合型災害對於我國民生命財產之損失。由上述四大災害所衍生之國土防災課題如

下： 

表10-5 國土防災課題與策略彙整表 
課題(一) 
淹水災害嚴重影響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策略

類型 
策略內容 

土地

使用

指導 

(1)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水災潛勢資料公開辦法」公告之淹水高潛勢地區，在相關防洪

排水系統未建置完成前，應適度調整土地使用強度及降低人口居住強度，減輕可能發

生之災情。 
(2)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之河川區域、洪泛區一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區域

排水設施範圍、一級海岸防護區等，應劃入國土保育地區，限制開發。 
(3)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之洪泛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淹水潛勢、二級

海岸防護區等應劃入國土保育地區，在不影響防洪安全之前提下，允許有條件之土地

使用。 
(4)訂定或審查有關綜合性發展計畫，應充分考量颱風、豪（大）雨及沿海浪潮所造成

淹水、土地流失等災害之防範，以有效保護國土及民眾之安全。 
(5)地勢低窪之易淹水地區，為減少淹水水患，直轄市、縣（市）政府得配合流域綜合

治理計畫所需，辦理市地重劃、區段徵收或農地重劃。 
課題(二) 
坡地災害發生頻率加劇 
策略

類型 策略內容 

土地

使用

指導 

(1)土石流、山崩地滑高潛勢地區或地質高敏感地區，應適度調降土地允許使用強度，

並逐步將影響範圍內之聚落遷移至安全地區，減輕可能發生之災情。 
(2)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特定水土保持區，應劃入國土保育地區，並限制開發。 
(3)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之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土石流）、土石流潛勢溪流，應

劃入國土保育地區，如係歷史災區應限制其開發。 
(4)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之山坡地，係依文化資產保存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森林法劃

設之保護區域，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為國土保育地區。 
(5)土地使用主管機關應配合農業主管機關，會商原住民族管理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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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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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因應土地使用管

制措施。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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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山坡地超限利用，主管機關應主動輔導改善、查報裁罰，恢復山坡地應有之水土保

持功能。 
課題(三) 
海平面上升導致沿海及地層下陷地區淹水潛勢劇增 
策略

類型 策略內容 

土地

使用

指導 

(1)經評估有暴潮溢淹、海岸侵蝕、洪氾溢淹、地層下陷之海岸地區，應依海岸管理法

將高潛勢海岸劃設一級海岸防護區（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中潛勢海岸劃設二級海

岸防護區（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並劃入國土保育地區進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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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在不影響海岸防護、防洪排水及重要交

通建設安全之前提下，允許有條件之土地使用。 
(3)海岸地區從事開發計畫及審議，應納入海平面上升及極端氣候狀況評估。 
(4)海平面上升對國土溢淹災害、海岸侵蝕風險、海岸退縮、經濟產業衝擊，應進行評

估並研擬適宜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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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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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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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農

村社區土地重劃、變更都市計畫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等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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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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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題(四) 
都市化地區災害應變能力不足 
策略

類型 策略內容 

土地

使用

指導 

(1)災害高潛勢地區開發管制，依據都市計畫應針對災害高潛勢地區之可發展用地，進

行容積管制及低密度開發，降低災害影響。 
(2)透過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災害潛勢及防災地圖等相關資料，掌握易致災地區，並

適度檢討調整其土地利用型態。 
(3)增加都市防洪能力，應透過都市防洪設計標準納入都市設計審議程序進行管控。 
(4)內政部、經濟部及地方政府應依權責規劃研究治理區域排水、市區排水之方法，並

整體考量排水與都市計畫相互之影響及配合措施。 
(5)徵收防洪衝擊費用:地方政府可依照基地開發的密度及開發前後的逕流量差異，逐

年徵收防洪衝擊費用，明訂績效目標，專款專用保水、排洪、滯洪系統之建置。 
課題(五) 
旱澇不均且水資源蓄涵不易產生缺水危機 
策略

類型 策略內容 

土地

使用

指導 

(1)為保護珍貴水資源，包括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水庫蓄水範圍等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應劃入國

土保育地區，並限制開發。土地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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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水庫集水區(非供家用或非供公共給水)、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等第 2 級環境敏感

地區，應劃入國土保育地區，為兼顧保育與開發，應加強管制條件，規範該類土地使

用。 
(3)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水庫集水區保育綱要」，透過整體

規劃，研擬分年分期治理與管理策略，加強土地管理、坡地保育與棲地改善、造林植

生與水源涵養、野溪與坑溝治理、土石流防制、保護林帶設置及防砂壩清淤等工作。 
(4)乾旱高風險地區，應避免引進高耗水性產業，就有工業區或產業園區應提升用水效

率。 
(5)推動多元水資源開發，除規劃川流水、伏流水、水庫水及地下水等傳統方式外，尚

須推動雨水收集儲留、海水淡化、生活污水再生利用、工業廢水再生利用、灌溉排水

再生利用等新興水源開發。 
(6)建立共同型節水社會，政府與民間共同努力，政策支持提升農業、工業、生活用水

效率，加速發展節水及水資源再生科技，獎勵裝設省水或水資源回收設備，推動省水

標章，建立產業及民眾省水意識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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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六) 
複合型災害嚴重衝擊國土安全 
策略

類型 
策略內容 

土地

使用

指導 

1.水土複合型災害 
①水土複合型災害影響範圍如包含都市計劃區、鄉村區、原住民部落、重要公共建設

或重要產業園區，應劃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加強國土保育。 
②以流域為單元，整合水、土、林等資源之保育使用及復育，並優先推動流域綜合治

理示範區計畫，進行跨域整合，並配合相關公共設施計畫、建築計畫、國土（含都市）

計畫等配套措施，等不同空間規模計畫，推動流域綜合治理，降低災害風險。 
2.地震引發之災害 
①第 1 級環境敏感區之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應劃入國土保育地區，並限制開發。 
②距離已知活斷層兩側各 15 公尺範圍以內，應劃設地震防災警戒區，如經都市計畫

區應進行容積管制，周邊建築應進行必要之耐震補強，以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③第 1 級環境敏感區之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與第 2 級環境敏感區之地質敏感區

（山崩地滑、土石流）、山坡地、土石流潛勢溪流重疊劃設之地區，應禁止開發行為。 
④嚴重土壤液化地區，應適度降低容積率，要求基地開發應進行地質改良或施做人工

地盤，提高建物防震係數。 
3.火山爆發引發之災害 
①火山噴發口周遭經中央目的是事業主管機關評估為火山噴發高風險區域，土地使用

應以保育及防護為目的，必要時得限制其使用強度。 
②為減輕火山噴發造成土石流與山崩地滑災害，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火山噴發高風

險區域內，如有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之地質敏感區（山崩地滑、土石流）、山坡地、

土石流潛勢溪流之重疊劃設地區，應劃入國土保育地區，為減輕複合性災害威脅得限

制其開發。 

前述防災課題之土地使用管理相關配套機制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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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轄區

易致災地點、災害發生歷史及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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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擬之復育計畫，檢討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分

區與使用地編定： 

1. 屬城鄉發展地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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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屬非城鄉發展地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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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配合「國土計畫使用許可審議規則」及國土計畫

土地使用管制指導土地使用。 

3. 屬國家公園土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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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各類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管制內容之檢討，應依據環境資源特性調整

使用類別與強度等；非都市計畫內土地部分，應將環境敏感地區配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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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計畫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及「國土計畫使用許可審議規則」指導土地

使用，擬訂重疊管制之具體內容。 

(四) 針對都市計畫及非都市計畫內土地開發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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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有關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之土地使用管制，於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等

專法制定完成前，內政部應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訂定後，依據「國

土計畫使用許可審議規則」及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指導土地使用、使

用地變更編定或容許使用規定之修正參據，以具體落實原住民族土地及

海域使用之特殊需求。 

第三節 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對於氣候變遷與其可能帶來之潛在衝擊與影響，在科學上雖然已經有相對清

晰的認知與共識，對於其迫切之威脅也確實引發許多實際之調適作為。在實際操

作上，為有利後續進行明確而周全之調適策略架構擬定，本計畫參考前簡聯合國

發展部調適政策架構（APF），並考慮屏東縣氣候變遷調適示範計畫內容，以因應

臺灣地方特性，提出本計畫後續操作之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計劃架構。 

壹、氣候變遷調適領域 

依據行政院「國家氣候遷調適綱領」，氣候變遷調適之八大領域相關調適策

略與行動方案摘要列舉如下。 

一、災害領域 

世界銀行發布之《Natural Disaster Hotspots – A Global Risk Analysis》指出，

臺灣地區有 73%的土地面積同時受三種以上天然災害威脅；99%以上的土地面積

同時受兩種以上天然災害威脅，為全世界天然災害的高風險區。在國內，多數原

住民鄉鎮區因位處高山、濱海、河濱等環境脆弱度較高之地區，其災害暴露度又

較一般族群更高。故對原住民部落地區而言，氣候變遷下的主要調適策略之一即

為災害領域之治理。 

根據《國家氣候變遷政策綱領(102-106 年度)》，災害領域之調適總目標為「經

由災害風險評估與綜合調適政策推動，降低氣候變遷所導致之災害風險，強化整

體防災避災之調適能力。」相關部會包括：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經濟部水利

署、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經濟部水利署（協同氣象局、各縣市政府）、交通

部中央氣象局、交通部公路總局、內政部等，相關行動方案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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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計畫 主（協）辦單位 

1.因應氣候與環境變遷之防減災策略研究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2.淹水潛勢圖、脆弱度地圖及風險地圖製作  經濟部水利署 

3.地質敏感區調查與劃設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4.水災災害防救策進計畫 經濟部水利署 
（氣象局、各縣市政府） 

5.災害性天氣監測與預報作業建置計畫—因應氣候變遷子計畫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6.國土資訊系統災害防救應用推廣服務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7.公路因應氣候變遷建立設施安全防災之風險評估及策略服務計畫  交通部公路總局 

8.流域綜合治水策略整合與相關法規修訂研究 水利署 

9.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中部、南部備援中心建置計畫  內政部 

二、維生基礎設施 

綜合國家發展委員會「規劃推動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及行動計畫專案小組」

之規劃，並考量我國實務上相關維生設施間之重要性與關聯性，有關「維生基礎

設施」之領域範圍應包括：(一)能源供給系統、(二)供水及水利系統、(三)交通系

統、(四)通訊系統，針對維生基礎設施落實維修養護，檢查有無更新設施需求，

以提升其於氣候變遷作用下之適應能力；並妥善建立設施安全性風險評估機制。 

根據《國家氣候變遷政策綱領(102-106 年度)》，維生基礎設施領域之調適總

目標為「提升維生基礎設施在氣候變遷下調適能力，以維持其應有之運作功能，

並減少對社會之衝擊」。相關部會包括：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交通部公路總

局、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協同電信業者與交通

部郵電司）、經濟部水利署等，相關行動方案彙整如下。 

行動計畫 主（協）辦單位 
1.訂定「鐵路橋梁耐震設計性能規範（草案）」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 
2.公路分等級開發及復建之評估及建設準則 交通部公路總局 

3.國道高速公路邊坡監測與補強計畫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

局 

4.通訊設施於氣候變遷下減少災害衝擊之因應措施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電信業

者／交通部郵電司） 
5.公路防救災資訊系統維護管理及功能擴充服務 交通部公路總局 
6.民眾及防汛志工防災作業建置及策進計畫 經濟部水利署 
7.邊坡維護管理系統計畫及地質調查 公路總局 

三、水資源領域 

水資源領域有部分工作與災害領域類似。相較災害領域的治理著重短期內防

減災工作，水資源領域較強調中長期資源永續利用，其領域總目標為「在水資源

永續經營與利用之前提下，確保水資源量供需平衡」。水資源調適領域主管機關

以環保署、經濟部水利署、農委會農田水利會三個部會為主，相關行動方案包括

整體水資源管理機制策略研究、水質改善、集水區整治、水權管理、農田灌溉效

率提升、再生水資源發展等。具體行動計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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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計畫 主（協）辦單位 

1.因應氣候變遷水資源管理機制與策略探討  經濟部水利署 

2.水體環境水質改善及經營管理計畫  環保署（各地方政府） 

3.蓄水建造物更新及改善計畫(第二期) 經濟部水利署（水庫管理單位） 

4.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  
經濟部水利署、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林務局、

交通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內政部、桃園縣政

府、新竹縣政府 
5.健全水權管理計畫  經濟部水利署 

6.自來水事業永續經營之水價策略規劃與推動 經濟部水利署 
7.節約農業灌溉用水推廣旱作管路灌溉與現代化

節水設施  農委會田水利處 

8.新辦農地重劃區配置灌溉調節池  農田水利處 
9.訂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建構再生水發展環

境及獎勵機制  水利署 

四、土地使用 

臺灣土地包含高山、坡地、平原、海岸等多樣環境，規劃體系、計畫、法規、

行政程序及規劃範型（paradigm）均需配合氣候變遷之現象，以課題解決導向之

規劃，有效保育自然環境、滿足經濟及社會文化發展之需要，提升生活環境品質。

回應國土計畫法之立法意旨，未來土地使用調適亟需加強國土保育與保安之需求，

並銜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的落實，同時將依區域計畫法，推動直轄市、

縣（市）政府擬訂縣市層級之區域計畫，以計畫引導開發。 

根據《國家氣候變遷政策綱領(102-106 年度)》，土地領域之調適總目標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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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部會包括:農業委員會、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農委會林務局、經濟部水利署、經

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文化建設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交通局觀光部、內政

部營建署(協同城鄉發展分署、下水道工程處、綜合計畫組、都市計畫組、建築管

理組、道路工程組、都市更新組、國家公園組、各國家公園管理處) 等，相關行

動方案彙整如下。 
行動計畫 主（協）辦單位 
1. 變更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辦理資源型使用

分區之劃定或變更 
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 
地政司、各地方政府） 

2. 積極推動「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獎補助社區參與濕地保育

及管理 

內政部營建署  (農委會 
林務局、環保署、經濟部

水利署) 
3. 加速推動國土計畫法草案、海岸法及濕地管理相關法規 內政部營建署 
4. 加強辦理都會區、山坡地、河川及海岸（包括地層下陷地區）等

地區之國土監測，建立整合資料庫，強化環境脆弱點評估，提升預

測能力作為土地開發利用管理及調適等策略之決策依據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各地

方政府） 

5. 國土利用監測計畫－土地利用變遷偵測管理系統 內政部營建署(地政司) 
6. 運用都市計畫審議權限，落實都市通盤檢討有關防洪、排水及

滯洪等規定 
內政部營建署 

7. 於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中，研提「氣候變遷」方針，並於直

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提出因地制宜之發展策略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

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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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岸 

臺灣四面環海，海岸線長約 1,566 公里，海岸生態環境屬於極易遭受自然與

人為作用而產生不可逆變化的敏感土地，一經破壞甚難復原，海岸資源之利用尤

應兼顧保育與開發之和諧，方始能確保自然環境資源之永續發展，在面對全球氣

候與環境急速變遷之趨勢，海岸環境更為脆弱不穩定，而海岸地區不當利用與過

度人工化，影響海岸生物棲息地及溼地保存，造成生態環境破壞、喪失天然緩衝

空間，亦弱化沿海地區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調適力，對於既有的土地利用方式與

未來發展的環境利用方式，須有新的環境思維與倫理、更重要的是應以國家政策

引導一套面對海岸地區利用的永續倫理與發展的實踐。 

根據《國家氣候變遷政策綱領(102-106 年度)》，維生基礎設施領域之調適總

目標為「保護海岸與海洋自然環境，降低受災潛勢，減輕海岸災害損失」。相關

部會包括:農委會林務局、經濟部水利署、農業委會林務局、內政部營建署（協同

交通觀光局、教育部）、營建署、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環保署、經濟部工業局等，

相關行動方案彙整如下。 

表10-6 維生基礎設施領域行動方案 
行動計畫 主（協）辦單位 
1.海岸保安林檢訂林相調查及更新復育計畫 農委會林務局 
2.海岸環境營造計畫 經濟部水利署 
3.劣化棲地復育 農業委會林務局 
4.「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 舉辦教育訓練

課程、推廣濕地環境教育、社區參與濕地經營

管理 

內政部營建署(農委會林務局、行政院環保署、

經濟部水利署、交通觀光局、教育部) 

5.加速辦理「雲彰地區長期地層下陷具體解決

方案」之各項相關計畫 經濟部水利署、農委會、內政部 營建署 

6.氣候變遷應用服務能力發展計畫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7.環境水體水質監測 環保署 
8.海岸工業區及工業港污染監測及防治-監治

並籌永續經營 經濟部工業局 

六、能源供給及產業 

能源供應在許多國家皆屬全國性事務。而我國能源依賴度超過 99%，主要能

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氣幾乎全仰賴進口，能源脆弱度高。為使我國能因應氣候

變遷下的能源需求，能源領域之總目標定為「發展能夠因應氣候變遷的能源供給

與產業體系。」因我國能源事務主管機關皆為經濟部相關單位，故能源領域行動

方案皆由能源局、工業局，以及臺灣中油公司負責。能源領域行動方案彙整如下： 

行動計畫 主（協）辦單位 

1.能源部門氣候變遷調適成本效益分析與經濟影響評估  經濟部（能源局） 

2.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指引編製及宣導  經濟部（工業局） 
3.能源供給設施極端氣候事件早期預警暨緊急應變資料庫與網路平台

建置 經濟部（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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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計畫 主（協）辦單位 

4.中小企業開發因應氣候變遷衍生新產品或新服務輔導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5.各能源供給設施及其所在區位氣候變遷之衝擊評估、脆弱度盤查分

析與調適能力提升計畫  
經濟部（能源局）、 
臺灣中油公司 

七、糧食領域 

氣候變遷導致極端天氣事件常態化，提高了氣候風險，使糧食安全成為氣候

變遷下的一大調適課題。為建構更具韌性的糧食生產體系，糧食領域以「發展適

應氣候風險的農業生產體系與保育生物多樣性」為行動總目標。涉及部會皆為農

委會相關機關，如農糧署、漁業署、林務局、農業試驗所等，行動計畫相關行動

方案彙整如下： 

行動計畫 主（協）辦單位 

1.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並建立農地合理利用機制 農委會企劃處 

2.糧食生產調適計畫 農委會糧署 

3.坡地農業轉型計畫  農委會糧署 

4.漁業作業模式調整及強化產銷預警與供應調節機制 農委會漁業署 
5.抗逆境畜禽品種、牧草、飼料作、養殖魚種、植物性

蛋白飼料物、林木種苗培育與育林技術種原交換計畫

及抗逆境品種研發應用計畫 

農委會業試驗所（各區農業改良 場等）、

畜產試驗所、家畜衛生試驗所、水試所（漁

業署、防檢局、畜衛所）、林業試驗所 
6.林業經營模式調整與林分結構強化計畫  農委會林務局 

7.強化農業氣象觀測網及預警  農委會農業試驗所 

8.種原保存計畫  農委會業試驗所 

9.建構國家生物多樣性指標監測及報告系統  農委會特生中心  

10.生物多樣性脆弱度與風險評估  農委會特有生物中心 

八、健康領域 

將全球氣候變遷對於人類健康之衝擊區分為直接危害與間接危害兩大類。直

接危害方面主要導因於溫度變化之冷熱危害，如在極端高溫或低溫下，導致心血

管疾病併發之風險提高及異常天候事件導因之意外災害。而在間接災害方面，較

高的溫度持續上升會拉長氣候相關蟲媒傳染性疾病（登革熱、恙蟲病、日本腦炎

等）發生之時間、拉長夏季傳染性疾病發生時間與擴散發聲空間，並可能移入東

南亞地區氣候相關傳染性疾病（如瘧疾、屈公熱）或病媒，導致境外傳染病本土

化。須因應各區域的特性，再評估氣候變遷對該區域的衝擊後，在既有的政策中

重新修正或重新排序施政重點。 

根據《國家氣候變遷政策綱領(102-106 年度)》，維生基礎設施領域之調適總

目標為「有效改善環境與健康資訊彙整體系，以提升全民健康人年，希望降低每

五年氣候變遷相關之失能調整人年 5%」。相關部會包括：衛福部疾病管制署、環

保署、內政部消防署、衛福部國民健康署、科技部、勞委會、國防部、教育部、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勞動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國家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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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中央研究院、行政院主計處、文化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相關行

動方案彙整如下。 

行動計畫 主（協）辦單位 
1.完善氣候變遷健康事件衝擊或環境監測相關法令規章 衛福部疾病管制署 
2.急性傳染病流行風險監控與管理   衛福部疾病管制署 
3.全國各縣市複式動員檢查評比專案計畫 環保署、衛福部 
4.配合衛生單位進行相關防疫演練 內政部消防署 
5.國軍登革熱防疫應變指揮中心實施計畫 國防部（衛福部、環保署） 
6.氣候變遷所引發之心血管及呼吸道疾病之預防與保健

宣導計畫 衛福部國民健康署 

7.推動氣候變遷下我國健康衝擊與調適評估整合型研究 科技部 
8.熱危害所致職業病試行通報計畫 勞委會 

八大調適領域雖已突破傳統分工框架，強調跨領域溝通協調，但現階段尚無

法與國土計畫法中四大功能分區作連結，將八大領域提出之策略落實於國土空間

上。因此，後續將以現有氣候變遷計畫，如「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及「國

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02-106 年）」架構為基礎，透過災害風險分析，指認

面對氣候變遷災害風險最高之鄉鎮市區，針對此類地區研擬並提出未來八大調適

領域之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貳、氣候變遷調適總目標 

本計畫援引《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之總體調適策略，並根據此總體

調適策略提出之原則與方向，研擬後續各領域以及各區域之調適策略。 

總體調適策略基本有兩大思維，避開風險以及降低風險。前者係指優先避開

高風險區位或行為，免於氣候變遷的直接衝擊影響；後者則主要透過提升回復與

抗災能力來降低風險，且可再分為強化及預防兩種角度思考，以降低氣候變遷的

衝擊。各領域的調適策略均本此二大思維分別擬訂。而總體調適策略則為跨領域

的共同策略，以做為各調適領域共同遵循的優先策略，主要包含下列五點： 

一、落實國土空間之規劃與管理 

同時將減緩與調適氣候變遷的概念融入空間規劃體系，進一步納入各層級的

國土計畫、都市計畫中，評估氣候變遷的可能衝擊，以調整發展方向，採取因應

措施，並延續落實於後續的國土管理。 

二、加強自然、社會、經濟體系在防災避災的能力 

自然、社會、經濟體系之間的調適能力相互影響，為降低臺灣在氣候變遷上

的脆弱度，應同時強化自然、社會、經濟體系在防災避災的能力，以面對環境變

遷與災害風險提高的嚴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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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流域綜合治理 

以流域為單元，協調整合國家重要河川流域內之水土林資源、集水區保育、

防汛、環境營造、海岸防護及土地使用等事項，優先推動流域整體規劃及治理。 

四、優先處理氣候變遷的高風險地區 

高風險地區面臨水土複合性災害風險增加，考量其脆弱度與復原難度，應優

先處理高風險地區，以減少氣候變遷衝擊與生命財產損失。 

五、提升都會地區的調適防護能力 

臺灣將近 80%的人口聚集在都市地區，而相關都市土地的規劃與管理制度缺

乏對氣候變遷的回應，都市地區的氣候脆弱度高，應積極推動氣候變遷調適，以

提升都會地區整體調適防護能力。 

參、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綜合各考量因素，以災害、水資源、土地使用、海岸四大調適領域為主軸，

可進一步發展全國及區域性調適策略。 

一、全國性調適策略 

(一) 災害（針對可預測性災害如強降雨、水患、旱災等） 
調適目的 調適標的 行動方案 
1-1 土地使用

結合災害風

險評估 

潛 在 災 害 敏

感地區 
持續更新環敏 1、2 級災害敏感地區圖資，並納入環境影

響評估基地調查考量 
不 穩 定 地 質

之 違 規 使 用

及超限利用 

山坡地開發審議機制須納入基地潛在坡地災害（含土石

流、山崩地滑）考量 
持續列管並輔導超限利用之山坡地，進行適當之農藝、植

生或工程等水土保持工法，或回復為自然植生 
依據地層下陷地區之累積及持續下陷量，調整水患防治

作業強度及範圍 
重 大 公 共 工

程 與 關 鍵 基

礎設施 

針對設施使用年限，發展相對應之工程及非工程氣候防

護（climate proof）措施 
持續研擬重大公共設施之災害保險機制及財務評估 

1-2 指認並優

先處理複合

性災害潛勢

地區 

高 自 然 脆 弱

度地區 
持續推動較細尺度之自然脆弱度資料調查、建置及分析 
調查高脆弱度地區之複合災害類型及可能影響範圍 

高 社 會 脆 弱

度地區 
持續推動較細尺度之社會脆弱度資料調查、建置及分析 
依據社會脆弱度分析通盤檢討防災避難計畫 

1-3 針對洪枯

期及流量預

測進行流域

土地使用管

理 

上游（保水） 
中游（減水） 

乾季水源涵養措施 
雨季表土沖刷及非點源污染問題 
加強管理、維護水庫集水區及水庫保護帶 

下游（防洪） 乾季跨區域地表、地下水聯合運用操作 
雨季加強低窪地區或地層下陷地區防洪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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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資源 
調適目的 調適標的 行動方案 
2-1 確保水庫

水質水量正

常 

高乾旱風險

之水庫集水

區 

在確保環境安全無虞之前提下，研擬水庫間旱季供水調

配方案 

存在原水濁

度升高之水

庫集水區 

推續推動水庫排砂及清淤方案 
上游集水區裸露地治理及土石流潛勢溪流監測 

2-2 依氣候變

遷風險開發

新興水資源 

海水淡化廠 沿海及離島地區評估設置海水淡化廠，補充乾季不足之

水源 
智慧水表 優先於潛在缺水地區建置智慧水表及監測系統，降低漏

水及輸水損失 
回收水利用 依據「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之精神，配合乾旱高潛勢季

節及地區，研擬回收水利用方案 

(三) 土地使用 
調適目的 調適標的 行動方案 
3-1 城鄉發展

地區之氣候

防護措施 

淹水潛勢地

區 
針對不同降雨強度訂定應變處理方案 
研擬都市計畫保護區作為滯洪功能之可行性 

市中心熱島 導入低衝擊開發（LID）設施，減緩都市土地使用形式及

建物對環境之影響 
3-2 非城鄉發

展地區之環

境友善規劃 

一級產業用

地 
考量水源供給問題，彈性調節用水規劃或發展保水儲水

設施 
減少使用不透水鋪面並預留滯洪及防洪空間 

二級產業用

地 
工商用地 

國家公園 持續監測氣候變遷對生態環境可能造成之影響 
3-3 環境敏感

地區 
災害敏感地

區 
優先評估洪氾、地層下陷、海堤、海岸防護區、淹水潛勢

區等易受氣候變遷影響地區之開發利用 
生態敏感地

區 
屬生態核心區者應依法減少或禁止人為干擾，並長期監

測溫度上升對生態環境可能造成之影響 
資源利用敏

感地區 
優先保全水資源相關環境敏感地區之完整性 

文化古蹟敏

感地區 
評估古蹟文化是否可能受到強降雨、淹水潛勢影響 

(四) 海岸 
調適目的 調適標的 行動方案 
4-1 防災土地

利用變更 
緩衝帶 海岸沙丘、防風、防沙林、淹水緩衝空間整備 
滯洪池 沿海易淹水地區為減輕災害設置滯洪池、儲水池 

4-2 土地利用

變更及土地

利用管制 

居住地遷移 危險區域內的居具戶遷移及相關配套 
危險區域 危險區域內禁建或有條件限制 
沿岸特定區域 沿岸保護或防護區管制開發建築行為 

4-3 建築樣式

變更 
防災建築形式 一樓架空式建築、鋼骨水泥化、提高建物基礎 
建物退縮 危險區域內建物退縮義務化，保留道路寬度以利救災 

4-4 綜合沿岸

區域管理 
建立海岸管理

制度、相關法

規訂定 

依據法規建立沿岸管理制度，訂定實施相關計畫 

4-5 無策略 無作為 保護原始自然環境回復韌性，不實施短期人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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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性調適策略 

為供直轄市、縣市層級國土計畫發展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以下綜整前述氣候

變遷影響熱點、我國未來 10 年國土發展趨勢及災害風險等考量，依所在區位（北

部、中部、南部、東部、離島）及地理條件（高山及坡地、平原城鄉、沿海及近

岸地區）分別訂定因地置宜之調適策略。 

表10-7 因應氣候變遷之國土空間調適策略表 
 高山及山坡地 平原都市及鄉村 海域及沿海地區 

北部 

高 保育為導向維持自然狀況 高 配合都市發展強化防災 高 海岸暴潮防護及資源保育 

中 強化坡地開發利用安全 中 與環境共生之都會區發展 中 兼顧觀光效益之保育措施 

低 適度發展坡地宜居環境 低 發展環境友善基礎設施 低 適宜地點發展港灣建設 

中部 

高 保育為導向維持自然狀況 高 配合城鄉結構強化防災 高 沿海地區海水溢淹防治 

中 水源地維護及林地保安 中 保水及排水設施並行發展 中 資源利用及產業環境保全 

低 適度發展坡地農業 低 發展環境友善基礎設施 低 發展離岸風場或再生能源 

南部 

高 保育為導向維持自然狀況 高 配合城鄉結構強化防災 高 沿海地區海水溢淹防治 

中 水源地維護及林地保安 中 加強保水蓄水供水設施 中 資源利用及產業環境保全 

低 適度發展坡地農業 低 發展環境友善基礎設施 低 適宜地點發展產業專區 

東部 

高 保育為導向維持自然狀況 高 低密度避災發展 高 颱風暴潮之防護設施 

中 坡地監測及原民領域保安 中 以防災為導向之城鄉發展 中 自然海岸線維護 

低 適度發展觀光產業 低 環境條件許可下集中發展 低 低密度資源利用 

離島 

高 保育為導向維持自然狀況 高 低密度避災發展 高 濱海生態系保育維護 

中 坡地安全監測 中 以防災為導向之基礎建設 中 低強度資源開發利用 

低 適度發展觀光產業 低 環境條件許可下集中發展 低 對外交通聯繫基礎建設 
註： 
1) 北、中、南、東部及離島可依行政區或主要流域集水區劃分 
2) 高、中、低指氣候變遷風險，其中綜整該地區之相關領域及相關對象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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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原則 

臺灣過去空間政策計畫如都市計畫、區域計畫等，並未對土地退化及復育議

題多有探討。近年來，由於 921 大地震及其後多個颱風所造成之豪雨及土石流災

情，促使行政院於 94 年訂定「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與「國土復育條

例（草案）」，國土復育的概念始融入國家重大規劃政策中。94 年版的「國土復育

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除揭櫫國土復育「順應自然、尊重自然及原住民族生活與

文化」的基本理念，亦提出幾項重大國土復育策略，包括「劃設國土保育範圍並

訂定相應之開發利用管理」、「劃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及推動復育計畫」以及

「制定配套措施（如：設置國土復育基金、遷居及生活照顧補助、振興高山地區

生態旅遊產業等）」。隨後訂定的「國土復育條例（草案）」則明文規範上述考量，

期使國土復育能有從上到下一貫的指導方針及作業標準。「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

行動計畫」與「國土復育條例（草案）」立意雖佳，但由於內容及觀點過於狹隘，

以致未能獲得推動之共識。隨著國土計畫法立法進展，國土復育的觀念及配套措

施亦整併至國土計畫法中，並隨同國土計畫法於 2015 年 12 月通過，得以賦予法

定地位。 

國土復育的概念與國土保育稍有區別。保育在於藉由科學手法及法定程序以

保護特殊、稀有的地景、動植物、自然人文資源，其中也包括劃設環境敏感區。

而復育通常與退化土地（land degredation）有關，意即災害發生後，受災地區（特

別是環境較為敏感的區域），能在最短時間恢復到一定之生態水準。國土復育可

說是國土因應災害發生後所必須採取的恢復措施。由於國土復育與合理土地使用

方式密不可分，因此在採取相關措施時，需要研擬其評估指標、劃定原則、空間

及發展規劃、操作程序、復育策略、土地管制、補償措施及相關配套措施等。一

般國外文獻大多以「土地復原（land recovery）」作為災害發生後的土地（包括生

態環境）規劃政策架構及行動方案，而一般常用的「土地復育（land restoration）」
則專指生態方面的復育，例如森林地區、沙漠化地區、濕地及海岸等。例如加拿

大英屬哥倫比亞省環境部（Ministry of Environment, British Columbia）定義土地

復原規劃（recovery planning）為：「辨別並促進推動優先行動方案，以保護受威

脅的生態系或物種」；而其規劃內容可分為： 

1. 復原策略（recover strategy）：提出策略性且科學基礎的建議，使政

府或相關單位得知復育方式的可行性及所需達到的方式； 

2. 經營管理計畫（management plan）：提出具協調性的保育手法及土地

利用措施，以確保達成復育目標； 

3. 行動方案（action plan）：提供達成復育目標所需的細部指導及執行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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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劃定目的及範疇 

參考莫拉克颱風災區劃定流程以及國土計畫法後，本計畫暫訂國土復育劃定

區域劃設流程如下，後續將進行諮詢委員平台會議及機關諮商會議審議後，將會

持續進行流程修訂工作。劃定流程如下說明及圖 11-1 所示。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設流程說明如下：  

1. 劃定條件評估： 

評估是否符合國土計畫法第 36 條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六種類型，及

全國國土計畫所載明之劃設要件。如符合將交由中央主管機關決定是否

啟動劃定程序。決定啟動劃定程序時，由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進行現場勘查，並考慮劃定原則內之劃定指標後，決定是否劃定為國

土復育促進地區。在決定不啟動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程序，或不劃定

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則應回歸各自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法辦理。 

2. 劃定機關指定： 

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相關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決定劃定機關。

劃定機關為跨部會組成，並分為主辦機關及協辦機關。主辦機關及協辦

機關依照各自專業，劃定復育地區之範圍後，由主辦機關進行彙整、調

整各協辦機關建議劃定之範圍。 

3. 民眾參與及諮商： 

若劃設範圍內涉及保全對象為居民，應進行諮商並取得共識。若涉

及原住民之土地，應依照國土計畫法 36 條之規定，邀請原住民部落參

與計畫之擬定。 

4. 審查及公布： 

中央政府、縣市政府依分工方式依目的事業主管法令規定或劃設機

關指定辦理，劃定機關進行會勘或以相關機關現堪評估之結果為依據後，

成立審議小組審查，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及公告。 

5. 計畫實施執行及廢止： 

劃設機關擬定復育計畫，並推動復育工作。實施後每五年進行復育

計畫之通盤檢討，並得視需要隨時報請變更，計畫完成後，參酌復育狀

況由主管機關擬具廢止計畫後由中央主管機關進行劃定區域之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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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1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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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劃定範疇 

本節蒐集參照中央單位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發布之法規、實施要點、作業準

則、技術規範、施政計畫、研究計畫等，分列各類促進之定義、類別、潛勢評估

方式及參考資料。 

國土計畫法所提及之前五類復育促進地區大致分布如下圖。 

  

1) 土石流高潛勢地區 2) 嚴重山崩、地滑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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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圖片來源：水利署） 4) 流域有生態劣化或安全之虞地區 

 
5) 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區（以環境敏感區 1、2 級之生態敏感地為例） 

圖11-2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分布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中，彰化縣、雲林縣、宜蘭縣、花蓮縣 105 年 8 月 29 日公布範圍，

尚未取得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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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石流高潛勢地區 

(一) 相關法令規範 

土石流潛勢溪流劃設作業要點、水土保持法、土石流潛勢溪流劃設作業

要點、地質法、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廢止辦法等。 

(二) 類別及定義 

1. 特定水土保持區—土石流危險區（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則） 

2. 溪床坡度在 30％以上，且其上游集水區面積在 10 公頃以上者 

3. 土石流潛勢溪流（土石流潛勢溪流劃設作業要點及作業手冊） 

4. 於土石流潛勢溪流集水區之發生潛勢及保全危害度因子各分項予以

評分，並依評分結果分為高、中、低及持續觀察四個等級。 

(三) 影響範圍界定 

依據「土石流潛勢溪流劃設作業手冊」，已劃定為土石流潛勢溪流者，

須進一步於圖面判識其影響範圍。判識步驟包括： 

1. 影響範圍初步劃設：依谷口及（或）溢流點位置與扇狀地角度進行

劃設，扇狀地半徑長度則以池谷浩公式進行計算 

2. 現地修正：現地勘查可能之溢流點位置重新定位，根據現地地形修

正，並修正扇狀地長度至能涵蓋整個保全對象範圍 

3. 室內編修：套疊 1/5000 黑白相片基本圖或彩色正射影像圖編修成為

數值圖層 

4. 成果圖示：將編修成果套繪於彩色正射影像圖，並加上座標及圖例 

二、嚴重山崩、地滑地區 

(一) 相關法令規範 

地質法、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廢止辦法、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

地質安全評估準則及作業手冊、水土保持法、特定水土保持劃定與廢止準則。 

(二) 類別及定義 

1. 特定水土保持區—新舊崩塌地（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則、

特定水土保持區長期水土保持計畫格式） 

2. 存在祼露地、新、舊崩塌地、不穩定土砂等問題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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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準則及作業手冊） 

曾發生土石崩塌區域（近 30 年內山崩地滑區）、順向坡（潛在山崩

地滑區）及其影響範圍（5 公尺環域內）。 

4. 大規模崩塌潛勢區 

根據地調所「潛在大規模崩塌地區分析報告」，滑動面積超過 10 公

頃，土方量超過 10 萬立方米，或深度超過 10 米（植物樹木根系所及的

深度）以上之山坡土（岩）體滑動屬之。 

三、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一) 相關法令規範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劃設作業規範、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二) 類別及定義 

依「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劃設作業規範（經濟部水利署 94 年公告）」，嚴

重地層下陷地區係考量地層下陷累積總量、下陷年平均速率達一定程度以上，

且對防洪、排水、禦潮或環境產生重大影響等相關因素劃定公告，得每 5 年

或依實際狀況檢討變更。目前水利署每年均公告各縣市地層下陷檢測概況，

作為檢討或後續規劃之依據。 

四、流域有生態劣化或或安全之虞地區 

(一) 相關法令規範 

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水利法、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辦法、河川管

理辦法、淡水河洪水平原管制辦法、水災潛勢資料公開辦法、排水管理辦法、

水土保持法、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則、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森林法、

飲用水管理條例、自來水法等。 

(二) 類別及定義 

本類復育促進地區並無直接對應之法規定義其內容及涵蓋範圍，援引關

聯度較高之法令規範定義如下： 

1. 流域： 

據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規定適用範圍，「流域」為行政院核定流

域綜合治理計畫所明列之直轄市、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農田排

水、水產養殖排水、雨水下水道、上游坡地水土保持及治山防洪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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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域有生態劣化或安全之虞地區經歸納可分為以下四類： 

A. 淹水高潛勢地區 

B. 流域生態保護區（如水庫集水區） 

C. 劣化林地復育 

D. 流域上游坡地災害高潛勢地區 

(三) 災害影響範圍 

1. 淹水高潛勢地區 

(1) 全國區域計畫所列河川區域、洪氾區一級管制區、洪水平原一級

管制區等第一級環境敏感區；洪氾區第二級管制區、洪水平原二

級管制區等、海堤區第二級環境敏感區 

(2) 依水利署「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劃定標準，依一日暴雨 450mm
情境，繪製轄區淹水深度 50cm（含）以上淹水潛勢圖，同時參

考近 3 年轄區重大淹水地區調查表等資料，就轄區淹水嚴重地

區、村落人口聚集處、重要保護標的或歷（近）年颱風豪雨有實

際執行水災疏散撤離之區域等 

2. 流域生態保護區 
位於以下地區之流域周邊，視為高潛勢地區： 
（參考「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則」第 3 條） 

(1) 水庫蓄水範圍保護帶：水庫滿水位線起算至水平距離 30 或至 50
公尺範圍 

(2) 主要河川集水區或須特別保護者 

(3) 海岸、湖泊沿岸、水道兩岸須特別保護地區 

A. 海岸：第一級海岸保護區 

B. 湖泊及水道沿岸：位於土石流潛勢或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內

之湖泊、水道沿岸土地，其寬度自沖蝕或崩塌地之外緣起算，

陸側水平距離 30 公尺或坡長 100 公尺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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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有林劣化林地 

參考林務局相關操作定義 59，山地國有林區及海岸林帶，生態功能

明顯退化或已消失的森林而亟需進行生態復育者包括： 

(1) 崩塌或嚴重地表逕流沖蝕之山坡地及火燒跡地 

(2) 長期違法變更為農業用途或荒廢之林地 

(3) 海岸生產力低劣之無林地或地表不穩定、自然更新困難之飛砂

土 

(4) 受人為干擾，冠層覆蓋度低於 10％之林地或由單一樹種組成之

同齡林 

4. 流域上游坡地災害高潛勢地區 

除併入土石流高潛勢、嚴重山崩地滑地區討論，另可參考水利署「易

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100-102 年）」表 17（上游坡地水土保持範圍

明細表）所列縣市排水系統及保護鄉鎮市區。 

五、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區 

(一) 相關法令規範 

國家公園法、文化資產保存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森林法、自然保護區

設置管理辦法、濕地保育法、海岸管理法、區域計畫法、環境影響評估法（包

含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海洋生態評估技術規範

等）、水污染防制法、漁業法等。 

(二) 類別及定義 

受天然災害、嚴重污染事件及不當開發影響，經近期國土利用調查、森

林資源調查、農地土地覆蓋調查或其他土地利用調查，認定有嚴重退化、劣

化之棲地環境： 

1. 屬環境敏感區一、二級中「生態敏感」類型管制 

2. 位於前述管制範圍外，具下列特徵之生態環境： 

陸域／淡水生態系 海域生態系 

1. 位屬第一級環境敏感區之國家公園

（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自

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

1. 位屬第一級環境敏感區之國家公園（特別景觀

區、生態保護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河川區域、沿海自然保護

區、一級海岸保護區、國際級重要濕地、國家

                                                 
59 郭幸榮、劉興旺「國有林區劣化地之復育」，臺灣林業 99 年 2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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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域／淡水生態系 海域生態系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自然保護區等

地區。 

2. 屬瀕臨絕種與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

地及符合臺灣野生植物紅皮書中易

受害等級(含)以上植物及其棲地。 

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植物生態評估

技術規範」中稀特有植物分級第 2

級以上植物及其棲地。 

4. 依 IBA 國際共用劃設原則中，屬全

球性受威脅鳥種（Globally 

Threatened Species）、侷限分布鳥

種（Restricted-range Species）之重

要棲地或生態廊道。  

5. 符合 IUCN Red List of Ecosystems

「易受害 Vulnerable」等級以上之陸

域生態環境。 

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護區及生態保育區、水產

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2. 位屬第二級環境敏感區之海域區、國家級重要

濕地之核心保護區及生態保育區之外分區、地

方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護區及生態保育區、人

工魚礁及保護礁區。 

3. 屬瀕臨絕種與珍貴稀有淡水及海洋動植物之棲

地。 

4. 屬瀕臨絕種與珍貴稀有大型迴游性魚類、海

龜、海洋哺乳類重要繁殖地及生態廊道。 

5. 符合 IUCN Red List of Ecosystems「易受害

Vulnerable」等級以上之水域或海洋生態環境。 

6. 經調查評估為生態多樣性豐富之河口、珊瑚

礁、岩礁、藻礁、潟湖、潮間帶、紅樹林、泥

灘等生態系統。 

並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得劃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1) 陸域生態系 

A. 因天然災害、濫墾濫伐或不當開發，地表植被遭大面積清除，

明顯造成生態環境嚴重破壞退化。 

B. 生態環境大面積遭受高濃度或高劑量之重金屬、化學物質、

石油或核子輻射等有害物質污染，導致動植物大量死亡。 

C. 瀕臨絕種與珍貴稀有動植物、IBA 國際共用劃設原則中屬全

球性受威脅鳥種及侷限分布鳥種，因人類活動干擾、各類污

染、不當開發、盜伐盜獵，造成其族群數量急遽減少。 

D. 經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認定該地區有劃定國土

復育促進地區之必要性、迫切性及可行性者。 

(2) 水域生態系 

A. 淡水水域之水質依據行政院環環境保護署「河川污染指數, 
River Pollution Index」判定，經公布為「嚴重污染」之水域；

或依據「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判定為戊類水體水質。 

B. 海洋水域依據行政院環環境保護署「海域環境分類及海洋環

境品質標準」，判定為丙類水體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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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遭到大面積石油或有害廢棄物污染。 

D. 遭受過度撈捕、採集，漁業資源嚴重枯竭。  

E. 因不當開發或大規模人類活動干擾，造成瀕臨絕種與珍貴稀

有淡水及海洋動植物族群數量急遽減少，或迴游性海洋生物

不再返回既有之繁殖地、遷徙途經之海域等。 

F. 經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認定該水域有劃定國土

復育促進地區之必要性、迫切性及可行性者。 

貳、劃定目的 

本計畫參考國土復育條例草案第 4 條第一項第九款，並考量國土計畫法第

35 條內容後，定義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定義如下：「指災害發生或自然生態環境

劣化，急需復育之地區」。此外，亦參考國土復育條例草案第 1 條，界定國土復

育促進地區之劃設實施目的如下列五點： 

1. 降低自然危害風險 

2. 減少人民生命財產損失 

3. 保育水土及生物資源 

4.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 

5. 促進環境資源永續發展 

若以個別復育促進地區而言，其實施目的分別為： 

類別 實施目的 
一、土石流高潛勢地區 復育土石流影響範圍之環境及生態 

促進土石流高潛勢地區水土保持及坡地安全 
二、嚴重山崩、地滑地區 復育嚴重山崩、地滑地區之邊坡環境 

促進山崩、地滑地區及周邊地質條件穩定 
三、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復育嚴重地層下陷區域面積並減緩下陷速度 

促進嚴重地層下陷區域居民生計及環境品質 
四、流域有生態環境劣

化或安全之虞地區 
復育河川流域生態環境健全 
促進流域上中下游整體治理 

五、生態環境已嚴重破

壞退化地區 
復育嚴重破壞或退化之生態環境 
促進生態系統自我回復能力（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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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全對象或復育標的 

本計畫分析上列國土復育促地區劃設實施五項目的，其中降低自然危害風險、

減少人民生命財產損失、保育水土、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等目的，考量方向為居住

環境安全以及有無受災威脅，因此將此類目標嘗試定義保全對象為人民生命財產。

另外，保育生物資源、促進環境資源永續發展等目的，考量方向為生態及環境資

源永續發展，因此將此類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目標定義復育標的為自然生態環境，

後續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以有保全對象或復育標的之前提進行劃設及實施。兩者界

定如下圖。 

 
圖11-3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保全對象 

而依照人民生命財產及自然生態環境兩種之保全對象或復育標的，與國土計

畫法 35 條六項劃定復育區之類型關係分為災害敏感型及生態敏感型兩種類型，

其關係整理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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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4 保全對象與六種復育促進地區類型之關係 

有關保全對象及復育標的之進一步說明綜整如下表。 

表11-1 保全對象及復育標的定義 
 定義概念 說明 

保
全
對
象 

人口密集區 1) 城鄉發展地區、原住民部落等人口集中地區 

2) 可參考「最小統計單元」之人口數或人口密集作為判定因

子 
建物棟數 可參考「土石流潛勢溪流劃設作業手冊」之「保全危害度評

估」，災害範圍內有 5 戶以上民宅即屬相對危險地區 
重大公共設施 如水庫、防災設施、產業及能源等重大基礎建設 
重要交通設施 含鐵路、縣道以上連外道路、重要交通節點及交通設施等 

飲用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或飲用水取水口 
災害發生往往伴隨缺水，故應針對飲用水進行特別保全 

產業資源用地 一、二、三級產業之生產用地 
復
育
標
的 

棲地環境 棲地水、土、林等環境條件 
標的物種 保育、特有、受威脅及瀕危物種 
生態系服務 生態系所能發揮之健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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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劃定原則 

壹、劃定原則說明 

依據前述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流程，主管機關將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據國土復育劃定區域劃定原則及現勘狀況，判斷是否劃定國土復育地區。因此，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原則將作為劃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的初步判定原則，但後

續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的劃定工作，則需依照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各自專業進行劃

定。 

而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原則之劃定指標及因子，期望能整合各項防災及生

態相關劃定準則，找出共通並具可操作之考量因素，作為初步判定是否需要劃定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原則。 

本計畫國土復育數近地區劃定原則擬定之相關程序，已考量國土計畫法相關

法規、環境敏感地相關環境敏感地劃定方式（請參考本章第一節及附件二）、莫

拉克颱風災害特別條例及特定區域劃定方式、相關復育地區劃定方式之政府文件、

學術論文、專家學者諮詢會議及訪談意見，並蒐集相關機關之諮詢意見後，將國

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原則分為三大項評估指標。其中，三項評估指標係依國立臺

北大學詹士樑教授於專家諮詢會議及後續訪談意見中彙整出，並於參考上述相關

資料及意見後，整理出三項評估指標下的細項評估因子，整理結果如下： 

一、劃定之必要性：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原則，除第二節所討論之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必須要有

保全對象（人民生命財產）及復育標的（自然生態環境），才進行國土復育促進

地區劃定與實施復育計畫外，亦應考量實施目標之重要程度，以將實施區域限定

在遭受自然或人為破壞之地區，進行後續劃定及復育工作。而保全對象除上述特

定對象中的保全人民生命財產、自然生態環境外，另應考慮非特定對象之劃定因

子，如災害發生後對受災區之民生、社會、經濟之影響。 

二、復育之迫切性： 

依據災害事件破壞之狀況，進行安全性評估與生態劣化評估。其中安全性評

估參考特定水土保持區與土石流潛勢溪流之劃定方式，列入災害受損現況、風險

潛勢等級、保全對象安全性評估、災害歷史等四項因子。生態環境劣化評估參考

國家級及國際級濕地，列入生物多樣性減少狀況（生態系完整程度、棲地面積及

規模、食物鏈頂端生物種類、保育類物種、生物族群數量）及自然性、代表性、

特殊性等因子。 
其中安全性評估及生態劣化評估，除參照本章第三節所列舉之相關法規標準

外，另建議可使用以下指標進行綜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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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安全性及生態劣化評估指標 
 指標名稱 內容說明 來源 
安
全
性
評
估 

環境風險率 以調查區內地形均質區為基礎，區劃成若干土地單元，

再將各該土地單元之坡度、坡面沖蝕度、岩體工程性質、

岩層構造、土壤深度等五項因子之調查所得參數值，填

記於該單元內，並計算其環境風險率。 

水土保

持技術

規範 

生
態
劣
化
評
估 

海岸環境劣化 以海岸地區之海岸環境功能遭受破壞、污染、功能受損

等現象作為環境劣化之定義，並訂定環境劣化地區評估

原則，包含海岸受污染地區、鄰避設施地區以及海岸脆

弱度三個面向。 

1) 海岸污染：分為河川污染、廢棄物污染以及油污污

染 

2) 鄰避設施：包含焚化爐、垃圾掩埋場、電廠、核廢

料場等 

3) 海岸脆弱度：參考經濟部水利署海岸災害之脆弱度

分析，將海岸脆弱度分為人為設施、環境地理及社

會經濟三個層面進行，每個層面採用適合的指標來

予以建構及量化，依脆弱度指數高低作為環境劣化

程度參考 

整體海

岸管理

計畫 

快速棲地生態評

估 方 法 （ Rapid 
Habitat Ecological 
Evaluation 
Protocol, 
RHEEP）， 

• 直接對河川棲地生態環境健康程度進行概括評估 

• 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法涵括 10 項評估因子，將各因

子的狀況由好到差分為四個等級，各等級皆有清楚

量化的評分依據 

• 針對目標河段的現況，各項評估因子之分數為 1 到

10 分施作者應棲地現況自主評分，十項評估因子分

數的總和，即為該河段棲地生態系統的整體狀況評

估分數，滿分為 100 分 

水利規

劃試驗

所參考

國外生

態評估

常見方

法 

河川整體調查及

河川污染指數 
水質污染等級評估之參考基準說明如下： 

• 水質品質評估－河川污染程度評估(RPI)  

• 底質品質基準－美國紐約州環保局之底質重金屬危害

評估等級 

• 物種指標－水棲昆蟲指標生物（楊平世，1992），以

及依據實地調查所捕獲魚類及大型甲殼類，其所能適

應之水質生長環境及所代表河川污染程度等級 
上述河川整體調查至 2009 年結束，其後環保署仍逐年

量測「河川污染程度（RPI）」，並分為未（稍）受污染、

輕度污染、中度污染及嚴重污染四類。 

環保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管制標準 
指土壤或地下水因物質、生物或能量之介入，致變更品

質，有影響其正常用途或危害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虞 
土壤及

地下水

污染整

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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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3 安全及生態性評估參考圖說 

  
a) 環境風險率 b) 海岸地區脆弱度評估 

 

d-1) 河川整體調查評估表（示意） 

 
d-2)河川污染指數 

 

c) 棲地快速生態評估方法分級 d) 河川污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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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f) 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 
資料來源：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環保署網站、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等 

三、復育回復之可行性及合理性： 

復育回復之可行性及合理性相關因子，參考水庫集水區、國家級及國際級濕

地劃定方式，列入復育技術之可行性、社會成本效益之分析、相關環境調查資料

之完整性、基地與鄰近地區土地融合程度等 4 項因子。另外，參考「山坡地開發

設施容受力評估之探討」60研究，加入交通之可行性因子。 

表11-4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設指標及因子 
指

標 
劃定因子

(大項) 
劃 定 因

子(中項) 
劃 定 因

子(小項) 
參考劃定方式之環境敏感地或相關

理論 說明 

1.
劃

定

之

必

要

性 

(1)特定對

象 

生 命 財

產安全  
土石流潛勢溪流：考量對於保全對

象之危害度等級，分為高、中、低三

個等級。 

考量保全居民

之生命財產安

全 
自 然 生

態環境  
國家級及國際級濕地：考量當地生

態系統為重要保存之環境。 
考量保護自然

生態環境 

(2)非特定

對象 

重 大 影

響民生、

經 濟 之

情形 

 
自然災害經濟學：考量災害發生後，

對受災地當地民生、經濟重創，造成

當地總體經濟的長遠影響。 

考量災害發生

時，重大影響

民生、經濟之

情形 
2. (1)安全性 A安全性 災 害 受 特定水土保持區（土石流）：劃設過 依照災害影響

                                                 
60 http://www.twce.org.tw/info/%E6%8A%80%E5%B8%AB%E5%A0%B1/319-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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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標 
劃定因子

(大項) 
劃 定 因

子(中項) 
劃 定 因

子(小項) 
參考劃定方式之環境敏感地或相關

理論 
說明 

安

全

與

生

態

破

壞

之

嚴

重

程

度 

評估 評估 損現況 程中，進行災害現況調查，並考量土

地使用現況等。 
範圍、影響對

象、影響程度

進行災害損失

現況調查 

風 險 潛

勢等級 

特定水土保持區（土石流）：考慮使

用環境風險率進行劃設，如特定水

土保持區如環境風險率在十二以

上，且總面積在五十公頃以上者進

行劃設。環境風險率將調查土地單

元之坡度、坡度沖蝕度、岩體工程性

質、岩體構造、土壤深度等五項因子

所得參數計算環境風險率。 

依照各類災害

發生潛勢因子

進行配分，評

估風險潛勢等

級 

保 全 對

象 安 全

性評估 

土石流潛勢溪流：考量對於保全對

象之危害度等級，依據公共設施現

況（橋樑、道路等）、保全戶數、建

築物狀況（公共設施及民宅）進行評

分，並分為高、中、低三個危害度等

級。 

公共設施現況

（橋樑、道路

等）、保全戶

數、建築物狀

況（公共設施

及民宅）等安

全性評估 

災 害 歷

史 

土石流潛勢溪流：進行現地資料蒐

集作業時，訪談當地居民過去災害

歷史狀況。 

過去發生災害

歷史及損害狀

況 

(2)生態環

境劣化評

估 

A棲地破

壞 或 劣

化現況 
 

尚未建立污染後生態劣化之調查機

制及權責機關歸屬。 
海域區：依據海洋污染法，發生海洋

污染事件時，進行現場證物收集，以

採集設備採樣海面與船舶之廢(污)
水、油、廢棄物、有害物質之殘餘物。 

依照生態劣化

影響範圍、影

響對象、影響

程度進行生態

環境劣化現況

調查 

B 生物多

樣 性 減

少狀況 

生 態 系

完 整 程

度 

國家級及國際級濕地：參考相關劃

定原則中考量生態系之完整程度。 
棲地及物種多

樣性 

棲 地 面

積 及 規

模 

國家級及國際級濕地：參考相關劃

定原則中考量棲地面積及規模。 有效面積 

食 物 鏈

頂 端 生

物種類 

國家級及國際級濕地：參考相關劃

定原則中考量食物鏈頂端生物種

類。 
豐富性 

保 育 類

物種 
國家級及國際級濕地：參考相關劃

定原則中考量保育類物種。 
關鍵性 

生 物 族

群數量 
國家級及國際級濕地：參考相關劃

定原則中考量生物族群數量。 
重要性 

C 自 然

性、代表

性 及 特

殊性 

自然性、

有效性 
國家級及國際級濕地：參考相關劃

定原則中考量自然性、有效性。 

現在（及未來）

能有效維持其

自然生態功能 

代表性 國家級及國際級濕地：參考相關劃

定原則中考量代表性。 

在自然生態環

境方面具有代

表性地位 

特殊性 國家級及國際級濕地：參考相關劃

定原則中考量特殊性。 
在人文環境上

具特殊意義 
3.
復

(1) 復 育

技術之可
  

水庫集水區：參考水庫集水區保育

治理工程核定階段，進行工程形式

各種復育技術

之可行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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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標 
劃定因子

(大項) 
劃 定 因

子(中項) 
劃 定 因

子(小項) 
參考劃定方式之環境敏感地或相關

理論 
說明 

育

回

復

之

可

行

性

及

合

理

性 

行性 及施工過程中初步影響分析，評估

工程形式對於溪流水量、溪流型態、

生態廊道與自然景觀、天然植被回

復、應保護生物之可能影響進行評

估。 

括不進行任何

作 為 之 復 育

（可行性） 

(2) 社 會

成本效益

之分析 
  

國家級及國際級濕地：參考相關劃

定原則中考量所可能付出的社會成

本，與該濕地所具有生態價值，是否

相當及合理。 

復育技術所需

付出的社會成

本效益之分析

（經濟性） 

(3) 相 關

環境調查

資料之完

整性 

  

水庫集水區：參考水庫集水區保育

治理工程檢核表，生態監測部分進

行棲地生態資料蒐集及生態環境評

估等資料紀錄，作為後續集水區內

工程施工之基礎資料之參考。 
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時進行土地

利用現況調查。 

包 含 調 查 資

料、相關法規、

土地利用及使

用現況等（資

料之完整性） 

(4)基地與

鄰近地區

土地融合

程度 

  
國家級及國際級濕地：參考相關劃

定原則中考量該濕地與鄰近土地融

合程度。 

基地與鄰近地

區土地融合程

度（範圍合理

性） 

(5) 交 通

可及性   
參考山坡地開發設施容受力評估之

探討：考量交通便利性中，考量聯外

道路可及性 61。 

抵達復育地區

之交通之可及

性（可及性） 

貳、劃定機關協調 

相關劃設流程中，各機關所需參與的時機整理如表 11-5。 

表11-5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設流程各機關參與狀況整理表 

程序 主管機關 劃定機關 
（主辦） 

劃定機關 
（協辦） 

劃設範圍

內居民 
判斷是否啟動劃定程序     
進行現場勘查     
依據劃定原則及現場勘查狀況，判斷是否

劃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決定劃定機關（主辦、協辦機關）     
辦理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     
彙整、調整協辦機關建議劃定範圍     
針對劃定範圍內居民進行諮商並取得共

識。若涉及原住民之土地，應邀請原住民

部落參與計畫之擬定 
    

成立審議小組審查相關劃定範圍及內容     
核定公告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擬訂復育計畫     

原住民部落 
推動執行復育計畫     

原住民部落 

                                                 
61 http://www.twce.org.tw/info/%E6%8A%80%E5%B8%AB%E5%A0%B1/319-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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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主管機關 劃定機關 
（主辦） 

劃定機關 
（協辦） 

劃設範圍

內居民 
每五年進行復育計畫之通盤檢討，並得視

需要隨時報請變更     

判斷依據復育成果考量是否廢止     
擬定廢止計畫     
成立審議委員會審查廢止計畫     
公告廢止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依據國土法第 35 條第 3 項「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機關，由中央主管機

關協調有關機關決定，協調不成，報行政院決定之」。本研究將六種劃定復育地

區相關法令、主管機關以及參照莫拉克特定區域所劃定之類別及主管機關進行相

關整理，整理如表 11-6。 

表11-6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及莫拉克特定區域劃設之劃定主管機關 

國土法六種

劃定復育區 相關法令規定 法令主管機關 
莫拉克特

定區域劃

定類別 

莫拉克特定

區域劃定之

主管機關 

建議劃定

之機關 

1 土石流高

潛勢地區 

地質法、地質敏感區劃

定變更及廢止原則、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

編、水土保持法、特定

水土保持劃定與廢止

準則、土石流災害潛勢

資料公開辦法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 

土石流高

潛勢溪流

影響範圍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水

土保持局 
農委會 

2 嚴 重 山

崩、 地滑地

區 

地質法、地質敏感區劃

定變更及廢止原則、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

編、水土保持法、特定

水土保持劃定與廢止

準則、土石流災害潛勢

資料公開辦法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 

嚴重崩塌

地區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水

土 保 持 局

(主政) 
•經濟部中

央地質調查

所(協辦) 

•行政院

農業委員

會水土保

持 局 ( 主

政) 
•經濟部

中央地質

調查所(協
辦) 

•經濟部中央

地質調查所 

3 嚴重地層

下陷區域 
嚴重地層下陷區劃設

準則 

• 水 利 署 擬

定，經濟部公

告 

嚴重地層

下陷地區 •經濟部 •經濟部 

4 流域有生

態環境劣化

或安全之虞

地區 

水土保持法、特定水土

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

則、飲用水管理條例、

自來水法、水利法、水

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

辦法、河川管理辦法、

排水管理辦法、淡水河

洪水平原管制辦法、災

害防救法、水災潛勢資

料公開辦法 

•經濟部水利

署 
•農委會林務

局 
•農委會水土

保持局 
•農委會漁業

署 
•農田水利會 
•內政部營建

署 
•環保署 

河川有生

態環境退

化、危害河

防安全或

溢淹災害

之餘地區 

•經濟部 

•經濟部

(主政) 
•農委會

(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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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法六種

劃定復育區 相關法令規定 法令主管機關 
莫拉克特

定區域劃

定類別 

莫拉克特定

區域劃定之

主管機關 

建議劃定

之機關 

5 生態環境

已嚴重破壞

退化地區 

國家公園法、文化資產

保存法、野生動物保育

法、自然保護區設置管

理辦法(森林法)、濕地

保育法、森林法、區域

計畫法、漁業法 、海堤

管理辦法、行政院核定

之「臺灣沿海地區自然

環境保護計畫」 

•農委會林務

局 
•農委會漁業

署 
•內政部營建

署 
•教育部 
•海巡署 
 

生態環境

已嚴重破

壞退化地

區 

•農委會 
•農委會 
•海洋部

（未來） 

6 其他地質

敏感或國土

保育有嚴重

影響之地區 

其他與地質敏感或與

國土保育相關之法規  

其他經評

估應予劃

定特定區

域之地區 

•內政部 

由中央目

的事業主

管機關決

定 

另為啟動國土復育促進機制，須各中央主管機關相互配合。本計畫初步研擬

主、協辦機關指定方案如表 11-7。其中各機關之角色與職責為： 

 主管機關：啟動國土復育地區之指定及劃設；溝通協調主辦、協辦等機關 

 主辦機關：主導國土復育地區劃設流程；溝通協調相關權益單位及復育地區地

方政府 

 協辦機關：協助國土復育地區劃設流程；提供資料及行政支援 

表11-7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主辦機關指定方案 
類別 甲案 乙案 丙案 
實施 
方式 

六項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各決定

一個主辦機關 
六項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各決定

數個主辦機關 
六項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依照個

案情況決定主辦機關 

優點 可減少後續程序執行時間、工

作主要責任及權益議論 
較具彈性，可促進跨機關合作，

實現全流域整合管理 

可依照不同狀況彈性修正主辦

機關，減少主辦機關無法劃定

及執行相關之狀況 

缺點 

1. 與目前各目的事業主關機關

權責重疊，未來較難實施 

2. 部分機關並不具備處理劃之

權限、能力或人力 

決議主辦機關將耗費時間 決議主辦機關將耗費較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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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相關單位應加速配合法令修訂、計畫檢討及相關機制

研擬等事項。 

第一節 內政部應辦及配合事項 

內政部應辦及配合事項包括相關計畫停止適用、法令修訂、計畫擬訂與相關

措施等，如表 12-1。 

表12-1 內政部應辦及配合事項一覽表 
類別 應辦及配合事項 主辦機關 辦理時程 
壹、

相關

計畫

停止

適用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國土計畫法規定，

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後，區域計畫法及全國

區域計畫停止適用。 

內政部 111 年 5 月 1
日前 

貳、

法令

研訂 

性質重要且屬一定規模以上部門計畫認定

標準、國土計畫適時檢討變更簡化辦法、國

土永續發展基金附徵辦法、國土計畫補償

辦法、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

辦法、重大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認定

標準、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公告廢止辦

法、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及土地利用監測辦

法、屬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土地使用

認定標準、使用許可審查程序辦法、使用許

可審議規則、使用許可案件經許可後之程

序及相關事項辦法、造地施工辦法、國土計

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國土功能分區圖繪

製作業辦法 

內政部 本計畫公告實

施後 1 年內 

參、

計畫

擬訂

與相

關措

施 

1.依據實際發展需要，擬訂都會區域計畫或

特定區域計畫，其定位為全國國土計畫之

一部分，並以附冊方式提出，另案循國土計

畫法規定擬定、審議及公告實施。 

內政部 依據實際需要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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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及配合事項 

內政部應協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相關事項，如表 12-2： 

表12-2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及配合事項一覽表 
類別 應辦及配合事項 主辦機關 辦理時程 

壹、部門空

間 發 展 策

略 

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應包括住宅、產

業、運輸、重要公共設施及其他相

關部門，並載明下列事項 1.全國部

門發展政策。2.部門空間發展現況。

3.課題及對策。4.部門空間發展定

位。5.部門空間發展分布區位。6.部
門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

直轄市、縣（市）分派數量。 

中央產業、運

輸、重要公共

設施、觀光遊

憩設施及環

境保護設施

主管機關 

經常辦理 

貳、國土防

災 策 略 及

氣 候 變 遷

調適策略 

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據以辦理災

害防救事項，並建置災害潛勢基礎

資料，供相關單位研擬防災應變措

施。 

中央災害防

救業務主管

機關 

經常辦理 

參、依法劃

設 公 告 環

境 敏 感 地

區 

1.為降低天然災害發生對人民生命

財產安全所產生之衝擊，請環境敏

感地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

主管法令，加速劃設公告之。 

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經常辦理 

2.定期檢討及適時更新淹水潛勢模

擬相關資料，建請經濟部，並輔以

實地現勘據以修正圖資，以提升其

精確度。 

經濟部 經常辦理 

肆、檢討水

庫 集 水 區

範 圍 及 其

範 圍 內 之

公 有 土 地

管理 

1.請中央水利主管機關整合各水庫

管理機關，包括農田水利會、臺灣

自來水及臺灣電力公司等事業單

位，重新檢討水庫集水區範圍。 

中央水利主

管機關 
經常辦理 

2.水庫集水區範圍之公有土地辦理

出租、讓售等事宜，請公地管理機

關依其相關法令辦理。惟公有土地

應優先配合政府水庫集水區或流

域相關治理計畫，檢討變更為適當

使用分區或使用地。 

公地管理機

關 
經常辦理 

伍、加強海

岸 地 區 保

護、防護及

利用管理 

1.針對已完成之填海造地行為，中

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清查是

否違反相關法令，並作適法處理與

輔導。 

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經常辦理 

2.於海洋資源地區新增突出海岸垂

直線一定長度以上之人工設施構

造物，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理興辦

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本計畫公告

實施後 2 年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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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辦及配合事項 主辦機關 辦理時程 
事業計畫，應以 50 年回歸周期評

估對鄰近海岸侵蝕或淤積影響，如

有侵蝕影響應規劃防護措施。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目的事業

計畫審查規定應配合檢討修訂。 
陸、強化農

地 規 劃 與

管理 

1.建立農地分類分級之作業程序規

定。 
農業主管機

關 
本計畫公告

實施後 1 年

內 

2.持續辦理農地資源調查及農地資

源空間規劃，檢討農地分類分級劃

設成果及深化應用原則。 

農業主管機

關 
本計畫公告

實施後 1 年

內 

3.請農業主管機關將農政資源優先

投入優質農業生產區域及農田生

態維持之地區，以促其配合保護優

良農地政策。 

農業主管機

關 
經常辦理 

4.請農業主管機關掌握全國農地需

求總量及品質，並加強農地利用及

管理。 

農業主管機

關 
經常辦理 

5.針對應優先保留之農地資源無可

避免變更使用時，應提高其變更回

饋金額度，請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儘

速修正「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

及分配辦法」。 

中央農業主

管機關 
本修正案公

告實施後 1
年內 

柒、嚴重地

層 下 陷 地

區 應 配 合

措施 

1.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審核興辦

事業計畫(含擴充)時，檢視其用水

機制，並依水利法相關規定辦理下

列事項： 
(1)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部分，位於嚴

重地層下陷地區應依水利法施行

細則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或取

得合法水源證明文件，作通案一致

性之規範。至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訂定之相關規定應配合檢討修

訂。 
(2)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部分：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於審查嚴重地層下

陷地區興辦事業計畫(含新設或擴

充)階段，應檢視其用水機制，並依

水利法相關規定辦理。另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令或為審

查興辦事業計畫需要所訂定之審

查作業要點應配合檢討修訂，將興

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本計畫公告

實施後 2 年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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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辦及配合事項 主辦機關 辦理時程 
辦事業(含新設或擴充)之用水審查

機制納入規範，以嚴格管制嚴重地

層下陷地區違規抽用地下水。 
2.為促進土地合理有效利用，避免

因地層下陷問題惡化，請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配合加強下列措施： 
(1)水利主管機關應檢討水資源供

給，提供直轄市、縣（市）區域計

畫規劃參考及各類開發計畫審查

依據；此外，並應規劃增供或調配

地面水源取代地下水源，依法禁止

新增抽取地下水，並協調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檢討嚴重地層下陷地

區公有合法水井。 
(2)農業、工業等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輔導產業發展節水措施。 
(3)農業主管機關應輔導抽用地下

水灌溉之農田轉旱作、造林，並考

量適地適種及生態性，合理配置農

作耕期。 
(4)漁業主管機關應擬定養殖輔導

計畫，以管理漁塭供水系統，考量

地區環境特性輔導轉型為海水養

殖，同時進行傳統產業輔導與休閒

產業推廣工作。 

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經常辦理 

3.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配合直轄

市、縣（市）聯合取締小組之建議，

定期檢查區內土地使用是否依原

核定計畫使用。 

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經常辦理 

捌、全國工

業 區 資 料

庫建置 

1.考量經濟部為多項產業之主管機

關，請經濟部統籌主辦全國工業區

資料庫建置作業，將工業區及各種

園區之數量、面積及使用情形公開

上網公開，並定期予以更新，作為

研擬工業區發展策略之基礎資料。 

工業主管機

關 
經常辦理 

2.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提

供都市計畫工業區之開闢率、閒置

情形、進駐率、老舊工業區等資訊，

統一經由內政部營建署彙整後提

供經濟部辦理。 

工業主管機

關 
都市計畫主

管機關 

經常辦理 

玖、強化督

導 查 核 未

登 記 工 廠

請中央工業主管機關訂定督導直

轄市、縣（市）政府輔導未登記工

廠之相關查核規範，落實執行掌握

中央工業主

管機關 
經常辦理 



 
 

698 

類別 應辦及配合事項 主辦機關 辦理時程 
土 地 使 用

情形 
未登記工廠資訊以及輔導特定地

區內未登記工廠業者辦理土地使

用變更、轉型或遷廠。依工廠管理

輔導法規定公告劃定特定地區內

之工廠，請工業主管機關納入工廠

管理體系持續監督其工業行為。 
拾壹、實施

政 策 環 境

影響評估 

請中央環保主管機關配合辦理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及新訂或

擴大都市計畫(面積 10 公頃以上

者)之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之意見徵

詢作業。 

中央環保主

管機關 
經常辦理 

第三節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辦及配合事項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辦及配合事項，包括擬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都市計畫之檢討、加強海岸地區保護、防護及利用管理、加強嚴重地層下陷

地區利用管理、訂定地方產業發展策略、製作非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

地、加強辦理土地違規使用之查處等，如表 12-3。 

表12-3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辦及配合事項一覽表 
類別 應辦及配合事項 主辦機關 辦理時程 

壹、擬定直

轄 市 、 縣

（市）國土

計畫 

為健全整體土地利用，發揮地方自

治精神，直轄市、縣（市）政府除

應依本計畫所擬之指導事項，擬定

各該國土計畫，並應依下列原則辦

理相關事宜： 
1.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依

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規定研擬相關

計畫內容。 
2.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擬定

後，得個別公告實施。 
3.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間如

涉協商、配合事項，得提報內政部

國土計畫委員會討論。 
4.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應針

對群聚已達一定規模之未登記工

廠，因違規使用導致該農業用地已

無法恢復作農業使用，在符合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輔導合法政策前提

下，應納入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之產業部門空間發展計畫通

盤考量，輔導業者採規劃設立工業

區或遷移至鄰近閒置工業區方式

直轄市、縣

（市）政府 
109 年 5 月 1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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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辦及配合事項 主辦機關 辦理時程 
辦理。朝規劃設立工業區者，直轄

市、縣（市）政府得將其土地納入

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之城鄉

發展地區第二類，以利後續輔導該

聚集之未登記工廠地區依都市計

畫法或國土計畫法申請土地使用

變更或使用許可。 
5.依據全國計畫人口總量之指導，

及地方環境容受力、發展需求及重

大建設投入情形，研擬計畫人口；

並據各該直轄市或縣（市）之計畫

人口或戶數推估數量，提出住宅需

求量；並依據人口及居住情形，研

訂住宅發展策略。 
6.涉及國土計畫內各種成長管理

及部門發展指導者，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邀集府內相關機關或

單位協調劃設。 
7.部分劃設原則可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考量地方發展特性及交

通建設既有情形訂之。 
8.依據本計畫針對面積總量及規

劃原則之指導，研訂各該直轄市或

縣（市）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區

位、機能、規模及總量。 
9.依據全國農地需求總量之指導，

及各直轄市或縣（市）轄農地分類

分級劃設結果，訂定各該直轄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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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發展定位，

並檢討限縮農業區之土地使用管

制規定。 
10.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各該

國土計畫送請中央環保主管機關

辦理政策評估意見徵詢作業。 
11.研定國土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1)依據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本法第十條所定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之計畫年期、基

本調查、直轄市、縣（市）空間發

展及成長管理計畫、部門空間發展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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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辦及配合事項 主辦機關 辦理時程 
 (2)有關產業、水庫、能源設施等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含總量、區位

等）相關內容，依據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提供資料為主。如屬行政院或

部會已核定計畫內容，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配合納入各該國土計

畫；至屬評估中或規劃中（尚未定

案）者，並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斟酌納入，惟因資源條件將影響

各該直轄市、縣（市）城鄉發展總

量，該部分並應由直轄市、縣（市）

一併納入考量。 
(3)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部門

空間發展計畫，原則視為係該管政

府所有單位之共同政策立場，如經

內政部審議及核定，即應落實執

行；後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如於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再提出

有別於各該國土計畫之部門政策

立場，且該立場有違或牴觸部門空

間發展計畫時，即應檢討修正國土

計畫，惟如屬新興政策，且於國土

計畫並無相關規定時，則得提請國

土計畫委員會審議決定，或請部門

主管機關依據有關行政計畫之相

關規定妥處後配合辦理。 
(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部

門空間發展計畫應有對應部門主

管單位，俾計畫內容落實執行。 
貳、都市計

畫之檢討 
1.檢討都市計畫農業區土地使用

管制。 
2.位處高山地區之都市計畫區應

辦理通盤檢討，降低土地使用開發

強度。 
3.開發案應進行逕流總量管制，規

範透水面積、留設滯洪與蓄洪緩衝

空間，並加強水資源回收利用。 
4.重要濕地若位於都市計畫區，公

有土地應優先檢討劃設或變更為

相關保護、保育分區或用地，並依

明智利用原則修訂相關管理事項

內容。 
5.為加強離島地區環境保育及土

直轄市、縣

（市）政府 
經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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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辦及配合事項 主辦機關 辦理時程 
地使用管制，除依「都市計畫定期

通盤檢討實施辦法」通盤檢討既有

都市計畫外，得評估將海域及海岸

地區納入都市計畫範圍，以建構完

整生態網路及保存自然環境資源。 
6.基於維護糧食安全目標，都市計

畫農業區都市計畫農業區如經農

業主管機關確認具農業生產條件

或仍屬供農業生產使用者，除各該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另有規

定者外，應儘量維持為農業區，以

確實控管各直轄市、縣（市）之「宜

維護農地資源面積總量」；至其他

農業用地則得依都市及產業發展

需求，通盤檢討變更為其他適當使

用分區。 
7.都市計畫應兼顧就業與環境永

續之發展原則，預留未來產業發展

及未登記工廠輔導搬遷所需產業

用地及使用彈性。 
參、劃定活

動 斷 層 兩

側 一 定 範

圍 並 予 公

告 

直轄市、縣（市）政府儘速依實施

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 4 條

之 1 規定，劃定活動斷層兩側一定

範圍並予公告；並請前開辦法中央

主管機關(內政部)協助辦理。 

直轄市、縣

（市）政府 
經常辦理 

肆、加強海

岸 地 區 保

護、防護及

利用管理 

1.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

綜合分析海岸地區自然環境、災害

潛勢，研析釐定應予防護範圍，再

考量災害影響情形及防災、避災等

原則，研擬因應措施，並依建築法

第 47 條檢討劃設海岸防護禁限建

範圍。 
2.海岸地區之都市計畫案，優先辦

理通盤檢討，檢討海岸保護、防護

綜合治理規劃，以確保人民生活與

居住之安全無虞。 
3.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針對海

岸保護、防護需要，優先依土地法

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檢討海岸一

定限度內之土地不得為私有之範

圍。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計畫公告

實施後 2 年

內 

伍、加強嚴

重 地 層 下

1.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協調有

關機關依水資源供給條件，檢討規

直轄市、縣

（市）政府 
經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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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辦及配合事項 主辦機關 辦理時程 
陷 地 區 利

用管理 
劃灌排供水系統，以提高水資源利

用效率、協助農村社區加強灌溉管

理並減少私設水井；透過設置埤

塘、人工湖或地表水調度規劃，增

加可用水源。 
2.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成立聯

合稽查小組，加強辦理違規土地使

用及違法水井查察取締工作。另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調查掌握事

業用水來源並進行輔導；地方水利

主管機關則應清查建立既有違法

水井情形及研擬處置計畫(包括納

管、輔導合法及填塞等)，並積極加

強取締新增違法水井。 
陸、辦理農

地 分 類 分

級作業 

未辦理農地分類分級作業之縣

（市）政府應儘速辦理農地分類分

級作業。 

基隆市、新竹

市及澎湖縣

政府 

本計畫公告

實施後 2 年

內 
柒、訂定地

方 產 業 發

展策略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儘速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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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計畫公告

實施後 2 年

內 

捌、製作國

土 功 能 分

區 圖 及 編

定 適 當 使

用地 

1.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國土

計畫法第 22 條規定，製定國土功

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並報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並實

施管制。 

直轄市、縣

（市）政府 
111 年 5 月 1
日前 

玖、加強辦

理 土 地 違

規 使 用 之

查處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加強辦理

並定期彙報土地違規使用之查處

情形。 

直轄市、縣

（市）政府 
經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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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相關資料及參考文獻 

壹、產業用地 

表附-1 中央及地方政府可供釋出之產業用地 
單位：公頃 

地

區 
時

程 經濟部 科技部 縣市政府 總計 

北

部

地

區 

立

即 
  城南園區(宜蘭) 21.50   44.01 
  銅鑼園區(苗栗) 12.05   
  生醫園區(新竹) 10.46   

103     沙崙(桃園) 18.00 18.00 
104     瑞芳擴大(新北) 18.00 27.00 

    鳳山(新竹) 9.00 
106     北投士林科技 

(臺北) 
25.00 63.00 

    桃科二期(桃園) 38.00 

中

部

地

區 

立

即 
加工區中港 
(臺中) 

0.70 虎尾園區(雲林) 8.68    

彰濱線西區 
(彰化) 

61.90 高等研究園區 
(南投) 

13.44    

  后里園區(臺中) 8.85    
  二林基地(彰化) 12.80    

103 大城(彰化) 16.00   彰南(彰化) 65.00 136.00 
雲科二期(雲林) 55.00     

104 彰濱鹿港區 
(彰化) 

55.00   潭子(臺中) 9.00 283.00 

    二林精機(彰化) 212.00 
    太平(臺中) 7.00 

106     豐洲二期(臺中) 34.00 34.00 

南

部

地

區 

立

即 
南科工(臺南) 53.45 臺南園區(臺南) 16.94 岡山本洲(高雄) 2.09 133.45 
加工區屏東 
(屏東) 

11.63 高雄園區(高雄) 49.34   

103     新吉(臺南) 75.00 226.00 
    和發(高雄) 91.00 
    大埔美(嘉義) 60.00 

104 林園高值化 
(高雄) 

3.99   馬稠後(嘉義) 60.00 75.99 

    六塊厝(屏東) 12.00 
105     南星遊艇(高雄) 30.00 30.00 

東

部

地

區 

立

即 
和平(花蓮) 76.77   光華(花蓮) 22.06 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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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2 廠商立即需求－全球招商聯合服務中心統計資料 
引進產業 區位 面積(公頃) 未成功媒合原因 

半導體相關 北 0.46 土地價格太高 
包材供應商 北 1.65 區位評估中 
環保切削業 北 0.20 無合適土地 
生計及國際醫療 北 0.33 無合適土地 
食品 北 0.13 土地價格太高 
半導體設備 北 0.10 區位評估中 
綿羊油、魚油 北 6.61 無合適土地 
玻璃纖維 北 2.98 區位評估中 
餐飲業小型中央廚房 北 0.02 希望有瓦斯管線 
化工業廢水處理 北 3.64 無合適土地 
物流用地 北 1.98 無合適土地 
量販業 北 1.98 區位評估中 
零售倉儲 北 2.00 無合適土地 
量販業 北 2.00 土地價格太高 
水族館 北 2.00 無合適土地 
觀光工廠 北 3.31 土地價格太高 
封裝業 北 33.06 土地價格太高 
金屬製品製造業 北 0.33 土地價格太高 
電子光學製造業 北 0.66 土地價格太高 
金屬製品製造業 北 3.31 土地價格太高 
半導體相關 
真空薄膜設備製造 北 0.83 

區位評估中 

電子相關 北 1.65 區位評估中 
玻璃纖維 北 3.00 區位評估中 
智慧電動車 北 0.01 區位評估中 
倉儲 北 0.50 區位評估中 
精密機械 北 0.07 區位評估中 
半導體化學 北 0.03 區位評估中 
金屬製品 北 0.33 土地價格太高 
電子零件 北 0.50 區位評估中 
機械組裝 北 0.33 區位評估中 
機械、五金 北 0.17 區位評估中 
化學製品 北 0.07 區位評估中 
PET 板材 北 0.20 土地價格太高 
IT 製造業 北 0.40 區位評估中 
服飾業 北 0.40 尚在尋找中 
工具機零組件 北 3.31 區位評估中 
倉儲物流 北 0.99 區位評估中 
人參栽種 北 0.50 尚在尋找中 
物流業 北 0.13 無符合之用地 
其他 北 0.50 區位評估中 
北部總計  80.63  
紙製品、容器 中 0.99 區位評估中 
物流業 中 0.50 區位評估中 
家具製造銷售商 中 3.31 無合適之物件 
腳踏車零件 中 14.88 無合適土地 
大型機具螺絲帽製造 中 1.65 區位評估中 
生產鋰離子隔離膜 中 7.60 區位評估中 
設計 中 0.09 區位評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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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產業 區位 面積(公頃) 未成功媒合原因 
運動器材 中 0.66 土地價格太高 
紡織 中 1.32 區位評估中 
包裝材料 中 0.66 區位評估中 
光電業 中 33.06 土地價格太高 
電子零組件業 中 33.06 土地價格太高 
紡織業 中 0.66 區位評估中 
汽車及其零件製造業 中 6.61 土地價格太高 
批發業 中 1.65 區位評估中 
環保杯蓋 中 1.65 無合適土地 
展示機械 中 0.01 希望能於科學園區中展示 
零組件製造業 中 0.23 無相符合之用地 
機械零組件 中 0.17 區位評估中 
國際醫療 中 0.10 區位評估中 
社福機構 中 0.20 尚在尋找中 
光學鏡頭 中 6.00 辦理環差、都市計畫審查中 
工具機 中 3.30 3-5 年後需地 
資訊中心 中 32.20 與經濟部工業局簽訂買賣合約中 
中部總計  150.56  
物流業 南 0.50 中油用地接洽中 
零組件製造業 南 8.00 無相符合之用地 
電子產業 南 0.30 區位評估中 
螺絲製造業 南 1.98 區位評估中 
化學 南 0.10 區位評估中 
半導體清洗 南 1.98 無相符合之用地 
食品加工 南 11.57 區位評估中 
軟式印刷電路板 南 7.00 區委會、土徵會審查中 
菸草 南 7.60 經濟部投審會審查中 
南部總計  3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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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相關法規彙整 

表附-3 水產養殖設施分類別規定彙整表 
設施 
種類 

類別 許可使 
用細目 

申請基準或條件 可申請用地別 

水產 
養殖 
設施 

室外水產

養殖生產

設施 

一、養殖池 
二、蓄水池 
三、循環水 
設施 
四、進排水 
道 
 

一、本組設施申請面積依生

產需要核定。 
二、養殖池深度以堤頂向下

三公尺以內為原則；屬養殖

用地 
者，免依本辦法申請容許使 
用。 
三、申請蓄水池、循環水設

施、 
進排水道者，須具備得申請 
核准之養殖池設施。 

一、非都市土地除特定農

業區 
及工業區以外，其他各種 
使用分區之農牧用地。 
二、非都市土地各種使用

分區 
之養殖用地。 
三、都市計畫範圍農業區

之農 
業用地 
 

室內水產

養殖生產

設施 

一、一般室 
內養殖設施。 
二、室內循 
環水養殖設施 

一、申請本類別設施時，應

在經營計畫書中，詳細說明

生產方式，設施之營造成

本，並檢附設施之詳細平面

圖及配置圖，說明設施配置

比率。 
二、一般室內養殖設施：室

內養殖池(槽)最小設置比率

為該室內養殖場面積百分

之八十。 
三、室內循環水養殖設施： 
(一)特定農業區設置室內循

環水養殖設施者以淡水養

殖為使用原則，養殖池 (槽)
最小設置比率為該室內循

環水養殖場面積百分之五

十，其列計之養殖池(槽)應
有固定基礎，並應配置循環

水設施(備)。 
( 二) 室內附屬之管理設施

( 管理室、飼料調配室、儲

藏室、機房、實驗檢驗室等

空間等)最大設置比例為該

室內循環水養殖場面積百

分之二十五。 
(三)特定農業區內屬處理室

內循環水且池水可再回歸

供室內養殖循環使用者，得

設置室外生態循環處理池

或蓄水池。 
四、本類別設施建築面積與

其他類別建築設施合計最

大興建面積為該養殖場土

地總面積百分之八十；本類

別建築設施得使用太陽光

一、非都市土地除特定農

業區、河川區及工業區以

外，其他各種使用分區之

農牧用地。 
二、特定農業區內農牧用

地以室內循環水養殖設施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核准者。 
三、非都市土地各種使用

分區養殖用地。 
四、都市計畫範圍農業區

之農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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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 
種類 

類別 許可使 
用細目 

申請基準或條件 可申請用地別 

電發電設施(備)為材質建造

或於該等設施屋頂架設。 

水產養殖

管理設施 

一、管理室 
二、飼料調配

及儲藏室 
三、電力室 
四、轉運及操

作處理場 
五、抽水機房 
六、飼料錐 

一、需具備得申請核准之室

外水產養殖生產設施或室

內水產養殖生產設施。 
二、管理室：每○•五公頃

養殖面積得使用三十平方

公尺計算，最大興建面積為

一百二十平方公尺，並得配

置衛浴設施 
(備)。 
三、飼料調配及儲藏室：每

公頃養殖面積得使用六十

平方公尺計算，最大興建面

積為二百四十平方公尺。 
四、電力室：每公頃養殖面

積得使用四十五平方公尺

計算，最大興建面積為一百

八十平方公尺。 
五、轉運及操作處理場：每

公頃養殖面積得使用一百

五十平方公尺計算，最大面

積為六百平方公尺，不得興

建建築物。 
六、抽水機房：最大興建面

積為三十平方公尺。 
七、飼料錐：依實際生產需

要核定。 
八、本類別建築設施得使用

太陽光電發電設施(備)為材

質建造或於該等設施屋頂

架設。 

一、非都市土地除河川區

及工業區以外，其他各種

使用分區之農牧用地。 
二、非都市土地除河川區

以外，其他各種使用分區

之養殖用地。 
三、都市計畫範圍農業區

之農業用地。 

自產水產

品集貨包

裝處理設

施 

一、自產水 
產品轉 
運或包 
裝處理 
設施 
二、蓄養池 
三、冷藏或 
冷凍庫 (含冷

凍生餌) 

一、申請本類別設施時，應

在經營計畫書中，檢附設施

之詳細平面圖及配置圖。 
二、需具備得申請核准之室

外水產養殖生產設施或室

內水產養殖生產設施達一

公頃以上。 
三、以共同經營於自有農業

用地提出設置者，應提共同

經營計畫，並取得其他共同

經營人之同意書。 
四、自產水產品轉運、初級

加工或包裝處理設施：每一

公頃養殖面積得使用二百

平方公尺，最大興建面積為

八百平方公尺；並得另配置

管理室(含衛生設備)，該管

理室最大興 
建面積為一百二十平方公

一、非都市土地除河川區

及工業區以外，其他各種

使用分區之農牧用地。 
二、非都市土地除河川區

以外，其他各種使用分區

之養殖用地。 
三、都市計畫範圍農業區

之農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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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 
種類 

類別 許可使 
用細目 

申請基準或條件 可申請用地別 

尺。 
五、蓄養池：得依經營需要

設置。 
六、冷藏或冷凍庫 ( 含冷

凍生餌)：每一公頃養殖面

積得使用一百平方公尺計

算，最大興建面積為六百六

十平方公尺。 
七、本類別建築設施得使用

太陽光電發電設施(備)為材

質建造或於該等設施屋頂

架設。 

其他水產

養殖經營

設施 

一、自用農路 
二、養殖污染

防治設施 
三、蓄水塔 
四、圍牆 
五、養殖專業

區特定設施 
六、其他 

一、需具備得申請核准之室

外水產養殖生產設施或室

內水產養殖生產設施。 
二、自用農路、圍牆、蓄水

塔之申請應與水產養殖經

營有關且有其必需者。 
三、養殖污染防治設施最大

興建面積為養殖場土地總

面積百分之十。 
四、養殖專業區特定設施： 
(一)應在經營計畫書中，詳

細說明許可使用設施之使

用目的，並檢附各項設施之

平面圖及配置圖，說明設施

配置比例。 
( 二 ) 應與水產養殖經營

之產、製、儲、銷等使用有

關，並依核定計畫使用。 
(三)建築總面積，應符本辦

法第七條規定。 
(四)申請本許可使用細目需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審查核准。 
五、申請「其他」項目者，

依生產需要核定，並應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

認確有必要，並報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屬者，得依其設施

項目辦理。 

一、非都市土地除特定農

業區及工業區以外，其他

各種使用分區之農牧用

地。 
二、非都市土地除河川區

以外，其他各種使用分區

之養殖用地。 
三、都市計畫範圍農業區

之農業用地。 
四、申請養殖專業區特定

設施者為經核定為養殖漁

業生產區之農牧用地或養

殖用地。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全國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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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4 農作產銷設施分類別規定彙整表 
設施 
種類 

類別 許可使 
用細目 

申請基準或條件 可申請用地別 

農作 
產銷 
設施 

農業生產

設施 

溫室及植物環

控栽培設施 

一、溫室應以透光材質搭

建 ，並得配置溫度控制及

換氣裝置，採完全人工光源

栽培者，得採不透光材質興

建。  
二、本項設施應配置植物栽

培區，並得配置溫濕度控制

設施區、生產作業區、農業

資材區、集貨運銷處理區、

管理區等附屬設施所需空

間。  
三、植物栽培區樓地板面積

應達總樓地板面積百分之

五十以上。 

一、非都市土地各種使用分

區之農牧用地、養殖用地

(工業區 、河川區除外)。  
二、都市計畫範圍之農業

區、保護區之農業用地。 

網室 
有固定基礎之網室以一層

樓為限，並應以可透光之塑

膠布或遮陰網搭建 。 

組織培養生產

場 

組織培養生產場得分設移

植作業室與組培苗栽培

室 ，並配置無菌培養操作

台、高壓殺菌爐 、培養基

分注機等設備。 

育苗作業室 

一、經營種類含種子 、苗

木或水稻秧苗繁殖等。  
二、得配置管理區、作業場

所、土方堆置區、稻種冷藏

區及器材儲放區等。  
三、最大興建面積為二千五

百平方公尺。 

菇類栽培場 

菇類栽培場無需天然光線

者 ，應配置溫度控制及換

氣裝置 。其需天然光線者，

應以採光材質搭建；並得配

合設置菇包製包場或菇類

培植廢棄包處理場。 

農機具設

施 

農機具室 

容許興建面積依自有農機

具(檢附農機使用證)及附

掛犁具邊緣垂直投影面積

二．五倍計算。但機型特殊

經檢 
附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 

非都市土地各分區農牧用

地、養殖用地(工業區、河川

區除外)。 
二、都市計畫範圍之農業區

保護區之農業用地。  
三、申請坐落土地應儘量避

免使用特定農業區農牧用

地，無可避免使用特定農業

區農牧 
用地者，應以毗鄰建築用地

或特定農業區邊緣為原則。 

乾燥處理設施 
(乾燥所需之

相 關設施)  
(一)乾燥機房

(二)穀物儲存

筒（桶） 
（三）濕穀集

運設施 

一、乾燥機房：依乾燥機及

其周邊設備邊緣垂直投影

面積二．五倍計算，附屬集

塵室所需空間得依實際需

求核定。  
二、穀物儲存筒 （桶）： 
依儲存筒（桶）邊緣垂直投

影面積二．五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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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 
種類 

類別 許可使 
用細目 

申請基準或條件 可申請用地別 

三、濕穀集運設施依生產需

要核定。 
四、本細目各項設備機型特

殊，機房或設備高度超過十

四公尺，應檢附證明文件。 

碾米機房 

一、依碾米機及其週邊設備

邊緣垂直投影面積二．五倍

計算。  
二、設備機型特殊，致機房

高度須超過十四公尺，應檢

附證明文件。 
消毒室、燻蒸

室或蒸熱處理

場 

燻蒸室或蒸熱處理場依生

產需要核定。 

農產運銷 
加工設施 

集貨運銷處理

室 
(一)集貨及包 
裝場所  
(二)冷藏(凍) 
庫及儲存場所 

樓地板最大興建面積以九

百九十平方公尺為限。 
一、非都市土地各分區農牧

用地、養殖用地(工業區、河

川區除外)。 
二、都市計畫範圍之農業區

保護區之農業用地。  
三、申請坐落土地應儘量避

免使用特定農業區農牧用

地，無可避免使用特定農業

區農牧用地者，應以毗鄰建

築用地或特定農業區邊緣

為原則。 

農產品批發市

場 

一、申請人資格條件應合於

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並依同法第

十四條規定取得籌設及經

營許可。  
二、依實際經營需要核定。 

農糧產品加工

室 (農糧產品

加工所需之相

關設施) 

樓地板最大興建面積以九

百九十平方公尺為限，其中

得包含管理區、冷藏(凍)貯
存區、加工作業區、包裝區、

出貨區、倉儲區、污染防治

處理區等附屬設施所需空

間。 

稻草、稻殼集

貨加工室(場) 

樓地板最大興建面積以一

千六百五十平方公尺為限，

作為稻草、稻殼集貨、加工

場所及設施使用。 

農事操作

及管理設

施 

農業資材室 

限供存放肥料、農藥、種子、

農具、器皿、農產品等使

用 ，農業用地面積達○．

一公頃以上者，每○．一公

頃得興建三十三平方公尺，

最大興建面 
積以三百三十平方公尺為

限。 

一、非都市土地各種使用分

區之農牧用地、養殖用地

(工業區 、河川區除外)。  
二、都市計畫範圍之農業

區、保護區之農業用地。  
三、申請坐落土地應儘量避

免使用特定農業區農牧用

地，無可避免使用特定農業

區農牧用地者，應以毗鄰建

築用地或特定農業區邊緣

為原則。 
管理室 

已申請農業生產設施 、農

機具設施及農產運銷加工

設施，未設置管理區者，得

單獨申請管理室 ，最大興

建面積以一百五十平方公

尺為限。 



 
 

711 

設施 
種類 

類別 許可使 
用細目 

申請基準或條件 可申請用地別 

菇包製包場 

菇包製包場應檢附菌種來

源資料，敘明每年（或每月）

製包量、使用之滅菌鍋爐數

量與容積率，並檢附廢棄物

清理計畫。 

菇類培植廢棄

包處理場 

一、處理場應敘明相關處理

設備名稱、數量、每日最高

處理量。  
二、如涉及清運及回收再利

用者 ，應依「農業事業廢

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辦

理。 

堆肥舍(場) 

一、堆肥舍(場)應敘明相關

處理設備名稱、數量、每日

處理量。不得露天堆置原物

料 ，原料以農業生產後之

副產物及剩餘物為主，不得

混入非屬「肥料登記證申請

及核發辦法」第五條第三項

規定之事業廢棄物。 
二、堆肥舍(場)之設施面

積，按其每日處理量 ，以

每立方公尺得興建一百平

方公尺為原則。 

曬場 最大興建面積六百六十平

方公尺。 

養蠶室 

樓地板最大興建面積以九

百九十平方公尺為限，得分

設飼育區、儲桑區、上簇區、

催青區、器具區及處理區等

附屬設施所需空間。 

農田灌溉 
排水設施 

一、農田灌溉 
設施 
二、農田排水 
設施 
三、蓄水設施 
四、抽水設施 

申請設置之農田灌溉、排

水、蓄水、抽水設施 ，應

檢具灌溉、排水、蓄水、抽

水計畫書，並依實際需要核

定。 

一、非都市土地各種使用分

區之農牧用地、養殖用地

(工業區、河川區除外)。  
二、都市計畫範圍之農業

區、保護區之農業用地。 

其他農作 
產銷設施 

一、農路 
二、駁崁 
三、圍牆 
四、擋土牆 
五、其他 

一、申請本辦法所定之前四

種設施細目，應依生產需要

核定。  
二、申請其他設施項目者 ，
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審認確有必要，並報經

中央主管機關認屬農業產

銷必要設施者，得依其設施

項目辦理。 

一、非都市土地各種使用分

區之農牧用地、養殖用地

(工業區 、河川區除外)。  
二、都市計畫範圍之農業

區、保護區之農業用地。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全國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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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5 自然保育設施分類別規定彙整表 
設施 
種類 

類別 許可使 
用細目 

申請基準或條件 可申請用地別 

自 然

保 育

設施 

野生動物 
保 育設施 

野 生 動 物 收

容 、暫養、救

護 
等設施 

一、 限野生動物保育主管

機關 
或其委託之有關機關及團

體，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

四條 、第十五條所為之相

關處置工作所需。  
二、其經 營 計 畫 書 應 
經 直 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審認確有必要 ，並報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屬者，得

依其設施項目辦理。  
三、 飼養具危險性或外來

物種 
動物者，需設置動物防逃設

施，並須符合保育類或具危

險性野生動物飼養繁殖管

理辦法規定。 

一、非都市土地各種使用

分區 
之林業用地、養殖用地、生

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

地及農牧用地之土地。 
二、都市計畫範圍之農業

區、 
保護區之土地。 

野生動物觀測

研究設施 

一、 最大興建面積為六百

六十 
平方公尺。  
二、 其 經 營 計 畫書 應 
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審認確有必要 ，並報經

中央主管機 
關認屬者 ，得依其設施項

目 
辦理。 

自然保護 
區域管理 
設施 

管理站 、監測

站 、教育解說 
設施 

申請者須為自然保護區域

管理 
機關，其經營計畫書須經直

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認

確有必要，並報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屬者，依其設施項目

辦理。 

限於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

定 
公告之自然保留區、經依

野生 
動物保育法指定公告之野

生 
動物保護區與野生動物重

要 
棲息環境、經依森林法指

定公 
告之自然保護區內之下列

土 
地：  
一、非都市土地各種使用

分區 
之林業用地、養殖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 
用地及農牧用地之土地。 
二、都市計畫範圍之農業

區、 
保護區之土地。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全國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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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6 畜牧設施分類別規定彙整表 
設施 
種類 

類別 許可使 
用細目 

申請基準或條件 可申請用地別 

畜牧

設施 養畜設施 

指畜舍、管理

室、廢水處理

設施、堆肥舍

（含共同處理

堆肥場）、死

廢畜及廢棄物

處理設施、飼

料調配或倉儲

設施 (含飼料

桶、水塔、儲

水設施 )及防

疫消毒設施、

乳牛、乳羊之

搾乳及儲乳設

施、種畜隔離

檢疫場所、銷

售 專 用 承 載

區、檢驗室、

資料處理室及

其他經核定之

農路、圍牆、

擋土牆、運動

場、自產乳製

品殺菌處理室

與其他畜牧設

施。 

一、其容許興建總面積如

下： 
(一)種豬每頭五至八平方

公尺。 
(二)肉豬每頭一至三平方

公尺。 
(三)乳牛每頭二十五至五

十平方公尺。 
(四)肉牛每頭五至二十五

平方公尺。 
(五)乳羊每頭二•五至四•

五平方公尺。 
(六)肉羊每頭二•五至四平

方公尺。 
(七)馬每頭二十五至一百

平方公尺。 
(八)鹿每頭六•六至十八平

方公尺。 
(九)種兔每百隻一百七十

至二百平方公尺。 
(十)肉兔每百隻四十至五

十二平方公尺。 
    畜舍如為密閉式建築，

得減少百分之二十容許興

建總面積，水簾式建築得減

少百分之四十容許興建總

面積。惟肉豬舍容許興建面

積下限為每頭○.八平方公

尺。 
採友善式飼養者，最多增加

前開申請基準或條件上限

之百分之三十容許興建總

面積。 
二、申請設置管理室者，每

○．一公頃畜牧設施以三十

三平方公尺計算，最大興建

總樓地板面積為二百平方

公尺。 
三、設置飼料調配或倉儲設

施者，每○．一公頃畜牧設

施合計以一百平方公尺計

算，最大興建總樓地板面積

為九百平方公尺。 
四、申請設置隔離檢疫場

所、檢驗室或資料處理室，

每○．一公頃畜牧設施合計

以三十三平方公尺計算，最

大興建總樓地板面積合計

為六百平方公尺。 
五、申請設置自產乳製品殺

一、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

（工業區、森林區及河川

區除外）。但森林區之農牧

用地為原住民保留地經會

同原住民主管機關核准

者，不在此限。）。 
二、非都市土地養殖用地。 
三、都市計畫範圍之農業

區、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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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 
種類 

類別 許可使 
用細目 

申請基準或條件 可申請用地別 

菌處理室，每○．一公頃畜

牧設施以三十三平方公尺

計算，最大興建總樓地板面

積九百九十平方公尺。 
六、申請設置畜舍、廢水處

理設施、死廢畜及廢棄物處

理設施、飼料調配設施及倉

儲設施者，興建高度不得超

過二十公尺。但設施特殊規

格，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審認，並報經中央主管機

關專案審核者，不受此限。 
七、申請設置共同處理堆肥

場畜牧場土地面積不得少

於一公頃，其最大容許興建

總面積為一千五百平方公

尺，且與畜舍距離不得低於

五十公尺。 
八、畜牧設施使用之土地面

積不得超過畜牧場土地總

面積百分之八十。 

養禽設施 

指禽舍、管理

室、廢水處理

設施、堆肥舍

（含共同處理

堆肥場）、孵

化室、死廢禽

或孵化廢棄物

處理設施、飼

料調配或倉儲

設施 (含飼料

桶、水塔、儲

水設施 )及防

疫消毒設施、

鴨、鵝之水池、

種禽隔離檢疫

場所、銷售專

用承載區、檢

驗室、資料處

理室及其他經

核定之農路、

圍牆、擋土牆、

停棲場或運動

場、自產禽蛋

洗選室與其他

畜牧設施。 

一、其容許興建總面積如

下： 
(一) 種雞每百隻十五至六

十平方公尺。 
(二)蛋雞、白色肉雞每百隻

六至三十平方公尺。 
(三)有色肉雞每百隻八至

三十平方公尺。 
(四)放山雞每百隻三十至

六十平方公尺。 
(五)種鴨每百隻五十至一

百平方公尺。 
(六)肉鴨、蛋鴨每百隻三十

三至五十平方公尺。 
(七)種鵝每百隻一百至二

百三十三平方公尺。 
(八)肉鵝每百隻七十至一

百六十五平方公尺。 
(九)火雞每百隻八十至三

百五十平方公尺。 
(十)鴕鳥、鴯鶓、食火雞每

隻十六平方公尺。 
(十一)鵪鶉每百隻十平方

公尺。 
    禽舍（不含蛋雞舍、種

雞舍、白肉雞舍及有色肉雞

舍）為密閉式建築者，得減

少百分之二十土地面積，水

簾式建築得減少百分之四

十土地面積。 

一、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

（工業區、森林區及河川

區除外）。但森林區之農牧

用地為原住民保留地經會

同原住民主管機關核准

者，不在此限。）。 
二、非都市土地養殖用地。 
三、都市計畫範圍之農業

區、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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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 
種類 

類別 許可使 
用細目 

申請基準或條件 可申請用地別 

    種雞舍、蛋雞舍及蛋鴨

舍採立體式建築且採水簾

式環控設施者，其飼養量得

以前開單層容許興建總面

積乘以籠架層數，惟籠架層

數最高不得超過八層。 
採友善式飼養者，最多增加

前開申請基準或條件上限

之百分之三十容許興建總

面積。 
二、申請設置管理室者，每

○．一公頃畜牧設施以三十

三平方公尺計算，最大興建

總二百平方公尺。 
三、設置飼料調配或倉儲設

施者，每○．一公頃畜牧設

施合計以一百平方公尺計

算，最大興建總樓地板面積

為九百平方公尺。 
四、申請設置隔離檢疫場

所、檢驗室或資料處理室，

每○．一公頃畜牧設施合計

以三十三平方公尺計算，最

大興建總樓地板面積合計

為三百平方公尺。 
五、申請設置自產禽蛋洗選

室，每○．一公頃畜牧設施

以三十三平方公尺計算，最

大興建總樓地板面積九百

九十平方公尺。 
六、申請設置禽舍、廢水處

理設施、死廢禽及廢棄物處

理設施、飼料調配設施及倉

儲設施者，興建高度不得超

過二十公尺。但設施特殊規

格，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審認，並報經中央主管機

關專案審核者，不受此限。 
七、申請設置水池者，開挖

深度以六十公分為限。 
八、申請設置共同處理堆肥

場畜牧場土地面積不得少

於一公頃，其最大容許興建

總面積為一千五百平方公

尺，且與禽舍距離不得少於

五十公尺。 
九、畜牧設施使用之土地面

積不得超過畜牧場土地總

面積百分之八十。 
孵化場(室)
設施 

指器具燻煙消

毒室、雛禽處

一、其容許興建總面積如

下： 
一、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

（工業區、森林區及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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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 
種類 

類別 許可使 
用細目 

申請基準或條件 可申請用地別 

理室、儲蛋室、

管理室、孵化

廢棄物處理設

施、防疫消毒

設施、銷售專

用承載區及其

他依生產需要

核定之設施。 

（一）雞每批孵化一萬隻一

千平方公尺。 
（二）鴨每批孵化一萬隻二

千平方公尺。 
（三）鵝、火雞每批孵化一

千隻一千三百平方公尺。 
（四）鴕鳥每批孵化二百隻

一千三百平方公尺。 
二、申請設置管理室者，每

○．一公頃畜牧設施以三十

三平方公尺計算，最大興建

總一百二十平方公尺。 
三、畜牧設施使用之土地面

積不得超過畜牧場土地總

面積百分之八十。 

區除外）。但森林區之農牧

用地為原住民保留地經會

同原住民主管機關核准

者，不在此限。）。 
二、非都市土地養殖用地。 
三、都市計畫範圍之農業

區、保護區。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全國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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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7 林業設施分類別規定彙整表 
設施 
種類 

類別 許可使 
用細目 

申請基準或條件 可申請用地別 

林 業

設施 
林 業 經 營

設施 

竹木育苗室 

一、溫室或網室興建面積以

實際育苗數量而定，每平方

公尺育苗以一百株計算。 
二、其作業場所及器具貯放

等設施面積不得超過苗床

總面積三分之一。 

一、非都市土地林業用地

及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第七條規定適用林業

用地管制之土地。 
二、非都市土地依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容

許作林業使用，且已營造

森林之土地。 
三、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

區經直轄市、縣（市）政府

認定為林地者。 

資材室 
以自有林地面積每○•一公

頃二十平方公尺計算，最大

興建面積為二百平方公尺。 

管理室 

每次貯放木、竹材達一千立

方材積者得興建四十平方

公尺，最大興建面積為一百

六十平方公尺。 

貯木場 

一、以露天式貯放木竹材，

或所使用之土地隨時可恢

復林業使用者為限。 
二、其面積依實際需要核

定。 

一、非都市土地林業用地

及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第七條規定適用林業

用地管制之土地。 
二、非都市土地依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容

許作林業使用，且已營造

森林之土地。 
三、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

區經直轄市、縣（市）政府

認定為林地者。 

流 籠纜 線設

施 

限點狀使用，並限供運送林

產物使用，不得載運人員，

且須依照「航空障礙物標誌

與障礙物設置規範」設立警

告標誌。 

一、非都市土地林業用地

及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第七條規定適用林業

用地管制之土地。 
二、非都市土地依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容

許作林業使用，且已營造

森林之土地。 
三、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

區經直轄市、縣（市）政府

認定為林地者。 

乾燥室 

以每次可乾燥木、竹材一百

立方公尺為限，其最大興建

面積為二百平方公尺。 

一、非都市土地林業用地

及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第七條規定適用林業

用地管制之土地。 
二、非都市土地依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容

許作林業使用，且已營造

森林之土地。 
三、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

區經直轄市、縣（市）政府

認定為林地者。 

機具室 
限供停放林業經營或林產

物初級加工機具使用。其興

建面積依自有機具邊緣垂

一、非都市土地林業用地

及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第七條規定適用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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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 
種類 

類別 許可使 
用細目 

申請基準或條件 可申請用地別 

直投影使用面積二點五倍

計算，最大興建面積為三百

三十平方公尺。但機型特殊

經檢附證明文件且由地方

林業主管機關審查屬林業

經營所必需者，不在此限。 

用地管制之土地。 
二、非都市土地依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容

許作林業使用，且已營造

森林之土地。 
三、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

區經直轄市、縣（市）政府

認定為林地者。 

炭窯 

一、燒製木、竹炭用土窯，

每座炭窯興建面積以一百

五十平方公尺為限，並得設

置遮雨棚，材質不限。 
二、最大興建面積為五百五

十平方公尺。 

一、非都市土地林業用地

及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第七條規定適用林業

用地管制之土地。 
二、非都市土地依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容

許作林業使用，且已營造

森林之土地。 
三、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

區經直轄市、縣（市）政府

認定為林地者。 

蒸餾爐 

一、以蒸餾樟腦油及樹木精

油為主，每爐興建面積以一

百平方公尺為限，並得設置

遮雨棚。 
二、最大興建面積為三百三

十平方公尺。 

一、非都市土地林業用地

及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第七條規定適用林業

用地管制之土地。 
二、非都市土地依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容

許作林業使用，且已營造

森林之土地。 
三、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

區經直轄市、縣（市）政府

認定為林地者。 

其 他 林 業

設施 
其 他林 業設

施項目 

一、每一筆地號各項設施最

大興建總面積為三百三十

平方公尺。 
二、需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審核森林經營計

畫，認定屬其森林經營所必

須設施，並以點狀使用為原

則者，報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屬者，得依其設施項目辦

理。 

一、非都市土地林業用地

及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第七條規定適用林業

用地管制之土地。 
二、非都市土地依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容

許作林業使用，且已營造

森林之土地。 
三、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

區經直轄市、縣（市）政府

認定為林地者。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全國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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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農地單位價格趨勢 

表附-8 全國及各縣市非都市農地及都市農地單位價格趨勢 
 

  

全國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全國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雲林縣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雲林縣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南投縣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南投縣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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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臺南市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臺中市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臺中市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彰化縣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彰化縣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屏東縣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屏東縣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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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嘉義縣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高雄市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高雄市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苗栗縣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苗栗縣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臺東縣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臺東縣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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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花蓮縣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宜蘭縣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宜蘭縣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桃園縣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桃園縣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新竹縣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新竹縣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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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新北市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嘉義市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嘉義市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臺北市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臺北市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金門縣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金門縣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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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新竹市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澎湖縣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澎湖縣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基隆市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基隆市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連江縣非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連江縣都市農地單位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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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我國近年乾旱事件 

表附-9 西元 2013 年枯旱事件相關農業用水灌溉及調配事項 
日期 事項 

02/06 
南水局於 102 年 2 月 6 日召開「南部地區 102 年各標的供水情勢評估第 1 次會議：

曾文－烏山頭水庫蓄水量 2.7 億噸已低於下限(3.1 億噸)，考量嘉南灌區已於 2/4 完

成高用水整田灌溉，請嘉南水利會在不影響作物生長原則下，節約灌溉節省水量。 

02/23 
中水局於 102 年 2 月 23 日召開苗栗地區水源調配小組第 29 次會議：請苗栗水利會

加強控管明德水庫農業出水量，並請提前規劃 4 月份水庫供灌計畫(供 5 停 3 可行

性)，俾一期作順利完成供灌。 

02/25 

北水局於 102 年 2 月 25 日召開 102 年度水源調度協調第 1 次會議 
（臺北、板新、桃園及新竹地區）：截至 2 月 25 日上午 7 時止，石門水庫水位高程

237.77 公尺，有效蓄水量 1 億 5,009 萬噸(蓄水率 71.8%)，為減少石門水庫出水量，

石門水庫水位低於 240 公尺以下，請台水公司優先利用側流量（含三峽河取水）及

調用水利會加強灌溉節約用水量，由於三峽河目前川流量銳減(至 2 月 22 日僅約 4.5
萬)，故向北水處購水請提升至每日 40 萬噸以上為原則，不足數再由石門水庫供應，

民生工業用水部分則仍採每旬 1200 萬噸總量管制。；農業用水部分則視天候狀況機

動減量供水，請桃園及石門水利會加強灌溉管理，必要時取用埤塘蓄存水量支應。；

另考量目前農委會推動活化休耕地計畫，灌溉面積約增加 4 成之情況，自 3 月 1 日

起農業用水採計畫量打 9 折減供，俾延長石門水庫供水期程。 

03/05 

經濟部水利署於 102 年 3 月 5 日召開「102 年臺灣地區供水情勢檢討第 1 次會議：

石門水庫供水區（桃園縣、新北市林口及板新地區）於 2 月 18 日起轉換為綠燈，目

前水庫水位已達黃燈警戒，原則訂於 102 年 3 月 15 日（預估水位標高降至標高 232
公尺）將燈號轉換為黃燈，同時實施第 1 階段限水措施，石門水庫民生用水請持續

以每旬 1200 萬噸管控，請台水公司儘量向桃園及石門水利會調度農業用水，另請台

水公司向北水處購水量，以每日 40 萬噸以上逐步提升至每日 44 萬噸為原則，實施

第１階段限水起即配合停止支援新竹地區水量。 

03/08 

北水局於 102 年 3 月 8 日召開 102 年度水源調度協調第 2 次會議 
（臺北、板新、桃園及新竹地區）：石門水庫 3 月 8 日水位為 234.41 公尺，有效蓄

水量為 1 億 2707 萬噸(蓄水率 60.80%)，石門水庫水位預計 3 月 12 日起將低於下限

以下，依石門水庫運用要點規定，屆時家用及工業用水將以管制量(每旬 1200 萬噸)
打 9 折供應，農業用水因農地活化政策及事逢整地插秧期，暫 9 折供應至 3 月 20
日，3 月下旬以計畫量打 75 折供應。 

03/15 

中水局於 102 年 3 月 15 日召開旱災緊急應變小組第一次會議：明德水庫農業用水自

4 月 1 日開始實施供 5 天停 3 天措施，庫容低於 700 萬噸時，供應農業由 3 月 15 萬

CMD，4 月以後降為 10 萬 CMD 管控；臺中地區農用用水調配如下：因應插秧需求

至 3 月底大甲溪灌區以計畫用水量 70%管控，4 月開始減為 60%供水。鯉魚潭水庫

以 3 月下旬 5.0cms,4 月 4.8cms、5 月 5.5cms 方式供水大安溪下灌區；彰雲投農用用

水調配如下：集集攔河堰 3 月中開始採總量 30cm 供水，各標的供水依「總量管制原

則調配因應辦理。 
南水局於 102 年 3 月 15 日召開「南部地區 102 年各標的供水情勢評估第 3 次會議：

請臺南、高雄市政府及台水公司積極整備轄內抗旱井，並請台水公司針對臨時供水

站、水車等，預為規劃因應。 

03/18 

北水局於 102 年 3 月 18 日召開 102 年度水源調度協調第 3 次會議 
（臺北、板新、桃園及新竹地區）：石門水庫 3 月 18 日上午 7 時水位高程 231.07 公

尺，有效蓄水量為 1 億 654 萬噸(蓄水率 51.14%)，石門水庫水位低於下限，自 3 月

21 日起家用及工業用水原則以管制量(每旬 1200 萬噸)打 9 折供應，此外，農業灌溉

已過整田插秧期，原則以計畫量打 75 折供應。 
03/22 經濟部成立「旱災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 

03/25 
北水局於 102 年 3 月 25 日召開 102 年度水源調度協調第 4 次會議 
（臺北、板新、桃園及新竹地區）：目前桃園及石門灌區已陸續完成插秧，自 4 月



 
 

726 

日期 事項 
1 日起採以計畫量打 6 折減供，請桃園及石門水利會加強灌溉管理或實施分區輪灌

機制，並加強圳路巡守，亦請確實管控運用埤塘水源。 
 
南水局於 102 年 3 月 25 日召開「南部地區 102 年各標的供水情勢評估第 4 次會議：

雖嘉義地區目前蓄水狀況尚可，惟地區水情燈號已轉為稍緊之綠燈，故水庫出水仍

以 12.5 萬 CMD 控管。若有降雨或八掌溪有流量時，仍請水公司與嘉南農田水利會

連繫增加水庫引水量。 

03/27 

經濟部於 102 年 3 月 27 日召開「102 年旱災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第 1 次會議：

由於數月無有效降雨，部份地區農作物因水源不足或灌溉困難，已漸傳出因缺水而

有旱災災損狀況，建請農委會會同地方政府掌握情況，並依規定或循例給予救助或

補助；另農田水利會建議因執行 102 年一期稻作實施救旱辦理非常灌溉工作支出經

費，建請農委會依規定辦理。 

04/22 

南水局於 102 年 4 月 22 日召開「南部地區 102 年各標的供水情勢評估第 6 次會議：

高雄地區主要水源高屏溪川目前流量雖達 30CMS，高雄地區自 3 月 22 日起實施第

一階段（夜間減壓）限水措施，因考量上、下游各地水利會正值高用水結穗期，需

水量甚大，另距離梅雨來臨尚有 1 個月以上時間，且河川流量變化性大，仍維持第

1 階段限水措施。 

04/25 

經濟部於 102 年 4 月 25 日召開「102 年旱災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第 3 次會議：

石門水庫水位由 4 月 10 日標高 230.26 公尺至 4 月 25 日上升到 236 公尺，高於下限

水位近 10 公尺，故 1 期稻作原則可供灌完成。但為降低民眾不便並考量氣候不確定

性仍需保守因應，石門供水區燈號自 4 月 26 日起由一階限水的黃燈調整為水情稍緊

之綠燈，並請持續實施水庫民生及工業用水總量管制供水及農業用水打折措施，以

因應 6 月稻作抽穗期大量用水及 2 期稻作用水需求；南部地區仁義潭及曾文水庫蓄

水量仍屬偏少，水情燈號暫不調整，請持續加強節水及減少灌溉水量，以利完成１

期稻作供灌，並做 2 期稻作供灌準備。另高屏溪流量變化大，直接受降雨情形影響，

但仍請滾動檢討水情狀況。 

05/08 

南水局於 102 年 5 月 8 日召開「南部地區 102 年各標的供水情勢評估第 7 次會議：

高雄地區因考量主要水源高屏溪上下游灌區已陸續結穗灌溉完成，且目前河川流量

穩定，建議解除原自 3 月 22 日起實施第 1 階段限水（夜間減壓）措施，水情燈號由

黃燈調整為綠燈（水情稍緊）。 
05/09 水利署撤除「經濟部水利署旱災緊急應變小組。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自經濟部統計年報(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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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我國歷年農地面積與都市計畫面積 

表附-10 西元 2001 至 2005 年都市計畫農業區面積彙整一覽表 
單位:公頃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全台總面積 101,062.78  102,473.30  102,188.88  101,013.36  100,220.06  
新北市   6,420.63    6,419.85    6,421.39   6,124.86   6,124.86  
臺北市 655.64  651.59  651.59  651.59  651.50  
桃園市 8,167.56  8,277.22  8,276.26  8,249.82  8,244.66  
臺中市 14,085.02  13,762.58  13,461.15  13,439.39  13,448.27  
臺南市 16,220.57  17,798.29  17,814.46  17,765.50  17,687.66  
高雄市 9,867.32  9,862.97  9,834.93  9,616.08  9,500.23  
宜蘭縣 2,748.87  2,708.54  2,681.48  2,618.45  2,614.95  
新竹縣 1,111.51  1,052.18  1,303.25  1,303.25  1,300.56  
苗栗縣 2,383.39  2,392.51  2,376.94  2,373.44  2,373.44  
彰化縣 5,720.73  5,684.57  5,682.49  5,660.31  5,655.33  
南投縣 3,148.86  3,145.80  3,062.72  3,075.58  3,062.10  
雲林縣 4,653.98  4,653.98  4,604.15  4,551.38  4,527.41  
嘉義縣 5,593.12  5,802.64  5,796.87  5,778.64  5,730.06  
屏東縣 5,433.90  5,433.90  5,415.71  5,250.63  5,228.46  
臺東縣 2,654.97  2,633.27  2,626.53  2,592.63  2,597.81  
花蓮縣 4,333.40  4,333.40  4,333.40  4,348.33  4,351.93  
澎湖縣 163.93  163.93  150.59  150.59  151.98  
基隆市 23.52  23.52  23.52  23.52  23.52  
新竹市 878.59  878.59  878.59  878.59  579.56  

嘉義市 1,801.70  1,801.70  1,801.70  1,867.16  1,867.16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自內政部統計年報(2001-2005)。 

表附-11 西元 2006 至 2010 都市計畫農業區面積彙整一覽表 
單位:公頃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全台總面積 99,984.79 99,679.57 99,591.32 99,833.18 99,089.95 

新北市 6,124.86 6,124.86 6,124.86 6,398.65 6,088.24 
臺北市 651.50 650.60 606.85 531.00 530.67 
桃園市 8,244.66 8,244.66 8,241.06 8,128.87 8,122.49 
臺中市 13,356.70 13,346.00 13,356.19 13,406.18 13,518.55 
臺南市 17,174.24 17,048.07 17,043.79 16,954.54 16,616.09 
高雄市 9,572.13 9,537.23 9,518.88 9,426.94 9,403.49 
宜蘭縣 2,601.14 2,562.40 2,571.23 2,571.12 2,559.63 
新竹縣 1,289.56 1,237.90 1,186.96 1,186.96 1,073.95 
苗栗縣 2,373.16 2,352.12 2,347.17 2,519.53 2,485.40 
彰化縣 5,650.22 5,649.07 5,654.41 5,650.12 5,647.65 
南投縣 3,042.94 3,042.94 3,071.80 3,057.82 3,04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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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雲林縣 4,520.55 4,516.10 4,486.72 4,522.69 4,518.41 
嘉義縣 5,730.06 5,491.35 5,491.35 5,631.82 5,631.82 
屏東縣 5,234.03 5,234.40 5,254.07 5,249.27 5,249.04 
臺東縣 2,597.81 2,597.88 2,598.19 2,598.19 2,598.19 
花蓮縣 4,351.93 4,351.93 4,351.93 4,357.94 4,357.94 
澎湖縣 149.96 149.96 147.22 147.88 147.88 
基隆市 23.52 23.52 23.52 23.52 23.52 
新竹市 578.73 578.19 578.19 550.66 549.74 
嘉義市 1,867.16 1,867.16 1,867.16 1,867.16 1,867.16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自內政部統計年報(2006-2010)。 

表附-12 西元 2011 至 2015 都市計畫農業區面積彙整一覽表 
單位:公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全台總面積  99,061.97   98,706.46   98,663.37   99,957.06  100,875.34  

新北市  6,088.21   5,846.06   5,846.06   5,846.92   5,837.97  
臺北市  530.67   530.67   530.67   530.67   529.00  
桃園市  8,122.49   8,119.19   8,034.51   8,037.56   8,039.53  
臺中市  13,518.55   13,518.56   13,535.94   15,641.13   15,625.05  
臺南市  16,705.48   16,717.72   16,655.71   16,299.08   16,305.94  
高雄市  9,350.14   9,342.97   9,328.21   9,218.75   9,227.49  
宜蘭縣  2,562.70   2,549.87   2,542.44   2,538.47   2,538.47  
新竹縣  1,033.83   1,033.83   1,032.26   1,032.26   1,035.59  
苗栗縣  2,463.67   2,464.23   2,466.37   2,461.53   2,464.46  
彰化縣  5,646.94   5,643.54   5,661.86   5,659.11   5,625.66  
南投縣  3,050.41   3,047.09   3,047.99   3,050.21   3,064.50  
雲林縣  4,515.12   4,514.62   4,507.93   4,507.93   4,547.78  
嘉義縣  5,627.26   5,549.45   5,549.45   5,904.18   5,903.50  
屏東縣  5,233.30   5,231.94   5,230.97   5,230.97   5,230.97  
臺東縣  2,598.19   2,598.19   2,596.06   1,897.53   2,439.68  
花蓮縣  4,356.27   4,341.08   4,341.08   4,349.95   4,349.95  
澎湖縣  165.97   165.98   165.98   165.98   166.00  
基隆市  23.52   23.52   20.25   20.25   20.25  
新竹市  549.74   548.46   548.46   543.41   543.27  
嘉義市  1,867.16   1,867.16   1,867.16   1,867.16   2,179.32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自內政部統計年報(2011-2015) 

表附-13 西元 2001 至 2005 都市計畫區面積彙整一覽表 
單位:公頃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全台總面積 447,154.00 468,559.00 4,68496.00 4,69621.00 4,70124.00 

新北市 120,646.00 120,924.00 120,948.00 120,987.00 120,987.00 
臺北市 2,718.00 2,718.00 2,718.00 2,718.00 2,718.00 
桃園市 32,260.00 32,237.00 32,255.00 32,290.00 32,290.00 
臺中市 49,218.00 49,857.00 49,297.00 49,501.00 49,501.00 
臺南市 49,758.00 51,908.00 51,908.00 52,261.00 52,258.00 
高雄市 40,883.00 41,365.00 41,365.00 41,363.00 41,448.00 
宜蘭縣 7,635.00 7,635.00 7,645.00 7,638.00 7,638.00 
新竹縣 5,141.00 5,141.00 5,363.00 5,363.00 5,3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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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6,988.00 7,031.00 6,985.00 6,985.00 6,985.00 
彰化縣 12,767.00 12,762.00 12,757.00 12,789.00 12,789.00 
南投縣 12,878.00 12,878.00 12,876.00 13,095.00 12,928.00 
雲林縣 9,358.00 9,358.00 9,358.00 9,780.00 9,780.00 
嘉義縣 16,477.00 16,483.00 16,515.00 16,505.00 16,462.00 
屏東縣 16,729.00 16,729.00 16,713.00 16,516.00 16,515.00 
臺東縣 8,787.00 8,779.00 8,795.00 8,792.00 8,796.00 
花蓮縣 12,346.00 12,346.00 12,346.00 12,331.00 12,331.00 
澎湖縣 1,059.00 1,059.00 1,048.00 1,048.00 1,048.00 
基隆市 7,147.00 7,147.00 7,147.00 7,171.00 7,474.00 
新竹市 4,636.00 4,636.00 4,636.00 4,470.00 4,456.00 
嘉義市 5,261.00 5,261.00 5,261.00 5,458.00 5,458.00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自內政部統計年報(2001-2005)。 

表附-14 西元 2006 至 2010 都市計畫區面積彙整一覽表 
單位:公頃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全台總面積 470,113.00 470,355.00 470,667.00 475,112.00 475,026.00 
新北市 120,987.00 120,987.00 120,987.00 120,987.00 124,897.00 
臺北市 2,718.00 2,718.00 2,718.00 2,718.00 2,718.00 
桃園市 32,290.00 32,326.00 32,326.00 32,331.00 32,442.00 
臺中市 50,100.00 50,100.00 50,100.00 50,107.00 49,971.00 
臺南市 51,582.00 51,594.00 51,594.00 51,620.00 51,621.00 
高雄市 41,534.00 41,643.00 41,643.00 41,643.00 41,723.00 
宜蘭縣 7,638.00 7,640.00 7,640.00 7,640.00 7,640.00 
新竹縣 5,360.00 5,422.00 5,422.00 5,419.00 5,419.00 
苗栗縣 6,985.00 6,985.00 6,985.00 6,988.00 7,418.00 
彰化縣 12,789.00 12,792.00 12,792.00 13,076.00 13,074.00 
南投縣 12,643.00 12,643.00 12,643.00 12,643.00 12,651.00 
雲林縣 9,769.00 9,777.00 9,777.00 9,792.00 9,783.00 
嘉義縣 16,462.00 16,462.00 16,462.00 16,462.00 16,462.00 
屏東縣 16,516.00 16,516.00 11,689.00 16,516.00 16,516.00 
臺東縣 8,796.00 8,796.00 8,796.00 8,782.00 8,782.00 
花蓮縣 12,331.00 12,331.00 12,331.00 12,331.00 12,331.00 
澎湖縣 1,048.00 1,048.00 1,048.00 1,048.00 1,048.00 
基隆市 7,475.00 7,473.00 7,473.00 7,473.00 7,473.00 
新竹市 4,442.00 4,442.00 4,442.00 4,442.00 4,489.00 
嘉義市 5,458.00 5,458.00 5,458.00 5,458.00 5,458.00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自內政部統計年報(2006-2010)。 

表附-15 西元 2011 至 2015 都市計畫區面積彙整一覽表 
單位:公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全台總面積 475,914.00 475,987.00 476,647.00 481,543.00 462,812.00 
新北市 124,894.00 124,624.00 124,627.00 124,627.00 124,704.00 
臺北市 2,718.00 2,718.00 2,718.00 2,718.00 2,718.00 
桃園市 32,443.00 32,445.00 32,437.00 32,368.00 32,371.00 
臺中市 49,704.00 49,705.00 49,705.00 50,287.00 53,710.00 
臺南市 52,035.00 52,571.00 52,428.00 52,188.00 52,5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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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41,726.00 41,726.00 41,858.00 41,858.00 41,719.00 
宜蘭縣 7,645.00 7,645.00 7,661.00 7,657.00 7,657.00 
新竹縣 5,430.00 5,429.00 5,429.00 5,429.00 5,429.00 
苗栗縣 7,570.00 7,573.00 7,854.00 7,737.00 7,734.00 
彰化縣 13,071.00 13,282.00 13,296.00 13,275.00 13,275.00 
南投縣 12,651.00 12,651.00 12,647.00 12,652.00 12,652.00 
雲林縣 9,783.00 9,779.00 9,780.00 9,780.00 9,780.00 
嘉義縣 16,469.00 16,469.00 16,339.00 16,339.00 18,121.00 
屏東縣 16,516.00 16,519.00 16,518.00 16,517.00 16,517.00 
臺東縣 8,782.00 8,782.00 8,782.00 8,991.00 8,547.00 
花蓮縣 12,331.00 12,331.00 12,319.00 12,319.00 12,342.00 
澎湖縣 1,048.00 1,054.00 1,053.00 1,053.00 1,060.00 
基隆市 7,473.00 7,473.00 7,473.00 7,406.00 7,406.00 
新竹市 4,490.00 4,490.00 4,542.00 4,542.00 4,636.00 
嘉義市 5,458.00 5,458.00 5,458.00 5,458.00 5,458.00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自內政部統計年報(201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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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農地轉用之相關獎勵與處罰 

表附-16 農地管理之獎勵規定整理表 
法令名稱 條號 條文規定內容概要 
農業發展條

例 
§18 主管機關對以集村方式興建農舍者應予獎勵，並提供必要之協助；其獎

勵及協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5 農產專業區內政府指定興建之公共設施，得酌予補助或協助貸款。 
§26 農民自願結合共同從事農業經營，符合一定條件者，得組織農業產銷班

經營之；主管機關並得依其營運狀況予以輔導、獎勵、補助。 
§30 主管機關應獎勵輔導家庭農場，擴大經營規模；並籌撥資金，協助貸款

或補助。 
§42 農業學校畢業青年，購買耕地直接從事農業生產所需之資金，由主管機

關協助辦理二十年貸款。 
§55 為確保農業生產資源之永續利用，並紓解國內農業受進口農產品之衝

擊，主管機關應對農業用地做為休耕、造林等綠色生態行為予以獎勵。 
§57 為協助農民取得農業經營所需資金，政府應建立農業信用保證制度，並

予獎勵或補助。 
集村興建農

舍獎勵及協

助辦法 

§5 集村興建農舍之農民得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補助興建道路、排水、路

燈及其他必要之公共設施；其用地應由申請人無償提供使用。 
前項公共設施之申請補助程序及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6 集村興建農舍符合下列各款者，每戶給予補助款新台幣二十萬元： 
1.建築物屋頂按其建築面積至少百分之五十以上設置瓦式或仿瓦式斜

屋頂，其斜屋頂之坡度以不小於一比四為原則。 
2.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六六平方公尺。前項集村興建農舍之建

築物採用主管機關提供之農舍（宅） 
標準圖者，每戶另補助新台幣伍萬元。 

山坡地保育

利用條例 
 

§33 
 

處理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之查報與取締工作，確有績效者，及違規使用

山坡地經處罰有案者之舉發人，由主管機關給與獎金。 
前項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水土保持法 
 

§31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酌予補助或救濟：1.實施水土保持之處

理與維護，增進公共安全而蒙受損失者。2.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

交換土地或遷移而蒙受損失者。3.因實施第二十六條緊急水土保持之處

理與維護而傷亡者。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農業發展條例、集村興建農舍獎勵及協助辦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及山

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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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17 農業發展條例有關農地使用之稅賦優惠規定表 
條號 條文規定內容 
§37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與自然人時，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作農業使用之耕地依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規定移轉與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

及農業試驗研究機構時，其符合產業發展需要、一定規模或其他條件，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前二項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

土地承受人於其具有土地所有權之期間內，曾經有關機關查獲該土地未作農業使用

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恢復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已恢復作

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於再移轉時應課徵土地增值稅。 
前項所定土地承受人有未作農業使用之情事，於配偶間相互贈與之情形，應合併計

算。 
§38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由繼承人或受遺贈人承受者，其土地及地

上農作物之價值，免徵遺產稅，並自承受之年起，免徵田賦十年。承受人自承受之

日起五年內，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恢復作農業使

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應

追繳應納稅賦。但如因該承受人死亡、該承受土地被徵收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用地

者，不在此限。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贈與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繼承人

者，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之價值，免徵贈與稅，並自受贈之年起，免徵田賦十年。

受贈人自受贈之日起五年內，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

內恢復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令期限內已恢復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

使用情事者，應追繳應納稅賦。但如因該受贈人死亡、該受贈土地被徵收或依法變

更為非農業用地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繼承人有數人，協議由一人繼承土地而需以現金補償其他繼承人者，由主管

機關協助辦理二十年土地貸款。 
§40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經核准不課徵土地增值稅或免徵遺產稅、贈與稅、田賦者，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定期檢查或抽查，並予列管；如有第三

十七條或第三十八條未依法作農業使用之情事者，除依本條例有關規定課徵或追繳

應納稅賦外，並依第六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理。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農業發展條例整理 

表附-18 農業發展條例中農業用地違規使用稽查及罰則規定表 
條號 條文規定內容 
§31 耕地之使用及違規處罰，應依據區域計畫法相關法令規定；其所有 

權之移轉登記依據土地法及民法之規定辦理。 
§32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農業用地之違規使用，應加強稽查及取締；並得併同依土

地相關法規成立之違規聯合取締小組辦理。為加強農業用地違規使用之稽查，中央

主管機關得訂定農業用地違規使用檢舉獎勵辦法。 
§69 農業用地違反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應依區域計畫法或都

市計畫法規定處理。 
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依本條例許可承受之耕地，違反第三

十六條規定，擅自變更使用者，除依前項規定辦理外，對該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

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之負責人，並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70 未經許可擅自設置休閒農場經營休閒農業者，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按次分別處罰。 
§71 休閒農場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變更用途或變更經營計畫者，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按次分別處罰；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其許可登記證。 
§72 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違反第三十五條之規定，未經核准擅

自變更經營利用計畫或將耕地閒置不用者，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之罰

鍰並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者，按次分別處罰。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農業發展條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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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19 區域計畫法中農業用地違規使用稽查及罰則規定表 
條號 條文規定內容 
§21 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之管制使用土地者，由該管直轄市、縣（市） 

政府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變更使 
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其地上物恢復原狀。 
前項情形經限期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地上物恢復原狀而不遵 
從者，得按次處罰，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 
他恢復原狀之措施，其費用由土地或地上物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 
人負擔。 
前二項罰鍰，經限期繳納逾期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22 違反前條規定不依期限變更土地使用或拆除建築物恢復土地原狀 
者，除依行政執行法辦理外，並得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區域計畫法整理 

表附-20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農業用地違規稽查及罰則內容表 
條號 條文規定內容 
§5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及使用地編定後，由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管制其使用，並由當地鄉（鎮、市、區）公所隨時檢查，其有 
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者，應即報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處理。 
鄉（鎮、市、區）公所辦理前項檢查，應指定人員負責辦理。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處理第一項違反土地使用管制之案件，應 
成立聯合取締小組定期查處。 
前項直轄市或縣（市）聯合取締小組得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期檢 
查是否依原核定計畫使用。 

§55 違反本規則規定同時違反其他特別法令規定者，由各該法令主管 
機關會同地政機關處理。 

§31.5 
§33.3 

工業主管機關應依第五十四條檢查是否依原核定計畫使用；如有違反使用，經工業

主管機關廢止其事業計畫之核定者，直轄市或縣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整理 

表附-21 山坡地之違規使用之處理規定表 
法令名稱 條號 條文規定內容概要 
山坡地保

育利用條

例 

§15-1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參照行政區域或保育利用管理之需要，劃

定巡查區，負責查報、制止及取締山坡地違規使用行為。 
§34 違反第十條規定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六十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五

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八十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致釀成災害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

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未遂犯罰之。 
犯本條之罪者，其墾殖物、工作物、施工材料及所使用之機具沒收之。 

§35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1.依法應

擬具水土保持計畫而未擬具，或水土保持計畫未經核 
定而擅自實施，或未依核定之水土保持計畫實施者。2.違反第二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未在期限內改正者。 
前項各款情形之一，經限期改正而不改正，或未依改正事項改正者，得

按次分別處罰，至改正為止；並得令其停工，沒入其設施及所使用之機

具，強制拆除並清除其工作物；所需費用，由經營人、使用人或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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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名稱 條號 條文規定內容概要 
負擔。 
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致生水土流失、毀損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設施或

釀成災害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六十萬元以

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

幣八十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台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35-1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

行業務犯第三十四條或第三十五條第三項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

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水土保持

法 
§22 山坡地超限利用者，或從事農、林、漁、牧業，未依第十條規定使用土地

或未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者，由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限期改正；屆期不改

正或實施不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者，得通知有關機關依下列規定處理： 
1.租、放領或登記耕作權之土地屬於公有者，終止或撤銷其承租、承領或

耕作權，收回土地，另行處理；其為放領地者，所已繳之地價予以沒入。 
2.借用、撥用之土地屬於公有者，由原所有或管理機關收回。 
3.土地為私有者，停止其開發。前項各款之地上物，由經營人、使用人或

所有人依限收割或處 
理；屆期不為者，主管機關得會同土地管理機關逕行清除。其屬國、公

有林地之放租者，並依森林法有關規定辦理。 
§32 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或國、公有林區或他人私有林區內未經同意擅自墾

殖、占用或從事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開發、經營或使用，致

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但其情節輕微，顯可憫

恕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前項情形致釀成災害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五

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八十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致釀成災害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未遂犯罰之。 
犯本條之罰者，其墾殖物、工作物、施工材料及所使用之機具沒收之。 

§33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1.違反第八

條第一項規定未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或違

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未在規定期限 
內改正或實施仍不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者。2.違反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

規定之一，未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 
或未依核定計畫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者，或違反第二十三條規定，

未在規定期限內改正或實施仍不合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者。 
前項各款情形之一，經繼續限期改正而不改正者或實施仍不合水土保持

技術規範者，按次分別處罰，至改正為止，並令其停工，得沒入其設施

及所使用之機具，強制拆除及清除其工作物，所需費用，由經營人、使

用人或所有人負擔。 
第一項第二款情形，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因而

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八十萬元以

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六十

萬元以下罰金。 
§34 因執行業務犯第三十二條或第三十三條第三項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

處罰其行為人外，對僱用該行為人之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資料來源：本計畫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及水土保持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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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一號）交流道特定區計畫檢討原則與整體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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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整體發展策略－審查意見回覆表 

 
編

號 

頁

碼 
審查建議意見 辦理情形 

1 3 

針對特定區劃設功能，例如：發展型、帶動發展型、

輔助發展型或管制型計畫，若是引用邊泰明老師民國

81 年提出之研究結果，應標註出處。 

謹遵辦理，詳參 p.4。 

2 - 

1. 此項研究重點之一在於交流道特定區應維持國

道運輸機能，劉玉山委員過往曾經建議連結交

流道聯絡道的省道，或主要道路應降低住宅或

商業使用之強度，針對此構想是否可請規劃團

隊提出分區調整或土地使用管制等作為，並提

出若干策略或建議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通

檢時參考。 
2. 建議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之產業定位再深化探

討，如：需與直轄市、縣(市)政府產業發展政策

進行連結、作為產業儲備用地或持續維持管制

型計畫等，並進一步提出相關規劃構想。 

1. 謹遵辦理，詳參「伍、整

體規劃構想與策略」中「應

以維持國道運輸機能為各

特定區計畫的基本規劃前

提」之說明(p.48)。 

2. 謹遵辦理，詳參「伍、整

體規劃構想與策略」中有

關「各特定區計畫之產業

用地應視實際狀況維持或

檢討變更」之說明

(p.58-p.61) 

3 7 

1. 簡報第 7 頁中分析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之人口

達成率，係以最近一次通檢計畫人口與現況人

口相比較，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擬定時多

以管制型居多，歷次通盤檢討可能隨時空發展

變動，已進行部分調整，建議應與計畫擬定時

之計畫人口進行比較。 

2. 「交流道聯絡道運輸服務機能未如預期」課題

之對策中「儘量規劃交通旅次需求低之用地」，

建議進一步明確說明。 

1. 謹遵辦理，詳參 p.8 

2. 感謝委員建議，由於交流

道聯絡道周邊具有運輸便

捷之優勢，為維持交流道

聯絡道通暢之原則，本計

畫將調整說明為：「交流

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具交通

區位優勢，應視計畫型態

與實際需求，於通盤檢討

時擬定維持交流道至市區

之聯絡道通行順暢之規劃

內容，視情況劃設適宜之

產業用地、避免規劃高強

度之住宅或商業活動，且

應與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

之主要道路有所區隔」。 

4 22 

有關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之整體開發地區，過去常因

開發條件嚴苛以致現況閒置，而農地卻又出現許多違

規。過往也曾針對交流道附近道路進行交通流量服務

水準分析，部分交流道常因流量大而服務水準不佳，

針對上述列現況問題請提供成長管理策略供參考。 

謹遵辦理，相關成長管理策略

參見表附-13(p.55-p.56)。 

5 - 

未來 6 年間區域計畫仍有法定效力，建議針對區域計

畫對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之指導加以補充。102 年及 106

年 5 月底即將公告實施的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

案)，對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有具體明確的要求辦理

事項，建議應納入： 

1. 涉及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土地，應劃定為保

育相關分區。 

2.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應針對農地之發展定位加強

著墨，屬好農地或不好農地應進行完整的整

1. 謹遵辦理，詳參「伍、整

體規劃構想與策略」中有

關「各特定區計畫應依循

「修正全國區域計畫」之

指導」說明(p.48-p.52)。 

2. 針對農地分級及後續直轄

市、縣(市)政府通檢指導

策略部分，詳參 p.19-p.24

及「伍、整體規劃構想與

策略」中有關「各特定區

計畫應依循「修正全國區



ii 

編

號 

頁

碼 
審查建議意見 辦理情形 

理，並且針對不同等級的農業區，提出定位及

指導策略。位於都市計畫農業區的優良農地，

是否都要檢討變更?諸如此類問題請提出明確

意見。 

3. 既有工業區之指導策略，經濟部工業局與分署

目前已有共識，屬都會區範圍內之工業區原則

上不予變更，但區域計畫之指導下目前尚屬可

變更。 

4. 針對未登記工廠及物流等產業用地合法化之措

施，目前正計畫研擬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共同會商後提出建議，供直轄市、縣(市)政府通

檢時參考。 

5. 建議補充區域計畫的指導原則，並提出 17 處交

流道附近特定區中產業用地或農業用地等辦理

通盤檢討應注意事項，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辦

理通檢時參考。 

域計畫」之指導」說明

(p.48-p.52)。 

3. 感謝委員指導，已納入報

告 書 說 明 ， 詳 參 表 附

-12(p.50-p.52)。 

4. 感謝委員指導，已納入報

告 書 說 明 ， 詳 參 表 附

-12(p.50-p.52)。 

5. 謹 遵 辦 理 ， 詳 參 表 附

-12(p.50-p.52)。 

6 - 

1. 建議本研究成果應納入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報

告，提出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相關建議與指導。 

2. 有關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之分類方式，都會區中

心、都會區邊緣之判斷標準建議可再釐清，如：

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與高鐵特定區相鄰、彰

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與臺中市相鄰，是否屬於

都市發展邊緣?建議可再釐清。 

3.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與周邊都市計畫整併縫合之

可能性，應提出建議。 

4. 基本資料部分，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之貨

物轉運中心細部計畫，早在數十年前發布實

施，雖整體開發完成但已非原指定辦理之貨物

轉運中心。另外，斗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之

整體開發地區應已解除，建議再確認。 

1. 謹遵辦理，詳參國土空間

發展規劃報告第五章第四

節、第六章第二節之說

明。 

 

2.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已

調整相關分類方式，詳參

「貳、計畫概述」中有關

「計畫區位條件分析」之

說明，詳參 p.3。 

 

3. 謹遵辦理，詳參「伍、整

體規劃構想與策略」中「各

特定區計畫應視實際狀況

檢討與毗鄰都市計畫整併

的 必 要 性 」 之 說 明

(p.55-p.58)。 

4. 有關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

區計畫內之貨物轉運中

心，經查確已完成細部計

畫，其名稱亦尚為貨物轉

運中心。至於斗南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經詢該計畫

區承辦，該計畫區現正辦

理第 4 次通盤檢討作業，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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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碼 
審查建議意見 辦理情形 

整體開發地區將採市地重

劃方式辦理開發，惟全案

尚未發布實施，故本研究

尚以第 3 次通盤檢討結果

呈現。 

7 - 

1. 計畫類型分類方式建議再考慮。 

2. 有關論述方式，建議透過人口達成率、公共設

施開闢率、現有土地使用之違規使用(尤其農業

及工業)等，觀察是否可找出某種程度具關聯性

之問題，再進一步檢討 17 處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類型後，再予以提出成長管理策略指導，以強

化整體研究論述的前後鏈結度。 

1.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已

調整相關分類方式，詳參

「貳、計畫概述」中有關

「計畫區位條件分析」之

說明，詳參 p.3。 

2. 感謝委員指導，將依循此

原則調整報告書論述方

式。 

8 - 

1. 請納入上述與會意見補強研究內容。 

2. 目前研究係綜整 17 處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之課題

與對策，提出全國通案性的策略，建議仍應針

對各個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提出直轄市、縣

(市)政府可依循參考的檢討策略方向。 

3. 有關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的分類方式宜再斟酌。 

4. 建議可針對各計畫的機能進一步提出較具體的

指導： 

(1) 過往計畫擬定性質經過時間、空間之改變，特

定區之性質機能是否維持或予以調整，應提出

建議或指導。諸如運輸機能是否維持、農地違

規如何處理等，請補充更明確的操作方式。 

(2) 哪些物流與轉運相關分區需要保留，那些需要

檢討變更？ 

5. 針對氣候變遷議題，適度納入海綿都市概念提

出相關指導原則。 

1. 謹遵辦理。 

2. 謹遵辦理，詳參「伍、整

體規劃構想與策略」之說

明(p.48-p.61)。 

3.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已

調整相關分類方式，詳參

「貳、計畫概述」中有關

「計畫區位條件分析」之

說明，詳參 p.3。 

3. (1)過往計畫擬定性質隨

時間、空間改變後，為避

免調整性質造成浮濫開發

之可能，建議各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應考量實際需求

進行通盤檢討，不針對特

定區給予性質變動調整之

建議。 

(2) 謹 遵 辦 理 ， 請 參 見

「伍、整體規劃構想與策

略」中有關「各特定區計

畫之產業用地應視實際狀

況維持或檢討變更」之說

明(p.58-p.61)。 

4. 謹遵辦理，詳參 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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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緣起 

因應國土計畫法公告施行，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委託辦理「國土空間

發展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而「研提未來國道 1 號高速公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發展之定位與策略」列為工作項目之一。考量國道 1 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之空間尺度與其他辦理事項顯不相當，為維持該計畫論述空間尺度之一致性，

遂決議將此項工作以專題研究方式呈現。 

二、研究目的 

國道 1 號為我國陸路運輸南北往來之重要動脈，迄今國道 1 號沿線設有 75
處交流道，為維護與發揮交流道集散流通功能，避免交流道附近地區凌亂失序發

展，64 年至 70 年間陸續擬定中壢內壢、楊梅、新竹(新竹市、新竹縣)、苗栗、

頭份、豐原、王田、彰化、員林、斗南、嘉義(嘉義市、嘉義縣)、新營、麻豆、

永康、臺南、岡山、五甲、楠梓(鳳山厝部分)、楠梓(仁武部分)等 19 處高速公路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隨社會經濟環境變遷，部份地區產業及人口發展迅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 19 處與鄰近都市地區計畫之關係也逐漸產生變化，部分高速公路交流道附近

地區已位居各地方中心地理位置，肩負重要交通運輸功能，是否仍應維持原管制

型計畫性質，抑或應配合與周邊都市計畫區進行整體規劃與發展調整等相關議題，

實有深入探討之必要 。 

爰此，本研究的目的即在於指認並擬定高速公路國道 1 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之相關課題及策略，以作為後續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參考。 

三、研究範圍 

上述 19 處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中，已若干或全部整併至其他鄰近都市計

畫者計有 3 處，分別為新竹(新竹縣部分)、五甲、楠梓(仁武部分)等交流道附近

特定區。3 處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之變遷過程說明如下： 

(一) 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高速公路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係於民國67年2月公告實施，

民國 73 年 11 月、84 年 6 月分別發布實施第一次及第二次通盤檢討，並於

辦理第二次通盤檢討時，經臺灣省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以新竹縣市轄區

為範圍，將該計畫分別併入新竹縣竹東(二重、三重地區)都市計畫及新竹市

都市計畫，並經內政部民國 87 年 10 月 19 日台(87)內營字第 8708458 號函

同意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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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竹縣 

配合前述都市計畫整併函示，新竹縣政府將新竹縣轄部分於辦理竹

東(二三重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時將原高速公路新竹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屬於竹東鎮轄土地納入一併辦理檢討，計畫名稱變更為

「竹東(頭重、二重、三重)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合併高速公路新

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新竹縣轄部分)」。即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新竹縣部分)整併至一般都市計畫區內，此範圍之特定區計畫屬「消

滅」。 

2. 新竹市 

配合前述都市計畫整併函示，並配合都市計畫法第 15 條及第 22
條有關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應分別擬定之政策方向，及因應已發展區及

整體開發區之發展需求與管制，新竹市政府已分別於 96 年 1 月 25 日及

96 年 12 月 28 日將前開計畫中已發展區及刻正辦理自辦市地重劃地區

所屬細部計畫內容於主要計畫中刪除，並另行擬定「高速公路新竹交流

道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新竹市部分)(已發展區)細部計畫」及「高速公

路新竹交流道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新竹市部分)(光埔及關長重劃區部

分)細部計畫」發布實施在案。 

統整而言，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現僅存新竹市轄之部分。 

(二) 楠梓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仁武部分) 

楠梓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仁武部分)於民國 66 年發布實施，而內政

部於 97 年 9 月 3 日內授營字第 0970142645 號函同意楠梓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仁武部分)併入「澄清湖特定區計畫」一併辦理檢討，並於 103 年 9 月

公告實施。經詢此計畫併入澄清湖特定區計畫檢討後，僅於土管中另列獨立

規定，目前尚無另辦細部計畫的打算，因此此特定區計畫已「消滅」。 

(三) 五甲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五甲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於 68 年發布主要計畫，至 75 年 1 月發布實

施之「擴大及變更高雄市港墘、小港、五甲、二苓及大林蒲地區主要計畫(通
盤檢討)」，則將五甲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高雄市部分)合併至高

雄市主要計畫中，81 年擬定及變更五甲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

最後一次通檢為 98 年 11 月。 

至於原「高速公路五甲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臺灣省部份)」則依內政

部 86 年 8 月 15 日(八六)台內營字 8606307 號函，臺灣省政府 86 年 8 月 2
日八六府建四字第 164260 號函暨高雄縣政府 86 年 4 月 22 日八六府建四字

第 65700 號函，同意將高速公路五甲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臺灣省部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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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至鳳山市都市計畫中，並一併辦理第二次通盤檢討作業，其通盤檢討作業

於民國 93 年完成。 

由於楠梓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仁武部分)及高速公路五甲交流道附近特

定區計畫已全部檢討整併至其他鄰近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下，已非原定主細合一之

特定區計畫，建議本研究應予排除。另外，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則僅存新

竹市轄部分。 

綜括而言，本研究討論之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共包含中壢內壢、楊梅、新竹(新
竹市轄部分)、苗栗、頭份、豐原、王田、彰化、員林、斗南、嘉義、新營、麻

豆、永康、臺南、岡山、楠梓(鳳山厝部分)等 17 處。 

貳、計畫概述 

區位條件為影響地區發展的重要關鍵因素，區位良好的地區，往往易受周邊

地區的吸引力而自然迅速發展；反之，區位條件欠佳的地區，即使設定積極發展

的計畫目標，往往無法順利達成。以下概述 17 處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之空間

區位、計畫內容以及劃設功能，作為進一步分析的基礎，詳參圖附-1 及表附-1、
表附-2。 

一、計畫區位條件分析 

本研究論及之 17 處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依據國土區域空間分布之分類，位

於北部區域者共 3 處、中部區域者 7 處、南部區域者 7 處。 

若進一步依據《修正全國區域計畫》所界定的都市階層，可將 17 處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之區位概分為位於主要核心、次要核心、地方核心及一般市鎮等 4
個層級；再依據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與其他都市計畫區接壤之關係，區分為被其

他都市計畫區包圍及未被其他都市計畫區包圍二類。 

依據上述二區位因素分析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之區位條件如下： 

(一) 位於主要核心者 

1. 被其他都市計畫包圍：中壢內壢、豐原、永康、臺南等交流道附近特

定區。 

2. 未被其他都市計畫包圍：楊梅、王田、新營、麻豆、岡山、楠梓等交

流道附近特定區。 

(二) 位於次要核心者 

1. 被其他都市計畫包圍：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2. 未被其他都市計畫包圍：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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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位於地方核心者 

1. 被其他都市計畫包圍：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2. 未被其他都市計畫包圍：苗栗、員林、嘉義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四) 位於一般市鎮者 

1. 被其他都市計畫包圍：無。 

2. 未被其他都市計畫包圍：頭份、斗南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二、計畫內容概述 

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約在民國 6、70 年間陸續擬定並發布實施，迄今各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辦理並發布實施在案之通盤檢討次數約在 1~4 次不等。 

觀察各計畫內容之土地使用分區部分，大致以非都市發展地區占比較高，包

含中壢內壢、楊梅、苗栗、豐原、彰化、員林、斗南、嘉義、新營、麻豆、岡山

及楠梓(鳳山厝部分)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皆屬此類，其非都市發展地區面積約占

總面積 6 成以上；頭份、王田、臺南等 3 處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則屬都市/非都市

發展面積概略持平者，分別各占 5 成左右；至於都市發展地區占比較高者，包含

新竹、永康等 2 處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其都市發展地區占比分別為 78.47%及

71.56%，約占 7~8 成。進一步觀察非都市發展地區之占比，則大致以農業區占

比最高。 

三、計畫劃設功能分析 

依據邊泰明(民國 81 年)之研究，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依其擬定功能之不

同，可區分為「發展型」、「帶動發展型」、「補助發展型」、「管制型」等 4 類。各

類型之特徵與判定依據說明如下： 

(一) 發展型：以提供足夠之都市發展用地為目的，都市功能上較具完備。 

(二) 帶動發展型：通常與鄰近都市發展區相鄰，藉由該特定區之擬定，設置

工業區以吸引產業及人口帶動附近地區之發展。 

(三) 補助發展型：以彌補鄰近都市地區發展所欠缺或不足的設施用地為目的，

其提供設施常見以貨物轉運中心及工業用地為主。 

(四) 管制型：以維持現有土地使用功能為主，土地使用的管制與有效的執行

是該類型計畫強調之重點。 

而鄭明書、林享博(民國 100 年)沿用上述分類方式，指出各計畫所屬之功能

類型：屬發展型包含新竹、新營、永康、臺南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屬帶動發展

型包含中壢內壢、楊梅、麻豆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屬補助發展型，包含頭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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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至於管制型則包含豐原、王田、員林、斗南、嘉義、

岡山、楠梓(鳳山厝部分)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隨著時空變遷，實際發展受到現實因素牽動而逐漸脫離規劃原意，計畫擬定

之初所設定的目的與功能均面臨程度不一的挑戰，有重新審視的必要。 

 
圖附-1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空間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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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1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計畫內容及歷程一覽表(補) 

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

計畫 

計畫 
面積 

(公頃) 

使用分區面積(公頃) 
計畫

擬定

年期 

最近公告實施 
通盤檢討 

(公告實施日期) 

都市發展地區 非都市發展地區 

計 住宅

區 
商業

區 
工業

區 
特定 

專用區 其他 計 農業區 

中壢內壢 2,270.70 507.54 56.19 - 107.34 20.27 32.60 1,763.16 1,762.66 64 第三次通盤檢討 
(95/06/23) 

楊梅 583.05 68.81 18.67 - 26.38 - 2.45 514.24 428.14 64 第二次通盤檢討 
(79/06/22) 

新竹 327.10 256.68 86.58 14.99 3.72 41.28 - 70.42 66.08 67 
第一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 
(103/4/22) 

頭份 547.53 262.58 34.59 2.76 21.75 133.90 - 284.95 284.29 67 
第四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 
(102/3/21) 

苗栗 592.53 118.66 24.21 - 26.08 0.35 8.32 473.87 331.42 66 第三次通盤檢討 
(98/11/06) 

豐原 2,244.41 619.06 239.77 6.42 142.31 0.99 3.95 1,625.35 1,617.77 67 
第三次通盤檢討 

(第二階段) 
(104/06/30) 

王田 1,286.90 641.01 169.02 33.39 108.55 61.98 0.28 645.89 624.65 67 
第三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 
(104/04/17) 

彰化 1,967.58 496.79 162.45 1.45 143.49 0.66 15.59 1,470.79 1,422.04 66 

第三次通盤檢討

暨計畫圖重製 
(第一階段) 
(104/11/05) 

員林 938.83 169.96 74.89 - 15.98 1.87 - 768.87 768.87 66 第三次通盤檢討 
(93/07/23) 

斗南 1,367.00 338.39 97.63 1.87 69.95 0.90 12.04 1,028.61 903.55 66 第三次通盤檢討 
(92/08/25) 

嘉義 2,465.46 702.47 226.45 5.16 156.12 41.21 15.88 1,762.99 1,578.76 66 第二次通盤檢討 
(92/03/24) 

新營 1,089.77 338.01 65.81 2.99 117.89 16.20 0.12 751.76 646.56 66 
第三次通盤檢討 

(第二階段) 
(99/12/21) 

麻豆 1,748.37 716.73 245.40 12.34 212.88 6.50 12.96 1,031.64 1,031.64 66 
第三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 
(93/08/29) 

永康 3,544.60 2,536.5
2 812.80 34.91 823.38 58.16 2.12 1,008.08 938.37 67 第三次通盤檢討 

(97/02/04) 

臺南 760.15 339.83 101.04 4.69 114.29 0.33 - 420.32 407.77 64 第二次通盤檢討 
(92/08/08) 

岡山 694.92 194.12 45.36 1.89 77.74 - 1.57 500.80 485.92 64 
第三次通盤檢討 

(第二階段) 
(105/05/27) 

楠梓 
(鳳山厝) 

575.58 219.69 64.44 5.23 60.29 - - 355.89 354.63 64 第三次通盤檢討 
(104/12/12) 

資料來源：營建統計年報，內政部營建署，1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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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2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區位及功能綜整表 

區域 
範圍 

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

計畫 
相鄰都市計畫區 區位條件 劃設功能 1 

北部 
區域 

中壢內壢 桃園高鐵車站特定區、南崁都市計畫、

蘆竹都市計畫 
主要核心 
(被包圍) 帶動發展型 

楊梅 楊梅都市計畫 主要核心 
(未被包圍) 帶動發展型 

北部 
區域 新竹 新竹都市計畫、新竹科學園特定區計

畫、竹東都市計畫 
次要核心 
(被包圍) 發展型 

中部 
區域 

頭份 竹南頭份都市計畫 一般市鎮 
(未被包圍) 補助發展型 

苗栗 苗栗都市計畫、公館都市計畫 地方核心 
(未被包圍) 補助發展型 

豐原 豐原都市計畫、大雅都市計畫、神岡都

市計畫 
主要核心 
(被包圍) 管制型 

王田 臺中市都市計畫、烏日都市計畫 主要核心 
(未被包圍) 管制型 

彰化 彰化都市計畫、秀水都市計畫 地方核心 
(被包圍) 管制型 

員林 溪湖都市計畫、埔心都市計畫 地方核心 
(未被包圍) 管制型 

斗南 斗南都市計畫、虎尾都市計畫 一般市鎮 
(未被包圍) 管制型 

南部 
區域 

嘉義 嘉義市都市計畫 次要核心 
(未被包圍) 管制型 

新營 新營都市計畫、柳營都市計畫、鹽水都

市計畫 
主要核心 

(未被包圍) 發展型 

麻豆 -- 
主要核心 

(未被包圍) 
帶動發展型

(註) 

永康 臺南市都市計畫、仁德都市計畫 主要核心 
(被包圍) 發展型 

臺南 仁德都市計畫、仁德(文賢)都市計畫 
主要核心 
(被包圍) 發展型 

岡山 
岡山都市計畫、燕巢都市計畫、高雄新

市鎮特定區計畫 
主要核心 

(未被包圍) 管制型 

楠梓(鳳山

厝部分) 
高雄新市鎮特定區計畫、高雄市都市計

畫、大社都市計畫 
主要核心 

(未被包圍) 管制型 

註：「麻豆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原分屬 2個計畫，一為民國 56年發布實施之「麻豆都市計畫」，另一為民國 66年發

布之「高速公路麻豆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2處都市計畫於民國 77年 3月 31日台(七七)內營字第五八一四六六號函

核准合併。原麻豆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劃設目的之一為輔助麻豆都市計畫，故分類仍屬帶動發展型。 

  

                                                 
 
1人口成長與土地開發因果關係之辨認：以高速公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為例，鄭明書、林享博，

1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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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展現況 

以下說明 17 處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之發展現況，分別就人口進駐、公共

設施開闢、土地使用、農地資源條件、整體開發地區、交流道聯絡道尖峰時段路

況、災害潛勢以及地方政府的期望等面向進行分析。 

一、人口進駐 

計畫人口達成率為都市發展的重要檢視基準，發展動力強之區域(即人口達

成率較佳者)，未來應適時檢討計畫人口，並規劃開闢足量且完善公共設施，以

提供民眾較佳的生活機能；至於發展動力相對較弱之區域(即人口達成率相對較

差者)，應重新思考都市計畫區之定位，以吸引人口移入。 

如表附-3 所示，就現行計畫而言，人口達成率以中壢內壢、楊梅、豐原及彰

化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較高，現況人口數已超越計畫人口。至於新竹、苗栗、頭

份、員林、新營、麻豆、永康、臺南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則有 7~9 成之達成率；

而王田、斗南、岡山、楠梓(鳳山厝部分)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人口達成率相對

較低，僅約 3-5 成水準。 

經觀察發現多處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面臨發展壓力，即使經歷次通檢計畫

已配合調高計畫人口，發展壓力仍然明顯，例如，豐原、永康；相對的，有些地

區人口達成率長期以來均維持低檔，例如，王田、斗南、岡山等交流道附近特定

區。 

上述人口達成率分析顯示，目前各計畫之計畫人口設定是否妥適似仍存在許

多檢討空間。 

表附-3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人口達成率綜整表 

交流道附近 
特定區名稱 

原計畫 
人口(人) 

現行計畫

人口(人) 
現況人口

(人) 
原計畫人口

達成率(%) 
人口達成率

(%) 

計畫人口密

度(人/平方

公里) 

現況人口密

度(人/平方

公里) 
中壢內壢 30,000 30,000 52,308 174.36% 174.36% 1,321.18 2,303.61 

楊梅 2,500 8,000 11,187 447.48% 139.84% 1,372.10 1,918.70 

新竹 20,000 35,000 30,537 152.69% 87.25% 10,700.09 9,335.68 

頭份 9,900 14,000 9,805 99.04% 70.04% 2,556.94 1,790.77 

苗栗 7,500 11,500 10,980 146.40% 95.48% 1,940.83 1,853.07 

豐原 45,000 100,000 110,051 244.56% 110.05% 4,455.51 4,903.34 

王田 35,400 53,400 16,249 45.90% 30.43% 4,149.51 1,262.65 

彰化 46,000 46,000 49,674 107.99% 107.99% 2,337.90 2,524.62 

員林 16,750 16,750 13,180 78.69% 78.69% 1,784.14 1,403.88 

斗南 24,000 24,000 11,432 47.63% 47.63% 1,755.67 836.28 

嘉義 30,000 30,000 20,487 68.29% 68.29% 1,648.80 83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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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營 15,200 11,500 8,314 54.70% 72.30% 1,055.27 762.91 

麻豆 44,000 44,000 32,214 73.21% 73.21% 2,516.63 1,842.52 

永康 150,000 180,000 171,810 114.54% 95.45% 5,078.15 4,847.09 

臺南 23,000 23,000 20,748 90.21% 90.21% 3,025.72 2,729.46 

岡山 18,500 17,800 6,150 33.24% 34.55% 2,561.45 884.99 
楠梓 

(鳳山厝部分) 9,000 20,000 6,758 75.09% 33.79% 3,474.76 1,174.12 

資料來源：營建統計年報，內政部營建署，105年。 

二、公共設施開闢 

公共設施為都市生活所必須，都市計畫擬定階段及歷次通盤檢討過程中，即

自供給與需求之互動中進行規劃與調整。因此，為滿足日常生活需求，提高都市

環境品質、強化都市環境功能，並合理分配生活環境資源，促進社會和諧及平衡

地區發展，都市計畫應就人口進駐情況適時提供合宜足量之公共設施，並依據進

度開闢，以健全都市發展機能。 

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中，公共設施開闢情形落差懸殊，其中以豐原交流

道附近特定區開闢情形最佳，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次之，再次則為中壢內壢附

近特定區。而開闢率較低者，則有新竹、斗南、頭份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其公

共設施開闢率普遍在 4 成以下，其餘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之公共設施開闢率普遍已

達 5~8 成以上之水準。 

表附-4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公共設施開闢率綜整表 
交流道附近 
特定區名稱 

計畫面積 
(公頃) 

已取得面積 
(公頃) 

已開闢面積 
(公頃) 

公共設施開闢率

(%) 
用地保留比例

(%) 
中壢內壢 283.55 253.81 247.14 87.16% 10.49% 

楊梅 21.31 - - - - 

新竹 110.11 46.82 34.4 31.24% 57.48% 

頭份 69.58 21.03 24.06 34.58% 69.78% 

苗栗 57.48 49.7 49.7 86.46% 13.54% 

豐原 225.62 135.02 240.43 100.00% 40.16% 

王田 267.79 167.84 250.12 93.40% 37.32% 

彰化 169.33 126.81 125.41 74.06% 25.11% 

員林 77.22 64.64 64.57 83.62% 16.29% 

斗南 153.41 60.83 49.24 32.10% 60.35% 

嘉義 257.65 219.44 186.38 72.34% 27.66% 

新營 133.19 83.85 87.13 65.42% 37.04% 

麻豆 222.35 119.47 116.34 52.32% 46.27% 

永康 766.07 556.65 516.5 67.42% 27.34% 

臺南 111.9 66.99 66.99 59.87% 40.13% 

岡山 67.56 47.29 40.61 60.11% 30.00% 
楠梓 

(鳳山厝部分) 89.73 56.77 55.14 61.45% 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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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依營建統計年報(105)，楊梅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公共設施開闢情形為”0”。惟該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現正辦理公共設

施通盤檢討作業，其公共設施開闢情形與統計資料具差異性，應待公共設施通盤檢討公告實施後再予更新。 

資料來源：營建統計年報，105年，內政部營建署。 

三、土地使用 

本研究將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都市計畫擬定之使用分區，與內政部國土利用

調查作業之土地利用現況成果進行比對與分析，觀察實際使用情形與計畫間的落

差，說明如下： 

(一) 高速公路中壢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本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劃設有住宅區、工業區、零星工業區、工商綜合專

用區、貨物轉運中心區等都市發展用地，為維持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管制之作

用並於外圍劃設大面積農業區為主之土地使用分區。整體而言，區內違規使

用明顯，其中以工業使用之違規使用最為常見，商業使用次之。 

交流道西側原劃定為貨物轉運中心(A 處)及住宅區(B 處)，因整體開發

情況不佳，現況以閒置或零星商業使用為主。 

  
現行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現況 

圖附-2 中壢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現行土地使用計畫與土地使用現況對照圖 

(二) 高速公路楊梅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本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可分為南北兩區塊，劃設有住宅區、工業區等都市

發展用地，為維持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管制之作用，並於外圍劃設大面積農業

區為主之土地使用分區。整體而言，區內有部分違規使用情形，有部分商業

違規使用，並有零星工業使用散布其中。 

省道台 66 快速公路交流道旁原劃定為農業區(A 處、B 處)，現況則有多

處工業違規使用，南側農業區(C 處)則在農業區中有多處工業使用散布其中，

恐有影響農地農業生產條件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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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現況 

圖附-3 楊梅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現行土地使用計畫與土地使用現況對照圖 

(三) 高速公路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本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可分為南北兩區塊，劃設有住宅區、商業區、零星

工業區、科技產業專用區、商務專用區、研究專用區、研發策略產業區等土

地使用分區，為維持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管制之作用，並於外圍劃設大面積農

業區為主之土地使用分區。整體而言，區內違規使用情形大致以北側較為明

顯，並以住宅使用最為常見(A 處)。 

計畫區中心劃設之商業區(B 處)，部分屬 97 年始辦理完竣之光埔重劃區

及關長重劃區，部分屬尚未辦理重劃之整體開發區，目前開發情況不佳，現

況使用仍以農業及空地為主。計畫區東側劃設之研發策略產業區、研究專用

區(C 側)，屬現行計畫規定需以整體開發方式開發之地區，目前尚未開發，

現況使用仍以農業及雜林空地為主。 

  
現行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現況 

圖附-4 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現行土地使用計畫與土地使用現況對照圖 

(四) 高速公路頭份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本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劃設有住宅區、商業區、乙種工業區、零星工業

區、臺糖公司畜產研究所專用區等土地使用分區，為維持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管制之作用，並於外圍劃設大面積農業區為主之土地使用分區。現況計畫區

常見住宅使用分布於農業區，並有零星違規商業使用(A 處、C 處、E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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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有影響農業生產之虞。圖中 B 處、D 處為計畫劃設之住宅區(B 處為住 1、
E 處為住 3)，屬整體開發地區，惟受到既成建築座落、部分土地地形條件限

制、土地權屬細分整合困難、鄰近高鐵穿越影響居住品質與土地配置及住宅

區塊分散等因素，造成開發停滯，現況仍為農業使用為主。 

  
現行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現況 

圖附-5 頭份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現行土地使用計畫與土地使用現況對照圖 

(五) 高速公路苗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本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劃設有設住宅區、乙種工業區、零星工業區、貨

物轉運中心區、汽車修理專用區等土地使用分區，為維持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管制之作用，並於外圍劃設大面積農業區為主之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區違規

使用以工業使用為大宗，並有零星商業使用散布計畫區中(A 處、D 處、E
處)。圖中 B 處為計畫劃設之貨運轉運中心區，土地使用現況仍以農業使用

為主。至於 C 處為計畫劃設之乙種工業區，迄今整體進駐開闢情形約 5 成

以下，現況除工業使用，仍有部分商業使用及住宅使用散布其中。 

  
現行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現況 

圖附-6 苗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現行土地使用計畫與土地使用現況對照圖 

(六) 高速公路豐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本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劃設有設住宅區、商業區、乙種工業區、零星工

業區等土地使用分區，為維持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管制之作用，並於外圍劃設

大面積農業區為主之土地使用分區。惟現況工業使用之違規使用嚴重，並沿

主要道路如 A 處、B 處，有若干商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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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現況 

圖附-7 豐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現行土地使用計畫與土地使用現況對照圖 

(七) 高速公路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本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劃設有設住宅區、商業區、甲種工業區、乙種工

業區、零星工業區、特種工業區、倉儲批發專用區等土地使用分區，為維持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管制作用，並劃設有大面積農業區為主之土地使用分區。

現況除工業區以工業使用之外，蔓延至農業區之工業使用亦相當明顯(A處、

B 處、C 處)。位於 D 處之商業區現況仍有未開發、空地之情形。 

  
現行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現況 

圖附-8 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現行土地使用計畫與土地使用現況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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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高速公路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本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以農業區使用為主，北側及南側劃設若干乙種工業

區及零星工業區，並於區內劃設商業區、住宅區、貨物轉運中心等土地使用

分區。現況部分，工業區整體開闢情況良好，同時有多處工業使用蔓延至農

業區之情況，尤其集中 A 處、B 處、C 處，至於縣道 134 甲(線東路)則有若

干商業使用分布於農業區。 

  
現行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現況 

圖附-9 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現行土地使用計畫與土地使用現況對照圖 

(九) 高速公路員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本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劃設有設住宅區、乙種工業區、零星工業區等土

地使用分區，為維持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管制之作用，並於外圍劃設大面積農

業區為主之土地使用分區。現況而言，A 處原定為住宅區之範圍，目前則多

有違規工業使用情形。B 處、C 處及 D 處，原劃定為農業區居多，現況則有

多處工業使用，同時，交流道聯絡道(員鹿路)兩側亦有多處商業、工業使用。 

  
現行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現況 

圖附-10 員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現行土地使用計畫與土地使用現況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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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高速公路斗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本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劃設有設住宅區、商業區、乙種工業區(沿國道 1
號東側、縣道 158 線(光明路)南北側劃設工業區(大將工業區))、零星工業區、

貨物轉運中心區、汽車修護專用區等土地使用分區，為維持交流道附近特定

區管制之作用，並於外圍劃設大面積農業區為主之土地使用分區。 

現況部分，計畫範圍西側農業區散布多處工業使用；沿交流道聯絡道之

縣道 158 線(光明路)兩側原劃定為農業區及工業區，現況有多處商業使用(B
處、C 處)。D 處原劃定為乙種工業區及貨物轉運中心，工業區受「應辦理

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始得發照建築」規定開發意願不高，使用率僅 3 成左右，

貨物轉運中心亦受需整體開發規定影響，現況尚未開闢。 

  
現行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現況 

圖附-11 斗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現行土地使用計畫與土地使用現況對照圖 

(十一)高速公路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本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劃設有住宅區、工業區、零星工業區、貨物轉運中

心區、商業區等都市發展用地，並於外圍劃設大面積農業區等土地使用分區。

計畫區西側之甲種工業區(嘉太工業區)及縣道159線(北港路)西南側工業區，

利用情形良好。交流道聯絡道(北港路)南側之貨運轉運中心區(B 處)至今仍

為農地，嘉義縣、市府有意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整體而言，沿縣道

159 線(北港路)(C 處)有部分商業違規使用，其餘為工業使用散布農業區中。 

  
現行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現況 

圖附-12 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現行土地使用計畫與土地使用現況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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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高速公路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本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劃設有住宅區、工業區、零星工業區等都市發展用

地，並於外圍劃設大面積農業區等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區中心之工業區(新
營工業區)整體利用情形良好，而工業區北側之產業專用區(B 處)因須附帶條

件開發，計畫至今現況仍為農地。本交流道附近特定區違規使用較不明顯，

以零星工業使用散布於農業區、住宅區為主(A 處、C 處、D 處、E 處、F 處)。 

  
現行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現況 

圖附-13 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現行土地使用計畫與土地使用現況對照圖 

(十三)高速公路麻豆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本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劃設有設商業區、工業區、零星工業區、農業區、

保存區、貨物轉運中心、醫療專用區、農會專用區、液化天然氣專用區、工

商綜合專用區、電信事業專用區等土地使用分區，並於外圍劃設大面積農業

區等土地使用分區。 

麻豆交流道西側之工業區受土地取得、都市計畫道路未開闢等因素，目

前發展停滯，現況仍為農業使用。麻豆交流道西南側之貨物轉運中心現況亦

尚未開闢(B 處)，其餘違規使用情形則常見工業使用散布農業區中(A 處、C
處、E 處)，至於 D 處之住宅區中亦有部分小型工業散布其中。 

  
現行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現況 

圖附-14 麻豆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現行土地使用計畫與土地使用現況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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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高速公路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本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土地使用計畫以住宅區、工業區、零星工業區為主，

另劃設商業區、物流及轉運服務設施專用區、倉儲批發專用區、創意設計園

區專用區、經貿複合專用區…等都市發展用地，並於外圍配置若干農業區等

土地使用分區。使用現況部分以工業使用比例最高，多集中於北側地區。另

外，計畫區中心之住宅聚落中常見工業違規使用散布其中(B 處、E 處)，省

道台 1 線兩側則有若干商業使用分布(A 處)。 

  
現行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現況 

圖附-15 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現行土地使用計畫與土地使用現況對照圖 

(十五)高速公路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本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土地使用計畫以工業區、住宅區、零星工業區為主，

並於西側外圍配置若干農業區等土地使用分區。使用現況部分，工業區(E
處)目前使用率約 5 成，現況仍有部分農業使用。住宅區開闢情形整體良好，

惟有零星工業使用散布其中(C 處、D 處)，西側之農業區亦有部分工業使用

違規使用狀況發生，應積極引導至合宜產業用地。 

  
現行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現況 

圖附-16 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現行土地使用計畫與土地使用現況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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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高速公路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本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土地使用計畫以農業區使用占比最高，其次分別為

工業區、住宅區、商業區及零星工業區等用地。使用現況部分，工業區主要

集中在交流道聯絡道縣道 186(安北路)、高速公路兩側分布，但仍有部分蔓

延至農業區之情形發生(A 處、B 處、C 處、D 處)。住宅區開闢率約 6 成，

商業區現況開闢率約 3~4 成，現況多為住宅或空地之未開發情形。 

  
現行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現況 

圖附-17 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現行土地使用計畫與土地使用現況對照圖 

(十七)高速公路楠梓交流道附近特定區(鳳山厝部分) 

本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土地使用計畫以農業區使用占比最高，其次分別為

工業區、住宅區、商業區及零星工業區等用地。使用現況部分，仍維持農業

使用，其次為住宅使用，主要分佈於萬金松聚落、光華聚落及鳳雄聚落(B
處、E 處、F 處)。另外，國道 10 號兩側原劃定為農業區，現況則分布有若

干商業(H 處)、工業使用(G 處)散布其中。 

  
現行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現況 

圖附-18 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現行土地使用計畫與土地使用現況對照圖 

對照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與土地使用現況落差，可歸納下列現象： 

1. 常見違規使用以工業使用散布於農業區居多，其不當土地使用型態、

排放廢污水等作為可能對農業生產用地造成不可回復之損害；部分商

業使用亦常見於交流道聯絡道沿線兩側農業區，可能造成交流道聯絡

道於特定時段阻塞，無法維持交流道聯絡道機能健全，宜積極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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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分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劃設之產業用地如工業區、貨物轉運中心等

使用分區，常因整體開發地區限制、土地所有權人整合不易、需求不

盛…等複合因素，致現況尚未開發或發展遲滯之現象，宜深入檢討相

關成因及改善方向，以維持都市發展土地之緊湊發展。 

四、農地資源條件 

為瞭解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的農地分布概況，本研究參考「農委會 104 年農

地資源分類分級成果」之分類結果，區分第 1 種、第 2 種、第 3 種、第 4 種等 4
種，其分類分區定義及劃設準則詳如表附-5 所示，根據其分類成果圖資與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範圍套繪結果如圖附-19 所示。 

套繪結果所示，岡山、楠梓(鳳山厝部分)、員林、斗南、嘉義、新營及麻豆

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有較大面積之第 1 種農業用地分布；中壢內壢、豐原、王田、

彰化、永康、臺南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有部分第 2 種、第 3 種農業用地分布；至

於楊梅、新竹、頭份、苗栗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則鮮有農業用地分布。 

表附-5 農地資源分類分區定義及劃設準則 
分類 定義 劃設準則 

第 
1 
種 
農 
業 
用 
地 

一 
具備優良農業生產環

境、維持糧食安全功

能 

重要農業發展區 
水稻適載區 
山坡地宜農牧地 

二 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

業改良設施 
水利灌溉區 
農業經營專區 

三 擁有良好生產環境 
最小面積規模(25 公頃) 
農業生產使用面積佔研究案界定之操作單元內土地百分比

(屬於操作單元內現況農業生產使用面積大於 80%之農地) 

第 
2 
種 
農 
業 
用 
地 

四 

(一)具有良好農業生

產環境 

重要農業發展區 
水稻適栽性 
山坡地宜農牧地 
水利灌溉區 
農業經營專區 

(二)農業生產面積較

小，但仍有糧食生產

之維持功能 

未達最小面積規模(25 公頃) 
農業生產使用面積佔研究案界定之操作單元內土地百分比

(屬於操作單元內現況農業生產使用面積未達 80%之農地) 

五 
( 三 ) 位於平地之農

地，但非屬最良好農

業生產環境 

非位於重要農業發展區 
非位於水稻適栽性 
非位於水利灌溉區 
非位於農業經營專區 

第 
3 
種 
農 
業 
用 
地 

六 
生產環境受外在因素

干擾 

接鄰重大建設或交通設施 
接鄰工業區或都市發展用地 
受汙染地區 

農業生產使用面積佔研究案界定之操作單元內土地百分比

(屬於操作單元內現況農業生產使用面積小於 30%之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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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種 
農 
業 
用 
地 

七 擁有糧食生產功能且

位於坡地之農地 山坡地宜農牧地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民國 104年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名稱 農地分級圖 

中壢內壢 

 

楊梅 

 

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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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份 

 

苗栗 

 

豐原 

 

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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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 

 

員林 

 

斗南 

 

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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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營 

 

麻豆 

 

永康 

 

臺南 

 

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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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梓(鳳山厝部分) 

 
圖附-19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農地資源分類分級圖 

五、整體開發地區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內劃設之整體發展地區大致可分為幾類：1.住宅區、

住宅社區，2.工業區、乙種工業區，3.貨物轉運中心，4.其他(較大規模開發、產

業專用區、商業區)等 4 類。 

住宅區、住宅社區尚未開發之原因多為土地所有權人意願不一致、公共設施

負擔比例過高等，已有部分原劃定為整體開發地區之住宅區，因遲未開發而於通

盤檢討內時恢復原分區。 

工業區及乙種工業區現況可能因私人所有零星小規模土地且長期維持農業

使用，加以部分工廠已就地設廠使用多年，因此，難以順利整合開發。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多劃設有貨物轉運中心區，但多年遲未開發，部分特定區

正研擬轉型(中壢內壢)或已變更為其他分區(新營)，嘉義縣市則正合作推動開發，

苗栗及斗南仍維持貨物轉運中心區之定位功能，但暫無開發計畫。 

其他則包括中壢內壢正辦理之機捷 A20、A21 車站周邊地區、新竹的二期發

展區、新營之產業專用區(原貨物轉運中心區)及永康的商業區，中壢內壢正在辦

理開發，其餘則受限於開發規模較大或土地所有權人未配合執行附帶條件內容，

因此暫未開發。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未開發之整體開發地區數量詳表附-6，有待積極排除開發

障礙。 

表附-6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未開發之整體開發地區數量綜整表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名稱 
整體開發地區數量(未開發) 

備註 
住宅 工業 貨物轉運中心 其他 

中壢內壢 3 - 1 2 皆已擬細部計畫 
楊梅 - - - -  
新竹 - - - 1  
頭份 1 - 1 -  
苗栗 2 - - -  
豐原 - - - -  
王田 3 - - -  
彰化 1 3 - -  
員林 - - - -  
斗南 - 3 1 -  
嘉義 - - 1 - 已擬細部計畫，辦理市地重劃中 
新營 - - - 1 原貨物轉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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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豆 1 1 - - 
麻豆工業區已擬細部計畫，辦理市地重劃

中 
永康 2 - - 2  
臺南 - - - -  
岡山 - - - -  

楠梓(鳳山厝部分) - - - -  
合計 13 7 5 6  

註：本表未列入已完成開發之整體開發地區。 

資料來源：彙整自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最新通盤檢討計畫書及相關都市計畫書。 

六、交流道聯絡道尖峰時段路況 

「交流道聯絡道」係供車流在高速公路與地方道路間進出之道路，實務上泛

指連接高速公路出、入口匝道之地方道路，為維持整體路網疏運功能之健全，應

儘可能維持交流道聯絡道之暢通。 

本研究參考「google 地圖一般路況」統計結果，觀察週五下午 17:00-19:00
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周邊聯絡道路之平均路況情形，以瞭解其尖峰時段路況

水準，依據路況水準不同，可分為暢通、部分暢通、部分壅塞、壅塞等 4 種類型。 

如表附-7 所示，本研究 17 處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中，連結都市計畫區的聯絡

道路遇尖峰時段會發生數處壅塞情況者，包含中壢內壢、楊梅、新竹、豐原、彰

化、嘉義、永康、臺南、岡山、楠梓(鳳山厝部分)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至於其

餘 6 處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亦非全線暢通，亦有車速降低情形發生。 

上述道路路況顯示擬定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並未能達到預期的維持國道

交流道功能之期待。 

表附-7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相關交流道聯絡道路況綜整表 
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

名稱 
交流道 出口道路→聯絡地區 

(尖峰時刻路況情形) 尖峰時刻路況情形 (暢通 壅塞) 

中壢內壢 內壢 

縣道 110 甲(中園路) 
→中壢區、大園區、中壢工業區 
(尖峰時刻路況於縣道 110 甲呈

現部分暢通至部分壅塞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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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 

縣道 114(民族路) 
→中壢區、平鎮區、新屋區 
(尖峰時刻路況於縣道 114 呈現

部分暢通至部分壅塞之情況) 

 

楊梅 楊梅 

台 1 線(中山北路) 
→楊梅區埔心地區 
(尖峰時刻路況於台 1 線呈現部

分暢通至部分壅塞之情況) 

 

新竹 新竹 

縣道 117(公道五路 )、縣道

122(光復路) 
→東區、竹東鎮、新竹科學園區 
(尖峰時刻路況於縣道 117 呈現

部分壅塞至壅塞之情況；縣道

122 呈現部分暢通至部分壅塞

之情況) 

 

頭份 頭份 

台 1 線(中華路)、縣道 124(中正

一路) 
→頭份市、三灣鄉、南庄鄉、獅

頭山風景區 
(尖峰時刻路況於台 1 線呈現部

分暢通情況；縣道 124 呈現部分

暢通情況) 

 

苗栗 苗栗 

省道台 72 快速公路公館交流

道、台 6 線(後汶公路) 
→苗栗市、公館鄉、雪霸國家公

園 
(尖峰時刻路況於省道台 72 快

速公路公館交流道呈現暢通情

況；台 6 線呈現部分暢通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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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 豐原 

台 10 線(中正路) 
→豐原區、神岡區、大雅區 
(尖峰時刻路況於台 10 線呈現

暢通至部分暢通之情況) 

 

王田 王田 

台 1 線(沙田路) 
→大肚區、烏日區、高鐵臺中站 
(尖峰時刻路況於台 1 線呈現部

分暢通之情況) 

 

彰化 彰化 

台 19 線(線東路)、縣道 142(彰
鹿路) 
→彰化市、鹿港鎮、福興鄉、秀

水鄉、彰濱工業區 
(尖峰時刻路況於台 19 線呈現

部分暢通之情況；縣道 142 呈現

部分暢通之情況) 

 

員林 員林 

縣道 148(員鹿路) 
→溪湖鎮、埔心鄉、員林市、埔

鹽鄉、芳苑鄉 
(尖峰時刻路況於縣道 148 呈現

部分暢通之情況) 

 

斗南 斗南 

縣道 158 號(平和路) 
→虎尾鎮、斗南鎮 
(尖峰時刻路況於縣道 158 呈現

暢通至部分暢通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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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 嘉義 

縣道 159 號(北港路) 
→西區、新港鄉、北港鎮、嘉太

工業區 
(尖峰時刻路況於縣道 159 呈現

暢通至部分暢通之情況) 

 

新營 新營 

市道 172 號(中正路) 
→新營區、鹽水區、尖山埤水

庫、新營工業區 
(尖峰時刻路況於市道 172 呈現

暢通至部分暢通之情況) 

 

麻豆 麻豆 

市道 176(進學路) 
→佳里區、麻豆區 
(尖峰時刻路況於市道 176 呈現

暢通至部分暢通之情況) 

 

永康 永康 

台 1 線(中華路) 
→北區、安南區和順、永康區、

新市區 
(尖峰時刻路況於台 1 線呈現部

分暢通至部分壅塞之情況) 

 

臺南 臺南 

市道 182(中山路)、裕農路(僅北

上出口) 
→東區、仁德區、歸仁區 
(尖峰時刻路況於市道 182 呈現

部分暢通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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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山 岡山 

市道 186(介壽東路) 
→燕巢區、岡山區、橋頭區 
(尖峰時刻路況於市道 186 呈現

暢通至部分暢通之情況) 

 

楠梓(鳳山

厝部分) 
楠梓 

台22線(旗楠路)、市道183號(鳳
仁路)、興楠路、楠陽路 
→楠梓區、大社區、仁武區 
(尖峰時刻路況於台 22 線呈現

部分暢通之情況) 

 
 

七、災害潛勢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具地利往來之便，惟開發、土地使用時仍須考慮開發安全，

本研究套疊交流道附近特定區附近易淹水、土石流兩項災害因子，希望藉此初步

了解開發災害風險。 

(一) 易淹水 

近年來氣候變遷加遽，為了解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的易淹水區域分布概

況，本研究參考「國土計畫-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之分析標

準，以單日降雨量 450 毫米情境下所可能造成的淹水潛勢(分為 0-0.3 公尺、

0.3-1 公尺 1-2 公尺、2-3 公尺、>3 公尺等 5 種淹水高度)，與各交流道附近

特定區之土地使用分區圖進行套疊，套疊結果如表附-8 所示。 

檢視圖資套疊結果，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中除了豐原、岡山、楠梓(鳳
山厝部分)等 3 處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幾乎沒有易淹水問題外，其餘 14 處交流

道附近特定區均存在嚴重程度不等之易淹水問題。如將上述 14 處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之易淹水問題再按嚴重程度分為輕微、普通、略微嚴重、嚴重等 4
個等級，則屬於輕微等級者包括楊梅、新竹、苗栗、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普通等級者有中壢內壢、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區；略微普通等級包括頭份、

新營、麻豆、永康、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嚴重等級者則有彰化、員林、

斗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易淹水問題不僅影響都市計畫區內之民眾生活及產業發展，交流道在特

定降雨情境下能否通暢無阻更是影響國道功能是否得以正常運作之重要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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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因此未來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檢討時，應

特別注意易淹水問題。 

表附-8 具易淹水風險之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綜整表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名稱 易淹水範圍圖 

中壢內壢 

 

楊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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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 

 

苗栗 

 

頭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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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 

 

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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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 

 

員林 

 

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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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 

 

新營 

 

麻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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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 

 

臺南 

 

岡山 

 

楠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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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石流 

為掌握現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的土石流風險，本研究將土石流風險地圖

與 17 處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之土地使用分區圖進行套疊，套疊結果如表附-9
所示。根據套疊結果，苗栗、豐原、岡山等 3 處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均有部分

邊界與土石流風險地區相鄰，未來當地縣市政府應多加留意。新竹、頭份交

流道附近特定區則分別在周邊 2~3 公里處存在土石流風險地區，雖然無立即

風險，但亦必須注意是否有受到波及之可能。 

表附-9 具土石流風險之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綜整表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名稱 鄰近土石流風險地區範圍圖 

新竹 

 

頭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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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 

 

豐原 

 

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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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地方政府的期望 

17 處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中，依據行政區不同，由北至南共涉及 10 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之轄區，本研究透過電話訪談以及新聞輿論蒐集，彙整各地方政府對

於轄內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未來研擬辦理方向說明如下，參見表附-10 之綜整： 

(一) 桃園市 

主因桃園市轄區內都市計畫達 33 處，市府為避免過多都市計畫反而影

響地方發展之情事，預計朝向將現有 33 處計畫整併成中壢都會區、桃園都

會區、航空城、鄉村發展地區、龜山台地、生態遊憩地區等 6 大都市計畫區。 

整併成 6 大區後，都市計畫訂定單位為市府，細部計畫亦由市府主導，

可簡短中央審查需時長久之情形，可大幅縮短通盤檢討時間，6 大區更可依

照各地區特性適性發展。 

未來「中壢都會區都市計畫」將整併中壢平鎮、中壢龍岡、中壢等 4
個行政區、平鎮山子頂、楊梅、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楊梅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等 7 處都市計畫。 

(二) 新竹市 

新竹市轄內為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新竹市政府近期仍依循現有

計畫內容實施辦理，尚未針對轄內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提出整併或相關政策指

導方向。 

(三) 苗栗縣 

苗栗縣轄內共有苗栗、頭份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針對前列 2 處交流

道附近特定區，苗栗縣政府近期仍依循現有計畫內容實施辦理，尚未針對轄

內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提出整併或相關政策指導方向。 

(四) 臺中市 

臺中市轄內都市計畫達 32 處，為有效引導城鄉發展，兼顧均衡及策略

發展，並縮短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個案變更等作業時間需求，臺中市政府近

年將陸續啟動轄內都市計畫整併作業，並依循「一條山手線」、「二個國際港」

及「三個副都心」的空間發展布局進行規劃，其中副都心包含豐原雙城、烏

日、海線雙港等 3 大副都心。 

預計豐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未來將整併至潭雅神(潭子、大雅、神岡)地
區都市計畫中，現存未登記工廠占用農業用地之情形，未來考慮朝向指認工

廠密集處作為產業發展專區，積極輔導業者朝合法化方向前進。至於王田交

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位於高速鐵路臺中車站地區內之部分，將朝向作為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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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路臺中車站周邊儲備用地發展；非屬高速鐵路臺中車站地區內者，則朝向

加強與站區周邊連結，引導發展健全產業環境方向發展。 

(五) 彰化縣 

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農業區內違章工廠群聚現象明顯，計畫區內不乏

遭工廠廢水污染變成列管污染農地之情形，部分農田現況已不利農業發展使

用，彰化縣府計畫於特定區內指認 6 區產業發展區，包含彰美路、彰和路及

線東路一帶之農業區(約 61.34 公頃)、線東路兩側及彰草路與番仔溝排水間

農業區(約 36.84 公頃)，還有彰草路與環河街間農業區(約 83.51 公頃)、以及

線東路西側與彰馬路間農業區(約 39.64 公頃)、彰鹿路南側至石笱排水與安

東排水間農業區(約 31.46 公頃)，中山路東側及白沙坑排水北側農業區(約
2.01 公頃)等 6 區。 

工廠若非位於前述特定地區，彰化縣府則向中央爭取降低申請農地變更

為工業建地之門檻，業者於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整合 2 公頃以上土地(原需 5
公頃方得以申請變更)，即可申請由農業區變更工業區。 

(六) 雲林縣 

雲林縣轄內為斗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雲林縣政府近期仍依循計畫內容

實施辦理，尚未針對轄內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提出整併或相關政策指導方向。 

(七) 嘉義縣(市) 

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範圍內「貨物轉運中心」面積約 38 公頃，已於

民國 94 年擬訂細部計畫案，惟地形落差、地主意願整合不易等因素，致現

況仍以農業使用為主。該用地嘉義市轄約 10 公頃，嘉義縣轄約 28 公頃。縣

府有意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欲整合地主意見進行開發。市地重劃後計畫土

地將規劃貨運服務、倉儲集散、農漁業產品加值研發、批發、物流、大型賣

場、飯店娛樂服務及金融等容許使用項目，希望藉此帶動地方進步及繁榮。 

(八) 臺南市 

臺南市轄內共有新營、麻豆、永康、臺南等 4 處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臺

南市政府未來將視實際狀況研擬「都市計畫整併」事宜，其策略方向包含

1.考量實質空間結構關係，以實質空間發展界定計畫區界；2.考量計畫內容

之差異性，以同質性高之計畫進行整併，惟相關作業仍在研擬階段，近期仍

依循現有計畫內容實施辦理。同時針對轄內交流道附近特定區違規土地使用

(尤其違規工業使用部分)，刻正與內政部、經發局等中央部會共同協商未來

管理變更之原則，其相關政策指導方向須定期關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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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高雄市 

高雄市於民國 99 年縣市縣市合併升格後，轄內都市計畫達 32 處，為有

效引導城鄉發展，兼顧均衡及策略發展，並縮短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個案變

更等作業時間需求，高雄市政府近年積極辦理轄內都市計畫整併作業，如楠

梓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仁武部分)已於 103 年 8 月 28 日公告併入澄清湖特定

區。高雄市政府將持續朝向整併轄內都市計畫方向前進。 

表附-10 地方政府對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後續擬辦理方向綜整表 
行政區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未來擬辦理方向 

桃園市 中壢內壢、楊梅 計畫整併轄內 33 處都市計畫區，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有機會

整併入一般都市計畫區中。 
新竹市 新竹 近期仍以現有計畫內容實施辦理。 
苗栗縣 苗栗、頭份 近期仍以現有計畫內容實施辦理。 

臺中市 豐原、王田 計畫整併轄內 32 處都市計畫區，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有機會

整併入一般都市計畫區中。 

彰化縣 彰化、員林 積極輔導農業區內違規工業使用合法化，或適當引導至合宜

產業用地。 
雲林縣 斗南 近期仍以現有計畫內容實施辦理。 

嘉義縣(市) 嘉義 
預計積極辦理計畫區內「貨運轉運中心」之市地重劃開發作

業。 

臺南市 新營、麻豆、永康、

臺南 

計畫整併轄內空間區位相近、同質性高之都市計畫區，交流

道附近特定區有機會整併入一般都市計畫區中。違規土地使

用(尤其工業違規使用部分)刻正與中央部會協商產業用地輔

導、總量管理暨變更之原則，未來須持續關注更新相關政策

之發展。 
行政區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未來擬辦理方向 

高雄市 岡山、楠梓(鳳山厝

部分) 
計畫整併轄內 32 處都市計畫區，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有機會

整併入一般都市計畫區中。 

九、小結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之劃設係為避免交流道附近地區土地發展失序而予以規

劃及管制。因時間更迭、城鄉空間發展、縣市合併升格…多重因素影響，過往擬

定之計畫內容或許已不符需求，導致實際發展與計畫規定間產生落差，如工業使

用散布於農業區，造成農業用地污染；抑或是產業用地如工業區、貨運轉運中心…

等用地受整體開發規定限制使開闢率低下、發展遲滯之現象，造成計畫與現況間

之落差。 

依據前文之分析，可知確實有需要針對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現行規定進行全面

性檢視，釐清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於都市發展層級中應扮演之角色與定位，俾能有

效利用都市發展空間，並達到均衡發展之目的。 

茲綜理現況分析之重要發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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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區位條件主導發展，實際發展未必符合最初劃設的功能定位 

將 17 處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之區位條件與劃設功能與人口達成率及

公設開闢率等項目進行交叉分析，可初步歸納以下現象(見表附-11)： 

1. 區位條件主導發展：位於北部區域者，不論是否被包圍，其人口進駐

情形普遍良好，顯示長期以來北部區域較具發展動能；計畫範圍被其

他都市計畫所包圍的特定區計畫人口進駐率普遍較高，不論其劃設功

能為發展型、帶動發展型、補助發展型甚至管制型皆然。顯示計畫區

位條件對於發展具有較明顯的影響，而計畫之劃設功能雖然亦或多或

少影響計畫發展，但往往不敵區位因素的牽動。 

2. 人口進駐與公設開闢存在落差：比對人口達成率與公設開闢率，發現

人口達成率與開闢情形並非存在正向關係，計畫區所在區位、產業條

件、鄰近都市計畫發展狀況…往往影響都市計畫發展之狀況。以下二

種情形皆值得進一步檢討： 

(1) 人口進駐情形超越計畫人口數，而公設開闢率卻僅在5成以下者，

如：楊梅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宜儘速加速公共設施之開闢或考慮

與其他都市計畫區整合之可能性，以避免公共設施不足影響民眾

生活品質。(是否確定未開闢?) 

(2) 公共設施開闢情況達 8 成以上，人口達成率相對偏低，僅達 5 成

以下者，如：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宜於檢討時檢視計畫區內

產業、發展定位是否確實符合地方需求，必要時予以調整計畫內

容，以有效提高都市地區之緊實程度。 

表附-11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綜合比較對照表 

區域 交流道附近 
特定區名稱 區位條件 劃設功能 原計畫人口 

達成率(%) 
人口達成率

(%) 
公共設施 
開闢率(%) 

北 部

區域 

中壢內壢 主要核心(被包圍) 帶動發展型 174.36% 174.36% 87.16% 

楊梅 主要核心(未被包圍) 帶動發展型 447.48% 139.84% 0.00% 

新竹 次要核心(被包圍) 發展型 152.69% 87.25% 31.24% 

中 部

區域 

頭份 一般市鎮(未被包圍) 補助發展型 99.04% 70.04% 34.58% 

苗栗 地方核心(未被包圍) 補助發展型 146.40% 95.48% 86.46% 

豐原 主要核心(被包圍) 管制型 244.56% 110.05% 106.56% 

王田 主要核心(未被包圍) 管制型 45.90% 30.43% 93.40% 

彰化 地方核心(被包圍) 管制型 107.99% 107.99% 74.06% 

員林 地方核心(未被包圍) 管制型 78.69% 78.69% 83.62% 

斗南 一般市鎮(未被包圍) 管制型 47.63% 47.63% 32.10% 

南 部

區域 
嘉義 次要核心(未被包圍) 管制型 68.29% 68.29% 72.34% 

新營 主要核心(未被包圍) 發展型 54.70% 72.30% 6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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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業用地開發不如預期，違規使用嚴重，甚至影響運輸功能 

1. 部分計畫區產業用地開發情形不佳，但農地違規工廠眾多 

(1) 產業用地係地方經濟發展之重要發展命脈，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

常劃設有工業區、零星工業區、產業專用區、商業區…等產業用

地以支持地方發展，部分以區位考量出發，於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劃設較大規模之工業區面積，如嘉義、新營、永康等交流道附近

特定區，其發展現況通常較佳。部分為服務地方產業需求而設置

地方規模之工業區、貨物轉運中心、零星工業用地或鄰里商業區，

如中壢內壢、楊梅、新竹、頭份、斗南、麻豆等交流道附近特定

區屬於此類，此類產業用地開闢情形具不同程度之落差，主要與

道路開闢情形、整體開發限制、地方需求不盛等條件有關，此類

產業用地發展遲滯亦可能影響人口進駐情形。 

(2) 部分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存在工業區現況已開闢，並有若干工業使

用不當蔓延至農業區的狀況，如豐原、王田、彰化、員林、岡山

及楠梓(鳳山厝部分)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此類違規使用情形應

積極正視，避免不當蔓延對農地、生態造成不可磨滅之損害。 

(3) 部分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存在工業區進駐率不高，卻有工業使用不

當蔓延至農業區之狀況，如苗栗、臺南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直

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中央政策積極引導產業至合宜用地開發，

以避免不當蔓延對農地、生態造成不可磨滅之損害。 

2. 沿交流道聯絡道兩側違規使用問題嚴重 

為維持交通連結之優勢，計畫擬定時期往往於交流道聯絡道兩側劃

設農業區或低強度的產業用地，隨著時間更迭、都市變遷等因素，常見

工業使用商業使用等違規使用不當蔓延至農業區中，尤其工業廢污水排

放，恐對農業生產用地造成不可回復之損害，影響甚鉅。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正視並研擬相關策略，以避免產業用地之不當擴張對國土環境資

源造成衝擊。 

  

麻豆 主要核心(未被包圍) 帶動發展型 73.21% 73.21% 52.32% 

永康 主要核心(被包圍) 發展型 114.54% 95.45% 67.42% 

臺南 主要核心(被包圍) 發展型 90.21% 90.21% 59.87% 

岡山 主要核心(未被包圍) 管制型 33.24% 34.55% 60.11% 
楠梓(鳳山

厝部分) 主要核心(未被包圍) 管制型 75.09% 33.79% 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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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開發地區地區發展遲滯 

都市計畫書附帶規定應辦理整體開發之土地，通常需以市地重劃、區段

徵收或其他方式辦理整體開發。統整整體開發地區未能依規定辦理整體開發，

造成發展遲滯之成因可能包含： 

1. 部分地區公共設施負擔偏高，自償性不足。 

2. 開發成本難以回收，辦理整體開發之意願不高。 

3. 發展需求不盛。 

4. 規定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辦理整體開發整合困難。 

5. 直轄市、縣(市)政府人力及經費不足…等因素。 

(四) 交流道聯絡道機能未能完整維持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具地利之便，為維持道路連結暢通之機能，計畫往往

擬定為農業區，或低強度之產業用地，如：貨物轉運中心、產業專用區…等

用地以避免交通回堵之情事，但計畫區交流道聯絡道之地利優勢，吸引商業

使用違規設立，導致部分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與國道 1 號間之交流道聯絡道路

遇尖峰時刻常發生壅塞情形，如中壢內壢、楊梅、新竹、豐原…等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皆屬此類，削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應具備之交通連結優勢。 

(五) 災害潛勢有待正視 

17 處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或多或少皆面臨易淹水及土石流之風險，如彰

化、員林、斗南即屬易淹水高風險地區，而苗栗、豐原、岡山則有直接面臨

土石流危害之風險。因應近年氣候變遷加劇，極端氣候明顯之條件下，為維

持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機能之健全、人民生命財產之保障，直轄市、縣(市)政
府應將風險危害情境納入後續規劃考量。 

(六) 農地資源待妥處 

岡山、楠梓(鳳山厝部分)、員林、斗南、嘉義、新營及麻豆等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有較大面積之第 1 種農業用地分布；中壢內壢、豐原、王田、彰化、

永康、臺南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有部分第 2 種、第 3 種農業用地分布；至於

楊梅、新竹、頭份、苗栗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則鮮有農業用地分布。為確保

國內糧食安全，未來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儘可能維持農業生產環境之存續，

並依據全國區域計畫、國土計畫政策方向進行相關分區之檢討與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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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直轄市多已積極進行計畫檢討整合 

依據各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研擬方向之不同，約可歸納出 4 種類型，

未來直轄市、縣(市)政府將針對轄內都市計畫之性質進行調整與變動，相關

方向應定期關注並更新。 

1. 依循計畫型 

仍依循現有計畫規定，於固定時間辦理通盤檢討。 

2. 積極開發型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受整體開發條件限制或須另擬細部計畫者，直

轄市、縣(市)政府積極協助辦理，藉以促進地方活絡發展。 

3. 輔導轉正型 

針對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違規使用(尤其工業使用之未登記工廠)
致農業生產用地有污染之疑者，透過指定產業專用區、降低變更門檻或

引導至適當產業用地等手段，積極輔導在地業者合法及維持其生活穩

定。 

4. 整併縫合型 

一般而言，直轄市政府較常屬於此類。此類常針對轄內現存都市計

畫進行整併縫合，部分特定區計畫將併入一般都市計畫中，此類型對於

相鄰都市計畫間進行通盤性考量，可採取互補方式以避免不當或浮濫之

開發。然而此類型應特別留意交流道聯絡道與城鄉發展空間之暢通，應

儘可能維持低強度或予以管制，以避免交通機能損失。 

肆、課題與對策 

一、交流道聯絡道運輸服務機能未如預期 

(一) 課題說明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之聯絡道常因為交通優勢而出現商業違規使用，使得

交流道聯絡道不僅需肩負國道車流之集散機能，更需滿足此類衍生的交通需

求，導致交流道聯絡道維持暢通之條件難以被滿足，從而發生壅塞或車速降

低情形，因此，如何維持交流道聯絡道暢通機能實為都市發展之重要課題。 

(二) 對策 

1.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具交通區位優勢，應視計畫型態與實際需求，

於通盤檢討時擬定維持交流道至市區之聯絡道通行順暢之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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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情況劃設適宜之產業用地、避免規劃高強度之住宅或商業活動，且

應與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之主要道路有所區隔。 

2. 建議併同國道交通與市區交通串連等議題，一併納入各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檢討分析，確保國道功能。 

二、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與周邊都市計畫之機能關係待檢視 

(一)課題說明 

1. 因應原臺中縣(市)、原臺南縣(市)及原高雄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

原位於縣市邊界之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其所在區位轉變為地方之中心，

交通運輸及產業發展條件亦將隨之轉變，將影響現存都市發展結構及

空間機能，有必要就其空間區位之特性及其與相鄰都市計畫間之競合

關係重新檢討其發展方向之必要性。 

2. 隨著都市發展、縣市合併等變遷，部分計畫區之計畫性質或產業需求

已不適用計畫擬定時期所設定之條件，應重新檢視計畫性質，並適當

地進行策略調整。 

(二) 對策 

1. 部分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具有帶動鄰近都市發展的特性，或可補足鄰近

都市不足的公共設施，應以區域發展之角度，分析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的定位，並檢討是否有與鄰近都市計畫合併需求。 

2. 應考慮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之計畫發展型態與縣、市合併升格後之成長

衝擊，檢視過去發展趨勢及未來發展定位。 

3. 當計畫內容與實際發展存在落差時，應重新檢視原特定區劃設目的及

土地使用計畫與現況發展之差異，進一步研擬調整相關用地需求或發

展方向並規劃配套措施，包含公共設施及交通系統，以強化並保全特

定區之發展能量，並最有效率地利用國土空間資源。 

三、計畫人口與公共設施規劃均待覈實檢討 

(一)課題說明 

1. 人口達成率達 80%以上計畫區，或人口成長率高之行政區，應考量計

畫所擬目標年，有待重新檢討計畫人口及當地既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

服務水準，並優先補充服務水準不足者，以滿足居民基本需求。 

2. 部分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內公共設施開闢率偏低，將影響居民基本

生活需求之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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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策 

1. 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應確實實施公共設施通盤檢討。 

2. 公共設施開闢率低者，應加速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保障私有地主

之權益，並應適度檢討計畫人口與人口進駐情形，適時進行調整或檢

討合宜區位，以最有效率方式滿足居民基本需求。 

3. 全面檢討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必要性，針對無保留必要或可縮小面積的

公共設施用地，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指導之相關指導，重新

檢討發展之。 

4. 對於檢討後仍有保留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除以容積移轉方式取得外，

應逐年編列預算予以取得，以加速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避免影響土

地所有權人權益。 

四、土地使用分區與實際需求存在落差 

(一) 課題說明 

1. 目前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中劃設之若干產業用地，隨產業轉型、時空更

迭，部分產業用地原定機能已不復以往，如產業轉運中心是否仍有存

續必要、目前產業需求與相關用地是否供過於求而造成發展遲滯之現

象，皆有待釐清，以利國土空間之緊實、有效利用。 

2. 土地違規使用不僅為未登記工廠或零星商業使用侵蝕農業生產空間

之問題，亦可能遭遇既有產業用地閒置及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交通運輸

機能遭削弱等問題，失序之土地利用造成無效的空間發展型態，並降

低計畫區內生活環境品質，百害而無一利。 

3. 目前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皆存在相關管制規定，但現況仍存在許多工業、

商業之違規使用，情節嚴重者甚至影響農業生產用地之存續、或影響

計畫區內生活品質。是否現存規定與市場發展需求存在落差，抑或是

整體監督、輔導措施仍不夠健全，以致違規狀況不斷，建議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予釐清。 

(二) 對策 

1.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主要為有效維護及引導高速公路交流道附近

地區健全發展與管理而擬定之，各計畫均有不同發展背景與條件，有

關用地需求檢討及相關管制是否調整，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檢視

各個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獨特之發展特性與環境條件、考量其與周邊地

區發展銜接之可能性，進行縝密詳細之通盤規劃後予以調整，以呼應

健全發展與管理之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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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農委會劃定之農地資源分類分級成果，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積

極引導維持優良農業生產環境，如違規使用確實造成污染致農業生產

環境有生產疑慮時，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檢視產業用地之需求，尋

覓適合地點積極整合、輔導轉型或引導至適當至既有閒置工業區，以

避免農業生產環境持續被破壞。 

3. 為求落實國土空間管理，避免不當、失序之空間蔓延，無論是否調整

土地使用分區，後續皆應避免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內之土地違規使

用，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加強違規使用之查報與處理。 

五、整體開發地區條件限制致開發遲滯 

(一) 課題說明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範圍內劃設之整體開發地區，常因公共設施負擔

比例偏高、所有權人意願整合困難等問題，導致辦理開發遲滯，阻礙計畫區

發展，也影響相關土地所有權人之權益。 

(二) 對策 

1. 建議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處理方案」評

估是否仍有開發之需求，優先發展推動更新地區及整體開發地區，或

評估後視情況條件式放寬開發方式、公共設施負擔等條件，適時檢討

變更。 

2. 整體開發地區之調整方向可依各縣市產業發展策略，以區域性角度進

行檢視，配合產業需求規劃相關物流倉儲、客貨運轉運中心等使用型

態，並規劃適當交通配套機制以發揮交流道快速流通之優勢，或可視

實際發展需求結合商業空間規劃，推動土地資源再利用，避免具交通

優勢用地閒置，並達到產業活絡、促進地方發展之雙贏局面。 

六、氣候變遷及極端氣候加遽環境風險 

(一) 課題說明 

受到氣候變遷及極端氣候衝擊，颱風、暴雨、極端降雨等天氣型態發生

機率驟增，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與國道 1 號間有地理區位優勢，應積極避免環

境敏感災害如洪水、土石流等造成道路阻斷及居民生命財產之損失。 

(二) 對策 

結合都市計畫通盤檢討過程，合理規劃土地使用與空間發展策略，落實

防災計畫，降低洪患災害損失，減少對社會經濟的衝擊。並將相關防洪減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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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作為推動都市防災空間系統、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整

合之重要參考標的。 

伍、整體規劃構想與策略 

以下針對前文之課題與對策，並依循全國區域計畫指導及國土計畫之成長管

理架構，提出高速公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之總體規劃構想與策略，供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以及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通盤檢討之參考。 

一、應以維持國道運輸機能為各特定區計畫的基本規劃前提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之擬定目的即在於維持國道運輸功能。然依據前文之

現況分析可知目前交流道聯絡道之服務水準普遍不佳。故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未

來未來仍應朝向維持交流道聯絡道運輸服務水準，以維護國道運輸機能的方向努

力。建議各交流道聯絡道尖峰時段應能維持 D 級服務水準以上，以利國道運輸

功能之維持。維持國道運輸功能的規劃策略如下： 

(一) 高速公路主管機關進行聯絡道功能通盤檢討，依據檢討結果提出需要都

市計畫配合的事項供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參考。 

(二) 辨識交流道聯絡道的脆弱度，與特定區計畫中納入氣候變遷調適策略，

並提出替代道路以及相關調適改善策略。 

(三)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將上述改善建議納入特定區計畫通盤檢討，包含使

用分區變更、研擬或修訂相關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以利運輸功能之維持。 

二、各特定區計畫應依循「修正全國區域計畫」之指導 

內政部營建署依據區域計畫法第 10 條規定，以 102 年 10 月 17 日台內營字

第 1020810668 號公告實施全國區域計畫，並於公告實施後，持續彙整辦理多次

專案小組會議，納入「農地」、「環境敏感地區」、及「建立基本容積制度及其他」

等議題，並於 106 年 5 月 16 日台內營字第 1060806764 號函公告實施「修正全國

區域計畫」。 

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以前，全國區域計畫係空間計畫體系中最上位法定空

間計畫，主要規範內容為土地利用基本原則，係屬政策計畫性質，直轄市、縣(市)
區域計畫應依據該計畫之指導，進行實質土地規劃，係屬實質計畫性質，該二層

級計畫具有上、下位指導關係。而國土計畫法自 105年 5月 1日起施行至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依國土計畫法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使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為

止，全國區域計畫仍具效力。 

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內對於都市計畫地區有關環境敏感地、農地、產業用地於

通盤檢討時應依循之原則，摘要如表附-12。綜整而言，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對於

都市計畫地區目前強化環境敏感地、農地之保護，重視總量管制，城鄉空間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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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於住、商及產業用地使用內容之活化、提高利用效率及輔導合法。以下對應表

附-12 全國區域計畫之指導事項，說明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之檢討方向： 

(一) 環境敏感地 

1. 應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擬之復育計畫，檢討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

用分區編定。屬都市土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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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都市計畫範圍內屬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土地者，應於通盤檢討時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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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農地 

1. 為維護農地資源目標，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參考農業主管機關農地分

類分級成果，透過通盤檢討修正農業區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經農業主

管機關確認具農業生產條件或仍屬供農業生產使用者(包含第一種、

第二種、第四種農業用地)，應限縮土地使用管制規定，避免轉為非

農業生產使用，以符合都市計畫農業區之劃設管理原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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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農業用地)，始得進行農業用地變更審議作業。

基於糧食安全為當前首重，後續如有產業用地與農業使用衝突或競合

情況，應優先維護農地資源。 

(三) 城鄉空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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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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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考量未來人口成長、各區空間活動強度分布、公

共設施容受力及土地環境適宜性因素，建立「計畫地區平均容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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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納入既有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及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作為

指導制定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內容之依據。 

4. 專案輔導合法化 

5. 對於違規輔導合法化政策，反應於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時，應符合安全

性、公平性及合理性等原則，避免違規開發業者誤認為先違法使用，

再循輔導合法化之模式，較易取得土地之合法使用同意，有關安全性、

公平性及合理性之定義說明如下： 

6. 未登記工廠土地 

(1) 應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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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之未登記工廠優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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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土地應避免位於優良農地或周邊均為優良農地。 

(3) 優先輔導聚集達使用分區變更規模之未登記工廠土地合法化。 

(4) 未達工業區變更規模者，其土地合法化應以整體規劃變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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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型經營或遷廠。 

表附-12 全國區域計畫對於都市計畫土地分區使用計畫指導事項摘述 
土地分區使用計畫 對研究範圍之指導事項 

一、土地使用基本

方針 
1-2 氣候變遷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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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優良農地，避免轉為非農業生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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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優良農地，避免轉為非農業生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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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土地使用管理相關配

套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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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轄區易致災地點、災害

發生歷史及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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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擬之復育計畫，檢討

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分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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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管制內容之檢

討，應依據環境資源特性調整使用類別與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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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二、各類型土地使

用基本原則 
2-1 國土保育  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共分 2 級。

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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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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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感地區類型按土地資源敏感特性，區分為災

害、生態、文化景觀、資源利用及其他等 5 類。 
 除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外，應避免作非保育目

的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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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農地維護 3-2 農地使用管制指導原

則 
 直轄市或縣(市)區域計畫應依據農業主管機

關辦理之農地分類分級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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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

或擴大、個案變更或通盤檢討之指導。 
 基於維護糧食安全目標，都市計畫農業區如經

農業主管機關確認具農業生產條件或仍屬供

農業生產使用者，除各該直轄市、縣（市）區

域計畫另有規定者外，應限縮土地使用管制規

定，以符合都市計畫農業區之劃設及管理原

則。至其他農業用地則得依都市及產業發展需

求，通盤檢討變更為其他適當使用分區。 
四、城鄉發展 4-1 城鄉發展基本原則  就全國都市計畫供需情形而言，國內既有都市

發展用地供過於求，且未來人口呈零成長趨

勢，基於環境永續發展及避免政府資源投入浪

費之考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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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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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都市發展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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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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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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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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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建立都市計畫地區平

均容積率 
 為避免都市計畫地區容積率無限制增加，導致

都市景觀惡化、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下降等情況

發生，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考量未來人口成

長、各區空間活動強度分布、公共設施容受力

及土地環境適宜性因素，建立「計畫地區平均

容積率」機制，納入既有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及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作為指導制定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內容之依據。 
4-6 專案輔導合法化原則  區域計畫法對於違反土地使用管制之情形已

訂定處罰規定，對於違規輔導合法化政策，反

應於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時，應符合安全性、公

平性及合理性等原則，避免違規開發業者誤認

為先違法使用，再循輔導合法化之模式，較易

取得土地之合法使用同意。 
 未登記工廠土地管理指導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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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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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應避免位於優良農地或周邊均為優良農

地。 
 優先輔導聚集達使用分區變更規模之未登記

工廠土地合法化。 
 輔導轉型或遷廠原則：(1)輔導轉型；(2)輔導

遷廠 
資料來源：修正全國區域計畫，民國 106年 5月，內政部。 

三、各特定區計畫應服膺全國國土計畫成長管理策略之指導 

國土成長管理策略是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落實於土地空間的管理原則。依據國

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劃設條件(目前討論中草案)，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擬劃設

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既有都市計畫地區均屬之)，位於「成長管理邊界線」

內，其應遵循之成長管理策略摘述如表附-13 示。 

由表附-13 知，都市計畫地區的成長管理著重於既成發展地區或是可發展地

區的緊實化、使用內容活化以及提高利用效率，避免發展擴張，同時重視農業環

境的維持與優化，以及建成環境的生活品質，並關注產業發展的需要。以下對應

表附-13 長管理策略對於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之指導事項，說明未來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計畫之檢討方向： 

(一) 加速檢討整體開發地區，以利土地資源有效利用 

理論上整體開發係有利於土地成長管理的方式，本研究整合 17 處交流

道附近特定區內常見之整體開發地區類型包含：1.住宅區、住宅社區，2.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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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區、乙種工業區，3.貨物轉運中心，4.其他(較大規模開發、產業專用區、

商業區)等 4 類。 

然由，由於種種實務面因素，長期以來多處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內遭

遇無法落實問題，例如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劃設之貨物轉運中心區，部分受限

於開發規模較大、公共設施負擔比例過高或土地所有權人未配合執行附帶條

件內容等因素，難以順利整合開發，造成都市發展遲滯，也無法加速地方成

長，因此整體開發地區問題有待正視。 

建議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依據《都市計畫整體開發處理方案》確實

檢討整體開發地區之可行性，對於可行性偏低的地區透過通盤檢討解除整體

開發限制，對於具有可行性的整體開發計畫，則限期完成整體開發作業。 

(二) 已發展或可發發展地區朝向更緊實發展，提供質量兼具的公共設施 

都市中可發展地區或已發展地區再行緊實發展有助與遏止發展蔓延，保

育農地與生態用地，同時亦有助於節能減碳。而優質的公共設施供給有助於

引導發展緊實。若干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內公共設施開闢率低落，例如楊

梅、新竹、頭份、斗南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導致人口無法有效引進或合理

分布；亦有若干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因進駐人口已明顯高於計畫人口，導

致公共設施可能面臨數量不足問題，例如中壢內壢、楊梅、豐原、彰化等交

流道附近特定區。 

針對促進都市計畫地區緊實發展，未來可朝以下規劃方向有效提高開發

地區的緊實程度： 

1. 優先發展推動更新地區及整體開發地區。 

2. 推動土地資源再利用。 

3. 實施公共設施通盤檢討。 

4. 都市計畫地區之低度發展或無效供給地區，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之指導，重新檢討發展之。 

5. 活化及轉化既有低度利用公共設施。 

(三) 優化計畫區之整體農業發展及生態環境 

大多數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的非都市發展用地比例相當高，這些非都市

發展地區以農業區為主，因此，農業生產環境之優化為多數交流道附近特定

區計畫的重要任務。由於位於交流道附近，這些農業區過去被視為「都市發

展儲備用地」。然而依據推估，目前我國都市計畫面積已足以支應未來人口

成長，因此，這些都市計畫農業區必須重新定位，轉而擔任農業生產以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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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保育的角色。建議採行以下策略以優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的農業生產以

及生態環境： 

1. 將農業區依農地分類進一步區分類型，例如：農一、農二等，並採行

不同的管制原則，針對各類型農業區設計不同的管制規範內容。 

2. 不適合農用之農業區考慮優先調整為生態用途，強化計畫區的生態機

能。 

3. 具國土保育性質之土地，應依據環境敏感特質，訂定土地使用之績效

管制標準，保護環境資源。 

4. 必要時交優良農地或保護區劃出都市計畫範圍之外，納入農業發展地

區或國土保育地區。 

(四) 配合產業發展需要規劃產業用地，積極處理違規工廠問題 

大多數交流道特區範圍內農地違規使用情形嚴重，主要問題為違規工廠，

例如，豐原、王田、彰化、員林…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目前各界已相當重

視違規工廠問題，並提出對應方案，例如 102 年經行政院核定之「輔導未登

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其中針對未登記工廠若不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者，由

政府主動規劃並採有計畫引導方式；未登記工廠群聚達一定規模，已改變土

地使用分區性質應檢討調整者，宜要求循都市計畫檢討、變更。近期已有部

分地方政府如彰化縣政府、臺南市政府積極協商未登記工廠合法化之輔導辦

法，希望合宜引導產業之發展。 

建議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採行以下策略處理產業用地需求以及違規工

廠問題： 

1. 檢討產業用地供需，確認產業用地需求面積。 

2. 既有低度利用產業用地予以轉型活化。 

3. 盤查違規情形並研擬分期分區改善計畫。 

4. 採「先給後要」的模式逐步改善違規使用，已成產業群落採分區劃設

手段劃設產業專用區因應，零星違規工廠採限期搬遷或遷入上述產業

專用區。 

5. 產業用地之擴充應避免衝擊農業生產環境以及生態環境。 

(五) 考慮極端氣候可能面臨之易淹水、土石流災害，納入都市防災考量： 

易淹水問題、土石流災害之威脅不僅影響都市計畫區內之民眾生活及產

業發展，交流道在風險情境下能否通暢無阻更是影響國道功能是否得以正常

運作之重要關鍵，目前彰化、員林、斗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可能有較高之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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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水風險，而苗栗、豐原、岡山則有部分地區與土石流風險地區相鄰，直轄

市、縣(市)政府應即早考量相關對策。 

建議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採行以下策略處理減災、避災之課題： 

1. 檢討計畫區內風險因子層級，確認其空間分布特性。 

2. 依據計畫區內道路層級、地理位置及實質空間條件劃分不同層級之防

救災路線，並應指定必要防救災場所。 

3. 各計畫區應納入「海綿城市」構想，適度調降建築開發建蔽率及開挖

率，檢討適當用地劃設蓄洪及滯洪設施，以增加防災功能，確保人民

生命財產安全。 

表附-13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成長管理策略摘述 
成長管理策略 對研究範圍之指導事項 

策略一 
以整體發展為原

則，提出總量管制

策略 

1-2 為維護農地資源，應

進行總量管制 
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內既有的優良農地應

仍維持農用。 

策略二 
視土地資源及其空

間區位之潛力與特

質，擬定發展優先

順序 

2-1 擬定城鄉發展優先區

位與順序 
 優先發展推動更新地區及整體開發地區。 
 推動土地資源再利用。 
 實施公共設施通盤檢討。 
 都市計畫地區之低度發展或無效供給地區，按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指導，重新檢討發

展之。 
 因應依都會區域發展或縣市行政轄區整併之

都市計畫整併。 
策略二 
應視土地資源與其

空間區位之潛力與

適宜性，擬定優先

發展順序 

2-2 全國產業發展區位及

發展優先順序 
 閒置工業區或產業園區再開發。 
 老舊工業區或產業園區轉型再利用。 
 適度提高既有已飽和工業區或產業園區之發

展強度。 
 既有未登記工廠盤點與輔導轉型。 

策略三 
檢討現有公共設施

數量、區位、規模

與服務機能，確保

公共設施足夠 

3-1 應檢討現有之公共設

施用地並考量需求予以

增加或進行活化 

 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 
 公共設施用地活化。 

策略四 
促進土地資源之合

理利用，建立土地

使用獎懲及管制 

4-1 以土地合理使用為原

則，維護農地之農業生產 
 具國土保育性質之土地，應依據環境敏感特

質，訂定土地使用之績效管制標準。 
 既有農業發展性質之土地： 
 屬於宜耕作之優良農地，應定位為都市之糧食

供應帶。 
 生產環境受外在因素干擾之農地，適度作為城

鄉發展地區的綠色基盤，依據區位機能，適性

提供都市休憩、空氣淨化、土地涵養、滯洪調

節等生態系統服務功能。 
4-2 促進農地農用之具體

落實，以避免農地違規之

情事 

 藉由農地資源分類分級成果進行差別性獎勵

與管制。 
 透過積極性獎勵措施，鼓勵農地繼續維持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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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使用。 
4-4 針對未登記工廠，應

透過具社會公義之處理

機制，劃設適當之國土功

能分區 

 通盤檢討既有之違規，考量產業衝擊及環境負

荷，制定明確的區分處理方式以及明確的時間

點。 

資料來源：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國立臺北大學，106年。 

四、各特定區計畫應視實際狀況檢討與毗鄰都市計畫整併的必要性 

根據全國區域計畫修正版之內容「因應都會區域發展或縣市行政轄區整併，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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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包括桃園

市、新竹市、臺中市、高雄市等直轄市及縣(市)亦刻正辦理都市計畫整併相關研

究及作業，藉由重新檢討整體都市空間結構、土地使用分區劃設之適宜性、各項

公共設施用地合理規模與其服務水準，突破原個別都市計畫範圍之侷限，考量實

際發展狀況，以實質空間發展重新界定計畫區界，以合宜之都市計畫規模整併鄰

近都市計畫。 

本研究參考各縣市區域計畫及相關計畫後，彙整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與鄰

近都市計畫整併之原則如下： 

(一) 應考量其與鄰近都市計畫區之發展關係，實質空間結構中的活動應為互

相串連，包括交通系統順暢連接，土地使用分區實際發展具有連續性及

互動性，產業發展具有關聯性。 

(二) 都市計畫整併應參考計畫劃設性質及目的，都市計畫性質可分為市(鎮)
計畫、鄉街計畫、特定區計畫等，目的則可能有交通運輸(交流道附近

特定區)、產業發展(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保持優美風景(風景特定區)
等，應以同一計畫區內同質性高、而不同計畫區則異質性高為原則，判

定是否適宜整併都市計畫區；同時參酌可發展用地、土地使用分區、公

共設施用地及產業用地特性等計畫內容，判斷未來發展機能與都市擴張、

用地延續的趨勢，作為都市計畫整併與調整基礎。 

(三) 依照社會、經濟發展現況整併都市計畫區，參酌行政轄區範圍、生活圈

機能分工、地區發展脈絡、人口分布及集居特性、土地利用現況等項目，

據以劃分整併都市計畫區，並視實際需求(例：都市縫合)將零星之非都

市土地納入。 

(四) 整併後都市計畫應以能將自然地景、生態棲地、大眾運輸等因素納入系

統規劃為考量，並適度進行公園綠地、河川等藍綠空間串連。 

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與鄰近都市計畫整併情形及建議如表附-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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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14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與鄰近都市計畫整併建議一覽表 

交流道附近特

定區名稱 
已有相關都市

計畫整併規劃 
本研究建議與周

邊都市計畫整併 
說明 

中壢內壢 ○ - 桃園市政府已刻正辦理「變更中壢都會區都市計

畫(整併 7 處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計畫位階、

範圍、書圖合併及擬定機關等項目檢討，未涉及

實質計畫內容之檢討調整)，中壢內壢交流道附近

特定區計畫及楊梅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分別為

中壢之衛星發展腹地及衛星市鎮，與其他中壢平

鎮都市擴大修訂計畫、楊梅都市計畫…等 5 處都

市計畫一併納入「中壢都會區都市計畫」範圍。 

楊梅 ○ - 

新竹 ○ - 

新竹市政府刻正辦理「新竹市都市計畫整併案」，

短期預計將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等 6 處都

市計畫整併為新竹市主要計畫(計畫範圍、面積、

年期及人口之整併)，中長期則重新審視全市整體

都市空間結構與治理課題，並進行土地使用之檢

討。 

苗栗   
與鄰接之苗栗及公館都市計畫空間發展連續性及

互動性皆不緊密，建議維持原計畫。 

頭份 ○ - 

根據「擬定苗栗縣區域計畫及研究規劃案」內容，

頭份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與竹南頭份都市計畫

及竹科竹南基地特定區計畫相鄰。近年竹南頭份

逐漸發展為苗北核心，隨著都市發展，都市計畫

區面臨之工業區檢討、公共設施等問題，已無法

單就各別都市計畫區討論，未來建議整併竹南頭

份都市計畫區，強化區域整合性之治理。 

豐原 ○ - 

根據「臺中區域計畫(草案)」之內容，依成長管理、

TOD 發展模式、緊密發展及都市更新等策略，將

市內都市計畫區及未來可能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之範圍整併為 4 大空間分區與 10 大都市計畫區，

以公平而有效率的分派公共建設資源，並減少行

政資源浪費。豐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及豐

原、神岡、潭子、大雅、后里地區都市計畫整併

為后豐潭雅神都市計畫，發展定位為臺中副都

心、山城行政中心、優質農業基地及山城觀光門

戶。 

王田 ○ - 

根據「臺中區域計畫(草案)」之內容，王田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及烏日、大肚地區都市計畫整併

為日大都市計畫，發展定位為陸運轉運樞紐、會

展中心及物流中心。 

彰化  ○ 

與彰化市都市計畫及花壇都市計畫空間發展連

續，且生活圈互動頻繁，交通運輸則由台 1 線及

臺鐵串連 3 處都市計畫，參酌空間發展特性，且

未來整體性之規劃，建議可與周邊都市計畫整併。 

員林   
與鄰接之溪湖及埔心都市計畫空間發展連續性及

互動性皆不緊密，建議維持原計畫。 

斗南  ○ 

與鄰接之斗南及虎尾都市計畫皆為地區發展核

心，斗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與斗南及虎尾都

市計畫空間發展連續性高，建議可整併都市計

畫；透過整體空間之規劃，以區域性角度配置住

商空間、公共設施及產業機能，可強化本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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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道附近特

定區名稱 
已有相關都市

計畫整併規劃 
本研究建議與周

邊都市計畫整併 
說明 

嘉義   

建議依照嘉義縣、市行政區界分開擬定。嘉義市

部分可併入嘉義市都市計畫，以全市之角度審視

都市空間結構及發展；嘉義縣部分無鄰接其他都

市計畫，建議維持原計畫。 

新營 ○ - 

根據「臺南市區域計畫(草案)」內容，考量實質空

間結構關係及計畫內容之差異性，將新營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與新營、柳營、鹽水都市計畫整

併為北臺南核心。 
麻豆   無鄰接其他都市計畫，建議維持原計畫。 

永康 ○ - 根據「臺南市區域計畫(草案)」內容，將永康、臺

南交流道附近地區計畫及臺南市(主計)、仁德、永

康、歸仁、保安地區都市計畫整併為南臺南核心。 臺南 ○ - 

岡山 ○ - 

根據「高雄市區域計畫(草案)」內容，考量社經發

展特性及計畫定位，建議將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

區計畫及岡山、燕巢都市計畫整併，發展定位為

北高雄生產及生活中心、居住及產業支援區。 

楠梓 
(鳳山厝部分) 

○ - 

根據「高雄市區域計畫(草案)」內容，考量社經發

展及計畫性質，建議將楠梓交流道附近特定區(鳳
山厝部分)計畫及澄清湖特定區計畫、大社、仁

武、鳥松(仁美)都市計畫整併，發展定位為居住、

休閒、產業支援區及產業從業人員生活社區。 

五、各特定區計畫之產業用地應視實際狀況維持或檢討變更 

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劃設之產業用地，隨時間、空間更迭變遷，其產業用

地需求或已不符所需，應藉由檢視實際發展情況、都市空間結構與地方發展需求，

建立應維持原計畫使用或檢討變更之準則，以促進都市緊實發展及有效利用國土

資源。 

本研究參考國發會「研議都市計畫工業區土地活化利用策略」、各縣市區域

計畫及相關計畫後，彙整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產業用地建議維持原計畫或檢討

變更之分類原則及建議操作方向建議如下表： 

表附-15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產業用地分類建議一覽表 

分類 說明 建議操作方向 

第一類：適宜維持產業用地使

用 

 產業用地開闢情況良好 
 所在區位不影響整體都市空

間結構發展 

應維持產業用地使用 

第二類：可容許相容使用 

 產業用地部分已開發使用，

但部分為其他使用 
 所在區位尚不影響整體都市

空間結構的發展 

1.宜依直轄市、縣(市)產業需求

用地總量進行分派，並針對轄

內之產業用地使用情形進行通

盤檢討，不具開發需求者，應

檢討變更其他適宜使用分區；

具開發需求者，應積極媒合適

宜廠商進駐，以加速產業用地

開發。 
2.直轄市、縣(市)應輔導未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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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朝遷廠、轉型或申請土地

使用分區變更；位於農業用地

上且有破壞優良農業生產環境

之之未登記工廠，宜有計畫引

導遷至鄰近閒置產業用地、恢

復農地農用。 

第三類：適宜調整變更使用 

 產業用地現況非原訂計畫用

地使用 
 產業型態改變而產生閒置情

況 
 所在區位已影響整體都市空

間結構的發展 

宜依直轄市、縣(市)產業需求

用地總量進行分派，並針對轄

內之產業用地使用情形進行通

盤檢討，經確認已無產業發展

使用需求之土地，宜配合實際

發展檢討調整為適當使用分

區。 

本研究統整各縣市區域計畫及相關計畫，彙整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產業發

展定位，並依循前列分類準則提出後續操作建議，經初步判斷應維持原計畫內容

者包含楊梅、新竹、頭份、苗栗、彰化、員林、岡山、楠梓(鳳山厝部分)；宜積

極媒合適宜廠商進駐者包含中壢內壢、豐原、王田、斗南、嘉義、臺南；宜進一

步就直轄市、縣(市)產業需求用地總量進行分派，確認部分產業用地確實無需求，

方得檢討調整為適當分區者包含新營(貨運轉運中心、非農用農業區)、永康(轉運

中心)、麻豆(貨物轉運中心)。 

表附-16 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產業發展定位及後續操作建議一覽表 
交流道附近

特定區名稱 
產業發展定位(含實際發展情形) 後續操作建議 

中壢內壢 

 為促進都會核心緊實，外圍地區應朝向與都會核心相容

之土地使用，以符都市整體發展需求。建議本研究區內

工業區應變更轉型，並視各工業區現況條件，由民間自

行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提出個案變

更。 
 依「桃園市工業區策略規劃暨都市計畫變更原則」之檢

討，可延續及導入產業方向為「創新育成研究型創新育

成研究型」。 
 桃園市具有完整之物流體系，物流產業亦為其主軸產

業，由於本研究區鄰近中壢交流道，極具交通優勢，可

作為快速與一般貨物運輸、轉運、集散、分配、保管作

業場地，具發展物流轉運中心之潛力，建議定位為南桃

園地區物流轉運中心。 
 本特定區計畫東南側已有貨運業及餐飲業營運使用，且

未緊鄰住宅社區，宜規劃為物流生活區，以降低對現有

產業活動及居住環境之衝擊。 

初 步研判 具開發 需

求，後續宜積極媒合適

宜廠商進駐，以加速產

業用地開發。 

楊梅 已開發作廠辦使用，建議維持原計畫。 建議維持原計畫。 

新竹 已開發作廠辦、住商使用，建議維持原計畫。 建議維持原計畫。 

頭份 本特定區計畫位於西部科技產業走廊，因應產業群聚效

益，建議維持工業使用。 
建議維持原計畫。 

苗栗 

 本特定區計畫位於西部科技產業走廊，因應產業群聚效

益，建議維持工業使用。 
 配合苗栗高鐵特定區交通轉運及二大產業群聚地區之擴

張，在產業群聚及分工合作之構成下，產業節點間勢必

建議維持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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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龐大之轉運需求，爰應加強與西部科技創新發展軸帶

間之物流連繫，提升產業合作效率。 

豐原 

 既有產業園區、工業區應持續朝向低汙染、節能產業導

向發展，應採灌排分離，避免工業廢水污染農業用水其

污水，並設置隔離綠帶等公共設施，避免產生負面外部

性。 
 朝向產業基地發展，優先轉型已遭受破壞之農地，提供

有規劃及引導之產業用地區位，避免產業用地侵蝕優良

農地。 
 工業區應加強道路之開闢。 

1.初步研判具開發需

求，後續宜積極媒合適

宜廠商進駐，以加速產

業用地開發。 
2.具破壞優良農業生

產環境疑慮之之未登

記工廠，應優先引導遷

至此產業用地。 

王田 

烏日、大肚地區結合高鐵站、交流道等交通運輸樞紐，以

發展會議展覽、物流、休閒娛樂及康健體驗 5 大產業為產

業發展主軸，加強產業輔導及協助招商，針對策略性產業

提供配套誘導措施，如租金優惠、技術媒合。 

初 步研判 具開發 需

求，後續宜積極媒合適

宜廠商進駐，以加速產

業用地開發。 

彰化 

 多已開發作廠辦、住商使用，建議維持原計畫。 
 現況工業使用蔓延至農地情形嚴重，建議後續優先檢討

轉型已遭受破壞之農地，指認已不適耕作之農地轉型釋

出，提供有規劃及引導之產業用地區位或劃設開發許可

區塊，提供特定區內未登記業者申請開發使用，彈性滿

足產業發展需求，及未登記工廠蔓延與管理問題，避免

產業用地侵蝕優良農地。 

1.建議維持原計畫 
2.具破壞優良農業生

產環境疑慮之之未登

記工廠，應優先引導遷

至此產業用地。 

員林 

 多已開發作廠辦、住商使用，建議維持原計畫。 
 現況工業使用蔓延至農地情形嚴重，建議後續優先檢討

轉型已遭受破壞之農地，指認已不適耕作之農地轉型釋

出，提供有規劃及引導之產業用地區位，避免產業用地

侵蝕優良農地。 

1.建議維持原計畫 
2.具破壞優良農業生

產環境疑慮之之未登

記工廠，應優先引導遷

至此產業用地。 

斗南 

 雲林縣整體產業發展方向以農業生技、綠色能源、節能

低耗水、紡織、倉儲等，朝向綠色科技邁進。 
 斗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之產業發展以小東工業區為中

心，向外擴充發展，提供適當區域空間供產業進駐發展，

以連結相關完整產業發展腹地並形成規模經濟，塑造本

區為周邊地區都市與產業發展引擎。因交流道地利之

便，小東工業區以物流倉儲專區為主要發展方向。 
 應掌握斗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交通運輸便捷、完整發展

腹地之優勢，配合未來產業發展趨勢與脈動，引入優勢

產業群落發展以及整體用地規劃，確保計畫區產業進駐

與永續發展。 
 產業專用區因應雲林縣產業政策為「農工共榮」，配合

緊鄰台 1 線西側土地以及發展現況劃設，期能因應周邊

鄰近工業區、中科虎尾園區以綠能產業發展，提供作為

雲林地區物流產業專用區、倉儲物流中心及農工商產業

服務發展用地。 
 輔導計畫區內未登記工廠合法化，並轉至工業區設廠。 

1.初步研判具開發需

求，後續宜積極媒合適

宜廠商進駐，以加速產

業用地開發。 
2.具破壞優良農業生

產環境疑慮之之未登

記工廠，應優先引導遷

至此產業用地。 

嘉義 

 貨物轉運中心區作為貨物轉運及批發、倉儲之功能，配

合批發(觀光)市場之建設，衍生相關需求產業，包括批

發、物流、冷凍、食品加工及倉儲等與魚貨及果菜批發

零售、餐飲業及生產服務業等上下游相關產業，亦會因

群聚效益進駐形成產業鏈，也加速貨物轉運中心之開發。 

初 步研判 具開發 需

求，後續宜積極媒合適

宜廠商進駐，以加速產

業用地開發。 

新營 

 特定區內之工業區多已開發作廠辦使用；貨運轉運中心

則於 105 年以公辦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新營客轉中心開

發。 
 本特定區位於臺南發展軸帶，且具有產業發展能量，建

議作為都市發展腹地以增加產業用地，現況非農用之農

初 步研判 具開發 需

求，後續宜進一步檢視

產 業需求 用地之 分

派，經通盤檢討程序適

當調整土地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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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區可考量轉作為產業發展腹地。  

麻豆 

 本特定區內工業區開闢率並不高，其中麻豆工業區開闢

率僅約 3 成，主要原因包括道路、街廓、地籍條件不佳，

且有易淹水問題。 
 本特定區內工業區(主要為麻豆工業區)已具初步產業群

聚，依據現有產業環境與相關優勢，原則上建議未來產

業發展應以低污染之地方資源型及其他具有發展潛力，

且符合地方發展長遠目標與綠色產業為優先；另考量曾

文溪以北地區為臺南市農業重鎮，建議亦可引進農業生

技之相關產業。 
 麻豆貨物轉運中心規劃迄今尚未開發，考量麻豆工業區

附近地區於現況及未來均無發展大面積貨物轉運中心之

需求，為避免土地閒置，建議可進行檢討變更。 

宜依直轄市、縣(市)區
域計畫產業需求用地

總量進行分派，並針對

轄內之產業用地使用

情形進行通盤檢討，經

確認未來無產業發展

使用需求之土地，宜配

合實際發展需求檢討

調整為適當使用分區。 

永康 

 特定區內之工業區多已開發作廠辦使用，開闢率均達 8
成 5 以上。 

 配合永康區未來發展定位，本特定區內工業區應配合研

發，朝科技型、技術型為主要的方向；傳統型、污染性

高之產業應予以適當集中。於長期發展上應以現有工業

區之業種業別重改組或用地解編，用永久性土地承載方

式轉以提供文化創意產業、觀光產業或其他合適產業為

目標。 
 本特定區內過去曾規劃永康交流道運輸中心(已劃設 30
多年)，為加速開發，建議將該用地檢討變更。 

1.宜依直轄市、縣(市)
區域計畫產業需求用

地總量進行分派，並針

對轄內之產業用地使

用 情形進 行通盤 檢

討，經確認未來無產業

發 展使用 需求之 土

地，宜配合實際發展需

求檢討調整為適當使

用分區。 
2.具破壞優良農業生

產環境疑慮之之未登

記工廠，應優先引導遷

至此產業用地。 

臺南 

 特定區內工業區主要集中分布於東北側之新田工業區，

惟整體進駐情形並不高。 
 考量特定區內有不少違規工業使用散布於住宅區及農業

區內，建議未來應積極輔導其移入工業區內，並透過工

業區內之公共設施機能提升，增加工業區活化率。 

1.初步研判具開發需

求，後續宜積極媒合適

宜廠商進駐，以加速產

業用地開發。 
2.具破壞優良農業生

產環境疑慮之之未登

記工廠，應優先引導遷

至此產業用地。 

岡山 

 多已開發作廠辦、住商使用，建議維持原計畫。 
 位於基礎工業升級帶上，重點產業為光電、生技醫療、

綠能、金屬製品及加工精密機械等，以南科高雄園區及

仁大工業區為發展核心，帶動周邊工業區發展。 
 因應交通便利、地價較低廉之優勢，提供小型工業支援

廠商設置，健全上下游供應鏈，作為鄰近都市計畫區之

工業區後備支生產基地，創造地區就業機會。 
 蔓延於農業區之零星工業，應輔導轉往工業區設廠，避

免工業活動之外部性對農業區造成衝擊。 

1.建議維持原計畫。 
2.具破壞優良農業生

產環境疑慮之之未登

記工廠，應優先引導遷

至此產業用地。 

楠梓 (鳳山厝

部分) 

 多已開發作廠辦、住商使用，建議維持原計畫。 
 位於基礎工業升級帶上，重點產業為光電、生技醫療、

綠能、金屬製品及加工精密機械等，以南科高雄園區及

仁大工業區為發展核心，帶動周邊工業區發展。 
 現況工業區以五金加工、金屬製品製造業為主，並有部

分化學廠房，未來可結合鄰近大專院校之設立建構建教

合作之平台，促進地方產業升級。 

建議維持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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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檢討原則建議 

依據前文之發展構想與策略，研擬計畫檢討原則，作為未來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通盤檢討之參考。 

一、積極維持國道運輸機能 

(一) 交流道聯絡道尖峰時段應能維持 D 級服務水準以上，以利國道運輸功

能之維持。 

(二) 辨識交流道聯絡道的脆弱度，納入氣候變遷調適策略，並提出替代道路

以及相關調適改善策略。 

(三) 納入上述改善建議納入特定區計畫通盤檢討，包含使用分區變更、研擬

或修訂相關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以利運輸功能維持。 

二、視實際狀況研擬都市計畫整併事宜 

(一) 考量其與鄰近都市計畫區之發展關係。 

(二) 參考計畫劃設性質及目的，應以同一計畫區內同質性高、而不同計畫區

則異質性高為原則，判定是否適宜整併都市計畫區。 

(三) 依照社會、經濟發展現況整併都市計畫區，並視實際需求將零星之非都

市土地納入。 

(四) 整併後都市計畫應以能將自然地景、生態棲地、大眾運輸等因素納入系

統規劃為考量，並適度進行公園綠地、河川等藍綠空間串連。 

三、視實際狀況檢討變更產業用地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內所劃設之產業用地，應於通盤檢討時研議相關用地

之存續，關於應維持原計畫或檢討變更之分類原則及建議操作方向建議如下： 

(一) 第一類：適宜維持產業用地使用 

此類應維持產業用地使用，不予檢討變更。 

(二) 第二類：可容許相容使用 

此類宜依直轄市、縣(市)產業需求用地總量進行分派，並針對轄內之產

業用地使用情形進行通盤檢討。 

1. 不具開發需求者，應檢討變更其他適宜使用分區； 

2. 具開發需求者，不予檢討變更。應積極媒合適宜廠商進駐，以加速產

業用地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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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類：適宜調整變更使用 

此類宜依直轄市、縣(市)產業需求用地總量進行分派，並針對轄內之產

業用地使用情形進行通盤檢討，經確認已無產業發展使用需求之土地，宜檢

討調整為適當使用分區。 

四、加速檢討整體開發地區，以利土地資源有效利用 

依據《都市計畫整體開發處理方案》確實檢討整體開發地區之可行性，對於

可行性偏低的地區透過通盤檢討解除整體開發限制，對於具有可行性的整體開發

計畫，則限期完成整體開發作業。 

五、已發展或可發展地區朝緊實發展，提供質量兼具的公共設施 

(一) 優先發展推動更新地區及整體開發地區。 

(二) 推動土地資源再利用。 

(三) 都市計畫地區之低度發展或無效供給地區，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之指導，重新檢討發展之。 

(四) 活化及轉化既有低度利用公共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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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優化整體農業發展及生態環境 

(一) 將農業區依農業主管機關辦理之農地分類分級成果進一步區分類型，提

出發展定位並採行不同的管制原則。 

(二) 經農業主管機關確認具農業生產條件或仍屬供農業生產使用者(第一種、

第二種、第四種農業用地)，應儘量維持為農業區；不適合農用之農業

區考慮優先調整為生態用途，強化計畫區的生態機能。 

(三) 具國土保育性質之土地，應依據環境敏感特質，參酌各該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意見，訂定土地使用之績效管制標準，必要時應配合保護、保育或

防災需要，檢討變更為適當土地使用分區，保護環境資源。 

(四) 必要時將優良農地劃出都市計畫範圍之外，納入農業發展地區或國土保

育地區。 

七、配合產業發展需要規劃產業用地，積極處理違規工廠問題 

(一) 會同工業主管機關查核產業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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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產業用地供需，確認產業用地

需求面積。 

(二) 既有低度利用產業用地予以轉型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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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盤查違規情形並研擬分期分區改善計畫。 

(四) 應以符合中央中央政府政策或地方產業發展需求、具有優先輔導合法必

要之未登記工廠優先，採「先給後要」的模式逐步改善違規使用，已成

產業群落採分區劃設手段劃設產業專用區因應，零星違規工廠採限期搬

遷或遷入上述產業專用區。 

(五) 產業用地之擴充應避免位於優良農地或周邊均為優良農地，以降低對農

業生產環境及生態環境之衝擊。 

八、符合特定條件的農業區可適度劃出都市計畫範圍，納入農業發展地區或國土

保育地區 

(一) 農業區屬優良農地達一定規模者，可檢討畫出計畫範圍，調整為農業發

展地區。 

(二) 農業區具環境敏感性質者，面積達一定規模者，可檢討畫出計畫範圍，

調整為國土保育地區。 

九、因應氣候變遷，覈實研擬都市防救災計畫，減緩或避免災害衝擊 

(一) 盤點計畫區內風險因子層級及空間分布特性。 

(二) 納入「海綿城市」構想，檢討適當用地劃設蓄洪及滯洪等相關減災設施，

並指定適當防救災路線及防救災據點。 

(三) 具環境敏感性質者，面積達一定規模者，可檢討畫出計畫範圍，調整為

國土保育地區。 

柒、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經上述資料蒐集以及分析，本研究獲致以下結論： 

(一) 高速公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為時代的規劃產物，隨著社會經濟發展，

其劃設目的與規劃內容都存在與時俱進的空間。 

(二) 由於時空變遷，管制型計畫內容無法獲致認同，然而目前以及未來國道

交流道的運輸功能仍有加強維護的必要。 

(三) 早期高速公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劃設大量農業區，意在「儲備都市

發展用地」，然而時至今日，隨著都市的擴張，目前都市計畫面積已足

以因應未來人口成長需要，高速公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早期劃設的農業

區的定位有待回歸至農業生產與環境生態保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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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高速公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範圍內普遍存在違規工業使用，且住宅

社區普遍缺乏公共設施，致生活品質欠佳，亟待正視。 

(五) 環境敏感因子受極端氣候影響，增加對高速公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範圍之衝擊，應及早因應避免不必要生命財產之損失。 

二、建議 

除了前文之分析與論述之外，茲提出對於高速公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之後續

建議事項數端： 

(一) 配合縣市國土計畫之研擬，重新檢討各高速公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之計

畫定位。 

(二) 配合縣市國土計畫之研擬，直轄市、縣(市)政府宜針對計畫定位、計畫

人口、公共設施供給情形、產業方向、生活圈互動關係…等多種面向進

行考量，以更適切之判斷都市計畫整併之可能性與適宜性。 

(三) 國道交流道及其聯絡道為重要城際運輸動線，建議進行各高速公路交流

道附近地區之計畫檢討之前，能邀集國道管理機關、地方道路交通主管

機關以及水利主管機關，共同研商交流道聯絡道之功能維持以及因應氣

候變遷交流道及其聯絡道之調適作為，以利交通功能維持。 

(四) 違規工廠林立導致不利耕作之農業區，仍可依據地區觀發展需要進行多

元利用，例如休閒農業等，以增添計畫區的發展多元性。 

(五) 因應氣候變遷趨勢，研擬土地使用調適策略原則。 

捌、參考文獻 

(一) 邊泰明(民國 81 年)，高速公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土地利用之研究，經

社法制論叢。 

(二) 鄭明書、林享博(民國 100 年)，人口成長與土地開發因果關係之辨認：

以高速公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為例，建築與規劃學報。 

(三) 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5 年），營建統計年報。 

(四) 內政部，修正全國區域計畫，106 年 5 月 16 日公告實施。 

(五) 國家發展委員會(民國 105 年)，研議都市計畫工業區土地活化利用策

略。 

(六)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民國 105 年 10 月)，高速公路交流道附近

特定區計畫相關整體發展策略(草案)。 

(七) 國立臺北大學(民國 106 年 5 月)，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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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工業-製造業)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一、政策與目標 

以「創新、就業、分配」為核心的經濟發展模式，帶領國內經濟轉型升

級，配合永續發展的目標，行政院提出「五加二」產業政策，即五大創新產業

(亞洲矽谷、生技醫療、綠能科技、智慧機械、國防航太)加上新農業與循環經

濟，並以「結合在地產業」、「國內需求支持產業」、「進入國際市場」等三大步

驟，推動經濟成長新模式、產業高值化發展，進而帶動產業結構優化轉型。 

於區域性產業發展用地部分，目標為即時提供廠商適宜之設廠用地，並

確保水電等能資源供給與產業發展得以相互支應。 

二、發展現況 

截至民國 103 年底，我國都市計畫工業區約為 21,771.09 公頃，非都市

丁種建築用地則約為 22,554.13 公頃，合計約 44,325.22 公頃。其中，以中

區工業區與產業園區土地面積總和最高，計為37,163 公頃，占全臺46.23%，

其次為南區及北區，占比分別為 27.17%、24.30%，東區土地占比低於 3%。

另從目的事業設置者觀之，各類產業用地發展情形如下： 

（一）依獎勵投資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及產業創新條例(以下分別簡稱獎投、

促產及產創條例)編定之工業區：經濟部編定工業區計 62 處、地方政

府設置管轄計 17 處、民間編定開發計 94 處。 

（二）依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設置之加工出口區：經濟部設置共 10 處。 

（三）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開發設置之科學工業園區：科技部(原國

家科學委員會)開發設置計 13 處。 

（四）依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開發設置農業生技園區：由行政院農委

會、地方政府設置，計 3 處。 

（五）根據 100 年工商普查調查資料，由政府規劃設置之工業區、科學園區、

加工出口區及自由貿易港區共吸納約 1 萬 7 千間廠商進駐，創造約 90

萬個就業機會，為國內製造業貢獻約 7.9 兆元之生產總額。 

表 1  各全國工業區及產業園區規劃土地面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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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公頃 

民國 都市計畫工
業區 

丁種建築 
用地 產業園區 加工出口

區 
科學工業 
園區 

環保暨農業
生技園區 

95 21,458.45 18,126.54 32,682.32 844.69 3,030.00 636.11 
96 22,428.54 21,601.88 36,897.02 940.19 3,781.34 636.12 

97 22,274.27 21,701.42 37,612.96 577.2 3,736.03 1,056.84 

98 22,235.95 22,240.61 35,302.94 577.2 3,752.18 1,056.84 

99 22,140.58 22,284.93 35,684.48 577.15 4,733.18 1,056.84 

100 22,368.33 22,396.25 30,472.62 577.15 4,733.18 463 

101 22,274.26 22,456.55 30,534.31 585.7 4,614.60 463 

102 21,899.84 22,469.21 30,437.08 577.15 4,702.08 463 

103 21,771.09 22,554.13 30,620.00 515.76 4,704.37 438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101 年~104 年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 

三、發展構想與預測 

（一）區域性產業用地 

1.未來廠商產業投資區位之選擇及資源投入將持續集中於直轄市及成

熟之產業群聚地區。 

2.為避免後續產業用地需求僅得透過變更農業發展區取得，將透過產業

空間發展策略提高既有產業用地使用效率及建立用地儲備機制。 

3.為加速產業轉型升級，達成數位國家、智慧島嶼、服務業高值化等願

景，透過智慧機械、生技醫藥等具地區優勢及發展條件之國內需求產

業，推動產業發展層次。 

（二）區域性產業基礎設施 

1.能源 

（1）我國能源供應近 50%依賴原油及石油產品，預估國內各類汽柴油、

燃料油及航空燃油等需求發展，至 115 年各類油品成長變動幅度不

大；天然氣占我國能源供給量約 12%，為工業與電力之重要燃料，

未來需求仍將持續成長；目前進口之液化天然氣約八成使用於發電

部門，約近 1,000 萬噸，至 115 年需求則約需 1,200 萬噸。 

（2）依據「綠色能源產業躍升計畫」，未來將聚焦推動太陽光電、LED

照明光電、風力發電、能源資通訊等四項主軸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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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願景為扶植太陽光電系統產業成為全球主要供應商之一、促進風力

發電產業自主施工及運維在地化、全球 LED 元件及模組主要供應

國，建立照明產品全球通路，以及智慧電表系統與能源管理方案輸

出國。 

2.水資源 

（1）為因應區域用水需求，經濟部水利署除執行中之板新供水改善二期

計畫、湖山水庫工程計畫及中庄調整池工程外，亦已規劃推動臺灣

地區水資源開發綱領計畫、臺灣各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公共

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推動方案等所列相關水資源個

案計畫，其供水對象包括供應民生用水成長及「供應已核定用水計

畫之開發中、報編中工業區的產業用水需求」。 

（2）儲備供未來發展之產業用地，亦存在產業用水成長需求。惟區域供

水潛能是否能因應儲備產業之發展，仍須視未來自來水系統水源供

需總量而定。 

四、課題與對策 

（一）課題 

1.區域性產業用地 

我國區域性產業發展於空間發展部分，面臨之重要課題包括： 

（1）產業空間之指導：現行產業用地規劃、供給與管理體系複雜多元，

惟產業用地之規劃、開發及管理體系缺乏具體的全國產業空間計畫

上位指導及空間整合平臺。 

（2）產業用地資源運用 

產業用地資源易因地方政府因應都市擴張而輕易流失，惟後

續都會區成長力道強勁，產業需求增加時多透過變更其他非產業

用地因應，造成土地資源浪費與不效益。  

產業固定資產資源投資漸集中都會地區，惟都會區產業用地

面臨轉型壓力，且放寬工業區使用管制衍生土地供做旅館、醫療院

所或變相為工業住宅使用後，難以回復為產業使用，降低產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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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供給面積等隱性問題。  

（3）產業園區開發時程：考量園區開發時程與廠商需地期程存在落差，

倘若未建立產業用地儲備制度，將提高投資者取得土地之不確定性

因素，影響產業投資意願及就業安全。  

（4）未登記工廠衍生之問題：現況未登記工廠區位多坐落於非都市土地

農業區，持續蔓延將造成農業生產環境破壞，在追求經濟發展需求

下將無法確保環境永續發展。 

（5）支援設施規劃：產業發展相關支援設施(如水電及工業港)係支援產

業發展重要建設，倘未整體盤點規劃，將影響產業發展或造成資源

重複投資。 

2.區域性產業基礎設施 

（1）能源 

 能源供給依賴進口：我國能源供給 98%依賴進口，且化石能源依

存度高，面對國際能源情勢動盪、全球氣候變遷衝擊，相較其他

國家面臨更為嚴峻挑戰。 

 相關設施用地取得：能源供給相關設施用地常因地區居民反對取

得不易，另我國北部地區因屬經濟活動頻繁之工商重鎮，用電量

相對高於中部及南部地區，惟北部人口綢密，較中、南部更不易

取得相關用地。 

 綠能產業發展 

因應全球經濟情勢變化，我國成長趨緩之綠能產業應挹注成

長新動能，優化產業結構，以爭取全球綠能市場商機，並提升綠

色能源產業整體價值。 

我國地熱資源豐富，惟多位於地質災害、土石流、國家公園

及觀光風景區，可開發範圍受限，且缺乏地熱資源調查完整資料

庫，不利地熱發電產業發展。 

陸域風能資源優良地區與人口密集處產生空間競合；離岸風

力發電則面臨包括船隻碰撞、生態保護、禁航限制等議題，影響

推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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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資源 

臺灣地區降雨豐枯不均，枯水期可用水量有限，須推動「蓄豐

濟枯」或「新興水源」，方能有效增加全年穩定供水潛能。 

社經環境快速變化，傳統水資源開發阻力大，惟海水淡化及再

生水成本高，使我國產業發展仍受水利基礎設施不足之限制。 

（二）空間發展策略 

1.區域性產業用地 

策略一、保留國家重要產業用地，促進產業永續發展 

（1）主管機關應進行整體盤點，保留營運條件良好，具備發展效益之產

業用地（中央、地方政府、公民營事業及興辦工業人依獎投、促產

及產創條例報編之已開發工業區、科學園區及加工出口區）。 

（2）研議保留都會區之都市計畫工業區，協調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提高都

市計畫工業區變更門檻，以保留都會區產業用地。 

（3）提高都會型產業園區容積率，以配合產業型態強化土地利用且降低

擴廠造成之影響。 

（4）保留具特殊條件需求且符合產業政策指導之產業空間，以強化產業

競爭力。 

策略二、建立產業用地土地儲備機制，以提升因應全球產業變遷的彈性 

（1）工業區土地活化，建立產業用地閒置限期開發與稅賦機制。 

（2）透過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取得產業發展儲備用地。 

（3）優先利用公有及國營事業特定專用區無須繼續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策略三、保留良好產業群聚效果及發展潛力之產業聚落 

（1）因具發展潛力之產業聚落形成不易，產業發展之區域布局係以既有

區域產業群聚發展類別為基礎進行規劃。 

（2）因應產業發展、協助未登記工廠及物流之土地合理及合法使用需求，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審查建議，得檢討變更為產

業園區或特定專用區。 

策略四、產業發展用地規劃應與產業基礎設施相互配合，以促進產業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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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 

產業發展所需之基礎設施用地，應與產業用地規劃相互配套，以利

產業永續發展。 

2.區域性產業基礎設施 

（1）能源 

策略一、能源供需分期總量管理 

採「以合理需求訂定供給總量，以有限供給能力管理能源需求」原

則，避免跨區大量能源輸送、降低能源供應風險，亦可減少部分能源損

失，同時維持能源使用之公平正義原則。 

策略二、石油產品之完整空間規劃 

石油產品對國內能源安全與經濟發展具重要性，其發展空間須規劃

保留。考量產業特性與群聚效應，從原油進口卸收、輸儲、石油煉製加

工、油品輸儲乃至下游石化產業，應有整體產業鏈所需空間的完整規劃。 

策略三、設置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規劃設置液化天然氣第三接收站，主要係供給北部燃氣電廠，並考

量電廠與接收站間的地理相容性、土地取得、對外聯絡道路、環境衝擊

等，目前場址規劃於桃園市。 

策略四、新規劃電廠，以設置於北部地區優先 

北部地區因屬經濟活動頻繁之工商重鎮，用電量相對較高，新規劃

電廠或開放民營電廠，以於北部地區設置為優先，以減少電力損失及輸

電線路壅塞等問題。 

策略五、擴大建構綠能產業發展環境 

推動地層下陷及受汙染土地設置太陽光電系統、建置陽光屋頂、推

動 PV(Photovoltaic)結合創新應用(如：農業應用等)、整合產業供應鏈引

進風場開發能力推動離岸區塊開發，以達到土地多元使用，並擴大建構

綠能產業系統應用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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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六、建構再生能源發展環境 

依各類再生能源(水力、風力、太陽能、生質能、地熱、海洋能等)

發展潛力及再生能源相關技術進程，建構其發展環境，並配合建構電網

併聯基礎設施。 

（2）水資源 

策略一、新開發案用水需求以海水淡化或污水回收作為供水來源 

就已核定用水計畫之產業用水需求，將依用水計畫書已取得供水同

意文件之供水來源供應之。至於儲備產業用地於未來可能增加之產業發

展用水需求，配合「以供定需」之水資源政策，於自來水系統水源供需

分析圖顯示民國 120 年需求大於供給且無可跨區或跨標的調度供水可

行性地區，將要求新開發案用水需求以海水淡化或污水回收再生利用作

為主要供水來源。 

策略二、提高天然水資源利用率 

於天然水資源供水潛能仍大於用水需求地區，配合經濟部水利署水

資源整體經理供水策略（包括推動相關開源工程，並輔以「引進低耗水

製程」、「提高製程用水回收再利用比例」或採行「各標的既有水權及用

水行為調整」等節流策略），以提高我國天然水資源利用率，增加社會、

經濟及環境均能永續之條件。 

五、發展定位 

（一）朝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 

以行政院所推動打造「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的政策方案，並將「五加

二」產業創新研發計畫，與「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的政策方向連結為基礎，

利用臺灣製造業優勢、整合臺灣資通訊、機械、材料等在地產業群聚優勢，

導入智慧化、應用物聯網，期能開發智慧機械、物聯網、巨量資料、雲端運

算等技術來引領製造業、商業服務業、農業產品與服務附加價值提升。發展

目標為加速產業鏈垂直、水平數位化與智慧化、導入關鍵核心自主能力、培

育產業實務人才及落實產業創新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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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用地政策革新 

透過穩定產業用地供給，規劃適地產業區位等措施，促進土地有效利

用，擴充適當產業用地，持續推動臺灣經濟產業發展效能。方案策略為促進

既有產業用地有效率之利用及規劃設置新園區以增加產業用地之提供。具

體作法為活化既有土地與增設適地性用地。 

六、發展分布區位  

（一）區域性產業用地 

整體而言，現今工業區域發展，北部地區為工業及服務業均衡發展，中、

南部地區則著重金屬機械、化學工業等工業部門成長，而南部地區綠能產業

發展日趨重要，東部區域產出比重偏低。依 100 年工商普查調查結果顯示，

產業特定區域之設置對於產業發展著具成效 1，產業區域現況分布與工業區

位設置原則說明如下： 

1.資訊電子工業(如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

業等)依現況調查多位於北部地區。未來產業園區設置應與所需資源及

人口分布計畫相配合，其中技術密集型產業宜設於鄰近都市地區。 

2.金屬機電工業（如機械設備製造業、基本金屬製造業等）、化學工業（如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等）、民生工業（如食品製造業、

紡織業等）現況以中部、南部區域為主。具產業群聚效果及發展潛力

之產業聚落應維持其良好發展，透過研發中心設立，塑造為研發及新

材料生產基地；此外，供重化工業使用為主之產業園區宜考量氣候變

遷及經環境影響評估後設於臨海或離岸地區，而目前政府亦積極加強

機械設備製造業的產業供應鏈，推動石化、鋼鐵產業高值化發展、強

化高值化關鍵產品研發及輔導廠商採行空氣污染減量措施，以降低對

環境的污染。 

3.為確保產業用地於空間發展之效率，未來臺灣將透過「產業升級轉型

行動方案」，以「維新傳統產業」、「鞏固主力產業」及「育成新興產業」

為主軸，以「提升產品品級及價值」、「建構完整產業供應鏈體系」、「建

                                                      
1
「產業特定區域」包含總科學工業園區、工業區、加工出口區及自由貿易港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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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系統解決方案能力」及「加速新興產業推動」轉型策略，並持續協

助產業升級轉型所需，達成產業高值化為目標。 

 

圖 1 我國製造業四大工業區域結構分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100 年工商普查初步結果 

（二）區域性產業基礎設施 

1.能源 

我國兩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已達名目處理能力上限，其各有擴建計

畫，另增建第三接收站將可提升天然氣使用之供應。 

在電力方面，未來核四是否持續推動辦理充滿不確定性；若核四不

商轉，在用電負載持續成長下，不足部分將透過新增電廠計畫補足，設

置區位配合電力系統需求，將以北部為優先。 

囿於我國地狹人稠，及鄰避效應(NIMBY)影響下，火力電源興建需

時甚長，其中燃氣機組達 10 年以上，燃煤機組更高達 12 年以上，因此

核四不發電及現有三座核電廠正常除役的電源缺口無法於短期間補足，

短期因應配套措施如下： 

（1）加強各項負載管理措施，以減緩用電成長； 

（2）加強機組之維護與保養，提高可用率，並妥為安排機組檢修排程； 

（3）推動需量競價制度，進一步抑低尖峰用電成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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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電源嚴重不足時，高發電成本之中、尖載機組亦將長時間運轉發

電，以降低停限電的情事發生；倘有供電不足之情事發生時，將依據「電

源不足時期限制用電辦法」執行機制及通報機制，實施工業用戶限電及

計畫性分區輪流停電予以因應。 

2.綠色能源 

因我國各類再生能源發展，多屬分散式設置，主要由民間參與開發

設置，無法明確指定設施設置地點，惟其土地取得可能涉及環境與地質

敏感地帶或未能符合現況土地使用管制，將評估後綜合考量。 

3.水資源 

依經濟部水利署分析之民國 120 年各區水資源供需，如推動中水

資源計畫均能如期完成，則現況已核定用水計畫之工業開發案，除 120

年桃園及新竹地區仍需跨區或跨標的調度其他水源支應外，其他地區均

能滿足用水需求。惟若相關水資源計畫無法順利推動，產業發展用水另

須採取因應措施，例如已核定用水計畫之產業開發區以低耗水、高製程

用水回收率之產業為引進重點，並要求儲備產業用地之新開發案用水需

求以海水淡化或汙水回收再生利用作為主要供水來源。 

4.工業專用港 

我國目前設置及規劃中之雲林麥寮、花蓮和平及桃園觀塘等工業港

均為產業發展所必需，後續將持續維持其良好營運與闢建作業。 

七、 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 

考量我國未來產業政策目標與產業發展趨勢變化，搭配各縣產業資源

限制條件，推估我國 109 年產業用地需求狀況，約為 58,873 公頃，與 101

年相較，未來產業用地需求約增加 2,211 公頃。另考量區域產業用地因勞動

力、水、電等資源稟賦條件不同，各區域土地使用效率上的差異，區域產業

需求用地面積初步分派情形分別為北部區域尚需 1,282 公頃、中部區域尚需

420 公頃、南部區域尚需 486 公頃，東部區域尚需 23 公頃(詳如表 2)。未來

每年亦將配合產業用地需求總量檢討，依各區域產業結構，修正各區域產業

用地需求分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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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產業群聚範圍往往跨越縣(市)轄區範圍，故建議以區域層級作為全

國產業用地管制目標，並考量各縣(市)政府發展目標產業之政策需要，賦予

縣(市)層級總量管制目標調整之動態彈性，以相互流用或調整全國區域計畫

所設定的總量管制目標，並賦予產業用地資源分配的合理性。 

表 2  各區域產業用地總量表  
單位：公頃 

 

  

項目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總計 

101 年面積 15,448 24,715 15,187 1,312 56,662 

109 年推估面積 16,730 25,135 15,673 1,335 58,873 

推估增加面積 1,282 420 486 23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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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工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一、 政策與目標 

礦產資源開發以穩定國內需求為主軸，進行空間發展策略規劃，提升礦

業管理兼顧礦業開發後環境品質，以合法、合理、有效的開發礦產資源，以促

進經濟永續發展，並達保育與利用並重之目的。 

至於土石資源之使用政策與目標，以行政院核定之「砂石開發供應方案」

為土石採取業發展及砂石供需之指導政策，該政策目標為「穩定國內建設所

需之土石原料及砂石骨材供應」。 

二、 發展現況 

(一)礦業 

礦業之開發需依附天然地質條件形成礦脈處，設定礦業權須於其賦存位

置進行規劃開採，截至民國 104 年底計有採礦權 234 礦、探礦權 13 礦及海域

礦權 6 礦，目前既有陸上礦區分布情形如圖 1 所示。 

至於海域礦區，以石油及天然氣等能源礦賦存為主。為進行海域油氣探

勘工作，於民國 59 年將臺灣海峽及臺灣北方海域（東海）水深在 200 公尺以

內之大陸礁層，將 24 萬平方公里之「海域石油礦區」劃為五大礦區計 49 地

塊，交由中油公司籌劃經營；之後經由第一礦區辦理增區，並於南海太平島

周圍 100 海浬新增礦區，如圖 2 所示，形成我國目前海域礦區之布置，以進

行相關資源探勘活動，並宣示我國領土主權。 

 

 

 

  

 

 



13 

 

 

 

 

 

 

 

 

 

 

 

 

 

 
 

圖 1 臺灣陸上礦產分布及轄區案件數示意圖 
 

 

 

 

 

 

 

 

 

 

 

 

 

 

 

 
 

圖 2 臺灣海域礦區分布示意圖 

臺灣地區礦產大致可區分為 3 類，計有屬於「能源礦產」類之煤、石油、

天然氣等；屬於「金屬礦產」類之金、銀、銅、鐵等；屬於「非金屬礦產」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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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理石、白雲石、石灰石、長石、滑石、蛇紋石、寶石、石棉、石膏、瓷土、

火粘土、矽砂等 20 餘種。其中金屬礦產近 10 年來暫無生產實績，而能源礦

產之煤礦，則是在政策導向下停產多年，至於其他主要礦產品產量統計如圖

3 及圖 4 所示，其產值統計則如圖 5 所示。 
 

 

 

 

 

 

 

 

 

 

 

 

 

 

 

 

 

 

 

 

 

 

   

 

(二)土(砂)石資源(包含土石原料及營建用砂石骨材) 

土石採取屬於土地使用行為中的直接生產使用類型，與住宅、交通等設

施型土地使用樣態有別，目前並無進行或規劃中之重大建設以及其預期完成

年度等資料。土(砂)石之來源、流向、供應數量等情形，分述如下： 

1、砂石骨材供應來源、種類及供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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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砂石骨材供應來源、種類及供應量一覽表 

供應來源 種類 
95-104年 
總供應量 
(千公噸) 

95-104年 
平均供應量

(千公噸) 

比例 
(%) 

河川(水庫、野溪及
相關內水區域)砂石 

中央管河川疏濬 

456,736 45,674 53.5 
地方管河川疏濬 

野溪整治 

水庫及攔砂壩清淤 

營建剩餘土石方 營建剩餘土石方 185,421 18,542 21.7 
進口砂石 進口砂石 176,277 17,628 20.7 

土石採取 
陸上砂石 

9,351 935 1.1 
海域砂石 

礦區礦石及批註土石 礦區礦石及批註土石 25,438 2,544 3.0 
註1：上列統計資料係指加工後砂石骨材成品，其已扣除土石原料之廢土及損耗。 

註2：河川砂石(含水庫清淤及野溪清疏)。              資料來源：經濟部礦務局整理製作。 

 

2、土石原料流向：土石需求端可分為中間需求端與最終需求端，參見下圖，

中間需求端為預拌混凝土廠和瀝青混凝土廠，最終需求端為營造廠、路

面鋪設廠與土木包工業等。 
 

 

圖 6 土石需求(用途)圖 

三、 發展構想與預測 

(一)礦業 

目前國內所需礦產原物料，除了非金屬礦中的石礦類外，幾乎多仰賴進

口，未來仍將朝向自給自足、降低進口、高值化、零廢棄、節能減碳等方向

努力。惟礦業開發係以取得用地為重要條件，又須考量資源賦存區位、環保

意識、人口活動等多項因素，由於資源開發屬一定期間之土地擾動，開發完

成後仍將進行整復，因此未來將避免於高敏感地區域進行，並透過產業空間

 上游 中游 下游 用途 

    預拌混凝土廠   營造廠 新建工程使用 

 土石採取區或 
 疏濬河段   碎解洗選場   瀝青混凝土廠   路面鋪設廠 路面工程使用 

   土資場或其他   砂石中盤商   土木包工業 
  或小營造廠 

維護或小量使用 

 



16 

發展規劃，以促成產業用地相容性使用。 

(二)土石採取業 

有鑑於土(砂)石相關產業發展屬性具備強烈之「需求決定供給」性質，

其發展構想取決於硬體建設需求及土石原料之分布區位而定，故於發展構想

與預測中，應先有合理之(需求)預測，再建立後續的(供給)發展構想。 

1、發展預測量 

全國於民國 106 年至 125 年間各年度砂石骨材總需求推估量，參照「砂

石開發供應」政策環評資料中 106 年至 110 年間各年度預估量，訂為 7,200

萬公噸/年。 
2、發展構想 

依照「砂石開發供應方案」所定「穩定國內建設所需之土石原料供應」

政策目標，土石採取業發展構想為土石原料「自給自足、多元供應、循環利

用、跨域協調」，具體作為及所需國土空間則依據社會、經濟發展情形，定期

性(5-10 年)檢討修正。 

四、課題及對策   

(一)礦業發展 

課題一：礦產資源供需 

基於實務需要及風險管理，維持礦產供應鏈的自主及穩定有絕對之必要

性。由於礦產資源開發須取得土地使用權，始得進入實質開採，惟大部分礦

區多位於山坡地屬森林區範圍，所需用地不易取得。 

對策：透過產業溝通機制之建立、產銷合理調節及總量管制等策略，促使資

源合理開發，以達穩定供需之目標。 

課題二：資源開發與環境平衡 

實務上礦產開發過程中，涉及環境影響及交通運輸等諸多問題，如何促

使礦業開發，並兼顧環境保護與水土保持，為當前重要之課題。 

對策：加強現有礦業開發之監督管理、礦業技術之提升改進及採掘基地復整

與植生綠化等策略，以使礦業開發、環境保護與水土保持取得平衡點。 

(二)土石採取業發展 

課題一：土地儲備或轉用之可行性 

我國土(砂)石供應係以河川地區供應為主，但隨著疏濬作業循序去化河

川土(砂)石，我國土(砂)石供需仍有失衡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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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及濱海土(砂)石供應方面，受必要設備投資門檻及海岸土地使用朝

復育或保育使用等影響，預期民間業者將逐漸淡出投資，後續不易大量產出。 

至於我國營建剩餘(有價)土石方，隨公共重大建設逐漸減少，產出量自

民國 95 年 2,755.4 萬公噸下降至民國 104 年 953 萬公噸；另進口砂石受到

他國政策、船期、港口碼頭吞吐量、聯外交通運輸等限制，定位為輔助供應

性質。 

陸上土(砂)石供應方面，受土地資源分布不均影響，品質差異大，我國

土石原料約半數以上須經過分級、加工處理後方能作為營建用砂石骨材，惟

面臨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後之空間功能競合機制，儲備之土地轉用機制對應之

開發許可制(土地使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導向)轉變為使用許可制(土地管理

主管機關導向)的過渡機制尚待進一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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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建立陸上土石需地之儲備或轉用機制 

依據經濟部(礦務局)政策環評報告書指出，我國於 106 年至 110 年每年

砂石骨材需求量預估為 7,200 萬公噸，未來供應量預估為每年 6,574萬公噸。

其中河川土石、營建剩餘(有價)土石方、礦區礦石及批註土石以及進口砂石

分別供應約 3,650 萬公噸、1,200 萬公噸、224 萬公噸及 1,500 萬公噸，尚

短缺 626 萬公噸，短缺部分應透過陸上土(砂)石補足。 

依經濟部(礦務局)歷年完成勘查50公頃以上陸上土(砂)石資源區位共21 

區(如表 2)，海域土(砂)石資源賦存區共有 7 處(如表 3)，針對尚有開採可能

之陸上砂石資源區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國土空間發展計畫擬定

時，就既有調查成果納入其空間發展計畫進行可行性評估，或透過跨縣市合

作模式共同成立。惟涉及一定面積以上或性質特殊之陸上土石採取案件，須

遵循法規通過土地使用許可、環境影響、水土保持規劃、興辦事業計畫等審

核。 

至於民眾就其私有土地申請 5 公頃以下之土石採取案件，因屬人民財產

權之行使，受法律保障及限制，除依循土石採取法有關土石採取總量管制規

定管制外，得依案件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土石採取機關之部門空間

發展計畫引導。 

表 2 已完成調查之陸上土(砂)石(土石原料)資源區位表 

類別 規劃區名稱 面積 
可採量(m3) 

公頃 公畝 平方公尺 

坡地砂

(礫)石 

新北市新莊區桃園市龜山區地區坡地砂
石資源區 321  18 51 175,000,000  

桃園市龍潭區淮子埔地區坡地砂石資源
區 51  45 80 5,330,000  

桃園市龍潭區三坑子地區坡地砂石資源
區 145  70 00 10,040,000  

新竹縣芎林鄉地區坡地砂石資源區 354  20 00 170,000,000  
苗栗縣三義地區坡地砂石資源區 341  71 22 375,050,000  
台中市大肚區(D區)地區坡地砂石資源區 91  83 50 34,080,000  
雲林縣林內鄉坡地砂石資源區 152  73 77 57,400,000  
南投縣竹山鎮炭窯地區坡地砂石資源區 239  95 35 90,650,000  
花蓮縣鳳林地區水泥副原料黃黏土資源
規劃區 186  53 62 82,960,000  

小計 1,885 31 77 1,000,510,000 

(平)農
地砂石 

宜蘭縣三星鄉平地砂石資源區 335  12  00  44,600,000  
台中市外埔鄉后里月眉外埔平地砂石資

源區 
1,007  00  00  120,250,000  

雲林古坑農地砂石資源區 380  78  00  3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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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規劃區名稱 面積 
可採量(m3) 

公頃 公畝 平方公尺 
高雄市旗山區陸地砂石資源區 98  29  27  7,220,000  
屏東餉潭平地砂石資源區 914  51  51  132,950,000  
屏東里港平地砂石資源區 331  56  97  25,300,000  
屏東枋寮平地砂石資源區 268  71  42  20,360,000  
台東縣鹿野鄉瑞源平地砂石資源區 177  01  61  26,550,000  
花蓮縣鳳林鄉中原林田平地砂石資源區 868  17  30  115,160,000  

小計 4,381  18  08  522,490,000  

碎石 
母岩 

宜蘭縣員山鄉粗坑地區陸地砂石資源規

劃區 
146  07  77  

46,540,000  

台北三芝地區碎石母岩資源規劃區 161  00  40  55,710,000  
台中白冷地區碎石母岩資源規劃區 226  69  00  86,770,000  

小計 533  77  17  189,020,000  
21區合計 6,800  27  02  1,712,020,000  

註：實際作業時尚需核實區位及面積應扣除部分地表已有住宅、設施賦存，或迴避已劃定農業

資源、國土保育地區而禁制或限制發展所喪失開採效益之資源區位；內容謹供參考。 

表 3 已完成調查之海域土(砂)石(土石原料)資源區位表 
分區
編號 海域位置 水深

(M) 
細度模數

(FM) 
海砂附著鹽分

(%) 
推估面積

(KM2) 預估可採量 

1 蘭陽溪河口至
蘇澳間 20-60 1.0~2.5~3.2 0.115~0.740 25.6 0.36 x 108 公噸 

(0.24 億立方公尺) 

2 客雅溪至後龍
溪河口 50-50 1.2~2.4~3.1 0.245~0.490 91.8 1.3 x 108 公噸 

(0.87 億立方公尺) 

3 濁水溪河口至
外傘頂洲間 20-60 1.1~2.3~3.4 0.260~0.740 356.3 4.91 x 108 公噸 

(3.27 億立方公尺) 

4 布袋泊地至臺
南安平間 20-60 1.0~2.4~2.9 0.250~0.620 134.8 1.86 x 108 公噸 

(1.24 億立方公尺) 

5 二仁溪河口至
左營間 20-60 1.7~2.2~3.0 0.297~0.453 111.0 1.53 x 108 公噸 

(1.02 億立方公尺) 

6 林邊溪至士文
溪河口 20-40 1.6~2.7~3.2 0.240~0.490 92.0 1.27 x 108 公噸 

(0.85 億立方公尺) 

7 淡水外海 38-90 --- 0.07~1.8 150.0 2.89 x 108 公噸 
(1.93 億立方公尺) 

合計 961.5 9.42 億立方公尺 
註：實際作業時尚需核實區位及面積應迴避海洋漁業資源或生態敏感地區，內容謹供參考。 

課題二：區域供需或發展之失衡性 

我國砂石骨材供需呈區域性供應失衡狀態，受人口及產業集中於都會區

影響，導致都會區之環境、交通、公共設施與住宅等設施所需土石資源長期

均依賴區外供應，形成資源利用及調配上的不均，尤其以北部都會區影響最

嚴重(如表 4)；目前北部地區土(砂)石料源採多元化供應調節，並佐以進口砂

石補充不足；至於中區、南區目前雖呈供需穩定狀態，但參照過往經驗，中

長期仍有供需失調之虞；另東區則可自給自足，並有相當數量土(砂)石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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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惟道路運輸上顯然困難。 
對策：評價海陸土石運輸經濟機制 

目前砂石骨材藉由陸運及海運售至其他縣市之銷售範圍受運輸成本控

制；我國砂石跨區域調節之可行性分析如下：(1)東砂西(北)運：本項措施已

推動 20 餘年，平均每年約有 248 萬公噸砂石骨材由花蓮以海運方式運至北

部。目前花蓮港至台北港成品價約為 491.8 元/公噸，至基隆港約為 464.6 元

/公噸。(2)中砂北運：中部砂石骨材主要產地為濁水溪位於南投縣境內河段，

以臺中、南投兩縣市進行評估，就陸運(高速公路)到達台北價格約為 697~723 

元/公噸。(3)南砂北運：以屏東里港、高樹一帶範圍作為評估區域。經海運模

式台北港 662~690 元/公噸、基隆港 632~660 元/公噸。由前述可知，以區域

調節而言，自產砂石只有東砂西運有調配空間。 

表 4 民國 100 年至 104 年臺灣各縣市自產砂石年平均供應量表 
單位：千公噸 

區域  縣市別 
土石採取 

(陸上、海域) 
河川砂石 

營建剩餘土

石方 
合計 

北部 

 宜蘭縣 138  3,412  11  3,561  
基隆市 0  0  15  15  
新北市 0  0  5,220  5,220  
台北市 0  0  81  81  
桃園市 0  186  126  312  
新竹縣市 7  1,987  72  2,066  

 小計 145  5,585  5,525  11,255  

中部 

 苗栗縣 11  3,149  1,732  4,892  
台中市 39  5,722  3,205  8,966  
彰化縣 36  804  709  1,549  
南投縣 37  6,597  292  6,926  
雲林縣 49  3,020  214  3,283  

 小計 172  19,292  6,152  25,616  

南部 

 嘉義縣市 0  100  5  105  
台南市 0  125  8  133  
高雄市 3  3,295  22  3,320  
屏東縣 0  15,436  10  15,446  

 小計 3  18,956  45  19,004  

東部 
 花蓮縣 251  4,924  160  5,335  

台東縣 0  1,346  117  1,463  
 小計 251  6,270  277  6,798  

離島 
 澎湖縣 0  0  1  1  

金門縣 0  0  0  0  



21 

區域  縣市別 
土石採取 

(陸上、海域) 
河川砂石 

營建剩餘土

石方 
合計 

連江縣 0  0  0  0  
 小計 0  0  1  1  
 合計 571  50,103  12,000  62,674  

資料來源：經濟部礦務局統計資料，民國105年。 

課題三：環境成本或衝擊之公平性 

都會地區建設所仰賴重型運輸車輛長途運送土(砂)石之運送方式，除造

成道路運輸旅次增加，耗損道路養護成本，且車輛長途行駛時所排放細懸浮

微粒(PM2.5)、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等亦影響清淨空氣行動計畫之推動，不符

合節能減碳與綠色交通等永續發展目標，爰都市化地區之經濟發展「內部(環

境)成本外部化」，對於非前述都市化地區之民眾形成隱性衝擊與環境成本轉

嫁。 
對策：落實土石需求供給評估機制。 

前述「內部(環境)成本外部化」之現象，與目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未

能有效統整建設項目與對應資源需求情況密切相關，現階段宜策進土石需求

調查機制，以對應土石採取總量管制規定；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建立完

善資源需求評估機制後，方援引國土計畫法第 3 條第 8 款「成長管理」及第

6 條第 4 款、第 5 款及第 6 款等所揭示原則，責成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落

實執行課題一有關「建立陸上土石需地之儲備或轉用機制」；倘經評估仍有

不足或確土石需地儲備(轉用)困難者，屆時加強推動有關課題二「評價海陸

土石運輸經濟機制」對策，藉由議題導向之跨縣市合作機制，以促使土地(石)

資源公平共享。 

五、發展定位   

(一)礦業 

基於實務需要及風險管理考量，以臺灣海島型位置之礦產資源需求維持

其供應之自主性及穩定性，有其必要。因此，礦業開發定位為「穩定內

需」，並透過強化機關間橫向聯繫及配合，以利該產業長期規劃及穩定發

展。 

(二)土石採取業 

土石採取業部門發展定位係延續前述「需求自評、適地適性、輔導集

約、有序管理」的發展構想，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就其自身發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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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願景，確認轄內供需模式以及輔導、禁制或限制事業興辦，並進行區位

劃設或及土地使用強度之分派，最後落實個案依規管制；如仍有不足，再透

過議題導向進行跨域協議，使全國土石採取業在發展定位上有一致性策略，

而不失地方空間計畫特色。歷年相關陸上及海域土(砂)石資源區位資料如表

2 及表 3。 

六、發展分布區位   

(一)礦業 

分別就能源礦產、金屬礦產及非金屬礦產等 3 類礦產賦存區位，概述如

下： 

1、能源礦產：煤田分布於臺灣西北部平原及丘陵地區，集中於基隆、臺北、

桃園、新竹、苗栗等縣市，而石油及天然氣田則綿亙於臺灣西部山麓丘陵

地帶及西部南北平原地區，以沿海大陸礁棚藏油較豐富。 

2、金屬礦產：金、銀、銅分布於臺灣北部及中央山脈地區，以新北市金瓜石

地區為主要產地。 

3、非金屬礦產：除石灰石、矽砂和粘土礦物產於西部地區外，其他多蘊藏於

臺灣東部，即中央山脈東翼之變質岩區域，其中尤以大理石蘊藏量最為

豐富。 

臺灣地區礦產資源分布及賦存之行政區域如圖 7、圖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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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臺灣礦產資源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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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臺灣礦產資源於行政區域之主要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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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石採取業 

1、北部地區：北部地區土(砂)石來源就新北、桃園、新竹、宜蘭整體考量，

並應逐步建構縣市區域供需管理制度，以促進土石取用公平。 

2、中、南部地區：我國中、南部地區目前土(砂)石供需尚稱穩定，惟中長期

而言，為避免河川土(砂)石去化後衍生供需失調之虞，建議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於其國土空間計畫建立陸上土石用地儲備及(或)轉用機制，以

穩定長期需求。 

3、東部地區：東部地區土(砂)石供應就現有區位尚可自給自足。 

4、離島地區：考量土地空間及水源供應等細節，離島地區宜由其他地區進口

或當地營建剩餘(有價)土石方供應，故不強制離島地區縣市政府就分布區

位進行規劃，但仍應就自身需求及跨區供應進行評估。 

七、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縣(市)分派數量    

(一)礦業 

目前用地需求及使用情形，已設定礦業權之面積約 48,553 公頃，已核定

礦業用地之面積約 1,550 公頃，分布情形如表 5、表 6 所示，惟未來用地需求，

將視國內整體資源需求情況，以現有礦區用地為基礎，再以資源賦存所在區

域用地(如圖 7 所示)作為發展方向。 

表 5 已設定礦業權面積及分布情形 

縣市別 
採礦權面積 

(公頃) 
探礦權面積 

(公頃) 
新北市 2,285  － 
基隆市 418  － 
桃園縣 5  － 
新竹縣 2,684  － 
苗栗縣 11,255  2,242  
南投縣 393  － 
雲林縣 19  61  
臺南市 981  1,146  
嘉義縣 1,425  1,428  
高雄市 1,265  － 
屏東縣 － 2,080  
宜蘭縣 6,071 － 
花蓮縣 13,055 － 
臺東縣 1,740 － 
合  計 41,596 6,957 

表 6 已核定礦業用地之面積及分布情形 
縣市別 總核定面積 使用分區 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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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 (公頃) 
新北市 77  山坡地保育區 77  

桃園縣 2 一般農業區 1  
海域區 1  

新竹縣 2  山坡地保育區 2  
苗栗縣 37  山坡地保育區 37  
南投縣 9  森林區 9  
臺南市 2  一般農業區 2  
高雄市 0  一般農業區 0  

宜蘭縣 386  森林區 285  
山坡地保育區 101  

花蓮縣 1,020  

森林區 397  
山坡地保育區 565  
河川區 54  
一般農業區 4  

台東縣 15  
森林區 10  
風景區 1  
山坡地保育區 5  

合  計 1,550   1,550 

(二)土石採取業 

1、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就其建設所需要的土石數量進行土石供給預估及

管制，以避免區域性生產供需調適之爭議。 

2、為因應中長期河川土(砂)石日益去化後砂石骨材供需失調之情形，未來各

直轄市、縣(市)應建立土石用地儲備及(或)轉用機制，以落實轄內資源有

效利用。 

3、發展分布區位上，各直轄市、縣(市)得參考經濟部(礦務局)歷年陸上及海

域土石資源分布調查資料(表 2、表 3)，或參考民眾建議，以擬訂其轄區

內土石採取空間發展用地供需區位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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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服務業-一般倉儲業)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一、 政策與目標 

面對國內零售通路多元化，實體與虛擬銷售的積極布局及新興商業服務

模式的興起及消費水準大幅提升，所產生的快速、多元化物流倉儲服務需求，

須結合科技推動我國智慧物流發展，建立高效率及健全的倉儲服務，以支援

我多元零售通路及產業升級轉型，提升國際競爭力，進而拓展供銷物流商機

與市場。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 10 次修訂)，H53 中類

－倉儲業係指從事提供倉儲設備及低溫裝置，經營普通倉儲及冷凍冷藏倉儲

之行業，以倉儲服務為主並結合簡單處理如揀取、分類、分裝、包裝等亦歸入

本類。經濟部主管者為經營常溫及冷凍冷藏之一般倉儲業，不包括與交通運

輸、保稅物流中心(倉庫)等有關，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倉儲業務。 

因此，經濟部將從協助一般倉儲業提高物流服務的附加價值著手，輔導

業者善用智慧管理與調度機制，進行庫存與資源的最適化管理，以提升作業

效能，發揮用地坪效。藉由提供 B2B(Business to Business)與 B2C(Business to 

Customer)之原物料、半成品、成品的安全儲放、快速進出、簡易流通加值

服務等物流專業功能，支援國內商業活動發展。 

二、 發展現況 

（一）倉儲服務發展現況 

1、倉儲服務為現代化生產和國際、國內商品貨物流通中不可或缺的環節，

隨著現代商業模式的發展，倉儲系統從傳統少樣多量的儲存模式轉變

為多品項、少量化，在出貨模式上，亦朝向高頻率、彈性出貨、交期

短及多點配送的服務模式。透過智慧化排程規劃與建立綿密的儲運網

絡，倉儲業得以維持高庫存周轉率，充份發揮倉儲坪效。 

2、民國 103 年我國倉儲業經營企業家數共 855 家，較 102 年增加 7 家。

而倉儲業總資本額約 338 億元，但總營業額僅 929 億元，較 102 年衰

退近 150 億元。大部分來自內需市場，外銷營業額約 67 億元(7.20%)。

(資料來源：103 年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統計資料)。 

3、以國際貨物轉運功能為主的倉儲業，多設立於海空運交通便利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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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國際機場與國際商港，經營家數以新北市、臺北市、高雄市、桃

園市、臺中市與基隆市為最多；平均營業額以臺東縣績效最佳達 2.66

億、雙北市以 2 億居次，其中臺北市雖維持經營企業家數不變，但 103

年平均營業額自 102 年 3.2 億元減少為 1.9 億元，跌幅達 40.01%。 

4、103 年倉儲業依資本額結構區分，其中高達 79.53%的業者資本額未滿

新臺幣 2,000萬元，資本額 100~500萬元的經營家數達 182家(21.29%)，

為所有區間中最高，顯示我國倉儲業之產業結構，以中小型企業居多。 

5、電子商務(網路購物)蓬勃發展，帶動物流倉儲需求的改變，從傳統大量

出貨的客戶轉變為多品項、少量化、高頻率及交期短的配送模式。 

6、一般倉儲業在服務功能上，已由單點貨物儲放保管的單一功能，發展

成為提供運輸、理貨、貼標、包裝、配送等一條龍式服務的營運模式，

並更進一步地串接銷售端，往向上下游延伸，逐漸轉型為具有商貿性

質的多功能物流中心(distribution center)。 

7、國人消費水準提高，健康意識抬頭，強調高品質生鮮食品配送的低溫

倉儲，以及強調優良藥品儲運規範的醫藥倉儲服務，已成為國內創造

消費者服務新價值需求的物流重點議題。 

8、因應新興商業模式及創新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少子化與高齡化人口

結構變化，高度倚賴人工的一般倉儲服務朝向自動化與智慧化轉型。 

（二）倉儲設施設置現況 

1、一般倉儲業 

我國業者近年來積極設立倉儲物流園區，其中以鄰近航空城及臺北港，

具有「雙港優勢」的桃園地區發展最快。據統計，目前多數物流倉儲業

者(如永聯、慶洲、大昌華嘉等)均以桃園市大園區、觀音區等地為主，

投資設置物流倉儲設施。 

(1)永聯物流開發公司與國泰人壽公司於 103 年起合資規劃投入 300 億

元，預計興建 35 萬坪物流倉儲設施。目前新北市瑞芳區(占地 15 萬

坪)已啟用，至桃園市大園區(占地 9 千坪)、楊梅區(占地 3 萬坪)及臺

中市烏日區(占地 2 萬 5,000 坪)，尚在施工階段。 

(2)慶洲物流公司 104 年投入 9.3 億元，動工興建國內首座 BOO(民間投

資、擁有及經營)的物流中心，占地 1 萬 4,000 坪，已於 105 年 8 月

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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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昌華嘉集團 104 年 6 月於桃園市大園區航空城啟用消費品物流中

心。處理食品、化妝品、高單價產品與小型家電用品，占地 1 萬 2,000

坪，為零售商、醫療通路、特殊專業通路與寵物商店等客戶，提供

物流倉儲服務。 

2、批發零售業 

國內主要零售通路商為便利自有品牌及外購商品的供需調節，以及達

成快速供貨與降低缺貨成本的效果，多自營物流倉儲設施，列舉如下： 

(1)全聯福利中心：觀音物流園區，占地 6 萬 6,315 坪；高雄岡山物流

園區，占地 1 萬 8,600 坪；臺中沙鹿物流園區，占地 1 萬坪。 

(2)屈臣氏：桃園市大園區，占地 4,200 坪。 

(3)頂好超市：桃園市大園區，占地 4,200 坪。 

(4)家樂福量販店：分別於桃園市蘆竹、崙坪及高雄市岡山設有統倉，

另規劃於桃園楊梅設置大型物流中心，占地 5 萬 4,000 坪。 

(5)好市多量販店：桃園市觀音區，占地 8,000 坪。 

3、電子商務(網路購物) 

為求達成多品項、少量化、高頻率及交期短的配送，國內主要電子商

務業者多有自設發貨倉儲設施，以滿足對消費者快速到貨的需求。 

(1)PChome 網路家庭公司：設有 5 個發貨倉庫，桃園市南崁(占地 1 萬

5,000 坪)、八德(占地 1 萬 5,000 坪)、大園(占地 1 萬 6,000 坪)、青

埔(占地 1 萬 5,000 坪)。 

(2)Yahoo 雅虎奇摩：除委由大昌華嘉公司提供部分倉儲、 退貨處理、

標籤和訂單處理服務，另於桃園市自設有發貨倉，包括蘆竹(占地

2,000 坪)及南崁(占地 4,500 坪)等地。 

(3)富邦媒體 momo 購物網：桃園市大園區(占地 2 萬 5,000 坪)。 

三、 發展構想與預測 

（一）發展構想 

1、支援國內產業運作 
倉儲服務是連結製造業、批發業與零售業等上下游產業的後勤支援角

色，對於一般企業追求顧客滿意度以及流通成本的撙節，具有關鍵性

影響。加上倉儲業由於作業特性需求，高度倚賴人力及資本投入，因

此對於周邊產業發展，具有一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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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援產業海外布局 
依據行政院「亞洲•矽谷推動方案」之「順暢智慧物流運行」的政策目

標，為支援臺灣多元通路整合化、電子商務產業國際化之發展目標，

須推動智慧物流服務，建立高效物流服務基地，協助我國產業之服務

能量向外輸出。 

(二)預測 

1、產業國際化促成產業供應鏈重新分工，連帶使得商品的生產、儲存、

運輸也開始邁入無國界時代。臺灣有優勢地理位置及深厚的物流服務

能量，因此國際型的物流倉儲空間需求，預期將快速成長。 

2、電子商務產業蓬勃發展，帶動少量多樣消費物流興起，預計將超越實

體零售通路之物流倉儲需求。 

3、國內消費者健康意識興起，冷鏈低溫物流倉儲服務已為全球重點議題，

並可針對消費者打造物流服務新價值。 

4、少子化與高齡化的人口變遷趨勢，促使物流倉儲服務，朝向資訊化與

高科技快速發展，帶動更多創新服務應用。 

5、城市經濟時代全面來臨，城市物流發展愈顯重要。 

四、 課題與對策 

（一）課題 

1、倉儲適用土地難以取得：倉儲業者除因產業型態較難創造產品附加價

值外，若欲進駐區位較佳的園區，不僅須負擔較高地價，亦常遇到製

造業、工業發展有關設施業者競逐稀有土地資源。 

2、土地價格及物流微利不成比例：國內土地價格高且物流業須用土地面

積較大，與物流業的微利結構不成比例，促成違法倉儲業者利用較廉

價的不合法用地及違建，逃避較高價土地成本及稅賦負擔。而違法業

者的不公平競爭，相對壓縮到合法業者的生存空間，削弱合法物流業

者競爭力，可能使產業走向不健全發展的惡性循環。 

3、倉儲空間使用南北不平衡：北部具有人口資源及科技產業集中優勢，

目前仍為物流業者營運重鎮，倉儲業者也多於北部營運。此一現象也

導致中南部貨品須由長途運輸業者協助轉運，造成營運效率降低及運

輸成本增加。 

4、冷凍冷藏倉儲空間尋找不易：低溫冷鏈倉儲之營運重點，在於提供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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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工廠與農產品快速維持產品新鮮度，因此現階段在倉儲用地上，需

選擇靠近產地之工廠或是農業用地權充為倉儲使用，但合適用地難尋。 

5、網路購物需求之衝擊：國內網路購物市場發展快速，少量多樣及快速

到貨的需求，對傳統物流倉儲業生態帶來衝擊，需儘速促動民間投入

大型物流中心的建設。 

6、物流服務愈趨複雜：城市經濟時代全面來臨，商流趨勢(連鎖體系、電

商) 導致複雜的物流服務(店配、宅配)，城市倉儲轉運設施用地取得困

難，加上少量多樣的配送需求，造成無效率的物流作業，拉高企業營

運成本。發展主動性與附加價值較高的多元化解決方案，愈顯重要。. 

7、業者整合不易：國內物流倉儲服務業者大多為中小型企業，比例高達

96%，產業集中度及科技運用整合能力較低，在跨業垂直整合仍有相

當困難。 

(二)對策 

1、針對國內閒置用地進行全面調查與盤點，並依據產業發展與環境影響，

透過跨部會協調進行變更使用分區之建議與討論，增加國內可用於倉

儲空間使用之土地選擇性。 

2、對位於都會區之物流業者，針對其欲取得城市倉儲用地需求，協助向

相關機關提出申請需求；同時整合業者針對需用工廠、農地、非都市

用地等做短暫庫存空間的議題進行討論，提出彈性的倉儲用地共享方

案建議，提供相關主管機關作為規劃參考，增加分散在都市各地可作

為倉儲用之閒置用地利用率，創造產業價值。 

3、輔導大型業者整合北中南運輸網絡，於中南部設置區域型物流中心，

紓解北部地區土地供給壓力，同時支援中南部區域批發零售之商品配

送需求。 

4、建設、改造或優化倉儲及物流中心，強化業者科技化應用，包含運用

大數據分析強化客戶服務、商品精準行銷、預先進行潛在商機布局、

妥善進行庫存規劃與配置、運能預測與調度及掌握、貨況追蹤與品質

管控，發展自動化與智慧化倉儲空間，推動跨業垂直整合，發揮倉儲

坪效。 

5、輔導批發零售業者進行倉儲委外，並依據國內鮮食產業的發展，促成

現代化第三方冷鏈物流中心的設置，提供符合冷鏈物流產業規範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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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物流整合服務。 

6、協助電商物流業者，針對電商物流多樣化的需求(包含小批量、高頻率

以及客製化等)服務模式，輔導發展可高效率支援電子商務發展的大型

化物流倉儲中心。 

7、順應城市經濟發展需求，輔導第三方物流業者發展智慧取退貨服務(智

取站)、機車冷鏈快遞服務及多溫共配運輸服務，減低對城市倉儲轉運

設施用地的依賴。 

8、推動國內中小型倉儲業者，建立策略聯盟，發展及整合策略合作機制，

提升競爭力。 

五、 發展定位 

一般倉儲業定位為「支援商業活動發展」，說明如下： 

(一)扮演生產製造部門與零售消費部門的中介角色，協助批發零售服務等業

者，滿足對消費者的供銷需求。 

(二)具有連結上游製造業者至下游消費者、滿足多樣少量之市場需求、縮短

流通通路及降低流通成本等功能。 

(三)在商品實體配銷過程中扮演集中分配角色，提供訂單處理、倉儲管理、

揀貨、包裝、訂單處理及資訊整合服務。 

(四)隨著社經環境及國內消費型態逐漸改變，一般倉儲業除了扮演倉儲管理、

揀貨配送等實體作業功能外，逐漸強調擴大附加價值，例如以合約方式

受委託從高價值的專業物流倉儲服務，同時透過 ICT 及自動化科技的導

入應用，發展雲端貨況追蹤、智慧取退貨服務等，逐漸由單純倉庫服務

轉型為提供高附加價值服務。 

六、 發展分布區位 

(一)我國倉儲業主要分布在基隆、七堵、汐止、五股、泰山、臺北港八里、龜

山、林口、南崁、大園、海湖、楊梅、新竹竹科、臺中港、臺中工業區、

高雄前鎮、高雄港等地區，其中有 80%以上都在新竹以北地區。這些倉

庫估計七成以上位於不合法的灰色地區設置(如農地、林地、住宅區、商

業區)，主因為早期可使用於倉儲業的合法土地嚴重不足，業者多於不合

法的土地上興建倉庫。 

(二)依據財政部統計資料，103 年倉儲業共有 855 家，總營業額達 929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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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區域空間結構來看，北部地區 561 家、南部地區 170 家、中部地區

102 家，而東部與離島僅 22 家。囿於城鄉結構與居住人口因素，快遞服

務業企業仍集中於北部區域，總經營家數占該小類經營企業達 65.61%。

而北部地區倉儲業者之平均營業額最高，顯示北區倉儲業市場仍為全臺

最大。中區與南區市場規模相近，是以經營家數略少的中區、其平均營

業額較高。以下即對各區發展簡述如下： 

1、北部地區：早年業者主要於五股交流道、林口交流道附近地區(含新北

市林口區及桃園市龜山區)進行營運。但隨著地價漲升，目前業者營運

群聚區域則往南遷移至桃園市蘆竹區、大園區、中壢區等地區；近期

因前述區域產業用地已趨於飽和，目前已出現再往南移動至桃園市楊

梅區、觀音區的趨勢。(103 年新北市有 229 家倉儲業；桃園市有 91 家) 

2、中部地區：早期以臺中工業區為主要營運地區，隨該區土地已無供給

及地價上漲影響，業者已逐漸朝臺中南區移動。產生之效應包含臺中

港區內已劃設「港埠產業發展專業區」(約 82.55 公頃)、烏日高鐵特定

區內設立產業專區(約 16 公頃)等。(103 年臺中市有 72 家倉儲業) 

3、南部地區：早期以臺南市安平工業區、高雄市仁武工業區與大社工業

區、高雄港周邊劃設港埠專用區及乙種工業區。隨經濟部商業司 94 年

推動物流專區計畫後，業者已逐漸朝向岡山地區發展。(103 年高雄市

有 117 家倉儲業) 

七、 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縣(市)分派數量 

(一)目前由政府推動適合倉儲業營運之產業園區(或地點)包含如下： 

1、北部：桃園市推動之沙崙產業園區、桃園航空城計畫產業專區。 

2、中部：臺中市烏日產業專用區。 

3、南部：臺南市新營、永康交流道產業園區，高雄市小港航空貨運園區

和成功經貿園區等。 

(二)考量我國批發零售業產業(含電子商務)區域布局，以及鄰近縣市用地供給

均具替代性情形下，因應我國批發零售產業的發展及倉儲更新擴增所可

能產生的用地需求，扣除目前業者營運使用面積後進行推估，北部地區

分派數量約 147 公頃、中部地區分派數量約 21 公頃、南部地區分派數量

則約 42 公頃。預估至 109 年尚須增加約 76 萬坪使用面積，土地需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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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約 210 公頃以上。 

(三)以轉運功能為主的倉儲業，多設立於國際交通便利之處，包括國際機場

與國際商港，目前我國倉儲業分布地區以經營家數區分以新北市、臺北

市、高雄市、桃園市、臺中市與基隆市為最多，上開地區之倉儲用地需求

亦最為殷切。 

(四)建議未來進行國土規劃相關作業時，可每 3 年配合產業實際用地需求，

來進行總量檢討，並依國際間產業發展變動及國內業者實際使用情況，

修正各區域產業用地需求分派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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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四、 政策與目標  

考量我國能源系統為獨立型態，能源供給 98%依賴進口，我國能

源發展在兼顧能源安全、環境永續、綠色經濟及社會公平多面向發展

均衡下，建構安全穩定、效率及潔淨能源供需體系，創造永續價值。

政府業啟動能源轉型與電業改革，以長短期策略相互搭配，全面推動

包含節能、創能、儲能及智慧系統整合之「能源轉型」，以逐步降低

核能發電占比，期民國 114 年達成非核家園目標，並提高 114 年再生

能源發電量占比達 20%，加速天然氣卸收、輸儲設備擴建，擴大天然

氣使用與低碳天然氣發電，積極進行燃煤發電汰舊換新為超超臨界高

效率發電機組。  

五、 發展現況  

(一)能源部門 

104 年能源總供給量為 145,084.2 千公秉油當量，其中自產能源

為 3,130.6 千公秉油當量，占總供給量 2.16%；而進口能源為 141,953.6

千公秉油當量，占總供給量 97.84%。若按能源種類區分，則煤炭占

29.33%、石油占 48.18%、天然氣占 13.29%、水力占 0.29%、風力、

太陽能及太陽熱能占 0.24%、生質能及廢棄物占 1.39%及核能占 7.28%。 

(二)電力設施 

全年發購電量合計達 2,191.0 億度，依各燃料類別來看，以燃煤

機組 782.4 億度占全系統 35.7%為最大供電量、其次為燃氣機組 769.2

億度占全系統 35.1%，及核能機組 351.4 億度占全系統 16.0%。 

(三)油氣設施 

臺灣 104 年天然氣需求量已達約 1,469 萬噸，主要來自發電需求

成長。發電及汽電共生是我國天然氣最主要的消費部門，該部門天然

氣消費量占整體消費比重，84 年為 37.01%，104 年已大幅上升至



36 

79.14%，顯見電力部門需求成長為我國天然氣需求成長主要來源，其

中電力需求又受季節因素影響，因此臺灣天然氣需求呈現夏季高冬季

低的季節性現象。 

(四)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推廣現況至 104 年底，我國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已達

4,319 MW，主要為水力發電、風力發電及太陽光電，而地熱發電目前

進度已於宜蘭清水建置 50 kW 雙循環地熱發電示範系統及臺北市復

興公園建置 10 kW 耐酸腐蝕地熱能發電示範系統。累積至 105 年 6 月

底再生能源總裝置容量達 4,446.2 MW。 

六、 發展構想與預測 

電力供應係以南電北送之調度方式維持系統平衡，惟為減少輸電

線路的投資及損失，電廠設置宜盡可能靠近負載中心。並為實現非核

家園之願景，政府全力推廣再生能源，積極尋找適當場域，以達成提

高 114 年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達 20%目標。 

(一)電力設施 

未來多數火力機組將於 10 年內陸續屆齡除役，為確保電力供應

穩定，刻正規劃於老舊機組除役後原地擴建新式機組，如通霄、林口、

大林、興達及深澳等電廠。其中，林口及大林新設機組將於 105~108

年間陸續商轉，藉由高效率且擴大容量之新設發電機組增加發電供給、

降低污染排放，期能緩解近年來電力供應緊迫之挑戰。 

(二)油氣設施 

1、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台灣中油公司有 2 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分別位於高雄的永安

接收站及臺中港的臺中接收站，2 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均已達名目

處理能力上限，其各有擴建計畫。 

臺中接收站二期擴建工程預計於 107 年完工，並於 108 年正式

啟用，屆時液化天然氣營運量預計將達 1,400 萬噸/年。另台灣中油

公司第三接收站投資計畫業於 104 年獲行政院核定通過，整體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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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於 114年完工，站區設施配合大潭電廠擴建機組商轉用氣需求，

預計於 111 年初步供氣，於 113 年全量營運，屆時可再增加 300 萬

噸/年之營運量，總營運量預計將達 1,750 萬噸/年。 

2、輸氣幹線 

台灣中油公司已於臺灣西部自屏東至基隆間建立完整之輸配

氣網路，其中陸上幹線全長約 1,734 公里，分屬 8 個供氣中心，45

座配氣站。中油輸氣管線之規劃以建構環狀輸氣網路為方向，永安

至桃園陸上輸氣幹線全長約 500 公里，加上永安至通霄全長約 238

公里之海底管線，形成臺灣中南部環狀輸氣網；另外，臺中至大潭

36 吋天然氣海底管線約 135 公里，已與中北部陸上管線形成另一

環狀輸氣網，整合成「8」字形輸氣網路。 

(三)再生能源 

1、太陽光電 

初期推動屋頂型設置，並逐步推動地面型大規模開發，整體規

劃目標，114 年規劃總設置容量為 20GW，其中屋頂型太陽光電設

置量為 3GW，地面型太陽光電約設置 17GW。屋頂型 3GW，所需

屋頂面積約1,200萬坪，可供應100萬家庭所需用電。地面型17GW，

約需 22,500 公頃土地。 

2、風力發電 

採「先開發陸域風場，續開發離岸風場」之策略進行，至 105

年 6 月底，風力發電累計裝置容量達 670.6MW 為陸域風場。離岸

部分，預計於 109 年前完成示範風場開發，總裝置容量將達 520 MW

以上。另為加速海上風力發電開發、打造綠色能源經濟，經濟部以

「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之策略推動，以加速我國離岸風場開

發。 

3、水力發電 

目前水力開發案以台灣電力公司為主，占比為 98% (2,050 MW)；

民間小水力業者為輔(39 MW)。至 105 年 6 月底，水力發電累計裝

置容量達 2,089.4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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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質能與廢棄物能發電 

至 105 年 6 月底，累計生質能與廢棄物發電裝置容量達

740.4MW。 

5、地熱發電 

地熱發展策略，採取短期開發淺層地熱，中長期開發深層(增強

型地熱)。 

七、 課題及對策 

(一)電力設施 

1、面臨課題 

新設發電機組工程延宕及地方政府禁燒生煤及空污管制：新設

發電機組因環評、土地使用變更及整地等時程冗長及居民抗爭等情

事，導致興建工程延後，無法如期完工商轉；如臺中、彰化、雲林

等縣市透過訂定「公私場所管制生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或「電

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等自治條例，限制申請固定污染源生

煤使用許可證及操作證，致使燃煤電廠、汽電共生等面臨停機。 

2、因應對策 

（1）持續與環評委員及居民進行溝通，儘努力達成或改善相關意

見，俾利興建工程順利完工商轉。 

（2）禁燒生煤部分：興建煤倉，降低空氣污染物飛散、108 年後興

建燃氣機組遞補供電缺口、加強污染防制設備投資，減少污染

排放、積極與地方政府進溝通、協調，期能展延許可證期限。 

（3）空污管制部分：於高污染時段施行機組降載運轉供電、積極與

地方政府環保局進行溝通、增設低污染且高效率之火力發電

機組，俾利符合環保目標及達成穩定供電目的。 

(二)油氣設施 

1、面臨課題 

（1）104 年底高雄煉油廠關廠後，大林煉油廠成為中油公司南部唯

一之煉油廠，亟需透過煉製結構改善，彌補高雄煉油廠減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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煉能 

（2）目前台灣中油公司有 2 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分別位於高雄

的永安接收站及臺中港的臺中接收站，兩座液化天然氣接收

站均已達名目處理能力上限。 

2、因應對策 

（1）為解決煉製結構改善所需用地問題，並配合高雄港整體規劃須

遷建前鎮儲運所，規劃利用高雄港洲際貨櫃二期海測填海造

地，興建石化油品儲運中心，未來大林煉油廠部分儲槽及前鎮

儲運所將可搬遷至該儲運中心，大林廠區內騰出之土地將可

做為煉製結構改善用地，除可增進國內油品及石化原料之穩

定供應外，並將促進煉化事業長遠發展。 

（2）除將於現有之永安與台中港 2 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進行設備

擴建外，並規劃於北部興建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以充分

穩定供應國內快速成長之天然氣需求。 

(三)再生能源 

1、太陽光電 

（1）推動面臨課題 

a.土地開放問題：地面型目標(17GW)所需土地尚有約 2 萬公頃之

土地缺口。 

b.土地整合問題：未來地面型太陽光電需設置達 17G，可能將面

臨整合多達 8.5 萬位地主。 

（2）因應對策與配套措施 

a.鹽業用地設置太陽光電專案； 

b.嚴重地層下陷區之不利耕作農地設置太陽光電專區； 

c.發展水面式太陽光電技術，推動滯洪池、水庫等設置太陽光電； 

d.配合雲林縣推動台西工業區解編轉型養殖綠能專區； 

e.加速電網建置。 

2、風力發電 

（1）推動面臨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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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航道安全：受既有兩岸直航航道、船舶累計穿行率大於 10%區

域不得設置等開發限制。 

b.漁業補償、回饋及合作：風場開發與漁業活動空間競合，有待

溝通調處。 

c.基礎建設：欠缺離岸風電專用碼頭與施工船隊。 

d.併網及變電站：個別風場開發將產生併網不足、成本效益降低、

上岸處易導致民眾抗爭。 

（2）因應對策與配套措施 

a.離岸風電區塊開發規劃； 

b.協調漁業補償及航道問題； 

c.進行地質調查，協助業者評估風險； 

d.完備施工碼頭及組裝場等基礎建設； 

e.輔導國內海事工程自主能力； 

f.建立跨部會整合平台。 

3、地熱發電 

（1）推動面臨課題： 

a.地熱礦權未明確，電廠用地取得不易，造成業者投資裹足不前。 

b.環評時程冗長，造成開發不確定性高。 

（2）因應對策與配套措施： 

a.將地熱發電回歸礦業法，並另立地熱開發專章，保障業者投入

調查之採礦權。經濟部投入地熱資源調查評估，並劃設地熱潛

能區，供業者投入地熱發電產業參考。 

b.協調環保署修訂地熱電廠免環評門檻，將現規定之 500kW 提升

至 5MW，並限定地熱電廠環評作業時程與次數，以加速我國地

熱發電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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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發展定位 

(一)電力設施 

為滿足未來用電需求且符合環保限制，將規劃在既有發電機組除

役後，電廠原址新設及擴建高效率複循環燃氣機組及超超臨界燃煤機

組，藉以降低發電污染排放物並提高發電效率，期朝向低碳、低污染

之發電結構邁進。 

(二)油氣設施 

透過煉製結構改善，彌補高雄煉油廠減少之煉能，並配合法規增

建減污等相關工場，以維護國內供油之穩定。 

由於天然氣符合潔淨能源及降低碳排之特性，因此在政府建構永

續能源政策上將扮演重要角色。中油公司除將於現有之永安與台中港

2 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進行設備擴建外，並規劃興建第三座液化天然

氣接收站，以充分穩定供應國內快速成長之天然氣需求。 

(三)再生能源 

發展再生能源可降低對化石能源之依賴度，減緩化石燃料短缺及

價格波動之影響，改善環境品質，有助建構永續發展環境。規劃 114

年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達 20%。 

九、 發展分布區位 

(一)電力設施 

105~114 年間將優先於北部地區設置發電機組，其次則為南部地

區，但考量我國地狹人稠，適宜興建電廠的廠址不易取得，故優先以

既有電廠原址規劃擴建發電機組，主要大型發電機組如北部地區為林

口、大潭、高原、協和及深澳等電廠，南部地區為大林電廠，中部地

區則為通霄電廠。 

(二)油氣設施 

桃園煉油廠未來若須配合政府政策遷廠，預估遷廠用地約需 400 

公頃土地，以及相關基礎設施之配合(如港口、水、電、交通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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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滿足南、北用油需求，廠址以桃園市或新北市為佳。 

因應高雄煉油廠關廠後油料需求缺口，及改善油料進口卸收、煉

製、輸儲設施，規劃於高雄港洲際貨櫃二期設置石化油品儲運中心，

約需 176.11 公頃土地及 6 座水深 18m 碼頭。 

為增建第三座接收站以提升天然氣使用之供應能力，考量燃氣電

廠及輸氣管網位置，場址規劃於桃園市，預估約需 232 公頃土地。 

(三)再生能源 

1、太陽光電 

太陽光電推動策略，初期推動屋頂型設置，並逐步推動地面型

大規模開發，包括屋頂型：推動民宅、工廠、農牧設施、中央公有

建築等設置；地面型：利用地層下陷、不利耕作土地、受污染土地

及鹽業用地等設置，並以地面型專區方式推動。發展浮動式太陽光

電技術，推動滯洪池、農業蓄水池、水庫等設置。 

農委會所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區 18 區約 1,253 公頃、41 區汙

染土地約 1,314 公頃以及高鐵沿線黃金廊道計畫嚴重地層下陷區約

1,266 公頃(其中 A區雲林 646 公頃土地為黃金廊道第一階段優先發

展)，建議皆可優先規劃朝向地面型太陽光電發展。 

2、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推動策略，採先開發陸域風場，後開發離岸風場。在

陸域風力推動部分，以先開發優良風場，續開發次級風場為原則；

另在離岸風力推動部分，則以「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為原則

推動，以示範獎勵辦法引導業者投入離岸風力開發，續公告 36 處

潛在場址供業界參考並投入開發。 

3、地熱發電  

淺層地熱以大屯山、宜蘭清水、土場、台東金崙、綠島等地區

為優先開發區塊，並逐年進行發電潛能區場址資源再調查驗證等工

作，並結合地方政府、國營事業等單位推動 BOT 招商，以加速地

熱發電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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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縣(市)分派數量 

(一)電力設施 

依據台電電源開發 10505 案之規劃，未來主要大型電源規劃為北

部地區於 105~114 年間將增設 6 部燃氣、4 部燃煤之發電機組，中部

地區則增設 5 部燃氣發電機組，南部地區則增設 1 部燃氣、2 部燃煤

發電機組，合計燃煤機組 6 部共 5,200MW、燃氣機組 12 部共

10,846MW。詳如表 1 及圖 1 所示。 

表 1  民國 105~114 年間主要大型電源開發規劃（縣市別） 

區域別 電廠名稱 縣市別 機組類別 機組數 
裝置容量

（MW） 

北部地區 

林口 新北市 燃煤 3 部 2,400  
深澳 新北市 燃煤 1 部 1,200 
大潭 桃園市 燃氣 4 部 3,168 
高原 桃園市 燃氣 1 部 1,400 
協和 基隆市 燃氣 1 部 900 

中部地區 通霄 苗栗縣 燃氣 5 部 4,478 

南部地區 
大林 高雄市 燃煤 2 部 1,600 
興達 高雄市 燃氣 1 部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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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民國 105~114 年間主要大型電源機組設置區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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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生能源 

1、太陽光電 

（1）鹽業用地設置太陽光電專案：鹽業用地總面積約為 4,350 公頃，

其中包含臺南市 2,587 公頃、高雄市 3 公頃及嘉義縣 1,760 公

頃，排除國家濕地等保護保育區，可利用土地面積，約 803 公

頃。 

（2）嚴重地層下陷區之不利耕作農地設置太陽光電專區：農委會於

104 年 8 月 11 日公告 18 區土地面積 1,253 公頃，分布於彰化、

雲林、嘉義等，目前業者已投入規劃設計。 

（3）發展水面式太陽光電技術，推動滯洪池、水庫等設置太陽光電：

約 2,700 公頃，經濟部水利署另規劃大武丁滯洪池、鹽水埤水庫

等 9 處滯洪池或水庫設置水面式太陽光電，共約 12 公頃，先行

試驗推動開放民間業者投入設置。 

（4）配合雲林縣推動台西工業區解編轉型養殖綠能專區：盤點土地

面積：約 1,100 公頃，因該地區土地多為養殖使用，需先行測試

與綠能結合之可行性。 

2、風力發電 

109 年完成 3 座示範風場、國內陸域風電設置區位、離岸風電

設置區位詳圖 2、3 及表 2。 

109 年完成 3 座示範風場，包括： 

（1）福海示範案位處彰化縣芳苑鄉外海離岸約 8~12 公里處，水深約

20~45 公尺，預計裝置容量達約 120 MW(30 架)。 

（2）海洋示範案位處苗栗縣竹南鎮外海離岸約 2~6 公里處，水深約

15~35 公尺，預計裝置容量約 128 MW(32 架) 。 

（3）台電示範案位處彰化縣芳苑鄉西側海域離岸約 5~8 公里處，水

深約 15~25 公尺，裝置容量約 108 MW(22~36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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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國內陸域風電設置區位 
 

 

 

 

 

 

表 2 離岸風電設置區位 

恆春
4.5 MW (3x)

四湖
28 MW (14x)

湖西
5.4 MW (6x)

中屯
4.8 MW (8x)

大潭
15.1 MW (8x)

新竹香山
12 MW (6x)

台中港
36 MW (18x)

台中電廠
6 MW (3x)

彰工
62 MW (31x)

王功
23 MW (10x)

雲麥
46 MW (23x)

金沙
4 MW (2x)

觀園
30 MW (20x)

石門
3.96 MW (6x)

林口
6 MW (3x)

蘆竹
7.2 MW (8x)

觀威
43.7 MW (19x)

桃威
4.6 MW (2x)

豐威
11.5 MW (5x)

春風
1.75 MW (1x)

崎威
6.9 MW (3x)

龍威
44.1 MW (21x)

通威
27.6 MW (12x)

大鵬 (苗栗)
42 MW (21x)

中威
82.8 MW (36x)

鹿威
96.6 MW (42x)

麥寮
2.64 MW (4x)

竹南 (苗栗)
7.8 MW (4x)

國營風場 民營風場

清風
2.3 MW (1x)

安威
2.3 MW (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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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Min Mean

1 新北市 新北市 26.2 50.3 18.0 40.9 7.9 1.1
2 桃園市 桃園市 50.2 49.8 1.0 29.3 8.0 0.2
3 新竹縣 新竹縣 22.2 49.9 1.0 24.5 8.0 0.4
4 新竹市 新竹市 31.6 50.3 24.2 38.7 8.3 2.2
5 苗栗縣 1 34.7 51.5 37.2 44.7 8.4 4.7
6 苗栗縣 2 20.8 52.8 13.5 39.0 8.3 1.6
7 台中市 1 36.8 49.9 29.3 43.4 8.2 3.8
8 台中市 2 112.5 49.9 41.0 45.5 8.7 15.7
9 彰化縣 1_1 120.7 49.9 35.6 45.3 8.9 49.9

10 彰化縣 1_2 122.0 49.9 37.5 44.6 8.8 35.1
11 彰化縣 1_3 128.6 50.7 21.9 32.6 8.8 62.1
12 彰化縣 1_4 117.4 44.1 31.7 36.8 8.8 48.5
13 彰化縣 1_5 111.8 43.9 34.0 40.6 8.8 34.7
14 彰化縣 1_6 126.3 42.2 23.8 32.4 8.8 50.1
15 彰化縣 1_7 120.4 44.1 34.4 40.9 8.7 35.7
16 彰化縣 1_8 131.1 48.8 19.1 28.9 8.7 50.3
17 彰化縣 1_9 122.5 44.9 34.0 39.3 8.6 36.8
18 彰化縣 2_1 85.2 49.7 32.0 40.1 8.6 34.8
19 彰化縣 2_2 100.5 51.0 37.4 45.1 8.5 37.0
20 彰化縣 3_1 109.7 49.9 35.0 41.5 8.7 19.3
21 彰化縣 3_2 112.6 41.6 31.4 34.4 8.6 20.3
22 彰化縣 3_3 86.7 39.4 27.9 34.0 8.6 21.5
23 彰化縣 3_4 88.6 45.8 24.7 35.1 8.5 23.3
24 彰化縣 4_1 86.2 46.0 24.8 38.3 8.4 24.8
25 彰化縣 4_2 93.3 48.1 28.8 42.3 8.3 21.8
26 彰化縣 5 118.6 46.8 15.3 38.7 8.3 5.7
27 彰化縣 6_1 92.7 43.4 23.2 35.4 8.2 14.1
28 彰化縣 6_2 98.3 37.5 22.2 30.0 8.1 14.2
29 彰化縣 6_3 89.9 36.2 20.1 30.7 7.9 7.5
30 雲林縣 1_1 117.8 39.2 20.1 30.5 8.0 3.7
31 雲林縣 1_2 114.3 49.5 25.0 33.0 7.9 4.3
32 雲林縣 1_3 93.2 49.4 25.2 33.0 7.7 8.2
33 台南市 台南市 57.3 40.4 1.0 18.6 6.6 0.7
34 高雄市 1 38.8 30.9 1.0 19.7 5.5 0.2
35 高雄市 2 32.5 41.5 4.8 21.4 5.3 1.8
36 屏東縣 屏東縣 32.5 31.7 1.0 13.0 4.0 0.5

水深：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風力離岸發電系統」定義，以海圖最低低潮線為0m基線

10m高平均風速：以WRF模式模擬2008~2010年時序列風速資料，並與實測資料比對修正

              ，再以統計方法分析3年逐時資料，求出10m高年平均風速

彰化縣

彰化縣

雲林縣

高雄市

苗栗縣

台中市

編號 縣市 名稱

10m高

平均風速

(m/sec)

離岸

最近距離

(km)

水深(m)面積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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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離岸風電設規劃 36 處潛在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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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熱發電 

短期：以高地熱潛能區域為優先考量，優先開發北部大屯火山及宜

蘭地區中大型地熱 (2~10 萬瓩 )，另花東地區以開發小型電廠

(<5,000 瓩)為主。 

中長期：開發蘭陽平原中型電廠(2~5 萬瓩/座)為首要目標，並逐步

開發東部中型增強型地熱。 

縣市分派面積規模詳下表圖。 

表 3 各地熱區發電裝置目標量 

地熱區 發電潛能
(MW) 

目標開發量
(MW) 

發展用地 
供需規模 

(公頃) 
縣市 備註 

大屯山 514 150 105.6 
臺北市 

新北市 
開放國家公園 

清水 61 22 15.488 宜蘭縣 開放林業用地 

土場 25 8 5.632 宜蘭縣 開放林業用地 

金崙 48 10 7.04 臺東縣 開放風景特定區 

瑞穗 16 8 5.632 臺東縣 開放林業用地 

綠島 66 2 1.408 臺東縣 
基礎調查資料 

不完備 

合計 73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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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我國地熱潛能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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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十一、 政策與目標  

水資源為國家生存發展之命脈，攸關全民福祉及社經發展，亦為經

濟基礎建設之必要條件。水資源政策依經濟部水利署研擬之新紀元水利

施政綱領(目標年為民國 120 年)，以貫徹水資源總合管理，強化乾旱因

應能力方向推動，並配合研提各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作為個案實施

計畫或方案之上位指導。期在既有「節約用水」、「有效管理」、「彈性調

度」與「多元開發」四大策略基礎下，朝提高水源利用效率、因應未來

供需情勢、提升氣候異常調適能力等目標努力。 

另近年來異常氣候漸趨常態，使臺灣水環境更形嚴峻，所衍生之災

害不斷接踵而至，災害型態亦有複合化之趨勢，實有需改變治理觀念，

以防止積潦、複合型災害之擴大及持續改善河川風貌與棲地環境。因此，

除依據上述「新紀元水利政策綱領」，於民國 120 年達成足以因應氣候變

遷挑戰、符合國家整體發展需要、塑造安全優質之水環境及水文化，及

建立與水共存之國土永續環境願景目標外，另依經濟部水利署研訂之「逕

流分擔與出流管制綱要計畫」，將整體治水思維與調適策略轉變為「由水

道與流域土地共同承納洪水」，於民國 120 年達成達成「土地開發出流管

制」、「重點地區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規劃」及「各類排水出流管制」之

目標。 

十二、 發展現況  

臺灣各標的水資源利用概況詳如圖 1，至於進行中或規劃中之重大

水利(水資源)建設詳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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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水源
供應量

100(107)

地下水
抽用量
36(57)

水庫水源
供應量

41

蒸發損失量
218

降雨量
995

100%

河道
逕流量

726

地下水
入滲量

51

入海
(含保育用水)

606

總用水量
177(205)

生活用水
34

19%

工業用水
16

9%

農業用水
127(155)

72%

22%

(單位：億噸/年)

73% 5%

23% 20%57%

註：()含非水利會及非台糖農場灌區用水  

圖1 本島地區水資源利用概況(94~103年平均值) 

防洪治水目標由早期之「治水、利水、親水」，再增加「活水、保水」，

後演變為「不淹水、不缺水、親近水」，至今進化為「順應自然，與水共

存」 ，於中央管及跨省市河川治理率已達 80%(如表 4)，中央管區域排

水治理率已達 74%，一般性海堤治理率已達 95.6%。而縣(市)管河川及區

域排水之易淹水地區面積約 1,150 平方公里，歷經整治已改善 538 平方

公里，另執行「流域綜合治理計畫」，截至 104 年底已改善 75 平方公里，

後續仍有 537 平方公里淹水待持續改善。上述區位如圖 2。 

圖 2 防洪計畫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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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發展構想與預測 

(一) 水資源 

天然水資源係有限且寶貴的資源，為期兼顧環境生態，天然水資源

開發將採「總量管制」原則，於尚有開發潛能區域可持續辦理天然水資

源開發工程，包括水庫、越域引水及人工湖等，至於天然水資源供水潛

能於枯水期已達上限區域，為因應區域未來發展之用水成長需求，須配

合「蓄豐濟枯」、「新興水源」或採行「既有水權及用水行為調整」等方

式因應。 

另因應目標年民國 120 年後之國家產業發展政策所衍生用水需求，

相關長程水源計畫(兼作為推動中水源設施計畫之替代方案)仍有必要持

續規劃或檢討推動必要性。至於其他可能之水利(水資源)建設則須配合

政府施政計畫推動情況，另案滾動檢討研提。 

此外，因應「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於 104 年底公布實施，未來再

生水資源具發展潛力，其可能發展區位與各縣市水資源回收中心息息相

關，建議各縣市區域計畫應考量納入用地需求。 

(二) 防洪治水 

防洪治水策略，首在基本觀念與世界新趨勢接軌，自傳統之洪水治

理、人定勝天，轉型為洪水管理、與水共存；在策略方面，則遵循國土

空間發展策略計畫之政策指導方向，以流域整體治理規劃，將流域上、

中、下游視為一整體單元治理，替代傳統之河川治理規劃；並以綜合治

水、多元工法、工程與非工程措施並重，以推動防災減災、環境景觀及

棲地營造、非工程措施及自主災害防備工作。除在觀念、策略之轉型改

變外，並將發展目標由早期之洪水、積潦防災減災，擴大為複合型災害

之防治，並加重河川排水景觀營造及棲地系統之保育，營造與水共存機

能，建立國土永續環境。 

目前重要河川及區域排水之治理係依據治理計畫於河川區域及區域

排水範圍內進行相關整治工程，管理上則配合土地管制使用與限制開發

行為，而為因應目標年民國 120 年後之天然環境衝擊及相關需求，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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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綜合管理機制，除綜合治水外，應持續規劃及推動逕流分擔與出流

管制對策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快速都市化等問題。 

十四、 課題及對策 

(一) 水資源 

1、 課題：臺灣地區近年來水資源供應日趨困難，主要面臨的問題可

歸納為用水成長、降雨異常、設施老化功能減退、水源及供水設

施不足、傳統水資源開發阻力大及新興水源如海水淡化或再生水

之成本高等面向。 

2、 對策：經濟部已持續推動節約用水、有效管理、彈性調度與多元

開發等四大水資源經理策略因應。除節水三法已分別於 104、105

年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外，亦積極擴建輸水管網設施、

強化彈性調度機制、推動降低漏水率計畫及水庫整體防淤等，另

於各區域亦持續增加可供水量俾提高供水穩定度。相關水利(水資

源)建設計畫或方案將持續考量用水需求、政府財政能力及社會接

受度等因素後循序推動實施。 

(二) 防洪治水 

1、 課題 

(1)臺灣地區近年來因氣候異常及社經環境快速變化，早期防洪治水

方式已難以因應，目前洪災頻率與強度，主要面臨問題大致歸納

為氣候降雨異常、土砂災害加劇、防災自覺提升、公民意識高漲

(河川排水環境營造要求提升)、既有設施老舊等面向。 

(2)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氣候變化情勢難測，水情資訊、資訊整合

及水情資訊供應品質皆有待提升，未來應持續提升水情觀測及預

測技術，以提升整體治水防洪能力。 

(3)早期國土規劃未能充分考量防洪功能，且各流域內各類排水分屬

不同主管機關管轄，加上近年來臺灣地區都市化快速，用地取得

不易，傳統線型治水已無法有效解決淹水問題。 

(4)土地開發出流管制缺乏全面推動之法律依據；各類排水出流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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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機制尚未納入其規劃作業中；既成都市計畫區推動之挑戰。 

2、 對策 

(1)針對老舊堤防辦理加固加強基腳保護並配合老舊堤防整建進行整

體營造河川棲地環境，持續推動全民防災及結合民間企業與志工

力量參與防救災作業。相關水利建設計畫或方案將持續依治理計

畫及政府財政能力及社會接受度等因素循序推動實施。 

(2)持續推動重要河川及區域排水環境營造計畫等相關因應策略，包

括輔導執行單位治水觀念及工法之改變、依據治理計畫布設堤防

並優選保護標的價值之河段，系統性治理之原則興辦；持續研究

流域土砂沖淤平衡計畫，減免土砂災害。 

(3)未來應將流域綜合治水納入國土整體規劃，修訂流域內土地及空

間規劃利用相關法規，加強都市保水能力，推動逕流分擔出流管

制策略因應。 

(4)訂(修)定相關法規，納入逕流分擔出流管制，加強落實土地開發與

各類排水出流管制，推動逕流分擔出流管制納入土地與建築物管

理等相關規定及制定審議規範。 

十五、 發展定位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6 條規定國土規劃應考量水資源供應能力，亦即

「以供定需」。為因應我國未來社會與經濟發展之用水成長需求，必要之

水利(水資源)建設仍不可或缺，目前已朝多元水資源開發推動，除持續

辦理川流水、水庫、攔河堰或人工湖、伏流水、地下水等天然水資源開

發外，並推動海水淡化或污(廢)水再生利用等新興水資源供水，爰於各

縣市國土計畫內應考量並保留相關水利(水資源)建設用地需求。 

河川(區域排水)區域為必須之水道通洪空間，依據水利法、河川(區

域排水)管理辦法劃設之河川(區域排水)區域係屬第一級環境敏感區域，

而河川(區域排水)之整治係依據治理計畫進行各項治水工程建設，並依

據法令進行環境敏感區位及相關土地管制與開發限制。 

未來防洪治水發展，將配合國土計畫項下之流域特定區域計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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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未來國土計畫及各縣市國土計畫之上位指導。 

十六、 發展分布區位 

水利(水資源)建設用地需求主要分布於臺灣各縣市，各預定計畫所

需用地區位詳如表 1 至表 3。此外，臺灣地區主要及待開發水庫區位詳

如圖 3。 

至於水利(防洪排水)建設發展之分布區位，重要河川(中央管河川及

跨省市河川)計有蘭陽溪、淡水河等 26 水系，主要分布於臺灣各縣市，

分布區位及範圍詳圖 4 及表 5。水利署轄管之 24 條中央管河川、2 條跨

省市管河川、36 條中央管區域排水系統、548 公里之一般性海堤，於民

國 120 年達成中央管河川降雨量防護目標維持原公告重現期距（50 年至

200 年不等）之洪峰流量防洪保護能力，並以上述河川防護目標為基準，

中央管河川計畫防洪設施完成率提升至 94％；中央管區域排水降雨量防

護目標維持重現期距 10 年洪峰流量防洪保護能力，並以上述區域排水

防護目標為基準，中央管區域排水計畫排水設施完成率提升至 95％；於

91 條縣(市)管河川與 1,628 條區域排水系統內高淹水潛勢地區淹水面積

自 1,150 平方公里減低至 292 平方公里。另加強海岸防護能力，確保海

岸 50 年重現期距暴潮之防護能力，並維持自然海岸線比例不再降低。 

十七、 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 

各地區水利(水資源)建設個案與用地需求係依前開施政綱領與經理

基本計畫滾動檢討修正，現階段規劃於目標年民國 120 年前完成之水利

(水資源)設施需地面積合計約 2,406 公頃(詳如表 1)，加上其下游須配合

之自來水設施需地面積約 69 公頃(詳如表 3)，合計需地面積約達 2,475

公頃；另新興水源(海水淡化或水再生利用)之需地面積約 53 公頃，個案

需地面積及區位詳如表 1。至於民國 120 年以後之長程水源計畫其需地

面積(含自來水設施)估計約需 1,494 公頃，其個案需地面積及區位詳如表

2 及表 3。 

重要河川及區域排水所需防洪治水空間發展用地，主要依其治理計

畫所擬定之用地範圍線為範疇，並由中央執行，用地範圍則依治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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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滾動式檢討。規模數量原則依據公告之中央管、跨省市及縣市管河

川與區域排水治理計畫水道治理計畫線、用地範圍線與滯洪、疏洪防災

治理空間，以及河川區域範圍。 

表 1 預計民國 120 年前完成之水源設施區位與需地面積 

計畫名稱 
供應量 
(萬噸/日) 

用地區位 
預期需地面積

(公頃) 
推動情形 備註 

雙溪水庫 12.6 新北市雙溪區 150 推動中 辦理環評中 

天花湖水庫 26 苗栗縣公館鄉、頭屋鄉 521 推動中 已通過環評 

大安大甲溪水資源

聯合運用 
28 臺中市東勢區、后里區、

苗栗縣三義鄉 
18 推動中 

行政院於民國 100 年核

定實施 

鳥嘴潭人工湖 25 南投縣草屯鎮 294 推動中 

已納入行政院於民國

100 年核定「雲彰地區地

層下陷具體解決方案暨

行動計畫」項下 

鹿寮溪水庫更新改

善 
6.8 臺南市白河區、嘉義縣

水上鄉 
300 推動中 

已納入行政院於民國

100 年核定「臺灣南部區

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

畫」項下 

高屏大湖及上下游

設施 
34 

高雄市旗山區、美濃區、

屏東縣里港鄉、屏東縣

高樹鄉 
750 推動中 

行政院於民國 93 年核

定實施 

士文水庫 15 屏東縣春日鄉 320 推動中 

已納入行政院於民國

100 年核定「臺灣南部區

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

畫」項下 

曾文水庫越域引水 60 

高雄市桃源區、那瑪夏

區、嘉義縣大埔鄉、臺南

市楠西區、玉井區、南化

區等 

50 
(註：隧道工程

用地已取得) 
推動中 

行政院於民國 92 年核

定實施 

名竹盆地地下水 3 南投縣名間鄉、竹山鄉 3 推動中 

已納入行政院於民國

102 年核定「雲彰地區地

層下陷具體解決方案暨

行動計畫」(第一次修正)
項下 

傳統水源設施小計 210.4  2,406   

桃園海淡廠 3 桃園縣觀音鄉(桃園科

技工業園區白玉區內) 

7 
(含預留未來擴

廠空間) 
推動中 

行政院於民國 96 年核

定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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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供應量 
(萬噸/日) 

用地區位 
預期需地面積

(公頃) 
推動情形 備註 

臺南海淡廠 10 臺南市將軍區 
15 

(含預留未來擴

廠空間) 
推動中 

已納入行政院於民國

100 年核定「臺灣南部區

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

畫」項下 
豐原再生水廠 2 臺中市豐原區 4 推動中 

已納入行政院於民國

102 年核定「公共污水處

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

示範推動方案」項下 

福田再生水廠 13 臺中市梧棲區 6 推動中 

永康再生水廠 2.5 臺南市永康區 4 推動中 

安平再生水廠 6 臺南市安平區 8 推動中 

鳳山溪再生水廠 4.5 高雄市鳳山區 5 推動中 

臨海再生水廠 2 高雄市小港區 4 推動中 

新興水源設施小計 43  53   

傳統+新興合計 253.4  2,459   
註：1.「推動情形」欄位所填「推動中」係指該計畫已列入水源供需分析圖將循序

推動之計畫，及已列入「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推動方案」
內之 6 座再生水示範廠。 

2.本表推動情形係以填表(修改)日期 105 年 9 月 20 日之情況填寫。 

表 2 因應民國 120 年後之長程水源計畫(兼作為推動中計畫之替代方案

及因應氣候變遷之備援方案)的區位與需地面積 

計畫名稱 供應量 
(萬噸/日) 

用地區位 預期需地面積 
(公頃) 推動情形 

八里污水再生廠 40 新北市八里區至桃園縣大園

鄉擇優設置 
25 評估中 

貢寮人工湖 2.3 新北市貢寮區 15 評估中 
新竹海淡廠 3 新竹市南寮漁港 3 規劃中 
彰濱海淡廠 10.8 彰化縣線西區 15 規劃中 

大甲溪流域水資源整

合運用 
5.5 臺中市東勢區 91 規劃中 

瑞峰水庫含下游設施 118.9 嘉義縣梅山鄉 320 評估中 
嘉義人工湖 (聯合運用) 嘉義縣後壁區 130 評估中 

南化上游第二水庫 45 臺南市南化區 410 規劃中 

臺南大湖 8.9 臺南市善化區、麻豆區、官

田區、安定區 
150 規劃中 

曾文溪上游可能堰壩 10 臺南市楠西區(龜丹、鹽水

坑) 
105 評估中 

高屏溪上游可能堰壩 25.9 高雄市那瑪夏區(紅花子) 200 評估中 
高雄海淡廠 20 高雄市茄萣區、小港區 30 規劃中 

合計 245.3  1,494  
註：1.「推動情形」欄位填列說明：(1)規劃中：現正辦理相關規劃、環境影響評估或

模廠試驗之水資源計畫。(2)評估中：計畫尚未有具體之規劃方向或檢討內容，
仍待後續評估可行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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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表推動情形係以填表(修改)日期 105 年 9 月 20 日之情況填寫。 

表 3 自來水設施計畫用地需求表 

計畫名稱 
提升處理或

輸送能力 
(萬噸/日) 

用地區位 預期需地面積 
(公頃) 推動情形 備註 

民國 120 年前完成之水利（水資源）設施，其下游須配合之自來水設施 
天花湖水庫下游

自來水工程計畫

（天花湖淨水場） 
26 

苗 栗 縣 公 館

鄉、頭屋鄉 25 評估中 配合「天花湖水

庫」水源 

鳥嘴潭人工湖下

游自來水工程計

畫 
25 臺中市烏日區 25.3 推動中 

配合行政院民

國 100 年核定

「雲彰地區地

層下陷具體解

決方案暨行動

計畫」項下「鳥

嘴潭人工湖」水

源 

馬公增建 4000 噸

海水淡化廠計畫 0.4 
澎湖縣馬公市

烏崁新段 4.96 推動中 

已納入行政院

民國 102 年核定

「離島地區供

水改善計畫」(第
2 次修正)計畫 

曾文淨水場廢水

處理設備改善工

程 
6.5 

臺南市官田區

三塊厝段 1.98 推動中 
已納入行政院

於民國 102 年核

定「曾文南化烏

山頭水庫治理

及穩定南部地

區供水計畫」(第
1 次修正)項下 
配合行政院民

國 100 年核定

「臺灣南部區

域水資源經理

基本計畫」項下

「鹿寮溪水庫

更新改善」水源 

臺南高雄水源聯

合運用調度輸水

工程計畫 
10 

高雄市大樹區

大庒段 7.7 推動中 

水上淨水場擴建

計畫 3 
嘉義縣水上鄉

十一指厝段 1.42 推動中 

蘭潭淨水場擴建

工程計畫 3 嘉義市短竹段 1.63 推動中 

配合行政院民

國 100 年核定

「臺灣南部區

域水資源經理

基本計畫」項下

「鹿寮溪水庫

更新改善」水源 
大肚龍井高地區

一帶供水計畫

（坪頂高地配水

2.4 
(蓄水量) 臺中市西屯區 1 推動中 經濟部於民國

100 年核定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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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提升處理或

輸送能力 
(萬噸/日) 

用地區位 預期需地面積 
(公頃) 推動情形 備註 

池） 
－ － 合計 69 －  

民國 120 年以後之長程水源計畫，其所需之自來水設施 
新埔淨水場三期

擴建計畫 3.5 新竹縣新埔鎮 0.3 規劃中 計畫審核中 

貢寮-基隆第二送

水管工程計畫 12 
新北市雙溪區

及瑞芳區 4 評估中 配合「雙溪水

庫」水源 

八德加壓站 5 桃園縣八德市 1 規劃中 配合桃園航空

城計畫 
龜山二站擴建工

程 13 桃園縣龜山鄉 0.7 規劃中 配合機場捷運

A7 站計畫 
豐原淨水場新設

初沉池 7.5 臺中市豐原區 5 規劃中  

曾文淨水場擴建

工程 7 
臺南市官田區

三塊厝段 1.98 規劃中 配合南科用水

成長需求 

南化場至豐德配

水池複線送水幹

管工程(南化場至

左鎮段) 

80 
(124) 

臺南市南化區

至左鎮區 1.32 規劃中 

左鎮至豐德配

水池段已於院

核定「振興經濟

新方案」項下執

行完成 
潮州鎮供水工程

計畫 1 
屏東縣潮州鎮

四春段 1.2 規劃中  

彰化市東郊大型

蓄配水池 3 彰化縣彰化市 1.5 規劃中 
配合彰化縣政

府擬定擴大都

市計畫 
金面淨水場擴建 1.3 宜蘭縣頭城鎮 4 規劃中  

集集淨水場 5 萬

噸配水池增建計

畫 

5 
(蓄水量) 

南投縣 0.5 評估中 

供應及調節南

投地區用水(建
置地點尚未確

定) 
  合計 21.5   

 註：1.「推動情形」欄位填列說明：(1)推動中：配合已核定或上位計畫，但用地尚未取

得案件。(2)規劃中：規劃中或陳核中之計畫。(3)評估中：計畫仍於初步評估尚

未撰擬規劃報告。 
     2.本表推動情形係以填表(修改)日期 105 年 9 月 20 日之情況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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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水系堤防、護岸等治理率統計表 

河川別 
治理基本計畫布設設施長度 

(公尺) 
已完成治理長度(公尺) 治理率(%) 

堤防 護岸 合計 堤防 護岸 合計 堤防 護岸 

蘭陽溪 195,316 5,218 200,534 178,201 7,030 185,231 91.24% 100.00% 
磺溪 4,112 794 4,906 2,812 514 3,326 68.39% 64.74% 
淡水河 124,224 34,887 159,111 120,199 32,694 152,893 96.76% 93.71% 
鳳山溪 62,258 5,216 67,474 57,454 5,316 62,770 92.28% 100.00% 
頭前溪 40,819 5,801 46,620 40,029 6,555 46,584 98.06% 100.00% 
中港溪 49,600 29,550 79,150 41,095 17,518 58,613 82.85% 59.28% 
後龍溪 49,758 66,962 116,720 42,455 56,332 98,787 85.32% 84.13% 
大安溪 73,250 14,504 87,754 68,016 10,873 78,889 92.85% 74.97% 
大甲溪 54,659 11,972 66,631 42,189 5,905 48,094 77.19% 49.32% 
烏溪 263,005 45,025 308,030 254,994 45,749 300,743 96.95% 100.00% 
濁水溪 214,969 70,732 285,701 199,309 55,621 254,930 92.72% 78.64% 
北港溪 342,457 56,006 398,463 222,440 36,681 259,121 64.95% 65.49% 
朴子溪 82,644 64,282 146,926 51,903 19,629 71,532 62.80% 30.54% 
八掌溪 133,364 66,362 199,726 98,817 20,208 119,025 74.10% 30.45% 
急水溪 123,322 39,252 162,574 81,467 1,227 82,694 66.06% 3.13% 
曾文溪 89,719 10,758 100,477 81,599 12,150 93,749 90.95% 100.00% 
鹽水溪 71,210 3,355 74,565 59,592 2,045 61,637 83.68% 60.95% 
二仁溪 19,800 - 19,800 19,340 0 19,340 97.68% - 
阿公店溪 20,539 17,505 38,044 18,985 15,979 34,964 92.43% 91.28% 
高屏溪 166,310 43,806 210,116 141,713 50,216 191,929 85.21% 100.00% 
東港溪 26,763 41,607 68,370 26,763 14,190 40,953 100.00% 34.10% 
四重溪 6,976 12,055 19,031 6,976 10,538 17,514 100.00% 87.42% 
卑南溪 64,521 36,394 100,914 70,830 21,835 92,665 100.00% 60.00% 
秀姑巒溪 165,998 16,969 182,967 139,379 15,111 154,490 83.96% 89.05% 
花蓮溪 189,972 28,642 218,614 160,754 13,790 174,544 84.62% 48.15% 
和平溪 7,500 - 7,500 6,430 0 6,430 85.73% - 
合計 2,643,064 727,654 3,370,718 2,233,741 477,706 2,711,447 83.03% 61.62% 

註：本表統計至 104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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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重要河川一覽表 

序列 水系別 
幹流長度 

(公里) 

流域面積 

(平方公里) 
流經直轄市、縣(市) 

中央管河川 
1 蘭陽溪 73.0 978 宜蘭縣 
2 鳳山溪 45.4 250 桃園市、新竹縣 
3 頭前溪 63.0 566 新竹縣、新竹市 
4 中港溪 54.0 446 新竹縣、苗栗縣 
5 後龍溪 58.3 537 苗栗縣 
6 大安溪 95.8 758 苗栗縣、臺中市 
7 大甲溪 124.2 1,236 臺中市、南投縣 
8 烏溪 119.1 2,026 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9 濁水溪 186.6 3,157 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 
10 北港溪 82.0 645 雲林縣、嘉義縣 
11 朴子溪 75.9 427 嘉義縣、嘉義市 
12 八掌溪 80.9 475 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 
13 急水溪 65.0 379 臺南市 
14 曾文溪 138.5 1,177 嘉義縣、臺南市 
15 鹽水溪 41.3 343 臺南市 
16 二仁溪 63.2 350 臺南市、高雄市 
17 阿公店溪 38.0 137 高雄市 
18 高屏溪 171.0 3,257 高雄市、屏東縣 
19 東港溪 44.0 472 屏東縣 
20 四重溪 31.9 125 屏東縣 
21 卑南溪 84.4 1,603 臺東縣 
22 秀姑巒溪 81.2 1,790 花蓮縣、臺東縣 
23 花蓮溪 57.3 1,507 花蓮縣 
24 和平溪 50.7 561 花蓮縣、宜蘭縣 

跨省市河川 

25 淡水河 158.7 2,726 
臺北市、新北市、基隆市、桃園

市、新竹縣、宜蘭縣 
26 磺溪 13.5 49 新北市、臺北市 

資料來源：各河川已奉核定之基本治理計畫報告中所載幹流長度、流域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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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全國區域排水數量統計表 
縣市別  區域排水數量  
中央管 36 

直轄市管 
臺北市 3 
新北市 71 
桃園市 37 
臺中市 131 
臺南市 162 
高雄市 117 
小計 521 

縣市管 
宜蘭縣                      50  
基隆市 6 
新竹縣                      66  
新竹市 14 
苗栗縣 73 
南投縣 166 
彰化縣 218 
雲林縣 142 
嘉義縣                      65  
嘉義市 9 
屏東縣                      92  
臺東縣                      19  
花蓮縣                      78  
澎湖縣                      70  
金門縣                      39  
小計 1,107 
合計 1,664 

註：本表數量統計至 105 年 8 月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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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灣地區主要及待開發水庫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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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重要河川分布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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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前言 

運輸系統不僅是引領國家整體經濟脈動的火車頭，更是扮演民眾生活連結

的關鍵角色，在我國公共建設中影響範圍最廣，亦是影響國土空間發展最重要

的部門之一。 

惟運輸需求為一衍生需求，運輸系統的發展需要充分掌握環境變化的趨勢，

特別於目前資訊化時代全球性產業經濟競爭模式的改變、國際競爭與國際油價

變動仍然劇烈、兩岸關係雖逐漸和緩卻仍有變數、六都新體制、國內人口成長

趨緩、氣候變遷引發重大災害之威脅、環保意識持續抬頭等主、客觀內外在環

境變化，以及國內高速鐵路通車對於城際運輸系統的衝擊，乃至民祉人本、交

通安全及地區公平性等議題，均對當前及今後運輸系統乃至國土空間的發展產

生相當程度的影響，故宜採取較全面的觀點，擬議未來的運輸發展策略，強調

其與國土計畫及產業發展等面向之政策關聯性，俾能與其他部門的重要政策充

分銜接整合。 

二、依據 

為達成因應氣候變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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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國家永續發展之目的，爰依據《國土計畫法》（總統105年1月6日公布，同年5月1日

施行）（以下簡稱本法）第９條及本法施行細則（內政部105年6月17日頒訂）第４條第

５項之規定，擬訂本「運輸部門空間發展策略」（以下簡稱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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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運輸部門發展政策 

一、發展願景 

交通部 101 年「運輸政策白皮書」揭示運輸部門（以下簡稱本部門）的

發展願景為「構築兼具永續、人本及競爭力的運輸服務環境」。 

二、政策目標 

為追求上述發展願景，本部門將秉持下以五大發展主軸與三項核心價值，

達成「致力環境保育的綠能運輸」、「實現社會公義的人本運輸」、「提升經

濟競爭的便捷運輸」之政策目標。 

（一）五大發展主軸-提供 GREEN 運輸服務，如圖 2.1。 

1. 優質的（Great）。 

2. 可靠的（Reliable）。 

3. 環保的（Environmental）。 

4. 公義的（Equitable）。 

5. 無縫網絡的（Networked）。 

（二）追求的核心價值：邁向優質運輸新世代，如圖 2.2。 

1. 滿足旅客期待：提供安全、可靠、便捷的運輸服務。 

2. 運輸資源有效管理：兼顧運輸的公平與效率，同時強調系統間的整

合。 

3. 引導國土空間發展：透過低碳、有序及無縫的運輸，提升國家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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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運輸政策白皮書，交通部，101 年。 

圖 2.1 我國運輸部門發展願景與發展主軸 
 

 

 
資料來源：本策略整理。 

圖 2.2 我國運輸部門追求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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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政方針與發展重點 

臺灣本島運輸骨幹之鐵公路路網已趨完整，未來應由「以交通建設為

重心」，逐漸轉變成「以交通服務為主軸」，並以多元的角度來檢討施政，

著重與評估交通建設開發的價值與管理，即以「多元共享及需求管理」作為

施政方針。 

在上述施政方針下，本部門中長期將朝以下四大重點方向努力： 

（一）開創海空運輸新動能，提升國際運籌實力  

厚植國際運籌實力，開創產業轉型加值契機；空運方面以桃園國際機

場為旗艦，推動擴增機場園區範圍，發展成為東亞樞紐機場；海運方面則

以高雄港為旗艦，推動洲際貨櫃中心建設，打造海空經貿城，並積極拓展

自由貿易港區業務，帶動區域經濟發展，以引領臺灣產業新一波的轉型加

值。 

（二）打造完善交通網絡，確保優質生活環境  

完備環島交通基礎建設，健全城際與都市運輸效能；完善公路建設及

服務，提升軌道運輸整體運能，並結合智慧運輸技術；強化安全管理機制，

極積建立無障礙運輸環境，以提供民眾安全可靠的交通服務。 

 （三）推動永續綠色運輸，致力運輸部門節能減碳  

改善生活環境品質，善盡世界公民責任；力行節能減碳政策，推展低

能源消耗、低二氧化碳排放的運輸型式；持續發展公共運輸，提供「無縫

接駁」服務；合理反映能源成本，提高運輸部門能源使用效率，以落實永

續運輸的理念。 

 （四）進行氣候變遷調適，強化運輸系統應變能力 

積極推動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查與評估，建立設施安全性風險評估

機制；擬定及落實交通設施分等級之開發與復建原則；加速國土監測資源

與災害預警資訊系統之整合及平台建立，以提升運輸系統整體調適效率

與應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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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運輸部門空間發展現況 

本章茲就本部門下之公路、軌道、航空及港埠等四大次類別運輸系統及

其細項（如表3-1）之實質空間發展現況及整體運輸觀察，分別述明如后。 

表 3-1 本部門涵蓋之系統次類別與細項一覽表 

部門 次類別 細項 

運輸 

公路 國道、省道 

軌道 高鐵、臺鐵 

航空 民用機場 

港埠 商港 
資料來源：參酌內政部105年9月6日「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第1次研商會議紀錄，本策略整理。 

一、實質發展現況 

（一）公路 

我國公路系統依公路法第二條所定公路之分類計有四級六類，即國

道、省道、市道、縣道、區道、鄉道，合計超過 4 萬公里，堪稱四通八達。

其中，國道約 1,348 公里（3.24%），省道約 5,318 公里（12.78%），雖

然兩者合計僅約占公路總長度的 16%，但是國、省道主要提供城際運輸功

能，能快速串聯各區域主、次要都市，其重要性有如人體動脈。 

臺灣因屬海島地形，中央山脈縱貫南北，將本島分為東西兩部分，使

得公路路網的分布產生明顯差異。目前整體城際公路網依據地理環境分

類，共可分為七大系統（如圖 3.1）： 

1. 高速公路系統：包括國 1、國 2、國 3、國 4、國 5、國 6、國 8、國

10 及國 3 甲，為臺灣本島主要交通動脈，共長 1,348 公里。 

2. 快速公路系統：包括西濱快速公路台 61 線、東西向快速公路 12 條

及中投公路台 63 線、台 63 甲及台 68 甲線，共長 737 公里，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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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西部運輸走廊快速公路網並擴大高速公路系統服務範圍之快速幹

線。 

3. 環島公路系統：包括台 1 線及台 9 線，共長 937 公里，為環繞東西

部的主要幹線。 

4. 橫貫公路系統：包括台 7（北部橫貫公路）、台 8（中部橫貫公

路）、台 9 甲、台 14、台 16、台 18、台 20（南部橫貫公路）及台

24 線等共 8 條，總長度 869 公里，為聯絡東西部區域公路交通孔

道。其中台 8 線因 88 年 921 地震造成谷關德基段路基嚴重損毀，目

前基於生態維護、國土復育及安全考量，暫不修復通車。 

5. 縱貫公路系統：包括台 3、台 13、台 19、台 21 及台 29 線等 5 條，

共長 904 公里，為西部平原輔助幹線。 

6. 濱海公路系統：包括台 2、台 11、台 11 乙、台 15、台 17 及台 26

線等 6 條，總長 773 公里，為濱海地區重要幹線。 

7. 聯絡公路：為輔助性地方聯絡道路，包括省道 50 條，共長 931 公

里，及縣道 143 條，長 3,517 公里，共長 4,448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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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 

圖 3.1 臺灣公路網系統圖 

（二）軌道 

我國軌道系統主要包括高速鐵路（以下簡稱高鐵）、傳統鐵路（臺鐵）、

專用鐵路（如阿里山森林鐵路），以及大眾捷運法所規定的都會大眾捷運

系統等系統，合計全長約 1,592 公里。其中，高鐵約 349 公里（21.9%），

臺鐵（含快支線）約 1,065 公里（66.9 %），兩者合計約占軌道總長度之

89%，是目前全島最重要的公共運輸系統，尤其高鐵可視為臺灣西部的大

動脈，其快速大量的運輸能力，對國土空間的發展實具有關鍵性影響。 

高鐵與臺鐵主要服務中長途的城際運輸，尤其是西部各都會區間、以

及西部與東部間的交通運輸。 

1. 高鐵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9%80%9F%E9%90%B5%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9%90%B5%E8%B7%AF%E7%AE%A1%E7%90%86%E5%B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9%87%8C%E5%B1%B1%E6%A3%AE%E6%9E%97%E9%90%B5%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D%B7%E9%81%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D%B7%E9%8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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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線縱貫臺灣人口最密集的西部區域，營運全長約 349 公里。

於民國 96 年 1 月 5 日通車後逐漸成為臺灣西部最重要的長途運輸工

具之一。目前全線共規劃設置臺北、板橋、桃園、新竹、臺中、嘉

義、臺南、左營、南港、苗栗、彰化與雲林等 12 個車站，沿線並於

臺北汐止、臺中烏日以及高雄左營設置 3 處調車場，以提供機客車

過夜留置及清潔整備服務之用，如圖 3.2。 

2. 臺鐵 

目前營運路線（含支線）共有 13 條，由西部幹線、東部幹線、

南迴線構成的環島鐵路網絡為核心營運路線，其他路線則為運量較

小的支線鐵路。至民國 103 年底客貨運車站數共 225 個，包含 150

個客運站，74 個客貨運站，與 1 個貨運站。營運路線總長度約

1,064 公里，其中單線 367 公里，雙線 698 公里，電化區間為 859

公里，非電化區間為 205 公里，各路線分布位置如圖 3.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8%A5%BF%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9%87%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9%90%B5%E8%B7%AF%E7%AE%A1%E7%90%86%E5%B1%80%E8%B7%AF%E7%B7%9A%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9%83%A8%E5%B9%B9%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9%83%A8%E5%B9%B9%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8%BF%B4%E7%B7%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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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 

圖 3.2 高鐵路線及各車站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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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圖 3.3 臺鐵營運路線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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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用機場 

臺灣目前共有臺北松山、桃園、高雄及臺中 4 座國際機場，另有國

內機場 13 座（臺灣本島 5 座，離島 8 座），各機場位置示意圖如圖 3.4。 

我國國際機場係配合國土「一核多心」發展概念，採「一主多輔」策

略發展，以桃園國際機場為主，發展為東亞樞紐機場；另以臺北松山、臺

中清泉崗及高雄國際機場為輔，分別發展為首都商務機場，及中、南部區

域性國際機場及兼營國內機場。至於其餘國內機場，則以建立全國快速運

輸骨幹或提供偏遠地區基礎運輸服務為發展定位，其中，部分國內機場亦

開放經營國際與兩岸航線包機。 

由於臺灣本島陸路運輸持續改善，島內航空運輸已逐漸由其他陸路

運輸取代，故近年來國內航線市場規模大幅降低，102 年國內航線載客數

僅為 86 年之 28%，現階段主要以東部及離島航線為主。此外，臺灣本島

與離島間之海、空運服務，對離島居民生活品質影響甚巨，尤其對省時又

舒適之航空運輸更為依賴，惟部分離島航線淡旺季及尖離峰需求差異顯

著，且離島地區易受季節性氣候影響造成關場，加上近年來小三通及地方

觀光蓬勃成長，造成離島居民經常反映訂不到機位，且因離島居民對航空

運輸仰賴甚深，票價對居民是項沉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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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圖 3.4 臺灣主要機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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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港埠（商港） 

臺灣（含離島及金門、馬祖地區）現可供人、貨進出之港埠，可概分

為五大類，包括國際商港、國內商港、工業專用港或工業專用碼頭、交通

船碼頭、商港區域外興建之特種貨物裝卸及其他特殊設施等。其中，基隆

港、高雄港、花蓮港、臺中港、蘇澳港、安平港和臺北港，共 7 個，安平

原為國內商港，列為高雄港管理後，升格為國際港；蘇澳港和臺北港為基

隆港管理，但近年臺北港因其地利之便，運量逐高於基隆港。基隆港、高

雄港、臺中港、臺北港和蘇澳港皆為自由貿易港區，自由貿易港區中唯一

空港為桃園空港。國內商港則有布袋港、澎湖港、金門港和馬祖港等 4 個。

其餘港口為工業專用港與漁港，分屬經濟部工業局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管理。在經濟發展上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各類港埠之分佈位置，

如圖 3.5。 

國內現有國際商港為基隆港、高雄港、花蓮港、臺中港、蘇澳港、安

平港和臺北港，共 7 個，安平原為國內商港，列為高雄港之管理後，升格

為國際港；  

在全球化、自由化潮流下，全球運輸服務市場逐漸開放，臺灣的海運

產業不僅是臺灣經濟發展的基礎產業，更是我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重要

產業。以貨櫃航運而言，2013 年全球前 20 大貨櫃航公司中，臺灣的長榮

及陽明海運明列其中，占全球貨櫃總運能的 6.7%；散裝航運部分，以載

貨噸數而言，我國為全球第 6 大供應國，運能市占率為 3.4%。另從總航

線數來看，相較亞太地區其他港群，臺灣港群在亞美航線（58 條）上具

發展潛力；在區域航線方面則以東南亞（76 條）、東北亞（71 條）及大

路地區（42 條）較為密集；此外，巴拿馬運河擴建完成應可為高雄創造

商機，宜加強高雄港爭取亞洲至美東更大中轉貨櫃市場，惟中國大陸所提

「海上絲綢之路」對高雄港區域樞紐之影響，亦需進一步評估並規劃拓展

海外業務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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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兩岸直航後，進出口貨櫃則多集中於高雄港、基隆港、臺中港及

臺北港等與大陸直航之港口以華中地區（長江流域地區）及海西地區所占

比例較高，至於轉口櫃則以海西地區為主。 

 
資料來源：交通部航港局。 

圖 3.5 臺灣各類港埠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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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體運輸觀察 

（一）公路運輸 

1. 國道客運 

96~103 年國道客運路線之日均運量，彙整如表 3-2 所示，96 年

1 月高鐵通車後，西部客運路線日均量多呈現下降，與高鐵平行、旅

次距離較長的起迄對，如臺北-高雄、臺北-嘉義、臺北-臺中、臺中-

高雄，103 年日均運量較 96 年減少 16~36%；臺北-新竹受高鐵通車

影響不大；臺北-桃園近年逐漸提升，103 年稍微下降，103 年相較

96 年成長 26%；臺北-臺南於 97 年運量下降後逐年提升，至 103 年

日均運量與 96 年相近，達 1 萬人次；臺北-宜蘭受國道 5 號雪山隧

道開放國道客運通行之影響，國道客運競爭力提升，日均運量大幅

成長，103 年達 2.5 萬人次。 

表 3-2 國道客運各路線日均運量變化 
路線 

(起迄對)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3 年較 96
年增減 

臺北-高雄 7,881 6,158 5,842 5,277 5,851 6,434 5,918 6,260 -21% 

臺北-臺南 11,985 9,274 10,616 11,299 12,037 11,317 10,387 10,959 -9% 

臺北-嘉義 5,582 4,421 4,267 4,017 4,676 4,915 4,648 4,690 -16% 

臺北-臺中 20,085 17,686 17,290 16,283 14,318 14,822 13,698 13,393 -33% 

臺北-新竹 18,196 16,846 16,801 17,190 19,061 17,994 16,286 18,137 0% 

臺北-桃園 44,886 44,474 43,214 44,562 49,600 52,256 58,711 56,507 26% 

臺中-高雄 4,555 3,970 4,359 4,066 3,638 4,255 2,904 2,897 -36% 
臺北-宜蘭 360 4,872 12,126 15,566 19,008 20,799  22,679 25,701 7041% 
資料來源：國道客運月營運資料，交通部公路總局、104 年度中長程計畫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

資料庫維護，105 年 8 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註：1. 高鐵於 96 年 3 月全線通車，日均運量為每年 4 月份之統計資料。 

2. 國道客運臺北-宜蘭線，葛瑪蘭汽車客運公司於 96 年 11 月 15 日通車營運、首都客運公司

首都之星於 96 年 12 月 11 日通車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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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道小汽車 

(1) 通過量 

96~98 年通過量逐年減少，98 年受金融海嘯影響，通過量僅

120 萬輛次，98 年後回升，至 100 年已達 139 萬輛次，相較 98 年

成長 19 萬輛次，101 年減少 7 萬輛次，102 年成長快速，達 160 萬

輛次，如圖 3.6。 

 
資料來源：收費站交通量電子計數，交通部臺灣區高速公路局、104 年度中長程計

畫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資料庫維護，105 年 8 月，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 
註：通過量為每年 4 月份之平均日通過量。 

圖 3.6 國道小汽車收費站平均日通過量變化圖 

(2) 各區域通過量 

依地區別觀察國道小汽車收費站通過量之變化，如圖 3.7～

3.10。96~98 年之北部地區通過量皆在 34 萬輛次以下，99 年景氣

回升，通過量亦隨之提升，102 年增加至 35.7 萬輛次；中南部地區

通過量於 96~98 年間亦下降，99~100 年略有回升，101 年通過量較

96 年低，而 102 年皆有提升；宜蘭地區通過量，96 年至 100 年逐

年增加，至 100 年達 4.9 萬輛次，與 96 年相比，成長 26%，且

100~102 年通過量穩定，皆於 4.8~4.9 萬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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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收費站交通量電子計數，交通部臺灣區高速公路局、104 年度中長程計

畫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資料庫維護，105 年 8 月，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 
註：1.北部地區收費站僅統計泰山及樹林收費站代表。 

2.通過量為每年 4 月份之平均日通過量。 

圖 3.7 國道收費站小汽車平均日通過量變化圖（北部地區） 

 
 
 

 
資料來源：收費站交通量電子計數，交通部臺灣區高速公路局、104 年度中長程計

畫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資料庫維護，105 年 8 月，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 
註：1.中部地區收費站僅統計造橋及後龍收費站代表。 

2.通過量為每年 4 月份之平均日通過量。 

圖 3.8 國道收費站小汽車平均日通過量變化圖（中部地區） 

 

 

33.9 33.5 34.1 33.6 34.4 34.6 35.7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國道收費站通過量萬輛次/日 (北部)

11.5 
10.4 9.9 10.4 10.8 10.3 

11.1 

0 

5 

10 

15 

20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國道收費站通過量萬輛次/日 (中部)



 

18 

 
資料來源：收費站交通量電子計數，交通部臺灣區高速公路局、104 年度中長程計

畫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資料庫維護，105 年 8 月，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 
註：1.南部地區收費站僅統計新營及白河收費站代表。 

2.通過量為每年 4 月份之平均日通過量。 

圖 3.9 國道收費站小汽車平均日通過量變化圖（南部地區） 

 
 

 
資料來源：收費站交通量電子計數，交通部臺灣區高速公路局、104 年度中長程計

畫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資料庫維護，105 年 8 月，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 
註：1.宜蘭地區收費站僅統計頭城收費站代表。 

2.通過量為每年 4 月份之平均日通過量。 

圖 3.10 國道收費站小汽車平均日通過量變化圖（宜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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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軌道運輸 

1. 臺鐵 

臺鐵因應高鐵通車之影響，於高鐵通車前 1 年即開始實施直達

車增加停靠站，並轉型為區域型中短程運輸，大幅調整班次與改

點，近年則積極推動票證整合措施。 

(1) 車站數與年客運量 

96~103 年間之臺鐵年客運量逐年增加，101 年較 96 年增加近

60 百萬人次/年，年運量成長 34%。車站數於 100 年時，增加至 224

站，運量也連帶有明顯之漲幅，103 年車站數維持 225 站，而運量

仍持續成長，如圖 3.11。 

(2) 客座利用率與日均運量 

臺鐵受轉型為區域型中短程運輸之影響，運量逐年上升，103

年日均客運量達 65.0 萬人次，相較 96 年大幅成長。客座利用率方

面，因班次增加幅度大於運量之成長，98 年以前微幅下降，98 年

後開始回升，103 年時之客座利用率已提升至 0.68，如圖 3.12。 
 

 
資料來源：臺灣鐵路統計年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本策略整理。 

圖 3.11 臺鐵車站數與年客運量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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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運量為每年 4 月份之日均量。 
資料來源：臺灣鐵路統計年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本策略整理。 

圖 3.12 臺鐵客座利用率與日均運量關係圖 

2. 高鐵 

(1) 運量 

高鐵通車首月因施行半價優惠，當月之日均運量達 37 千人次，

2 月份恢復原價之後，運量下降 30%；通車後前兩個月之運量變化

隱含嚐鮮乘客以及票價彈性之效果，而後也陸續實施各種票價優惠

措施。 

自 96 年 1 月通車起至 97 年 5 月底止，陸續辦理 11 次增班計

畫，由通車營運初期單日雙向 38 班次增班至 97 年 4 月 13 日之單

日雙向 115~127 班次，運量人次數隨增班有明顯成長。97 年 5 月

後，運量呈現穩定趨勢。98 年 3 月首度減少營運班次數，然而日均

運量未受其因素而有所減少，運量隨售票通路及各項票種優惠，運

量時有微幅增減，整體而言仍穩定成長，103 年底之日平均旅客人

數約 13 萬人次/日。 

(2) 客座利用率 

由於通車營運初期單日雙向僅 38 班次，加上票價優惠因素，1

月份客座利用率達最高 79%；隨著後續高鐵增班計畫持續進行，運

量人次雖隨之提升，但客座利用率並無提升，至 11 月 9 日增班 113

班次，客座利用率僅 35%。自 11 月 12 日起每列車開放 3 節車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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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座車箱，價格為對號座之 8 折，12 月 28 日起，自由座車箱由

3 節調整為 4 節，客座利用率提升至 38%。 

97 年起因應離峰、尖峰的需求，週一及週五單日雙向 120 班

次，週二至週四單日雙向 114 班次，週六及週日單日雙向 126 班次，

因班次的增加 1 月客座利用率些許下降為 36%；3 月起實施不同時

段不同車箱優惠票價，4 月客座利用率上升至 46%；因應人潮增加，

4 月起增加尖峰時間班次，週五增開 1 班南下列車，週日增開 1 班

北上列車，7 月客座利用率微幅提升至 47%水準，然而之後則明顯

呈現下降趨勢，直至 98 年 3 月首度減少營運班次數，5 月份客座利

用率提升至 48%。99 年 2 月推出便利商店售票服務，大幅增加售票

據點與購票方便性，至 100 年 12 月底，平均客座利用率達 52%。

近年來客座利用率穩定成長，101 年平均 54.6%，103 年提升至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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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月報、104 年度中長程計畫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資料庫維護，105 年 8 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圖 3.13 高鐵通車後各月日均運量及客座利用率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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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航空運輸 

1. 航線別 

(1) 臺閩地區航空總運量 

103 年航空總運量為 5,536 萬人次/年，與 96 年相比增加 1,559

萬人次/年，如表 3-3。近年來，國際與兩岸航線有些許成長，98 年 7

月開放兩岸直航後，5 年內兩岸航線增加 1,084 萬人次/年；102 年 10

月底首家廉價航空啟航，使 103 年國際運量大幅提升。 

觀察歷月航空運量變化，如圖 3.14，國際航線受 97 年 7 月兩岸

包機直航及 100 年 6 月兩岸開放自由行，102 年 10 月廉航營運，運量

提升；國內航線受高鐵通車後之影響，日均運量下降，但近 2 年下降

趨勢已趨緩，過境運量 103 年下降較多。 

表 3-3 歷年航空市場營運量 
單位：萬人次 

航線別 國際航線 
(含港澳) 兩岸航線 國內航線 過境 總計 

96 年 2,443 - 1,271 263 3,977 
97 年 2,274 46 985 218 3,524 
98 年 1,999 311 923 205 3,438 
99 年 2,191 583 973 199 3,946 

100 年 2,194 716 1,048 181 4,139 
101 年 2,392 894 1,068 188 4,542 
102 年 2,699 919 1,055 209 4,882 
103 年 3,310 1,130 1,056 40 5,536 

年平均成長率 4.43% 70.50% -2.61% -23.52% 4.84% 
資料來源：民航統計月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04 年度中長程計畫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資料庫維護，105 年

8 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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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國際航線旅客人數含兩岸航線旅客人數。 

資料來源：民航統計月報，表 5 臺閩地區民航運輸各機場營運量－按國際、兩岸及國內航線分，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04 年度中長程計畫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

整合資料庫維護，105 年 8 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圖 3.14 航空市場國際及國內定期航線日均量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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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航線總運量 

國際航線運量變化如表 3-4，近八年總運量增加 1,574 萬人。觀察

各國際航線，以大陸 1,113 萬人、港澳 1,044 萬人、日本 926 萬人最

多，占總載客人 7 成，其次為韓國和美國航線；各航線成長變化以大

陸航線成長幅度最大，受兩岸直航及航點班次快速增加影響，大陸航

線年平均成長率達 54.5%，其次為韓國航線的 11.5%。 

表 3-4 國際航空市場前 10 大航線載客人數彙整表 
單位：載客人數(人) 

航線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年平均

成長率 

總計 28,293,629 25,762,790 24,339,515 29,606,748 31,220,036 35,151,356 38,898,209 44,035,682 6.52% 

前

10
大

航

線 

港澳 10,912,729 10,090,955 9,148,329 9,163,444 8,552,852 9,207,892 10,444,508 10,444,508 -0.62% 

大陸 - - 1,265,528 4,994,899 7,103,166 8,807,356 11,130,343 11,130,343 54.47% 

日本 5,310,599 5,089,051 4,524,440 5,080,889 5,032,834 6,260,424 9,262,638 9,262,638 8.27% 

韓國 1,499,912 1,354,694 1,979,506 2,127,333 2,170,027 2,416,867 3,215,015 3,215,015 11.51% 

美國 2,535,011 2,272,477 1,925,810 1,942,145 1,758,031 1,767,275 2,158,598 2,158,598 -2.27% 

新加坡 971,623 861,455 725,293 879,339 1,138,706 1,305,329 1,594,729 1,594,729 7.33% 

泰國 1,800,740 1,598,949 1,355,199 1,351,360 1,397,439 1,225,645 1,258,690 1,258,690 -4.99% 
馬來西

亞 778,897 624,879 602,810 925,042 927,314 915,948 1,097,344 1,097,344 5.02% 

印尼 605,668 640,231 635,099 677,407 693,866 653,393 698,062 698,062 2.05% 

菲律賓 599,898 585,534 560,726 621,431 662,958 716,904 856,292 856,292 5.22% 
註：大陸航線為 98 年至 103 年年平均成長率。 

資料來源：民航統計月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04 年度中長程計畫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資料庫維護，105 年

8 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3) 國內航線運量 

國內航線運量變化如圖 3.15，近八年之運量高點為 96 年 2 月之

日均量 2.16 萬人次/日，最低點則為 97 年 12 月日均量 0.97 萬人次/

日；各年期運量高峰多發生於 7 月份，運量低峰則多發生在 1 月和 12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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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民航統計月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04 年度中長程計畫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資料庫維護，105 年 8 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圖 3.15 國內航空市場各月之日均運量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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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離島航線、西部航線、東部航線運量 

國內航線各區域總運量如表 3-5，近八年國內整體航空運量減少

近 17%，主要減少在西部航線於高鐵通車後，運量衰退導致航線停飛，

96 年西部航線全年載客量為 194 萬人次，103 年僅剩 768 人次；航空

業者將多餘運量轉向離島航線經營，縮減班距且配合小三通與開放陸

客來臺觀光政策影響，離島航線運量增加近 40%；東部區域則受 96 年

國道 5 號開放通行大客車和臺鐵太魯閣號營運縮短行車時間影響，97

年即反映出運輸市場變化狀況，近年東部航線運量約 45 萬人次。 

表 3-5 國內航空市場載客人數 
單位：載客人數(人) 

年期 西部航線 東部航線 離島航線 總量 成長率 

96 1,947,956 930,044 3,442,937 6,320,937 -26.60% 

97 470,353 695,530 3,743,006 4,908,889 -22.30% 

98 28,416 524,530 4,011,570 4,564,516 -7.00% 

99 39,851 535,963 4,249,103 4,824,917 5.70% 

100 30,046 556,823 4,605,472 5,192,341 7.60% 

101 13,984 557,681 4,752,084 5,323,749 2.50% 

102 1,698 528,000 4,734,978 5,264,676 -1.11% 

103 768 451,851 4,808,084 5,260,703 -0.08% 
資料來源：民航統計月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04 年度中長程計畫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資料庫維

護，105 年 8 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2. 機場別 

國內各機場旅客人次如表 3-6，日均客運量變化如圖 3.16。桃園國

際機場為國內最大國際機場，旅客人次最多，近八年皆達 2,000 萬人次

/年以上，103 年達 3,500 萬人次，占整體航空市場運量之 65%，其次

為臺北國際機場之 611 萬人次/年、高雄國際機場 540 萬人次/年，共

占 20.8%。 

97 年開放直航包機及 100 年開放兩岸自由行後，臺中機場和臺北

國際機場皆有明顯成長，臺中機場之年平均成長率 15.8%為最高；屏東

機場在受限於地理氣候和屬於軍民共用等不利因素影響下，在國道及高

鐵通車後，市場不足支撐業者營運，逐於 100 年 8 月停止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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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機場運量最高為金門機場之 230 萬人次/年，其次為馬公機場

212 萬人次/年；金門機場在小三通、觀光政策帶動下，年平均成長達

6.7%，成為離島年平均成長最高機場。 

表 3-6 國內主要機場旅客人次彙整表 
單位：人次 

機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年平均

成長率

(%) 
桃園國際

機場 23,425,794 21,936,083 21,616,729 25,114,413 24,947,551 27,836,550 30,701,987 35,804,465 6.2% 

臺北國際

機場 4,470,859 3,101,854 3,091,066 3,712,841 5,258,975 5,673,990 5,847,275 6,111,776 4.6% 

高雄國際

機場 5,717,242 4,160,515 3,661,023 4,053,069 4,050,413 4,464,926 4,645,920 5,398,904 -0.8% 

金門機場 1,466,235 1,726,790 1,986,694 2,094,623 2,242,368 2,300,654 2,192,607 2,303,711 6.7% 

馬公機場 1,692,045 1,687,571 1,702,805 1,838,126 2,009,704 2,106,852 2,156,441 2,118,733 3.3% 

臺中機場 781,388 1,105,502 1,014,794 1,283,726 1,450,252 1,592,361 1,807,499 2,184,954 15.8% 

臺東機場 457,007 369,304 381,527 408,038 436,697 447,019 429,437 380,139 -2.6% 

花蓮機場 565,550 411,806 254,828 262,698 250,751 266,377 279,553 214,279 -12.9% 

臺南機場 686,963 285,504 196,460 213,315 234,727 231,035 248,860 313,791 -10.6% 

南竿機場 161,573 190,341 183,689 166,001 188,909 195,963 212,856 240,220 5.8% 

嘉義機場 152,630 80,790 93,758 95,333 99,866 88,197 77,892 85,932 -7.9% 

北竿機場 46,894 55,970 70,759 78,904 80,297 81,098 83,380 70,083 5.9% 

蘭嶼機場 52,955 49,522 60,149 68,562 73,002 75,006 74,786 71,538 4.4% 

綠島機場 28,775 29,083 32,173 32,630 33,266 33,834 34,839 35,009 2.8% 

七美機場 20,996 22,178 26,606 24,638 25,017 25,035 25,813 25,980 3.1% 

恆春機場 5,588 4,536 2,036 2,143 2,448 2,212 1,684 768 -24.7% 

屏東機場 37,449 16,298 4,042 3,552 2,421 - - - -49.6% 

望安機場 2,503 2,708 3,006 2,857 2,293 2,559 2,663 2,575 0.4% 

資料來源：民航統計月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04 年度中長程計畫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資料庫維護，105 年 8 月，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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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民航統計月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04 年度中長程計畫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資料庫維

護，105 年 8 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註：1. 北部機場包含：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臺北國際機場。 

 2. 中部機場包含：臺中機場。 
 3. 南部機場包含：嘉義機場、臺南機場、高雄國際機場、屏東機場、恆春機場。 
 4. 東部機場包含：花蓮機場、臺東機場。 
 5. 離外島機場包含：馬公機場、七美機場、望安機場、蘭嶼機場、綠島機場、金門機場、北竿機

場、南竿機場。 

圖 3.16 我國各機場之歷年日均客運量示意圖 

（四）海運 

1. 客運 

觀察國際商港進出旅客人數變化參見圖 3.17，以基隆港之運量成

長最明顯，103 年運量達 58 萬人次/年，主因為多艘國際郵輪及國內定

期客輪停靠於此，包含海洋魅力號、麗星郵輪和臺馬輪等，其客運運量

占整體國際商港 42%，然基隆港 101 年運量較 100 年減少 7%，近八年

年平均成長率達 11.34%；臺中港在開放兩岸直航後，已有海峽號和中

遠之星等定期客輪停靠，103 年年運量達 16 萬人次/年次之，近八年年

平均成長率達 47.6%，為臺灣近年客運量成長率最高國際商港，高雄港

103 年運量 21 萬人次/年次之；客運成長量最多仍為基隆港，近八年增

加 30 萬人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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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統計月報，交通部統計處、104 年度中長程計畫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資料庫維護，

105 年 8 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註：其他港為花蓮、蘇澳、安平及臺北港。 

圖 3.17 各國際商港進出旅客人數變化圖 

2. 貨運 

貨運量統計分析如圖 3.18 所示，103 年臺灣國際商港貨物吞吐量

為 25,548 萬公噸，其中國外航線 22,574 萬公噸(88%)，國內航線 2,974

萬公噸(12%)。 

觀察 103 年各國際商港之國內外貨運量如圖 3.19 所示，國外貨運

量集中在高雄港，達 11,580 萬公噸，高雄港在 99 年世界排名前 20 名

貨櫃港中，排名第 12 名；國內貨運量在 96 至 98 年間以高雄港最高，

99 年後為花蓮港，101 年為高雄港之國內貨運量回升至 726 萬公噸

(28%)最高，103 年以花蓮港最高 915 萬公噸。 

觀察年平均成長如表 3-7 所示，臺中港受惠於兩岸直航，近八年運

量成長為臺灣國際商港中運量成長最高港埠，年平均成長率達 4.7%；

臺北港之成長主要在國外航線，臺北港定位為基隆港之輔助港，及北部

地區遠洋貨櫃港、北部地區大宗散貨進口港及具自由貿易港區，因此雖

然國內運量衰退，但整體年平均成長率仍達 8.6%；其餘港埠則運量下

降，以安平港運量減少幅度最大，年平均成長率為-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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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統計月報，交通部統計處、104 年度中長程計畫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資料庫維護，

105 年 8 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註：國際商港為基隆港、高雄港、花蓮港、臺中港、蘇澳港、安平港及臺北港。 

圖 3.18 歷年臺灣國際商港貨物吞吐量變化圖 

 
 

 
資料來源：交通統計月報，交通部統計處、104 年度中長程計畫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資料庫維護，105

年 8 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圖 3.19 103 年各國際商港貨物吞吐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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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臺灣國際商港貨物吞吐量年平均成長率彙整表 
單位：萬公噸 

港埠 
總量 國外 國內 

96 年 103 年 
年均成長

率 
96 年 103 年 

年均成

長率 
96 年 103 年 

年均成長

率 
基隆港 3,094 2,161 -5.00% 2,296 1,702 -4.19% 799 460 -7.58% 

高雄港 14,923 12,295 -2.73% 13,449 11,580 -2.12% 1,473 715 -9.81% 

花蓮港 1,874 1,339 -4.69% 508 424 -2.56% 1,366 915 -5.56% 

臺中港 5,244 7,231 4.70% 4,724 6,697 5.11% 520 533 0.37% 

蘇澳港 590 500 -2.33% 398 354 -1.67% 192 147 -3.79% 

安平港 627 122 -20.81% 575 70 -25.92% 52 52 0.09% 

臺北港 1,063 1,900 8.64% 501 1,747 19.55% 563 152 -17.03% 

資料來源：交通統計月報，交通部統計處、104 年度中長程計畫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資料庫維護，105 年
8 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五）兩岸運輸 

近年來兩岸運輸從小三通，逐漸擴大實施到大三通，朝向全面通郵、通

商和通航之目標發展。76 年 11 月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至今，兩岸民間

往來日趨密切。近年兩岸運輸海運重大發展為 90 年開放小三通，開放金門

─廈門、泉州和馬祖─福州間船舶往來；97 年 12 月開放兩岸海運直航，除

原本金門（料羅、水頭）、馬祖（福澳、白沙）、澎湖馬公等 5 個小三通港

口，臺灣開放基隆港、臺北港、高雄港、安平港、臺中港、花蓮港、麥寮港

和布袋港。 

兩岸航空運輸於 97 年 7 月啟動包機直航，開放航點為桃園機場、高雄

機場、臺中機場、臺北機場、馬公機場、花蓮機場、金門機場和臺東機場，

共 8 個航點，至 98 年 9 月實施兩岸客運定期航班，我方維持 8 個航點，大

陸則從最初 5 個航點（浦東、北京、廣州、廈門、南京），增加至 27 個航

點；100 年 6 月開放兩岸自由行，我方增加臺南機場，共 9 個航點，大陸則

增加至 38 個航點，兩岸每週直航班次達 558 班；98 至 103 年止，每一年直

航班次，98 年 7,365 班次，103 年 66,243 班次，年均成長率為 11%。 

觀察兩岸入境人次變化如圖 3.20 所示，開放初期人次變化並不明顯，

但隨政策開放，相關申請日益簡便，配合兩岸政府推廣，逐於 97 年起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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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進入臺灣人次，逐年大幅成長，96 年至 103 年年平均成長率達 46%，

103 年約 384 萬人次進入臺灣；臺灣人民進入大陸地區 96 年至 103 年年平

均成長率為 2.1%，約成長 53 萬人次，103 年達 537 萬人次進入大陸地區，

且不包含經香港或澳門等第三地前往旅次。 

 
資料來源：社會交流統計月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04 年度中長程計畫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資料庫維護，

105 年 8 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圖 3.20 歷年兩岸交流入境人次示意圖 

97 年 7 月開放包機直航以來，兩岸交流往返人次逐年增加，相較過去

須經第 3 地轉機，提供了更便捷省時的空運服務，使得兩岸一日生活圈逐漸

成形，也促進了兩岸經貿交流與繁榮。觀察 98 年 9 月實施兩岸客運定期航

班至 103 年之變化，如表 3-8，近六年兩岸航線載客人次累計已達 4,224 萬

人次，共 249,370 班次數，各主要都市中以上海(浦東、虹橋)航線載客人次

最高，在最初開放 5 個航點（浦東、北京、廣州、廈門、南京）中，近三年

以浦東航線班次年平均成長最高（約占 31.2%），載客人數亦虹橋航線最高

（約占 22.8%）。 

整體兩岸直航運輸市場仍呈大幅成長態勢，在 100 年 6 月開放兩岸自

由行後，在相關政策日益鬆綁下，在近六年整體運輸市場年平均成長，載客

536.6 

384.3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兩
岸
交
流
入
境

萬
人
次
/
年

年

臺灣人民進入大陸地區 入境總計人次

9001
開放小三通

9809開放

定期航班

10006開放

兩岸自由行

9707開放

包機直航



 

34 
 

人數近三年成長率為 11.9%，班次近三年成長率為 11.0%，未來兩岸直航運

輸市場可望繼續成長。 

表 3-8 航空兩岸定期航線前 10 大載客人數 

兩岸航

線 

飛行班次(班次) 載客人數(人次)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近 3 年

年平均

成長率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近 3 年

年平均

成長率 

前

10
名 

浦東 1,520 4,813 6,091 6,623 6,927 11,394 31.2% 386,019 1,244,670 1,345,331 1,492,984 1,501,789 2,250,241 22.8% 

北京 700 2,377 2,971 3,153 3,133 3,140 -0.2% 139,157 574,930 728,673 773,284 777,464 839,842 4.2% 

虹橋 0 490 2,906 2,919 2,897 2,908 -0.2% 0 94,621 567,952 594,471 666,025 710,882 9.4% 

深圳 586 2,021 2,845 2,976 2,941 2,939 -0.6% 113,403 410,725 563,556 573,590 567,244 573,368 0.0% 

廣州 627 2,025 2,101 2,104 2,109 2,237 3.1% 117,932 436,875 435,337 452,178 474,331 511,955 6.4% 

廈門 256 1,246 3,229 3,357 3,434 3,420 0.9% 46,445 224,662 428,463 457,549 466,093 499,890 4.5% 

杭州 636 2,225 2,807 2,916 2,889 2,860 -1.0% 101,506 400,516 437,338 462,025 437,343 461,476 -0.1% 

福州 0 712 2,781 2,613 2,419 2,802 3.6% 0 85,668 323,388 315,746 304,128 368,194 8.0% 

南京 277 1,356 1,561 1,774 1,713 1,897 3.4% 38,754 236,853 274,411 315,215 293,308 323,943 1.4% 

成都 206 563 1,043 1,547 1,472 1,458 -2.9% 22,621 98,383 183,893 250,154 236,067 289,787 7.6% 

全航線

總計 
7,365 25,671 40,705 53,759 55,627 66,243 11.0% 1,265,528 4,995,094 7,103,166 8,807,356 9,045,453 11,021,462 11.9% 

資料來源：民航統計月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04 年度中長程計畫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資料庫維護，105 年 8 月，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註：虹橋機場和福州機場為新增航點取 99 至 101 年成長率。 
 

90 年小三通開航以來，因兩岸間文化、語言、血緣之關係均相當密切，

金門與廈門間、連江與福州間之連結愈趨緊密，加上可節省旅費及旅程，人、

貨交流與往來更為頻繁，已逐漸成為臺商往返兩岸的捷徑，經小三通往返兩

岸人次已從試辦初期 90 年 2.5 萬人次/年，至 100 年達到 151 萬人次/年，

101 年起略為下降，103 年僅 156 萬人次/年，如圖 3.21 所示。另觀察 96 年

至 103 年小三通人次變化如表 3-9 所示，小三通年旅次人數仍維持成長趨

勢，年平均成長率為 2.6%。但 98 年 9 月開放定期航班直航後，近年臺灣旅

次人數逐呈下降趨勢，大陸籍旅次人數忽上忽下；外國籍旅客則受兩岸班機

直航影響較低，在近年推廣戰地觀光帶動下，反呈現成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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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歷年金馬小三通統計表，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104 年度中長程計畫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

資料庫維護，105 年 8 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圖 3.21 金馬小三通國籍別出入境人次變化圖 

表 3-9 金馬小三通國籍別出入境人次彙整表 
單位：人次 

金馬地區 

國籍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年平均成

長率 
臺灣 672,059 954,322 1,134,253 1,062,441 1,077,981 1,043,993 1,010,075 1,033,208 -1.8% 

大陸 106,606 87,064 217,425 355,236 404,648 415,952 351,690 481,228 17.2% 

外國 - 4,617 20,727 24,893 31,389 33,503 36,249 43,466 16.0% 

總人數 778,665 1,046,003 1,372,217 1,442,570 1,514,018 1,493,448 1,398,014 1,557,902 2.6% 

金門 

國籍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年平均成

長率 
臺灣 632,704 897,021 1,070,696 1,018,178 1,050,355 1,019,467 990,159 1,011,660 -1.1% 

大陸 92,392 71,706 191,315 341,406 394,622 406,961 333,047 462,705 19.3% 

外國 - 4,542 20,061 24,102 29,959 31,717 33,548 39,775 14.7% 

總人數 725,096 973,269 1,281,884 1,383,686 1,474,936 1,458,145 1,356,754 1,514,140 3.4% 

馬祖 

國籍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年平均成

長率 
臺灣 39,355 57,301 63,557 44,263 27,626 24,526 19,916 21,548 -19.5% 

大陸 14,214 15,358 26,110 13,830 10,026 8,991 18,643 18,523 -6.6% 

外國 - 75 666 791 1,430 1,786 2,701 3,691 40.8% 

總人數 53,569 72,734 90,333 58,884 39,082 35,303 41,260 43,762 -13.5% 

註：外國籍旅次為 97 年至 101 年年平均成長率。 
資料來源：歷年金馬小三通統計表，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104 年度中長程計畫審議決策支援系統與整合資料庫

維護，105 年 8 月，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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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偏遠地區及離島運輸 

1. 偏遠地區：以公路及軌道為主要服務系統 

(1) 公路 

 市郊偏遠地區：此類地區距離高快速公路稍遠，但聯繫尚稱便利，

省、縣道通常扮演主要聯外通道，地區往往沿運輸軸線發展。 

 高山偏遠地區：此類地區由於受到地形及自然條件限制，除道路開

闢困難外，養護工作亦甚為不易。部分路段由於易受天候及環境影

響，不僅易致交通事故，且災害後所需之善後經費龐大。 

 東部偏遠地區：東部偏遠地區聯外路網單純，台 9 及台 11 線分別

為山、海線鄉鎮之重要發展廊帶，同時也是各種運具行駛之主要道

路，超速（超慢）、違法超載、密集行車等行為均影響道路行車品

質及地區民眾之生命財產安全甚鉅。此外，由於市集聚落相對分

散，往往因此造成緊急防災救難之延誤。 

 偏遠地區公路系統歷年已持續辦理「省道改善計畫」、「生活圈道

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及「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等計

畫，以增進行車便利性及可及性，確保防災救護路網之完整性，並

促進區域發展，提供觀光經濟及農產運輸效益。 

 公路公共運輸：政府為照顧偏遠地區居民行的權利與便利，雖提供

偏遠地區公路客運路線經營虧損的成本補貼，以維持基本服務，但

因偏遠地區居住分散，人口密度低，其需求相對都市較低，公共運

輸經營困難，故班次及路線數較難滿足民眾期望。 

(2) 軌道 

 東部區域路網不若西部區域發達與便捷，因此鐵路於東部區域扮演

之角色相形重要。自 97 年來持續投入硬體設施之改善，以增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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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及南迴線之運能。目前正進行花東鐵路車站改造計畫，以提升

服務品質與效能，並推動電氣化與瓶頸路段雙軌化工程中。 

 自 103 年 7 月 16 日花東電氣化通車及普悠瑪列全數投入營運後，

臺北－臺東間自強號運能增加 18％～40%，直達車行車時間由

4.5 小時縮短為 3.5 小時，週休假日自強號客座利用率由 85%降低

為 76%。 

 花東鐵路已完成瓶頸路段雙軌化及電氣化，有效提升服務品質與效

能，未來將持續推動全線雙軌電氣化及南迴鐵路電氣化工程，同

時持續將西部幹線之推拉式自強號調移至臺北－花蓮間以開行直

達或半直達列車方式增加其尖峰時段運能，逐步提升北迴線對號

列車之運能。 

2. 離島：以空運及海運為主要服務系統 

(1) 空運 

 航空站：臺灣共計有 8 座離、外島航空站，其中以馬公航空站及金

門航空站之場站設備相對較佳。 

 運量：各離、外島航空站之旅客人次僅馬公航空站及金門航空站達

百萬人次以上（以年度統計），貨運量則以金門航空站最高。 

 緊急救難：國內離島地區之緊急救難後送管道，包括由地方政府與

航空公司簽約，視情況需要啟動，或由內政部空勤總隊以直昇機

運送。 

(2) 海運 

 港口：澎湖港之馬公碼頭區、龍門尖山碼頭區及七美、金門港料羅

港區、水頭港區及九宮港區、馬祖港福澳港區、綠島南寮漁港、

蘭嶼開元漁港、琉球大福漁港及白沙漁港等港口均有離島航線之

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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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線：我國離島的航線可概分為與本島間的航線、島際間的航線及

小三通航線三類。 

 
資料來源： 

1. 國內商港整體規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103 年。 
2. 各船公司業者提供。 

圖 3.22 各離、外島與本島間海運航線分布示意圖 

(3) 陸路運輸 

 公路：公路為離、外島內運輸最主要之交通系統，其中又以澎湖

縣、金門縣及連江縣之公路系統較為綿密、發達。各島之路網長

度係以金門縣最長，密度則以連江縣最高。而道路之服務水準無

論在旅遊淡旺季皆可維持在 C 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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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車：由地方政府經營，以服務當地居民通勤、就學、醫療活動為

主，除了蘭嶼未發展觀光公車外，其餘 5 個離、外島之公車系統

均有提供觀光遊憩性質之公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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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結 

綜整各運輸系統 96 年至 103 年之整體運輸觀察如下： 

1. 臺鐵 

臺鐵受高鐵通車影響，轉型服務中短程區域運輸，並增加通勤車

站，103 年之總車站數達 225 站，客運量達 232.8 百萬人次/年。客座

利用率因班次增加幅度大於運量之成長，98 年之前逐年下降，98 年後

開始回升，至 103 年達 68%。 

2. 高鐵 

高鐵自 96 年 1 月通車，因應旅客的需求，實施票價及自由座車廂

之行銷策略，平均日運量有逐月增加趨勢，並陸續辦理多次班次調整與

其他優惠活動，亦成立「高鐵旅遊」，103 年客運量已達 48.0 百萬人

次/年，日均量約 13.2 萬人次/日，客座利用率為 57.1%。 

3. 國道客運 

受高鐵通車影響，西部國道客運路線大部份皆減少 9~36%；臺北-

宜蘭間受國道 5 號雪山隧道開放國道客運通行之影響，國道客運競爭力

提升，日均量達 2.5 萬人次。 

4. 國道小汽車 

各區域之國道收費站小汽車通過量，以北部地區通過量最大，98

年受經濟不景氣、油價攀升、替代公共運具選擇性多之影響，交通量明

顯下滑，99 至 100 年景氣回升，北部運量亦有回升；中南部地區國道

小汽車通過量於 96~98 年間亦下降，99~100 年略有回升， 101 年通過

量減少且較 96 年低，而 102 年則回升。宜蘭地區之國道小汽車通過

量，96 年至 100 年逐年增加，至 100 年達 4.9 萬輛次，與 96 年相比，

成長 26%，100~102 年輛次穩定，達 4.8~4.9 萬輛次。ETC 電子收費系

統於 95 年 2 月起上路，使用率逐年成長，迄 102 年，各區域已達 90%

以上。103 年 ETC 國道通過量 221 萬輛次/日，以過年之 2 月通過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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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279.2 萬輛次/日，其次為中秋連假之 9 月 278.9 萬輛次/日，而

10~12 月通過量最低，187.8~187.9 萬輛次/日。 

5. 空運 

國際航線受兩岸直航影響，近八年年平均成長達 4.8%。各國家區

域中以大陸地區載客人數最高占 25.3%，其次為港澳地區占 23.7%；國

內航線受高鐵通車影響，西部航線載客人數大幅下降，離島航線則受惠

於小三通等因素，持續成長，103 年運量占國內航線市場之 91.4%。 

各機場中桃園國際機場仍為主要出入境機場，年運量約 3,580 萬人

次，近八年年平均成長率為 6.2%。97 年開放直航包機及 100 年開放兩

岸自由行後，臺中機場和臺北國際機場皆有相當之成長，又以臺中機場

年平均成長 15.8%成長幅度最大，離島機場因小三通政策下，以金門機

場運量最高達 230 萬人次/年，年平均成長達 6.7%。 

6. 海運 

海運客運市場以基隆港為主占 42%，成長最多則為臺中港，受惠於

兩岸直航年平均成長達 47.6%；海運貨運市場以高雄港為主占 48.1%，

成長最多則為臺北港，在成為自由貿易港區後，年平均成長達 8.6%。 

7. 兩岸運輸 

兩岸直航後，103 年大陸人民來臺入境達 384 萬人次，經小三通出

入境旅次達 156 萬人次(臺灣籍 103 萬，大陸籍 48 萬，外國籍 5 萬)；

總體而言，直航載客數和小三通人次皆為成長趨勢。各直航航點中以上

海(浦東)航線為主，占 20%，小三通則以金門至廈門航線為主，占

97%。 

8. 整體趨勢 

由於經濟、人口成長趨緩，加上產業外移，造成整體城際旅次活動

減緩。由各系統之競合面來看，高速公路網路趨於完善、高速公路客運

路權開放、臺鐵新購列車服務水準提高、以及高鐵通車，產生不同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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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具間服務品質及費用競爭與合作之替代效果，然而空運與機場系統因

成本高運量小，相對不經濟，西部各大眾運輸市場占有率可依起迄距離

分類：短程運具以臺鐵及國道客運為主，中程運具以國道客運及臺鐵為

主，長程運具以高鐵為主，空運與機場系統受衝擊最大，但受惠於兩岸

開放，離島及兩岸運輸市場包含空運與機場及海運與港埠系統皆有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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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題及對策 

一、影響我國運輸系統發展趨勢的關鍵因素 

（一）全球性衝擊 

1. 全球暖化導致氣候日益極端 

全球暖化已對人類文明造成影響，因為它會導致威力強大的暴風雨

和旱災、冰河融化、海平線上升、氣候模式驟變，運輸系統如何儘早調

適因應愈來愈顯重要。 

2. 油價波動劇烈加速新能源運具發展進程 

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預估在本世紀有可能枯竭，但能源需求仍

持續成長，因此石油等能源價格勢必無法避免劇烈波動。由於石油仍為

運輸部門使用的主要能源，油價不穩定對於現有運輸系統之發展有決定

性的影響，除可能改變整體運具使用特性與運輸行為外，亦將加速新能

源運具的使用與發展。 

3. 節能減碳的世界公民責任 

在全球化節能減碳之環境發展趨勢下，追求綠色、永續運輸已為世

界各國運輸部門之政策發展主軸。 

4. 產業全球化佈局全面影響運輸環境的發展 

產業全球分工布局（例如紅色供應鏈的興起），使得產業型態有重

大的改變，而區域的國際運輸網絡亦成為地區參與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

基礎。對臺灣而言，要避免被邊緣化；對運輸系統而言，金融海嘯之影

響加上能源價格未來的必然上升與不穩定，海空運輸系統勢將必須調整

營運策略。 

5. 全球化趨勢更為明顯 

跨國移民與交流活動增加，全球邁入高移動、低國界的態勢愈來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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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使得國際客貨運亦有隨之增加的趨勢。 

（二）區域性發展 

1. 亞太地區觀光市場崛起 

亞太地區 1999 年國際觀光客人次創下有史以來的新高，超過全球

總觀光人次的 14.7%，並逐年增加，預估市場規模將從 2010年的 21.7%，

上升到 2030 年的 29.6%。尤其在美國遭受 911 事件後，國際觀光客轉

進東亞及太平洋地區日趨明顯。臺灣位居東亞及太平洋區域的中心地帶，

面對此一全球觀光主流市場移轉之時機，全力推動臺灣觀光產業的創新

與發展實為當務之急。 

2. 兩岸交流衝擊運輸環境 

兩岸空運直航，刺激國際航空運輸潛在需求；開放大陸旅客來臺觀

光，活絡與創新臺灣觀光服務產業，有助於臺灣國際空運市場之發展。 

（三）在地環境變遷 

1. 人口負成長、高齡化及都會化 

依據國發會所公布的人口推估，我國將於民國 112~民國 117 年之

間總人口開始負成長，且將於民國 106 年邁入高齡社會（aged society），

至民國 114 年晉升為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至民國 145 年

高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逼近 40%。另依據人口空間分佈趨勢，人口將

持續朝都會地區集中。這些運輸需求特性的變化，亦應納入交通建設服

務考量。 

2. 重大交通建設引發國土空間革命 

(1) 高速鐵路：通車後衝擊國內民航及臺鐵的固有市場並影響旅客的運輸行

為，同時催化空間轉變，使得相對區位條件發生南消中長，加深南部邊

緣化危機（如圖 4.1）；設站與非設站都市的發展落差可能擴大；原預

設均衡發展之舊市區間與新高鐵站區的消長值得關注；而高鐵聯外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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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 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線型都市發展的新機會應

予重視。 

(2) 北宜高速公路：使北臺都會區域的範疇擴大至宜蘭；台 9 沿線服務業因

北宜高速公路而受到衝擊。 

 

 
資料來源：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 

圖 4.1 臺灣西部走廊南北高速公路通車啟動另一波國土空間革命 

3. 行動經濟與網路經濟逐漸改變運輸旅次的樣態 

由於無線通訊、數位匯流、行動支付、物聯網、車載資通訊、車聯

網等資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整合，使得宅配物流漸成主流經濟，進而

影響國內客貨運旅次的產生、吸引與分布，相關運輸網絡、服務系統與

服務型態均須重新檢視與規劃。 

  

中山高速公路
通車

高速鐵路
通車營運

(～1978) (1978～200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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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課題與對策 

（一）公路系統 

為發揮路網整體效益，應持續消除公路運輸瓶頸。有關我國公路系統發

展面臨課題與對策整理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公路系統發展面臨課題與對策 

面臨課題 因應對策 

․ 臺灣西部運輸走廊高快速公路網部分

路段尚未打通，影響整體效能。 

․ 臺灣西部高快速路網已成面狀結構，

惟交流道的過度設置已干擾並降低國

道車行速率。 

․ 城際公路與都會區道路界面整合不理

想，尖峰時段造成交通瓶頸路段。 

․ 臺北與宜蘭間運輸系統服務有待提

升，假日國道 5 號公路容量不足，影

響宜蘭、東部花蓮觀光服務。 

․ 因氣候變遷衝擊加劇，道路邊坡滑動

崩塌，路基沖蝕或淹水機會大增。 

․ 在環境容受力許可情況下，加速貫通

國道與快速公路關鍵性斷鏈。 

․ 適時進行整體公路運輸系統後續發展

計畫檢討，分階段有效改善現有公路

交通瓶頸及重要策略性發展地區聯外

交通。 

․ 誘導地方政府發展因地制宜且通用化

的公共運輸環境，發展「公共運輸」

或「市區客運」，提供穩定服務並滿足

偏遠地區基本運輸需求。 

․ 結合智慧運輸技術，提供可靠服務，

推動高速公路計程收費制度，強化即

時交通資訊之蒐集與發布（加值應

用），改善高快速道路及都市道路之交

通管理控制，擴大公車動態資訊之服

務層面與品質。 

․ 適度強化公路系統的生態及遊憩功

能，建立生態公路、景觀公路之規設

規範，同時落實永續運輸工程理念與

作法，以及建立交通建設政策環評審

議機制。 

․ 推廣觀光遊憩地點提供在地綠色人本

運具服務。 
資料來源：交通建設部門綱要計畫(106~109 年)，交通部，104 年、本策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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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軌道系統 

為健全軌道運輸服務，應強化並整合各類軌道系統。有關我國軌道系統

發展面臨課題與對策整理如表 4-2 所示。 

表 4-2 軌道系統發展面臨課題與對策 

面臨課題 因應對策 

․ 高鐵通車衝擊西部其他運輸系統：本

島西部航空運量因需求減少而無法正

常營運（一週往返 5班）；臺鐵長程運

量隨旅行距離增加，下降情形愈為顯

著；自用小客車由運量分配的調查資

料顯示，高鐵的營運並未產生大幅轉

移小客車旅次的效果。 

․ 不同運具系統間服務整合不足且可及

性不佳，軌道運輸市場難以大幅躍升 

․ 部分軌道單線路段容量不足及傳統鐵

路動力系統尚未統一，軌道運輸效率

及服務品質無法提高 

․ 為創造軌道永續經營，軌道營運體質

應提升 

․ 強化高鐵聯外接駁系統，連結高需求

旅次之產業發展地區及觀光景點，進

行營運轉型與資產活化再利用 

․ 強化高鐵與公共運輸整合，健全臺、

高雙鐵接駁網絡，並有效率地聯繫國

際海空港、高鐵及重要都市等節點 

․ 適時進行整體鐵道運輸路網規劃，以

及高鐵與臺鐵後續發展計畫，並提供

各運具間軌道運輸接駁服務，擴大軌

道系統服務範圍 

․ 鼓勵發展觀光潛力路線（如恆春觀光

鐵道、東港觀光鐵道、蒜頭糖廠延伸

至嘉義高鐵站） 

․ 提升路線容量，改善既有瓶頸，簡化

車種及調整列車策略，加強臺鐵路網

服務完整性，提升營運與調度效率 

․ 完善軌道服務系統，提高服務水準，

重新檢討並推動軌道各項軟、硬體改

善計畫（例如加強環島鐵路電氣、多

軌、購車及提速計畫），提升整體鐵路

運輸能力與品質 

․ 建構都會區域無縫運輸分工架構，以

及運輸與土地使用開發計畫；重新檢

視臺鐵立體化計畫之必要性，並且界

定特殊用途軌道再發展的定位 

․ 現有支線維持營運方向，進行設備改

善，強化服務功能（如臺鐵平溪、深

澳、內灣、舊山、集集、沙崙及六家

支線）。 

․ 建構都會核心地區完整的軌道服務

網，同時強化重要運輸（發展）走廊

的運輸服務，啟動可行的公共運輸建

置方案 
資料來源：交通建設部門綱要計畫(106~109 年)，交通部，104 年、本策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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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場 

為厚植國際運籌能力，應重視並提升機場國際競爭能力。有關我國機場

發展面臨課題與對策整理如表 4-3 所示。 

表 4-3 機場發展面臨課題與對策 

面臨課題 因應對策 

․ 國際機場建設與服務水準應效法各國

機場積極投入與提升。 

․ 東部運輸走廊因臺鐵引進太魯閣與普

悠瑪號列車加入服務，旅運時間縮短，

致運輸需求轉移至軌道運輸，東部空

運航班愈少，營運漸陷困境。 

․ 國內機場整體發展策略與定位應重新

檢討。 

․ 因近年來客貨運業務大幅成長，聯外

運輸系統服務水準需提高。 

․ 因氣候變遷衝擊加劇，未來極端暴雨

及氣候將經常性發生，造成機場跑道

淹水或場站設施破壞，影響班機起降。 

․ 擴增既有航廈空間，提升服務容量與

品質 

․ 加速跑道鋪面與助航設施之整建，確

保飛航安全與效率 

․ 強化機場設施更新與升級，因應國際

及兩岸客貨往來 

․ 採 1 主 3 輔布局發展，以桃園國際機

場為主要國際機場（東亞樞紐），高

雄、臺北松山、臺中清泉崗機場為區

域性輔助國際機場 

․ 持續辦理離島偏遠航線營運虧損補貼

及獎助金，以鼓勵航空公司經營該等

航線，提供偏遠離島地區居民基本空

運服務，以促進離島地區居民對外交

通之便捷。 

․ 在追求國家整體利益、兼顧海空港競

爭力及業者需求考量下，採漸進式航

權自由化政策，拓展海空運新航線 

․ 規劃高快速道路系統，連接主要機場 

․ 改善國際機場／港埠聯外運輸，與接

駁系統服務品質，並配合及協助自由

經濟示範區「六海一空自由貿易港區」

推動 

․ 改善離島各港口之聯外運輸環境與接

駁系統服務品質，維持離島海運交通

順暢及滿足基本民生需求，並兼顧發

展觀光相關產業，進而提高離島居民

生活水準。 
資料來源：交通建設部門綱要計畫(106~109 年)，交通部，104 年、本策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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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港埠 

面對國際競爭與兩岸航運發展，應調整港埠營運發展戰略。有關我國港

埠發展面臨課題與對策整理如表 4-4 所示。 

表 4-4 港埠發展面臨課題與對策 

面臨課題 因應對策 

․ 在國際貨櫃運輸方面：臺灣港群轉運量

來自亞太地區超過六成，未來可能因鄰

近港口新闢航線，降低利用臺灣港群之

意願；貨源不足之港口在主航線上將逐

漸邊緣化；兩岸航運限制降低航運自由

度，影響航商運用彈性 

․ 在國際散雜貨運輸方面：未來成長幅度

趨緩，但隨著船舶大型化，現有深水散雜

貨碼頭數不足 

․ 在國際客運輸方面：在亞洲國際郵輪具

發展潛力，旅客數預估將持續成長，須預

作因應；兩岸客輪持續大幅成長，海運快

遞專區蓄勢待發 

․ 在港埠經營管理方面：臺灣港群自由港

區之發展趨緩，貨物之加值有限；港區土

地使用須與地方政府充分溝通；須持續

建置並整合航港相關資訊系統，以朝向

智慧港埠發展 

․ 在永續與綠色港埠方面：缺乏綠色港口

之規範及相關機制，且應配合綠能產業

之發展，因應特殊碼頭之需求 

․ 整合臺灣港群資源，提升港埠競爭力，

進行臺灣港群碼頭資源整合規劃，積極

掌控航商因應船舶大型化及聯盟擴大化

之碼頭配套需求 

․ 加速高雄港第七貨櫃中心開發，打造高

雄港成為東南亞及東北亞主要貨櫃中轉

樞紐港，強化亞太區域樞紐地位，布建

全球航運網絡 

․ 配合國家政策及觀光資源，發展郵輪觀

光並促進相關產業發展，並持續進行客

運設施興建改善；發展臺灣港群成為亞

洲區域之郵輪母港，推動兩岸「包船」郵

輪旅遊，吸引陸客來臺灣進行「一地多

站」之海上旅遊 

․ 利用海空快捷複合運輸服務，建構臺灣

成為中國大陸最終產品配銷中心，持續

推動海運快遞專區之發展 

․ 優化自由貿易港區經營環境，吸引國內

外產業進駐，並持續推動關務作業之簡

化與自動化；推動兩岸自由貿易港區合

作，強化自由貿易港區加值轉型，推動多

國拆併櫃與委外加工 

․ 進行港區土地整體規劃，活化港埠經營

型態，滾動檢討各港發展規劃，配合地方

都市發展，活化港區土地，同時檢討修訂

港區土地由港埠經營單位統一開發之相

關法規 

․ 推動綠色港埠之 ISO 環保認證及生態港

認證，辦理「臺灣港群綠色港口推動方

案」，加強及改善港埠環境管理制度，推

動港區汙染減排相關措施，落實友善港

埠環境、降低港埠成本消耗 
資料來源：商港整體發展規劃(106~110 年)暨國際(內)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106~110 年)，105 年，臺

灣港務公司，本策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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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氣候變遷調適 

為因應氣候變遷衝擊，運輸部門應積極採取各種調適作為。有關運輸部

門面對氣候變遷衝擊之課題與對策整理如表 4-5 所示。 

表 4-5 運輸部門面對氣候變遷之課題與對策 

面臨課題 因應對策 

․ 運輸系統為國家整體防救災體系之一環，

面對氣候變遷所可能帶來的衝擊，必須及

早且妥善因應，才能降低受災風險及生命

財產損失。 

․ 山區及河谷公路及鐵路多為線形分佈，易

遭受邊坡滑動崩塌或沖蝕加劇影響而危

及道路的路基；而沿海地區及低漥低區易

受淹水威脅，導致公路及鐵路系統中斷。 

․ 極端氣候可能造成機場跑道淹水，影響班

機起降，以及機場設施如場站、跑道破壞

的情形增加。 

․ 可能危及港灣構造物結構安全，並增加港

灣淤積，進而影響港埠營運作業。 

 

․ 研擬適當調適策略，提升運輸系

統因應氣候變遷之應變能力。 

․ 推動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查與評

估、高災害風險地區與潛在危險

地區之劃設，並且建立設施安全

性風險評估機制及生命損失衝擊

分析模式。 

․ 加速國土監測資源與災害預警資

訊系統之整合及平台建立，並且

擬定及落實交通設施分等級之開

發與復建原則。 

․ 推動流域綜合治理，加強各管理

機關間協調機制，以及與產業、學

術界資源之整合，以降低氣候風

險，透過整合跨領域資源以提升

系統整體調適效率。 

․ 提升交通設施營運維護管理人力

素質及技術，並且推動氣候變遷

衝擊與危險地區資訊公開、宣導、

預警、防災、避災之教育與演習。 

․ 建置交通設施營運管理資料庫及

強化監測作業，並研發交通設施

之氣候變遷調適新技術。 
資料來源：「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102-106 年)-維生基礎設施領域」，103 年，交通部；本策略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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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運輸部門空間發展定位 

運輸網絡是串聯國土空間的血管與神經，是維持國家正常運作最重要的維

生基礎設施，透過全國軌道和公路系統，可以將國土內部許多規模大小不同、

內容不同的重要發展核心緊密結合，使國土形成一點多心的發展佈局。 

一、上位指導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行政院99年2月22日院臺建字第

0990002926號函核定）之指導，本部門應以提高國土機動性（Mobility）、可及性

（Accessibility）與連結性（Connectivity），創造產業發展機會（Opportunity），

以及營造綠色人本及智慧化之運輸環境（Sustainability）為目標，具體推動方

向包括： 

（一）強化國際接軌能力及門戶地區功能 

1.提升國際海空港整體運籌能力。 

2.加速高速鐵路與國際機場之連結。 

3.加速推動海空港門戶整體開發與整合。 

（二）加強都會區域運輸系統與路網之整合發展 

1.發展區域通勤鐵路網。 

2.強化軌道系統之整合發展。 

3.改善公路系統瓶頸並貫通路網斷鏈。 

（三）提升東部與離島地區對外運輸之機動、安全及可靠性 

1.提升東部區域鐵路系統之運能與縮短旅行時間。 

2.提升東部區域聯外公路系統之安全性與可靠性。 

3.發展非典型之公共運輸服務。 

4.建構以公共運輸銜接步行與自行車系統之服務網絡。 

5.提升海空運輸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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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展藍色運輸，開發海洋環帶觀光與沿海運輸產業 

1.推展新型態的環島觀光遊憩。 

2.豐富海洋遊憩活動內容。 

（五）朝向綠色人本運輸導向之發展模式 

1.全力推動綠色人本與公共運輸發展，並加強與土地使用整合。 

2.設立公共運輸發展基金，促進公共運輸長期永續發展。 

（六）善用資通訊能力，優化未來生活及縮短城鄉落差 

1.強化資通訊基礎設施。 

2.建構全台智慧化運輸服務系統。 

 

二、本部門空間發展定位 

依據「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之上位指導，鑑於臺灣北、中、南、東四

大區域之政經發展條件不同，必須依據不同區域運輸特性與發展需要，進行不

同規劃與建設，因此所反映的區域運輸需求亦有所差異，未來在國土空間發展

上將依據各區域發展特性，賦予不同定位與功能。 

（一）北部區域 

本區域為國家首要門戶、經貿核心、創研與文化國際都會及產業帶，隨

著區域內的城鄉發展已大致成型，區內產業活動興盛，各類工商服務發達，

加上國際海空港運輸便捷、鐵道運輸系統漸趨完善，各種文化設施走向精緻

化發展，區域整體服務機能已漸趨完備，未來此區的整體發展宜以「提升品

質」為要務，僅蘭陽平原則宜逐步強化其區域核心的機能，爰本區域運輸空

間發展定位與功能如下： 

1.本區域擁有基隆港、臺北港、桃園國際機場、臺北松山國際機場，同時

兼具雙海、空港，為進出國際重要門戶，加上高鐵車站作為區域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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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應賦予積極強化國際競爭力的重要任務，使成為國際接軌的關鍵節

點，支持國土一點多心網絡的運作。 

2.本區域整體公共運輸服務與系統之建構上優於其他區域，平均每人小客

車與機踏車兩者之持有均低於臺灣整體平均，惟區域內運輸系統負荷嚴

重且使用已趨近飽和，未來需積極發展公共運輸，同時整合既有鐵路、

客運與市區公車，以舒緩道路負荷並提升運輸服務，發揮平衡公路系統

之功能。 

3.本區域高快速公路系統完整，惟局部核心區、重要運輸節點與產業園

區、區域城際幹線與區內運輸主幹線之銜接存在局部路網結構與瓶頸，

需採行分散產業與人口之均衡區域發展政策，本區域之運輸問題才得以

紓解，運輸系統發展也才有機會有一新的面貌。 

4.金馬為重要離島且小三通為兩岸聯繫重要管道，雖易受氣候影響、地理

位置及地形條件等因素交互影響，航空及海運仍為此離島地區最主要之

聯外運輸，需持續提升運能及服務品質。 

5.本區域擁有臺北市、新北市及桃園市等三個都心區，區域空間結構逐漸

朝向一核雙心的空間結構發展，區域內之道路骨幹系統需配合此空間發

展結構進行強化，除了路網建設需逐步完備外，亦有待運用智慧管理方

式，加強推廣綠色運輸，全面優化整體交通環境，提升區域運輸服務的

質與量。 

6.本區域運輸系統未來發展已不宜只透過工程觀點進行規劃，必須積極引

進運輸系統管理(TSM)及運輸需求管理(TDM)等管理方法，構建完整資訊

系統，並運用即時、動態之管理措施。 

（二）中部區域 

本區域位處臺灣西部走廊中心位置，區域運輸環境易受通過性交通干擾

成為宿命，既有的核心都市臺中市居於中央山脈與大度、八卦山之間，襟山

而帶海，都會區域東西頗寬，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之後，整體都會區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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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環境有待因應新的空間特性及發展目標重新組構，爰本區域運輸空間發展

定位與功能如下： 

1.山區聯繫應在確認「中央山脈保育軸」以及「限制發展地區」的空間架

構之下，以友善環境方式審慎供給。 

2.鄉村地區及偏遠地區，由於發展相對分散且低密度，當所得水準進一步

提升時，小汽車的盛行似無法避免，但是基於運輸公平的原則，尤其該

類地區平日老弱婦孺眾多，政府對於基本民行必須給予體貼的安排。 

3.觀光地區的運輸則應採適度管理、彈性供給的原則，建構一個支持建設

與管理並重、數量與品質兼備的中部區域運輸環境。 

4.本區域扮演臺灣西部走廊南北長程運輸重要的中轉站，長/短、進出/通

過等交通的分流至關重要；另一方面，本區域近年逐漸形成科技產業群

落，客貨運流必須區隔分流，以免二種運輸服務互為扞格。 

5.臺鐵縱貫線在本區有山、海二線，為本島各區域所獨有，再加上高鐵及

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未來應形構優勢分工的區域軌道運輸網。 

6.機動車輛偏多，居民與遊客習慣使用私人運具，應著重在現有運輸系統

的優質化及公共運輸的加速發展，採取「管理導向緊實模式」取代「需

求導向蔓延模式」。 

（三）南部區域 

本區域面臨環境變遷下的熱帶濱海都會，運輸系統的環境調適能力待加

強；沿南北向運輸走廊形構的階層式多核心空間，運輸系統則應配合空間結

構發展；至於空間互動性不強的生活型區域，運輸系統待因地制宜、適地發

展；區域運輸供給相對充裕但缺乏有效管理，造成公平與效率兩失。爰本區

域運輸空間發展定位與功能如下： 

1.在城鄉空間層面，以各縣市之高鐵站區及新市鎮開發為主，其中又以高

鐵嘉義、臺南與高雄三站與南部科學園區等特定區為較重要的建設計畫

項目，其所在位置將為區域內部未來重點發展地帶，亦為重要的客運旅

次產生吸引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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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產經結構層面，以各縣市之生技、環保、精緻農業及精密機械等產業

科工區及文化觀光設施據點（如故宮南分院、台江國家公園與高雄海洋

文化與流行音樂中心等）之建構為主，另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計畫亦為

重要的建設計畫之一。除高雄港一直以來均為區內最重要之貨運旅次產

生吸引節點外，各新興產業區塊聯外物流與各新興遊憩點之觀光旅次聯

繫需求亦將為未來區域運輸系統發展策略之規劃要項。 

3.在運輸系統與網絡層面 

(1) 區域內陸路運輸之軌道系統以區域內主要人口聚居地之臺鐵設施立體化

與捷運化（如嘉義市鐵路高架、臺南市與高雄市鐵路地下化等）、南迴

鐵路之增軌與電氣化及高雄捷運各後續路網（如各延伸線與環狀輕軌

等）等項目為主；公路系統則著重於強化高、快速公路網之連結與擴大

其服務範圍、改善既有瓶頸路段，提升整體公路運輸系統之效率。 

(2) 短期重於陸路運輸各次系統之個別發展，中長期則須對相關運具之整

合，以及具需求導向與高度供給彈性特性而富含發展潛力之「人本運

輸」等計畫，進行明確且具層級性的發展策略與相關規劃。 

4.本區域之人均道路面積以及道路密度均居臺灣西部走廊之冠，且機車數

量偏多，汽車持有率亦持續上升，在預計未來需求面無大幅增加之際，

應就人口結構以及活動型態重新思考如何提升道路建設的使用品質，同

時強化不同運具道路路權之使用管理，使運輸環境更趨友善、人本及安

全。 

（四）東部區域 

就人口數以及土地、氣候、水資源、能源、糧食等基本需求之永續發展

條件進行比較，本區域在臺灣四大區域中屬於弱勢，人口之持續負成長並已

形成永續發展之危機；而就勞動力素質與產業基礎之加值需求永續發展條件

進行評估，東部之弱勢更屬明顯。以傳統區域發展的觀點而言，東部區域人

口長期外流，缺乏足夠的生產資源，區域永續發展的條件相對薄弱。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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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區域不宜追逐臺灣西部區域的運輸發展模式，爰本區域運輸空間發展定

位與功能如下： 

1.發展具備國際服務能量之海空運輸：臺灣東部區域的陸路運輸不易大幅

擴充，長期而言，提升海空港的運輸機能將益形重要，而發展國際觀光

更須有優質的國際海空運輸為支撐。 

2.建置以公共運輸為主、私人運輸為輔之運輸環境：由於運輸廊帶狹窄，

且平假日運輸需求差異過大，採取公共運輸為主、私人運輸為輔的運輸

發展架構有助於提高運輸之效能，並降低系統過度建設的風險。 

3.確認軌道為主、公路為輔之雙軸互補式分工架構：臺鐵路線綿延貫穿臺

灣東部區域，平均站距僅約 5.5 公里，火車站同時也是地區發展中心，

臺灣東部區域的運輸發展應直接越過西部走廊的小汽車時代，善用鐵路

與土地使用相互間密切的空間關係發展軌道運輸，輔以公路客運接駁系

統，落實鐵公雙軸互補式的運輸系統分工架構。 

4.發展居民生活導向之運輸服務系統：儘管區域發展的類型與程度有所不

同，在地居民仍應為運輸系統最優先的服務對象，區域的運輸系統必須

在確認可以滿足居民生活基本需求的前提之下建構發展。 

5.創造多樣化遊憩運輸系統，發展具災害應變能力之運輸系統：觀光對東

部發展之重要性甚大，因應東部區域發展泛觀光產業之需要，應強化運

輸系統的多樣性與趣味性，以滿足休閒活動之所需。而為因應特殊的環

境脆弱性，應強化運輸系統的災害應變能力。 

6.透過運輸成長管理及總量管制策略確保優質的生活環境：在用地及運輸

走廊容量受限之情況下，東部區域應善用運輸成長管理及總量總量策

略，確保生活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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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輸部門空間發展分布區位 

臺灣四周環海，人口多集中於西部，自然資源及可利用土地少，加上國內

運輸市場有限，目前全島陸路運輸主幹線網路已大致發展完善，惟仍主要分布

於西部城鄉發展地區與農業發展地區，如圖 6.1。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圖 6.1 臺灣主運輸幹線網路分部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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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部門空間發展區位分布-依空間性質 
本部門未來空間發展仍將以城鄉發展地區與農業發展地區為主要分布區

位，惟將依據不同區域運輸特性與發展需要，進行不同規劃與建設，期能達成

「在每一個主要運輸節點，如機場、高鐵站、大都市運輸中心、2 種以上大量

高速運輸模式交會地點，能以時間無縫、空間無縫、資訊無縫及服務無縫等四

個向度，消除瓶頸，縫合路網」之發展目標。圖6.2為本部門空間發展區位分

布示意圖，茲針對不同區域說明如后。 

（一）都會區域 

即六都涵蓋區域，包括北臺都會區（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中臺

都會區（臺中市）及南臺都會區（臺南市、高雄市）等三大都會區域，本區

域（含區域間）對外運輸有高鐵、臺鐵、公路客運、空運、海運，區內運輸

則有捷運、輕軌及公車，擁有最完整的運輸系統服務。 

（二）核心區域 

即六都以外之區域核心都市範圍，包括基隆、新竹、苗栗、彰化、雲林、

嘉義、屏東、臺東、花蓮、宜蘭等，本區域對外運輸以臺鐵及公路客運為主，

部分區域或有高鐵服務，區內運輸則以公車或客運為主，整體運輸系統服務

不若都會區域。 

（三）鄉村區域 

即其餘非屬都會區域及核心區域之地區，本區域因開發密度與強度較低，

通常運輸需求亦較低，且以公路客運做為主要聯外與區內運輸服務，部分鐵

路沿線之地區則或有提供鐵路運輸服務。 

（四）離島區域 

主要包括澎湖、金門與馬祖等列島、東沙及南沙群島，以及綠島、蘭嶼、

小琉球、龜山島、棉花嶼、彭佳嶼、釣魚臺等較大島嶼，對外（含島嶼間）

主要以空運及海運為主，區內則多僅有公路服務，整體運輸系統服務較為不

足且受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E%9C%E5%B1%B1%E5%B3%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3%89%E8%8A%B1%E5%B6%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D%AD%E4%BD%B3%E5%B6%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A3%E9%AD%9A%E8%87%BA%E5%88%97%E5%B6%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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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運輸部門國土空間發展定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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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部門空間發展區位分布-依運輸性質 

（一）陸路運輸（鐵公路運輸） 

從國土空間階層網絡觀點檢視我國城際陸路運輸，必須結合鐵路與高、

快速公路路網，建構分工互補、有效率之人流與物流網絡。具體空間發展分

布區位構想與目標如下： 

1.線性主幹服務以鐵路為主，面性網狀服務以公路公共運輸為主。 

2.西部區域以高鐵為主，臺鐵與公路為輔。 

3.東部區域以臺鐵快速化為骨幹，輔以公路公共運輸作面性網狀服務。 

4.在「一日生活圈」的概念下，勾勒臺灣本島各區域間未來陸路軌道運輸

時間目標如表 6-1 所示。 

5.基於鼓勵大眾運輸，六大都會區有完善多元的鐵路、捷運及公車等公共

運輸服務；區域核心都市有良好便利的鐵路與公車系統；次要都市及偏

遠地區則有能滿足基本交通需求的公車服務。 

表 6-1 臺灣本島各區域間未來陸路軌道運輸時間目標 
單位：小時 

        期程  
區域 現況 

中程 
（110 年以

前） 

長程 
（110 年以

後） 
北部區域：臺北→臺東 
        （北迴鐵 1+花東鐵
2） 

4 
（2+2） 

3.5 
（2+1.5） 

3 
（1.5+1.5） 

中部區域：臺中→臺東 
         （高鐵+南迴鐵 3） 
          臺中→花蓮 
         （高鐵+北迴鐵） 

3.75 
（0.75+3） 

3.25 
（0.75+2.5） 

2.25 
（0.75+1.5） 

2.75 
（0.75+2） 

2.75 
（0.75+2） 

2.25 
（0.75+1.5） 

南部區域：高雄→臺東 
           （南迴鐵） 
          高雄→花蓮 
         （高鐵+北迴鐵） 

3 2.5 1.5 

3.5 
（1.5+2） 

3.5 
（1.5+2） 

3 
（1.5+1.5） 

東部區域：臺東→臺北 
        （花東鐵+北迴鐵） 

4 
（2+2） 

3.5 
（2+1.5） 

3 
（1.5+1.5） 

註 1：「臺鐵南港至花蓮提速改善計畫可行性研究」業經行政院 100.11.14 同意辦理，目前由本部
鐵路改建工程局辦理綜合規劃中，未來將在兼顧運量需求、環境保護與社會公平等條件
下，沒有預設立場與時程，審慎評估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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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花東鐵路預計中程完成瓶頸路段雙軌化及全線電氣化。 
註 3：臺鐵預計中程完成整體購置及汰換車輛計畫，南迴鐵路預計長程完成電氣化。 

（二）海空運輸 

善用臺灣地理區位優勢，強化海、空國際運輸，以提升國際運輸格局，

並且建立綿密有形／無形的國際網絡，推升臺灣成為國際運輸的關鍵節點。

具體空間發展分布區位構想與目標如下： 

1.配合國土空間「一點多心」佈局，以「優勢分工」觀點檢討各海空港的

發展策略，積極開發經營國際運輸市場。 

2.國際機場採「一主多輔」策略發展，以桃園國際機場為主，發展為東亞

樞紐機場；另以臺北松山、臺中清泉崗及高雄國際機場為輔，分別發展

為首都商務機場，及中、南部區域性國際機場及兼營國內機場。 

3.國內機場則以建立全國快速運輸骨幹或提供偏遠地區基礎運輸服務為發

展定位，其中，部分國內機場亦開放經營國際與兩岸航線包機。 

4.推動桃園航空城建設，擴增桃園國際機場園區範圍，提供桃園國際機場

未來建設發展所需用地。 

5.拓展國際及兩岸航網，提升國籍航空公司競爭力，同時完善飛航服務及

場站設施，優化機場服務效能，善用先進管理技術，提升國際海空港物

流效率。 

 （三）偏遠地區與離島運輸 

1.強化與臺灣本島間之聯結，提供安全、可靠、便捷與適當運能之海、空

運交通。  

2.保障偏遠地區居民行的基本權利，透過公路系統服務滿足其基本運輸需

求，進而提升運輸服務品質（先求有，再求好）。 

3.配合兩岸觀光市場擴大之契機，善用海洋環帶特性與沿海觀光資源，建

構藍色環島運輸遊憩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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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運輸部門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直轄市、縣
（市）分派數量 

由於運輸活動係屬衍生性需求，因此本部門各項交通建設之空間發展用地

需求，必須視社經環境條件、產業發展、土地使用狀況及相關交通管理配套措

施而定。在各區域未來實質發展（包括產業、土地使用）尚不確定情況下，暫

難以精確估算未來所需的用地需求總量及各縣市分派數量。惟為瞭解目前本部

各運輸系統空間發展用地概況，茲盤點公路、鐵路、機場及港埠用地規模總量

如后。 

一、公路 
我國公路總長度逾 4 萬公里，用地總面積近 5 萬公頃，平均每平方公里

中約有 1.1 公里長之道路，如表 7-1。其中，國道里程數近 10 年逐年上升，平

均年成長約 1.4%，為各類公路中最高；省道年均成長約為 1.0%，總里程增加

約 428 公里，增加的道路里程主要為快速公路。 

（一） 在道路總長度方面，前 3 名依序為高雄市（4,869 公里）、臺南市

（4,585 公里）與新北市（3,580 公里），而基隆市、嘉義市、新竹

市及澎湖縣境內則均不到 1,000 公里。 

（二） 在道路用地面積方面，臺南市、高雄市、臺中市及新北市分居前 4 名

且均超過 4,000 公頃，而嘉義市、基隆市、新竹市及澎湖縣則均不足

1,000 公頃。 

（三） 在道路密度方面，嘉義市擁有最高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中約有 8.2

公里長之道路，其次為臺北市、新竹市與基隆市。 

（四） 在市區道路方面，受到都市集中發展影響，不論道路總長度或道路面

積均以六都較高。 

至於目前進行中或規劃中，且預估 10 年內可完工之重大公路建設如表 7-

2 及圖 7.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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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公路路線長度與用地面積統計表 

地區/縣市 

道路 1 
道路密度 2 

(m/km2) 

公路 國道 省道 縣道(市道) 鄉道(區道) 專用公路 市區道路 

總長度
(km) 

總面積
(1000m2

) 

總長度
(km) 

總面積
(1000m2) 

長度
(km) 

面積
(1000m2) 

長度
(km) 

面積
(1000m2) 

長度
(km) 

面積
(1000m2) 

長度
(km) 

面積
(1000m2) 

長度
(km) 

面積
(1000m2) 

長度
(km) 

面積
(1000m2) 

臺灣地區 41,950 493,964 1,165 21,587 250,527 1,050 29,169 5,160 92,294 3,619 45,926 11,362 81,606 396 1,532 20,363 243,437 

臺北市 1,658 24,706 6,100 115 3,362 42 1,450 66 1,845 7 67 -  -  -  -  1,543 21,344 

新北市 3,580 41,740 1,744 1,411 16,382 99 2,840 370 6,238 304 3,975 638 3,329 -  -  2,169 25,358 

桃園市 2,771 29,901 2,270 1,243 17,190 102 3,214 314 5,917 206 3,440 613 4,563 8 56 1,528 12,711 

臺中市 3,527 48,625 1,592 1,489 19,722 94 2,646 421 8,583 140 1,876 682 5,761 152 856 2,038 28,903 

臺南市 4,585 59,770 2,092 2,172 28,623 140 2,916 381 8,724 338 5,484 1,304 11,419 9 79 2,413 31,147 

高雄市 4,869 56,311 1,649 1,407 18,395 86 2,592 513 8,521 105 1,969 694 5,276 9 37 3,462 37,916 

基隆市 622 6,714 4,685 73 1,822 17 795 50 935 6 92 -  -  -  -  549 4,892 

新竹市 551 5,064 5,290 85 1,798 17 401 39 1,109 29 288 -  -  -  -  466 3,266 

新竹縣 1,280 13,635 897 874 9,941 50 1,707 104 2,338 163 1,845 549 4,024 8 27 406 3,694 

苗栗縣 1,860 19,727 1,022 1,379 13,385 96 2,553 265 5,801 226 2,511 768 2,436 24 84 481 6,342 

彰化縣 2,303 26,640 2,144 1,677 18,370 59 1,264 234 5,377 388 4,608 996 7,121 -  -  626 8,270 

南投縣 2,160 19,451 526 1,564 13,148 67 1,992 418 4,948 199 1,860 790 4,328 90 20 596 6,303 

雲林縣 2,436 29,766 1,887 1,876 22,408 48 1,347 224 5,407 389 5,001 1,215 10,653 -  -  560 7,358 

嘉義市 496 9,608 8,263 46 1,210 6 163 17 758 23 289 -  -  -  -  450 8,398 

嘉義縣 2,217 22,993 1,165 1,764 17,498 47 1,410 308 4,932 456 4,954 941 6,183 12 64 453 5,495 

屏東縣 2,484 30,566 895 1,503 17,687 51 1,123 338 5,640 330 4,146 778 6,738 6 40 981 12,879 

臺東縣 1,328 12,977 378 930 8,726 -  -  349 4,772 66 623 470 3,258 45 73 398 4,251 

花蓮縣 1,590 17,144 344 954 9,645 -  -  412 5,777 109 1,045 424 2,796 9 27 636 7,499 

宜蘭縣 1,351 16,030 630 830 9,377 29 756 337 4,672 57 729 383 3,051 24 169 521 6,653 

澎湖縣 282 2,596 2,223 195 1,838 -  -  -  -  78 1,123 117 715 -  -  87 758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查詢網。 
[註]：1. 道路含公路與市區道路；公路含國道、省道、縣道(市道)、鄉道(區道)及專用道路。 

2. 道路密度＝道路長度(公尺)／所在縣市面積(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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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進行中或規劃中之重大公路建設計畫一覽表 

期

程 
編

號 
計畫名稱 

短

期 

1 西濱快速公路後續建設計畫(98-108) 

2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公路系統)4 年(104~107)計畫 

3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市區道路)4 年(104-107)計畫 

4 高速鐵路站區聯外道路系統改善計畫 

5 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103-106) 

6 省道改善計畫(102-107) 

7 台 9 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 

8 台 9 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後續計畫 

9 淡江大橋及其連絡道路新建工程 

10 金門大橋建設計畫 

11 
全國自行車友善環境路網整體規劃及交通部自行車路網建置計

畫(104-107) 

12 國道 2 號大園交流道至台 15 線新闢高速公路工程 

中

長

期 

1 國道 4 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計畫 

2 國道 7 號高雄路段計畫 

3 國道 3 號銜接台 66 線增設系統交流道工程 

4 國道 1 號臺中路段增設系統交流道銜接台 74 線 

5 國道 1 號竹北交流道改善工程 

6 西濱快速公路曾文溪橋新建工程計畫 

7 西濱快速公路鳳鼻至香山段新建工程計畫 

8 高雄-屏東間東西向第二條快速公路 

9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公路系統)4 年(108~111)計畫 

10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市區道路)4 年(108-111)計畫 

11 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10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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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省道改善計畫（第二期計畫）(108-113) 

13 公共運輸提昇計畫(第三期) 
資料來源：交通建設部門綱要計畫(106~109 年)，交通部，104 年、本策略整理。 
註：1.短期計畫：目前執行中及 106 年度將啟動，且預估 4 年內可以完工的計畫。 
    2.中長期計畫：已核定的計畫、未核定的計畫涉及瓶頸路段及行車安全改善等交通需求者、可行性研

究已奉核定者、評估中計畫予以暫列者（後續依個案計畫滾動檢討其必要性與期程），以及觀光潛力

地區聯外道路等，預估 10 年內完工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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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策略繪製。 

圖 7.1 進行中或規劃中之重大公路建設區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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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鐵路 
我國鐵路總長度逾 1,100 公里，路權用地總面積近 5,400 公頃，實際路

線用地面亦達 3,800 公頃，如表 7-3。其中，縱貫線擁有約 405 公里為最長，

其次為臺東線（151 公里）、南迴線（98 公里）及宜蘭線（94 公里）；在路

權面積方面，仍以縱貫線為最高，達 2,015 公頃，其次依序為臺東線（933 公

頃）、南迴線（649 公頃）。 

至於目前進行中或規劃中，且預估 10 年內可完工之重大鐵路建設如表 7-

4 及圖 7.2 所示。 

表 7-3 鐵路路線長度與用地面積統計表 

路線 
路線長度 

(公里) 
路權面積 

(公頃) 
路線面積 

(公頃) 
總 計 1,104.5 5,397.9684 3,767.2995 

縱貫線 404.6 2,014.7859 1,377.3285 
內灣線 31.0 74.2258 58.4762 
臺中線 87.7 352.8782 284.5614 
東勢線  14.1 8.9734 0.2515 
集集線 29.8 142.7282 126.9344 
沙崙線 5.8 9.4139 9.003 
屏東線 78.4 219.2313 138.2106 
東港線  6.2 14.0785 8.6602 
高雄港線  5.4 67.2456 28.6147 
宜蘭線 94.1 420.1408 294.8397 
深澳線 5.9 26.6578 23.7989 
平溪線 13.1 22.0695 17.3188 
北迴線 79.5 442.6965 315.85 
臺東線 150.8 933.468 668.5922 
南迴線 98.1 649.375 414.8594 
資料來源：臺鐵 104 年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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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進行中或規劃中之重大軌道建設計畫一覽表 

期

程 
編

號 
計畫名稱 

短

期 

1 高雄機廠遷建潮州及原有廠址開發計畫 

2 臺鐵成功追分段鐵路雙軌化新建工程計畫 

3 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 

4 高雄鐵路地下化計畫（左營、高雄、鳳山） 

5 花東線鐵路整體服務效能提升計畫（花東地區 27 個車站改建） 

6 臺鐵高雄-屏東潮州捷運化建設計畫 

7 臺北捷運環狀線第一階段 

8 臺北捷運萬大線第一階段 

9 新北市淡海輕軌第一階段 

10 機場捷運計畫 

11 臺中捷運烏日文心北屯線 

12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 

中

長

期 

1 臺鐵北迴線蘇新~花蓮間瓶頸路段改善計畫 

2 彰化臺高鐵聯通田中計畫 

3 西部海線雙軌化計畫 

4 臺鐵南迴鐵路臺東潮州段電氣化工程建設計畫 

5 臺南市區鐵路地下化計畫 

6 基隆南港通勤鐵路計畫 

7 臺北捷運信義線東延段 

8 新北市安坑輕軌 

9 機場捷運延伸中壢火車站計畫 

10 桃園捷運綠線（優先路段） 

11 臺北捷運三鶯線 

12 臺北捷運萬大線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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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北市淡海輕軌（第二階段） 

14 高雄捷運岡山路竹延伸線第一階段 

15 高雄捷運岡山路竹延伸線第二階段 

16 花東地區鐵路雙軌電氣化計畫 

17 恆春觀光鐵道計畫 

18 桃園鐵路高架改採地下化計畫 

19 東港觀光鐵道 

20 南迴鐵路危險路段(內獅-中央隧道西口)改建計畫 
資料來源：交通建設部門綱要計畫(106~109 年)，交通部，104 年、本策略整理。 
註：1.短期計畫：目前執行中及 106 年度將啟動（成功追分雙軌化），且預估 4 年內可以完工的計畫。 
    2.中長期計畫：已核定的計畫、未核定的計畫涉及瓶頸路段及行車安全改善等交通需求者、 觀光鐵

道、評估中的鐵路立體化計畫予以暫列（後續依個案計畫滾動檢討其必要性與期程）、捷運可行性研

究已奉核定者等，預估 10 年內可完工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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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策略繪製。 

圖 7.2 進行中或規劃中之重大軌道建設區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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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⑨ 

⑦ 
⑧ 

北北基桃地區捷運路網圖 

臺中都會區捷運路網圖 

⑪ 

高雄都會區捷運路網圖 

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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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場 
我國目前共有 17 座機場，其中臺中航空站佔地面積最大，達 1,800 公頃，

其次為臺灣桃園國際機場，佔地面積為 1,223 公頃，在其次為恆春航空站與嘉

義航空站，佔地面積分別為 800 及 600 公頃，如表 7-5。另由表中可知，離島

機場因可起降之機型較小，除澎湖馬公航空站外，一般而言航空站佔地面積亦

較少。 

由於國內航空市場受到高鐵通車影響逐漸尾縮，未來 10 年除既有機場設

施更新整建外，暫無新增國內機場之需求。目前進行中或規劃中之重大機場建

設，主要為桃園國際機場之擴建與相關設施之更新，以及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

用地取得等相關計畫，如表 7-6 所示。 

表 7-5 機場用地面積統計表 
單位：公頃 

機場 性質 總面積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特等 1,223 
臺北國際航空站 甲等 213 
高雄國際航空站 甲等 264.5 
臺中航空站 乙等 1,800* 
臺南航空站 乙等 547 
花蓮航空站 乙等 438.3 
臺東航空站 乙等 121 
馬公航空站 乙等 214 
金門航空站 乙等 13.3 
嘉義航空站 丙等 600* 
恆春航空站 丁等 800* 
綠島航空站 丁等 7.46 
蘭嶼航空站 丁等 9.73 
七美航空站 丁等 1.407 
望安航空站 丁等 2.408 
南竿航空站 丁等 38 
北竿航空站 丁等 5.72 

資料來源：本策略整理。 
＊：約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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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進行中或規劃中之重大機場建設計畫一覽表 

期

程 
編

號 
計畫名稱 

短

期 

1 桃園國際機場道面整建及助導航設施提升工程 

2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區建設計畫 

3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塔臺暨整體園區新建工程 

中

長

期 
1 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用地取得計畫 

資料來源：交通建設部門綱要計畫(106~109 年)，交通部，104 年；本策略整理。 
註：1.短期計畫：目前執行中及 106 年度將啟動，且 4 年內可以完工的計畫。 
    2.中長期計畫：已核定、未核定及所有評估中之計畫（後續依個案計畫滾動檢討其必要性與期程），

預估 10 年內可完工者。 

 

四、港埠 
在我國主要港埠中，以高雄港佔地面積最大，陸域與水域面積合計達

17,678 公頃，其次為臺中港與臺北港，陸域與水域合計面積分別為 4,438 公

頃與 3,102 公頃。其餘港埠佔地面積均不大，除基隆港外，均不到 500 公頃，

如表 7-7。 

未來 10 年除既有港埠設施之更新整建外，暫無新增國內商港之需求。

進行中或規劃中之重大港埠建設主要以「臺灣國內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

（106-110 年）」中所列國內商港為主，如表 7-8 所示。 

表 7-7 港埠用地面積統計表 
單位：公頃 

主要港口 性質 總面積 陸域面積 水域面積 
基隆港 國際商港 572  196  376  
臺北港 國際商港輔助港 3,102  1,038  2,064  
臺中港 國際商港 4,438  3,480  958  
高雄港 國際商港 17,678  1,442  16,236  
花蓮港 國際商港 309  172  137  
蘇澳港 國際商港輔助港 406  127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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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港 國際商港輔助港 477  200  277  
布袋港 國內商港 206 105 101 
馬公港 國內商港 70 10 60 

資料來源：本策略整理。 
 

 

表 7-8 進行中或規劃中之重大港埠建設計畫一覽表 

期

程 
編

號 
計畫名稱 

短

期 

1 臺北任務管制中心中軌道衛星搜救系統建置計畫 

2 燈塔園區整建計畫 

3 臺中港海巡基地新建工程計畫 

中

長

期 

1 
臺灣國內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106-110 年)－布袋港埠建

設計畫 

2 
臺灣國內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106-110 年)－澎湖港埠建

設計畫 

3 
臺灣國內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106-110 年)－金門港埠建

設計畫 
資料來源：交通建設部門綱要計畫(106~109 年)，交通部，104 年；本策略整理。 
註：1.短期計畫：目前執行中及 106 年度將啟動，且 4 年內可以完工的計畫。 
    2.中長期計畫：已核定、未核定及所有評估中之計畫（後續依個案計畫滾動檢討其必要性與期程），

預估 10 年內可完工者。 
    3.不含船舶維修改善與汰舊換新、海氣象災防環境監測及海巡編裝發展方案等無直接影響國土空間發

展或土地使用之計畫。 

 



 

 

 

 

 

 

 

部門計畫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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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重要公共設施(氣象設施)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106.01.17修正 

政策與目標 臺灣地理位置特殊，經常遭受颱風、豪雨及地震等

自然災害威脅，又因地形陡峻，河川短促，每遇豪

雨常引發洪水或土石流災害，面對氣候變遷地球暖

化背景下之氣候調適，與因應頻繁之短時極端天氣，

氣象觀測設施之建置與維運為一切氣象監測作業之

基礎，因此，需建置氣候、地震及海嘯觀測網，以

減少民眾與產業災害損失，並且可提高氣象預測精

確性及推廣氣象資訊應用，提升災害預警能量，從

而創造實質之經濟效益。 

發展現況 有關氣象觀測設置現況 

一、氣象站: 

(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以下簡稱氣象局)於臺

灣本島設置 21 個氣象站，並於澎湖、金門、

馬祖、蘭嶼、東吉島、彭佳嶼等離島設置 6

個氣象站，共計 27 個有氣象人員駐守之氣

象站。 

(二)至 105 年 12 月共建置完成無人之自動氣象

或雨量站 509站。 

(三)紫外線指數測站 19 站、雨水酸鹼度值測站

18 站、臭氧總量觀測站 2 站、臭氧探空測站

1 站與空氣品質及背景大氣測站 1 站。 

二、氣象雷達站： 

氣象局為提升對颱風及豪雨之監測能力，目前

已於花蓮、墾丁、七股及北部(五分山)建置 4

座 S 波段都卜勒氣象雷達站(詳圖 1)。 

三、地震與地球物理觀測站(含海纜觀測系統)： 

(一)氣象局已建置各類型地震及地球物理監測

站總數達 1,200 站以上(詳圖 2)。 

(二)於 100年底完成初期海纜觀測系統，由宜蘭

頭城陸上站往東南外海延伸 45 公里，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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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端設置 1座地震海嘯觀測站(詳圖 3)。 

四、海象觀測之潮位站、資料浮標站及波浪站： 

至 105 年 12 月氣象局設有潮位站 27 站、海氣

象資料浮標站 9站及波浪站 2站(詳圖 4)。 

發展構想與預

測 

氣象設施各細部空間之發展構想與預測 

一、氣象站: 

氣象局評估在人力資源已可適時調整下，希冀

透過整併相同行政區內之氣象站數，將可調整

之氣象站搬遷至其他行政區，以簡化組織，提

升運作效率，以達資源平衡之目的，並積極回

應民眾需求及殷切期盼。 

二、氣象雷達站： 

臺灣地區百年以來常遭受颱風侵襲（詳圖 5、

6），為加強對災害性天氣現象進行更縝密之觀

測與分析，以期減少民眾生命財產損失，氣象

局預計於108年前完成 5部區域防災降雨雷達

建置。 

三、地震與地球物理觀測站(含海纜觀測系統)： 

(一)為持續增進地震監測與前兆分析能力，氣象

局規劃補強及汰換升級相關測站，預計分年

完成 180 處強震站、19 處井下地震站、10處

磁力站及 6處地下水站設備設置。 

(二)臺灣地處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之

碰撞擠壓交界區域，地震活動頻繁且常造成

社會大眾生命財產威脅，其中規模 6 以上中

大規模地震約有將近 70％分布於東部海域

(詳圖 7)，另周圍海域亦有孕育海嘯發生之

構造存在，因此氣象局於臺灣東部海域設置

電纜式海底地震儀及海洋物理觀測系統，可

將海域地震納入臺灣地震網觀測範圍內，既

可彌補陸上地震站不足，並可改善海域及近

岸地震定位問題，大幅增進強地動觀測網即

時警報系統之正確性和可信度，以提供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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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救災資訊。 

(三)針對臺灣可能面臨地震、海嘯威脅，氣象局

未來海纜觀測系統之規劃，應考慮歷史紀錄

災害性地震發生頻繁之和平海盆與南澳海

盆、臺灣東南方太平洋之亞普海溝以及臺灣

西南方馬尼拉海溝等區域，可透由海纜觀測

系統擴建與海嘯觀測儀輔助監測等方式，縮

短地震、海嘯偵測時間與提高預警效能。 

四、海象觀測之潮位站、資料浮標站及波浪站： 

氣象局預定於 106年至 109年每年增建海氣象

浮標站 1 站，共計 4 站；108 年起逐年完成共

2 座海嘯浮標。為提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海

巡署等單位執行海面漏油防治、海上搜救作業

研判參考，氣象局將於 105年至 109 年間逐年

新增資料浮標觀測項目（含波面流速與剖面水

溫觀測）。海流觀測站數由原本 3 站增加為 8

站，提升觀測密度達 2.7 倍。就水下剖面溫鹽

觀測能量，自 106 年起逐年新增資料提供漁政

單位、國防單位、海洋生態等利用參考，並可

提升氣象局海洋及海象、氣象耦合模式、颱風

強度預測之準確度，供防救災單位研判參考。

另新增之海峽資料浮標，延長海域監測預警時

間估計可達 4小時。海嘯浮標於建置完成後可

爭取 15至 20 分鐘之海象預警應變疏散時間。 

氣象局為長期收集觀測資料並不受周圍環境變

化影響，對於站址土地使用應有長期持有規劃並作

適當管制，如在公共設施之土地使用能建立氣象站、

氣象雷達站、地震與地球物理觀測站(含海纜觀測系

統)、海象觀測之潮位站、資料浮標站及波浪站等氣

象觀測設施，將有助於氣象觀測環境之保護，以確

保氣象觀測資料品質及永續應用。 

課題與對策 氣象設施各細部空間之課題與對策 

一、氣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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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近年來氣象局佈建無人自動氣象站與雨量

站，平均約達 10 公里設置 1 站，惟高山

與離島地區，受限於建站技術與經費較

高，且建站用地使用亦受相關法規限制，

推動需較複雜程序，時間及不確定性高。 

對策：期透過早期審慎規劃與相關法規之妥適調

整，以提高執行效能。 

二、氣象雷達站： 

課題：為因應災害性氣象，需提升氣象設施精確

度及地區性防災服務。 

對策一：賡續執行行政院核定之「水災災害防救

策進計畫-建置區域降雨雷達網」及「強

化臺灣海象暨氣象災防環境監測計畫-

雲嘉南及宜蘭低窪地區建置防災降雨

雷達計畫」，建置 5 部區域防災降雨雷

達(詳圖 8)。降雨雷達儀將採用 C波段

(5 公分波長)具雙偏極化觀測功能，可

獲得 100-250 公尺與 1-2 分鐘高空間、

高時間解析度之降雨資料，提升觀測資

料之精確度。 

對策二：整合未來 5 座區域防災降雨雷達，及現

有 4 部 S 波段(10 公分波長)雷達，形

成緊密之雷達觀測網，獲得完整臺灣範

圍觀測資料(詳圖 9)，更能正確地掌握

一般天氣變化或劇烈降雨系統發展，並

持續加強氣象資訊推廣應用服務，以提

升防災預警與應變能力。 

三、地震與地球物理觀測站(含海纜觀測系統)： 

課題一：地震站設置需位於僻靜且有穩定電力及

通訊系統供應之處，地磁觀測站則需遠

離人為電磁設施，適宜之站址選擇，實

為不易。 

對策：建議由各縣(市)國土計畫調查時，配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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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站、地磁觀測站需求提供適宜土地區位

建議，以積極推動地震觀測網絡建立。 

課題二：國內海底電纜佈建產業技術能量，過去

與相關產業橫向聯繫較少，再加上研發

能量不足，致國內產業對於海纜觀測系

統建置過程所能參與之比重較低。 

對策：結合氣象局進行海纜觀測系統建置、經濟

部推動離岸風力發電所需水下觀測需求，

將可促進跨異業結盟與技術開發，帶動國

內業界發展，並降低海纜觀測系統建置成

本。 

四、海象觀測之潮位站、資料浮標站及波浪站： 

課題：海象及氣象觀測站設施之設置需位於臺灣

遠海及近岸海域與沿岸地區，涉及法規有

「海岸管理法」及相關子法（「整體海岸

管理計畫」、「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

占性使用管理辦法」等）與「中華民國專

屬經濟海域及大陸礁層法」等，建站程序

冗長，恐影響災害預警。 

對策：應於建站規劃初期，妥適規劃時程及提早

作業，並選擇土地使用管制容許之區域設

置測站，以如期達成目標。 

發展定位 氣象設施各細部空間之發展定位 

一、氣象站： 

(一)氣象局設置之氣象站，在有完整正確之氣象

觀測資料後，累積並經統計而成氣候資料，

作為當地各項建設規劃之重要參考，方能真

正達成建設之目標，有效繁榮地方經濟。 

(二)自動氣象站與雨量站部分，以結合水保局、

水利署、中央及地方各級災防應變中心，作

為預警與災防參考應用為定位。 

二、氣象雷達站: 

以建立全天候觀測系統，作為人民生命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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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發展、國家安全相關之國土發展基礎建設

設施與增進我國氣象科技研究發展為定位。 

三、地震、地球物理、海象觀測站(含海纜觀測系統)： 

以提升地震、海嘯自然災害預警能力，及提升

海洋環境研究與水下科技發展，進而減少經濟

和人民生命財產損失、落實「海洋立國」理念

為定位。 

發展分布區位 氣象設施細部空間之發展分布區位 

一、氣象站： 

氣象局轄管有氣象人員駐守之氣象站，共計 27

站，目前尚未建置有人駐守氣象站之行政區，

尚有苗栗縣、彰化縣及雲林縣 3縣市；而無人

自動氣象站則分佈於各縣市。 

二、氣象雷達站： 

為對劇烈風暴、颱風、梅雨等豪大雨之災害性

天氣現象，將能有更全面、更有效之掌握，我

國雷達站遍布於臺灣北部、中部、南部及東部

地區，其中 4處已建有 S 波段都卜勒氣象雷達

外，未來將有 5處建置區域防災降雨雷達。 

三、地震預警-地震與地球物理觀測站(含海纜觀測

系統)： 

鑑於臺灣及附近區域大部分地震發生於東部

海域(詳圖 10)，氣象局將於 106年完成之 115

公里海纜觀測系統，係由宜蘭頭城陸上站往東

南外海延伸至和平海盆與南澳海盆交界處，並

設置 3座地震海嘯觀測站；未來該局將規劃持

續擴建海纜觀測系統，環繞南澳海盆，再沿耶

雅瑪海脊向西回到臺灣東部上岸，預估總長超

過 300公里之雙向迴路系統，並增設多座觀測

站，預估建置期程 5 年，建置完成後可將地震

與海嘯預警對象擴及東部海域琉球島弧至耶

雅瑪海脊間、以及花東外海之災害性地震(詳

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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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嘯預警-海象觀測之潮位站、資料浮標站及波

浪站： 

於「強化臺灣海象暨氣象災防環境監測」計畫

（104 年至 109 年）下，氣象局規劃分年建置

臺灣北部、北海岸、臺灣中部及臺灣南部資料

浮標，另依海嘯發生及來襲機率，分別建置東

南及西南海域之海嘯浮標，並增加資料浮標觀

測項目，以提高對臺灣海域環境之監測能力 

(詳圖 12) 。 

空間發展用地

供需規模總量

及縣(市)分派

數量 

一、氣象站：  

(一)依據氣象法第 13 條規定:「...為確保地面

氣象觀測之準確及遙測資料之完整性，...」

之站區使用範圍，每個氣象觀測坪約需

12*12 平方公尺面積，為使周遭環境不致影

響觀測，包含作業區、行政區與區隔空間，

站區平均約為 60*60 平方公尺之面積，氣象

局未來並規劃每一縣或市皆建置有氣象人

員駐守之氣象站。 

(二)無人之自動氣象站因分佈較廣，設站面積約

為 5*5 平方公尺，由於觀測環境無法依有人

氣象站所需面積設置，相對受四周環境影響

較大，為長期穩定監測氣象，作為地區氣候

與環境標準參考依據，氣象局評估應在各縣

市依據地形高低與相關地方產業所需，建置

至少 3處標準氣象觀測環境之標準站，所需

面積約為每站 40*40 平方公尺，而各縣市氣

象站數量與所需發展用地詳如表一，臺灣地

區氣象觀測站分布詳圖 13。 

二、氣象雷達站： 

雷達站用地需求約 2,000 平方公尺以下，除雲

林及宜蘭用地現正待該縣政府協助外，其餘區

域防災降雨雷達站用地氣象局已取得並執行

建置中。預計於 108 年建置完成後，包括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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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站，在新北市、臺中市、雲林縣、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花蓮縣、宜蘭縣 8 縣市，除

新北市有兩座氣象雷達站外，其餘 7 縣市都將

各有 1座氣象雷達站。 

三、地震與地球物理觀測站(含海纜觀測系統)： 

(一)未來氣象局將以縣市為單位，於每個行政區

（區市鄉鎮）至少完成 1 座以網路通訊之即

時地震站。 

(二)另氣象局 106 年將完成之海纜觀測系統，設

置 3 座地震海嘯觀測站，均位於東部海域。

未來氣象局海纜觀測系統擴建仍將針對東

部海域之地震與海嘯威脅區域，評估威脅潛

勢與實際適合施作之地體構造環境，規劃佈

建海纜觀測系統與地震海嘯觀測站。 

四、海象觀測之潮位站、資料浮標站及波浪站： 

氣象局之資料浮標站與海嘯浮標共 6站建置於

臺灣周圍海域（分布如附圖 12），站點所需海

域面積需求，依不同水深約需布放點位周圍直

徑 500公尺之海域。 

(一)資料浮標站部分：105 年開始規劃新建置 1

站近岸及 3站外海資料浮標，預計以每 2 年

新增 1站方式，陸續於 106年至 109 年完成

4 顆新浮標之建置。 

(二)海嘯浮標部分：規劃 106 年起進行海嘯形成

地點、傳遞過程模擬，以決定海嘯浮標設站

之精確位置，及建置通信與資訊系統等，107

年到 109 年進行預警浮標布放作業規劃，水

深及水文調查及布放作業，同樣以每 2年新

增一站方式，陸續於 108 年至 109 年完成 2

座海嘯浮標站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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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灣地區氣象雷達觀測網現況 

 

 
圖 2  中央氣象局地震與地球物理觀測網測站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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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海纜擴建計畫鋪設的海纜路徑圖 

 
圖 4  氣象局海象觀測之潮位站、資料浮標站及波浪站 
(資料至 2016 年 12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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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影響臺灣地區颱風路徑分類圖（1911～2015 年） 

 

 



 

88 
 

 
 

圖 6   颱風登陸地點之分段統計（1911～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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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1900 至 2015 年，地震規模大於 6 的地震震央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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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建置中之防災降雨雷達網(藍色觀測區域)及預定建置完成時間 

 

 

   

 

 

 

 

 

 

 

 

圖 9 區域防災降雨雷達網建置完成前(左)後(右)之臺灣地區雷達合

成(Hybrid)仰角高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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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2015 年地震分布圖（圓形符號，其大小代表地震規

模，其顏色代表地震深度，詳細資訊，可參考右側圖例），其

中包含 4個規模大於 6 以上的強震（星號） 

 

 



 

92 
 

 
 

圖 11  氣象局海纜觀測系統現況與發展分布區位圖 

 

 

 

100年底完成之海纜系統路由位置 

104至 106年海纜擴建系統路由位置 

104至 106年海纜擴建系統觀測站位置 

未來海纜系統擴建規劃示意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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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臺灣海域現有及規劃建置之資料浮標觀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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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氣象觀測站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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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面積及縣（市）氣象站數 

縣市地區 自動站數 直屬站數 合計站數 所需面積(米平方) 

基隆市  2 2 7200 

臺北及新北 48 4 52 20350 

桃園市 13 1 14 8650 

新竹縣市 18 1 19 8800 

苗栗縣 30  30 5450 

臺中市 38 2 40 12900 

彰化縣 22  22 5300 

南投縣 56 1 57 9750 

雲林縣 23  23 5325 

嘉義縣市 30 2 32 12700 

臺南市 42 1 43 9425 

高雄市 50 1 51 9550 

屏東縣 45 1 46 9450 

臺東縣 23 4 27 19700 

花蓮縣 41 1 42 16575 

宜蘭縣 24 2 26 12525 

澎湖縣 2 2 4 8400 



 

96 
 

縣市地區 自動站數 直屬站數 合計站數 所需面積(米平方) 

金門縣 3 1 4 6850 

連江縣 1 1 2 5200 

總計 509 27 536 194100 

 
 



 

 

 

 

 

 

 

部門計畫 

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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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相關之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一、政策與目標 

科技部以建構優質產業發展環境，推動科學工業園區創新轉

型為政策願景，並以下列 3點為政策目標： 

(一)凝聚產官學研動能，發展新興策略性產業 

科學工業園區及產業群聚的發展應配合產業結構轉型趨

勢與國家未來社會需求型態，以創新發展要素為核心、

多元化產業群聚為架構，強化跨領域產業間之垂直分工

及水平整合，結合產官學研機構間之合作機制，為園區

及周邊產業規劃適當的功能與定位，方能發揮綜效並創

造永續效益。  

(二)建立完善優質投資環境，成為區域製造及研發創新樞紐 

將持續強化提供高品質的空間與設備，激發管理知識及技

術在產、官、學、研之流動，並透過企業育成，促成以知

識為基礎之研發型公司的出現與成長，使園區內企業無論

在制度上、技術上、管理上和服務上皆能因應環境變化而

不斷創新，以獲取更大的利益，進而促進國家總體經濟與

社會的發展。 

 (三)強化產業群聚競爭力，落實科技產業創新廊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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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我國土地及資源有限，園區發展應配合國土規劃以

發揮最大效益，科學工業園區目前於北、中、南分別設

置，應持續提升各園區核心產業發展，強化產業群聚競

爭力，藉由與週邊縣市連結，串聯形成科技產業創新廊

帶。 

二、發展現況 

(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轄屬六個園區基地，分別是新竹、

竹南、銅鑼、龍潭、宜蘭與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總開發

面積 1,342 公頃，發展現況分述如下： 

1.新竹園區:民國(下同)69年 12 月 15 日設立，為我國第

一個科學工業園區，最早設立的新竹園區主要橫跨新

竹市與新竹縣，面積約 6.5平方公里，園區主要分三

期開發，第一期開發面積約 210 公頃，闢建員工住

宅、實驗中學、大型公園、綠地等公共設施及產業用

地，二期及三期陸續開發高科技產業用地，滿足科技

產業發展之需求，但有鑒於三期開發之工業用地使用

已趨飽和，且高科技廠商需地殷切，科技部新竹科學

工業園區管理局於 85 年即展開新竹園區第四期發展用

地作業，經客觀審慎評選後，行政院於 86 年核定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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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銅鑼基地為新竹園區第四期發展用地。 

2.竹南園區:86 年 7 月奉行政院核定為科學工業園區用

地，於 88 年 7月開始動工，土地面積 123 公頃以支援

新竹科學園區發展，同時園區也設置完善之基礎建設

及服務措施，計有二期共 80 單位標準廠房可供高科技

廠商租用。 

3.銅鑼園區:90年完成用地徵收，政府編列 35億元經費

進行約 350公頃土地之徵收，並配合交通計畫與高速

公路局相互搭配開發，於 96 年 2月正式開工動土。為

提升園區開發效益及產業發展速度，銅鑼園區開發工

程施作亦採同步建廠方式招商。目前園區開發計畫第

一階段已於 101年底完成，第二階段開發於 104年 6

月完成，可提供 71.38 公頃建廠用地，第三階段開發

於 104 年 12 月開工，預計 106 年 12 月完工後，可再

提供約 24.8 公頃的建廠用地。 

4.龍潭園區:93年 1 月 28 日奉行政院核定納入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開發面積為 106.94公頃（龍潭鄉 99.64 公

頃、平鎮市 7.30公頃），分二期開發，第一期 76.2 公

頃，其配置原則為盡量維持原使用，配置較大事業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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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區，保留部分公共設施；第二期 30.74 公頃，因土

地多為山坡地，其配置原則為減少挖填、大部分規劃

為綠地、開放空間。 

5.生醫園區:行政院 92 年 3 月 28 日核定籌設計畫，園區

主要位於新竹縣六家高鐵場站區的周邊。95 年 9月底

由科技部向行政院提出推動計畫。目前三大核心設施

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及經濟部產業育成中心於 100

年 5 月啟用後供廠商進駐，另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新竹生醫「園區分院」訂於 109年啟用，期藉

由三大中心協力運作並整合上、中、下游機制形成生

醫聚落，以期帶動我國生醫產業規模。 

6.宜蘭園區:94年 5 月 16日報奉行政院核定籌設計畫，

之後通過開發城南及五結中興兩個基地，已於 97年完

成城南基地私有土地徵收作業，並於 98 年進行開工動

土；中興基地則因地上物補償協調、土地取得等事

宜，經濟部無法與臺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達成協

議，爰函行政院建議中止開發，行政院於 102 年 2 月

21 日函復原則同意。城南基地面積 70.80 公頃，其中

廠商用地為 34.82 公頃，以引進通訊知識服務產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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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型產業為主。 

(二)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轄屬五個園區基地，分別是台中、

虎尾、后里、二林與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總開發面

積 1,708 公頃，發展現況分述如下： 

1.台中園區:行政院於 91年 9 月 23 日核定「中部科學工

業園區台中基地及雲林基地籌設計畫書」，整體計畫與

開發已十年有成，目前台中園區為配合產業發展及扶

植在地精密機械產業，於 101 年 7 月經行政院核定台

中園區（大肚山彈藥分庫）擴建計畫，計畫面積 53.08

公頃，刻正辦理公共工程及建廠工程開發作業；台中

園區(含擴建基地)總面積約 466公頃。 

2.虎尾園區:91年核定設置，土地總面積為 96.11 公頃，

東側緊鄰高鐵雲林車站特定區，增加園區發展之優

勢。 

3.后里園區:94年核定設置，整體以后里及七星兩座基地

為主，兩基地分屬后里區都市計畫區南、北兩側，前

者面積為 134.64公頃，後者為 111.63公頃，含聯絡

道路園區土地總面積為 255.67 公頃。 

4.二林園區:原於 97 年核定開發，後因應外在環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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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進行園區產業轉型，改以朝向低耗水、低排放產

業調整，並獲行政院 101 年 7 月 13 日函復原則同意。

另為解決萬興集水區淹水課題，由水利署於園區範圍

外之西南側規劃二座區域滯洪池，以及配合相思寮徵

收撤銷，剔除相思寮聚落及耕地等，修正計畫面積調

整為 631.23 公頃。 

5.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於 98 年核定，面積約 258.97

公頃，高等研究園區全區 90%經南投縣政府劃定為文化

景觀區，開發受限，目前以南核心區招商為主； 南核

心各項公共工程已陸續完工，將提供完善與便捷的環

境。另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於 105 年 1 月 25 日核定

「未來優質生活實驗場域規劃與建置計畫」，運用中興

新村花園城市之完善生活空間，將未來新技術產品，

優先在此作為生活實驗場域，促進高等研究園區生活

區之整體開發。 

(三)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轄屬二個園區基地，分別是台南與

高雄園區，總開發面積 1,613公頃，發展現況分述如

下： 

1.台南園區:總面積為 1,043.15公頃，台南園區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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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於 85 年起規劃運作，主要位於台南市新市區、善

化區、安定區間，開發面積約 638 公頃。至 89 年台南

園區一期可供建廠用地已不敷園區未來之發展需求，

另為協助解決高鐵行經台南園區一期受高鐵近距離振

動所造成之影響，行政院於 90年核定台南園區二期擴

建計畫。 

2.高雄園區: 為因應半導體與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

（TFT-LCD）產業建廠所需大區塊建廠用地，行政院於

89 年 5 月同意由原台糖公司於高雄市路竹地區開發之

智慧型工業園區作為南科路竹園區用地，面積為

569.99 公頃，並於 93 年 7 月 27 日路竹園區更名為高

雄園區。 

三、發展構想與預測 

本部所屬科學工業園區營業額 104 年度營業額達新台幣

(下同)23,084.9 億元，預估至 125 年度可達 40,492 億元。 

 綜觀我國科學工業園區的發展，雖擁有許多先天的優

勢，但隨著產業發展的階段及全球經貿環境的變動，亦面臨

許多全新挑戰。為此，在中央政府的主導與地方政府的輔導

下，各園區正循序漸進地轉型蛻變，在多元面向提升國際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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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力。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將加速推動園區產業升級與創新轉

型，推動產學價值鏈「解構重組」，協助企業優化轉型，創

造永續競爭力。此外，園區將結合雲端、物聯網、巨量資料

的融合創新趨勢，建構創新創業的領航園區。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引進產業以光電、半導體、精密機械

及生物科技產業為主，將有助於中臺灣形成高科技產業群

聚，朝向高附加價值、高科技密集的產業發展。另中部地區

為精密機械產業群聚地，再配合政府推動五大創新產業及高

等研究園區青創實驗基地發展，將使園區成為智慧機械產業

重要群聚地。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聚焦生技醫材及綠能低碳產業聚落發

展，規劃推動智慧生醫、智慧製造、航太零組件產業聚落，

及推動南科自造者空間(Maker Space)。透過開放式創新丟

題、解題平台、南臺灣創新創業服務平台、數位製造中心等

管道，使園區從製造到創造，帶動創新轉型。 

為達成科學工業園區發展目標及願景，配合產業結構變

遷、協助科學園區創新轉型、促成科學技術及高科技產業發

展，並兼顧環境友善，未來考量產業需求、區域及地方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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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兼顧生態保育以及永續環境，以不超過區域環境涵容

能力為前提，適度發展科學園區，並以充分、有效利用現有

園區土地為優先，而新設園區需依政策環評及遴選作業相關

規定辦理。 

四、課題及對策 

(一)課題 

未來科學工業園區發展由「生產效率導向」逐步轉型為「創

新驅動導向」，同時建構「生產、生活、生態」三生一體的

優質友善環境。 

(二)對策 

1.將園區由「生產效率導向」逐步轉型為「創新驅動導

向」 

(1)配合產業發展及轉型需求，進行園區新設及擴建作

業。 

(2)建立園區發展指標，引導園區強化創新發展。 

(3)進行新創事業育成以及產業聚落基礎之強化。 

(4)推動「創新到創業激勵計畫」，以及建構創新產業運

作環境。  

2.促進國際交流合作，善用國際人才與技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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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國內外學研機構合作，達到人才與技術互相流用

目標。 

(2)鼓勵國內廠商參與國際產業研發聯盟 

(3)協助先進技術研發、應用與移轉以及研發成果商業

化。 

(4)透過產學銜接，加強技術研發人才培育。 

3.建構「生產、生活、生態」三生一體的優質環境。 

(1)園區開發型態與規模因地制宜，尊重國土自然資源

保育。  

(2)建立園區能源管理與節能成效評估系統，促進工業

節水，提升用水效率及廠商使用再生水意願，落實

園區節能減碳，106 年至 125 年預估可節省約

78,000 萬度電、1,144 萬噸水，總共減少大約

101,530公噸 CO2。 

(3)推動污染物排放「總量管制」制度。 

(4)落實執行環境監測工作。 

五、發展定位 

依據目前三個科學工業園區的發展情形，北部的新竹科

學工業園區已發展出強健的 IC產業聚落，而中部之中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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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工業園區則是以光電、半導體產業與精密機械結合奈米技

術應用，南部的南部科學工業園區也形成上、中、下游產業

鏈完整之光電及積體電路產業聚落。 

未來，考量臺灣在緩解高齡化、智慧城市、能源自主、

國家安全等社會問題的需求，將以區域均衡的角度，著重提

升臺灣在綠能、物聯網、生技、智慧機械、國防產業的競爭

力與重要性。生技、國防產業遍佈全臺，物聯網以北部為重

心，機械則集中在大臺中地區，而綠能產業則以南部為主。 

六、發展分布區位 



 

109 
 

 

七、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縣(市)分派數量 

自 69 年設立科學園區以來，目前已建構完成三大園區

聚落，總計 13個基地，面積達 4,610 公頃。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至 105 年 12 月所轄六

個基地土地面積總計 1,342 公頃，已開發完成 1,269 公頃，

目前新竹園區、竹南園區及龍潭園區土地利用均已呈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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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優先將新竹生醫園區、銅鑼園區及宜蘭園區列為招商重

點，且同時配合各園區產業發展定位，進行資源的策略性整

合或強化。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至 105 年 12 月所轄五

個基地土地面積總計 1,708 公頃，已開發完成 935 公頃，台

中園區、后里及虎尾園區等土地出租率均九成以上，目前正

積極發展二林園區及高等研究園區，以適時提供充足用地，

滿足廠商需求。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所轄兩個基地土地面積

總計 1,613公頃，均已開發完成，至 105 年 12 月台南園區

土地出租率已達九成以上，高雄園區近八成，未來將高雄園

區列為招商重點。 



 

 

 

 

 

 

 

 

部門計畫 

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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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設施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壹、 政策與目標 

為因應高齡少子化及家庭結構改變之社會發展趨勢，長照服務

法於 104年 6月立法，並訂於 106年全面正式施行，我國刻正全力

推動「長照十年計畫 2.0」，以加速長照服務資源發展，充實長照人

力，奠基長照服務之普及化與在地化之建設；實現在地老化，結合

健康照護體系，培訓以社區為基礎的健康與長期照顧團隊，提供多

元連續的綜合性長期照顧服務體系;設置跨部門的長期照顧推動小

組，完成長照發展基金設立；另一方面則進行資源盤點並結合民間

力量，積極擴增以社區為單元的多元照顧服務模式，以因應高齡化

社會之需求，據此，長照設施部門之國土空間發展策略之目標為

「建構長照服務網，發展多元社區在地長照體系」，由地方政府發揮

行政統籌效能，推動策略係「培植 A、擴充 B、廣設 C」，計畫廣納

社會福利、老人福利機構、醫療、護理以及社區基層組織等單位共

同投入辦理，於各鄉鎮廣佈「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級)」、「複合

型服務中心(B級)」、「巷弄長照站(C級)」，擴大服務項目，提升並

整合多樣性長照資源，佈建綿密的長照服務資源，普及照顧服務體

系。 

貳、 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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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5年 3月底止，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針對健康與亞健康

老人結合在地資源，提供健康促進、電話問安、關懷訪視、共餐或

送餐等服務，全國共計 2,528 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逾 21 萬名老人

受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佈建日間托老服務計畫」，擴大據點服務

項目與時段，設計社區日間托老服務模式，截至 105年 3月底止，

已於全國設置 55個日間托老服務據點。 

推動臺灣 368 照顧服務計畫，105年底於 368 鄉鎮佈建多元日

間照顧服務，達成「一鄉鎮一日照」之目標。截至 105年 10月底共

設置 258 所多元日照服務單位（含 198 所日照中心、55處日間托

老、5處原民會健康站），鄉鎮涵蓋率為 55.43%。 

另截至 105年 3月底止，已完成建置 26 個失智症社區服務－長

照樂智社區服務據點，共服務 6,450人，辦理健康促進活動計

2,059 場 28,932 人、關懷訪視 3,546人次、社區宣導 552 場計

28,451 人、提供家屬照顧者教育訓練及支持團體之服務共 878 場次

計 9,490人。 

參、 發展構想與預測 

為了促使民眾獲得整合式服務，增進長照服務提供單位分布之

密度，行政院已宣示將閒置校舍轉型為長照服務使用，本部刻正積

極與教育部、地方政府合力檢討，並定期召開聯繫會議，積極督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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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盤整閒置校舍，擴展服務場域及據點，同時提升轄內公營

造物之活化運用，轉型做為長照社福設施使用，打造以社區為基礎

的照顧服務體系。  

為加速建置社區照顧資源，規劃結合穩定財源，鼓勵直轄市、

縣(市)政府盤整轄內閒置空間，並轉型設置做為長照服務設施，透

過佈建綿密的照顧網絡，鼓勵輕度失能的老人走出家門，參與臨

托、餐飲服務和預防失能及延緩失能的各種服務，也讓更多健康、

失能、失智的高齡者都能參與社區生活。同時，讓有照顧需求的家

庭，透過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級)提供多元整合的服務，提升老

人生活品質，減輕家庭照顧的負擔。 

完成長照發展基金之設立，並穩定相關財源以推動各項工作：

編列預算 5年至少 120 億元，建置服務資源、獎勵資源不足地區資

源建置、發展創新服務型態、充實服務人力及相關研究等。用於長

照相關服務及人力資源之發展，以及服務品質與效率之提升。 

建構長照服務網：為實現在地老化目標，提供從支持家庭、居

家、社區到機構式照顧的多元連續服務，普及照顧服務體系，完善

在地安老社區網絡，以建構利於長者生活之幸福、活力、健康及友

善社會環境。預計 109年設置 469處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級)、

829 處複合型服務中心(B級)，以及 2,529 處巷弄長照站(C级)，提



 

115 

升服務近便性，滿足長者照顧需求，減輕家庭照顧負擔。 

圖 1 長照設施社區整體照顧模式示意圖 

 

圖 2社區整體照顧體系的運作示意圖 

肆、 課題與對策 

課題：於長照設施佈建方面，經各地方政府反映囿於土地分區

使用規定、建築(物)、消防法規，以及離島偏鄉用地法規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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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社區長照資源礙難設置，例如：(1)單位經常受限於既有空間有

違建情事，礙難設置；(2)非日照服務空間之違建，得否從寬認定，

免予檢討；(3)大面積之建築物，得否僅檢討部份空間，於一定面積

以下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以乙類認定之；(4)又如閒置校

舍之利用，得否從寬並彈性檢討建管、消防相關規定等課題，影響

長照服務網路佈建。 

對策：未來將透過(1)盤整閒置空間：中央、地方政府協力盤整

閒置空間，優先釋出做為長照服務設施。(2)促進跨部會行政協調機

制：簡化國有閒置空間釋出之行政程序。(3)地方簡化行政程序：輔

導各地方縣市政府工務、建管、消防局(處)簡化地方行政程序，協

助社衛政局(處)加速佈建長照資源。(4)挹注經費建置資源：優先補

助社區資源缺乏之鄉鎮設置日照中心，並補助原民鄉鎮興建或修繕

舊有館舍設置日照中心。以活化公有設施資源、強化長照設施多元

服務，以建構完整長照服務網絡，減輕少子女化結構下家庭照護負

擔。 

完備「長期照顧服務法」推動及配套：將透過訂定長照法人法

及 9部子法（施行細則、長照機構評鑑、長照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

育及登錄、長照服務資源發展獎助辦法、長照機構設立標準、長照

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長照服務機構改制、長照服務機構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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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租用公有非公用不動產審查、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補充訓

練等），作為長照政策推動配套機制。 

伍、 發展定位 

為推動長照服務網計畫，均衡發展居家、社區及機構服務資

源：針對長照服務資源不足及分布不均的問題，並鼓勵產業適度參

與長照服務，將透過規劃各區域資源發展配置的目標及策略，進行

分區的長照資源盤點、訂定長照法人專法、整合並強化長照資訊系

統、完善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及發展及獎助社區式及機構住宿式長

期照護服務等策略，使長照服務體系成為「普及、多元、友善且尊

嚴的長照服務體系」。 

 

陸、 發展分布區位 

長照服務為全國普及之服務，故其發展區位將以各鄉鎮市區為

單位進行 A級長照機構(長照旗艦店)布建，並以國中學區為單位布

建 B級長照據點(長照專賣店)、以每三村里為單位布建 C級長照據

點(長照柑仔店)(詳表 1)，為均衡長照資源各縣市國土計畫應應考

量各類人員、服務方式及各不同區域之需求，有必要建立基礎資

料，並據以劃分長照服務網區與訂定區域資源分布、品質維護、人

力配置及發展等有關長照服務體系發展計畫，以確保長照資源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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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各縣市政府並於長照服務體系發展計畫中研擬長照交通服務計

畫，整合復康巴士、社區巡迴車、補助無障礙計程車等交通運輸資

源，提供 A、B、C三級據點之巡迴運輸及協助長照服務需求者於居

家至各據點之交通服務，以提升長照服務體系之可及與便利性。 

表 1 長照體系建置分布原則表 

 
 

柒、 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縣(市)分派

數量 

目前全國已建置社區照顧資源之各鄉鎮市區達 213 處，據 109

年設置 469處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級)、829 處複合型服務中心(B

級)，以及 2,529 處巷弄長照站(C级)等目標尚有差距，各縣市政府

應積極盤點各公共空間、閒置設施並輔導公益法人、機構、團體、

發展協會等，協助建構長照服務網絡，以資源相對不足地區優先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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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均衡資源分佈、提升社區支持力，以落實在地安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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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社區照顧資源待充實區域一覽表 

編號 縣市別 未佈建鄉鎮數 區域(鄉鎮市區) 

1 臺北市 0                           

2 新北市 13 三芝區 石門區 石碇區 坪林區 雙溪區 金山區 萬里區 樹林區 貢寮區 烏來區 三峽區 平溪區 深坑區 

3 台中市 13 東區 神岡區 潭子區 梧棲區 后里區 外埔區 大安區 烏日區 大肚區 龍井區 太平區 和平區 大雅區 

4 台南市 21 
左鎮區 大內區 東山區 下營區 新市區 七股區 將軍區 歸仁區 後壁區 六甲區 善化區 南化區 鹽水區 

龍崎區 楠西區 仁德區 關廟區 北門區 安定區 山上區 永康區           

5 高雄市 25 
鹽埕區 大樹區 楠梓區 田寮區 鼓山區 林園區 大社區 鳥松區 橋頭區 前金區 旗津區 小港區   

甲仙區 杉林區 六龜區 桃源區 茂林區 那瑪夏 路竹區 湖內區 茄萣區 永安區 梓官區 美濃區 阿蓮區 

6 桃園市 8 新屋區 蘆竹區 大園區 八德區 復興區 大溪區 龍潭區 觀音區           

7 宜蘭縣 6 南澳鄉 蘇澳鎮 員山鄉 冬山鄉 大同鄉 五結鄉               

8 新竹縣 9 寶山鄉 峨眉鄉 湖口鄉 尖石鄉 五峰鄉 竹東鎮 北埔鄉 關西鎮 芎林鄉         

9 苗栗縣 13 銅鑼鄉 卓蘭鎮 三義鄉 苗栗市 苑裡鎮 頭份鎮 南庄鄉 泰安鄉 後龍鎮 公館鄉 造橋鄉 三灣鄉 獅潭鄉 

10 彰化縣 21 
福興鄉 埔鹽鄉 線西鄉 永靖鄉 二水鄉 和美鎮 大村鄉 溪湖鎮 二林鎮 秀水鄉 芬園鄉 埔心鄉 社頭鄉 

竹塘鄉 芳苑鄉 埤頭鄉 溪州鄉 田尾鄉 北斗鎮 花壇鄉 大城鄉           

11 南投縣 7 集集鎮 鹿谷鄉 水里鄉 竹山鎮 信義鄉 仁愛鄉 魚池鄉             

12 雲林縣 7 麥寮鄉 四湖鄉 西螺鎮 大埤鄉 林內鄉 崙背鄉 元長鄉             

13 嘉義縣 13 六腳鄉 東石鄉 太保市 布袋鎮 大埔鄉 義竹鄉 朴子市 番路鄉 阿里山 大林鎮 水上鄉 中埔鄉 竹崎鄉 

14 屏東縣 23 
林邊鄉 潮州鎮 牡丹鄉 獅子鄉 麟洛鄉 里港鄉 鹽埔鄉 萬巒鄉 新埤鄉 內埔鄉 萬丹鄉 長治鄉 佳冬鄉 

霧臺鄉 來義鄉 春日鄉 滿州鄉 崁頂鄉 南州鄉 枋山鄉 琉球鄉 恆春鎮 枋寮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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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臺東縣 11 卑南鄉 大武鄉 太麻里 長濱鄉 金峰鄉 蘭嶼鄉 東河鄉 延平鄉 鹿野鄉 池上鄉 綠島鄉     

16 花蓮縣 10 壽豐鄉 吉安鄉 瑞穗鄉 玉里鎮 新城鄉 豐濱鄉 富里鄉 秀林鄉 卓溪鄉 萬榮鄉       

17 澎湖縣 1 七美鄉                         

18 基隆市 4 暖暖區 中山區 仁愛區 安樂區                   

19 新竹市 1 香山區                         

20 嘉義市 0                           

21 金門縣 4 金城鎮 金沙鎮 金寧鄉 烏坵鄉                   

22 連江縣 3 北竿鄉 莒光鄉 東引鄉                     

合計 213                           



 

 

「社會福利設施」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捌、 政策與目標 

    我國已邁入高齡少子化社會，並將面臨超高齡社會之

挑戰，且家庭型態多元，社會問題日益複雜，將衝擊我國

社會經濟結構與新增公共設施需求。為讓兒童及少年安心

成長、讓老人及身心障礙者有尊嚴、讓婦女及青年能夠放

心工作，讓家暴被害人及其子女能有安全的居住處所。未

來各項社會福利服務將以社區為基礎進行資源佈建，提供

居家式和社區式服務為主，機構式服務為輔之連續性、近

便且多元的照顧服務；同時，優先挹注經費協助偏鄉、離

島及資源不足地區建置照顧服務資源，以縮短城鄉差距，

以「托育、長照、就業」三合一照顧政策為目標，並達成

「發展多元化及個別化的兒少替代性照顧服務」、「促進自

立生活的多層次身心照顧服務」、「近便且多元的在地老化

服務網絡」、「增強育兒能量的安心育兒資源體系」、「發展

符合多元需求的短中長期庇護資源」、「強化遊民安置量

能」、「建置在地社區活動空間」。 

貳、發展現況 

截至 105 年 9月底，依法立案之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



 

 

養機構計 122 家，可提供服務人數計 5,075人，已提供服

務人數計 3,314人；公私協力托育資源中心計有 19 個直轄

市、縣(市)共開辦 106處，服務逾 280 萬人次，結合民間

團體辦理家暴被害人庇護處所，共計 26 處，提供家暴被害

人及其子女庇護服務計 1 萬 5,242 人次。 

至身心障礙福利資源部分，截至 105 年 9月底，計有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社區樂活補給站、社區式日間照顧、

社區居住及家庭托顧等 461個服務據點，可提供服務

5,321 人；立案之身心障礙機構 274 所，可提供服務人數

計 2 萬 2,802 人，已提供服務人數計 1 萬 8,528 人，衛生

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為整體了解各地方政府身心障礙照顧

服務資源建置情形，已輔導各地方政府依其身心障礙人

口，估算多元社區及機構式照顧服務資源需求，規劃建置

未來 5年（105年-109 年）身心障礙照顧服務資源計畫，

後續縣市計畫如有變動會再進行滾動式修正。另老人福利

部分，截至 105年 10 月底，老人福利機構計 1,083 家，可

提供服務人數計 6 萬 1,053 人。  

參、發展構想與預測 

    由於社會人口結構改變、家庭型態多元，以及新興社



 

 

會問題浮現，社會福利服務需依照不同福利人口需求，研

擬未來發展策略。 

一、 兒童及少年：我國兒童少年安置服務，早期以收容安

置失依兒童為主，爾後在社會與家庭雙重變遷的衝擊

下收容對象亦包括受虐、疏忽、從事性交易、行為偏

差及司法轉向等類型兒童少年，對無法於家庭中成長

之兒童少年，提供其適當的家外安置服務，協助其完

成各階段生理與心理發展需求，更是政府單位必然要

提供的服務。依據近 5年來兒童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

服務數據呈現，機構數大約維持 122 所，安置比率約

為 70％，自 100年至 105 年，安置量及機構數無明顯

增加，以此基礎推估至 125 年之安置需求，考量安置

個案之特殊性、機構地理區域分布不均及少子女化人

口結構等因素，未來依安置需求優先於資源不足區

域，輔導地方政府設置公辦民營機構，並達到每一直

轄市、縣(市)皆有一處安置機構為設置之目標。 

二、 育兒資源：受高齡少子女化及雙薪家庭結構影響，托

育需求逐漸增高，為讓幼兒主要照顧者對於政府資源

有更多了解並願意使用，期能鼓勵民眾生育並促進其



 

 

育兒知能，爰規劃普設公私協力托育資源中心並提供

優質的福利服務，除離島外，預計每 20 萬人設置 1

中心為原則。 

三、 家暴被害人庇護服務資源：現行地方政府提供庇護服

務多以緊急短期為主，中長期庇護資源相對缺乏，服務

難以深化；且近年來新住民、原住民、同志、老人及身

心障礙者等特定族群家暴被害人的多元需求增加，各

地方政府提供庇護服務應與時俱進，確實評估被害人

需求，規劃發展多元庇護服務資源，深化服務方案，以

協助被害人身心復元，提升其未來自立生活之能量。 

四、 身心障礙者：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及參考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精神，各地方政府應考量身心障

礙者年齡、障礙類別與特殊性需求，規劃與建置身心障

礙者服務資源。目前應優先滿足有等候安置床位需求

者，及針對安置於外縣市機構之身心障礙者，以及最佳

利益及家屬探視近便性考量，思考遷回戶籍所在地之

長遠性規劃，以提供在地化支持服務。另各地方政府除

5 年資源建置計畫外，亦應配合每 5 年辦理之身心障

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報告結果，加以研析後，從中找尋規



 

 

劃參考之依據，並據以建立完整需求分析，作為佈建轄

內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資源之準據。 

五、 老人：依 102 年老人狀況調查結果顯示，我國老人仍

以和家人同住為優先者居多。考量我國老人照顧政策

係以在地老化及社區化為目標，對於生活可自理之長

輩，則鼓勵其在地安養，爰老人福利法第 53 條規

定，主管機關應積極輔導安養機構轉型為老人長期照

顧機構或社區式服務設施，尚不鼓勵新設老人安養機

構。 

六、 遊民：目前公立(含公設民營)之遊民收容處所全國共

有 10 處，分別設於彰化縣、臺北市、新北市、基隆

市、高雄市及屏東縣，未設有收容所之縣市，目前係

以結合民間團體及社會福利機構協助安置服務。惟為

完善遊民安置輔導服務，落實先居住後輔導之政策理

念，各地方政府應參考該地區之遊民需求數，佈建遊

民收容處所。 

七、 社區活動中心：為推行福利社區化、強化跨社區交流

互動，除鼓勵社區組織以聯合社區方式，進行跨社區

間的結盟、學習與合作，相互觀摩學習、資源共享，



 

 

建構在地的社區福利服務網絡，亦應興(修、整)建充

實在地社區活動空間，爰鼓勵地方政府佈建社區活動

中心，俾舉辦符合社區居民需求的各項活動，提升社

區意識，健全社區組織。 

肆、課題與對策 

一、 兒童及少年： 

(一) 課題：面對安置資源分布不均、個案問題趨向複

雜化，緊急短期安置及特殊個案的安置資源仍待

開發，如何建構完整及健全安置服務資源，確保

機構服務品質，保障兒童少年權益，為目前及未

來安置服務政策的重要課題。 

(二) 對策：賡續輔導現有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

穩定提供服務，並積極開發安置輔導資源，鼓勵

各地方政府設置公辦民營機構，使機構分布社區

化並均衡發展，提供更近便、多元化、人性化及

個別化的替代性照顧服務，以提升服務品質。 

二、 育兒資源： 

(一) 課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近 30年所做「婦女婚育

與就業狀況調查」發現，15-64歲已婚女性對未



 

 

滿 3 歲子女的照顧方式以自己及親屬照顧為主(占

88.9%)，因此，在兒童成長過程中，父母及家庭

扮演重要關鍵角色，足以影響其未來的正向發

展。 

(二) 對策：藉由普設公私協力托育資源中心，提供有

托育需求的家庭一個近便、專業且整合性高的托

育資源，減緩家長照顧壓力，相關課程與活動亦

可增加家長與幼兒互動機會，增強家庭育兒的能

量。 

三、 家暴被害人庇護服務資源： 

(一) 課題：現行地方政府提供庇護服務多以緊急短期為

主，為便於管理，易降低被害人於庇護所的自主性，

低度管理、具自主性的中長期庇護資源相對缺乏，

較難關注被害人復元照顧的議題；且近年來新住民、

原住民、同志、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等特定族群家暴

被害人的多元需求增加，為回應上述多元需求，積

極改善庇護所空間設計，發展多元庇護服務資源，

實為維護被害人權益之重要課題。 

(二) 對策：持續輔導各地方政府確實盤點轄內資源，評



 

 

估被害人需求，改善庇護所空間設計及服務模式，

鼓勵地方政府結合民間團體發展多元庇護型態，創

造庇護服務的近便性，並深化庇護所的服務方案，

以協助被害人身心復元，提升其未來自立生活之能

量。 

四、 身心障礙者： 

(一) 課題：各地方政府整體服務量尚稱足夠，但目前卻

仍有等候安置人數，顯示身心障礙者照顧服務資源

配置與需求間有落差；另，社區式服務資源及偏鄉、

離島服務資源仍不足，亟待發展及佈建。  

(二) 對策：將透過積極輔導各地方政府應考量身心障礙

者年齡、障礙類別與特殊性需求，優先滿足等候安

置床位需求者，使跨縣市安置情形回歸戶籍所在地

安置，並提供在地化支持服務。另社區式服務部分，

預計以逐年擴充據點方式，優先挹注偏鄉、離島及

資源不足地區辦理中高齡社區日間照顧服務。未來

亦將持續編列預算補助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新(增、

改)建費用，針對地方政府「等候安置人數」與「轄

內身心障礙人口數」較高、「供需資源」與「地方



 

 

政府財力」較不足，或是機構因應服務對象老化議

題研提計畫者，則將優先核予補助。 

五、 老人： 

(一) 課題：截至 105 年 10月底，全國已立案之老人福

利機構計 1,083 家，可提供服務 6 萬 1,053 人(其

中安養 5,419人，長期照顧 5 萬 5,634人)，目前

進住人數為 4 萬 6,966人(其中安養 3,219 人，長

期照顧 4 萬 3,747 人)，整體而言，機構供給尚稱

足夠。 

(二) 對策：配合我國老人照顧政策係以在地老化及社

區化為目標，對於生活可自理之長輩，鼓勵其在

地安養，爰老人福利法第 53 條規定，主管機關應

積極輔導安養機構轉型為老人長期照顧機構或社

區式服務設施。至有關長期照顧機構則配合長期

照顧服務法 106 年 6 月 3 日施行，轉銜為長期照

顧服務機構。 

六、 遊民： 

(一) 課題：目前各直轄市、縣(市)除離島地區無遊民

外，僅有臺北市、新北市、基隆市、高雄市及屏



 

 

東縣設有遊民安置處所，如何妥適配置遊民安置

處所及提高收容量能，以符合實務所需，為目前

遊民服務之重要議題。  

(二) 對策：各地方政府結合民間團體之服務量能輔以

公有閒置空間，開發再利用，以提供遊民短期安

置及社工輔導，協助就業轉介等服務。 

七、 社區活動中心： 

(一) 課題：依據本部統計，全國社區發展協會數計

6,860 個，而社區活動中心為 3,770 幢，除建物

老舊缺乏無障礙設施外，涵蓋率僅達 54.96%，且

其中有 4 個縣(市)涵蓋率低於 20%，如何提高我

國社區活動中心涵蓋率及使用率，為目前社區活

動空間佈建之重要議題。  

(二) 對策：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

公所協力盤整閒置空間，釋出做為社區居民活動

綜合之場所，或運用相關經費補助社區活動中心

修（整）建、或充實改善內部設施設備，以提高

社區活動中心涵蓋率及使用率。 

伍、 發展定位 



 

 

一、 兒童及少年：截至 105 年 9月底，立案之兒童及少

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安置率為 65%。除連江縣外，其餘

各直轄市、縣(市)均有設置 1 所以上兒童及少年安

置及教養機構，未來除賡續輔導現有兒童及少年安

置及教養機構，確實發揮其現有安置資源使用效

益，將再依各地方政府之安置需求，積極開發安置

輔導資源。 

二、 育兒資源：截至 105 年 9月底，公私協力托育資源

中心計有 19 個直轄市、縣(市)已開辦，未來規劃透

過補助地方政府結合轄內育兒資源，普設公私協力

托育資源中心，提供有托育需求的家庭一個近便、

專業且整合性高的托育資源，以減緩照顧壓力，增

強家庭育兒能量。 

三、 家暴被害人庇護服務資源：截至 105 年 9 月底，直轄

市、縣市政府給合民間團體辦理家暴被害人庇護處所

共計 26 處，為提升地方政府之服務能量，將賡續輔

導地方政府確實盤點轄內資源，評估被害人需求，改

善現有庇護所空間設計及服務模式，並結合民間團體

發展多元庇護型態。 



 

 

四、 身心障礙者：本部目前刻正輔導各地方政府按建置未

來 5 年（105年-109 年）身心障礙照顧服務資源計畫，

詳實依身心障礙者需求滾動式檢討，並依據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精神，發展多層次的照顧服務。並透過專

家學者輔導機制，共同協助檢視各地方政府照顧資源

盤點與各項服務內容之妥適性與完整性，以逐步發展

在地化、多元化、連續且整合性的服務。 

五、 老人：我國老人照顧政策係以在地老化及社區化為目

標，對於生活可自理之長輩，鼓勵其在熟悉之居家環

境生活，爰老人福利法第 53 條規定，主管機關應積

極輔導安養機構轉型為老人長期照顧機構或社區式

服務設施。至失能程度嚴重且需密集性照顧及醫護服

務之長輩，則配合長期照顧服務法施行，由長期照顧

服務機構提供機構式照顧。 

六、 遊民：為提升遊民安置服務量能，滿足遊民居住需

求，本部以補助方式鼓勵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辦理

生活重建服務，透過居住協助及就業轉介，協助遊

民離開街頭，回歸社區。 

七、 社區居民：為推行福利社區化、強化跨社區交流互



 

 

動，建構在地社區福利服務網絡，充實適切之社區

活動空間，本部藉由相關資源及補助，鼓勵地方政

府佈建社區活動中心，俾舉辦符合社區居民需求的

各項活動，提升社區意識，健全社區組織 

陸、發展分布區位 

一、 兒童及少年：目前全國兒童及少年安置與教養機構

數共計 122 家，由表 1可知，尚有 12 個縣市轄內機

構數低於 5家，且多集中於西半部及離島地區，以

此現況預估至 125 年機構之需求數，未來將依各地

方政府之安置需求，以資源不足之地區優先開發，

以保障兒童及少年受照顧權益。 

 

 

 

 

 

 

 

 



 

 

表 1：全國兒童及少年安置與教養機構分布及數量 

 

二、 育兒資源：公私協力托育資源中心除離島外，預計

每 20 萬 人設置 1 中心。各直轄市、縣(市)公私

協力托育資源中心開辦數為 106家，由表 2可知，

開辦之中心大多集中於大臺北地區與高雄市，其中

尚有 3個縣(市)未開辦，為推廣普設，新設立中心

原則將以六都外之離島地區、尚未設置之縣（市）

為優先，以均衡資源佈建。 

三、 家暴被害人庇護資源：截至 105年 9 月底，直轄

市、縣市政府給合民間團體辦理家暴被害人庇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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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共計 26 處，地方政府整體對緊急短期庇護服務

的供給量尚稱足夠，惟部分幅員廣大的縣市與鄰近

縣市共用 1處庇護所，或轄內僅有 1 處庇護所，未

符合服務提供的近便性，且中長期庇護資源相對缺

乏，未來將協助地方政府評估所轄家暴被害人需

求，檢討庇護資源佈建情形，以規劃發展符合多元

需求之庇護服務。 

四、 身心障礙者：本部業輔導各地方政府依轄內身心障

礙者人口數及需求，擬訂建置未來 5 年（105 年-109

年）身心障礙照顧服務資源計畫，未來將詳實依身

心障礙者需求滾動式檢討資源佈建情形，並持續透

過輔導機制，共同協助檢視地方政府照顧資源的盤

點與各項內容之妥適性與完整性，以逐步發展在地

化、多元化、連續且整合性的服務。 

五、 老人：我國老人照顧政策係以在地老化及社區化為

目標，對於生活可自理之長輩，則鼓勵其在地安

養，爰積極輔導安養機構轉型為老人長期照顧機構

或社區式服務設施，尚不鼓勵新設老人安養機構。 

六、 遊民：本部推動遊民生活重建計畫，以居住協助搭



 

 

配就業轉介，協助遊民回歸社區，各地方政府得依

遊民服務需求，或採區域合作方式共享遊民服務資

源，完善收容處所之佈建。 

七、 社區活動中心：預計 125 年，全國各直轄市、縣

(市)社區活動中心涵蓋率達 50%。由表 3 及表 4可

知，目前尚有 11個直轄市、縣(市)轄內社區活動

中心涵蓋率低於 50%，未來依各地方政府之居民活

動需求，持續佈建社區活動中心，提升社區意識，

健全社區組織。 

 

 

 

 

 

 

 

 

 

 



 

 

表 2：全國公私協力托育資源中心分布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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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全國社區活動中心涵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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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全國社區活動中心分布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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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縣(市)分派數量 

一、兒童及少年：截至 105 年 9月底止目前依法立案之

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共計 122 家，以北、

中、南、東及離島分布之比較，北部地區（臺北

市、基隆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市、宜蘭

縣）機構數 48 家，占全國比率為 39%；中部地區

（臺中市、苗栗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機

構數 25 家，占全國比率為 21%；南部地區（高雄

市、臺南市、嘉義縣、嘉義市、屏東縣）機構數 34

家，占全國比率為 28%；東部地區（臺東縣、花蓮

縣）機構數 12 家，占全國比率為 10%；外島（澎湖

縣、金門縣、連江縣）機構數 3家，占全國比率為

2%；由分布數量顯示，北部分布因兒少人口數較

多，比率最高，南部地區次之，以此現況預估至

125 年機構之需求數，未來兒少安置機構規劃以每

一直轄市、縣(市)至少設置一所兒少安置機構為基

本目標，並依各地方政府安置需求，朝向收容對象

問題特殊化、機構分布社區化、規模小型化的安置

機構努力，輔導各地方政府採公辦民營為主要設立



 

 

模式。 

二、育兒資源：截至 105 年 9月底，公私協力托育資源

中心已開辦 106處，以北、中、南、東分區比較，

北部(臺北市、基隆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

市及宜蘭縣)共開辦 68 處，占全國比率 64%；中部

(臺中市、苗栗縣、南投縣、彰化縣及雲林縣) 共

開辦 11處，占全國比率 10%；南部(高雄市、臺南

市、嘉義縣市、屏東縣) 共開辦 22 處，占全國比

率 21%；東部(花蓮縣、台東縣) 共開辦 4 處，占全

國比率 4%；外島(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共開

辦 1 處，占全國比率 1%。由表 5可知，北部開辦之

比率最高，南部次之，未來托育資源中心除離島

外，預計每 20 萬人設置 1 中心。 

 

 

 

 

 

 



 

 

    表 5：各分區托育資源中心開辦率 

 

三、家暴被害人庇護服務資源：截至 105 年 9 月底，直

轄市、縣市政府給合民間團體辦理家暴被害人庇護

處所共計 26 處，以北、中、南、東及離島分區比較，

北部地區（臺北市、基隆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

縣、市、宜蘭縣）計 9家，占全國比率為 34.6%；中

部地區（臺中市、苗栗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計 6 家，占全國比率為 23.1%；南部地區（高雄市、

臺南市、嘉義縣、嘉義市、屏東縣）計 8家，占全國

比率為 30.8%；東部地區（臺東縣、花蓮縣）計 2家，

占全國比率為 7.7%；外島（澎湖縣、金門縣、連江

縣）計 1 家，占全國比率為 3.8%；以北部地區數量

最多，南部地區次之，地方政府整體對緊急短期庇護



 

 

服務的供給量尚稱足夠，惟自主性高的中長期庇護

資源相對缺乏，預計 125 年，將輔導北、中、南、東

分區各縣市至少設置 1處庇護處所。 

四、身心障礙者：依本部彙整未來 5 年資源統計資料顯

示，地方政府整體服務量尚稱足夠，但目前卻仍有等

候安置人數，顯示身心障礙者照顧服務資源配置與

需求間有落差，本部業輔導各地方政府擬訂未來 5年

資源建置計畫，依身心障礙者需求滾動式檢討，並以

建置居家式及社區式服務為主，機構式服務為輔之

連續性、多元性照顧服務，未來將依地方主管機關評

估其資源配置需求列為開發重點。 

各地方政府未來 5 年(105 年-109年)針對「社區式照

顧」服務，包含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日間照顧、社區

樂活補給站、社區居住等社區式服務資源，預計新增

347 個服務據點。截至 105 年第 3 季止全臺共有 461

個服務據點，各服務據點佈建原則，將考量身心障礙

人口特性、區域分佈、照顧需求與需求評估結果，針

對資源不足地區，增設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據點，增

加服務量能。另為符合在地化服務的精神，未來將督



 

 

促各縣市政府盤點可活化利用的場地，包括公立社會

福利機構、學校、公有閒置空間、村里活動場所等，

或彈性運用各場域空餘時段，逐年擴增身心障礙社區

日間照顧服務據點，提供多元照顧服務。 

五、老人：截至 105 年 10 月底，老人福利機構計 1,083

家，可提供服務 6 萬 1,053 人，配合老人照顧政策係

以在地老化及社區化為目標，鼓勵其在地安養，爰積

極輔導安養機構轉型為老人長期照顧機構或社區式

服務設施。至有關長期照顧機構則配合長期照顧服

務法 106 年 6 月 3 日施行，轉銜為長期照顧服務機

構。 

六、遊民：依據 105年 9 月底統計數據全國遊民列冊人

數為 2,393 人，其分布多集中於直轄市及彰化縣、

屏東縣，人數約全國遊民人數之 7 成 8。以上 8個

直轄市、縣(市)中，目前有臺北市、新北市、高雄

市及屏東縣設有遊民安置處所，為能提升遊民安置

之近便性，建議優先強化遊民較為聚集之縣市安置

能量。 

七、社區活動中心：依據 104 年 12 月底統計，全國社



 

 

區發展協會數計 6,860 個，而社區活動中心為

3,770幢。其中連江縣、新竹市、新北市及嘉義市

社區活動中心涵蓋率低於 20%，為能提供居民在地

而便利之社區活動空間，俾舉辦符合社區居民需求

的各項活動，推行福利社區化，建議優先佈建社區

活動空間，提升社區意識，健全社區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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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公共設施-教育空間發展策略(大專校院) 

一、政策與目標 

(一) 我國近年來開始面對少子女化趨勢之衝擊，若未及早因

應，學校缺額將持續擴大，造成學校資源浪費及閒置；

且收入短缺影響學校財務運作，對學校師生影響甚鉅。 

(二) 目前大學校數已趨飽和，為提供量適質優之高等教育，

本部業已暫緩增設公立學校，並從嚴管制私立學校之

新設案。 

(三) 並因應少子女化趨勢，積極協助私立大專校院輔導轉型

及訂定退場機制，以確保教學品質。 

(四) 推動大專校院與產企業交流平台，進行即時性之人才培

育計畫。 

(五) 透過教師至產學合作產業研習研究，增進教學現場與實

務連接。 

(六) 強化技職教育與經建發展的結合，促使技職教育對經濟

發展。 

二、發展現況 

(一) 因少子女化之趨勢，本部 105 學年度大一新生數約 25
萬餘人，預估 105 學年至 120 學年間，大學 1 年級學

生人數平均年減 5 千人，至 120 學年大一新生數約為

18 萬餘人，顯示受到少子女化影響，未來將減少 7 萬

餘人，高等教育面臨供過於求的現象，學校勢必將面臨

「轉型」及「退場」等挑戰。 

(二) 本部近年透過各項行政監督策略維持高等教育品質，並

於 106 年設置「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鼓勵學校

整合區域資源，推動大專校院教學與研究轉型發展，並

保障學校教職員生權益，平順處理大專校院之退場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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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目前國內大專校院計有 164 所，詳如表 1 所示；歷年整

體大專校院之供需狀況，詳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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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5 學年度大專校院一覽表 

(含宗教研修學院、空大、市大，不含軍警校院) 

縣市別 學校名稱 小計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

立陽明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臺北市立大學、東吳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世新大學、

銘傳大學、實踐大學、大同大學、臺北醫學大學、康寧

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浸信會基

督教台灣浸會神學院、台灣神學研究學院、國立臺灣科

技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城市學校財團

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中華學校

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台北海洋技術學院、中國科技

大學、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8 

新北市 國立臺北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輔仁大學、淡江大

學、華梵大學、真理大學、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

學院、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臺北基督學院、

景文科技大學、亞東技術學院、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

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醒吾學校

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

大學、明志科技大學、德霖技術學院、黎明技術學院、

國立空中大學、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21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動

大學、東海大學、逢甲大學、靜宜大學、中山醫學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亞洲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立勤

益科技大學、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朝陽科

技大學、僑光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

中臺科技大學 

17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

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長榮大學、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

人台灣首府大學、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融管理學

院、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嘉藥學校財團法

人嘉南藥理大學、南臺科技大學、遠東科技大學、台南

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中華醫事科技

大學、崑山科技大學、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5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高雄大學、義

守大學、高雄醫學大學、財團法人一貫道天皇基金會一

貫道天皇學院、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第一

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

學、樹德科技大學、輔英科技大學、文藻學校財團法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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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

設計學院、高苑科技大學、和春技術學院、高雄市立空

中大學、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桃園市 國立中央大學、國立體育大學、中原大學、長庚大學、

元智大學、開南大學、萬能學校財團法人萬能科技大

學、龍華科技大學、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桃園創新科技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創新技術學院、健行

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2 

新竹縣 大華學校財團法人大華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 2 

苗栗縣 國立聯合大學、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亞太

學校財團法人亞太創意技術學院、仁德醫護管理專科

學校 

4 

彰化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大葉大學、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

大學、建國科技大學、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 

5 

南投縣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南開科技大學、一貫道崇德學院 3 

雲林縣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球學校財團

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3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南華大學、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吳鳳

科技大學、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5 

屏東縣 國立屏東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美

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 

5 

宜蘭縣 國立宜蘭大學、佛光大學、蘭陽技術學院、聖母醫護管

理專科學校 

4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大漢技術

學院、臺灣觀光學院、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5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2 

澎湖縣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 

金門縣 國立金門大學 1 

基隆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崇右技術學院、經國管理暨健康學

院 

3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交通大學、中華大學、玄奘大學、

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5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大同技術學院 2 

全國合計 164 

註：105 學年度以後校名以本部網站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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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構想與預測 

(一)發展構想 

1.設立公私立大學校院及其分校、分部，應考量學校資源

條件及地區需求，提出籌設計畫，由本部審酌全國專科

以上學校之分布情形，考量學校發展、區域均衡發展、

地方需求及政府財政狀況，並參酌申請大學之整體發展、

財務狀況、教學資源、辦學績效、招生情形及各項評鑑

結果等，並須符合設立標準，由本部審核或核定之。新

設國立大學及其分部新設案，本部原則暫不受理。 

2.專科以上學校得考量自身資源條件及發展重點，選擇合

適之合併對象，進行合併規劃。 

(二)發展預測 

單位：人；％

學年別 招生名額 新 生 註 冊 人 數 新生註冊率 招生缺額

93 379,454 318,983 84.1 60,471
94 370,481 315,918 85.3 54,563
95 367,140 310,408 84.5 56,732
96 358,405 299,231 83.5 59,174
97 349,053 289,638 83.0 59,415
98 335,827 266,818 79.5 69,009
99 332,650 271,152 81.5 61,498

100 328,358 273,713 83.4 54,645
101 327,474 272,288 83.2 55,186
102 324,171 258,771 79.8 65,400
103 319,428 264,554 82.9 54,616
104 312,924 264,720 84.7 47,842

　　　 新生註冊率公式：102學年以前為 B/A，103學年起為 B/(A-新生保留入學人數)，其中104學年新生保留入學人數

　　　 招生缺額公式：102學年以前為 A-B，103學年起為 A-B-新生保留入學人數。

表2. 大專校院新生註冊人數增減比較

說明： 1.本表大專校院(不含宗教研修學院)新生註冊率統計範圍包含日間及進修學制。

 　 　   2.核定招生名額(A)：不含各類外加名額人數。

　　　 新生實際註冊人數(B)：不含各類外加名額人數及退學者，自103學年起復扣除新生保留入學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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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近年來開始面對少子女化趨勢之衝擊，預估 105 學

年至 120 學年間，大學 1 年級學生人數平均年減 5 千

人，至120學年大一新生數約為18萬餘人，顯示受到少

子女化影響，未來將減少 7 萬餘人，依據我國總人口將

朝零成長之趨勢發展，當務之急應輔導大專校院，建立

學校停辦、改辦、合併、及學校法人解散清算之退場流

程。 

(1)公立大專校院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鼓勵國立大學合併，透過行政協助

及適當資源挹注下整合高等教育資源。 

(2)私立大專校院 

私立大專校院如有經營不善，有影響教學品質損害教

職員生之權益者，本部業發布「教育部輔導私立大專校院

改善及停辦實施原則」，就學校經營狀況訂定查核指標，

如有符合指標情形，本部將進行專案輔導改善，改善無效

果者，將輔導或命其法人停止全部招生及停辦，並鼓勵學

校法人改辦回應社會需求，強化公益原則，改辦其他教育、

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中央教育主管機關並在「尊重市場」

與「學校發展」之原則下，提供各校開放與彈性發展空間，

以輔導為先，由學校依本身條件提出轉型發展申請，必要

時由本部主動預警。 

另學校停辦後，如學校法人解散清算，其賸餘財產之

歸屬，應依現行私立學校法第 74 條規定【即依捐助章程

之規定；或依董事會決議，並報經法人主管機關核定，捐

贈予公立學校、其他私立學校之學校法人，或辦理教育、

文化、社會福利事業之財團法人；歸屬於學校法人所在地

之直轄市、縣（市）。但不動產，歸屬於不動產所在地之

直轄市、縣（市）】辦理。 

 

2. 預估未來可能大一新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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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大一新生

學生人數 
255,284 240,947 248,157 241,662 214,420 203,767 190,793 186,015 

學年度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大一新生

學生人數 
180,107 177,598 177,047 171,523 158,104 164,700 191,696 189,365 

 

 

 

 

 

 

本部就學校新生招生人數，係每年視學校就校務規劃、

教學特色、未來發展及因應少子女化等因素，進行審核。 

 

四、課題及對策 

 (一)課題 

有鑒於近年少子女化及高等教育數量快速擴增影響，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近期不再受理新設國立大學及其分部新

設案件；新設私立大專校院案件亦採從嚴審查原則，以合理

管控高等教育數量。 

大學合併、轉型或退場應以「教學品質」、「經營效益」

為首要考量。積極評估公立大學合併的可能性，並針對因生

源短缺導致校內教學及研究資源投入無法再維持優良環境

的學校，透過修訂及鬆綁法令等相關措施，輔導轉型或協助

退場，並就退場或轉型後學校的現有資源(校舍、土地及設

備等)、教職員安置及維護學生權利作妥適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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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0

210,000

230,000

250,000

2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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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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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策 

針對經營困難之學校，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將採循序漸

進之方式，分為「建立預警機制」、「提供輔導協助」及「進

行轉型發展」等三個階段辦理。並在維持私校公共性原則之

下，擬具退場學校校地變更及校產處分等事宜，以提高私校

退場誘因。 

學校法人停辦所設私立學校後，得依私校法第 71條申

請改辦為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為利學校法人改

辦其他事業作業程序更為便利，協請各部會及地方政府縮

短土地變更時程，以因應高教規模調整後，有效活用大專校

院土地。 

五、發展定位 

(一)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應審酌全國專科以上學校之分布情形，考量學

校發展、區域均衡發展、地方需求及政府財政狀況，並針對高等教育

整體發展、教育資源分布等，在維護公共性原則下，管制新設、增設

分校、分部之設立。針對空間發展定位上，本部近期不再受理新設國

立大學及其分部新設案件；新設私立大專校院案件亦採從嚴審查原則，

並研擬調整高教規模機制，如退場、轉型及合併等規劃，以降低少子

女化對高等教育衝擊，以合理管控高等教育數量。 

(二) 本部為加強人才培育與產業的連結，積極推動： 

1.大專校院與產企業各公會及協會建立交流平台：透過 6

所區域產學合作中心作為與各產業公會之交流平臺，廣

徵產（企）業代表意見，藉由區域產學合作中心拓展與不

同產業公協會之交流，協助學校發展更多實習機會、鼓

勵現職教師進行產學合作、業界研習及深耕服務等方式

獲取實務經驗，瞭解產業需求。 

2.進行即時性之人才培育計畫：包括產學攜手計畫、產業

碩士專班、學士後第二專長學位課程、產業學院專班等，

邀請產業即早參與人才培育。 

3.透過技專校院教師每六年至產業半年以上研習研究，增

進教學現場與產業實務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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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發展分布區位及空間發展用地縣市數量 

(一)發展分布區位 

目前新設國立大學及其分部新設案，教育部原則暫不

受理，並就高等教育整體發展、資源分布等，在維護公共性

原則下，管制新設、增設分校、分部之設立。 

 

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分布區位如圖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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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04學年度公立大學校院分布圖(含軍警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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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04 學年度私立大學校院分布圖(含宗教研修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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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間發展用地縣市數量     

1.目前(105 學年度)國內各公、私立技專校院共計 87 所，

衡酌高等教育發展趨勢、專科以上學校分布狀況及教育

資源配置情形，以及縣（市）之經濟、人口、交通、文化

及資源條件，逐步規劃適切之學校數量與用地使用，並

就現有資源(校舍、土地及設備等)，作妥適的安排。 

2.本部刻正規劃由大學透過盤點在地發展及產業需求議題，

媒合學校對接在地社區、文化、產業發展需求，以發掘

創新城鄉、產業及文化發展之可行實踐方案，並經由師

生共同參與，以促成在地產業的活化發展。 



106.01教育部體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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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之部門計畫-重要公共設施 

運動休閒設施 

壹、 政策與目標 
體育署 102 年發布之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對於我國未來體育長遠發展，訂定「活

絡校園體育增進學生活力」、「運動健身快樂人生」、「卓越競技登峰造極」、「植基臺灣邁

向世界」、「打造幸福經濟的推手」、「營造優質友善運動環境」等六大目標。為達成以上

目標，持續推動「改善國民運動環境與打造運動島計畫」、「國家運動園區整體興設與人

才培育計畫」、「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聯建設計畫」、「水域運動整體發展計畫」，打造符合

國際標準、高水準、永續發展及全民性、休閒性兼備的運動場館與場域，以培訓我國運

動選手、提升競技實力、普及全民運動風氣、推展休閒運動，並爭取舉辦國際大型綜合

運動賽會，促進國際體育交流，以實現「健康國民、卓越競技、活力臺灣」的新願景。 

貳、 發展現況 
一、 運動場館設施 

(一) 至 105 年度止，各直轄市、縣市轄內各類競技或休閒性運動場館統計數量如表

1。 
表 1  各直轄市、縣市轄內各類運動場館數量統計表 

項次 縣市別 公營運動場館 學校運動場館 國民運動中心 總數 

1 基隆市 14 108 1 123 

2 臺北市 71 585 12 668 

3 新北市 157 632 11 800 

4 桃園市 95 512 1 608 

5 新竹縣 37 244  281 

6 新竹市 15 167 1 183 

7 苗栗縣 51 296  347 

8 臺中市 93 662 1 756 

9 彰化縣 110 566 1 677 

10 南投縣 28 315  343 

11 雲林縣 42 534  576 

12 嘉義縣 26 270  296 

13 嘉義市 8 106  114 

14 臺南市 48 654  702 

15 高雄市 179 811 1 991 

16 屏東縣 78 458  536 

17 宜蘭縣 31 190  221 

18 花蓮縣 24 302  326 

19 臺東縣 17 211 1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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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澎湖縣 7 89  96 

21 金門縣 5 75  80 

22 連江縣 8 14  22 
註： 

1. 相關場館資訊摘錄自體育署「全國運動場館資訊網」，該網站登錄之場館資訊由場館所屬機關學校填報。 

2. 國民運動中心包含臺北市政府自行興建之運動中心。 

(二) 休閒性運動場館： 
1. 體育署（原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自 99 年度起，推動「改善國民運動環境與打

造運動島計畫」，補助地方政府於都會區興建 30 座國民運動中心，並興整建

各類運動設施，以打造優質運動環境，引導民眾養成運動休閒習慣。除體育

署補助興建外，各地方政府亦自行規劃興建運動中心或國民運動中心。 
2. 相關國民運動中心及運動中心統計如表 2。 

表 2  國民運動中心及運動中心統計表 
項次 縣市別 國民運動中心名稱 備註 

1 基隆市 基隆市國民運動中心 已啟用 

2 臺北市 

中山運動中心、北投運動中心、中正運動中

心、南港運動中心、萬華運動中心、士林運

動中心、內湖運動中心、信義運動中心、松

山運動中心、大同運動中心、大安運動中心、

文山運動中心 

1. 臺北市政府自行興建 

2. 均已啟用 

3 新北市 

三重國民運動中心、蘆洲國民運動中心、淡

水國民運動中心、土城國民運動中心、中和

國民運動中心、板橋國民運動中心、新五泰

國民運動中心、樹林國民運動中心、汐止國

民運動中心、永和國民運動中心、新莊國民

運動中心 

1. 新莊國民運動中心由

新北政府自行興建 

2. 均已啟用 

4 桃園市 
桃園國民運動中心、中壢國民運動中心、平

鎮國民運動中心 
 

5 新竹市 
竹光國民運動中心、新科國民運動中心 新科國民運動中心已啟

用 

6 新竹縣 竹北國民運動中心  

7 臺中市 
大里國民運動中心、潭子國民運動中心、南

屯國民運動中心、朝馬國民運動中心、中正

國民運動中心、長春國民運動中心 

朝馬國民運動中心已啟

用；中正國民運動中心已

完工 

8 彰化縣 
彰北國民運動中心、彰南國民運動中心 彰北國民運動中心已啟

用 

9 雲林縣 雲林縣國民運動中心  

10 嘉義市 嘉義市國民運動中心  

11 臺南市 永華國民運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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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屏東縣 屏東市國民運動中心 已啟用 

13 宜蘭縣 宜蘭市國民運動中心  

(三) 競技性運動場館 
1. 因應我國舉辦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已進行北部六縣市各運動場館設

施總體檢調查，目前規劃使用北部五縣市（北、北、桃、竹、竹）新建及既

有場館 60 座，建構北部地區國際賽會場館網絡。 
2. 依據全國運動場館資訊網資料庫統計資料，目前我國既有觀眾席座位數達 1

萬 5,000 人以上之大型運動場館共計 24 座，並以設置田徑場、棒球場及綜合

性體育館為主，且以分布情形而言，多數集中於六都，詳細分布情形如表 3。 
表 3  我國既有觀眾席座位數達 1 萬 5,000 人以上之大型運動場館統計表 

序號 縣市別 鄉鎮市區 場館名稱 觀眾席座位數 

1 宜蘭縣 宜蘭市 宜蘭運動公園田徑場 15,000 
2 基隆市 信義區 基隆市立田徑場 20,000 
3 臺北市 松山區 臺北田徑場 20,000 
4 新北市 新莊區 新莊田徑場 16,000 
5 新北市 板橋區 板橋第一運動場 30,800 
6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國際棒球場 20,000 
7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立體育館 15,000 
8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立田徑場 35,000 
9 桃園市 龜山區 國立體育大學綜合體育館 15,000 

10 新竹縣 竹北市 新竹縣立第二體育館 15,000 
11 苗栗縣 苗栗市 苗栗縣立體育場 15,000 
12 臺中市 北屯區 洲際棒球場 20,000 
13 臺中市 豐原區 臺中市立豐原體育場 20,000 
14 臺中市 北區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田徑場 25,000 
15 南投縣 南投市 南投縣立體育場 16,000 
16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立體育場 25,000 
17 嘉義市 東區 嘉義市立田徑場 15,000 
18 臺南市 南區 臺南市立棒球場 20,000 
19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巨蛋體育館 15,000 
20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國家體育場 40,000 
21 高雄市 鳳山區 鳳山田徑場 18,000 
22 高雄市 鳥松區 澄清湖棒球場 20,000 
23 高雄市 苓雅區 中正運動場 30,000 
24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縣立棒球場 15,000 

註：相關場館資訊摘錄自體育署「全國運動場館資訊網」，該網站登錄之場館資訊由場館所屬機關學校填報 

二、 自行車道路網 
體育署自 102 年度起，以串連、優質化為目標，推動「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聯建設

計畫」，補助各縣市政府建置自行車道路網 470 公里，並配合交通部規劃環島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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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完成「自行車環島 1 號線」總長度 1,203 公里(其中新建自行車道 826 公里)，
全國自行車道總長度截至 105 年 11 月份，已達 5,513 公里，如表 4，將有助於普及

推廣自行車運動，提升全民規律運動風氣，讓臺灣朝向「自行車島」的願景目標邁

進。 

表 4 全國(各部會)自行車道建置長度統計(截至 105年 11月 5日) 

項次 
機關名稱 

類型 
交通部 
(省道) 

內政部 
(市區道路) 

環保署 
(空品地區) 

體育署 
(非都市道路) 

總計 
(公里) 

1 自行車道 628 407 290 3,362 4,687 

2 
環島 1 號線主線+環
支線新建長度里) 

699 - - 127 826 

 總計(公里) 1327 407 290 3,489 5,513 
註：本表自行車道建置之里程數計算，包含自行車專用道路及自行車共用車道。 

三、 水域運動 
臺灣四面環海，擁有豐沛的海洋資源，且內陸河川、湖泊等水域環境類型相當多元，

發展水域運動的潛力很大；惟政府資源較少投入於水域運動，雖然目前已有各種水

域遊憩活動，但無論就水域安全管理或專業競技訓練來說，均有待政府加強輔導協

助。體育署刻正針對國內水域運動推動策略進行長遠規劃，並持續與各地方政府、

體育團體及民間業者合作，共同辦理水域運動人才培育、活動體驗、國內外賽事舉

辦、產業發展等重點工作。 
四、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一) 完成及啟用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戶外訓練場及綜合集訓館（可容納 14 項運動項目

及重量訓練室）。 
(二) 完成國家射擊訓練基地-公西靶場興建，該靶場符合國際 ISSF 規範之現代靶場，

含室內靶場乙棟（具備 10 公尺靶場 80 靶道、10 公尺移動靶場 3 組、25 公尺靶

場 11 組、50 公尺靶場 60 靶道、住宿及會議空間等設備）及室外飛靶場 3 座，

其中室內靶場可承接世界級賽事，室外飛靶場 3 座符合承接奧運級賽事之設備

規模。預計 106 年完成相關驗收接管啟用作業。 
(三) 整合國立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現有宿舍、餐廳及相關訓練場館(舉重、

射箭、體育館、運傷及重訓室)，於 105 年度完成宿舍及相關訓練場館整建工程，

餐廳工程刻正執行中，預計 106 年 3 月竣工，可提供國家代表隊培訓及移地封

閉訓練及東部地區尚未調訓之青少年選手培訓使用。 

參、 發展構想與預測 
一、運動場館設施 

(一) 休閒性運動場館 
隨著國人對於運動之重視，及我國進入高齡化社會，培養國人健康體魄，將有

效降低醫療成本。進而為所有想運動的人提供便利、可及性高的運動空間，尤

其是滿足弱勢族群、婦女、兒童、身心障礙者及老年人的運動需求，為未來中

央及地方政府 
(二) 競技性運動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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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應舉辦國內、外運動賽事需要，預計於 2029 年前逐步完成建構北、中、

南三區綜合性賽會運動場館網絡之目標。 
2. 各區域內之運動設施場館數量與規模，以能舉辦亞洲運動會正式比賽運動

種類之運動場館設施為依歸，並以整建及區域聯合發展為主，部分特殊運

動種類所需運動場館設施（如自由車、馬術、輕艇、划船或帆船等）則視

區域發展特色及既有運動場館設施支援，並規劃為單一用途永續賽會環

境。 
二、自行車道路網 

體育署輔導各縣市政府建置自行車道，結合各地社會文化、觀光景點建置休閒型自

行車道路網，帶動自行車運動的流行風潮，對外成為臺灣觀光旅遊的重要亮點，也

促成了國內自行車產業的蓬勃發展。 
三、水域運動 

水域運動項目多元且豐富，除相關運動產業整體產值非常可觀外，亦可結合觀光旅

遊資源，創造出多元水域遊憩活動及生態旅遊，讓國人有機會看見不一樣的臺灣。 
四、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一) 以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21.08 公頃之用地為主，將賡續建構培訓、生活照護及行

政支援等環境，如宿舍、餐廳、公共設施與既有建物拆除補照等。另配合國防

部士校營區 16 公頃用地撥用，及結合高雄國家體育場土地 18.9 公頃，總計約

55.98 公頃，打造為功能和結構完整南部「國家體育園區」，俾滿足未來訓練及

舉辦國際賽事之需求的國家體育園區，並藉由舉辦國際賽事來整體帶動高雄當

地都市發展。 
(二) 於國立體育大學建構適應體育園區，提供身心障礙選手(帕運)培訓及舉辦身心

障礙運動賽事，同時亦可整合學校資源供適應體育學系教學實習及提供特殊族

群活動使用。 

  肆、課題及對策 
一、 運動場館設施 

(一) 面臨課題 
1. 地方政府財力及人力有限，無適當之專業人力及財源對於場館之經營管理

及對於場館設施設備進行妥適之維護管理，致多數場館營運績效不彰，尤

其大型運動場館多難以維持良好品質，及發揮場館設置之目的。 
2. 運動場館如有委外經營，於商業經營保證營利及維持場館原為體育運動使

用目的如何達成平衡，是未來運動場館經營管理課題之一。 
3. 運動場館管理人才缺乏，既有人才專業職能不足，學產落差致人才無法適

用運動場館業，如何建立運動場館管理人才培育機制，增加就業機會，並

強化現有人才專業能力，係未來發展重要課題。 
4. 國內既有競技性運動場館，多數未符合國際賽會需求。 

(二) 因應對策 
1. 各級政府於興設運動場館前，應充分評估其未來營運管理財務情形，並進

行促參可行性評估，鼓勵引進民間資源挹注，不僅可減少各級政府財務負

擔，並透過民間企業式管理，增加場館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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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辦民營之運動場館，應由管理單位與營運單位協議於委託期間，提供體

育運動團體推展體育活動時段，增加體育活動使用場地機會，以發揮原有

場館興建目的及功能。 
3. 邀集運動、建築、土木、經營管理等各界學者專家召開相關運動場館專業

人才培育機制座談會，強化現有人才培育機制，協助運動休閒管理及建築

等不同專業領域人才交流機會，以達培育多元專業人才目標，並鼓勵運動

場館業可加強在職員工訓練，取得相關證照，全面提升運動場館服務品

質；另藉由「運動產業發展條例」之施行及各項體育運動政策之推動，提

升整體運動風氣，活絡運動場館業，增加運動場館經營人才之就業機會。 
4. 配合我國舉辦 2017 臺北世大運進行賽會場館擇定，進行北部地區部分既有

場館體檢，多未能符合賽會最低需求。我國以爭辦 2030 年亞運為願景目

標，並配合國內重要綜合性運動賽會舉辦，將整合北中南區域既有場館資

源，進行既有運動場館設施篩選及舉辦國際賽事候選場館規劃事宜，以建

構北中南區域國際賽會場館網絡。 
二、 自行車道路網 

(一) 面臨課題 
1. 縣市政府跨域整合能力不足，環島串連困難。 
2. 土地取得困難，難以建設專用自行車道。 

(二) 因應對策 
1. 有鑒於自行車道為線性計畫，毗鄰縣市間若無良好溝通機制及整合作法，

提報計畫往往侷限於所轄地界，未能展現整體路網架構；為達到環島串連

目標，本部體育署輔導縣市政府建立橫向聯繫管道，並以環島、跨縣市或

區域內串連的自行車道為優先輔助對象。 
2. 目前國內自行車道多有與汽機車共道行駛情形，尤其中南部路權較複雜，

仍待與相關單位協調闢設自行車專用道，以提供騎乘者安全、舒適、優質

騎乘環境，深化其騎乘經驗；路權或私有土地取得困難者，則以尋找其他

替代路線或加強安全設施等保護騎乘者安全。 
三、 水域運動 

(一) 面臨課題： 

因國內對於河川、湖泊、海域分屬不同中央主管機關（如經濟部水利署、農委

會漁業署、交通部觀光局、海巡署等），且各有相關法令限制，致水域運動及

相關產業推展不易。 

(二) 因應對策： 

本部原研提「政策引導型公共建設計畫－水域運動整體發展計畫」，規劃以

「小大鵬，大臺灣」為主軸推展水域運動，惟因政策變更，刻正重新評估有

無更合適地點以帶動水域運動發展。 

四、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一) 面臨課題：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自民國 65 年起即肩負培訓國家級運動選手之重任，雖逐步建

置室內及室外訓練區，惟住宿環境、現有建物設施設備老舊簡陋，不符訓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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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與國際標準，急需興整建，以支援選手取得競技成果，另囿於中心地輻狹小，

現有設施及場地已不敷使用。 
(二) 因應對策： 

為使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規劃更臻周整完善，增強申辦國際賽事利基，節省政府

支出，引進民間資源投資興建，爰將鄰近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東側約 16 公頃國防

部管理之用地（士校營區）一併納入整體規劃，並積極與國防部商議土地撥用

事宜，經多次協調國防部對土地之移撥已表示同意，後續將依該部土地撥用原

則採「代拆代建，先建後遷」辦理。 

伍、 發展定位 
一、運動場館設施： 

(一) 休閒性運動場館：由各地方政府依據全民運動習慣推廣狀況、民眾運動需求、

轄內現有運動設施數量分布、及轄內土地利用狀況，研提轄內運動設施改善計

畫，體育署並視年度經費編列狀況，予以改善經費協助，以提供民眾優質性、可

及性、安全性之運動環境。 
(二) 競技性運動場館： 

1. 以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建構北部地區賽會場館網絡之經驗，充分考量

全國綜合性運動賽會及國際運動賽會之舉辦需求，以區域發展為規劃主軸，

並整合土地開發、觀光、休閒遊憩、運動產業等面向，逐步於中部及南部建

置符合國際運動賽會水準之場館設施（含附屬設施），並能永續發展。 
2. 以爭辦 2030 年亞運為願景目標，並配合國內重要綜合性運動賽會舉辦，將

整合北中南區域既有場館資源，進行既有運動場館設施篩選及舉辦國際賽

事候選場館規劃事宜，以建構北中南區域國際賽會場館網絡。 
3. 積極結合各級學校及公有運動場館納入整體性環境規劃範圍，並取得運動

設施與生態環境間的平衡，融合當地特色，兼顧水土保持及環境保護。 
4. 大型運動場館應朝向永久性綠建築規劃，並須與周邊商圈、交通體系、人

文地理條件及社區發展等作全面跨域整合，採取多角化經營，使場館能自

給自足，永續經營。 
5. 北、中、南三區運動場館網絡宜設有符合國際標準、高水準、永續發展及

全民性、休閒性兼備的大型運動場館，並符合下列條件： 
(1) 屬於國際及亞洲奧林匹克委員會所定正式比賽種類之室內外運動設施。 
(2) 土地開發面積須達 5 公頃以上。 
(3) 投資總額不含土地達新臺幣 5 億元以上。 
(4) 觀眾席次（含臨時座位）達 1 萬 5,000 人以上。 

二、自行車道路網 
自行車道相關建設及推廣，體育署除配合交通部環島路線之規劃，共同建置「自行

車環島 1 號線」外，透過辦理「十大自行車經典路線徵選」及騎乘經典路線之行銷，

推廣自行車運動休閒活動。中央部會分工為交通部（環島公路系統）、內政部營建署

（市區通勤型）、教育部體育署（運動休閒型）等。 
三、水域運動 

為善用臺灣豐沛的海洋資源，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動六級化藍色經濟構想，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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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擬就水域運動之推展研提相關公共建設計畫，刻正辦理全國水域運動場域設施潛

力發展調查與評估中。 
四、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以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南部園區)為主要開發，並佐以培訓基地之興整建，主要定位係

以提供菁英級選手培訓與教育為主。包含北、中、南、東部園區架構，配合培訓所

需，建構我國菁英運動員優質培訓環境，支援選手取得競技成果，協助運動選手追

求「更快、更高、更強」的競技最高境界，爭金奪冠，攀登高峰。 

陸、 發展區位分布 
一、運動場館設施 

(一) 我國現有休閒性及競技性運動場館設施數量分布如表 1。 
(二) 休閒性運動場館：由各地方政府依據全民運動習慣推廣狀況、民眾運動需求、

轄內現有運動設施數量分布、及轄內土地利用狀況，規劃轄內運動設施改善或

興建。 
(三) 競技性運動場館 

1. 配合 2017 臺北世大運舉辦，經辦理北部地區既有場館檢視，擇定 60 座場

館作為賽會場館，並建構北部地區國際賽會場館網絡。相關賽會運動場館

場館分布數量如表 5。 
表 5  2017 臺北世大運運動場館統計表 

所屬單位 

縣市別 

臺北市

政府 

新北市

政府 

桃園市

政府 

新竹市

政府 

新竹縣

政府 

國立大

專校院 

私立大

專校院 

其他大

專校院 

其

他 

小

計 

臺北市 23     2 1  1 27 
新北市  7     5   12 
桃園市   3   6 3 2 1 15 
新竹市    1  1    2 
新竹縣     3 1    4 
小計 23 7 3 1 3 10 8 2 2 60 

註：其他大專校院為陸軍專科學校及中央警察大學/其他場館為南港展覽館一館及揚昇高爾夫球場 

2. 以爭辦 2030 年亞運為願景目標，並配合國內重要綜合性運動賽會舉辦，將

整合北中南區域既有場館資源，進行既有運動場館設施篩選及舉辦國際賽

事候選場館規劃事宜，以建構北中南區域國際賽會場館網絡。 
二、自行車道路網 

為提供國民自行車運動休閒環境，體育署自 91 年起，即致力推動「全國自行車道系

統計畫」、98 至 100 年間推動「自行車道整體路網規劃建設計畫」，在各縣市鄉鎮地

區依其地形地貌，建構優質自行車道。102 年起以「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連建設計

畫」，以「串連」及「優質化」為概念，將各地區既有自行車道串連起來，進而完成

環島自行車道路網。全國自行車道總長度截至 105 年 11 月份，已達 5,513 公里，其

中運動休閒型自行車道計 3,489 公里(體育署核定辦理)，預計於 107 年底時，由體育

署核定補助辦理之自行車道長度將可達 4,420 公里，如表 6(包含自行車專用道路及

自行車共用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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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體育署補助辦理自行車道分布表（91 年至 107 年預估達成數） 

縣市別 核定公里數 縣市別 核定公里數 

基隆市 44 嘉義市 11 
臺北市 50 嘉義縣 214 
新北市 211 臺南市 220 
桃園市 113 高雄市 229 
新竹市 54 屏東縣 210 
新竹縣 202 臺東縣 156 
苗栗縣 265 花蓮縣 576 
臺中市 245 宜蘭縣 345 
彰化縣 191 澎湖縣 165 
南投縣 405 金門縣 28 
雲林縣 195 連江縣 91 

合計 4,420 公里 
 

三、水域運動 
為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下稱國發會）「海洋經濟整合發展構想」，本部提報「政策引

導型公共建設計畫－水域運動整體發展計畫」（下稱水域計畫），惟因配合政策變更，

未獲行政院核定，刻正辦理全國水域運動場域設施潛力發展調查與評估中。 
四、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以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為主，並佐以北部及東部培訓基地。 
(一) 南部：競技與教育為主，以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為核心。 
(二) 北部：競技與教育為主，以國立體育大學為核心，佐以國家射擊訓練基地--公西

靶場。 
(三) 東部：移地訓練與教育為主，以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為核心。 

柒、 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縣（市）分派數量 
一、運動場館 

(一) 休閒性運動場館：由各地方政府依據全民運動習慣推廣狀況、民眾運動需求、

轄內現有運動設施數量分布、及轄內土地利用狀況，規劃轄內運動設施改善或

興建。 
(二) 競技性運動場館： 

1. 以爭辦 2030 年亞運為願景目標，並配合國內重要綜合性運動賽會舉辦，將

整合北中南區域既有場館資源，進行既有運動場館設施篩選及舉辦國際賽事

候選場館規劃，預定完成北中南區域總計約 85 座場館符合國際賽會標準。 
2. 因應亞運賽會需求，預定需興建主場館 1 座，基地面積約需 21 公頃，該場

館興建將視後續賽會申辦狀況，如有興建必要，將由主辦城市負責興建，並

由體育署予以經費協助。 
二、自行車道路網 

1. 自行車道環島路網業已完成「環島 1 號線」，後續支線之建構將回歸由交通部賡



106.01教育部體育署 

169 

續辦理。 

2. 為提供國人優質自行車運動休閒環境，自行車道路網長度及密度業已能提供民眾

隨時、便利之運動環境，後續擬以既有自行車道路線 4,420 公里辦理「優質化」，

檢視早期以人文景觀為主，忽視騎乘安全之路線、鋪面設計，以安全性、友善性

為原則，提升既有自行車道路之騎乘品質，達到「自行車島」目標。 
 

三、水域運動 
依全國水域運動推動現況，針對帆船、輕艇、划船等水域運動項目，規劃未來推動基礎

設施含艇庫、簡易碼頭或曳船道、盥洗設備、訓練及行政空間等，空間需求刻正辦理全

國水域運動場域設施潛力發展調查與評估中。以下為初步規劃地點： 

(一) 屏東大鵬灣地區：目前為帆船訓練地點，定期舉辦臺琉盃國際帆船賽、總統盃

全國帆船錦標賽等國內外賽事。 

(二) 新北市微風運河：目前為輕艇訓練地點。 

(三) 新北市八里：目前有民間業者經營帆船俱樂部。 

(四) 桃園縣石門水庫：規劃作為划船、輕艇訓練地點。 

(五) 南投縣水里溪：目前為激流輕艇訓練地點。 

(六) 南投縣日月潭：目前為輕艇、划船訓練地點。 

(七) 臺南市安平運河：目前為划船訓練地點。 

(八) 臺南市安平港（漁光島）：目前為帆船訓練地點。 

(九) 高雄市西子灣、愛河、蓮池潭、興達港等：目前為帆船、輕艇、滑水訓練地

點。 

(十) 宜蘭縣冬山河：目前為划船訓練地點。 

(十一) 宜蘭縣豆腐岬：目前為帆船訓練地點。 

(十二) 花蓮縣鯉魚潭：目前為輕艇訓練地點。 

(十三) 臺東縣活水湖：目前為輕艇訓練地點。 

(十四) 澎湖縣觀音亭：目前為國內風浪板重點培訓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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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以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為主，並佐以北部及東部培訓基地。 
(一) 南部：以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為發展核心，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用地規模約 21.08

公頃，未來將合併現有海軍陸戰隊士校營區用地範圍進行籌建，用地規模約 16

公頃。 

(二) 北部：以桃園市龜山區國立體育大學為核心，佐以國家射擊訓練基地--公西靶

場，用地規模分別為 61公頃及 5.95公頃。 

(三) 東部：整合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為核心，整合該校既有場館設施，

用地規模約為 33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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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國土計畫」文化設施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壹、 前言 

依據《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4條規定：「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應包括住宅、產業、運輸、重要公共設施及其他相關部門，並載明下列

事項：（一）全國部門發展政策。（二）部門空間發展現況。（三）課題

及對策。（四）部門空間發展定位。（五）部門空間發展分布區位。

（六）部門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直轄市、縣（市）分派數

量。」 

 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共分產業、交通運輸、住宅與城鄉發

展、重要公共設施、能源、水資源等項目。依 105年 9月 6日「國土計

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第 1次研商會議決議，文化部列為主辦機關之項

目為重要公共設施項下「文化設施」子項。 

 「文化設施」，為提供文化活動、擴展文化空間的實體表現，依其

內涵主要包含二部分：一為提供美術、音樂、戲劇等藝術文化活動的展

演場地，包括：文化中心、社教館、圖書館、博物館、藝廊、音樂廳及

戲劇院、電影院等藝文活動展演場所、公園綠地面積、公共設施等休閒

育樂場所；二為文化資產所定著之場域及場所，包括：有形文化資產

（包括：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

文化景觀、自然地景）之建造物（群）、空間及附屬設施、街區、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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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體現古物、無形文化資產之場所、水下文化資產保護之範圍或場域。 

文化部轄管法規中，涉及文化設施法規為「博物館法」、「文化資產

保存法」、「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現依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及 105年

9月 6日會議決議，提出文化設施部門空間發展策略，包含「博物

館」、「文化資產」、「水下文化資產」、「表演設施」四細項 2。 

 

貳、 政策與目標 

一、 博物館 

博物館屬具有高度精神價值之文化機構，世界各國不僅重視其典

藏、研究、展示、教育的傳統功能，更視之為文化指標及城市標誌。在

全球化的浪潮下，國際或地域之間在交通、資訊、貿易、金融與文化等

面向的交流關係日趨緊密，也意味著彼此競爭越漸頻繁，每座城市、每

個國家均需有效而強力地凸顯自己獨特的競爭利基、加強人才素質。博

物館不單是個人終身學習的寶庫，其日益彰顯的文化觀光與創意加值等

角色，也成為大眾觀光朝聖或休閒娛樂的熱點，故博物館往往成為一個

地區、一座城市乃至於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關鍵表徵。 

隨著全球博物館的發展更加多樣化與國際化，博物館在我國亦應扮

演更為重要的角色。歷經多年努力，博物館法於 104年 7月 1日公告施

                                                      
2另有關流行音樂場館、影視基地及文創園區尚在辦理相關委託調查研究中，完成後

如認為有需納入部門空間發展策略，將於 106年 12 月底前提供更新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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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賦予博物館提升專業性、公共性、多元性等功能。而依據博物館法

第 2條規定，博物館事業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文化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

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意即文化部作為博物館的中央主管

機關而須致力於全國博物館事業發展，地方政府於文化部對於地方層級

博物館之輔導補助機制中亦應扮演關鍵角色，共同扶植博物館事業。文

化部於 104年 12月 31日發布「博物館專業諮詢會組成及運作辦法」、

「私立博物館設立及獎勵辦法」、「博物館分級輔導辦法」、「博物館評鑑

及認證辦法」及「博物館法施行細則」；復於 105年 2月 18 日與審計

部、財政部會銜發布「公立博物館典藏品盤點作業辦法」，完成博物館

法所訂 6項子法之制定。 

基於博物館法之施行，文化部刻擬定博物館政策發展白皮書，以典

藏為本，人為核心的概念，並強調博物館之專業性、公共性、多元性、

教育功能及國際競爭力，結合博物館與社區、地方文化館或其他文化與

社教機關（構）之資源，透過跨單位、跨領域合作方式，以主題建構博

物館系統，使在地文化得以保存、展示及推廣，讓每個人易於接觸，並

有同等的參與、體驗及運用機會，進而對己身成長或生活的地方找回記

憶或產生歸屬及認同感。博物館政策發展白皮書區分為六大構面： 

（一） 營運發展： 

1. 建立博物館業務調查及統計資料庫：透過建置博物館業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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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及專網，掌握我國公私立博物館事業形貌。 

2. 健全博物館設立、輔導、評鑑及認證機制：依博物館法相關子

法之規範，促使各主管機關共同合作完備設立及輔導機制，對

於已具營運功能之館所提供進階提升及發展機會；對於尚未完

全符合法定標準之館所協助補強及改善不足之處；對於有意申

請設立成為私立博物館者，亦輔導協助相關建置事宜，並以評

鑑及認證計畫推動各博物館自我檢視其設立宗旨、中長期館務

之營運發展，以建立專業典範。 

3. 促進典藏之管理、研究及應用機制：推動博物館本於設立宗

旨，持續徵集並蒐藏相關藏品、證物或資料，並妥善保存、維

護與研究，作為後續轉化應用之基石。 

（二） 永續經營： 

1. 推動博物館系統：以國立級博物館核心特色為主題，與相關類

型之中小型館所或在地社區資源館際合作，發展地方知識學，

亦輔導協助中小型館所強化專業職能與服務品質。 

2. 提高博物館財務自主及運用效益：在強調博物館之公共價值及

教育推廣功能為前提下，鼓勵博物館引進企業營運概念自籌財

源；並促使各地方政府積極輔導博物館以永續經營為目標營

運。 



 

178 

3. 建立博物館對氣候變遷及防災意識：推動各博物館採取對環境

友善之措施，確實建立緊急災害應變機制，並可扮演災害應變

議題之知識傳播者。 

（三） 文化平權： 

1. 加強博物館服務設施：因應我國人口結構調整及多元族（社）

群使用需求，博物館應以使用者為中心設計並改善館內軟硬體

服務及設施。 

2. 增進不同族（社）群之博物館近用權：促使博物館依聯合國公

約（如「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等）及相關法規重視不同

年齡層觀眾之理解及需求，並保障各種觀眾對於博物館的近用

權。 

（四） 創新科技： 

1. 媒合新科技導入博物館服務：整合內容（典藏）、技術（科技工

具）及應用（加值與授權）等資源，並以博物館作為實驗場

域，提供觀眾創新之博物館服務。 

2. 運用新科技創造博物館經驗：提供博物館多元呈現方式，形塑

博物館的創意形象、並以此發展適合各族（社）群之博物館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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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際交流： 

1. 以潛力發展特色扮演領航角色：以整合行銷策略集結各博物館

典藏內涵與特色，透過各類活動推廣博物館能見度。 

2. 促進國際組織之參與合作：積極參與國際專業委員會事務，並

投入交流活動，爭取我國博物館知名度及共同合作機會。 

（六） 人才培育：建立專業知能及人才培育機制：推動各地方政府

成立專責單位或組織，並鼓勵各公私立博物館、博物館相關之大

學校院與非營利法人或團體，積極結合學校或社會資源，提供博

物館從業人員進修、專業提升及產學合作管道，以加強博物館營

運專業效能。 

 

二、 表演場館 

透過表演場館的興設與推動藝文展演活動，可提升國內藝文人口、

促進民眾文化參與，落實文化平權，以健全我國文化人權保障；亦能藉

表演場館之專業營運，讓演藝團隊有更優質之表演環境，進而提升藝術

創作之精進，從而建構藝術自由支持體系。尤其長期以來，政府對於扶

植演藝團隊不遺餘力，近年來，文化部透過多項扶植演藝團隊政策，如

臺灣品牌團隊、分級獎助演藝團隊、縣市傑出演藝團隊等計畫，已漸趨

讓演藝團隊團務運作更趨穩定。所以各地表演場館顯然可以扮演為演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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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提供演出場所、培養在地藝文人口及開發觀眾的專業劇場經營者角

色，讓表演藝術生態更為健全，也讓表演藝術產業鏈有良性的循環。在

這個政策前題下，期待落實以下幾個目標： 

（一） 推動文化平權，培育各地藝文人口 

藉全國表演場館營運，透過各場館有意識的策辦節目，推展多元

表演藝術，以落實文化平權，並以文化中心為載體，以表演藝術

為內容開發觀眾。如：讓劇場內優質的表演節目下鄉巡演、接送

偏鄉、弱勢族群到劇場觀賞節目及提供多元族群表演節目等模

式，讓全國各族群及民眾，不因地理位置及身份都能有機會欣賞

表演藝術，讓文化平權落實在城鄉間，促進民眾的文化參與權

利，間接培育藝文人口。 

（二） 培育專業藝術行政及劇場人才 

全國表演場館因為國內外表演團隊的持續交流，已逐步朝向專業

劇場營運，未來對於專業劇場人才與藝術行政人員的需求更是迫

切。尤其是劇場工作涉及節目策辦、行銷宣傳、觀眾開發、資源

連結、舞台工程等專業工作，更需要專業人才的投入，豐富整體

表演場館的營運質量。 

（三） 培養觀眾購票欣賞節目，活絡表演藝術產業 

團隊、場地與觀眾是表演藝術的三要素。觀眾購票欣賞藝文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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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習慣仍有城鄉差距現象，造成部分表演場館或演藝團隊收支不

能平衡，有必要透過培養觀眾「進劇場」進階到培養觀眾「購票

進劇場」，如此方能活絡表演藝術產業。 

 

三、 文化資產 

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業於 105年 7月 27日經總統公布全案修

正，文化資產業務為保存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

古遺址、史蹟、文化景觀、傳統表演藝術、傳統工藝、口述傳統、民

俗、傳統知識與實踐及古物等文化資產，並加以活化利用，除須保障文

化資產保存普遍平等之參與權外，更要藉以充實國民精神生活，發揚多

元文化。 

因此，配合政策主張、施政理念及盱衡國際社會的發展趨勢，以

「保存」「過去」遺留之文化資產，「傳承」文化資產在「現今」，進而

「弘揚」文化資產於「未來」為核心任務；在「保存文化古風采」、「傳

承歷史縱四海」、「弘揚藝術真精彩」的願景下，提出國家文化資產保存

政策，期許落實「文化資產參與平等化」、「文化資產治理普及化」、「文

化資產保存多元化」、「文化資產活用在地化」、「文化資產維護專業

化」、「文化資產推廣科技化」、「文化資產教育紮根化」、「文化資產發展

國際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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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化資產參與平等化：保障文化資產保存普遍平等之參與

權，落實文化平權，確保人民的｢文化近用｣，建立系統性的支

持，宣揚文化資產。文化生活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國家必須積

極確保人民普遍平等的參與權，不會因為身份、年齡、性別、

地域、族群、身心障礙等原因產生落差。而文化平權並非齊頭

式公平，應該做到「垂直式公平」，也就是起始條件相對弱勢

者，需要政府給予更多系統性的支持，以達｢文化近用｣的實質

平權。而在國家文化資產保存上，無論是有形或無形文化資產

的保存，則應重視城鄉差距，結合教育體系，包含正規與非正

規教育系統，提升人民的知識水準及豐富對文化資產的參與

度，具體落實｢文化近用｣的實質平權，進而充實國民精神生

活。 

（二） 文化資產治理普及化：翻轉文化治理，開放公民參與。面對

自由民主與多元開放的新時代，在政策上必須翻轉過去由上而

下的文化治理，回歸專業治理，並引入公民參與式機制，中央

與地方文化資產主管機關均應擬定文化資產保存中長程計畫及

年度計畫，包括經費配置，並對外公開，而計畫擬定過程則應

邀請相關權益關係人，包括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保存

者、文化社群、文史工作者、或社區居民代表之參與，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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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文化資產保存的權利，並善盡保存維護全民參與的義

務。 

（三） 文化資產保存多元化：透過多元文化資產保存，建立文化的

認同（identification）與自明性（identity）。文化多樣性不

僅是體現在人類文化資產通過豐富多彩的文化表現形式來表

達、弘揚和傳承的多種方式，也體現在藉助各種方式和技術進

行的藝術創造、生產、傳播、銷售和消費的多種方式。透過多

元的文化資產保存，不僅在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上，更

要關注不同族群的思維、價值觀與其特殊性，建立文化的認同

感，並展現文化的主體性與自明性。 

（四） 文化資產活用在地化：文化資產的活用與傳承，須能連結和

再現土地與人民的共同記憶，再造歷史現場文化保存，不僅是

環境教育中的重要一環；透過文化資產的保存、維護與活化，

則必需能連結與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建構國民與歷史

之聯繫，才能成為具體的文化力；而世代累積的記憶與知識的

傳承不能僅是被保存展示，而必須要能持續在現代社會中被使

用、被思考。是故，文化資產、文化資源的再現，必須要能體

現文化資產的｢一源多用｣。因此，透過「再造歷史現場」專案

計畫，做為｢重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包括「有形文化資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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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治理」，以及「無形文化資產的傳承活用」兩方面，以文化

資產為核心的空間策略，創造有魅力且高品質的城鄉環境；藉

由以臺灣史地為本的人文地景，厚實文化創新之底蘊；進而結

合科技與文化資產，擴大文化資產的應用場域，建構具深度的

加值內容。 

（五） 文化資產維護專業化：傳統技藝結合保存科學技術與創新，

建立保存修復專業有形文化資產的保存、維護與修復工作，除

了有賴傳統工匠的技藝外，仍需結合專業化的保存科學技術與

創新；而在水下文化資產的保存上，更是需要高度的專業科技

結合。因此，在專業保存修復技術的應用與創新方面，各類文

化資產原物透過化學性、物理性或生物性的介入方式予以修

復，儘管隨著國內外技術之研發（包括材料與方法）而需有所

變革創新外，必須在適合臺灣的自然環境條件下，確保其可逆

性、環保性及安全性，以真正達到原物得以延壽的目的。是

故，對於這些程序與方法的規範與準則予以標準化，進而成為

保存修復技術數位化資料庫的一部分，是提升文化資產保存工

作的重要基礎之一。 

（六） 文化資產推廣科技化：結合數位科技及創新理念，開創新思

維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想像力及理解力的廣度可以更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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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延伸；透過科技與文化資產的結合，除了可以擴大文化資產

的應用場域，建構具深度的加值內容外，更可再現土地與人民

的共同記憶，提供更為多元的想像與理解。因此，因應數位載

具的變革，未來將投入更多資源於文化資產的數位化與新媒體

的呈現。舉凡有形或無形文化資產，以及美術館或博物館的國

寶古物館藏等，皆可以是文化資產數位化紀錄與再現的標的；

包括傳統戲劇、音樂、舞蹈、武術動作的捕捉及數位化，古蹟

或歷史場域的重建與再現等，亦都可加入更多新型態的多媒

體，例如數位串流（digital convergence）、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等進行

整合應用，創造更豐富的展現及體驗形式。 

（七） 文化資產教育紮根化：文化資產保存教育之深化與再造，強

化青年駐地參與，組織保存社區文化資產活力隨著都市化與人

口高齡化，社區居民的交流機會逐漸減少，產生了社區認同凝

聚不易、互助動能降低等危機；另一方面，從地方知識的傳

承、地方產業的發展、在地文藝創作的進行到高齡人口社會性

的維持等，皆需要以固定場域來蓄積發散。因此，政府應該打

造多元化的社區共享空間，透過社區內文化資產的運用、協調

公有資產釋出、鼓勵民間參與、設置社區博物「站」及結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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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資產學院輔導團隊進駐等方式，以靈活彈性的獎補助規劃、

積極主動的進行跨單位協調和文化熱點路線串接，讓社區文化

資產得以妥善維護與活化，一分面創造就業機會，讓新一代的

青年留鄉、回鄉，另一方面亦可讓新血不斷投入社區營造的環

境，深耕社區文化。 

（八） 文化資產發展國際化：推動文化資產外交，創造國際連結我

國近年來在文化資產保存的最新理論及相關技術發展上，已不

遜色於其他先進國家，因此以文化資產做為文化交流的重心項

目之一，應有助於我國突破外交之困境。透過文化資產保存經

驗的輸出，將臺灣文化及世界遺產潛力點帶到世界上。 

 

四、 水下文化資產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於 104年 12 月 9日經總統公布施行，主

要目標為保存、保護及管理水下文化資產，建構國民與歷史之聯繫，發

揚海洋國家之特質，並尊重聯合國保護水下文化資產公約與國際相關協

議之精神。水下文化資產政策發展目標分為四大面向： 

（一） 整合水下文化資產基礎研究：建構水下文化資產網絡，並結

合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監管、維護等行政管理效能，供研究人

員與保存工作者查閱及環境影響評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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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置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機制：評估規劃設置水下博物館、水

下考古人才培訓基地或沉船教育場域之可行性。 

（三） 強化水下文化資產國際合作交流：持續推動與其他水下文化

資產保存先進國家相關部門或機構如澳洲、日本、法國等建立

文化外交及合作關係。 

（四） 培植水下文化資產技術人才：分年辦理專業人員培訓及研

習，評估設置水下考古培訓基地之可行性，以為相關從業人

員、社會人士及學校實習之教育訓練場域。 

 

 

參、 發展現況 

一、 博物館 

（一） 法定博物館基準 

依據博物館法第 3條，博物館為從事蒐藏、保存、修復、維

護、研究人類活動、自然環境之物質及非物質證物，以展示、教

育推廣或其他方式定常性開放供民眾利用之非營利常設機構；另

於第 5條規定博物館可分為公立博物館及私立博物館，復依博物

館法施行細則第 2條及私立博物館設立及獎勵辦法第 2條規定： 

博物館功能應符合下列要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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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有符合設立宗旨之收藏，並能持續管理及運用。 

2. 對於設立宗旨涉及之歷史、文化、自然環境與藝術等相關證物

或資料，有持續性之調查、整理與建檔計畫，並將其運用於展

示及教育。 

博物館組織應符合下列要件： 

1. 有明確設置者及管理者。 

2. 博物館之營運非以營利為目的。 

3. 有符合建築法或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相關規定之館舍。 

4. 有一名以上專職並具相關專業之館員負責蒐藏、研究、展示、

教育及公共服務等工作。 

5. 應開放公眾參觀，開放時間每年應不少於二百日曆天。 

其中公立博物館部分，文化部函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

縣（市）政府主管機關依前開法規確認，現計有 67所；至私立博

物館依私立博物館設立及獎勵辦法須向所在地縣（市）政府主管機

關申請設立登記，現計有 2所私立博物館。 

另依博物館法第 5條第 4項，文化部對於具潛力之博物館應列

冊追蹤輔導，並協助其設立登記。 

（二） 各層級博物館現況 

1. 國立級博物館：其所屬機關包含文化部、教育部、交通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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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等；亦

如國立故宮博物院、立法院所屬議政博物館等；另尚有處於籌

建準備期之國立級博物館如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國家軍事博

物館等。 

表 1：國立級博物館分布情形 

縣（市） 博物館數 縣（市） 博物館數 

臺北市 14 彰化縣 0 

新北市 2 雲林縣 0 

桃園市 0 嘉義縣 0 

臺中市 3 南投縣 1 

臺南市 5 屏東縣 3 

高雄市 1 宜蘭縣 2 

基隆市 1 花蓮縣 0 

新竹市 0 臺東縣 1 

嘉義市 0 澎湖縣 0 

新竹縣 0 金門縣 0 

苗栗縣 1 連江縣 0 

 

2. 縣市級博物館：目前各縣市級博物館多屬縣市立層級，尚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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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自行設立者，此類博物館之發展脈絡多源自

於文化部第一期地方文化館計畫，在政府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及

鼓勵閒置空間再利用政策下，諸如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高雄市立美術館等縣市級博物館均作為一種文化政策之實踐應

運而生，逐漸轉型朝向專業博物館發展。 

 

表 2：縣市級博物館分布情形 

縣（市） 博物館數 縣（市） 博物館數 

臺北市 7 彰化縣 1 

新北市 5 雲林縣 0 

桃園市 1 嘉義縣 0 

臺中市 0 南投縣 0 

臺南市 4 屏東縣 0 

高雄市 4 宜蘭縣 5 

基隆市 0 花蓮縣 0 

新竹市 4 臺東縣 0 

嘉義市 0 澎湖縣 0 

新竹縣 1 金門縣 0 

苗栗縣 1 連江縣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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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私立博物館：於博物館法公告施行前，私立博物館多依私立社

教機構設立及獎勵辦法立案，目前計有 2家完成設立登記之私

立博物館。 

 

二、 表演場館 

我國自民國 66年將文化建設計畫納入 12 項建設之一，以「建立每

一縣市文化中心，包括圖書館、博物館及音樂廳」為目標，並於 68年

核定「建立縣市文化中心計畫」，致力於各縣市文化中心規劃與興建，

70年起，各縣市文化中心陸續完成興建啟用，可說是我國表演場館設

置之濫觴。 

隨著近年來文化事務的進展，中央政府、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也陸

續以文化軟實力及均衡城鄉文化資源為前題，興設表演場館。而我國在

103年 4月 2日「一法人多場館」的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正式成立，轄下

包含臺北、臺中、高雄三個國家級藝文場館－國家兩廳院、臺中國家歌

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不僅宣告我國表演藝術將致力朝文化

平權方向發展，也為臺灣表演藝術的新世紀展開文化創新工程。 

（一） 國家級表演場館：目前國家級的表演場館即以國家表演藝術中

心為主，下轄三場館，並依表演性質有 10個大小不一的表演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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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調查如下： 

 

表 3：國家級表演場館分布情形 

數量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表演空間數 座位數 

1 國家兩廳院 國家音樂廳 2,064  

2 國家兩廳院 國家戲劇院 1,524  

3 國家兩廳院 國家演奏廳 361  

4 國家兩廳院 實驗劇場 242  

  小計 4廳 4,191席 

5 臺中國家歌劇院 大劇院 2,014  

6 臺中國家歌劇院 中劇院 800  

7 臺中國家歌劇院 小劇場 200  

  小計 2 廳 3,014席 

7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 戲劇院 2,260  

8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 音樂廳 2,000  

9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 中劇院 1,254  

10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 演奏廳 470  

  小計 4廳 5,984 席 

  合計 10廳 13,189 席 

 

（二） 全國各縣市表演場館現況：全國各縣市表演場館自文化中心興

建表演廳以來，亦隨著表演團體的需求與藝文人口的增加，陸續興

設或整建表演場館。就現況而言，每一直轄市至少有一座大型表演

空間，每一縣市則至少一座中型表演空間，至 105年 9月前初步統

計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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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全國各縣市表演場館分布情形： 

區域 縣市 
全國各縣市表演空間數 

大型 中型 小型 小計 總計 

北部地區 

臺北市 5  5  21  31  

78  

新北市 2  9  15  26  

桃園市 3  1  2  6  

基隆市 1  0  2  3  

新竹縣 2  2  2  6  

新竹市 1  0  1  2  

宜蘭縣 1  1  2  4  

中部地區 

苗栗縣 1  2  1  4  

30  

臺中市 4  3  1  8  

南投縣 0  2  0  2  

彰化縣 1  2  8  11  

雲林縣 0  3  2  5  

南部地區 

嘉義縣 0  1  1  2  

20  

嘉義市 0  1  0  1  

臺南市 1  3  3  7  

高雄市 1  2  4  7  

屏東縣 1  1  1  3  

東部地區 
花蓮縣 0  2  1  3  

7  
臺東縣 1  0  3  4  

離島 

金門縣 0  1  1  2  

6  連江縣 0  1  2  3  

澎湖縣 0  1  0  1  

總計 141  

註：本表表演空間定義為：大型指座位數在 1,000席（含）以上、中型

指座位數在 500席（含）以上、小型指座位數在 500席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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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資產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 條之規定，我國的「文化資產」係

以「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的七類九

項資產為法定文化資產的範疇，包括：「古蹟、歷史建築、聚落」、「遺

址」、「文化景觀」、「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古物」與「自然

地景」等。此外，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條之規定，除自然地景

的中央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外，其餘的法定文化資產之中央主

管機關均為文化部。在有形文化資產中，古蹟、遺址及自然地景為「指

定」，歷史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與文化景觀為「登錄」。在一般的概

念中，「指定」具有較高強度的約束與管理機制，而「登錄」則是一種

主動性的鼓勵，因此相對的約束力較弱，管理機制有允許適度的寬鬆 

文化部為文化資產保存之中央主管機關，目前屬於法定文化資產之

「文化設施」概況（統計日期：2016/11/30）如下： 

 

表 5：法定文化資產之「文化設施」概況 

文化資產類別 總數 備註 

古蹟 877 國定古蹟 93筆 

直轄市定古蹟 447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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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定古蹟 337筆 

歷史建築 1330  

聚落建築群 13 重要聚落建築群 1筆 

聚落建築群 12筆 

考古遺址 46 國定遺址 8筆 

直轄市定遺址 22 筆 

縣市定遺址 16筆 

文化景觀 61  

傳統表演藝術、傳統

工藝 

340 重要傳統藝術 27項(33案) 

一般傳統藝術 194項(307案) 

民俗 155 重要民俗及有關文物 17項 

(18 案) 

一般民俗及有關文物 138 項

(165案) 

古物 1642 國寶 288 組(809 件) 

重要古物 904組(8912 件) 

一般古物 477組(8040 件) 

保存技術 127 重要文化資產保存技術 8項

(12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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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冊文化資產保存技術 43項

(115案) 

 

四、 水下文化資產 

我國於 104年 12月 9日通過《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並於 105年

12 月公告施行《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水域開發利用前水

下文化資產調查及處理辦法》、《水下文化資產專業人才培育辦法》、《水

下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辦法》等相關子法，作為我國發展水下文化資保

存工作之重要依據。 

(一) 水下文化資產之定義： 

1. 聯合國教育科學暨文化組織(UNESCO)於 2001 年通過《水下文

化遺產保護公約》，明確定義水下文化遺產為具有文化、歷史

或考古價值，已部分或全部且週期性或連續性地位於水下至

少一百年之所有人類生存遺存，包括遺址、結構物、建築

物、遺物、人類遺骸、船舶、飛機或其他載具、貨品及其週

遭的考古脈絡，以及具有史前意義的物品如化石等 

2. 依據《水下文化遺產保存法》第三條，定義如下：指以全部

或一部且週期性或連續性位於水下，具有歷史、文化、考

古、藝術或科學等價值，並與人類生活有關之下列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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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場址、結構物、建築物、器物及人類遺骸，並包括其周

遭之考古脈絡及自然脈絡。 

（2） 船舶、航空器及其他載具，及該載具之相關組件或裝載

物，並包括其周遭之考古脈絡及自然脈絡。 

（3） 具有史前意義之物件。 

(二) 我國水下文化資產發展現況： 

1. 主管機關：依據《水下文化遺產保存法》第二條規定，我國

水下文化資產主管機關為文化部，另依第五條規定，主管機

關應進行水下文化資產之普查，或就個人、團體通報之疑似

水下文化資產，依本法所定程序調查、研究及審查後，予以

列冊及管理。 

2. 水下文化資產普查資訊整合：依據相關文獻史料與海洋工程

探測資訊，以及漁民、水上活動愛好者之口述訊息資料，進

行水下文化資產普查與價值確認工作，掌握臺灣鄰近海域水

下文化資產分布狀況，結合歷史文獻基礎資料，應用地理資

訊系統建置臺灣附近海域沉船資料庫，以為列冊追蹤、監管

依據及海洋、港務工程開發規劃前之環境影響評估參考。 

3.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管理機制建置：遵循國際公約中「現地保

存」的精神，鼓勵公眾以負責和非闖入的方式進入並認識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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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下的文化資產；整合國內海洋管理相關法規並依據國際

海洋法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訂定

建立臺灣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制度，業於 104年及 105

年底通過《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與相關子法；發展水下文

化資產調查發掘、保存技術及再利用之研究，以為未來水下

文化資產管理及規劃劃設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水下博物館

或沉船教育場域之參考。 

4. 水下文化資產國際交流、專業人才培育及教育推廣：積極尋

求與美國、法國、日本、韓國、澳洲等先進國簽訂水下考古

合作協議之可行性，目前已與法國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澳洲

文化資產協會簽訂合作協議書與備忘錄。並於 2016 國際水下

考古學大會(IKUWA6)，發表臺灣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維護成

果。透過考古調查發掘、保存修復技術、人才培訓及教育推

廣的合作機制，以健全與提升我國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管理工

作；持續辦理水下文化資產專業課程，培育水下科學調查、

研究、發掘與保存管理等專業人才；持續辦理「潛近歷史-水

下考古主題展」、「水下考古趣-探索沉沒的世界」等展覽，展

示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的重要概念，並介紹各國重要的沉

船發掘技術圖像，以及包含世界重要的水下文化資產現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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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再利用之案例，以循序漸進方式展示，以深化水下文化

資產保存之觀念；出版相關成果報告與書籍，如《臺灣附近

海域水下文化資產普查計畫報告輯》、《潛探水下考古》、《水

下考古技術與案例介紹》、《海洋臺灣新視界-臺法合作水下文

化資產調查及人才培訓成果專輯》等，提升國人保存意識，

建構臺灣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特色，豐富海洋興國的文化內

涵。 

 

 

肆、 發展構想與預測 

一、 博物館 

文化部自 91年起推動「地方文化館計畫」，97年接續之「地方文化

館第二期計畫」至 104年累計補助 399個館舍，類型多元且充分展現臺

灣多元文化形貌，帶動地方觀光產業的發展，同時也作為扶植博物館之

重要政策基礎。而配合博物館法公告施行，文化部自 105年起推動「博

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採取分流輔導，輔導博物館事業多元發

展，提升地方博物館專業能力，並鼓勵私人博物館及中小型博物館設

立，使博物館充分發揮社會教育功能。 

復依文化部施政主軸「連結與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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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博物館系統，以國立級博物館串連並帶動同區域或同類型各級館所之

發展，使臺灣博物館資源得以整合運用，呈現多元文化內涵及價值。而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法定文化資產再利用方向亦包含有結合地方知

識、保存地方歷史等。 

另我國人口結構之變遷亦將影響博物館之經營，我國總人口數約為

2,346 萬 8,748 人 ，其中北部地區 佔臺灣面積為 8,051.053 平方公里

（約為臺灣土地面積 22％），人口卻高達 1,101萬 7,720 人，佔臺灣人

口總數 47％，呈現空間分布不均之情況，另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

計資料 顯示，民國 150年高、中、低推計之總人口將降為 1,662.8 萬

至 1,927.4 萬人之間，約為 103年之 70%至 82%。隨著總人口成長減緩

及人口結構高齡化的加速發展，未來人口集中北部及西部都會區之情形

仍將持續。 

以目前各層級博物館數量觀之，短中期尚有部分縣市存在博物館之

服務缺口，須透由文化部、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主管機關共

同協力輔導；惟依前述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計趨勢，我國人口面臨高

齡少子化及空間分布不均之問題，長期而言應尚無須擴充館所數量需

求，而著重於已營運之博物館增進專業、提升博物館創新服務等面向精

進。綜上，我國博物館之短中期發展尚有提升數量之需求，長期而言更

需以提升專業與創新服務為主要成長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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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表演場館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所屬的北中南三大場館既是定位為國家級場館，

其目的是在使全國藝文展演能更朝文化平權發展，在這個目標下，縣市

政府心勢必要提出更有效的營運策略，營造場館特色且結合國家級場館

優勢，並持續耕耘地方，將力量擴散到衛星鄉鎮及偏鄉，共同為擴大整

體表演藝術市場而努力。尤其近年來陸續有新興場館如：臺中國家歌劇

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臺北表演藝術中心、臺灣戲曲中心等場

館相繼完工營運，無論就場地設備或觀賞經驗而言，勢必改變以往民眾

觀看表演的習慣，可預見表演藝術市場將面臨重整。 

另外，新興場館陸續營運，表示表演藝術市場需要更多的演藝團隊

投入提供節目，以支撐場館的營運。當表演藝術市場有琳琅滿目的節

目，象徵表演藝術的蓬勃發展的同時，無論是國家級表演場館或是縣市

政府的表演場館，都應擬定民眾如何走進劇場的策略，亦即要更積極開

發觀眾及培養藝文人口，並且肩負提供民眾藝文參與及文化體驗的任

務，為文化公民社會的建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三、 文化資產 

在目前已指定或登錄的文化資產中，有為數眾多是屬於公有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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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8條第 2項前段之規定：「公有之文化資產，

由所有人或管理機關（構）編列預算，辦理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

同法第 9 條第 1 項亦提到：「主管機關應尊重文化資產所有人之權

益，並提供其專業諮詢。」因此，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為協助中央部會執

行「公有且具有文化資產身份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史

蹟及文化景觀」的保存維護工作，特別研擬及訂定文化資產保存計畫範

本供相關單位參酌， 以落實文化資產的保存與活用工作，並為私有文

化資產保存維護之表率。 

古蹟、歷史建築、聚落與文化景觀雖都同屬於人造環境（空間）文

化資產，但是其空間尺度不僅不同，在保存維護的概念與操作方式上亦

不盡相同。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0條之規定：「為維護聚落建築

群並保全其環境景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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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項編定、劃定或變更之特定專用區之風貌管理，主管機關得採取必要之

獎勵或補助措施。第一項保存及再發展計畫之擬定，應召開公聽會，並

與當地居民協商溝通後為之。」及第 62 條規定：「史蹟、文化景觀之保

存及管理原則，由主管機關召開審議會依個案性質決定，並得依其特性

及實際發展需要，作必要調整。主管機關應依前項原則，訂定史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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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景觀之保存維護計畫，進行監管保護，並輔導史蹟、文化景觀所有

人、使用人或管理人配合辦理。前項公有史蹟、文化景觀管理維護所衍

生之收益，準用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第 63條亦規定：「為維護史

蹟、文化景觀並保全其環境，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機關訂定史蹟、文化

景觀保存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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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依本法相關規定予以保存維護。前項保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

或分區用地範圍、利用方式及景觀維護等事項，得依實際情況為必要規

定及採取獎勵措施。」顯見，聚落建築群的保存及再發展計畫、史蹟、

文化景觀之保存維護計畫與保存計畫主要仍由主管機關訂定，做為後續

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的基礎。由於聚落建築群、史蹟或文化景觀內可能包

含有指定之古蹟或登錄之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因此在針對這些古蹟、

歷史建築或紀念建築的保存維護工作時，亦應將保存及再發展計畫、保

存維護計畫與保存計畫納入上位計畫的規範中，以避免產生衝突。 

 

四、 水下文化資產 

臺灣四周海域，自古以來即為各國貿易活動和海運的重要航道，以

其自然和人文環境的背景來看，可能蘊藏了大量人類的活動遺存，可說

是一座極為重要的水下文化資產寶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01 年通過



 

204 

《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開啟了國際水下文化遺產發展契機。 

文化部自 94年《文化資產保存法》修訂施行後，即致力於水下文化資

產調查研究工作，自 95年起委託中央研究院進行臺灣附近海域水下文

化資產普查，陸續於澎湖、臺南、綠島、東沙、馬祖海域建立 17處優

先調查敏感區，發現具體目標物 80多處，成果豐碩。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業於 104年 12月經總統公布施行，為我

國水下文化資產保存進展之重要里程碑。《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

則》、《水下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辦法》、《水域開發利用前水下文化資產

調查及處理辦法》、《涉及海床或底土活動通知及管理辦法》、《水下文化

資產專業人才培育辦法》、《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教育推廣鼓勵辦法》、《以

水下文化資產為標的之活動管理辦法》、《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劃設及管

理辦法》、《水下文化資產獎勵補助辦法》等九子法也於 105年 12 月 9

日發佈完竣，作為未來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及海洋海岸工程開發遭遇水下

文化資產時因應的重要依據。 

為避免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爭議案件之發生，應使在地居民瞭解水下

文化資產的重要性，責成開發單位於開發前提出完整的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針對基地內的水下文化資產詳細調查與分析，並尊重文化多樣性，

避免於工程或開發行為進行時，產生文化資產保存之爭議，進而促進文

化資產保存與工程開發互惠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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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文化資產保存及再利用工作，涉及面向既多且廣，技術複雜、

耗費人力與財力甚大，橫向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縱向的各階段作

業都必須考慮周全，以確保成效。未來將持續推動相關法令制定研究、

水下文資調查、保存修護技術、歷史文獻研究、人才培育，國際交流以

及教育推廣等多面向工作計畫。 

 

 

伍、 課題及對策 

一、博物館 

（一） 課題一：文化部 104年以「博物館事業調查計畫」研究我國博

物館發展現況，多數博物館較為著重展示及教育功能，相形之下，

博物館典藏及研究能量較弱，需持續扶植，並透由館際合作及培育

專業人才等方式輔導。 

對策：強化博物館專業核心功能。 

另依同年公布之私立博物館設立及獎勵辦法與博物館法施行細

則，文化部業請各地方主管機關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依法

定博物館之要件確認我國博物館名單，爰各地方政府需投入資源，

以博物館作為帶動「地方學」發展以及區域資源整合領頭羊的角

色。文化部亦透過「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引導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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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博物館自我檢視中長程館務永續發展願景、目標與策略，提

升專業典藏、研究、展示、教育及公共服務等職能，並可發展為核

心領導館所，整合地方各館所共同合作。 

（二） 課題二：博物館設立形態多元，尚需文化部聯合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之資源共同規劃事業發展環境，以提升人民文化近用權。 

對策：輔導具有潛力之博物館提升。 

除已屬法定博物館者外，對於具有潛力之博物館，將藉由「博

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及博物館評鑑與認證計畫等強化地方

政府主管機關角色，由其盤點地方文化資源、依據地方特色研擬博

物館中長程發展計畫，共同合作挹注資源輔導。 

（三） 課題三：公立博物館不全然具有獨立組織編制，其規模與經費

亦有極大差距，博物館為具公共性之文化機構，永續營運應是博物

館最為重要的課題之一。 

對策：推動公立博物館永續營運。 

地方文化保存與發展屬長期扎根工作，短期內甚難看到具體成

效，地方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興建新興館所或規劃文

化資產再利用時亦應有明確設立宗旨及方向、謹慎評估及完整規

劃，而非僅有興建計畫而無完善營運方針及穩定財源，或認為博物

館之經營僅需展示與活動即足之認知，忽略博物館典藏及研究亦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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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功能，需有資源持續投入。 

另全球極端及異常氣候發生頻率逐年加劇，整體環境產生變

化、生態系統失衡，在此全球氣候變遷之影響下，博物館亦應有完

善策略因應。 

（四） 課題四：博物館法公布施行後，未曾設立登記者需依私立博物

館設立及獎勵辦法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設立登記。 

對策：鼓勵私立博物館設立及營運 

私立博物館之成立多屬個人或非營利組織（如基金會）願意將

私人收藏分享予大眾，並收取不甚高昂的門票（或採免費者），我

國博物館事業也因此類私立博物館之成立更顯多元豐富。惟有部分

私立博物館面臨土地或建物不符現行法令而需改善、辦理變更使用

執照或需地方主管機關進一步協助之處，類此狀況亦需地方主管機

關相關局處通力合作，方能使私立博物館於改善相關公共安全或消

防設備等層面後依法設立。 

 

二、表演場館 

表演場館、觀眾與表演團隊是表演藝術三要素。長期以來，國家級

表演場館屈指可數，國家兩廳院（中正文化中心）的兩個表演空間-國

家音樂廳和國家戲劇院可供國外或國內大型表演團隊演出。中南部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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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倘要欣賞國際級的演出，必須北上兩廳院欣賞演出，不僅要付出北上

的交通費，也要付出往返的時間，對於表演藝術的發展有因地域而有不

均衡的情形；再者，由於中南部無國家級表演場館，國內外團隊較少有

機會到中南部演出，對於臺灣整體表演藝術團體的南北流動與交流，甚

或是藝文人口的提升也有所限。 

針對上述存在的課題，在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成立之後，其所轄的國

家兩廳院、臺中國家歌劇院及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這三座國家級

表演場館分別座落於臺北、臺中與高雄，意味表演藝術推展已打開地域

藩蘺。中南部的國家級表演藝術場館可吸引更多國內大型表演團隊或國

際優質團隊演出，觀眾也能就近欣賞大型表演團隊的演出，我國表演藝

術產業發展也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成立，藉由臺中國家歌劇院與衛武營國家藝術

文化中心兩座國家級表演場館，大抵均衡了北中南的區域表演藝術發

展。因此，根據本部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之「文化部所屬文化設施整體

發展方案」研究報告，中短期之內無需再投入興建新的中大型國家級表

演場館硬體建設。 

國家級的表演場館大致上能滿足大型表演團隊在演出上的需求。但

另一個需要思考的課題是，目前國內演藝團隊之組織規模，大多以中小

型團隊為主，所以扣合演藝團隊現階段的發展，在國家級表演場館興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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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現階段可協助中小型表演空間進行整修，以符團隊所需。而目

前已推動「縣市藝文展演場館營運升級及示範計畫」，期藉縣市展演空

間之營運升級與展演空間的替代，提供展演團體（或個人）所需展演空

間運用，適時滿足團隊及觀眾之需求。 

 

三、文化資產 

古蹟與歷史建築在本質上均屬於建築類文化資產。一棟建築從興建

完成到使用，甚至最後被拆除，基本上就是一棟建築物的生命歷程，在

建築相關法規中，則分別涉及建築許可與施工管理、建築管理、及拆除

管理的相關規定。在建築物的不同生命階段，除了法令的規範外，同時

也涉及不同的建築課題與產業需求。興建時需要透過規劃設計與施工建

造來加以完成。完成後的使用，除了日常性的管理維護外，隨著時間的

過去，必然有老舊的問題，此時是選擇修復與再利用的方式持續使用原

有建築物，或者直接拆除重建，是經常有的討論。 

透過舊建築的修復與再利用進行活化，是近年來面對老舊建築的新

興議題之 一，更是處理具有文化資產價值的古蹟或歷史建築的重要課

題之一。國內這些年來，對於類似問題的關注與努力，亦已累積了相當

豐富的經驗與可以借鏡的個案。 文化部亦透過「古蹟歷史建築管理維

護評鑑獎勵計畫」的辦理，獎勵優良的管理維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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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4 條對於古蹟的修復原則，除了要求「應

保存原有形貌及工法」外，若「因故毀損，而主要構造與建材仍存在

者，應基於文化資產價值優先保存之原則，依照原有形貌修復，並得依

其性質，……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採取適當之修復或再利用方式」， 而

且於「必要時得採用現代科技與工法，以增加其抗震、 防災、防潮、

防蛀等機 能及存續年限」，並「得視需要在不變更古蹟原有形貌原則

下，增加必要設施」， 其目的皆在透過修復與再利用的過程，增加其存

續年限與提升其建築性能，達到可以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的目標。 

 

四、水下文化資產 

水下文化資產涉及面向既多且廣，技術複雜，在發展過程中，所遭

遇的課題及對策茲說明如下： 

（一） 我國海文地形環境及歷史研究資料之限制，臺灣附近海域水文

環境及地理氣候複雜，能見度不佳，適合調查的工作期間有限，加

上國內學界過去對於海洋史或沉船史之研究不足，沉船之相關比對

佐證需耗費人力及時間，非一蹴可及。 

（二）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與海域開發利用間常常衍生競合問題，應完

備法令規章、建置完整臺灣附近海域水下文化資產普查計畫及列冊

資料與水下文化資產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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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與管理成本所費不貲，未來需整合各界資

源，以達經濟效益，以跨域及資訊整合模式，確保及發揮水下文化

資產價值。 

（四） 國內對於保護水下文化資產之教育宣導仍甚缺乏，未來預計引

入正規教育和終身教育，輔以獎勵補助辦法，以培養及喚起水下文

化資產保存意識與作為。 

（五） 水下文化資產專業人才培育非ㄧ蹴可及，未來將以循序漸進方

式，策略性培育。如成立水下考古中心為永續發展機構，培育相關

專業技術人員，同步與大專院校合作開辦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等專業

科系，及精進專業技術與保存管理，以培育所需人才。 

（六） 強化國際交流，將本國水下文化資產放置於世界海洋發展史的

脈絡上，以進行論述。藉由沉船歷史的研究，除可重現當時臺灣的

海洋圖像及不同族群的海洋文化，建置水下文化資產資料庫之歷史

文獻圖資外，亦可藉由沉船位址的推估，提供水下文化資產普查疑

似目標物之比對及佐證資料。 

 

 

陸、 發展定位 

一、 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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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為公民社會重要一環，所典藏過去、現在及未來的自然及文

化資產，乃至由其衍生之活動，使大眾得以凝聚集體記憶及歷史共感，

進而對所在土地及國家產生文化認同。博物館因人而設立和存在，它與

人的生活有著緊密互動；當外部社會及政治經濟環境變動時，常能促使

博物館正視及回應大眾實際的需求和盼望。換言之，博物館不僅在典

藏、研究、展示、教育及公共服務等實務上扮演資源提供的角色，亦期

許成為廣大社會與族（社）群之間的溝通橋樑，使多元文化觀點得以傳

播交流。 

博物館有助於社會文化之發展，在全球競爭中，文化發展自然成為

眾多已開發國家重視項目之一，各國文化多樣性及文化獨特性為維持國

家競爭力的一大指標。爰此，博物館作為一文化機構，肩負推動文化藝

術事業，保障大眾文化近用權等任務，國立層級之博物館基於其設立宗

旨及專業核心功能服務全國，且促進該主題領域各博物館共同發展；而

縣市層級之博物館較以所在地區域範圍為主，推動其設立宗旨之博物館

事業。惟無論是國立級博物館或直轄市、縣（市）級博物館或私立博物

館，也無論其規模、類型或典藏品數量之大小、種類或多寡，均應有同

樣為大眾服務、拓展文化平權之使命。 

 

二、 表演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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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落實文化平權，深化藝術扎根 

透過表演場館有意識的策辦節目，推展多元表演藝術，可落實文化

平權，並以表演場館為載體，以表演藝術為內容開發觀眾。如：讓劇場

內優質的表演節目下鄉巡演、接送偏鄉、弱勢族群到劇場觀賞節目及提

供多元族群表演節目等模式，讓全國各族群及民眾，不因地理位置及身

份都能有機會欣賞表演藝術，讓文化平權能落實在城鄉間，促進民眾的

文化參與權利，也間接培育藝文人口。 

（二） 培育專業藝術行政及劇場人才 

現階段的表演場館多屬公部門所管空間，因此表演空間凡涉及節目

策辦、行銷宣傳、觀眾開發、資源連結、舞台工程等專業工作，需要更

多優秀專業劇場及藝術行政人才等專業人才的投入，如此表演場館才能

朝向專業劇場營運邁進。 

（三） 開發藝文消費人口，活絡表演藝術產業 

團隊、場地與觀眾是表演藝術的三要素。表演場館是硬體建設，軟

體部分則包含了表演團體及觀眾。表演團隊需要長期扶植與輔導，而藝

文觀眾開發更需要長期的經營，畢竟表演場館的演出不像電視電影能大

量複製，它是具有時效性的特質。所以表演場館的營運者應在平日的節

目策辦、行銷宣傳與定期舉辦藝文活動的經營，讓民眾從生活中感受藝

文的存在，進而培養與提升藝文人口，逐步建立民眾藝文消費習慣，從



 

214 

而活絡表演藝術產業。 

 

三、 文化資產 

為落實文化部「厚植文化力，帶動文化參與」之核心理念，以「歷

史與文化資產維護發展（第三期）計畫」為架構，規劃從單點的文化資

產保存，結合地方文史、文化科技，並跨域結合各部會發展計畫或各地

方政府整體(都計)計畫，整合為「線」或「面」的區域保存，重新「連

結與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深化社區營造，發揚生活『所在』

的在地文化」、「以提升文化內涵來提振文化經濟」，建立從中央到地方

的文化保存整體政策，落實文化保存於民眾生活。2016 年文化部更研

提｢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藉此計畫期能達成以下目標: 

（一） 透過以文化資產為核心的空間策略，創造有魅力且高品質的城

鄉環境。 

（二） 藉由以臺灣史地為本的人文地景，厚實文化創新的底蘊。 

（三） 結合科技與文化資產，擴大文化資產的應用場域，建構具深度

的加值內容。 

整體而言，文化資產保存空間發展定位，延續歷史與文化資產維護

發展計畫之目的，藉由點、線、面與各部門共通合作，以交織出具有實

質發展潛力的城市再造契機，並透過所有權人、地方縣市政府及中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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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合作，肩負這歷史文化傳承重要工作。 

 

四、 水下文化資產 

（一） 建置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機制：為落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水下

文化遺產保護公約》中就地保存及鼓勵公眾以負責和非闖入的方式

進入、認識仍在水下文化資產之原則，蒐集國內外水下考古遺址發

展觀光創意產業之實例與分析，評估國內水下考古遺址再利用發展

之可能性及相關因應措施，並配合水下文化資產之保存環境及劣化

狀況，推動水下文化資產防護工程研究、保存環境監測及遠端控制

先期研究，以為未來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之監管及再利用參考。另

將以結合文化觀光或生態旅遊，民間投資及永續經營的方式，評估

規劃設置水下博物館、水下考古人才培訓基地或沉船教育場域之可

行性，以順應臺灣特殊的水文環境及海底地形地貌，推展海洋文化

教育及培訓在地專才。 

（二） 研提教育推廣策略，培訓水下文化資產技術人才：針對臺灣水

下文化資產特性，培育專業人才，邀請國外相關專家學者及技術人

員於大專院校系所開辦水下考古相關課程及適時結合水下文化資產

普查工作實習，提高學生實際參與水下考古工作之意願。並分年辦

理專業人員培訓及研習、評估設置水下考古培訓基地之可行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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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相關從業人員、社會人士及學校實習之教育訓練場域。 

 

 

柒、 發展分布區位 

一、 博物館 

在政府財政日益困難、整體人口結構轉變之現況下，公立博物館之

設置除應考量區域平衡的公平性原則外，其新建、再利用、營運與發展

亦須考量明確定位與目標、政府財政可負擔性與員額總量限制、與鄰近

既有文化機構之資源整合及互補關係、在地文化需求等因素。 

以全國博物館總數觀之，目前每座博物館平均服務 34萬人，博物

館既屬推動文化平權之重要文化設施，自無依地理位置之不同而有不同

區位之必要，惟各地區博物館應有清晰定位、發展目標，足以顯示其與

鄰近文化機構之區隔性；且發展策略應致力於與在地文化特色緊密結

合，並與在地居民有頻繁互動，或透由資訊科技之發展，有效觸及館外

大眾或偏鄉居民，培養博物館潛在觀眾。 

表 6：各層級博物館分布情形 

縣（市） 博物館數 縣（市） 博物館數 

臺北市 23 彰化縣 1 

新北市 7 雲林縣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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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博物館數 縣（市） 博物館數 

桃園市 1 嘉義縣 0 

臺中市 3 南投縣 1 

臺南市 9 屏東縣 3 

高雄市 5 宜蘭縣 7 

基隆市 1 花蓮縣 0 

新竹市 4 臺東縣 1 

嘉義市 0 澎湖縣 0 

新竹縣 1 金門縣 0 

苗栗縣 2 連江縣 0 

 

二、 表演場館 

在政府財政日益困難、表演團隊質與量有所提升之現況下，表演場

館設置除應考量區域均衡發展，其新建、再利用、營運與發展亦須考量

明確定位與目標、政府財政可負擔性與員額總量限制、與鄰近既有文化

機構之資源整合及互補關係、在地文化與藝文消費人口需求等因素。 

在全國各區域部分，北、中、南三大都會區有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之

三個國家級藝文場館－國家兩廳院、臺中國家歌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

文化中心，有效均衡區域的表演藝術發展。以全國各縣市表演場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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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每一直轄市至少有一座以上大型表演場館、每一縣市則至少有一座

以上中型表演場館。透過國家級的表演場館可以有效提升國家文化能見

度，並以國際級標準的場地，達到與國際級演藝團隊交流的目的；在縣

市政府間的表演場館則以提升民眾參與藝文活動，達到藝術文化能深耕

地方的目的。 

 

三、 文化資產 

（一） 推動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與文化景

觀的永續發展 

為因應日益增加且更加多元的文化資產修復及再利用的經費需

求，文化部執行策略重點包含「古蹟歷史建築活化再利用計畫」、

「古蹟歷史建築防災體系建置計畫」及「聚落文化景觀保存整合計

畫」等三個面向，除賡續辦理前期計畫外，權衡文化資產價值性差

異，乃以具全國稀少性、唯一性、指標性的國定古蹟、重要聚落建

築群或文化景觀為優先維護目標；直轄市及縣市定古蹟或已訂定聚

落保存及再利用發展計畫或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次之；歷史建築

或未完成聚落保存及再利用發展計畫或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再次

之，進行調查研究、規劃設計及再利用、實質修復工程等工作項目

之輔助外，對於文化資產的活用及防災模式，鼓勵各地政府應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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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政府觀光發展計畫、均衡城鄉發展計畫等，以發揮相乘的綜

合效益，並透過中央與地方的合作，公、私部門的協力，強化民眾

公共參與，擴大青年世代、在地或主題性之社群團體自主參與，厚

植地方文化傳承力量，以豐富文化資產再利用的內涵，達成文化資

產永續發展的目標。預計未來 4 年達成 45 處(棟)古蹟、歷史建

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活化(修復)目標。 

（二） 推動古蹟建築防災及預防性保存工作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發展氣候風險地圖與劣損潛勢圖，與縣市文

化資產主管機關、管理單位和國內外學術研究單位共同合作，全面

推動文化資產預防性保存工作，完備文化資產保存制度。結合區域

守護以達到預防及減災的目標，並與國際進行保存環境的科學監測

技術的合作交流，將能提高臺灣在國際的能見度並有效落實文化資

產保存。推動古蹟建築防災及預防性保存工作，能為我國文化資產

節省後續大筆修復經費，目前國定古蹟大規模整體修復工程經費約

2.3 億元(以鹿港龍山寺為例)，修復周期受極端氣候及保存環境變

異影響由 50 年已大幅縮短為 20年，分攤每年成本為 1150 萬元

(23,000 萬元/20 年=1150 萬元/處)。推動預防性保存及劣損監測

作業，以日常管理維護方式針對劣損因素排除及小區域劣損跡象維

護、改善，預計延長大規模修復周期為 40 年，分攤每年成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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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萬元(23,000 萬元/40 年=575 萬元/處)。每年國定古蹟大規模

修復工程案約 4 件，預估每年節 15省國家財政或支出 575 萬元

(1150 萬-575 萬)*4 件=2,300 萬元。預計未來 4 年藉由防災及預

防性保存工作，節省 9,200 萬元。 

（三） 結合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守護傳統藝術與技術生態環境、文

化場域空間改善、建構知識交流與傳承機制以全球為架構思考，以

在地為關懷行動，保存有形文化資產並尊重無形文化資產多樣性，

保障在地認同與特色的存續，促進臺灣傳統文化與經濟發展由競合

轉為共榮無形文化資產發展目標 

1. 協助保存者/團體自提傳習計畫，尊重不同技藝與藝能之差異性，

以師徒制傳承技藝與藝能，每年度以期末匯演（表演藝術類）、公

開展示（傳統工藝類）等方式增加藝生臨場經驗，並與社會大眾分

享傳習成果，預計 4 年共累計培育傳習藝生共 120 名、演出或經

銷營收額達 420 萬元。 

2. 推動傳統藝術以及民俗文化資產展覽及演出，並結合教育主管機關

擴大學生參與，發揮在地文化復振以及教育深耕功能，增加社會大

眾對於傳統藝術、民俗之認同感，達到擴大無形文化資產參與人口

目標，預計 4年活動參與人次達 42 萬人次。執行文化資產保存技

術詮釋資料及其相關權威檔等共 1,200 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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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合古物保存守護體系 

本計畫目標在於建立整合中央、地方與各級博物館之古物保存

守護網絡與工作體系，促進保存修護專業國際交流，落實古物保存

維護，博物館典藏管理。保存修復專業是落實古物保存之基礎，結

合各級博物館專業技術與人力資源，並引進國外保存修護技術與專

業人才，促進合作推動古物保存修復並辦理國內專業人才培訓計

畫，從基礎落實古物保存維護。預定協助北、中、南三大區域各成

立 1 所具備專業級的古物保存維護中心，並從點到面，逐步完成全

國 22 縣市，每一縣市皆有 1 所古物保存維護及調查資料單位。 

（五） 推動遺址現地保存與利用 

文化部計畫增加指定考古遺址土地利用效益及其展館空間規

劃、改善及維運，並逐步完成全國考古遺址重新普查，且所涉地籍

與使用分區套繪(含遺址數位呈現及推廣計畫)供各縣市地政系統整

合查詢。透過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完成考古遺址土地補償措

施之政策規劃研究，擴大對列冊考古遺址之保護，並增進考古遺址

出土文物整理、展示及教育推廣。 

（六） 考古遺址保存計畫目標協助縣市成立 5 處考古遺址出土物件典

藏管理中心作為示範點。 

（七） 經濟發展與文化資產「智慧再生產」、「經濟再生產」創造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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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與開發文化資產式產業與經濟效益，使產業單位從文化資

產再利用計畫中獲得「智慧再生產」、「經濟再生產」；透過整備臺

灣現有世界遺產潛力點之各項設施，包含硬體與軟體，強化對國

內、外宣揚推廣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深化文化資產保存理念，帶

動全民保存文資風潮，促進臺灣文化經濟發展。 

文化資產跨域發展計畫將以補助方式提昇閒置之產業文化資產

保存及再利用率，四年累計 350 萬參觀人次、文化資產跨域營業收

益 5,000 萬營業額；輔導縣市政府執行跨域型文化資產發展計畫

（如鐵道藝術網絡、眷村文化保存、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等跨域多

元計畫）四年累計 90 案。 

預計創造文化資產(參與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建築群、文化景

觀及考古遺址、水下文化資產等修復研究人力)工作機會 5,000 人

次。 

 

四、 水下文化資產 

（一） 建立水下文化資產保存及活化機制 

為保存水下文化資產，依據國際法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相關規定，

建立符合臺灣行政體制的法規與制度，推動水下文化資產精查或個案調

查(發掘)研究，整合海洋調查及文史資源與資訊，開展水下考古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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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與教育推廣等多面向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發展工作，以增進海洋國

家臺灣之文化總體競爭力。 

目標加強水下文化資產保存及調查研究，瞭解臺灣鄰近海域水下文

化資產分佈，評估價值列冊保護，推動海洋文化觀光發展，建構全民文

化資產維護體系。每年至少完成 1 個調查敏感區域，陸續建置至少 100 

筆沉船資料，至少 2 筆相關研究成果。 

（二） 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相關成果 

文化部自 95年起推動臺灣附近海域水下文化資產普查計畫，完成

澎湖、東沙、綠島等海域建立 19處優先調查區。截至 105年底，經由

水下驗證發現具體目標物共 82處，其中已經辨識確認為沉船等目標物

者共計 17處，分別為清代中國船隻 6艘、19世紀英國船 2艘、西式帆

船 1艘、美國船隻 1艘、日本船 6艘、更新世晚期動物化石 1處。102

年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遺址章列冊追蹤 4處沉船遺址，另出水遺物

計 1千餘件。 

 

 

捌、 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縣(市)分派數量 

一、 博物館 

（一） 國立級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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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級博物館計 34所，惟均座落於人口稠密之都會區，且大多建

設於本島地區；另尚有原住民族委員會之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選址

中）及國防部之國家軍事博物館（預計座落於臺北市）等國立級博物館

籌設規劃中。爰各直轄市、縣（市）立博物館之區位具備較高近用性，

其主題亦貼近在地文化議題，可吸引大眾前往參觀，透過兩者之間的合

作方能有效率地將文化資源擴散至各鄉、鎮、市或區，均衡城鄉發展，

彌補國立級博物館囿於地域性之服務缺口；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

應持續挹注資源並重視所屬國立博物館之發展，或基於其主管業務設立

國立級博物館推展公共服務。 

（二） 直轄市、縣（市）級博物館與私立博物館 

博物館法之立法意旨即以鼓勵博物館之設立及推動為主要精神，爰

對於私立博物館不需以總量管制之思維限縮其設立與發展意願；另考量

文化平權、區域均衡及地方文化發展，倘直轄市、縣（市）缺乏專業公

立博物館，地方主管機關應優先輔導其轄內潛力博物館提升為專業博物

館，並以古蹟或歷史建築活化再利用為主，且應重視博物館之永續營運

能力及專業功能提升。 

以目前文化部博物館名單觀之，尚有臺中市、基隆市、嘉義市、雲

林縣、嘉義縣、南投縣、屏東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及

連江縣等縣市應著眼於扶植現有具有潛力之博物館提升，或妥善規劃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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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博物館發展策略及所需資源；其他縣市雖已存有博物館，惟仍須由各

縣市政府積極重視其博物館核心功能，勉力推動其永續發展及專業服

務。 

至於各直轄市、縣（市）之各層級博物館分派總量，應盤點我國整

體文化設施（或文化機構）類型、數量及單日最高服務承載量，擬定大

眾文化需求之目標頻率或時間，以計算整體文化設施（或文化機構）需

求；並以地理上文化生活圈為基本範圍，透過人口數、相近類型館所分

布情形、大眾交通運輸工具便捷度及里程數等變數建立模型，再予以分

派。 

 

二、 表演場館 

目前國家級表演場館以行政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所轄國家兩廳院、

國家兩廳院、臺中國家歌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三大場館，計

有 10個表演空間，三座表演場館分別座落在臺北市、臺中市及高雄

市，在空間發展上正好是北、中、南三個區域，也是我國表演藝術未來

朝向區域均衡發展及文化平權的發展方向。 

至於各縣市政府之表演場館分派數量，早期大多附屬在縣市文化中

心之下，近年來在考量區域內均衡發展，陸續在非都會區興設或整建表

演場館。未來應整體盤點縣市及城鄉之表演場館配置後，參照人口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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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地理上空間、地方需求、替代空間與大眾交通運輸系統等因素建

立興設指標，再予以分派表演場館的數量。 

 

三、 文化資產 

我國為保存及活用珍貴的文化資產，充實國民精神生活，發揚多元

文化，於 71年制定《文化資產保存法》，截至 105年 11月底，全國已

指定或登錄 93處國定古蹟、785 處直轄市、縣(市)定古蹟、1331處歷

史建築、1處重要聚落建築群、13處聚落建築群及 61處文化景觀，各

縣市分布情形如附表所示。惟文化資產係空間治理之管制性分類，非指

特定設施，且其分布狀況源於諸多歷史事件、文化脈絡等因素而就已存

在之建物或場域予以指定、登錄，是以尚無法透過各縣市人口數、相近

類型建物、場域分布情形、大眾交通運輸工具便捷度及里程數等變數建

立模型，予以分派。 

 

表 7：古蹟數量概況（統計日期：2016/11/30） 

地區 國定古蹟 直轄市定古蹟 縣(市)定古蹟 

臺北市 13 146  

基隆市 3  11 

新北市 6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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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 0  38 

桃園市 1 17  

新竹市 5  30 

新竹縣 1  23 

苗栗縣 1  10 

臺中市 2 50  

彰化縣 6  44 

南投縣 1  14 

雲林縣 2  24 

嘉義市 2  13 

嘉義縣 2  19 

臺南市 22 116  

高雄市 5 44  

屏東縣 3  19 

澎湖縣 8  19 

臺東縣 0  0 

花蓮縣 0  17 

金門縣 8  54 

連江縣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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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歷史建築數量概況（統計日期：2016/11/30） 

地區 歷史建築 

臺北市 234 

基隆市 27 

新北市 54 

宜蘭縣 78 

桃園市 71 

新竹市 16 

新竹縣 29 

苗栗縣 36 

臺中市 105 

彰化縣 78 

南投縣 38 

雲林縣 65 

嘉義市 23 

嘉義縣 13 

臺南市 55 

高雄市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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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47 

澎湖縣 47 

臺東縣 48 

花蓮縣 56 

金門縣 157 

連江縣 5 

 

表 9：聚落建築群數量概況（統計日期：2016/11/30） 

地區 重要聚落建築群 聚落建築群 

臺北市  2 

基隆市   

新北市   

宜蘭縣   

桃園市   

新竹市   

新竹縣   

苗栗縣   

臺中市   

彰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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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雲林縣  1 

嘉義市   

嘉義縣   

臺南市  1 

高雄市   

屏東縣  2 

澎湖縣 1 1 

臺東縣   

花蓮縣  1 

金門縣  1 

連江縣  3 

 

表 10：直轄市、縣（市）考古遺址數量概況（統計日期：

2016/11/30） 

地區 國定考古遺址 直轄市定考古遺址 縣(市)定考古遺址 

基隆市    

臺北市 1   

新北市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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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  

新竹縣    

新竹市    

苗栗縣    

臺中市  7  

彰化縣    

雲林縣   2 

嘉義市    

嘉義縣   1 

臺南市  9  

高雄市 2 3  

宜蘭縣 1  1 

南投縣   3 

臺東縣 2  3 

屏東縣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2 

花蓮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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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文化景觀數量概況（統計日期：2016/11/30） 

地區 文化景觀 

臺北市 10 

基隆市 2 

新北市 4 

宜蘭縣 6 

桃園市 1 

新竹市 0 

新竹縣 0 

苗栗縣 4 

臺中市 5 

彰化縣 1 

南投縣 2 

雲林縣 3 

嘉義市 2 

嘉義縣 3 

臺南市 1 

高雄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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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3 

澎湖縣 2 

臺東縣 3 

花蓮縣 3 

金門縣 2 

連江縣 0 

 

四、 水下文化資產 

自 95年起推動臺灣附近海域水下文化資產普查計畫，截至 105年

底，經由水下驗證，辨識確認為沉船等目標物者共計 17處，分佈於澎

湖、東沙、綠島、馬祖等海域。 

 

表 12：辨識後確認沉船等目標物一覽表 

編號 內容 水深 地點 

1 日軍徵用運輸船 23南進丸（二

戰沉沒) 

15公尺 澎湖內海海墘岩（98) 

2 日軍用運輸船御月丸（二戰沉

沒) 

18 公尺 澎湖軍港內（98) 

3 日本特設巡洋艦淺香丸（二戰

沉沒) 

18 公尺 澎湖軍港內（98) 

4 清代晚期木船 25-30公尺 澎湖空殼嶼（98) 

5 英輪 Bokhara（1892年 8月20-

21 日風暴沉沒) 

5-14公尺 澎湖姑婆嶼（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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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更新世晚期動物化石 100-120 公

尺 

澎湖水道（98) 

7 日本商船滿星丸（二戰沉沒) 35-40公尺 七美嶼西北海域（99) 

8 日軍徵用運輸船山藤丸（1942

年 10月 19日年沉沒) 

9-52 公尺 澎湖龍門港東南方六

呎礁（99) 

9 清代廣丙艦（1895 年 12 月 21

日沉沒) 

15-20 公尺 將軍嶼東南方蠔曝淺

礁（99) 

10 清代中晚期木船 5公尺 東沙內環礁（101) 

11 清代中晚期木船 5-7公尺 東沙內環礁（101) 

12 綠島一號（18-19 世紀西式帆

船) 

27-43公尺 綠島海域（102） 

13 美 國 胡 佛 總 統 輪 SS 

President Hoover（1937年沉

沒） 

5-12 公尺 綠島海域（103） 

14 英國蘇布倫船 8-20 公尺 西引島海域（103） 

15 將軍一號(清代中期木船) 21 公尺 將軍嶼大堡礁海域

(104) 

16 奈良丸 12 公尺 澎湖北部(105) 

17 東沙五號(明清時期貿易船) 2 公尺 東沙北環礁(105) 

 

 



 

 

 

 

 

 

 

部門計畫 

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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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門空間發展策略(草案) 

壹、政策與目標 

農業是國家發展之根本，具有保障糧食安全、維護生態環境、支持農

村發展及增進國人健康的多功能價值。然而面對全球區域經貿快速發展及

氣候變遷影響，將以「建立農業典範」、「建構農業安全體系」及「提升農

業行銷能力」等施政主軸，採行「創新、就業及分配」原則，期能打造強

本進擊的農業，確保農民福利及收益，並兼顧農產品安全與維護環境永

續，並健全森林資源管理以適度提高林地碳匯量，形塑全民共享的新農

業。 
 

貳、發展現況 

一、農糧產業 

(一)稻米：稻米二期作收穫面積 25萬 1千餘公頃(引自 104年統計資料，

歷年多維持於 26萬公頃左右)，總產量 158 萬公噸，產值 374億元，

產區遍布全國，主要產地包括臺中市、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臺

南市、花蓮縣、臺東縣等地。 

(二)雜糧：雜糧及保健特用作物產業生產面積約 8萬 9千公頃，總產量約

47萬餘公噸，產值約 202 億元。本項產業品項眾多，其中較具產業規

模者包括：落花生、紅豆、甘藷、硬質玉米、食用玉米、大豆、小

麥、胡麻、薏苡、小米、仙草、山藥、茶、咖啡、油茶、金線連、當

歸、丹蔘、黨蔘、薑黃、洛神葵、土肉桂等。 

(三)蔬菜水果：蔬菜種植面積 14萬 5千餘公頃，產量 269 萬餘公噸，產

值 643.7億元，主要產地為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高雄

市、屏東縣等地。我國經濟栽培之果樹約 30餘種，種植面積 18萬 4

千餘公頃，產量 257 萬餘公噸，產值約 917億元，產區遍布全國，主

要產地為臺中市以南，以供應內銷為主、外銷為輔。 

(四)花卉：花卉栽種植面積 1萬 3千餘公頃，產值 167億元，主要產地分

布於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嘉義縣、臺南市、屏東縣等地。 

(五)有機農業：通過有機農糧產品驗證之種植面積 6千餘公頃，驗證合格

農戶 2千餘戶，總產量約 7萬餘公噸，產值 40億元。 

 

二、漁業 

(一)漁港：漁港分布於全國 19個直轄市及縣(市)，共計 224 處，並依漁

港法規定區分之第 1類漁港有 9處、第 2類漁港有 215 處，其管理權

責分屬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由於漁港開發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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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早，建造超過 35年之碼頭長度約 6.1萬公尺，占全國碼頭長度約

32%。 

(二)沿近海漁業：分就漁業權漁業、特定漁業、漁業資源保育區、人工魚

礁區等 4部分，說明如下： 

  1.漁業權漁業：包括專用、定置及區劃等三種漁業權漁業。專用漁業權

係利用一定水域，形成漁場，供入漁權人入漁，以經營採捕、養殖水

產動植物之漁業或以固定漁具在水深 25 公尺以內、採捕水產動物漁

業之權；目前規劃有 37個專用漁業權水域，並已核發 20張專用漁業

權執照予各地區漁會或漁業生產合作社。定置漁業權及區劃漁業權係

由地方政府於轄屬海域範圍內進行規劃及公告，目前全國已核發 63

張定置漁業權執照及 4900張區劃漁業權執照。 

  2.特定漁業：特定漁業係指以漁船從事主管機關指定之營利性採捕水產

動植物之漁業，自民國 34年總漁產量僅 1萬 6千餘噸，歷經 42年實

施「漁船放領」、56年實施未滿 300噸拖網漁船汰建制度、60年代推

行「漁船動力化、設備機械化、作業科學化、經營企業化」政策，至

70年產量達到高峰約 40萬公噸。民國 78 年起，為管控漁船投入量，

全面實施漁船限建及汰建制度；據 104年漁業統計年報登記動力漁船

數 12,260 艘、無動力舢舨 140艘、漁筏 10,295 艘，並於近 10年來

陸續推動特定物種管理措施，以及實施禁漁區、禁漁期、總漁獲量管

制、漁獲通報及填報繳交卸魚聲明書等管理措施。 

  3.漁業資源區：為保育水產資源，已輔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劃

設「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28處，針對保育區內之經濟性海洋生物

作採捕體長或季節性的限制。 

  4.人工魚礁：民國 62 年起開始辦理設置人工魚礁，迄今已公告人工魚

礁區 88處及保護礁區 68 處，共計投設各型人工魚礁約 23萬座，並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管理維護。 

(三)養殖漁業：全國漁業養殖面積，包括陸上養殖約 4萬餘公頃及海域養

殖(區劃漁業權)約 1萬公頃，產量及產值約 35萬公噸及 400億元，

至養殖生產區集中於新竹縣、苗栗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臺

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花蓮縣及宜蘭縣。據近 3年（102-104年）

產量及產值統計，主要養殖物種包括牡蠣、文蛤、吳郭魚、虱目魚、

石斑、鱸魚、鰻魚、白蝦、午仔魚等，上述養殖物種占養殖總產量及

總產值均超過 9成。 

 

三、畜牧業 

(一)豬：104年國內養豬戶數 7,846 戶、在養頭數近 550萬頭，產值

717.4億元，主要飼養區域為雲林縣、屏東縣、臺南市、嘉義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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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等地。 

(二)牛：104年國內養牛戶數 2,115 戶、在養頭數近 14萬 9千餘頭，主

要飼養區域為彰化縣、屏東縣、臺南市、雲林縣等地；牛肉產值約

22.9 億元、牛乳產值約 98.3 億元，總產值約 121.2 億元。 

(三)羊：104年國內養羊戶數 2,097 戶、在養頭數近 15萬 6千餘頭，主

要飼養區域為臺南市、彰化縣、高雄市、雲林縣等地；羊肉產值約

11.2 億元、羊乳產值約 5.6億元，總產值約 16.8 億元。 

(四)鹿：104年國內養鹿戶數 658 戶、在養頭數逾 2萬 2千餘頭，鹿茸產

值約 6.4億元，主要飼養區域為南投縣。 

(五)雞：104年國內養雞戶數 6,495戶、在養隻數逾 9千萬隻，產值約

411.5億元，主要飼養區域為彰化縣、屏東縣、臺南市等地；另雞蛋

產值約 222.8 億元，蛋雞主要飼養區域為彰化縣、屏東縣、嘉義縣及

臺南市。 

(六)水禽：包含鴨及鵝。104年國內水禽飼養戶數 2,149 戶、在養隻數逾

856 萬隻，產值約 95.80 億元，主要飼養區域為屏東縣、雲林縣、彰

化縣及嘉義縣等地；另鴨蛋產值約 17.8 億元，蛋鴨主要飼養區域為

屏東縣。 

 

四、林業及自然保育 

(一)全國森林覆蓋面積 220 萬公頃。國有林事業區約 154萬公頃土地，多

分布於山地地區，並採林地分區經營管理，其中林木經營區多分佈於

中低海拔山區，其餘自然保護區、國土保安區、森林育樂區分布於各

海拔山區。自然保留區、自然保護區、野生動物保護區及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等，大多位於國有林事業區，及部分位於淺山、河口及沿

海，另有部分預告範圍位於西部海域。保安林依其防風、水源涵養、

土砂捍止、風砂防止及自然保育等功能，分布於山區、河岸及沿海。

至於上述國有林事業區林地分區定位，國土保安區（占 37％）係以水

源涵養、捍止土砂、防風定砂為主要目的；自然保護區（占 43％）以

維護森林原始狀態、重視自然演替及生物多樣性資源保存為目的；林

木經營區（占 17％）作為集約式經營，以木材生產之用途；森林育樂

區（占 3％）則建置多樣化的森林景緻及生物相風貌，兼顧自然教育

之森林旅遊發展。 

(二)臺灣各類型保護區域有 95處，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及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自然保護區、國家公園及國家自然公園等，

總面積約占臺灣陸域面積 19.19％。 

(三)為提供從事生態旅遊、休閒、育樂活動、環境教育、自然與林業文化

體驗，規劃以自然步道系統、林業歷史軌道設施為脈絡，串連森林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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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區、平地森林園區、林業文化園區及自然教育中心等據點，連結為

森林生態旅遊系統，目前建置開放森林遊樂區 25處、平地森林園區 3

處、自然步道路線 154條、林業歷史軌道設施 3條、林業文化園區 4

處、自然教育中心 8處，每年提供約 700萬人次之森林育樂與林業文

化體驗及服務。 

(四)臺灣木材進口量每年約 600萬立方公尺，而國產木材生產量不到 6萬

立方公尺，不及木材消費量之 1%，因過度仰賴進口，木材自給率偏

低。由於全球暖化議題，國際間對木材貿易勢將採行更嚴格之管制，

其將對我國仰賴木材進口之相關產業發展造成衝擊。 

 

五、休閒農業 

     農業部門公告劃定休閒農業區計 79處，面積合計為 33,531公頃；

取得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計有 302 家，面積合計為 1,009公

頃，主要位於宜蘭縣、苗栗縣、南投縣、花蓮縣、臺東縣、臺中市及臺

南市地區。 

 

六、農業科技園區 

(一)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屬全臺唯一國家級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坐落於

屏東縣長治鄉，總面積原約 233 公頃，係以租賃方式向台糖公司取得

土地。該園區配合產業趨勢及國家整體政策，引領臺灣農業朝技術密

集、高附加價值、低污染的農業科技產業發展而設置，自行政院 92

年 2月 25 日核定、95年 12 月 21 日正式開園營運迄今，已引進超過

100家農企業投資進駐，發展產業包括農業加值、觀賞水族、動物疫

苗、機能性食品、生物農藥及肥料等，並結合周邊學研單位，營造出

臺灣獨步全球的農業科技與加值產業聚落，整體土地利用率已達九成

以上，並讓臺灣農業透過科技加值，以高價產品拓銷國內外市場並創

造產業商機。 

(二)查農業生物科技園區擴充計畫於 103年 8月 5日獲行政院院臺農第

1030038865 號函原則同意，規劃於既有園區之東北側取得 165.41公

頃土地作為擴充園區，皆為台糖公司管有土地、少部分為公有土地

(交通道路)，其用地取得及開發方式均比照既有園區方式辦理。本案

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於 105年 1月 13日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293 次會議審查通過，並於 105年 3月 18日備

查；另開發計畫於 105年 8月 11日經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379

次會議審查同意辦理，後續尚須補正資料並經內政部備查。本案刻正

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第 9點第 3款規定

辦理修正計畫，預定期程延長至 108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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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農村 

      全國農村社區計有 4,232 處，農業部門推動之農村再生計畫基本精

神，係照顧每個農村社區居住之農漁民到所有居民，並能自主提出個別

社區計畫，凝聚在地的希望與願景，重新重視農村的價值，並且共同參

與投入永續發展。104年累積辦理培根計畫之農村社區有 2,484 處，提

出農村再生計畫之農村社區有 718 處；自 100年至 104年協助通過農村

再生計畫之農村社區陸續完成硬體公共設施，並補助社區推動產業活

動、文化保存、生態保育等軟體建設。 

 

八、農田水利 

(一)農田水利會灌區內：目前有宜蘭、北基、七星、瑠公、桃園、石門、

新竹、苗栗、臺中、南投、彰化、雲林、嘉南、高雄、屏東、臺東、

花蓮等 17個農田水利會，其事業區域範圍（灌區）為 37.8 萬公頃

（引自 104年農業統計年報）。農田水利會灌區內轄管灌溉排水路為

導水路、幹線、支線、分線、給水線等灌溉渠道計 4萬 4,346公里、

排水渠道計 2萬 5,814 公里，合計渠道為 7萬 160公里，亦有隧道

106公里；構造物為臨時攔水壩、水閘、渠首工、渡槽、版橋、跌水

工、虹吸工、道路暗渠、排水暗渠、涵洞、沈砂池、減水壩、貯水

池、揚水場、圍墾堤、給水門、量水設備及其它構造物合計 20萬

3,451座。渠等灌區多屬我國最重要之農業生產基地，直接影響我國

糧食安全。 

(二)農田水利會灌區外：未納入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範圍（灌區）之農

地，其農田水利設施分散、零星且時常缺水，多數種植旱作、果樹，

近年屢有灌區外農民要求納入農田水利會灌區。故為擴大農田水利會

灌區服務範圍，將積極發展灌區外農地之農田水利建設，並協調各農

田水利會逐步納入其灌區內管理，以改善農業經營環境。 

(三)統計民國 94至 103年農業用水之平均值約 128 億噸，占我國總用水

量 178 億噸的 72%。農業用水包含灌溉用水約 114億噸（占農業用水

之 89%）、養殖用水約 13億噸（占農業用水之 10%）、畜牧用水約 1億

噸（占農業用水之 1%）。其中灌溉用水來源取用自河川 76億噸（占灌

溉用水之 66%）、水庫 11億噸（占灌溉用水之 10%）、壩堰 23 億噸

（占灌溉用水之 20%）及地下水 4億噸（占灌溉用水之 4%）。又全國

豐枯水期降雨量比值，北部地區為 6：4、中部地區為 8：2、南部地

區為 9：1、東部地區為 7：3，顯現農業灌溉用水之調蓄空間嚴重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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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展構想與預測 

臺灣農業產業型態多元且複雜，所需空間區位各異；而氣候變遷、糧

食安全、經貿高度自由化及非農業部門對農業用地變更使用需求的挑戰，

均影響產業發展與資源空間配置。農業部門空間發展，需同時納入活化利

用、友善環境、規模群聚及跨域加值之思維。 

 

一、 活化農地資源利用，確保糧食安全 

於我國無法進口糧食之非常時期，如何充分供應國人足夠糧食是農地

資源規劃需考量之重要課題，農業部門假設農地以熱量效率最大化利用且

維持國民每人每日基本熱量及營養結構等前提下，模擬農地需求，則全國

應維持農地資源總量為 74萬公頃至 81萬公頃。 

又依 100 年全國糧食安全會議訂定 2020 年糧食自給率目標 40%（以

熱量計），須從產業結構、農地活化與飲食習慣等面向努力。針對產業與

農地資源結合利用，推動活化休耕農地，並加強農業用水水質與水量管理，

提供安全穩定灌溉水源，以擴大生產規模，提高農業經營效率。又以適地

適作概念，積極推廣種植進口替代、與外銷潛力、有機及地區特產作物，

並推動非基因改造雜糧作物生產之大糧倉政策，預估整體水稻種植面積達

約 16.8 萬公頃(期作面積維持 26 萬公頃)、契作進口替代作物或外銷潛

力作物約 6.6萬公頃、有機農業推動面積達 1.5萬公頃，以及雜糧、特用

作物、蔬果、花卉等約 35.3萬公頃。 

為提升農業灌溉用水供應穩定度及水質需求，將積極改善 17 個農田

水利會灌區內硬體設施及營運環境，建立高效率用水管理機制，發揮農田

水利事業生產、生態、生活之三生功能。為使農田水利事業灌區外農地之

灌溉排水獲得改善，自 105年起推動灌區外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善業務，

興建與改善蓄水、引水、灌排水路等農田水利工程設施，以健全農村基本

建設及提高糧食自給率。另透過農田水利建設、農地重劃區緊急農水路改

善等計畫之持續推動與落實執行，估計每年農業用水之節水量應可達

3,350萬立方公尺以上。 

 

二、 發展加值型農業，推展專區經營及地產地銷 

農業無法自外於經濟發展趨勢，傳統以保護為主的閉關策略已難因應

國際經貿規範要求，為因應未來加入區域貿易協定以及市場競爭挑戰，將

積極推動產業結構調整，以「產業價值鏈」概念，導入規模化及智慧化生

產模式，穩定供應安全及高品質之農產品，發展外銷優勢產業，提升我國

農產品出口量能。另成立臺灣國際農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加強農林漁畜

產品國際行銷，發展以市場為導向之農產品外銷產業，鞏固既有並開拓新

興市場，建立多元行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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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具有產業群聚規模區域，以農業專業區方式，建立安全生產基地，

以優質、安全形象建立消費者對國產農產品信心，鞏固國產品消費市場，

並鼓勵青年人力、農業組織與企業參與農業經營，建立中心衛星體系，掌

握市場需求，以標準模組穩定質量，將產品變成商品，深化加值效益。其

推動方式亦將著重以農產品加工廠為核心基地，促使加工廠直接與農民契

作生產，或由加工廠與農民團體辦理契約收購，藉生產端擴大種植面積，

穩定加工原料來源及品質安全，並協助採後處理及貯存等相關設施，進而

輔導擴大設置為區域加工基地，改善加工設施及產製環境，提高產能及產

品品質，增加附加價值及農民收益。 

另國人飲食消費習慣與產業、農地永續經營亦息息相關，故為鞏固國

人消費忠誠度，應加強地產地消及推動食農教育，於稻米產業食農教育方

面，輔導各縣市國小設計稻米文化等體驗課程、編撰食米教育手冊及培訓

種籽師資、舉辦全國性食米教育競賽，並透過營養師宣導「米食營養健康」

觀念。至蔬果雜糧產業食農教育方面，辦理農民直銷站、農夫市集及社區

小舖與市集等銷售平台，並舉辦農特產品行銷活動，透過小農與消費者直

接面對面接觸，推廣並教育消費者。另透過媒體宣導有機農產品標章及標

示，舉辦有機農業推動種子志工研習營，推動有機食農教育。 

 

三、 擴大農業加值效益，強化農業多功能價值 

為擴大農業加值效益，發展休閒農業為重要之六級產業，將輔導傳統

農場轉型加值發展，推動休閒農業聚落化，整合各質性之農業旅遊場域，

發展可供體驗、休憩之綠色產業。在場域輔導方面，審慎評估休閒農業區

之劃定及輔導設立休閒農場，以避免市場過度競爭並穩定服務品質。預估

至民國 110年農業旅遊人數可達 3千萬人次；以此遊客數規模計算，休閒

農場經營面積約需 1,200 公頃至 1,400公頃；推估至 125 年，休閒農場經

營面積約需 1,900公頃至 2,100 公頃。 

森林對溫室氣體減量的貢獻已受到國際公約認可，而其對國土保安、

生態保育及遊憩等多元效益亦愈受重視，林業經營不僅在造林、保林，亦

需強化生態遊憩場域之規劃設置與品質提升；同時輔導及結合鄰近綠色生

態網路之社區、部落共同推動永續生活、生態及生產工作，將里山倡議深

化至社區、部落，落實社區參與及建立夥伴關係。此外，國際社會對全球

森林面積縮減、生物多樣性損失等議題更加關注，2007 年亞太經濟合作

組織(APEC)會議決議，在 2020 年前要增加亞太地區森林面積 2,000 萬公

頃，期能藉由造林政策來減緩大氣二氧化碳上升的速度，依國土面積比例

換算，我國應增加造林面積為 11,550公頃。農業部門自民國 97年推動造

林計畫，至 104年累計全國新植造林面積 30,714公頃，已達成 APEC會員

體承諾造林之目標，預估 105年至 109年可再完成新植約 6,000公頃，至

125 年再新植約 15,000 公頃，提升森林碳吸存效益。APEC 林業部長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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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強調人工林經營之重要性，因此未來木材利用終將以人工林為主；我國

須掌握可供生產木材之區域，規劃林產業之發展，適度提高木材自給率。 

為強化海洋及漁村休閒觀光發展，漁港除漁業經營功能外，將利用其

港澳基礎設施優勢，以綠色漁港結合生態資源及漁業產業文化，推動娛樂

漁業與漁村生態文化旅遊。另為保障漁業資源永續利用，透過沿近海水產

動植物繁殖保育區劃設及管理，並輔以人工魚礁區投設，營造漁業重要資

源環境，同時結合山、河、海跨部會整合治理，減少天然災害、人為污染

破壞自然棲地；針對特定物種強化禁漁區、禁漁期、傷害性漁法退場等管

理規定，輔導漁民轉營生態友善漁法，並落實預警式管理，有效掌握資源

變動並調整管理策略。 

為加強農村社區發展與農產業結合，農村再生計畫均以農村社區為基

礎範圍，整合施政資源運用方向，依社區現況條件提供最適性輔導作法，

並協助媒合各項農村產業有關輔導資源共同投入，並將農村社區發展與產

業結合程度列為重要指標，輔導成果將作為次年計畫先期作業之參據。 

 

肆、課題與對策 

  一、課題分析 

(一)農地細分不利效率及不具規模效益：臺灣持有農地面積未達 0.5公頃

農戶占全國農戶數 52%，未達 1公頃者占全國農戶數 75%，加以傳統

均分繼承使農地所有權細分難以改善，不利提高效率與創造規模效

益。 

(二)農業經營環境面臨內外部威脅：散置的農舍與農業設施，以及於嚴重

地層下陷地區、山坡地等環境敏感區域之產業發展，不利農業永續經

營。非農業部門透過合法開發或違規使用，導致農地轉用流失，尤以

零星、跳躍、穿孔式使用，對農業生產環境與農業用水品質有極大影

響。平衡農業與非農業之用地需求，落實各產業空間規劃，確保優質

農業經營環境空間，值得受到重視。  

(三)農業用地供農業使用之土地管制法令宜依產業需求更具彈性：嚴密的

土地管制法令擋不住農地轉為非農用的經濟誘因，反而阻卻農業發展

對農地多元利用的需求。當農地已非生財工具，擁有農地成為一種資

產待價而沽，對農業長期發展有不利影響。要將以防弊為主的管制規

定調整為合理彈性利用的思維，需建立更廣泛的共識。 

 

  二、空間發展策略 

(一)有效掌握農地資源空間資訊，以確保農地總量並為產業發展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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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農地資源調查、分類分級規劃及滾動調整機制，掌握各類農地自

然與農業灌溉條件、交通條件及使用現況，進行農地使用適宜性分析，

做為產業發展佈局之基礎。 

2.優先維護環境優良之農業空間區位（優質區域），考量產業區域分布

及地方政府發展需求，進行大而優重點產業或小而美特色產業之空間

佈局。針對環境敏感地區，考量區域特性及環境容受力條件，逐步調

整為與環境親和的利用與管理方式，或以減法思考進行產業結構調整。

例如：於地層下陷嚴重地區或水源缺乏區域，合理規劃農業用水及提

升農業水資源運用效率，發展節能、節水的新型態農業；山坡地範圍

內之產業依所在區位條件，在不影響國土保安及維護農民收益前提下，

予不同強度使用規範，導引適地適作發展空間。 

3.農地管理於現有法定分區管制框架下，應透過跨部門農地管控協商機

制，適度結合農地資源分類分級規劃結果進行分區調整，逐步朝向

管用合一，確保優質農地總量；另農業多元複雜化且受自然環境條

件影響大，應建立農地因地制宜管理機制，以符實務需求。 

 

(二)整合施政資源投入，營造優質營農環境並提升農業經營效益 

1.產業空間佈局以農地資源分類分級為基礎，針對優質區域，盤點區域

產業資源，劃設農業專區，發展核心產業，建立土地所有者、經營者

對農地維護之共識，輔導與環境親合之標準作業模式及耕作制度，並

引導專區土地集中利用，整合農業用水、病蟲害共同防治，提升農機

運作效率與產業加值輔導，同時結合青年農民之效率與創意，有效串

接產業與人、地、水資源，建立安全、優質之產業基地。 

2.鼓勵活化農地利用，透過政策引導農地活化、集中，創造規模與集中

之經濟效益；賦予專區內農地之彈性利用與管理，從產業價值鏈概念

調整農業使用。農業部門已自 102 年推動「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

畫」，優先活化連續休耕農地，推廣種植進口替代、具外銷潛力、有

機及地區特產作物，平地造林工作亦配套調整為鼓勵契作短期經濟林

方式辦理。同時，推展小地主大專業農及青年農民陪伴輔導政策，實

施離農獎勵，並鼓勵農地租賃，以促進產業結構調整與農地活化利用。

有鑒於於國內雜糧在地、新鮮、非基改、高纖、健康養生等特性深具

發展潛力，並提升國內糧食自給率，將積極輔導水稻轉作雜糧，以導

入農企業經營模式，規劃推動群聚式之集團產區，計畫針對北部二期

稻作低產地區、中部沿海再生稻產區、黃金廊道區、南部雙期作水稻

產區等，以契銷帶動契作方式，發展國產大豆、硬質玉米、甘藷、薏

苡、胡麻、小麥等雜糧品項。 

3.整合農業生產、加工、倉儲、物流設施需求，以利生產專區及集團產

區之產業發展，如建立符合市場需求的產銷供應鏈，並輔導建立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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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機械化製程、大型冷鏈包裝理集貨場提升產製效率；著重以農產

品加工廠為核心基地，有系統作契作或收購加工，使用該區域所生產

之農產品產製加工品品項，注重原料數量及品質、穩定、安全，產製

品項多元且規模較大，可透過溫控節庫進行原料調節供應加工需求；

積極輔導農民團體建立專業、集中及多元運銷供應配送體系或物流處

理中心，建置區域型外銷集貨包裝場，提升外銷產品競爭力，保障農

民收益。 

4.不擴增養殖面積，推動養殖漁業專區化，輔導劃設養殖漁業生產區，

建設養殖公共設施，依據生產及產業價值鏈需求，引導設置共同水產

運銷設施或冷凍冷藏加工廠設施；規劃友善環境養殖，並研發養殖技

術、自動化、設施模組化等以強化極端氣候因應能力；強化計畫生產

及產銷預警措施，發展綠能結合養殖，提升養殖水產品競爭力及漁民

收益。 

5.導入「以海為田」概念，推動深海養殖，利用海洋水資源及養殖科技，

發展深海自動化箱網養殖，並與陸上養殖分段分工合作，減少陸上水

土資源利用；另要求取得專用漁業權之漁業權人，須將入漁費投入維

護轄區漁場，以提升近岸海域漁獲效益，並配合我國現行漁業與海域

相關管制措施，落實責任漁業。 

6.畜牧產業經營將朝向高效率、高品質及符合衛生安全的方向發展，強

化畜牧場污染防治管理與綠美化工作，並建立制度化與區域性之畜牧

場廢棄物管理與輔導體系，推動廢棄物減量及廢棄物再利用工作。另

鼓勵太陽能、沼氣發電廠商與畜牧業者(或農民)合作，改建或設置符

合生物安全之畜禽舍，搭配屋頂附屬設置太陽能或沼氣發電設施，期

達成畜牧場自衛防疫需求與利用再生能源，建立畜牧農民與再生電業

雙贏。 

7.推動灌排分離，保護農業水土資源，從源頭建構農產品安全生產環境；

增設農業灌溉用水調蓄空間，合理規劃農業灌溉用水之水量、水質，

可降低缺水風險；加強農田水利建設，改善硬體設施及營運環境，提

升農業用水效率；發展節能、節水的新型態農業，推動農業用水質量

合理規劃，發揮農田水利三生及防減災功能。 

8.推動農業科技產業化，以具技術優勢、高附加價值及市場發展潛力，

並營造農業科技產業聚落為主之農業科技園區。 

 

(三)發揮農業多功能價值，促進綠色產業發展  

1.農業不僅是經濟事業，也是一種生活方式，亦具環境生態與景觀功能。

農村不僅是生產空間也是生活空間。農村再生計畫結合產業並進行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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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整合，創造農村發展特色，營造優質農村生活空間，活絡產業發展，

吸引青年回農、留農，創造產業、農村、人力結構的正向發展。 

2.休閒農業區結合農業體驗、產業文化及綠色景觀，打造優質農業旅遊

環境，並輔導傳統農場轉型加值發展，引導休閒農場優先至休閒農業

區申請設置，推動休閒農業聚落化。強化各類型森林育樂場域之規劃

與設施品質，營造安全、符合自然且永續之森林遊憩環境，並以森林

資源結合環境教育，提升大眾對森林生態旅遊永續發展價值觀之認知；

推動漁港綠色環境，針對重要觀光景點及海上交通節點之漁港，強化

港澳景觀及優質海洋休閒觀光環境。 

3.為發揮森林對水源涵養、國土保安功能及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能力，針

對山坡地之超限利用土地、劣化地等地區進行造林及海岸林帶復育工

作。此外，過去政府獎勵造林輔導措施陸續屆滿後，面臨多元效益產

出之需求，除在無礙水土保持功能原則下，規劃推展林下經濟作物及

生態休閒為主之多角化經營，同時因應國內木材需求，應掌握人工林

木材生產供應之潛在區域，適度提高國內木材自給率。 

4.推動沿近海棲地營造及保護，強化特定漁業之管理，規劃傷害性漁具

漁法退場轉型措施，配合海巡署加強查緝海上違規作業，並加強宣導

漁業資源保育之觀念；持續輔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調查轄屬海

域之物種，必要時劃設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或禁漁區，或針對定物

種限制採捕體長，以維護漁業資源之永續利用。 

5.有效運用現有漁港，依漁港區位、規模、漁作重要性等層面考量，未

來以完全漁業使用、漁港多元利用、漁港部分釋出或釋出轉型等發展

定位進行評估，減少各機關發展海洋產業對於港埠開發需求，降低海

岸地區國土開發壓力。 

6.運用海洋生態觀光資源，持續推動漁民轉營供國人以體驗漁業及海洋

生態觀賞為目的之娛樂漁業，提升國人親海、愛海共識，減輕資源過

度利用壓力，永續漁業發展。  

 

伍、產業發展定位 

一、農糧產業：為維護國家糧食安全，除維持水稻適當種植面積外，應以適

地適作概念，積極推廣種植進口替代、外銷潛力、有機及地區特產作物，

並推動非基因改造雜糧作物生產政策。為因應國內外市場競爭，推動產

業結構調整，以「產業價值鏈」概念，導入規模化及智慧化生產模式，

並整合生產、加工、倉儲、物流功能，提升農產品附加價值。為建立國

產農產品多元行銷通路，推動地產地消及食農教育，提升國產農產品消

費力道；發展外銷優勢產業，提升我國農產品出口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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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漁業：依沿近海域環境特性，規劃經營專區發展漁業權漁業，同時強化

特定漁業管理制度，針對特定魚種訂定總量、體長、休漁期及禁漁區等

管理措施，維護漁業資源穩定性。結合進行山、河、海跨部會整合治理，

並持續辦理漁業資源及生態棲地之復育，且劃設及有效管理水產動植物

繁殖保育區，讓漁業資源永續利用。善用漁港已建構之港澳基礎設施優

勢，除漁業經營功能外，推動綠色漁港，強化海洋休閒觀光。輔導劃設

養殖漁業生產區，完善規劃與建置水產養殖公共設施，並依據產業價值

鏈建構需求，引導設置共同水產運銷設施或冷凍冷藏加工廠設施。 

三、畜牧業：鼓勵產業團體以統合經營、策略聯盟方式健全產銷體系，提升

生產效率及推動產銷履歷制度，並運用新世代行銷策略促進運銷現代化。

強化畜牧資源再利用與養豬場沼氣發電，推動循環經濟，以達穩定畜禽

產品供需、兼顧環境及產業永續發展等目標。 

四、林業及自然保育：強化森林保護管理，確保森林永續經營，並加強人工

林經營，提昇國產林產物自給率。連結中央山脈保育廊道，強化淺山及

海岸區域保育，建構國土生態保育綠網，深化里山倡議精神並發揮生態

系功能。規劃國家森林遊樂區、平地森林園區、林業文化園區、自然教

育中心、自然步道及林業歷史軌道設施等各類型森林育樂、林業文化場

域，將作為生態旅遊、環境教育、山林運動之用途。 

五、休閒農業：輔導傳統農場轉型加值發展，推動休閒農業聚落化。結合農

業生產、農村景觀、文化創意、綠色餐飲及環境教育等面向，發展區域

型主題農業旅遊，以地產地消促進農村在地經濟活絡，建立農業旅遊品

牌特色。 

六、農業科技園區：建構具有研發、加值及內外銷功能之高科技農業產業平

臺，引導具技術優勢、高附加價值及市場發展潛力之農企業進駐，除藉

由農業科技人才投入，並結合鄰近學術及研究機關(構)研發能量，提升

農業科技產品研究開發、創新育成及量產行銷之能量，營造農業科技產

業聚落，推動農業科技產業化。 

七、農村：協助整體環境改善、公共設施、文化保存與活化及生態保育等軟

硬體建設，推動農村多元永續發展，並加速農村社區產業活化，擴大農

村再生施政綜效。 

八、農田水利：加強農田水利建設，改善硬體設施及營運環境，提升農業用

水效率；推動灌排分離，建構農產品安全生產環境；增設農業灌溉用水

調蓄空間，降低缺水風險，並發展節能、節水的新型態農業。 

 

陸、發展分布區位 

一、打造高效、高產值農業科技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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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為農業加值聚焦推動重點區位，並依據需

求擴充基地面積，以擴大產業聚落規模。 

(二)強化臺南「臺灣蘭花生物科技園區」、彰化「國家花卉園區」等基礎

建設，以產業價值鏈概念彈性利用園區土地利用。 

二、各類農產業之空間發展佈局 

(一)規劃於各直轄市、縣(市)推動稻米產銷契作生產體系，並於環境優良

地區優先推動，預計擴大優質產區至 3 萬公頃。鼓勵休耕農地至少復

耕一個期作，適地規劃推動短期經濟林造林；惟於特定生態維護田區

(如水梯田)或特殊耕作困難地區，依土地狀況規劃其使用方式。 

(二)推動安全農業，輔導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產銷履歷生產面積累積至

10.2 萬公頃；推動有機農業，以臺灣東部、原鄉部落、中央山地周邊

農地為重點發展區域，並配合活化休耕農地，鼓勵農民種植有機大豆、

小麥等進口替代產品。 

(三)熱帶果樹發展以中南部為主，溫帶果樹發展以中北部為主，輔導推動

契作外銷及加工，建立長期穩定供應體系，並逐步縮減危及國土保安

之果園面積。 

(四)蔬菜產區主要位於雲林縣、臺南市、嘉義縣、屏東縣、彰化縣、高雄

市、南投縣等地區，輔導於高亢地區設置設施栽培，高山地區在合法

範圍內應適度予以輔導，以確保夏季蔬菜生產及農民收益，並與環境

相容；花卉主要產區位於彰化縣、南投縣、臺中市、屏東縣、嘉義縣、

臺南市等地區。 

(五)茶產業經營專區主要位於南投縣、嘉義縣、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

等地區，並強化專區農水路等基礎設施、建立環境友善栽培模式，以

及推動集合式共同加工設施（備）。 

(六)雜糧發展區位主要以北部桃竹苗等二期稻作低產區、中雲彰嘉等中部

沿海再生稻區、高鐵沿線(黃金廊道區)、南部雙期稻作區及固有雜糧

區等，推動稻田轉作雜糧並擴增面積，藉以提升雜糧產業發展，減少

水稻面積及活化休耕地，以發展質優、多樣化與替代進口之國產雜糧。 

(七)農糧產業因應臺灣國際農業開發(股)公司、區域加工基地、輔導農民

團體建立運銷供應配送體系、物流處理中心、建置區域型外銷集貨包

裝場、推動食農教育及農民直銷站等政策，依北、中、南、東產業分

布情形規劃設置，所需土地面積約 736公頃。 

(八)辦理彰化、雲林及嘉義縣高鐵沿線地層下陷嚴重區域「黃金廊道農業

新方案暨行動計畫」，設立省水農業生產專區，推動現代化省水灌溉

技術，強化節水農業科技，發展節能、節水的新型態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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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灌區外農田水利設施之分布區位，散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轄區，

將優先評估鄰近農田水利會灌區農地之地形地勢、座落區位、供水條

件、作物特性與農業經營型態等因素，擘劃因地制宜之灌區外經營輔

導策略，以有效發揮政府資源，穩定農業發展。 

(十)陸域養殖漁業方面，引導台 17線以西魚塭，發展海水養殖；引導現有

魚塭之區位集中者，劃設為養殖漁業生產區。海域養殖部分，建立適

合臺灣海域使用之自動化箱網養殖系統，於臺灣東部、南部及澎湖海

域推動海域箱網養殖，使趨於飽和之內陸養殖漁業重啟長期增產發展

之動能，並減少陸域水土資源過度利用。 

(十一)依現行規劃公告，於 3 浬內海域輔導專用漁業權經營，要求漁業權

人投入經費維護漁場環境，放流適地適種魚苗以增裕漁業資源，提升

近岸海域漁獲效益，並配合我國現行漁業及海域管制措施，落實責任

漁業。在不影響船舶航行權益前提，於洋流適當且不完全遮蔽魚類迴

游路徑之海域，規劃可申請經營定置漁業權區域。  

(十二)持續輔導地方政府調查轄屬海域漁業資源，規劃並公告水產動植物

繁殖保育區、傷害性漁法禁漁區，保護漁業資源；維護現有人工魚礁

及保護礁區，強化棲地營造，提升聚魚效果；落實沿近海特定漁業管

理，依各別經濟魚種訂定適當休漁期或漁獲量管制規定，以合理利用

漁業資源。 

(十三)畜牧事業產區分布於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及

屏東縣等地區，有鑒於國人環保意識、鄰避情節高漲，畜牧場或畜牧

專區之興設不易，爰有關畜牧事業發展及配合發展綠能政策，均以善

用既有空間為原則，並妥善運用、分配及結合在地資源，落實管理及

相關輔導措施。  

 

三、發揮農業多元功能效益，促進農業產業六級化及綠色產業發展 

(一)以既有農村社區為核心，依在地資源條件與發展願景，優先協助產業

發展所必需之整體環境改善、公共設施、文化保存與活化及生態保育

等軟硬體建設，協助農村多元永續發展，並提供營運資金補助與專業

機構諮詢輔導，協助農村產業經營者朝向更專業的企業經營，以加速

農村社區產業活化，進而厚植農村活化再生之基礎，擴大農村再生施

政綜效，打造「活力、健康、幸福」的希望農村。 

(二)輔導具休閒農業發展潛力之區域(例如宜蘭縣、苗栗縣、南投縣、花蓮

縣、臺東縣、臺中市、臺南市等)，整合區域農業、觀光、文化等產業

或旅遊資源，發展區域型主題農業旅遊，以地產地消促進農村在地經

濟活絡、彰顯農業旅遊特色及區隔性，強化地方農產業加值，建立農

業旅遊品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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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於八斗子、安平、烏石 3 處漁港興建遊艇碼頭，帶動周邊產業，導引

民眾體驗海岸與海上休閒漁業活動及漁村文化。 

(四)國有林地之高海拔山區應維護森林原始狀態，盡量避免人為干擾。次

為林業資源永續利用，提高木材自給潛力，中、低海拔林木經營區內

之國有人工經濟林，加強營林；私有林部分，透過政府獎勵措施，提

高農民參與造林意願，並輔導私有林主合作經營，擴大林業生產規模

及森林主副產物經營，建構區域林業生產體系，延伸生產事業之價值

鏈。未來除加強集水區治理工作外，並加強國有林劣化地、山坡地及

海岸保安林復育造林。自然保留區、自然保護區、野生動物保護區及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等，大多位於國有林事業區，部分分布於淺山、

河口及沿海，另有部分預告範圍位於西部海域；國土生態保育綠網發

展區位分布於淺山及沿海地區。同時，依據森林環境之重要性及景觀

特殊性，設置太平山等 25處森林遊樂區；多元運用平地造林成果，設

置鰲鼓濕地、林後四林及大農大富等 3 處平地森林園區；保存、復舊

及再利用現存林業文化空間，整建羅東、東勢、嘉義及花蓮等 4 處林

業文化園區，並以國有林地之自然步道，及太平山、烏來及阿里山森

林鐵路等林業歷史軌道設施為網絡，串連台灣各森林遊憩據點及旅遊

區，結合自然教育中心，發揮森林之遊憩效益、生態價值及教育功能，

提高民眾對環境之關懷與認同，落實自然保育與永續發展的責任。 
 

陸、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縣(市)分派總量 

(一)為確保國內糧食安全，維護農地資源，因應農業多元發展目標等需求，

參酌全國農地需求總量，本會自 101年度起協助 15個直轄市、縣政府

辦理農地資源分類分級劃設作業，盤點農地資源現況及生產條件，並

透過土地適宜性分析瞭解農地資源特性及分布情形，作為產業發展區

位規劃之依據。 

(二)依據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之全國農地需求總量及直轄市、縣(市)農地

需求總量，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擬定區域計畫或規劃土地利用方

向，涉及農地資源利用事宜，應參酌農地資源分類分級劃設及檢核作

業相關成果，優先保留第 1種農業用地、第 2種農業用地及第 4種農

業用地，以該等面積範圍內供農業使用土地加總作為維護農地資源之

控管基準。至本計畫之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縣(市)分派總

量，亦應併同考量各區域土地之產業發展現況、農業及農地資源使用

現況盤查作業成果、未來發展潛力等，以推動農業用地適性發展之方

向，進行農業發展地區及其分類劃設作業。（其劃設成果面積及應維

護之農地資源面積詳如附表） 



 

251 

地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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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地資源控管基礎 

農 1+農 2+農 4 

新北市 0.11 0.13 0.20 0.37 0.81 0.61  

宜蘭縣 1.38 0.54 0.26 0.73 2.91 2.65  

桃園市 1.96 1.16 0.77 0.52 4.39 3.63  

新竹縣 0.58 0.32 0.23 2.43 3.56 3.33  

苗栗縣 1.16 0.43 0.72 3.51 5.81 5.10  

臺中市 1.71 1.22 0.62 1.70 5.25 4.63  

南投縣 1.79 0.05 0.16 3.72 5.72 5.57  

彰化縣 4.14 1.31 0.56 0.58 6.59 6.03  

雲林縣 6.24 1.19 0.67 0.32 8.42 7.75  

嘉義縣 4.19 1.17 0.64 1.76 7.76 7.12  

臺南市 5.01 3.38 1.19 0.52 10.09 8.91  

高雄市 3.71 0.80 0.38 0.89 5.77 5.39  

屏東縣 6.08 0.50 0.55 1.52 8.65 8.10  

花蓮縣 1.41 0.79 0.58 3.18 5.96 5.38  

臺東縣 1.52 0.17 0.31 3.28 5.28 4.97  

總    計 40.99 13.14 7.82 25.03 86.98 7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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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產業空間發展佈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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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林事業區及保護區示意圖 

 



 

 

 

 

 

 

 

部門計畫 

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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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壹、 政策與目標 

為有效清理廢棄物及改善生活污水，維護國民健康及環境衛生，進行相關土地使用或空

間區位規劃，為環保部門空間發展之基本策略目標。 

一、一般廢棄物妥善處理 

我國積極推動垃圾源頭減量、資源回收及強制分類等資源循環政策，經減量、再使用、

再利用及能源回收等措施實施下，垃圾大幅減量，並減少處理及處置之需求，但持續滿

足生活垃圾妥善處理之基本及自主需求，仍為維護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重要發展目標。 

二、事業廢棄物妥善處理 

強化廢棄物產源清理及再生責任，並加強中間處理及最終處置機構之管理規範，期透過

落實物質源頭減量與永續循環利用等重要政策方向，降低資源消耗與環境負荷，避免事

業廢棄物非法棄置及不當循環利用，造成環境污染問題，達成事業廢棄物妥善處理目標。 

三、資源循環零廢棄 

為實現資源循環零廢棄之最終目標及資源永續利用之國家願景，認定廢棄物為「被錯置

之資源」，已陸續引入永續物料管理（SMM）及從搖籃到搖籃（C2C）之概念，提出「資

源循環零廢棄」發展目標及願景，並致力於 6R：減量（Reduction）、再使用（Reuse）、

再利用（Recycling）、能源回收（Energy Recovery）、土地新生（Land Reclamation）及改

變設計（Redesign）。 

四、改善生活污水 

為改善生活污水污染情形，環保署自 91 年起即執行「河川及海洋水質維護改善計畫」，

推動以生態工法為主之水質淨化工程，針對水體嚴重污染河川測站，補助地方政府尋找

鄰近適合可利用之土地規劃建置，推動人工濕地等現地水質淨化自然處理工程措施，期

於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完成前之過渡期做為應急措施，減少生活污水污染量。 

貳、發展現況 

一、一般廢棄物 

依據 105 年各直轄市及縣（市）垃圾產生量現況（詳表一），105 年各直轄市及縣（市）

垃圾產生量總計約 741 萬公噸，平均每人每日垃圾產生量約 0.861 公斤/日。在垃圾分類

下，其中資源垃圾、廚餘及巨大垃圾分占 49.1%、7.8%及 2%，合計 59%，此部分經回

收貯存後，進行資源再利用。其餘之一般垃圾占 41%，此部分經清運後送垃圾焚化廠進

行能源回收，產能發電，創造再生能源。 

（一）資源回收貯存分類及再利用設施空間 

106.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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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資源回收貯存分類及再利用設施空間，包含資源垃圾回收貯存場、廚餘堆肥廠

及巨大垃圾修繕場及破碎廠等。此類空間亦多與資源垃圾回收貯存場合併設置。 

目前部分直轄市及縣（市）鄉鎮市區清潔隊設置有單一或區域型之資源垃圾回收貯存場，

以提供回收資源垃圾再利用前之分類及貯存使用；另登記之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及處理

業計 726 家。 

另外，各直轄市及縣（市）設置廚餘堆肥廠計 55 廠，處理量能合計 279 公噸/日，主要

再利用做為肥料或土壤改良劑。設置巨大垃圾修繕場及破碎廠計 25 廠，以提供巨大垃

圾修繕再使用或破碎再利用。 

（二）能源回收設施空間 

目前我國垃圾能源回收設施以大型垃圾焚化廠為主，一般垃圾除利用焚化妥善處理外，

垃圾焚化餘熱亦可能源回收發電，國內已興建完成 26 座大型垃圾焚化廠（詳圖一），分

布於 16 個直轄市及縣（市）。除雲林廠及臺東廠尚未啟用，其餘 24 座焚化廠均已運轉

營運，總設計處理容量為 24,650 公噸/日（如經熱值調整後約 19,000 公噸/日）。 

另對於轄內無焚化廠之新竹縣、南投縣、花蓮縣、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等 6 縣，為

協助該等縣垃圾處理區域合作事宜，本署已成立「垃圾跨區處理規劃溝通小組」，積極協

調有焚化處理能量之地方環境保護局協助處理。105 年度已建立區域合作模式，由有焚

化廠之直轄市、縣（市）協助，新竹縣由苗栗縣及新竹市協助、南投縣由臺中市及苗栗

縣協助、花蓮縣由宜蘭縣協助、澎湖縣由高雄市協助、金門縣由高雄市協助、連江縣由

基隆市協助。 

（三）最終處置設施 

目前我國垃圾最終處理設施以垃圾掩埋場為主，在前述垃圾優先資源再利用及能源再利

用下，將剩餘安定或不適燃之廢棄物（如焚化灰渣）進行最終處置，其中垃圾焚化灰渣

每年約需 70 萬立方公尺之掩埋空間。 

依環保署統計資料，營運中（供掩埋使用）之各直轄市及縣（市）公有掩埋場共計 68 場，

總剩餘掩埋容積約 393 萬立方公尺；此外，也有已飽和、停止使用或封閉復育掩埋場計

310 場，合計共 378 場。另垃圾轉運站計有 20 場。 

表一  105 年各直轄市及縣（市）垃圾產生量現況  

區域/縣
（市） 

105 年之 
人口數

（1） 

105 年之每

人每日垃

圾產生量 

105 年之垃圾產生量（2） 

總計 一般垃圾 巨大垃圾 資源垃圾 廚餘 

人 公斤/日 公噸 公噸 公噸 公噸 公噸 
北

區 
臺北市 2,695,704 0.793  783,268  244,574  13,649  456,832  68,213  
新北市 3,979,208 0.681  990,138  305,408  39,098  523,363  12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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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2,147,763 1.018  792,116  382,259  6,635  377,307  25,915  
基隆市 372,100 1.101  149,929  63,635  2,180  72,243  11,871  
新竹市 437,337 0.954  152,053  59,256  2,754  77,777  12,267  
新竹縣 547,481 0.828  165,179  73,803  1,086  80,421  9,869  
宜蘭縣 457,538 0.988  165,525  73,797  4,107  73,459  14,162  
花蓮縣 330,911 0.925  112,200  55,166  283  51,261  5,489  
連江縣 12,595 1.312  6,035  2,111  821  1,920  1,183  
小計 10,980,637 0.827  3,316,443  1,260,009  70,613  1,714,583  271,238  

中

區 

臺中市 2,767,239 0.809  815,996  363,332  5,358  404,326  42,979  
苗栗縣 559,189 0.930  191,217  89,283  3,304  86,163  12,467  
南投縣 505,163 1.010  187,571  88,341  1,649  82,385  15,196  
彰化縣 1,287,146 0.852  401,503  200,373  7,075  180,094  13,961  
雲林縣 694,873 0.779  198,745  99,596  3,792  82,683  12,675  
小計 5,813,610 0.846  1,795,032 840,925  21,178  835,651  97,278  

南

區 

臺南市 1,886,033 0.927  639,667  233,164  19,440  314,629  72,434  
高雄市 2,779,371 0.911  926,848  381,182  20,453  435,677  89,536  
嘉義市 269,874 0.941  93,057  35,819  2,121  46,902  8,216  
嘉義縣 515,320 0.969  183,548  77,078  1,292  92,273  12,905  
屏東縣 835,792 0.975  299,360  148,673  12,099  127,326  11,262  
臺東縣 220,802 1.089  88,339  37,984  771  42,672  6,911  
金門縣 135,114 0.632  30,972  14,131  561  14,145  2,135  
澎湖縣 103,263 1.007  37,881  16,296  672  16,894  4,018  
小計 6,745,569 0.934  2,299,672  944,327  57,409  1,090,518  207,417  

總計 23,539,816 0.861  7,411,146 3,045,260  149,201  3,640,753  575,932  
占比   100% 41.1% 2% 49.1% 7.8% 

資料來源：1. 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人口資料庫，「16 縣（市）人口按出生地」統計表。調查時間：

106 年 3 月。 
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保統計資料庫，105 年執行機關垃圾清理概況（表號：1135-01-03）。調查時間：

106 年 3 月。 
3. 本表為各直轄市及縣（市）執行機關垃圾清理概況，其中資源垃圾產生量未包含公告應回收物品及容

器稽核認證量及其他公告應回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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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全國大型垃圾焚化廠分布圖 

二、事業廢棄物 

依事業廢棄物申報量統計資料（如圖二），105 年度事業廢棄物申報產生總量約 1,897 萬

公噸，申報事業廢棄物清理總量約 1,793 萬公噸。分析 105 年度事業廢棄物申報清理流

向，主要以再利用流向申報為最多，約 1,469 萬公噸，約占總清理量的 81.9%；其次是

委託或共同處理，約 259 萬公噸，占 14.4%。 

105 年事業廢棄物申報資料依照事業別分類如圖三所示：工業廢棄物為事業廢棄物之最

大宗，占 87.93%、營建廢棄物 8.69%、農業事業 0.86%、醫療 0.53%、教育 0.03%、國

防 0.01%、交通 0.22% 及其他 1.73%。 

國內廢棄物處理設施分布位置與處理方法與產業型態之發展趨勢成正相關，截至 105

年底處理設施包含依各部會訂定之再利用管理辦法設置約 1,600 家再利用機構，與同樣

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輔導設置之 9 家共同處理機構及 3 家經濟部輔導設置之北中南綜

合處理設施、科技部設置臺南科學園區資源再生中心，以及因應市場需求由環保產業

申請設置之 181 家廢棄物處理設施，現行國內環保產業申請之處理設施量能約有 1,075

萬公噸/年。 
  



 

259 
 

 
圖二 歷年事業廢棄物申報量變化圖 

 

 
圖三 各類事業廢棄物申報比率圖 

三、生活污水 

為改善生活污水污染水體，在目前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尚未完成前，針對嚴重污染

河川測站測站，於鄰近適合可利用之土地，規劃建置現地處理設施，做為過渡期之應急

措施。在 91 至 105 年已完成 119 處現地處理設施，總面積達 597 公頃，每日處理水量

約 116 萬 3,846 CMD；其中 119 處現地處理設施之工程類型如表二。 

表二 119 處現地處理設施工程類型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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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類型 數量 
人工濕地 50 
地下滲濾 3 
草帶+碎石過濾 5 
接觸氧化 31 
接觸氧化+人工濕地 1 
接觸氧化+截流 1 
接觸曝氣 2 
截流工程 12 
漫地流 9 
礫間曝氣 1 
其他 4 

合計 119 

參、發展構想與預測 

一、一般廢棄物 

我國將持續致力推動垃圾減量、再使用、再利用、能源回收、土地新生及改變設計的資

源循環零廢棄（6R）政策，建立循環型生產與生活方式，加強能資整合，提高資源回收

再利用及能源回收，達到零廢棄，低耗能的環境友善社會，讓臺灣走向循環經濟的時代。 

推估 120 年各直轄市及縣（市）垃圾產生量如表三所示。主要依據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

會 120 年全國人口推估為 2,352 萬人（相較 105 年 2,354 萬人減少 0.04%）及本署預估

120 年平均每人每日垃圾產生量 0.8 公斤/日，計算 120 年垃圾產生量總計約 687 萬公噸

（相較 105 年 741 萬公噸減少 7.86%）。在積極垃圾分類下，120 年之資源垃圾、廚餘及

巨大垃圾分別提升為 50%、15%及 3%，合計 68%，其餘之一般垃圾占 32%。據以預測

120 年各直轄市及縣（市）垃圾產生量及各類垃圾量，以推估環保部門空間發展土地使

用或空間區位規劃需求。 

（一）資源回收貯存分類及再利用設施空間構想 

我國資源回收貯存分類及再利用設施空間（包含資源垃圾回收貯存場、廚餘堆肥廠及巨

大垃圾修繕場及破碎廠等），各直轄市、縣（市）宜整體規劃設置，成為資源再利用中心。 

（二）能源回收設施空間構想 

我國垃圾能源回收設施除以大型垃圾焚化廠外，考量回收廚餘量之增加及再利用需求，

將參考國外能源回收設施成熟經驗，除既有焚化發電廠外，引進設置廚餘生質能源廠。

各直轄市、縣（市）宜規劃設置自主量能設施空間，與垃圾焚化發電廠整合運用能源回

收設施空間，成為生質能再生能源中心。 

1.廚餘生質能源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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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廚餘堆肥廠有操作成本偏高、產品通路等問題，不易擴大推動。廚餘如落實執行回

收，需開拓其他再利用方式，及增設再利用設施；以整體廢棄物管理及處理能資源化觀

點，設置有機廢棄物生質能廠，將家戶廚餘納入處理，為解決廚餘大量回收去化可行之

再利用方式。經評估可於 111 年至少設置完成 3 座廚餘生質能源廠，預估每年可處理廚

餘量約 18 萬公噸，發電量約 2,160 萬度，並減少碳排量約 1.13 萬公噸。並再視直轄市、

縣（市）之回收廚餘量狀況逐步規劃增設之。 

2.垃圾焚化發電廠 

有設置垃圾焚化廠之直轄市、縣（市），應考量轄內垃圾焚化發電廠營運年數增加之問

題，推動垃圾焚化廠升級整備，提高能源回收效率及污染防制設施。 

經檢討垃圾焚化廠建廠容量及全國整體資源統合運用後，目前並非一縣（市）一焚化廠，

係以「垃圾處理區域合作」方式協助無焚化廠之縣（市）處理家戶垃圾，並應妥善運用

轄內一般廢棄物處理設施為互惠互助措施，如遇轄內焚化廠歲修量能不足時，已規劃與

鄰近直轄市、縣（市）相互支援焚化處理量能或暫置於轄內掩埋場，並俟歲修完成後，

再進廠焚化處理。 

（三）最終處置設施空間構想 

垃圾焚化廠處理量目前可滿足垃圾焚化處理需求，並有餘裕量處理部分一般事業廢棄物，

回收能源產生電力，但垃圾以掩埋方式處理，若採以往「只進不出」傳統思維方式，將

有掩埋場飽和後需另覓或新闢掩埋空間之壓力，但隨著垃圾處理技術之發展演進，以往

掩埋物可經由挖除分類後充分能資源再利用，而挖除再生土地亦可供最終處置或暫存容

積之循環利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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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推估 120 年各直轄市及縣（市）垃圾產生量  

區域/縣
（市） 

推估 120
年之人口

數（1） 

推估 120
年之每人

每日垃圾

產生量
（2） 

推估 120 年之垃圾產生量（3） 

總計 一般垃圾 巨大垃圾 資源垃圾 廚餘 

人 公斤/日 公噸 公噸 公噸 公噸 公噸 

北

區 

臺北市 2,694,568  0.737  726,153  232,369  21,785  363,076  108,923  
新北市 3,977,531  0.633  917,938  293,740  27,538  458,969  137,691  
桃園市 2,146,858  0.946  734,355  234,994  22,031  367,178  110,153  
基隆市 371,943  1.023  138,996  44,479  4,170  69,498  20,849  
新竹市 437,153  0.886  140,965  45,109  4,229  70,483  21,145  
新竹縣 547,250  0.769  153,134  49,003  4,594  76,567  22,970  
宜蘭縣 457,345  0.918  153,455  49,106  4,604  76,728  23,018  
花蓮縣 330,772  0.859  104,018  33,286  3,121  52,009  15,603  
連江縣 12,590  1.219  5,595  1,790  168  2,797  839  
小計 10,976,011  0.767 3,074,610  983,875  92,238  1,537,305  461,192  

中

區 

臺中市 2,766,073  0.752  756,494  242,078  22,695  378,247  113,474  
苗栗縣 558,953  0.864  177,274  56,728  5,318  88,637  26,591  
南投縣 504,950  0.938  173,893  55,646  5,217  86,947  26,084  
彰化縣 1,286,604  0.792  372,226  119,112  11,167  186,113  55,834  
雲林縣 694,580  0.724  184,253  58,961  5,528  92,126  27,638  
小計 5,811,161  0.785  1,664,139  532,525  49,924  832,070  249,621  

南

區 

臺南市 1,885,238  0.861  593,023  189,767  17,791  296,511  88,953  
高雄市 2,778,200  0.846  859,263  274,964  25,778  429,631  128,889  
嘉義市 269,760  0.874  86,271  27,607  2,588  43,136  12,941  
嘉義縣 515,103  0.900  170,164  54,452  5,105  85,082  25,525  
屏東縣 835,440  0.906  277,531  88,810  8,326  138,765  41,630  
臺東縣 220,709  1.012  81,897  26,207  2,457  40,949  12,285  
金門縣 135,057  0.587  28,714  9,188  861  14,357  4,307  
澎湖縣 103,219  0.936  35,119  11,238  1,054  17,559  5,268  
小計 6,742,727  0.866  2,131,981  682,234  63,959  1,065,991  319,797  

總計 23,529,898 0.800    6,870,730 2,198,634  206,122  3,435,365  1,030,610  
資料來源：1. 國家發展委員會，105 年 8 月，中華民國人口推估（105 至 150 年）。其中 120 年較 105 年

人口減少 0.04%。 
2. 預估平均每人每日垃圾產生量 0.8 公斤/日。（較 105 年每人每日垃圾產生量 0.861 公斤減少 7%）。 
3. 我國 105 年垃圾分類之一般垃圾占 41.1%、巨大垃圾 2%、資源垃圾 49.1%、廚餘 7.8%（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環保統計資料庫，105 年執行機關垃圾清理概況），預估 120 年垃圾分類之一般垃圾占 32%、巨大

垃圾 3%、資源垃圾 50%、廚餘 15%，以此比率進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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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業廢棄物 

國內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需求與產業發展之趨勢成正相關，國際發展趨勢均朝向物質源

頭減量與永續循環利用方式發展，倡議降低資源消耗與環境負荷，惟因新興產業蓬勃發

展，廢棄物減量發展技術發展尚屬遲緩，仍無法避免需妥善中間處理及最終處置之事業

廢棄物產生，為避免事業廢棄物非法棄置及不當循環利用造成環境污染，仍有待設置足

夠廢棄物處理設施。 

近年來事業廢棄物年產生量穩定維持約 1,900萬公噸，事業廢棄物清理方式以再利用為

主約占 8 成，約每年有 1,500 萬公噸事業廢棄物進行再利用，105 年再利用占總清理量

81.9%，其次為委託及共同處理，占總清理量 14.4%，事業廢棄物再利用量由 100 年的

1,544 萬公噸，至 105 年之 1,469 萬公噸，再利用量變化不大。 

過去在政府鼓勵下，促使許多業者投入再利用產業，然而目前設備「量」已經供過於求，

競相設置下容易導致惡性競爭，未來將朝下列三個方向辦理，以提升再利用機構的「質」。 

（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確實掌握所轄事業每年廢棄物產生總量，以供再利用許可案

件核准時參考。 

（二）環保局核可時應確認再利用機構有足夠且穩定之料源，視不同廢棄物調整再利用

機構數量。 

（三）環保署擬定廢棄物分類及再利用機構分級制度，加強分工，提升產業競爭力，淘

汰體質不良廠商。 

三、生活污水 

於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完成前之過渡期做為應急措施，針對嚴重污染測站，於受污染的

河川鄰近適合可利用之土地，規劃建置人工濕地或礫間處理等河川水質淨化工程，透過

污水與自然環境中的氧氣、土壤、微生物、植物交互作用，使水質淨化，削減污染量，

減輕河川污染程度。 

肆、課題與對策 

一、一般廢棄物 

（一）課題分析 

目前所遭遇之課題如下：  

1. 隨能源回收等處理設施（如焚化廠等）使用年數增加，運轉效能待改善、

提升或更新。 

2. 既有環保設施土地或最終處置掩埋容積有限、新闢處理（置）設施不易。 

3. 生活垃圾隨生活型態及種類日趨複雜，需因地制宜妥適規劃垃圾清理、



 

264 
 

轉運、資源回收貯存分類及再利用設施、能源回收設施及最終處置設施

之場地及空間等自主量能。 

4. 發揮循環經濟、再生能源化及節能減碳，善盡維護環境責任。 

（二）對策 

為解決能源回收設施（如垃圾焚化發電廠）營運年數增加、環保設施空間用地取得不易

等課題，提出對策如下： 

1. 以既有能源回收設施（垃圾焚化發電廠）土地空間，推動焚化廠體檢延

役、提升效能，並規劃整合廚餘生質能源廠之生質再生能源中心等能資

源循環計畫，以擴大資源再利用，落實生質能源化，高效率能源回收為

目標，直轄市、縣（市）政府可因地制宜選擇成熟商轉之技術組合。 

2. 目前全國最終處置設施（掩埋場）剩餘容量已不足，全國剩餘容量約 393

萬立方公尺，大部分直轄市、縣（市）掩埋場剩餘容量均已低於警戒值

（不足 5 年），表示掩埋容量嚴重不足，相對做為因應天然災害廢棄物

緊急應變處置或暫置空間必定嚴重不足，若當天災發生時，轄內無適當

地點可利用時，除無法迅速恢復災區之環境整潔外，將有可能造成環境

二次污染，故加強我國緊急應變空間，確實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 

以營運中或尚未辦理復育之掩埋場做為挖除活化再生之對象，經直轄市、縣（市）政府

評估選定既有之掩埋場，配合該掩埋場場址環境條件特性，依最新法規、標準施作，並

按原設施更嚴格的標準下，重新設置其工程與環境污染防治設施，同時評估掩埋完成後

轉做為其他適當用途之用地，達到活化再利用之目的。 

3.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妥善規劃垃圾清（轉）運、資源回收貯存分類

及再利用設施、能源回收設施及最終處置設施之場地及空間等自主量能，

如垃圾轉運站、清潔車停放場所、資源回收貯存場、廚餘生質能源廠、

垃圾焚化發電廠、垃圾掩埋場或其他廢棄物處理相關設施（如分選廠、

貯存場）等，納入直轄市、縣（市）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二、事業廢棄物 

（一）課題分析 

1. 一般事業廢棄物多以一般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 

目前國內一般事業廢棄物除經再利用或需特別處理外，每年約有 65 萬公噸送往大型廢

棄物焚化廠或掩埋場處理。隨著焚化廠使用年限增加，焚化廠運轉效能待改善及提升，

掩埋場容量亦日漸飽和，未來餘裕量恐不足以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因此必須及早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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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以備未來需求。 

2. 既有掩埋場掩埋容量即將飽和 

民營掩埋場剩餘容量僅 221 萬公噸（不含公有掩埋場），若不適燃事業廢棄物包括營建

業之營建混合廢棄物及鋼鐵業之爐碴與集塵灰，皆進場處理，而無其他設施，既有民營

事業廢棄物掩埋場空間即將飽和。 

2.新設處理設施困難 

（1） 廢棄物清理法第 32 條規定：「新設工業區及科學園區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開發單位或管理單位，應於區內或區外規劃設置事業廢棄物

處理設施；並於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設置完成後，該工業區及科學園

區始得營運。現有工業區及科學園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開發單位

或管理單位，應於本法修正通過後 6 個月內，規劃完成事業廢棄物

之處理設施，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最遲於中華民國 93

年 12 月 31日完成設置。」 

（2） 我國地狹人稠，土地取得不易，設廠過程常面臨附近居民反對，而事

業廢棄物產源以工業為大宗（約占 87.07%），且廢棄物處理設施提供

工業生產過程產生廢棄物妥善處理管道，為工業製程之服務提供者，

與廢棄物產源為上、下游產業鏈結關係，兩者相生相息。工業主管機

關應肩負主管工業園區廢棄物去化督導管理責任。 

（3） 依據 99 年 10 月 27 日發布「工業園區各種用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

法」規定，廢棄物清除、處理業、資源回收業等非屬產業用地(一)

及產業用地(二)容許引進行業。惟前開產業用地（一）仍容許工廠

因製程原物料需求而申設廢棄物處理或再利用之相關業別，且工業

主管機關並評估釋出規劃有案之廢棄物處理用地，以協助廢棄物處

理。 

（二）對策 

1.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規劃或推動產業政策時，應依序考量以清潔生

產、源頭減量、資源循環及再利用等原則，並預測未來 5 年所主管各

別產業之重點廢棄物產出情形，並具體評估既有去化管道量能是否足

以負荷，據以規劃於適當區位設置充裕之廢棄物處理設施，以達供需

平衡，可結合產業界及民間資源共同辦理，必要時會同設置區域之地

方政府，檢討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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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部分地區工業區有許多閒置產業用地，但環保設施用地卻有不足

或未開發之情形，應針對各產業發展實際所需之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

量能進行檢討，並妥善調整或規設所需設置用地。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依其所主管產業發展之需求，於新設之產業園區、科學園區，合

理考量規劃配置適當之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用地。經濟部北、中、

南三區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依全國整體性特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

畫依增設完成後，每年可擴增中間處理量 29 萬公噸（包括焚化、物理、

固化穩定化）及掩埋量 25 萬公噸。 

3. 環保機關依個案需求，協助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申設，以舒緩事業廢

棄物處理問題，並促進區內現地處理。 

4. 如涉及重大產業發展、區域合作或遇天然災害、重大事故或其他急迫

之情事，得由產業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及環

保主管機關並報經行政院核准後，共同規劃辦理。 

三、生活污水 

（一）課題分析 

我國污染排放量估計 79.35%（104 年綠色國民所得帳，BOD 排放量計）來自生活污水，

而生活污水污染之改善，主要仰賴完整之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惟目前公共污水下

水道系統建設尚未完成，即使部分地區已完成設置污水處理廠，倘未接管，仍無法確實

改善污染情形。目前臺灣地區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僅 29.78%（105年 11月統計數據），普

及率偏低，致生活污水污染比重高居不下。 

（二）對策 

於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完成前，於受污染的河川鄰近適合可利用之土地建置現地處理工

程，工法區分為人工濕地、草溝草帶、土壤滲濾、礫間接觸、曝氣等，國內目前常採用

人工濕地及礫間接觸曝氣等工法處理水質成效較好，惟人工濕地所需土地面積大，而礫

間接觸曝氣所需面積小且可地下化，故近年來多以礫間接觸曝氣為主。 

人工濕地工法以近自然為主，而礫間接觸曝氣則需硬體設施；考量氣候變遷因素，人工

濕地較容易受損，礫間接觸硬體設施較無災損問題，惟礫間接觸硬體設施需用電量，操

作費用較高，因此二種工法各有利弊，惟建置工法仍需以用地空間考量為主。另可截流

至鄰近尚有餘裕處理量之生活污水水資源回收中心，用以截流處理鄰近污染水體，以利

短期發揮水質改善功能。 

伍、發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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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廢棄物 

在資源循環及循環經濟發展構想下，並為維護國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仍需維持一般廢棄

物之清除、回收、分選、暫置、轉運、資源回收貯存及再利用、能源回收（處理）及最

終處置等基本及自主需求之空間發展；並因應未來相關技術發展及趨勢演進，滾動檢討

調整。 

（一）資源回收貯存分類及再利用設施空間定位 

各直轄市及縣（市）資源回收貯存分類及再利用設施空間，宜整體規劃設置垃圾回收、

分選、暫置、轉運、資源垃圾回收貯存場、廚餘堆肥廠及巨大垃圾修繕場及破碎廠等，

定位為資源再利用中心。 

（二）能源回收設施空間定位 

各直轄市及縣（市）垃圾能源回收設施，宜規劃設置自主量能設施空間，廚餘生質能源

廠與垃圾焚化發電廠整合運用於能源回收設施空間，定位為生質能再生能源中心。 

另外，我國焚化廠處理量目前尚可滿足垃圾處理需求，並有餘裕量處理部分一般事業廢

棄物，回收能源產生電力，目前全國垃圾焚化廠之分布，並非一縣（市）一焚化爐，係

以垃圾處理區域合作方式協助處理家戶垃圾，目前垃圾處理區域合作方式係由縣（市）

間相互提供轄內之處理設施處理量能，如焚化廠、掩埋場、堆肥廠等，相互交換處理不

同廢棄物種類，達到區域合作並可提升環保設施使用效能。 

（三）最終處置設施空間定位 

各直轄市及縣（市）應優先推動相關一般廢棄物減量、再使用、再利用及能源回收等措

施後，讓最終處置需求降低，並應維持基本最終處置設施空間需求。 

對於已飽和、停止使用或封閉復育掩埋場，可做為建構具天然災害應變廢棄物處理能量

設施，活化再生掩埋場空間，達到提升國家天然災害應變。 

掩埋若採以往「只進不出」傳統思維方式，將有掩埋場飽和後需另覓或新闢掩埋空間之

壓力，但隨著垃圾處理技術之發展演進，以往掩埋物可經由挖除分類後充分能資源再利

用，而挖除再生土地亦可供最終處置或暫存容積之循環利用需求。 

掩埋場活化再生以現有掩埋場進行活化，土地均屬環保用地。另天然災害或重大事故所

需之廢棄物處理空間，需視廢棄物種類進而決定為永久性掩埋處理或暫時性堆置，如屬

於不適燃廢棄物則建議以永久性處理，如屬可再利用者，如：樹枝、土石方、營建廢棄

物、廢木材等，則建議先行暫置，俟災後再依處理量能及去化管道，妥善規劃再利用。 

二、事業廢棄物 

為使資源永續循環，從原料、廢棄物產生、處理、再利用及最終處置設施做整體規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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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陸續推動永續物料管理、搖籃到搖籃理念推廣、事業廢棄物管理策略及產業鏈節等

計畫，期以從資源角度出發，使民眾及業者瞭解廢棄物不再是廢棄物之觀念，將持續與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合作，加強事業廢棄物減量及提升再利用。 

廢棄物處理設施管理部門在全國國土、各區域或縣（市）之不同層級定位如下： 

（一）因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實際需求係依各類產業發展所產出廢棄物質量而定，依廢

棄物清理法第 28、32、33 及 34 條規定，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有責任設置或輔導

目的事業設置廢棄物處理設施。 

（二）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39 條，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機構管理層級為中央各部會到地方

政府各單位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42 條規定，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機構目前主要由民間業者自

行申設，主要管理部門為各直轄市或縣（市）環保主管機關。 

為促進國土空間妥善規劃及健全產業發展，上開各類廢棄物處理設施管理層級之管理部

門，應竭力會同環保主管機關妥善適當規劃廢棄物處理及再利用設施。如涉及重大產業

發展、區域合作或遇天然災害、重大事故或其他急迫之情事，得由產業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會同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及環保主管機關並報經行政院核准後，共同規劃辦理。 

三、生活污水 
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完成前之過渡期做為應急措施，針對河川嚴重污染測站，於受污染

的河川鄰近適合可利用之土地，規劃建置人工濕地或礫間處理等河川水質淨化工程，且

可採地下化設計，表層另建構景觀空間、停車場、運動場、環境教育或假日休閒遊憩場

所等，讓民眾瞭解污水處理重要性，提供鄰近民眾休憩使用，其周邊生態環境效益，係

為附加價值。 

陸、發展分布區位 

一、一般廢棄物 

（一）資源回收貯存分類及再利用設施空間 

目前我國資源回收貯存分類及再利用設施空間，包含資源垃圾回收貯存場、廚餘堆肥廠

及巨大垃圾修繕場及破碎廠等。此類空間亦多與資源垃圾回收貯存場合併設置。 

目前部分直轄市及縣（市）鄉鎮市區清潔隊設置有單一或區域型之資源垃圾回收貯存場，

以提供回收資源垃圾再利用前之分類及貯存使用，直轄市及縣（市）資源垃圾回收貯存

場合計約 134.65 公頃。 

另外，各直轄市及縣（市）設置廚餘堆肥廠計 55 廠，處理量能合計 279 公噸/日，主要

再利用做為肥料或土壤改良劑。設置巨大垃圾修繕場及破碎廠計 25 廠，以提供巨大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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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修繕再使用或破碎再利用。 

（二）能源回收設施空間 

目前我國垃圾能源回收設施以大型垃圾焚化廠為主，105 年各直轄市及縣（市）現有垃

圾處理設施用地面積如表四所示，26 座焚化廠（雲林廠及臺東廠尚未營運）用地合計為

151.19 公頃。 

目前營運中大型垃圾焚化廠計 24 座，包含公有公營廠 5 座、公有民營廠 16 座及民有民

營廠 3 座，分布於 14 個直轄市、縣（市），其中以高雄市 4 座焚化廠為最多，處理量能

最大，其次為臺北市、新北市及臺中市各 3 座，臺南市 2 座，基隆市、桃園市、新竹市、

苗栗縣、彰化縣、嘉義市、嘉義縣、屏東縣及宜蘭縣等 9 縣（市）各 1 座，設計處理量

為 24,650 公噸/日。垃圾焚化廠之實際可處理垃圾量將因垃圾熱值及運轉率高低變動調

整，105 年度全國垃圾焚化廠實際可處理量為 17,513 公噸/日，全年度可處理之垃圾量為

6,392,159 公噸/年，已超過家戶垃圾清運量，可妥善處理家戶垃圾。 

焚化廠處理合作機制採現有區域垃圾合作調度模式及互助互惠方式，並依據收受垃圾種

類及數量、廢棄物處理實際熱值等因素協調優先可支援者，簽訂雙方行政契約，鞏固合

作關係。垃圾調度合作機制之空間分布為：新竹縣由苗栗縣及新竹市協助、南投縣由臺

中市及苗栗縣協助、花蓮縣由宜蘭縣協助、澎湖縣由高雄市協助、金門縣由高雄市協助、

連江縣由基隆市協助。 

（三）最終處置設施空間 

目前我國垃圾最終處理設施以垃圾掩埋場為主，在前述垃圾優先資源再利用及能源再利

用下，將剩餘安定或不適燃之廢棄物（如焚化灰渣）進行最終處置，其中垃圾焚化灰渣

每年約需 70 萬立方公尺之掩埋空間。 

依環保署統計資料，營運中（供掩埋使用）之各直轄市及縣（市）公有掩埋場共計 68 場，

總剩餘掩埋容積約 393 萬立方公尺，分別為臺北市 1 場、新北市 1 場、桃園市 2 場、臺

中市 3 場、臺南市 2 場、高雄市 4 場、宜蘭縣 3 場、苗栗縣 8 場、彰化縣 1 場、南投縣

1 場、雲林縣 8 場、嘉義縣 3 場、屏東縣 2 場、臺東縣 11 場、花蓮縣 8 場、澎湖縣 6

場、新竹市 1 場、金門縣 3 場；另新竹縣、基隆市、嘉義市及連江縣等 4 縣（市），轄

內無營運中之垃圾掩埋場。 

在資源循環推動下，目前仍有最終處置基本需求。目前全國垃圾掩埋場剩餘容量有限，

相對做為天然災害廢棄物緊急應變處置空間勢必不足，基於施政考量需求，以及新設立

掩埋場困難等因素，本署未雨綢繆，於 104年主動提出報院計畫，並獲國家發展委員會

遴選為「政府重大公共建設政策引導型計畫」，本計畫於 105年 1月 14日奉行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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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105 年 7 月 1 日奉行政院同意修正計畫名稱為「提升天然災害廢棄物應變處理能

量設施計畫」。 

另天然災害廢棄物置放所需空間條件為需考量處理有效容量、交通便利性、土地使用現

況、區域發展及周遭環境，且建議應避開為水源水質保護區、沿海保護區、觀遊憩區、

風景特定區、特殊景觀地區、歷史古蹟、生態環境保護區及環境敏感區等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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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105 年各直轄市及縣（市）一般廢棄物空間發展用地現況 

區域/縣
（市） 

1.資源回收貯存分

類及再利用設施 
2.能源回收設施 3.最終處置設施 

資源回收貯存場
（1） 焚化發電廠

（2） 
掩埋場（含營運、

轉運、已封閉、復

育等） （3） 

用地面積 設計 
處理量 用地面積 用地面積 

公頃 公噸/日 廠數 公頃 說明 公頃 場數 

北

區 

臺北市 44.13 4,200 3 25.94 內湖、木柵、北投廠 128.00 3 
新北市 19.13 3,600 3 11.5 新店、樹林、八里廠 196.11 21 
桃園市 - 1,350 1 3 桃園市廠 58.11 19 
基隆市 0.21 600 1 3.4 基隆市廠 27.9 1 
新竹市 0.20 900 1 5.5 新竹市廠 48.00 3 
新竹縣 6.41 - 0 0 無 31.14 9 
宜蘭縣 1.88 600 1 9.99 利澤廠 29.64 11 
花蓮縣 - - 0 0 無 56.97 25 
連江縣 - - 0 0 無 4.32 6 
小計 71.96  11,250 10 59.33 營運中 10/未啟用 0 580.19 98 

中

區 

臺中市 - 2,400 3 11.9 文山、后里、烏日廠 110.38 21 
苗栗縣 3.10 500 1 3.93 竹南廠 49.16 25 
南投縣 10.15 - 0 0 無 55.45 12 
彰化縣 15.47 900 1 8.4 溪州廠 65.10 29 
雲林縣 2.77 600 1 3.8 林內廠（尚未啟用） 46.88 23 
小計 31.49 3,800 6 28.03 營運中 5/未啟用 1 326.97 110 

南

區 

臺南市 1.39 1,800 2 19.45 城西、永康廠 225.42 53 

高雄市 12.80 5,400 4 39.54 
中區、南區、岡山、

仁武廠 153.37 30 

嘉義市 0.68 300 1 3.5 嘉義市廠 0 0 
嘉義縣 - 900 1 10.45 鹿草廠 48.39 22 
屏東縣 9.58 900 1 13 崁頂廠 58.19 23 

臺東縣 2.96 300 1 3.83 
臺東縣廠（尚未啟

用） 
33.39 

23 

金門縣 0.01 - 0 0 無 13.25 6 
澎湖縣 3.78 - 0 0 無 13.51 13 
小計 31.20 9,300 10 89.77 營運中 9/未啟用 1 545.52 170 

總計 134.65  24,650 26 151.19 營運中 24/未啟用 2 1452.68 378 
資料來源：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2 年度輔導全國執行機關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專案工作計畫（附件二、

103 年資源回收貯存場調查彙整表），103 年。 
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垃圾焚化廠管理系統（SWIMS），焚化廠興建營運基本資料，調查時間：106 年 3
月。 
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資料庫，「垃圾掩埋場資料」，調查時間：106 年 3 月。包含已封閉、使

用中、復育中、尚未啟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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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業廢棄物 

（一）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所主管產業發展之需求，於產業園區、科學園區，應合

理考量規劃配置適當之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用地。 

（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評析產業產生之廢棄物循環利用方式及去化管道，並規劃

適當區位妥善處理，可結合產業界及民間資源共同辦理，所在地之政府應檢討需求納入

其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三、生活污水 
優先針對河川嚴重污染測站，於周遭鄰近適合土地設置水質淨化設施。其他因特殊需求

設置水質淨化設施。另水質淨化設施達符合解除列管條件時，依標準作業流程申請退役。 

柒、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縣（市）分派數量 

一、一般廢棄物 

以 120 年各直轄市及縣（市）垃圾產生量（如表三）及需求，做為一般廢棄物空間發展

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縣（市）分派數量，詳表五。 

（一）資源回收貯存分類及再利用設施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 

各直轄市及縣（市）資源回收貯存分類及再利用設施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暫以 120

年資源回收貯存場（含再利用）需求進行推估。以推估 120 年資源垃圾需求處理量（詳

表三），再以臺中市豐原區資源回收貯存場實況（105 年回收量 22,649 公噸/年及其資收

場面積 1.68 公頃比例）做為用地面積需求係數為 0.000074 公頃/公噸，推估各直轄市及

縣（市）需求合計約 270.11 公頃，另各縣（市）分派數量詳表五。 

（二）能源回收設施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 

各直轄市及縣（市）能源回收設施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以 120 年各縣（市）設置自

主處理量（焚化發電廠及廚餘生質能源廠）需求進行推估。 

1.焚化發電廠需求用地 

焚化發電廠需求用地，以 120 年一般垃圾需求處理量（詳表三），以 105 年一般垃圾處

理實況（105 年一般垃圾焚化量 305 萬公噸/年及焚化廠面積 151.19 公頃比例）做為用地

面積需求係數分別為 0.0000496 公頃/公噸，推估各直轄市及縣（市）需求合計約 109.05

公頃，另各縣（市）分派數量詳表五。 

2.廚餘生質能源廠需求用地供需規模 

廚餘生質能源廠需求用地，以 120 年回收廚餘需求再利用量（詳表三），參考「臺北市

環境保護局 104 年臺北市廚餘再利用最佳化技術規劃計畫」，推估需求係數為 0.000014

公頃/公噸，推估各直轄市及縣（市）需求合計約 14.12 公頃，另各縣（市）分派數量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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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3.能源回收設施建議需求用地供需規模 

各縣（市）如該縣（市）焚化發電廠及廚餘生質能源廠推估用地面積和小於該縣（市）

既有焚化發電廠用地面積時，則該縣（市）「能源回收設施建議用地面積」以「既有焚化

發電廠用地面積」表示（詳表五底線），推估各直轄市及縣（市）需求能源回收設施建議

用地面積合計約 202.88 公頃，另各縣（市）分派數量詳表五。 

4.其他說明 

全國目前無興設焚化廠計有新竹縣、南投縣、花蓮縣、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等 6 縣，

該等縣目前之家戶垃圾主要係委託其他直轄市、縣（市）焚化處理，少部分送往轄內掩

埋場進行最終處置。目前全國係以區域合作方式處理民眾產生之家戶垃圾，直轄市、縣

（市）政府倘有興設環保設施，如垃圾轉運站、垃圾掩埋場、垃圾焚化廠或其他廢棄物

處理相關設施（如分選廠、貯存場）之自主及基本需求，可規劃轄內環保用地做為廢棄

物處理相關設施使用。 

以既有垃圾處理設施（如焚化廠等）土地空間，除推動處理設施體檢延役、提升效能或

更新外；並可考量善用空間進行整體規劃，納入如分選、再利用或能源回收等功能，直

轄市、縣（市）政府可因地制宜選擇成熟商轉之技術組合。 

廚餘區域性生質能廠設置初期建議以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臺中市、高雄市或無營

運中垃圾焚化廠為優先，中期再規劃新竹苗栗區、彰化南投區、雲嘉南區、屏東臺東區。

如直轄市、縣（市）有意願也可先行辦理，並可視轄內回收廚餘量狀況逐步規劃增設之。 

（三）最終處置設施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 

1.掩埋場用地供需規模 

各直轄市及縣（市）最終處置設施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以設置新闢掩埋場用地面積

進行推估，推估新闢使用 50 年之最終處置設施用地面積。以 105 年焚化廠垃圾進廠量

與底渣、飛灰固化物出廠量，推估產生比率，以底渣產生率 14.2%，飛灰固化物產生率

為 4.7%為推估比率，推估 50 年需求量。再以底渣 2 公噸=1m3、飛灰固化物 1.3 公噸

=1m3，及假設掩埋場深度為 15m 計，推估各直轄市及縣（市）需求新闢掩埋場（使用 50

年）用地面積合計約 78.53 公頃，另各縣（市）分派數量詳表五。 

2.其他說明 

目前已封閉或復育掩埋場共有 310 場，各直轄市及縣（市）垃圾掩埋場剩餘容量有限，

將推動辦理活化既有掩埋場，「提升天然災害廢棄物應變處理能量設施計畫」係活化既

有掩埋場，進行開挖舊垃圾篩分、回收、廢棄物分類處理、設施整建及加強場址周遭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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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等工作，除可達「資源循環再利用」外，活化空間亦可做為天然災害緊急應變使用，

預計活化掩埋場至少 60 萬立方公尺的空間；該計畫分二階段辦理，第一階段期程為 105

至 107 年，第二階段期程為 108 至 110 年，預計規劃於臺南市、高雄市、嘉義縣及新竹

縣辦理掩埋場活化空間約為 62 萬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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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推估 120 年各直轄市及縣（市）一般廢棄物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 

區域/縣
（市） 

1.資源回收

貯存分類及

再利用設施 
2.能源回收設施 3.最終處置設施 

資源回收貯

存場 焚化發電廠 廚餘生質能源

廠 小計 掩埋場（新闢） 

120 年

需求處

理量 

用地面

積
（1） 

120 年

需求處

理量 

用地面

積

（A） 

120 年

需求處

理量 

用地面

積

（B）
（2） 

用地面

積 
（A）+
（B） 

建議用

地面積
（4） 

新闢需求

處理量 

用地面積 
（50 年） 

（3） 

公噸/日 公頃 公噸/日 公頃 公噸/日 公頃 公頃 公頃 公噸/日 公頃 

北

區 

臺北市 995  28.55  637  11.53  298  1.49  13.02  25.94  120  8.30  
新北市 1,257  36.09  805  14.57  377  1.89  16.46  16.46  152  10.49  
桃園市 1,006  28.87  644  11.66  302  1.51  13.16  13.16  122  8.39  
基隆市 190  5.46  122  2.21  57  0.29  2.49  3.40  23  1.59  
新竹市 193  5.54  124  2.24  58  0.29  2.53  5.50  23  1.61  
新竹縣 210  6.02  134  2.43  63  0.31  2.75  2.75  25  1.75  
宜蘭縣 210  6.03  135  2.44  63  0.32  2.75  9.99  25  1.75  
花蓮縣 142  4.09  91  1.65  43  0.21  1.86  1.86  17  1.19  
連江縣 8 0.22  5 0.09  2 0.01  0.10  0.10  1 0.06  
小計 4,212  120.87  2,696  48.80  1,264  6.32  55.12  79.16  509  8.30  

中

區 

臺中市 1,036  29.74  663  12.01  311  1.55  13.56  13.56  125  35.14  
苗栗縣 243  6.97 155 2.81  73  0.36  3.18  3.93  29  8.65  
南投縣 238  6.84  152  2.76  71  0.36  3.12  3.12  29  2.03  
彰化縣 510  14.63  326  5.91  153  0.76  6.67  8.40  62  1.99  
雲林縣 252  7.24  162  2.92  76  0.38  3.30  3.80  31  4.25  
小計 2,280  65.42  1,459  26.41  684  3.42  29.83  32.81  276  2.11  

南

區 

臺南市 812  23.31  520  9.41  244  1.22  10.63  19.45  98  6.78  
高雄市 1,177  33.78  753  13.64  353  1.77  15.40  39.54  142  9.82  
嘉義市 118  3.39  76  1.37  35  0.18  1.55  3.50  14  0.99  
嘉義縣 233  6.69  149  2.70  70  0.35  3.05  10.45  28  1.94  
屏東縣 380  10.91  243  4.40  114  0.57  4.98  13.00  46  3.17  
臺東縣 112  3.22  72  1.30  34  0.17  1.47  3.83  14  0.94  
金門縣 39  1.13  25  0.46  12  0.06  0.51  0.51  5  0.33  
澎湖縣 48  1.38  31  0.56  14  0.07  0.63  0.63  6  0.40  
小計 2,921  83.81  1,869  33.84  876  4.38  38.22  90.91  353  24.37  

總計 9,412  270.11  6,024  109.05  2,824  14.12  123.17  202.88  1,138  78.53  
推估說明：1.資源回收貯存場用地面積需求：以臺中市豐原區 105 年回收量 22,649 公噸/年及其資收場面積 1.68 公頃
比例，推估需求係數為 0.000074 公頃/公噸。 
2.廚餘生質能源廠用地面積需求：參考「臺北市環境保護局，104 年臺北市廚餘再利用最佳化技術規劃計畫」，推估
需求係數為 0.000014 公頃/公噸。 
3.新闢掩埋場用地面積：推估新闢使用 15 年之最終處置設施用地面積。以 105 年焚化廠垃圾進廠量與底渣、飛灰固
化物出廠量，推估產生比率，以底渣產生率 14.2%，飛灰固化物產生率 4.7%為推估比率，推估 50 年需求量。再以底
渣 2 公噸=1m3、飛灰固化物 1.3 公噸=1m3，及假設掩埋場深度為 15m 計。 
4.如該縣（市）焚化發電廠及廚餘生質能源廠推估用地面積和小於該縣（市）既有焚化發電廠用地面積時，則該縣（市）
「能源回收設施建議用地面積」以「既有焚化發電廠用地面積」表示，並劃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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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業廢棄物 

國內各地方產業型態發展不盡相同，廢棄物處理設施分布位置與產業型態應相輔相成，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各地方政府應依其產業發展之需求，重視地方產業與環保平衡發

展，務實且合理的規劃配置適當之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用地，以解決或預防處理量

不足問題。 

為解決或預防處理量不足問題，已依目前重點事業廢棄物之處理設施設置區位進行評析，

並就未來相關設施設廠之適當區位，研析之則及方法說明如下： 

（一）將國內各縣（市）依地緣性主要劃分為三區，分別為北區（基隆市、臺北市、新

北市、桃園市、新竹縣、新竹市、宜蘭縣、花蓮縣、連江縣）、中區（苗栗縣、臺中市、

彰化縣、南投縣及雲林縣）及南區（嘉義市、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臺東

縣、澎湖縣及金門縣）。 

（二）預計各地區增設部分廢棄物專收處理量能達到之產出量 110%為目標，就重點事

業廢棄物未來 5 年之須增加之處理設施容量，就各縣（市）及各區合理配置保留之處理

設施用地面積。 

（三）另基於廢清法第 70 條主管機關原則不得限制處理機構或設施跨區協助進行廢棄

物處理之立法精神，本署原則尊重地方政府以區域合作機制，共同協商提供資源，促進

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妥當設置於適當區位，以達成本計畫目標。 

重點事業廢棄物之處理設施應設置之區位及空間發展分布如下： 

（一）不適燃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 

依 104 年事業廢棄物網路申報資料，經再利用之衍生廢棄物（推估約 165~188 萬公噸/

年）、不適燃廢棄物（推估約 45~68 萬公噸/年）及焚化廠飛灰固化物（推估約 15~23 萬

公噸/年），仍有須以掩埋方式處理者，推估每年計約 225~278 萬公噸之目前送至公有或

民營掩埋場掩埋。 

國內目前收受不適燃事業廢棄物之民營掩埋場剩餘容量僅 221 萬公噸，除固化掩埋場剩

餘較多掩埋空間外，掩埋場空間將於 2 年內飽和，故應加速設置不適燃事業廢棄物掩埋

設施。 

以每 1 公噸/月約需 3.46 平方公尺用地，並以 5 年為使用期限為目標，估計尚需 480 萬

平方公尺設施用地。統計 104 年各縣（市）不適燃一般事業廢棄物產出清運量統計如表

六所示。各地方政府均需依照其廢棄物實際產出情形妥善規劃並保留用地事宜，或採以

其他替代方案（如鼓勵產源源頭減量、清潔生產或加強資源循環）以降低轄內產出量及

掩埋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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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六  104 年不適燃一般事業廢棄物產源彙整表  

區別 縣（市） 

申報聯單數量 產出數量 

申報量（公

噸） 
百分比（%） 

申報量（公

噸） 
百分比（%） 

北區 

基隆市 37,013 1% 1,849 0% 

臺北市 100,303 4% 2,941 0% 

新北市 249,010 10% 144,983 7% 

桃園市 265,328 10% 269,128 13% 

新竹市 106,858 4% 101,884 5% 

新竹縣 50,014 2% 53,252 3% 

宜蘭縣 58,394 2% 13,375 1% 

花蓮縣 2,693 0% 17,143 1% 

連江縣 - 0% 2 0% 

小計 869,613 33% 604,557 30% 

中區 

苗栗縣 145,599 6% 157,665 8% 

臺中市 205,886 8% 163,510 8% 

彰化縣 106,493 4% 105,436 5% 

南投縣 20,269 1% 20,543 1% 

雲林縣 60,039 2% 60,534 3% 

小計 538,286 21% 507,688 25% 

南區 

嘉義市 13,788 1% 14,039 1% 

嘉義縣 62,971 2% 58,360 3% 

臺南市 231,619 9% 239,603 12% 

高雄市 802,067 31% 610,218 29% 

屏東縣 92,589 4% 37,568 2% 

臺東縣 4,556 0% 5,498 0% 

澎湖縣 259 0% 230 0% 

金門縣 607 0% 567 0% 

小計 1,208,456 47% 966,083 47% 

1.取自事業廢棄物申報管理資訊系統（IWR&MS）。 

2.本表為表中各項一般事業廢棄物種類之產出地區分布。 

（二）一般性（D 類）污泥處理設施 

以 101~104 年國內一般性污泥產出量、處理量能及未來發展趨勢評估，國內 D 類之一般

性污泥平均產量為 13 萬公噸/月，而專收處理許可量扣除至 105 年 1 月為止已停工之處

理機構，合計約 4 萬公噸/月，兼收實際處理量約 2.16 萬公噸/月，故全國不足處理量將

近 6.95 萬公噸/月。 

估計目前北區不足處理量將近 2.3 萬公噸/月，中區不足處理量將近 2.4 萬公噸/月，南區

不足處理量將近 2.2 萬公噸/月。依據既有專收 D 類之一般性污泥處理設施設置及營運

資料，許可處理量每 1 公噸/月，需使用 1.4 平方公尺土地計，估計北區大約需 3.2 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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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尺之設施用地，中區至少需 3.4 萬平方公尺之設施用地，南區則需至少 3.1 萬平方

公尺之設施用地，全國需保留一般性污泥處理設施用地共計約 9.7 萬平方公尺，各直轄

市及縣（市）需保留處理設施用地面積則如表七所示。 

表七 各直轄市及縣（市）需保留一般性污泥處理設施用地面積表 

量能分析 
 

區域/縣（市） 

平均產出

量（公噸/
年） 

平均產出

量（公噸

/月） 

專收處理

量（公噸

/月） 

兼收實際處

理量（公噸/
月） 

不足處理

量（公噸

/月） 
不足比例 

應保留設施 
用地面積 
（平方公

尺） 

北

區 

臺北市 7,736 645   645 0.93% 903 

新北市 91,727 7,644   7,644 10.99% 10,702 

桃園市 217,597 18,133 11,035 360 6,738 9.69% 9,433 

基隆市 5,484 457   457 0.66% 640 

新竹市 57,784 4,815   4,815 6.93% 6,742 

新竹縣 73,578 6,132 6,010  122 0.17% 170 

宜蘭縣 33,259 2,772  2,718 53 0.08% 75 

花蓮縣 29,102 2,425   2,425 3.49% 3,395 

連江縣 3 0   0 0.00% 0 

北區小計 516,270 43,023 17,045 3,078 22,899 32.93% 32,059 

中

區 

臺中市 102,638 8,553  8 8,545 12.29% 11,963 

苗栗縣 110,967 9,247  3,079 6,169 8.87% 8,636 

南投縣 51,805 4,317  82 4,235 6.09% 5,929 

彰化縣 24,604 2,050 4,800 66 -2,815 -4.05% -3,941 

雲林縣 101,399 8,450  316 8,134 11.70% 11,387 

中區小計 391,413 32,618 4,800 3,551 24,267 34.90% 33,974 

南

區 

臺南市 162,266 13,522 12,000  1,522 2.19% 2,131 

高雄市 454,388 37,866 6,196 10,513 21,157 30.43% 29,620 

嘉義市 1,163 97   97 0.14% 136 

嘉義縣 18,838 1,570  3,186 -1,616 -2.32% -2,263 

屏東縣 23,978 1,998  1,344 654 0.94% 916 

臺東縣 6,217 518   518 0.75% 725 

金門縣 106 9   9 0.01% 12 

澎湖縣 322 27   27 0.04% 38 

南區小計 667,278 55,607 18,196 15,043 22,368 32.17% 31,315 

總計 1,574,962 131,247 40,041 21,672 69,534 100.00% 97,347 

（三）生物醫療廢棄物處理設施 

以 101~104 年國內生物醫療廢棄物處理設施產出量、處理量能及未來發展趨勢評估，國

內生物醫療廢棄物處理設施平均產量為 2,458 公噸/月，而專收處理許可量合計約 1,052

公噸/月，兼收實際處理量約 967 公噸/月，估計目前北區不足處理量將近 764 萬公噸/月，

中區則有處理餘裕量約 600 公噸/月，南區不足處理量將近 275 公噸/月，故整體不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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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量將近 439 公噸/月。依據既有專收生物醫療廢棄物處理設施設置及營運資料，許可處

理量每 1 公噸/月，需使用 6.39 平方公尺土地計，估計北區大約需 4,883 平方公尺之設

施用地，南區則需至少 1,757 平方公尺之設施用地，全國需保留一般性污泥處理設施用

地共計約 2,805 平方公尺，各直轄市及縣（市）需保留處理設施用地面積則如表八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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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各直轄市及縣（市）需保留生物醫療廢棄物處理設施用地面積表 

量能分析 

 
區域/縣（市） 

平均產出

量（公噸/
年） 

平均產出

量（公噸/
月） 

專收處理

量（公噸

/月） 

兼收實際處

理量（公噸/
月） 

不足處

理量

（公噸

/月） 

不足比例 

應保留設施 
用地面積 
（平方公

尺） 

北

區 

臺北市 6,188 516   516 117.48% 3,295 

新北市 3,068 256   256 58.25% 1,634 

桃園市 3,002 250  404 -154 -35.13% -985 

基隆市 433 36   36 8.22% 231 

新竹市 538 45   45 10.20% 286 

新竹縣 667 56   56 12.66% 355 

宜蘭縣 298 25   25 5.66% 159 

花蓮縣 724 60 75  -15 -3.34% -94 

連江縣 3 0   0 0.06% 2 

北區小計 14,921 1,243 75 404 764 174.07% 4,883 

中

區 

臺中市 3,575 298 355 3 -60 -13.70% -384 

苗栗縣 435 36 234  36 8.26% 232 

南投縣 398 33   -201 -45.74% -1,283 

彰化縣 1,294 108   108 24.56% 689 

雲林縣 682 57  540 -483 -110.06% -3,087 

中區小計 6,384 532 589 543 -600 -136.70% -3.834 

南

區 

臺南市 2,148 179  20 159 36.23% 1,016 

高雄市 3,407 284 388  -104 -23.72% -665 

嘉義市 786 66   66 14.92% 419 

嘉義縣 616 51   51 11.69% 328 

屏東縣 955 80   80 18.14% 509 

臺東縣 201 17   17 3.82% 107 

金門縣 31 3   3 0.59% 17 

澎湖縣 50 4   4 0.95% 27 

南區小計 8,195 683 388 20 275 62.62% 1,757 

總計 29,501 2,458 1,052 967 439 100.00% 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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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污水 

（一）統計 102 至 104 年嚴重污染河川測站共計 14 站，如表九。 

（二）統計 102 至 104 年中度污染河川測站共計 108 站，如表十。 

（三）目前現地處理工程用地需求為，3 處尚未規劃、2 處已規劃、1 處已完工、2 處已

設計、5 處設計中、1 處上網公告招標、1 處完成發包、5 處施工中，共計 20 處，各別

分布於桃園市 3 處、新竹市 1 處、臺中市 3 處、彰化縣 1 處、雲林縣 2 處、嘉義縣 1 處、

臺南市 6 處、高雄市 2 處，及屏東縣 1 處，詳如表十一。 

表九 102 至 104 年嚴重污染河川測站統計表 
河川名稱 測站名稱 

大漢溪 新海大橋 
南崁溪 大檜溪橋 
北港溪（雲） 土庫大橋 

北港溪（雲） 北港大橋（由觀光大橋取

代） 
三疊溪 和平橋 
急水溪 台 19 線急水溪橋 
急水溪 宅港橋 
鹽水溪 豐化橋 
崗山溪 石安橋 
三爺溪 五空橋 
三爺溪 永寧橋 
阿公店溪 前州橋 
武洛溪 九如橋 
東港溪 興社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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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102 至 104 年統計平均 RPI 之中度污染河川測站 

河川名 測站名 河川名 測站名 河川名 測站名 

淡水河 忠孝大橋 美崙溪 新生橋（原為嘉新村） 鹽水溪 鹽水溪橋 

淡水河 重陽大橋 美崙溪 中正橋 二仁溪 二層橋 

淡水河 關渡大橋 和平溪 大濁水橋 二仁溪 古亭橋 

大漢溪 浮洲橋 得子口溪 
得子口橋（由七結橋取

代） 

牛稠埔

溪 
崇德橋 

新店溪 華中大橋 得子口溪 時潮橋（原為復興橋） 二仁溪 南雄橋 

新店溪 華江大橋 中港溪 
中港溪橋（由尖山大橋

取代） 
二仁溪 二層行橋 

基隆河 民權大橋 
南港溪

（苗） 
南港溪橋 三爺溪 

網寮橋（原為建國

村） 

基隆河 大直橋 烏溪 大度橋（原為大肚橋） 二仁溪 南萣橋 

基隆河 百齡橋 貓羅溪 平林橋 
阿公店

溪 

高速鐵路橋下游便

橋 

基隆河 南湖大橋 大里溪 大里橋 
阿公店

溪 
阿公店橋 

基隆河 成美橋 大里溪 溪南橋 
阿公店

溪 
舊港橋 

基隆河 中山橋 旱溪 樹王橋 高屏溪 高屏大橋 

南崁溪 舊路大橋 濁水溪 玉峰大橋 高屏溪 萬大大橋 

南崁溪 龜山橋 濁水溪 集鹿大橋 牛稠溪 昌農橋 

南崁溪 南崁溪橋 濁水溪 名竹大橋 高屏溪 雙園大橋 

南崁溪 竹圍大橋 新虎尾溪 莿桐一號橋 東港溪 
隴東橋（原為龍東

橋） 

南崁溪 大埔橋 新虎尾溪 新虎尾溪橋 東港溪 潮州大橋 

茄苳溪

（桃） 
宏太橋 新虎尾溪 中正橋 東港溪 港西抽水站 

茄苳溪

（桃） 
星見橋 新虎尾溪 豐橋 東港溪 東港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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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苳溪

（桃） 
茄苳溪橋 新虎尾溪 海豐橋 太平溪 豐里橋 

老街溪 美都麗橋 
虎尾溪

（雲） 
梅林橋 愛河 九如橋 

老街溪 北勢橋 
北港溪

（雲） 
石榴班橋 愛河 建國橋 

老街溪 
環鄉橋（原為

宋屋） 

北港溪

（雲） 
榮橋 愛河 七賢橋 

老街溪 青埔橋 
北港溪

（雲） 
雲嘉大橋 愛河 中正橋 

老街溪 中正橋 朴子溪 牛稠溪橋 愛河 高雄橋 

老街溪 許厝港一號橋 朴子溪 月眉潭橋 愛河 龍心橋 

大坑缺

溪 
平鎮第一號橋 朴子溪 介壽橋 愛河 自由橋 

社子溪 月眉橋 朴子溪 朴子溪橋 愛河 明誠橋 

社子溪 老飯店橋 朴子溪 東石大橋 愛河 民族橋 

社子溪 笨子港橋 八掌溪 八掌溪橋 愛河 後港橋 

茄苳溪

（竹） 
山崎橋 八掌溪 厚生橋 前鎮河 臨海橋 

茄苳溪

（竹） 
象鼻橋 八掌溪 嘉南大橋 前鎮河 前鎮橋 

茄苳溪

（竹） 

紅樹林橋 

（原為紅毛港

大橋） 

急水溪 青葉橋 後勁溪 惠豐橋 

客雅溪 客雅溪橋 急水溪 台 1 線急水溪橋 後勁溪 興中橋 

客雅溪 香雅橋 急水溪 二港橋 後勁溪 經建橋 

鹽港溪 誠仁橋 急水溪 
五王大橋（原為南鯤

鯓） 
後勁溪 仁武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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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現地處理工程設施需求表 
縣

（市） 
流域 計畫名稱 

場址預定位址 

座標（東經） 

場址預定位址 

座標（北緯） 
目前狀態 

桃園市 大漢溪 桃園市員樹林排水水質淨化工程 121°16'57.28" 24°53'20.91" 已完工 

桃園市 大漢溪 桃園市大溪排水水質淨化工程 121°17'57.08" 24°53'49.48" 施工中 

桃園市 南崁溪 南崁溪大檜溪橋水質淨化工程 121°18'43.05" 24°59'56.66" 施工中 

新竹市 隆恩圳 新竹市東勢大排水質淨化 120°59'21.84" 24°48'38.14" 設計中 

臺中市 梧棲大排 梧棲大排水質改善工程 120°33'16.85" 24°14'16.05" 設計中 

臺中市 綠川 臺中市綠川水質及環境改善工程 
120°41'11.88" 
120°41'26.37" 

24° 8'45.43" 
24° 8'31.07" 

設計中 

臺中市 烏溪 環河路五段水質改善工程 120°35'28.49" 24° 6'32.72" 已規劃 

彰化縣 洋仔厝溪 花壇排水水質改善工程 120°31'21.89" 24° 3'32.26" 尚未規劃 

雲林縣 北港溪 朱丹灣水質淨化工程 120°32'24.76" 23°43'35.16" 尚未規劃 

雲林縣 新虎尾溪 莿桐礫間淨化工程 120°29'56.54" 23°45'7.60" 已設計 

嘉義縣 北港溪 北港溪虎尾排水水質淨化場興建工程 120°25'32.49" 23°41'40.92" 施工中 

臺南市 鹽水溪 新市排水水質淨化場工程 120°17'20.79" 23° 4'52.20" 施工中 

臺南市 鹽水溪 虎頭溪排水現地處理工程 120°17'34.77" 23° 3'17.58" 完成發包 

臺南市 竹溪 J6 水質淨化場 120°12'26.89" 22°58'33.51" 設計中 

臺南市 鹽水溪 柴頭港水質淨化場工程 120°13'9.31" 23° 1'9.05" 已設計 

臺南市 急水溪 港仔頭水質淨化場工程 120°19'44.55" 23°14'11.74" 尚未規劃 

臺南市 急水溪 白水溪水質淨化工程 120°25'3.66" 23°20'40.68" 設計中 

高雄市 後勁溪 青埔溝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工程 120°19'8.41" 22°44'1.28" 設計中 

高雄市 二仁溪 內門紫竹寺水質淨化場工程 120°27'22.29" 22°54'52.38" 已規劃 

屏東縣 東港溪 民治溪排水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工程 120°30'18.96" 22°32'40.13" 施工中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 

諮詢委員平台會議 

2016年 08月 08日 第一次平台會議 

2016年 09月 30日 第二次平台會議 

2016年 11月 24日 第三次平台會議 

2017年 01月 13日 第四次平台會議 

2017年 02月 16日 第五次平台會議 

2017年 02月 23日 第六次平台會議 

2017年 04月 25日 第七次平台會議 

2017年 06月 01日 第八次平台會議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城 鄉 分 署 開 會 通 知 
 

開會事由：「國土空間發展規劃－諮詢委員平台會議」第 1 次討論會議 

開會時間：105 年 8 月 8 日（星期一）14:00-16:00 

開會地點：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主持人：陳分署長繼鳴、黃教授書禮 

出席者：國立臺北大學、國土不動產資訊中心、諮詢委員（如附）、姚

副分署長克勛、區域發展課 

 

 

會議議程： 

一、 致詞（陳分署長） 

二、 全國國土計畫背景說明及章節架構草案（城鄉發展分署） 

三、 計畫源起、研究團隊介紹、計畫執行理念、計畫內容、諮詢委員與

平台會議、計畫期程、策略空間規劃說明（黃教授書禮） 

四、 意見交流 

五、 臨時動議 

 

附件：國土空間規劃諮詢委員名單 

  



國 土 空 間 規 劃 諮 詢 委 員 名 單 

姓   名 職    稱 單              位

王  弓 講座教授 中國科技大學企管系暨研究所

李永展 研究員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究所

江瑞祥 副執行長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李玲玲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林國慶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暨研究所

邱文彥 教授 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孫以濬 專案顧問 中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陳亮全 兼任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黃世孟 秘書長 中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

黃宏斌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楊重信 兼任教授 文化大學景觀系

劉可強 董事長 財團法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蕭代基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邊泰明 教授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林盛豐 教授 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

郭翡玉 處長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發會國土區域離島發展處

王玉真 科長 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企劃處農地利用科

杜張梅莊 處長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土地管理處

蘇振維 組長 交通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運輸計畫組

陳弘凷 所長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簡俊發 分局長 水土保持局臺中分局

林怡妏 技正 經濟部工業局

柯建興 組長 交通部觀光局技術組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諮詢委員平台會議」 
第一次討論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 年 8 月 8 日（星期一）14:00-16:40 

開會地點：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主持人：陳分署長繼鳴、黃教授書禮 

出席者：國立臺北大學、國土不動產資訊中心、國土空間發展規劃諮詢委員、姚

副分署長克勛、區域發展課 

 

會議議程： 

一、 致詞（陳分署長） 
<略>  

二、 全國國土計畫背景說明及章節架構草案（城鄉發展分署） 
<略>  

三、 計畫源起、研究團隊介紹、計畫執行理念、計畫內容、諮詢委員與平台會議、

計畫期程、策略空間規劃說明（黃教授書禮） 
<略> 

四、 臨時動議 
1. 會議主席推派。 

會中由委員推派楊重信教授擔任本諮詢平台委員會主席。 

2. 本平台會議為營建署城鄉分署配合國土計畫法委託計畫案的主要決策平

台。 

3. 未來會議的運作模式： 
(1) 日後開會地點訂在營建署，開會通知由城鄉分署寄發，會議資料將

由規劃團隊在會前以電子郵件寄給委員。 

(2) 未能出席的委員將由規劃團隊事後向委員說明開會經過。 

(3) 會議召開前將由規劃團隊派員先訪談委員並將各委員提供意見彙整

後與平台會議取得共識。 

五、 意見交流 

參附件 



附件 
單  位 意  見 回  覆 

邱文彥教授 
 

1. 計畫團隊成員多元，包括：行政

部門､子計畫主持人､顧問､

諮詢平台委員及專家，其間的權

責､角色各是什麼？計畫團隊

跟行政機關間的如何分工？請

受託單位釐清，以利後續計畫推

動。 
2. 諮詢平台既是本計畫的最高決

策單位，建議修正 p.4 及 p.27
的組織架構及工作項目流程。 

黃書禮教授 
1. 這個諮詢平台是執行本計畫

的一個決策機制，規劃方案一

定要透過這個平台委員的認

可才會去做，城鄉分署我們也

希望把他們也納進來，如果委

員們的想法如果和分署有不

一，也可以在平台會議裡提

出。 
2. 這張 27 頁的圖，諮詢平台會

議是我們自己另外提出的，是

當時我們去競標時所做的

圖，因為要當時的邀標書裡有

工作會議､顧問會議跟座談

會，所以我們把顧問會議跟座

談會當做是對外的會議，剛才

邱老師提到的我們內部的顧

問會議就會在工作會議中，這

裡指的是不我們團隊裡的專

家學者。 
 
陳繼鳴分署長 
3. 營建署內部作業原本就想要

成立一個顧問團，後來黃老師

提出這個想法之後，我們便把

這兩者綜整，將行政團隊與規

劃團隊透過這個機制，將彼此

的想法凝聚､整合為一，然後

由行政部門跟規劃團隊一起

來做。 
4. 計畫團隊有各自的工作會

議，各子計畫間有什麼樣的議

題，我們就把它提到諮詢平台

來，讓諮詢平台當個取得共識

及核心方向把它確認，至於顧

問會議的功能，我們就把它淡



化掉，至於座談會是法制規

定，當議題形成政策､寫成草

案時，要對外面的 NGO､

stakeholder…正式溝通。 
楊重信教授 
 

1. 請研究團隊釐清本計畫與其下

三個子計畫(國土功能分區規

劃､國土防災及國土復育促進

地區規劃､城鄉發展模式與行

政區劃關係檢討)的關係(參
p.6)？此外，這三個計畫的主持

人､相關議題，是否也會提到這

個諮詢平台來討論？ 
2. 這個平台有點像總顧問的角

色，各計畫的議題也要納進來討

論，透過會議討論取得共識，再

由各計畫團隊來配合，最後做成

行政團隊的決策。本計畫係採

Alberchts 的策略空間規劃理

念，建議大家先把文獻消化，讓

委員們的溝通有一個共同的語

言，從而建構一套計畫的規劃體

系。 
3. 從空間策略規劃的思維來看，目

前署裡所提的規劃方向可能需

要調整，包括：規劃的價值､操

作的軌道､規劃體系､規劃程

序､甚至分工…都需調整，這部

份還需要共同努力。 
4. 諮詢平台委員會議(參 p.30)，是

不是要留下紀錄？最後紀錄要

附在報告中。 

陳繼鳴分署長 
1. 其他三個子計畫的議題也會

放到這邊來討論，這個分組其

實是個關鍵，剛剛有提到其他

子計畫都要連結到這個計畫

裡面。 
2. 在委託其他三個計畫，就已經

明白地表達過這樣的意思，有

四個計畫，這個是核心計畫。 
 
黃書禮教授 
3. 諮詢平台委員的組成結構，請

大家參考簡報資料 26 頁。  

陳亮全教授 1.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與另外三個

子計畫，事實上都有相關，計畫

團隊內部是否應先有共識，避免

多頭馬車。是不是應把四個計畫

串聯，將諮詢平台委員的意見也

能傳遞至計畫。 
2. 規劃團隊間及規劃團隊與分署

 



間應取得共識，至少在內政部層

級內要有一些互動，內部作業該

如何交流､如何回應，這個問題

應該去思考。 
林盛豐教授 1. 國外常見的規劃，主要依面向、

議題或部門進行分類，再由專家

進行小組討論；然而，本次計畫

並未先進行小組討論，因此，建

議將大家的專業背景梳理清

楚，以確認方面是否均勻，然後

再提送至到這個諮詢平台，讓委

員形成共識､進行表決。 
2. 依照《國土計畫法》，國土計畫

會擬出願景，再由各部門提部門

計劃，其暗指各部門計劃是接受

國土計畫的指導。然而，策略空

間規劃是透過協議式的統理，考

量各 stakeholder 的意見，因此，

我們必須確定還有哪些單位的

意見，例如：國發會､農委會…
或者，那些部門計畫需要納入考

量。 
3. 在建立願景之前，應對現有的計

畫､研究成果(如：區域計畫、

大型都市計畫及各部會的重大

建設計畫)進行檢視，以瞭解各

部門迄今在空間面向所建立的

各項指標(生態足跡、碳足跡、

水足跡或容受力概念；水資源、

森林覆蓋率、海岸人工化､經建

會的 KPI 指標…等技術報告)，
藉以舖陳對未來願景的勾勒，透

過二手資料提供圖資落實到空

間資訊。 

陳繼鳴分署長 
1. 未來內政部擬定《全國國土計

畫》送審議委員會再報至行政

院核可，作為法定計畫，目前

分署是接受營建署委任擬訂

全國國土計畫。 
2. 過去區域計畫對於部門計畫

所涉及的空間問題多為善後

角色，因此希望透過這次的機

制引發問題討論，因為過往常

因對話不足造成爭議。例如：

對於工業區開發率的定義，引

發工業土地是否足夠…等爭

議，…他們的產業經濟隨口講

的。 
3. 最好的機制還是未來在國土

計畫裡，內容可以寫一些指導

性的原則，後面由負責的單位

透過這個計畫的指導去做。 
4. 全國國土計畫的前置作業已

經做，目前用最新且已正在通

用的通用版電子地圖再加上

等高線，基本上是 5000：1
的圖有土地使用及等高線，未

來各個縣市政府將統一用來

做國土規劃。 
5. 有關城鄉發展模式跟行政區

劃，因提到國土計畫時，許多

社會輿論就會提及行政區

域，內政部希望透過計畫從學

理跟指標的角度來釐清，並把

城鄉發展模式一併納入研

究。未來面對外界可以有一套

論述來說明這個決策過程。 



 
蔡玉滿科長(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6. 行政院已同意在一〇六年即

設置基金，基金前十年是行政

院會撥五百億，大部分的事情

會用在補償。 
7. 一〇六年則僅涉及行政的業

務，其中九千萬會補助縣市政

府辦理縣市的國土計畫，所以

扣掉九千萬，一〇六年仍有四

千多萬用來做規劃研究的相

關作業，大概是四千多萬，這

是目前基金狀況。 
王弓教授 1. 《國土計畫法》通過後，傳統由

上而下、階層式的規劃流程，將

改為動態的(dynamic)、協力的

（concurrent）、共同設計的

（co-design）、共同生產的

（co-produce）規劃流程。因此，

面對規劃流程的轉變，研究團隊

應將此平台的運作､組織方

式，包括：推動、調整、溝通、

決策…等，提出具體的組織圖；

同時也須將範圍、權利、義務說

明清楚。 
2. 期待透過這次小型跨領域個溝

通平台，未來在面對各利益團

體、權力關係者時，能摸索出一

套好的溝通模式。 

 

黃世孟教授 1. 有關國土空間發展計畫，國發會

已經有相關計畫，請研究團隊先

進行綜理，再從那裡開始談起。 
2. 分署的委託案和營建署、國發會

的關係為何？本案結束後有哪

些程序問題，請委辦單位說明。 
3. 請說明計劃案各領域上下的關

係為何(參 p.20)？ 

陳繼鳴分署長 
1. 四個計畫案間沒有上下關係。 
2. 內政部的國土計畫終究是空

間發展計畫，並非整體國家發

展計畫。各部門主管機關應提

出政策，例如：未來農業部應

提出有多少優良農地？需要

保留多少農地？我們的角色

就是當其他部門需要土地



時，由我們這個平台決定要釋

放多少農地。 
3. 本計畫時間期程較短，除建立

在既有的計畫基礎上，例如：

國發會的國土空間發展策

略、全國區域計畫…，也希望

透過本次平台找出不足之

處，如：防災、氣候變遷…等，

並引發各部會互動、溝通，瞭

解未來應扮演的角色。 
邊泰明教授 1. 「國土空間發展計畫」涵蓋範圍

甚廣，這些並非諮詢委員所能夠

決定，建議分署與計畫團隊應先

就計畫範疇及規範取得共識，個

人覺得這計畫應比較偏向國土

空間發展計畫的「制度」，偏向

制度和機制(參 p.26)。 
2. 諮詢平台委員各有其專長，對其

他部分也都會有不同看法，計畫

團隊會提供多少資訊？如何提

供？如何反應意見？何時反

應？這個機制要先釐清楚，才能

繼續推動。 

陳繼鳴分署長 
1. 目前環境敏感地仍沿用法

定，分散在各個單位，去年內

政部成立了一個單一窗口，目

的為審視開發計畫中有無敏

感地，這類資料與和各部會連

線確認，都放在我們這邊。未

來我們規劃資料會彼此連

結，不管是何種技術報告，將

來的資料我們都會透過單一

窗口資料庫，取得最新的敏感

地資料，另外也會有網頁，將

蒐集到的放在網頁上，並有許

多互動在上面發生。 
工業局 
林怡妏科長 

1. 許多土地的利用政策其實都在

其他的部門，而非在內政部，這

個計畫要解決的跨部會問題，首

先，必須建構出一個指示性的通

則，例如，在面對永續性這個議

題，如何將資源做最有效的利

用…，這方面可參考國發會既有

的一些計畫，再透過這個諮詢委

員做些調整與定位。 
2. 其次，將各部會研擬部門計畫的

納入這個平台，透過討論與互

動，讓這些人回去寫部門計畫，

才能跟這個計畫的最終目標楔

合，這個平台可扮演折衝爭議及

 



協調各部門價值的功能。 
水利署 
陳弘凷副總

工程司 

1. 國土空間發展方向､政策沒有

明確定位，水資源部門也很難從

空間分佈的角度去進行規劃，舉

例來說：過去我們按 IPCC 的假

設，分析氣候變遷對水資源的影

響，祗能就台灣的北､中､南､

東各區域做一個變化分析，這樣

的做法對因應氣候變遷是沒有

幫助的，若再搭配未來產業發

展､人口分佈去做評估，就沒辦

法做了!其中會面臨的風險是什

麼？如果能把國土空間的使用

做個明確的規劃，我們就可以據

此去評估災害風險。 
2. 這中間該要有一個互相整合動

作來啟動，如同楊老師提到，我

們在做出流管制跟逕流分攤的

估算，概念上是說我們的防洪設

施，不可能無限興建，所以許多

土地利用，如果你能把它列為限

制發展，洪水就能蓄水在那個地

方，搭配整個區域來講風險就大

為降低。但是，現在水利部門無

法去瞭解土地規劃的部門，規劃

哪個地方做為洪水分攤的區

塊，其實兩者互相影響，如果能

夠透過一個程序､機制，讓兩個

部門去做對話，授水資源的規劃

與國土空間發展能有一個比較

好的配合。 

 

黃宏斌教授 1. 建議營建署所做的規劃跟國發

會要有一致性，今天很多都市計

畫的畸型擴張，都是因為國發會

那邊有 TIF(租稅增額融資)的要

求，為達自償率標準，祗好拿農

地來換，而農政單位又不同意鬆

綁，最後導致政策間自相矛盾，

黃書禮教授 
1. 本次委員會議主要說明本計

畫諮詢平台委員會的角色與

功能，國土空間規劃為全國國

土計畫的上位計畫，其他三個

子計畫的議題會放到這邊來

討論，這個平台是決策核心，



最後轉變為政治決策。另外是地

方財政問題，公告地價跟市價差

太多，為取得私有地，祗好不斷

增加計畫範圍。 
2. 另外，是區位問題(區位條件不

佳､使用類別衝突…)。非都土

地裡的零星工廠､下游農業區

的污染及彰濱工業區因風沙太

大，廠商不願入駐；彰化在來米

生產專業區，旁邊卻是鞋子､襪

子工廠(有重金屬鎘污染)；觀

音､新屋一帶風大，農地生產力

很低，但農民卻要保留農地，因

為休耕補助遠大於農地產值。 
3. 建議規劃分為兩部份，一是現有

的問題應該怎麼解決，二是規劃

未來要怎麼做。 

透過這個平台來形塑國土空

間規劃的願景，透過討論達成

議題共識，形成政策目標。 
2. 未出席的委員將另外安排時

間進行個別訪談。 
3. 有關本計畫後續議題的指

認，需要透過各單位所提出之

各項問題做為基礎，因此，後

續將先行透過個別訪談方

式，以利彙整出各單位對於國

土發展未來功能及核心價值

的願景，請各位委員協助與配

合。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諮詢委員平台會議」 

第 3 次討論會議議程 

一、 主持人致詞 

二、 規劃團隊簡報 

(一)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議題分析(請委員挑選重要議題) 

(二) 部門協商重點 

(三) 本案報告書章節架構研擬 

三、 諮詢委員意見交流與討論 

四、 臨時動議 

 

附件：議題草案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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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空間發展規劃－諮詢委員平台會議」 

第 4 次討論會議議程 

一、 主持人致詞 

二、 規劃團隊簡報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策略說明 

三、 諮詢委員意見交流與討論 

四、 臨時動議 

 

附件：議題彙整、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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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空間發展規劃」第四次諮詢委員平台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民國 106 年 01 月 13 日，下午 2 時 30 分 

開會地點：營建署 107 會議室 

主持人：楊重信委員、陳繼鳴分署長 

出席者：（詳會議簽到表） 

會議紀錄： 

一、 主席致詞（楊重信委員） 

二、 規劃團隊簡報（黃書禮教授）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簡報（略） 

三、 意見交流與討論 

(一) 楊重信主席 

1. 本次會議與以往不同的地方是：已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意見納

入。 

2. 農業生產環境已嚴重、部分破壞，其中農委會的農地資源分類分級第

三種農業用地被併到國土功能分區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坡地農業本

來是農地資源分類分級第四種農業用地，現在併到農業發展地區第三

類；原本的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水源特定區、保育目的的都市計畫）

被合併到其他分類，這些分類方式都有討論空間。 

3. 第三類城鄉發展地區如設定為城鄉儲備用地，擔心把線框出來，會有

投機行為產生，可以看現有農地資源分類分級第三種農業用地，一部

分可以回復繼續做為農業使用，一部分已不適合回復，這種狀況有點

像日本的整備地區。應先將這個分類保留，暫時不要劃設，五年後通

盤檢討，再依據規劃、研究找出一個適合、符合社會公益的開發方式，

待該盡的權利義務確定，才可以變更為第三類城鄉發展地區。農地違

規使用是歷史的共業，但不急於一時，等通盤檢討時再做變更。 

4. 另外，使用地變更的處理方式有一點勉強。目前這些土地之數量、區

位都還沒掌控，研究、調查、規劃…等配套，要在國土計畫寫清楚，

對社會有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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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現行農委會的農地資源分類分級第三種農業用地，併到未來國土功能

分區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尚有疑慮。首先，先從國土整體空間規劃

面向討論：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要跟國發會的國家發展政策接軌，來提

升國家競爭力，Physical 的發展怎麼跟國際接軌，從實質的海空港、

基礎建設…等生產活動與國際接合。 

6. 規劃團隊再找時間重組架構，我的寫法會是從安全、效率、永續、公

平等目標拉出來，再看下面有什麼問題以及策略。 

7. 本案後續工作事項包含行動方案，細節部分或許於行動方案呈現，屆

時若仍有不足，再回頭進行策略修正。 

8. 國土功能分區的分類，是目前營建署與農委會討論出來的結果，是否

容許我們改變，如果無法改變目前就先不討論，大家可以就內容提出

書面意見。 

9. 對於目前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還留著，個人認為：如果能夠不劃出來，

就用類似日本整備用地的概念，未來於通盤檢討時劃設儲備用地，社

會大眾也較能接受。 

10. 關於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的部分，各位若有更好的想法再提出，目前

主要是官方主導，如果城三是以整備的概念而非擴大，建議應清楚

說明。現在都市發展用地已無擴大的必要，目前的資料計算都未加

入桃園航空城，航空城應該是最後一個擴大都市計畫案了。用整備

概念說明清楚，其實與成長管理界線沒有太大的關聯，成長管理界

線就是都市計畫區的邊界。 

11. 坡地農業變成農三沒有問題，但超限利用的部分仍應處理，這個部

分要撰寫清楚，再請各位委員幫忙檢視所提出的內容是否周延。 

12. 關於國土保育地區農業使用部分，應該採取政策性補償，土地本身

不適合進行農業使用，屬於財產內部有瑕疵，目前得為從來之使用。

基於國土保育、保安，設定使用期限，屆期後便禁止使用，並予以

救濟性補償;政策性補償變成特殊性的救濟，這個部分可能後續再處

理。 

13. 若從環境倫理的觀點，看待原鄉、原住民聚落，可以發現他們有許

多與環境共生、資源共享的概念，我們這部分比較不足。看了臺灣

的原住民研究，其中訪問原住民，有一句話說：採礦的將整座山挖

空都可以，而我撿一個石頭，你就把我抓去關，關於原住民的部份

這顯然是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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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於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林國慶委員提出很多建議，重點在於要

有積極作為，農舍盡量都蓋在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而相關的農業

六級產業要進行規劃，強調要有計畫引導發展，若只依據農村再生

條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恐怕還是有不足之處。 

15. 農地種電的部分：應用心思考，先考量種電地區的劃設條件，然後

再指定專區進行規範，不是只有種電，電與農是共生的，須有透光、

再架高，太陽能光電板下就可以進行再利用。而是否要設立專區….
相關的討論應有所著墨，目前有點到但是仍不具體。 

16. 關於交通的策略可與交通部運研所聯繫，互相交流意見。 

(二) 王弓委員 

1. 產業發展部分，是否需要做多一點量化分析？做為部會、縣市國土計

畫的指導，要不要找某個（功能）分區的其中一個策略先做示範。 

2. 整體規劃來說：是採用不同層級的資料，顯示目前的現況、問題的嚴

重程度，這樣的好處是下次通盤檢討時，可以就資料進行比對。 

3. 國際連結跟國際比較的呈現，很多先進的海洋國家做得很好。國家層

級的政策上，可以點出一些典範，呈現現狀與理想間的差距，整個效

法不可能，但從這些策略領域中，可挑出一個來做示範，把所有議題、

規劃跟量化數據搭接，並用質化、量化國內外情勢的現況去反應。這

樣每五年、十年的通盤檢討，都可以從中間累積經驗，反映適合台灣

的治理架構。 

4. 海洋規劃來說：就先去了解國際上誰做得最好、中間、最差，挑個中

間值做為模擬標準。 

5. 策略中可以點出未來應累積的基本分析資料，否則，做了那麼多的規

劃管理，到底各層級的單位在執行相關規劃時，有沒有去看這些資

料。 

6. 先了解產業的土地使用、型態、可回復性，才可以訂得出策略，與各

國案例比較過後，才會知道我們可以做什麼？應回歸規劃理性，點出

資料如何蒐集及分析，否則，執行者會依據自己的方式做。 

7.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六中，不可回復土地的轉用，會鼓勵需使用

土地人違法，所以，其實我們這邊能不能展現對於理想的堅持，不管

花多少錢，就是要你將受干擾之土地恢復原狀，如果有這種價值跟精

神的展示，規劃成果就會不一樣。要想一想這些內容，不然東西出去

五年、十年以後還是達不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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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二至策略六，都提到直轄市與縣（市）政府，

在管理上對地方的治理有所著墨，地方的角色必須落實，點出地方在

執行管理上應扮演的角色。 

 黃書禮教授回應：這一部分的國土整體空間規劃，指的是牽涉到不

同功能分區的策略，山坡地部分在後續國土保育地區策略會提及，

而這七個策略並不是在回應所有整體的空間規劃。 

9. 臺灣遇到跨部門、跨領域的問題，就會死掉、責任規避，只是到裡面

拿資源。成功例子一定在治理上展現過人的智慧，才能解決。未來中

央影響力越來越小，讓地方發揮智慧，但如果沒有治理的架構，各自

為政，困難重重。如果有可能，在文獻上找到智慧，讓地方主管機關

參考成功案例。 

(三) 郭翡玉委員 

1. 針對「國土整體空間發展策略」，第一項是跟上位的接軌，第二項是

土地的適宜性條件，策略三層次比較技術面，是不是要擺在這邊要考

量。策略五、七是調適概念，策略六是社會層面。 

2.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偏向因應氣候變遷，而社會型態、產業發展

所需的空間、產業用地較沒有凸顯，現況是找不到產業用地的。 

3.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四是整體災害風險的調適方式，策略五是整

體流域治理，以往會一起談海岸，整體考量完後，接著可以去做坡地

管理檢討，策略四是不是可與策略七合併一起討論？流域治理可能要

談及山坡地會較全面。 

4. 直轄市、縣（市）字眼建議拿掉，這些策略是整體的 principle，各級

政府、部會應該就是要遵循這些原則。 

5. 國土保育地區的策略二跟策略四，皆提及以保育為原則的前提下，應

如何管制使用，然前者為績效管制，後者，則是須遵循國土保育限制，

後者相對較嚴格，應思考更彈性的做法。 

6. 建議加入思考未來國土保育地區的重大設施的開發，對於相關的設施

未來該如何處應提出原則，這部分是否要再進行補充？ 

(四) 陳亮全委員 

1. 應該從國土角度，而不是落到直轄市、縣（市）層級。 

2.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二比較 Local，且適宜性指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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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氣候變遷調適很重要，剛說的坡地問題，沒有明確的量、目標，須明

確的指出哪些地方不適宜發展。 

4. 氣候變遷衝擊、水旱災都有時間因應，當地震發生在台北要怎麼應對？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四可以再延伸思考。 

5. 如果是針對地方政府提出指導原則，那全國性的東西在哪裡？ 

 陳繼鳴分署長回應：本案性質為策略規劃，實質的空間計畫是地

方層級的任務。全國性的願景目標，會在這邊提出，但實質量的

部分就交給地方政府處理。 

6. 原住民族特定區域的劃設會是很大問題，涉及傳統領域，目前定義仍

然模糊，不只是使用包括文化、智慧…這些東西是否可以結合，包括：

原住民保留地、原住民族特定區域、城鄉發展地區第四類、國土保育

地區，策略四這幾個應該結合一起思考。 

7. 個人有一個小問題，關於國土復育促進地區，這個部分未來將如何處

理？ 

 分署長回應：整個國土計畫法的架構中，國土保育的部分位在國

土保育地區，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是之後加入的，因為國土復育條

例一直沒有通過過，所以將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加入國土計畫法，

主要針對國土保育地區，未來要有所作為的部分，主管機關應協

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主要內容不在國土

計畫之中，但有這樣的架構機制存在。在國土計畫完成後，針對

有急迫性、特殊性的地區，明確指示後續須指定國土復育促進地

區，進行相關復育工作。 

8. 國土保育地區策略二中，除了績效管制之外，是否應思考其他方式，

才能朝向保育的目標調整。 

 楊重信主席回應：以我的理解是應該進行嚴謹的風險評估，但是

若在這邊明確描述會有問題，因為如何處理風險的問題，又是一

大困難。 

9. 原住民族遷村是很大的問題，以過去的經驗而言：非常不好。在國土

保育地區內，這個部分將變成全盤性的策略，但目前沒有涉及法制上

的討論。 

10. 近期里山、里海的概念，強調農村不只有住的部分，包含：生產、

生態，目前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的策略，看不清楚這些東西，或許能

融入相關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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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將交通的策略放在城鄉發展地區，然而交通不只是在城鄉發展地區，

例如：國土保育地區的道路開發，可能會造成許多問題，建議將其提

升為全區的策略。 

12. 城鄉發展地區的策略七、八，應融合海綿城市、韌性都市的概念。 

13. 未來智慧國土的部分，會改變很多目前的使用型態，都市、農村生

活的關係等，建議加以考量。 

(五) 王玉真委員 

1.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策略三提及之空間連續性，其實是農委會在處理農

地資源轉換到國土功能分區所重視的，例如：都市計畫的農業區，許

多緊臨非都市特定農業區或一般農業區之農業用地，具有相同的地域

性質，是否為這個策略所要探討的對象？尤其未來都市計畫地區都將

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然而上開具空間緊臨關係的非都市土地則劃入農

業發展地區，會否和這個策略提到相鄰土地應避免差異過大之土地使

用原則有衝突？似宜確認。 

2.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策略六，在處理現況違規使用部分，對於仍可回復

者歸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的理由為何？此與後續農業發展地區策

略中提到的第四類劃設原則顯不一致，須再釐明。 

3. 國土保育地區的許多策略係對應至中央山脈自然保護區之議題項目，

然而自然保護區是一個明確的範圍，依據本會林務局表示，該類地區

係依森林法劃設及管制，基本上管理十分嚴格，不致有議題內容所描

述的「中央山脈自然保護區部分環境敏感地不當開發，嚴重影響國土

保安」之情形，建議將「自然保護區」字眼於議題描述中刪除。 

4. 國土保育地區策略三的部分，說明基於國土保育原則，無法維持從來

使用者，應補償對於土地所有權人的損害，針對目前合法作農業使用

部分，未來如劃入國土保育地區，被限制作農業使用，依據國土計畫

法補償之規定，國土保育基金只有補償限制開發、禁止建築使用，若

是如此這個部分的策略須說明清楚，避免被誤會這些補償費用，可以

從國土保育基金支付。 

5. 針對農地種電部分，綠能設施其實就是再生能源，而其在農地上的使

用，所對應到的是地層下陷、汙染地等較不利生產的邊際土地進行活

化利用，若是要回復原有的農業生產力，因需耗費龐大的成本，故將

綠能使用作為其中一個選項。因此，建議不要在農業發展地區特別談

綠能設施，尤其電業法已修法通過，政策明確揭示 2025 年要達到非

核家園的目標，而未來十年的光電發展，恐需使用2~3萬公頃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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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土地的來源不一定都是農地，故關於能源的部分不是放在農業發

展地區或城鄉發展地區單獨討論，所涉為國土空間整體配置利用問題，

應提升到前面的整體國土空間策略，進行全面性的思考。 

6. 關於農村部分，本會與營建署進行多次的討論，認為現行非都市土地

部分之鄉村區，其特質與活動行為和農業密切相關者，應可留在農業

發展地區，再者，這些鄉村區有些是本會正在推動的農村再生地區，

單獨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可導入鄉村規劃之計畫管制概念，

也希望適度處理農舍問題，尤其部分在農地上興建農舍的需求者是都

市人，如能就鄉村區進行完整規劃，將其住宅需求納入考量，亦是解

決農舍問題之途徑。 

7. 有關灌排分離部分，本會農水處已有提出相關之水質保護方案，並有

明確的階段性管理策略，針對農業灌排設施及違規工廠的影響進行處

理，且在環保團體的監督下，目前保護方案可適度符合大眾的期待。 

8. 在青農返鄉部分，目前農業缺工、老化問題嚴重。所以，吸引青年營

農，除了要讓他們定住農村，最重要的是產業活動，要能有好的收入，

因此，本會現行推動的農業經營專區計畫，強調人、地、水、產業資

源整合，係有全盤性的思考與整體的配套措施，目的就是希望回到農

村的人力能提高其農產業經營收益，才能真正在農村安心定住。 

9. 建議有關議題 6.1 提及海洋養殖經濟發展，修正為「漁業發展」，並

提升為重要議題。 

10. 建議將再生能源發展提升層次進行探討。 

(六) 黃世孟委員 

1.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五中的流域以及策略七的海洋，應該移到另

外一個單元到海洋資源地區，並加上山坡地討論，山坡、流域、海域

應該要串聯，高山坡地對國土規劃的重要性很大。 

(七) 陳弘凷委員 

1.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五雖然用整體流域思維，但內容只談到災害

因應，事實上，水資源比較沒有討論到，坡地災害也要應納入考量，

才是比較完整的思維。 

2. 目前這幾個策略較少提到自然資源、環境層面的具體策略，是否要加

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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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孫以濬委員 

1. 行政院的「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方案，在國土整體空間發展是否做

個呼應配合？ 

2. 未來面對三大變遷：人口、氣候、科技的變遷。這些變遷對國家社會

影響很大；科技變遷這塊所涵蓋的策略還沒有融入國土空間發展上，

它不僅影響產業，還包括生活、環境。 

3. 這些策略怎麼樣被落實？對都會區、直轄市、縣（市）怎麼發揮指導

作用？過去很多策略只提供參考，現在有個法定效力，未來真的要做

該如何依循檢核？每個策略的操作、執行，要簡化到條列式，再配合

check list，讓執行者有依可循，而審核的人確認執行者有沒有照著原

則走。現在是概念式的規範，未來對地方的規劃無法產生作用。 

4. 城鄉發展地區的策略六、七，是關於交通運輸方面的策略，訂定核心

地區到地方中心所需的時間，這方面的策略有幫助。例如：近期屏東

高鐵延伸、機場的區位…等議題，關於如何衡量其需求，在全國整體

架構下的準則，這樣就有操作依據。 

5. 另外，是鐵路立體化的議題，目前提出申請的角度都是鐵路縫合。而

此，要有何種策略原則進行規範與引導，應加以思考。 

6. 體制與治理整合平台的策略概念蠻好，但這整合平台其實是專設單位，

其屬於何種單位？法源依據為何？若其具備決議權、支配權，便需有

法源依據才能操作執行。 

(九) 李永展委員 

1. 都會區域、特定區域計畫這兩塊，建議在全國國土計畫著墨，目前擬

定時機營建署綜計組以及城鄉發展研究基金會都在進行規劃。 

2.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三提及地方政府間的功能分區衝突，一定要

回到內政部審議會去審，公共設施才能夠跨區供給，這一塊非常重

要。 

3.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四很重要，但針對災害風險，縣市政府可能

不太能做，或許是由中央的資源、力量去完成。 

4. 流域治理涉及跨縣市治理，目前只有台中大甲溪流域都在台中市轄區

內，因此一定要有逕流分擔、出流管制，接著配合流域特定區域計畫

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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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六，未登、臨登工廠行政院已經有規範、跨

部會協調機制，未來應該就不會有違規部分，可參考行政院、立法院

相關辦法、規範。 

6. 目前國土功能分區的做法須於機制上思考，未來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是否有可能回歸至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若存在此種機制，才能以附

註的方式進行，短期內減少過多的分類。 

 陳繼鳴分署長回應：此部分已於國土計畫法第十六條載明：「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應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通知當地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按國土計畫之指導，辦理

都市計畫之擬訂或變更。前項都市計畫之擬訂或變更，中央主

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各該擬定機關限期

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擬定或變更。」 

7. 關於再生能源部分建議與能源局進行討論，目前所知有把鹽業用地釋

出進行綠能使用，包含：農業生產限制土地的釋出，規劃團隊在議題

的部分有指出，但是否能提出一點相關的策略進行討論。 

8. 關於智慧城市、智慧農村的規劃，建議參採國發會的智慧城市、智慧

鄉村。 

(十) 黃宏斌委員 

1.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二缺了水，策略五缺了土，社經發展中，水

跟土都要討論，兩個策略建議可以合併，改成「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兼顧水土資源特性，及社經條件…」。 

2. 海岸跟流域很多地方沒有重疊，海堤歸水利署管、保安林歸林務局管，

兩者之外的範圍沒人管，例如：藻礁是三不管地帶。可以藉國土計畫

的機會，訂出由誰來管。例子：有些保安林是縣市政府、有些是林務

局，滿潮時又是一片海岸，退潮時應該誰管？ 

(十一) 李玲玲委員 

1.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二已經講到策略三、四、五的內容，在做整

體規劃時要考慮社經條件、土地資源特性，包含：風險評估、脆弱度

等等，然後再延伸針對流域、城鄉地區有什麼的評估原則、條件。或

許，有些規劃原則都可以融入策略二，不用寫那麼多策略。 

2.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一，國發會時程上比較後面才要開始做，如

果有資料後，國土空間發展可以很清楚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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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這些策略在上述委員的疑慮中其實都有寫到，例如，國土整體空間規

劃的策略二的內文有針對自然環境、生態特性做考量，建議重新整合，

縮減策略會更清楚。 

4. 策略與議題對應不明顯之處：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六與議題 1.3；
策略四與議題 8.3。 

5. 再生能源的議題，不只是在農地上，還包含：風力發電…等。 

6. 農地不進行農業生產仍具備其他功能，應思考不適生產的土地，除了

農地種電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可能。 

(十二) 陳繼鳴分署長 

1. 本案是一個 Guideline，不是做台灣空間分布，例如，策略四的災害

風險評估，告訴地方政府應該要做哪些事情？而不是要得出一個規劃

結果。 

2. 城鄉發展地區分為四類，第一類是都市計畫地區，現行許多都市計畫

為水源特定區，要不要趁此次國土計畫將都市計畫內原有聚落應劃為

城鄉發展地區，而具保育性質土地回歸至國土保育地區，如此則須循

都市計畫法的程序進行檢討、變更，因考量程序繁瑣及時程冗長，且

為避免引發過多爭議，因此於第一階段先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但特

別註記應透過都市計畫盡速檢討。 

3.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包含許多現行非都市土地透過整體開發所形成

的部分，會考慮與原都市計畫區進行整合。 

4.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為城市發展界線(Urban growth boundary)的概

念，即是都市發展的邊界，這個部分希望能保留住。未來明顯清楚的

界線，是否要畫出來仍不確定，採用浮動分區的概念，以屬性進行管

制，透過後續整體規劃、開發方式，配合計畫的檢討進行。目前仍在

考慮是否都不畫出來，因國土計畫具有指導性，針對短期內確定將進

行開發利用的地區進行劃設，而未來尚未確定的部分暫不劃設，以描

述的方式書寫，回歸至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進行管制，與日本整備土

地的方式相近。 

5. 城鄉發展地區第四類，主要針對既有鄉村區，而非屬於都市型態之原

有農村聚落，周邊即是生活、生產空間，便維持在農業發展地區第四

類，除此之外就是城鄉發展地區第四類。另外，關於原住民聚落、保

留地，其中涉及國土保育部分需加以註記，應注意國土保育，若全部

劃入國土保育地區，恐會引發抗爭，這是目前策略性安排、階段性作

法，未來將陸續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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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交通部分的評估，於民國 83 年的國土綜合發展計畫，就有可及

性的路網分析，未來於新的路網架構下，可以斟酌加入。 

7. 此次計畫設定的目標並非解決所有問題，目前主要針對最重要的課題

進行，關鍵在於被外界認為應該處理的問題，希望能夠加以處理。謝

謝規劃團隊的努力，策略部分後續可以持續進行調整、處理，同時配

合政府的政策，並結合後續的成長管理。 

(十三) 營建署綜合計畫組呂依錡工程司 

1. 目前所呈現的國土功能分區模擬，與先前各位所知道的版本不太相同，

前一版國土保育地區分為五類，包含：都市計畫範圍內有 50%以上

環境敏感地區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非都市土地鄉村區有 50%
以上環境敏感地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五類。但經由營建署內部工作

會議討論後，認為此種國土功能分區分類樣態太多，基於整體性考量，

建議國土保育地區第四、五類還是回歸至城鄉發展地區第一、二類，

但都市計畫地區、鄉村區會依其環境敏感程度要求予以備註，指導直

轄市、縣（市）政府於劃設功能分區與訂定管制條件時，應加以考量，

也避免於第一版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分類過多造成混淆。 

2. 經討論後目前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如簡報（第 20 頁）所示，國土保育

地區分為三類、城鄉發展地區四類、農業發展地區四類。農業發展地

區原先參考農地分級分類劃設成果，但經與農業單位討論後，認為若

農地已經沒有具備良好的生產環境，是否仍需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因此，在充分討論與模擬情境後，調整結果如簡報（第 20 頁）所示，

希望第一版國土計畫的功能分區能盡量簡化，對外也較容易說明，但

也強調同時應針對土地資源特性進行規劃與管制。 

(十四) 邱文彥委員 

1. 國土保育地區策略一，淡水大橋的例子是地方團體想保護地方自然景

觀，申請人文景觀保護，但人文景觀規定需有人為活動，才算是人文

景觀，所以申請失敗。因此，建議在景觀部分，不只人文景觀，自然

景觀亦應納入。另外，國土計畫法本來設計具有景觀綱要計畫，後來

卻被刪除，然而，不論從海岸管理法或國土計畫法的角度，是否能把

景觀綱要計畫的概念或是用詞加入，須有景觀綱要計畫。 

2. 關於原住民與國土功能分區的競合，是否能就原住民傳統文化如何延

續進行撰寫，其實原住民的傳統文化、智慧，跟國土保育、生物多樣

性保育都有關係，建議納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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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農業發展地區，個人所擔憂的第一個是種電的問題，許多地方電

力公司已向農民簽了幾十年合約，目前該如何處理這個部分，什麼地

方可以種電？什麼地方不行？尚缺乏相關的研究，例如：是否會因太

陽能板反光，影響鳥類而擾動生態體系，現況都已經將地點決定好，

缺乏考慮的部分該如何處理？這是個人憂心的問題。 

4. 關於農村聚落，集村的概念是否應落實，糧食生產的地方不能從事其

他使用，就應該嚴格禁止。另外，就是關於灌排分離應實行，現況的

灌排狀況究竟如何？涉及地方水利會，等於是化外之地，這個問題牽

涉水資源、水權、農地污染、糧食安全生產，這部分後續將如何處理？ 

5. 農村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高齡化，例如：鄉公所、衛生醫療機構在樓

上，鄉下地區公共設施、交通不發達，老人的照護問題，除了硬體之

外，是否應思考一些軟體的東西？ 

6. 目前農委會有許多漂鳥計畫、吸引青農，但若吸引他們回來，卻沒有

土地可以耕種，是不是能有一些彈性的農地，可以吸引他們回來、讓

他們進行耕種，現行的農村再生著重硬體的改造，但農村的再生不是

只有硬體，能不能讓農村活起來是關鍵，而活化農村的空間策略又是

什麼？ 

7. 根據國外的經驗鹽田、低窪土地回復為濕地，其具備良好的貯炭功能，

未必只能進行種電，目前對於種電的成效如何仍未知，可以另一種思

維進行思考。 

8. 城鄉發展地區部分，環保署目前有關於海綿城市的概念，在策略上亦

可有所著墨，加入低衝擊開發模式，將現有規範、精神融入且加以落

實。 

9. 韌性都市的概念，不只有防災，還包含回復，例如：社會、經濟的回

復力…等可一併進行考量。 

10. 目前似乎缺乏關於交通對於國土空間發展影響的想像，在高鐵發展，

加上國內外航空、鐵公路的發展，未來的國土想像與佈局會是如何？

國土的分布狀況，人口的流動、密度等問題，如何有策略性的引導？

對於未來的想像為何？以目前高齡少子化的人口趨勢，未來的國土空

間布局將有所改變，應該先有一個這樣的想像。 

11. 區域計畫法雖有海域區，但現在已經慢慢轉換至國土計畫法的體制，

希望可以海洋資源地區的思維，研擬相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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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討論海洋與海岸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整合，包含陸域與海域、河

川與海洋、中央與地方以及跨部門間的整合，這個觀念應該納入國土

計畫與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之中。 

13. 海洋資源地區應進行全面的調查、研究，建立海洋資源系統。 

14. 海洋資源地區，應以生態為基礎(Eoo-system based)，目的為保育海

洋生態的多樣性，並加強畫設海岸保護區。 

15. 建議因應氣候變遷進行模擬，模擬 2050 年海平面上升高度，針對海

岸、土地使用進行調整，並重視防災。 

16. 配合全國國土計畫保存海洋文化資產，針對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其文

化特色、資產，開創特色的海洋空間，以維繫地方特色、經濟。 

17. 建議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應優先保護重要溼地、鹽田。 

(十五) 原住民族委員會代表廖益群科長 

1. 原住民族於傳統使用有在地的哲學與智慧，原民會裡面也一直強調其

未必與國土功能分區競合，甚至是可以相容的。因為他們長期的使用

土地，加上是在那邊生活的人，有關環境的保育問題，他們更加關心。

目前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他們大部分用避災這個概念，前面所說的

是防災，所謂避災是必須在那邊生活，而是在災害來時該怎麼躲避，

例如：汛期來時，確實位處於環境敏感地區需移居，然而在要移居時，

卻發現沒有完整的規劃，只是把人從 A 地移至 B 地，但這樣在 A 地

長期以來的使用以及文化…等會有所斷裂。過去的觀念就是遷離，近

期才有分層次的處理。 

2. 國土保育地區策略四裡，彈性的使用管制描述方式是可以的，不過從

標題來看，感覺從來之用的部份是允許的，但未來的發展性好像沒有

呈現，目前標題的呈現會產生誤解，建議調整成結合原住民生活型態、

土地使用智慧，訂定彈性的土地使用管制，達到與國土保育的相容或

兼衡。 

(十六) 劉可強委員 

1. 北泰雅特定區域計畫，目前我們正在執行，國土保育地區策略四這一

段，只有幾個字不足以反映錯綜複雜的問題，我們願意協助黃老師將

策略四，研擬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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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營建署綜合計畫組廖文弘科長 

1. 目前海洋資源地區委託海洋大學進行研究，從區域計畫法海域區加以

探討及建立制度。我國五萬兩千平方公里的海域，目前有一半海域有

在進行使用，預計下周召開座談會，了解海域使用的議題。針對未來

區域計畫的海域區，將轉換為國土海洋資源地區，重疊使用部分如何

做決定，以及海域涉及都市計畫區、國家公園區如何做處理進行探

討。 

2. 關於海洋資源的資料很少，目前只能先蒐集海域的使用者，現況已知

我國一半的海域有人進行使用，大部分是國防部，主要是進行國防演

訓，總共使用三萬多平方公里海域，約為百分之六十是他們宣稱可以

使用。而下一階段則是針對這些使用如何進行處理，仍然尊重目的事

業法，我們採用用區位許可制，但不能永久使用，有許可使用的期限，

如：風力發電機目前使用期限 20 年，漁業權使用期限為 10 年，將再

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探討、協調，下周三的座談會希望大家來參

加提供寶貴意見，如果這部分已經成熟，希望未來可以納入國土計畫

之中。 

(十八) 黃書禮教授 

基本上各位委員的意見，沒有爭議的部分都會採納。比較抱歉的是分

區標題沒有寫清楚導致大家的誤解，來不及提供意見的部分，後續仍

可回頭進行檢視、調整。 

四、 會議發言條及書面意見 

(一) 蘇振維委員 

茲針對會議資料（國土空間發展策略書面報告）提供意見如下： 

1. P.1 第一節、第二段述及“同時應面對區域均衡發展……挑戰”，有關

「區域均衡發展」在全國國土計畫中之定義為何？又一味追求均衡之

結果是否導致各區域缺乏其各有的特色？爰建議修正調整為「區域適

性發展」較為適切。 

2. P.8 有關災害脆弱度與風險程度評估乙節，交通部運研所(簡稱本所)
近年進行鐵公路系統各路段脆弱度及危害度等級分析之研究，利用風

險矩陣，以大尺度角度完成鐵公路風險地圖並建置調適資訊平台，提

供鐵公路主管機關檢視所轄路線與設施在不同氣候情境下之風險熱

點、高風險成因等功能。 

3. P.43 圖 8 五大產業發展軸線，看不出「軸線」關係，建議調整圖名。

又該圖下方文字敘述，似顯突兀，請再檢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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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44 擬定城鄉發展需求之發展總量乙節，有關中央(國發會)所分派各

縣市階段性人口及經濟活動發展總量部分，鑑於以往本所進行城際整

體運輸需求預測，因缺少各縣市人口分派量，本所皆自行且費時地建

立一套土地使用與運輸需求關聯模式，其模式產出作為運輸需求預測

之社經發展資料輸入值，惟該關聯模式之相關情境假設或許不同於國

土計畫之假設，為期運輸部門與國土計畫之假設有其一致性，爰強烈

建議國土計畫中應有各縣市人口分派結果呈現，以作為本所進行運輸

需求預測之基礎。 

5. PP.66~85 所稱的北中南東區域，其範圍地域界線是否有其劃設原則或

基準？又報告中出現「○部區域」與「○部地區」其範圍有無差異？

P.75 區域策略建議乙節，除東部地區外，其他北中南僅針對「城市」

區域之交通運輸提出建議，而缺少「非城市」區域的建議，其考量為

何？建議補充。 

6. P.70 所稱「非典型」公共運輸服務，建議修正為「需求反應式(DRTS)」
公共運輸服務。 

7. 「○部城市區域」與「都會區域」之異同，建請釐清說明。 

8. P.74 有關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之整合規劃乙節，以緊密都市理念之

發展構想，與交通部推動公共運輸政策，強調各公共運輸系統間轉乘

的必然性是一致。 

(二) 王弓委員 

1. 可於全案中擇一小部分試驗將量化指標與質化指標、國內現況與國際

現況，國際頂尖典範間做整合之比較，以便銜接建議的策略，並預留

下次整體規劃的比較與檢討。 

(三) 李玲玲委員 

1. 請釐清原則與策略，簡報與報告內容規劃不太一致。 

2. 請盤點議題與策略的對應是否有更加策略，例如：國土開發利益嚴重

不公、山區產業通路、河岸開發、野溪整治破壞自然河岸等。 

3. 紀錄分區分類調整的邏輯及相關後續工作，例如：法規制度的調整或

調查規劃檢討改進等，以利後續追蹤。 

4. 原則性的考慮 

(1) 除氣候變遷、減災防災外，土地資源特性應考量生態系服務與多元使

用價值。 



16 
 

(2) 後續是否會建立與各部會發展願景、政策、策略及國土配置之關聯？

若部會規劃未定則處理方式為何？ 

(四) 劉可強委員 

1. 有關簡報第 31 頁，策略四原住民部分，建議規劃團隊聯絡基金會，

陳育禎老師請他協助策略四書寫方式。 

(五) 邱文彥委員 

1. 海洋與海岸地區應採取「整合性管理」之思維，強化海域及陸域，中

央與地方、跨地域、跨部門及跨領域之整合規劃，納入全國國土計畫

及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以追求「藍色國土」之永續發展。 

2. 全國國土計畫應持續對於「海洋資源地區」進行全面之調查及研究，

建立海洋資源系統，並依據生態與環境特性通盤規劃不同之功能分

區。 

3. 海洋資源地區應以生態系統為基礎，妥善規劃，以保育生物多樣性，

並加強劃設「海洋保護區」。 

4.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模擬評估 2050 年風險地區，並進行海岸都會與

土地之調適與應變。 

5. 配合全國國土計畫及海岸功能區，保存維護海洋文化特色及資產開創

具有特色之海岸空間。 

6. 依全國國土計畫及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優先保護重要濕地包含鹽田，

追求明智且有限度之轉作利用。 

7. 區域計畫之海域區，建議逐步納入國土計畫法體系之「海洋資源地區」。

文彥委員。 

(六) 郭翡玉委員 

1. 國土整體空間規化策略建議增到產業發展的向度。 

2.  相關發展策略，敘明直轄市、縣市政府，惟如本計畫係為最高位的國

土規劃，則建議相關文字可予以刪除。 

3. 建議可將策略五及七做整合，否則建議山坡地之規範。 

4. 其餘文字修改建議已給規劃團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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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黃世孟委員 

1.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建議策略五、七結合，並增加山區坡地的流域規

劃為一國土空間單元。 

2. 策略一至七的分類方式應有邏輯，建議有空間分區的標示規劃原則，

例如：北中南東區、流域區、行政區等。 

(八) 陳弘凷委員 

1. 第 2 頁表 1 之國土功能分區其分類劃設條件之妥適性宜再評估，且有

關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之競合處理原則尚不夠具體，建議參考第 8 至

17 頁第參節方式擬定。以提高其可能性。 

2. 第 18 頁第四節建議納入水利署擬定之「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

據以依水資源潛能調整國土利用方式。 

3. 第 26 頁，二、海岸防護治理一節文中，「因長年使用傳統海堤（指鋼

筋混擬土為主之剛性材料）未經適當地方政府管理及巡視，造成部分

海堤已不具防災效用、區位不適宜之情形。」其敘述不妥建議刪除。 

4. 第 28 頁，三、四有關水資源保育及災害潛勢地區劃設原則部會，建

議坡地土砂災害及衍生水庫淤積、海岸侵蝕等課題一併研議納入。 

5. 第 44 頁城鄉發展地區分類及 64 頁，產業發展規劃，建議均應納入水

資源潛能及水災災害潛勢，可參考納入水利署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

畫等為重要評估因子。 

6. 整體策略提出七項，惟未就環境生態層面提出策略，建議予以考量。 

五、 散會(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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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i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NTPU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i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TEL: 02-8674-1111 #67523, FAX: 8671-5221 

地址：23741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號 公共事務學院 6樓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諮詢委員平台會議」第 8 次討論會議 

會議議程 

開會時間：106 年 06 月 01 日 14:00 

開會地點：內政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臺北市八德路二段 342 號） 

主持人：楊委員重信、陳分署長繼鳴 

說明：本次諮詢平台會議為計畫最後一次討論會議，目的為回顧歷次會議討論的

結果，包含願景、議題、策略、部門計畫、成長管理策略等內容，以及確

認本計畫最終階段之成果，因此召開會議針對計畫成果及內容進行檢視。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14:00 – 14:10 主持人致詞 

14:10 – 14:40 規劃團隊簡報－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內容 

14:40 – 16:20 意見交流與討論 

16:20 – 16:30 規劃團隊回應 

會議結束 

 



 

國土計畫-國土空間發展委託技術服務案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座談會 

2017年 01月 05日 第一次座談會 

2017年 05月 11日 第二次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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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第二次座談會議程 

壹、座談緣由 

為配合國土計畫法 105年 1月 6日公布及同年 5月 1日發布

實施，本分署刻正研擬全國國土計畫草案。依國土計畫法第 12

條第 1項之規定，國土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

體等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作成紀錄，以為擬

訂計畫之參考。爰此，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辦理兩

次座談會邀請國內關心國土計畫法推動之各界賢達，第一次於

106 年 1 月 5 日召開，依本委託技術服務案工作項目就「國土空

間發展願景之建立」及「國土空間議題」進行意見交流，本次則

就「國土空間發展策略」及「國土成長管理策略」等討論面向廣

納各界意見，除提供一公開透明管道使各界瞭解相關計畫之內容

與進程，並以為後續國土空間發展政策及作法上之建議。 

貳、座談會主題 

本次會議主題設定為「國土空間發展策略」及「國土成長管

理策略」。 

參、議程時間及內容 

時間 議程內容 

13:40～14:00 報到 

14:00～14:10 主持人致詞 

14:10～14:30 
簡報

說明 

一、全國國土計畫概要（城鄉發展分署） 

二、「國土空間發展策略」及「國土成長管理策略」 

    （國立臺北大學） 

14:30～15:00 

15:00～16:30 與談及綜合意見交流 

16:30 散會 





















































 

國土計畫-國土空間發展委託技術服務案 

顧問會議 

2017年 03月 02日 第一次顧問會議 

2017年 04月 18日 第二次顧問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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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第一次顧問會議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6年 3月 2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會議室 

參、主持人：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黃教授書禮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發言要點 

一、謝副教授靜琪 

（一） 關於推動區域計畫時如何去回應氣候變遷相關課題，各地方政府

都有一些困擾。國土計畫因其跨區域特性，故應在氣候變遷議題

上給予地方政府更多具體指導；然此部分在簡報中說明得不夠清

楚。國外一直有在談綠色基礎設施，能否作為國土計畫銜接氣候

變遷課題與地方政府實踐的橋樑？這個部分需有專門團隊處理，

否則過於空泛將難以在縣市層級落實。 

（二） 策略性規劃落實至土地使用管制時，尤其是非都市土地這個部分

的規範或原則，國土計畫應針對目前的 11種分區與 19種用地進

行使用管制的連結，同時思考農地、自然環境、海域等地區的角

色定位。 

（三） 中央部會與縣市之間的連結需加強，如：哪些事項由誰負責或配

合，以及中央部會重要建設等計畫或想法，均應載明。否則各縣

市、局處間橫向聯繫不佳，重大建設的規劃與落實會有問題。 

（四） 輔導團的規劃團隊在認知上也會有差異，尤其是土地使用管制、

氣候變遷這個部分，每個人做出來會不同，要落實有一定的難處。

建議應先有想像，也可能是以現有文獻進行操作，在推行時，需

階段性進行，並連結到現有制度，否則在觀念差異很大的情況下，

很難落實。 

二、張教授學聖 

（一） 國土計畫法具優位的空間計畫特性，未來的土地使用管制將由開

發許可轉成使用許可，部門擔心未來可能無法採開發許可制一途，

而目前看來與部門計畫之整合又有相當的困難。未來國土計畫相

關子法擬定後，國發會認定重大建設審議標準將趨於嚴格，關於

部門用地之間的衝突如何處理？因此，個人認同部門計畫空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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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策略的彙整，應以國發會的高度來統合各部會的意見。 

（二） 成長管理需基於對現況承載能力與部門需求的掌握。然而，目前

盤點狀況尚不明確，且各部門最後提送的成果可能非常多樣，國

土計畫處理該議題時將是很大的挑戰。 

（三） 縣市政府最關心的應為功能分區之劃定。以臺南為例：於功能分

區劃設時，將遭遇國保 1及城 1之衝突，依目前擬訂的劃設順序

應先劃設國保 1，但又排除都市計畫地區。以關子嶺而言：雖其

為都市計畫區，但有很大一部分應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這個部

分未來國土計畫將如何處理？另，關於城 1及農 1的問題，按今

天簡報呈現的程序將先劃設農 1再劃設城 1，那麼都市計畫區內

的農業用地，是否會被挑出來劃為農業發展地區？由今天的簡報

呈現，看起來都市計畫區的農地未來仍屬於城鄉發展地區，若農

業用地於國土計畫中無法得到某些機會，是有些遺憾的。 

（四） 對照日本國土計畫的架構，包含：國土形成計畫與利用計畫。我

國的國土計畫則缺少完整的空間策略計畫，日本國土計畫有許多

指標及量化基礎，包含：土地資源競合等；我國國土計畫是否可

能在短期內，建立各類評估指標、或建立各部門可遵循且應達成

的發展目標？ 

（五） 外界對國土計畫的期望相當高，可能已經高到業務單位無法負荷。

本次國土計畫是否能以適當篇幅，律定各階段預計完成的項目，

例如：本次將處理哪些議題？哪些留待日後處理？避免對於國土

計畫過高的期待，因而產生後續的問題。 

三、簡教授連貴 

（一） 國土空間發展計畫因時間窘迫，而有某種程度的操作困難，細節

應該留給其他子計畫操作，主要是進行空間上的指導。另一方面，

我國雖為海島型國家，過往區域計畫皆缺乏海域地區的部分，直

到民國 104 年 12 月的全國區域計畫才納入。未來在進行國土空

間發展計畫時，建議納入海域空間功能的規劃與管理，以彰顯臺

灣為海洋國家。 

（二） 針對簡報第六個議題提出以下意見。因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已於今

年 2月 6日由行政院核定通過，故國土計畫可就海洋景觀區等相

關部分進行必要說明。而議題七關於非都市土地海域區，如何與

國土計畫銜接也很重要，建議可就 9 大容許使用項目與 33 項細

目進行較深度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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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針對海洋保育地區第一類與第二類，提出以下意見。海洋資源地

區與陸地不同，有其空間立體屬性、時間屬性、使用特性及強度

等，應可就前述面向分析其相容性及排他性。 

（四） 關於海洋資源空間管理的部分，現行海域區採區位許可制，其後

續轉換為使用許可制，涉及中央與地方分工，應強調多功能使用

原則，但仍需回歸自然屬性以及符合經濟、社會之發展需求。在

未來將朝向非核家園的情況下，亦可就離岸風電發展與漁業生態

保育的競合關係、競合處理、用海次序之處理及未來策略連結等

議題進行分析。 

（五） 過去國土保育之重點主要放在坡地保育，但因海岸與氣候變遷、

複合性災難有高度關聯，建議於國土復育的部分，可將海岸管理

法海岸地區、濱海陸地…等納入考量，適度連結整體海岸防護的

概念。 

（六） 國土計畫確實需要有願景圖的呈現。部門計畫與國土計畫如何銜

接？例如：為了達成非核家園，現在許多太陽能板、離岸風機地

設置，這些在國土計畫的指導性考量為何？主管機關欲達成目標

應如何處理？國土計畫如何協助達成部門的任務？如何與部門

配合甚至合作？ 

四、劉副教授曜華 

（一） 建議業務單位應儘速掌握上級單位對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優先順

序的態度。究竟哪個功能分區需先劃設？而被劃剩下的地區能否

發展？ 

（二） 規劃團隊能否納入區域發展失衡的問題？北部究竟有無超限發

展目前尚無定論，但若此議題在全國國土計畫層次不處理，落實

到縣市國土計畫亦無法處理。另外，關於分都的議題，亦應該在

國土計畫形成過程中處理。 

（三） 規劃分區時不僅討論功能分區，亦應搭配不同等級之公共設施。

釐清哪些公共設施應服務哪些分區？例如：城與鄉為兩種不同屬

性，因此應區分為都市服務及鄉村服務兩種公共設施類型。因過

去非都市土地沒有公共設施計畫，應趁此次國土計畫將公共設施

之概念納入，並搭配成長管理，讓公共設施同步到位。 

（四） 個人反對總量分派的概念。所謂總量，究竟要以公頃為單位還是

產值？總量分派是以各功能分區對於臺灣產值的貢獻為分配基

礎嗎？若是這樣的話總量才會有趣。或是以土地資源對於環境貢

獻多少作為基礎。若單以土地面積討論總量是狹隘的，亦很難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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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進行溝通。以農地保育的爭議而言：南部縣市政府不願

保留農地，若換個角度思考，或許在協商時更有機會。 

（五） 國土計畫變數太多，是否可能先做國有土地計畫？中央若能將這

些土地的定位講清楚，等同於對地方政府做出宣示，地方政府亦

較容易配合。 

（六） 住宅法修法完成之後，都市計畫法將社會住宅納入公共設施項目

之一，於公共設施專章將社會福利設施加入。故目前不是住宅總

量問題，而是社會住宅將逐漸納為公共設施的考量。 

五、陳教授建元 

（一） 國土計畫承繼許多不同層級之空間、議題，地方政府不知道如何

落實氣候變遷相關規劃，最後大多變成防災計畫，或許應有階段

性的處理方案。在制度轉軌時應以漸進的方式，否則太多新觀念

難以進行，或許可以找幾樣較為成熟的項目作為示範。目前若要

針對海岸及氣候變遷等議題寫出計畫，可能還是會有落差，且地

方政府往往都要產業發展，與國土計畫強調保育的立場有所衝

突。 

（二） 個人認為，城鄉之間本來就不須比較，各有其風貌，沒必要用失

衡的概念看待，今天簡報的議題中有城鄉發展失衡，這樣的文字

不太適當。 

六、林副教授士淵 

（一） 以議題的討論以汙染為例：污染分為外來、內生性，而內生一定

與土地利用有關。國土計畫如何將其轉化成可以規範的項目？如

何考慮其與土地使用的關聯？ 

（二） 縣市在經濟發展與資源保育的立場上，是隨時間變動的。是否可

能建立動態指標，使發展型縣市在容許的範圍內發展？汙染、人

口移動…都是動態的，應在計畫中給予彈性，使縣市有可能的發

展方向。 

七、林教授建元 

（一） 建議規劃單位未來簡報時，先將國土計畫法對於國土計畫的法定

規範說明清楚。 

（二） 目前海洋資源地區的定位是缺乏想像的，例如：離島與東部地區。

此類特殊地域不能沒有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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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議成長管理分為正面與負面成長兩個面向進行。 

八、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康至欽先生 

（一） 回應謝副教授靜琪意見。國土計畫開宗明義指出：其定位為保育

型計畫。目前關於氣候變遷已有兩個委託研究案，各自將針對綠

色基盤設施、縣市國土計畫指導原則、海平面上升、促進國土復

育地區等議題，進行研究與方案研擬。其次，關於國土計畫的部

門計畫，目前已請求國發會強力介入，並由城鄉分署綜整為部門

空間發展策略，其後將做為縣市國土計畫的指導原則。 

（二） 回應簡教授連貴意見。海域地區將由營建署綜合計畫組另外提供

資料，未來將納入國土計畫。另因早期討論的功能分區型態非常

多樣，最後確定每一功能分區最多四種分類，其中為環境敏感地

或有專法管制的地區將優先提列。城 1(都市計畫區)裡的環境敏

感區將以註記方式載明，並在下次通檢時予以調整修正。 

九、黃教授書禮 

（一） 回應張教授學聖意見。第一、國土計畫確實應分析部門計畫產生

的衝突。第二、國土計畫應說明環境容受力。第三、國土計畫為

一指導性計畫，主要用於縣市國土計畫的指導。 

（二） 回應劉副教授曜華意見。目前國土計畫的四個計畫應一起舉辦座

談會，地方政府較容易理解，後續配合也較容易。另一方面，目

前各部會部門計畫的提出有困難，目前只有農地較為具體。最後，

關於探討公共設施規劃，目前在各功能分區分類都有提及公共設

施的配合。 

陸、散會：下午 17時 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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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第二次顧問會議 

會議議程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04 月 18 日 上午 10:00-12:00 

開會地點：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77 號 5 樓） 

主持人：都市計劃研究所 黃書禮教授 

說明：本次顧問會議將邀集各領域專家學者，就計畫所涉成長管理策略內容進行

檢視，期藉由廣納各方專家意見，確認本計畫成長管理策略之研提內容，

作為後續國土空間發展政策之建議。 

議程： 

時間 議程內容 

10:00 – 10:10 主持人致詞 

10:10 – 10:30 規劃團隊簡報－國土成長管理策略 

10:30 – 11:40 意見交流與討論 

11:40 – 12:00 規劃團隊回應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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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第二次顧問會議紀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貳、地點：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會議室 

參、主持人：黃教授書禮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委員發言要點（依發言順序） 

一、賴教授美蓉 

（一） 簡報第 28 頁，再生能源用地總量之風力發電提及「先開發陸域

風場，續開發離岸風場」是否為能源局未來之政策及合宜之導向？

因有太多抗爭事件，目前政策應已無陸域風場規劃，大多為離岸

風場，建議再與能源局確認。 

（二） 簡報第 29 頁「維護農地資源應進行總量管制」，鑒於目前未有正

確之宜農土地總量，如未能儘速建置較完善之資料庫，將無法進

行總量管制。 

（三） 簡報第 35頁，產業發展區位通常以容易取得之用地為優先使用，

但不見得是最適合產業用的區位，如：工業區或產業園區對於土

地適宜性及乘載力（容受力）通常較不重視，以台糖土地為例，

其最容易取得但常發生水資源不足之問題。簡報第 35 頁在產業

發展區位原則雖已列入，但和簡報第 36 頁產業空間發展優先順

序之連結性為何？建議再加強說明。 

（四） 簡報第 39 頁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所提鄉村社區土地重劃，目前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皆已納入農村再生計畫，是否與農村發展地區

第四類所提農村再生計畫分列，建議可再考量。 

（五） 簡報第 42 頁，有關違規未登記工廠之議題，建議增列請各縣市

政府制定未登記工廠清理計畫，包含明確處理方式、步驟及期限

之指導原則。 

（六） 有關都會區聯合成長管制機制之建立，有些縣市的建設仍需靠鄰

近縣市支援，甚至需全國調配，包含嫌惡性設施、水資源、交通

建設、觀光遊憩等皆與跨域治理有關，往往涉及區域性跨領域與

跨空間之管理，因此不只是都會區內部之議題，其他縣市也要做

成長管理，故建議考量區域而非都會區之聯合成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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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簡報第 46 頁，成長管理執行工具中之農業發展權移轉制度，若

類似容積移轉之概念，在面臨人口不會增加、住宅用地已足夠之

趨勢，此執行工具是否合適，建議可再討論。 

（八） 有些都市計畫區是保護區性質，因此比較重要是保護區；至於都

市計畫農業區放入城一恐會有爭議，需再討論。都市計畫區之農

業區須跳脫作為都市發展儲備用地之觀念。 

二、張教授學聖 

（一） 簡報第 24 頁，從成長管理四大概念到五大策略，個人比較關心

策略三，提到公共設施之定義、數量及區位，第 25 頁定義卻包

含基礎設施？且僅對 3-1 說明，未對 3-2 做說明，建議補充。 

（二） 考量氣候變遷、防災及調適能力，建議於公共設施部分納入水利

逕流分擔、出流管制，以與國土計畫做連結回應。 

（三） 簡報第 26 頁說明，城鄉發展現況用地 51 萬公頃的面積總量，住

宅供給大於需求，但實際上農地好像一直不斷變更成建地，如：

台南北門都市計畫區，南鯤鯓人口減少但卻大量農變住，除土地

需求以外，其實當地居民表示房屋老舊無法居住而有擴張需求。

因此，從學術研究來看總量好像都很夠，但實質上卻是不夠的，

建議於總量之外考慮關於質的部分。 

（四） 簡報第 32 頁，以我對台南市的理解，圖中左下角應該沒有問題，

但中間是烏山頭水庫風景特定區，東側這條則是曾文水庫，這些

部分進行成長管理可能會有疑義，反倒是玉井一帶可能還有些機

會。佳里亦適合，但北門一帶是很有爭議的。因此，若要以都市

層級進行成長管理，是否能依都市計畫之性質進行，又其中是否

能具引導性及發展性？建議再作思考。 

（五） 簡報第 36 頁產業空間順序，目前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的順序都

有，但都很難進行。其中有關產業群聚的問題，建議從產業實際

需求之角度把產業群聚因子納入，以檢視在成長管理中是否還有

其他機會。 

（六） 個人期待空間計畫對於部門的空間計畫與適宜性能有整合性的

考量，無論是供給或需求的區位呈現，希望能透過國土計畫平台

進行引導，或許可包含前瞻計畫基礎建設。 

（七） 成長管理及功能分區有無可能脫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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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洪教授鴻智 

（一） 大家對於國土計畫的定位期待都很高，台灣累積這麼久的問題，

好像希望都能透過這個計畫全部解決，但我們可能要思考是否要

揹負這麼大的使命。也有人希望國土計畫是剛性的計畫，但是否

能解決我國土地所有問題？國土計畫到底要做些什麼？如何進

行及推動…等仍有疑問。個人認為，國土計畫應該訂一個框架去

指導地方政府，但可能跟國外還是有差異，建議國土計畫是框架，

讓地方政府能因地制宜，個人以此邏輯給予建議。 

（二） 簡報第 40 頁，有關重疊分區，落實到地方政府可能會有因地制

宜之問題，建議讓地方政府能有些著力點，亦可藉此創造地方特

性，如：日本、歐盟推動風險導向規劃，主要由中央政府既有國

土體系引導，落實到地方後再因地制宜進行評估。因此建議在重

疊分區的土地使用管制上，給予地方政府明確的角色定位，如：

在國土計畫的框架下，就脆弱度評估、風險評估、產業發展進行

相關評估，讓地方政府針對地方特性能提出一些構想。 

（三） 簡報第 21 頁，跨國土功能分區之規劃，森林在國土保育上應扮

演重要角色，建議除流域治理地區外，森林保護體系（如淺山/
深山系統）亦可進一步思考，甚至考慮其劃設國土功能分區的可

能性，且跨域的治理除了橫向的溝通協調外，還有縱向的連結。 

（四） 簡報第 31 頁，對於城鄉發展成長管理之邊界，我國都市發展邊

緣狀況都非常複雜，關於農地違規部分，建議進行初步分類：第

一類是已開發使用，處理方式可能為開罰或輔導轉正；第二類為

保育型，是不能開發的熱點；第三類則是可開發或緩衝區，依此

分類分別擬訂策略，以不同的機制處理。 

（五） 簡報第 38 頁，除了糧食安全外，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坡地農業

的部分建議將農業多功能思維納入，如：生物多樣性保育、水梯

田或其他特殊文化等特色，提供一些機制鼓勵友善農業使用；山

坡地部分可藉由類似國外里山倡議的作法，透過更有彈性之策略

發揮農地多功能價值。 

（六） 簡報第 43 頁，跨域不應只都會區，未來功能分區橫向、縱向的

連結很重要，建議有更具體之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機制，如：

成立跨域委員會、負責之專責部會或其他機制。歐盟現行有一種

做法，不只成立專責機構，而是將部會改名稱，配合法律修法，

以此部會專門處理跨域問題。另一種模式則是透過中央政府的協

調機制，屬於國土治理手段，或許工具上可提出一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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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官副教授大偉 

（一） 離島有無包含在國土空間發展策略的討論？ 

（二） 有關國土空間發展願景及議題，幾年前在調查台東原住民傳統領

域時，針對東海岸觀光旅館之開發曾有抗爭，因當地海灣礁石紀

錄了阿美族人的歷史、生態知識，觀光旅館的開發將破壞此地的

莊嚴性。因此，討論開發時應重視土地的歷史，我國可粗略分為

兩大文化系統─漢文化與南島語系文化，因此在議題 5.6 討論原

住民族土地使用需求時，除了原住民聚落及傳統領域之土地使用

需求外，應包含使用文化的部分，因此基於對不同文化的尊重，

建議加入土地文化的部分。 

（三） 發展策略部分，過去缺乏對原住民地區土地發展需求之認知，總

量未考量到原住民族地區現有發展聚落之用地，可能會忽略七、

八百個零星、小型的原住民聚落用地需求。 

（四） 贊同里山、里海的概念，林務局開始想要做林產業、造林、林業

經濟，林業經濟對原住民而言可能是一個機會；但這部分會涉及

原鄉地區之土地使用方式，其使用方式為浮動式的，一段時間進

行農耕，一段時間後會移往別處，將此處變成造林之用，因此土

地使用有些時間可能是農業用地，另外幾年可能是林業用地，這

種隨時間變動的土地使用方式，是否可能包含在幾種國土功能分

區內？將來會與國土功能分區整合或另外定義劃設？建議國土

功能分區應考量原住民土地文化中，隨時間變動之土地使用方式

的特性。 

（五） 在山區須進行生態保育工作，然原鄉地區有發展的需求。因此，

建議成長管理執行工具部分可運用生態補償機制，對原住民族地

區進行森林、水土資源維護之工作，予以獎勵補助，或是限制發

展的犧牲者予以補償，以達成原鄉地區發展與國土保育的平衡。 

五、規劃單位─黃教授書禮回應 

（一） 都會區聯合成長管理，並非涵蓋整個國土範圍，過去成長管理所

談的是 Urban growth management 主要是在都市的部分，因此主

要是在都會區的部分。而關於跨區域性的部分在空間發展策略已

有提出，除了都會區性質相關，尚有針對其他議題、水資源及原

住民跨域等相關的策略。 

（二） 張學聖教授提到都市計畫區具保育性質之土地，劃設為城鄉發展

地區第一類可能會有問題的部分，目前可能還是會先劃設為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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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地區第一類，後續會再與城鄉分署討論。 

（三） 本計畫提出之成長管理策略，未來可作為指導地方政府進行國土

規劃之規範。 

（四） 產業用地順序為針對土地之使用應考慮之條件，優先使用目前閒

置用地，並非具有強制性，而是希望能活化閒置產業用地避免使

用農地。 

（五） 本計畫旨在指導各縣市政府，應由各縣市政府自行劃設功能分

區。 

（六） 離島在國土計畫範圍內。 

（七） 議題將再納入原住民文化的部分，原住民族的相關議題、策略在

上個階段已有進行討論。 

（八） 各縣市已有農地面積統計資料，農委會也都有相關資料，只是現

在面臨的問題是地方政府都不喜歡農地資源分類分級的第一種

農業用地太多。 

（九） 未來國家發展的戰略思維，主要是國家發展委員會在進行的，目

前國土計畫在內政部層級，主要還是在管制面並強調指導性的原

則。至於成長管理邊界應劃更大的範圍，或是目前初步以城鄉發

展地區第一類、第二類為成長管理界線，因功能分區的劃設尚在

研議，這部分後續會再追蹤討論。 

六、規劃單位─張助理教授容瑛回應 

（一） 有關成長管理邊界劃設的問題，我國未來國土是否還需要新的成

長，或是應回到原本已開發但低度使用之土地做更有效率使用，

這部分未來會再進行更細緻的處理。 

（二） 鄉村社區土地重劃跟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的問題，雖目前已有修法

結合農村再生，但還是會遭受質疑，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與農地之

關係難以確立。團隊試圖提出建議，如：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可進

行轉型供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使用，而農村部分未來可能為農業

發展地區第四類，若有公共設施需求可以完全結合農村再生，且

現行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仍沒有被仔細思考，可作為後續討論的

方向。 

（三） 團隊後續將再思考跨區域型整合平台的部分，並再進行較細緻化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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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長管理邊界的調整，後續將再進行更細緻之處理。 

七、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王組長文林回應 

（一） 除了都會區域，離島將來可能以特定區域計畫處理；隨時間浮動

之分區部分可能會比較困難，但針對原住民土地使用的彈性目前

皆有進行考慮。 

（二） 鄉村地區長期缺乏主管單位，除了以往的農村再生，此次針對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將進行處理方式，至於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及農

業發展地區第四類的環境維護、開發、公共設施的提供等，後續

將進行研究。 

（三） 有關國土計畫法使用許可制度，未來的核發許可時，將限定與功

能分區的性質相近，此處已經有成長管理邊界之意味。 

（四） 城鄉發展地區具有保護性質的土地會給予限制、管制，而都市計

畫、國家公園則將依照既有法規進行管制，惟未來如何嫁接至國

土計畫相關方案仍在討論中。 

八、施教授鴻志 

（一） 全國國土計畫應為指導原則，建議不要太過強調細節。 

（二） 目前國土計畫做的是行政院的層次、還是內政部，若是內政部層

次則須有相關審議規範，再下到地方層次。不同層次應該要做到

什麼，建議把程度界定清楚，細節的部份就不多做討論。 

九、錢教授學陶 

（一） 國土計畫不能當成是區域計畫的擴大，重點都擺在管制層面。到

底要如何落實？國土計畫應有國家發展的戰略思維。 

（二） 一開始應界定Urban growth boundary（UGB）內的成長管理範圍。

如果是這前提的話，簡報第 26 頁城鄉發展總量，未來人口將成

長緩慢甚至負成長，從成長管理角度觀之，整個需求與供給已經

失衡，在討論時也要思考這個面向，且發展品質的管理應有著墨，

不是只在量上的管控，例如：都市計畫區以外禁止再開發，轉而

從已知的土地進行調整，亦為成長管理方向之一。或是現行非都

市土地如何在已開發及新開發的土地使用進行調整，即為品質管

理。 

（三） 成長管理不是新的東西，其實如：都市計畫、區域計畫、都市更

新都跟成長管理有關，但為什麼我們沒有管理好？光有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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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保障未來發展會好，但到底成長管理的作法，包括：法令、

執行問題出在哪裡？應該思考一套適合的制度，不只是使用已知

的操作方法。任何管理都是嫁接在社會政治經濟運作，我國國情

跟國外不同，如何進一步落實？現在很多制度的破壞，政府本身

就是一個破壞者，每幾年就來一個大計畫，如現在正在推動的前

瞻計畫，整個都是分散掉的，這些都是在破壞我們對國土的想像，

法律訂完之後到最後執行都完全走樣。 

十、規劃單位─林協同主持人建元 

（一） 有提到社會住宅的部分，建議參考 UNOCD(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的空間構想，否則會太狹隘。 

（二） 土地使用管制用的是都市計畫方法，水庫也是都市計畫方法，政

府的使用管制工具用的也不對，這件事情可能需要提出討論。 

陸、散會：下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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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壇緣起	

國土計畫法之研擬歷經 20 多年，終於在 2015 年 12 月 18 日三讀通過，2016 年五月

開始實施。這是台灣第一個全國尺度的土地管理綱要計畫，取代區域計畫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擬定全國國土計畫，研擬四大功能分區 ( 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海洋資源地區、

與城鄉發展地區 ) 的劃設原則，指導地方國土計畫之研擬。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與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接受內政部營建

署城鄉分署委託辦理「國土計畫 ─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做為城鄉分署研

擬全國國土計畫之基礎研究。在計畫執行過成，為進一步諮詢國外專家對本計畫之建議特

舉辦本論壇，邀請國外專家學者，報告國外經驗並針對本計畫案之初步成果提供建議，借

鑒國外經驗做為後續國土空間規劃之參考。此外，本論壇並透過國內外專家的對話進行意

見交流，期能將台灣的國土規劃經驗，與各國專家學者分享。

																													Forum Origins

More than twenty years of effort went into Taiwan’s Spatial Planning Act. 

Finally, on December 18, 2015, the act was passed and it went into effect in 

May 2016. This is the first land management plan to be enacted in Taiwan on a 

national scale, replacing regional plan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develop a 

nationwide plan for spatial development. It further establishes principles for the 

delineation of the four main functional zones (namely,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zone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zones, marine resource zones,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zones) to guide the planning of spatial development on the local level. 

Th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Branch,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of Taiwan’s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has entrusted the Graduate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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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Urban Planning of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and the Institute for Physical 

Planning and Information to oversee a project entitled “Spatial Planning –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Plan” and conduct basic research of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plan for the branch. Follow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 

the forum invites foreign experts and scholars to lend their expertise, give their 

opinions, and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roject. In this way, the foreign 

experience can inform and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aiwan’s spatial development 

planning. Furthermore, through dialogue and the exchange of views among local 

and foreign experts, in this forum, the latter can help share Taiwan’s spatial 

development planning experience w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 6 -

“International Forum of Climate Governance and Spatial Planning” 
「國際氣候治理與空間規劃論壇」 

 

Time Activities Host/ Speaker 

08：30-08：50 Register 

08：50-09：10 

Opening Remarks 

Prof. Shu-Li Hua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國立臺北大學 黃書禮教授 

Welcoming Address 

Prof. Dalton Lin
President of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國立臺北大學 林道通校長 

09：10-09：40 Design for a Vulnerable Planet 
Prof. Frederick Steiner 
Dean of the School of Desig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SA 

09：40-10：10 
Reflections on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Prof. Louis Albrechts 
Emeritus Professor of Planning,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 Belgium 

10：10-10：30 Coffee Break 

10：30-11：00 
The Delusion of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in the UK: 

The need for a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framework 

Prof. Cecilia Wong 
Director of Spatial Policy & Analysis Lab, Manchester Urban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K 

11：00-11：30 Climate Change and Spatial Planning 
Prof. Hilda Blanco  
Sol Pric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A 

11：30-12：00 Planning for Climate Risk 

Prof. Darryn McEvoy  

Principal Researcher in Urban Resilience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RMIT University, Australia 

12：00-13：30 Lunch 

13：30-14：00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aiwan 

臺灣國土空間策略 

Fei-Yu Kuo, Director General 
Department of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Executive Yuan 

國家發展委員會 郭翡玉處長 

14：00-14：30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of Taiwan:  

The evolution and legislation of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臺灣空間計畫體系演變與立法 

Chi-Ming Chen, Director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Branch,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分署 陳繼鳴分署長 

14：30-14：45 

Working Report on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of Taiwan:  

Vision and issues 

成果報告：國土空間規劃願景與議題 

Prof. Shu-Li Hua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國立臺北大學 黃書禮教授 

14：45-15：00 

Working Report on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of Taiwan:  

Spatial planning strategy 

成果報告：國土空間規劃策略 

Prof. Chia-Tsung Yeh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國立臺北大學 葉佳宗助理教授  

15：00-15：15 

Working Report on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of Taiwan: 

Growth management strategies 

成果報告：國土空間規劃成長管理策略 

Prof. Jung-Ying Cha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國立臺北大學 張容瑛助理教授 

15：15-15：30 

Working Report on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of Taiwan: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 and Its challenges 

成果報告：國土空間規劃跨部門協商與挑戰 

Dr. Ri-Sharng Chiang, Vice CEO 
Institute for Physical Planning & Information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江瑞祥博士 

15：30-15：50 Coffee Break 

15：50-17：10 對話 / Dialogue （Chair: Prof. Shu-Li Huang） 

17：10-17：20 Closing Remarks 

Chi-Ming Chen, Director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Branch,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分署 陳繼鳴分署長 

17：20 Closing of the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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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介紹
Speaker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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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erick Steiner is Dean and Paley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chool of Design (PennDesign). 
Most recently, he served for 15 years as Dean of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Henry M. Rockwell Chair in 
Architec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He previously taught at Penn and the following institution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Denver. He was a visiting 
professor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t Tsinghua University in Beijing, China. Dean Steiner was a Fulbright-
Hays scholar at Wageningen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and a Rome Prize Fellow in Historic Preservation at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During 2013-2014, he was the William A. Bernoudy Architect in Residence 
at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He is a Fellow of both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and 
the Council of Educator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a Scholar at the Penn Institute for Urban Research. 
Dean Steiner helped establish the Sustainable SITES Initiative, the first program of its kind to offer a systematic, 
comprehensive rating system designed to define sustainable land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and holds the 
SITES Professional (SITES AP) credential.

Dean Steiner was a presidential appointee to the national board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and is on 
the Urban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ark System Advisory Board. Previously, he served as president of the Hill 
Country Conservancy (an Austin land trust) as well as in various capacities on the boards of Envision Central 
Texas and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undation. He worked on the Austin Comprehensive Plan (Imagine 
Austin) and on the campus plan for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Dean Steiner earned a Master of Community Planning and a B.S. in Desig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and his Ph.D. and M.A. in c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 and a Master of Regional Planning from PennDesign. Dean 
Steiner also received an honorary M.Phil. in Human Ecology from the College of the Atlantic.

Prof. 

Frederick Steiner
Dean of the School of Desig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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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Albrechts is Professor of Planning at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Urbanism and Planning, University 
of Leuven, Belgium. He was formerly Visiting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ies of Newcastle upon Tyne in the UK, 
Lille in France and Poznań in Poland. He has also been a Visiting Research Fellow at the School of Earth and 
Geographical Scien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Professor Albrechts has had long experience 
in strategic spatial and transport planning for the Flanders region and in Europe. He teaches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plann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design. Professor Albrecht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he practice and nature of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the link between plan and implementation, planning 
as a creative process, issues of power in planning, the gap between plan-making,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sustainability in strategic planning, and diversity in planning. Professor Albrechts is also founder 
and co-edi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see url below). He was Chairman of the first 
World Planning Schools Congress held in Shanghai and the second World Congress held in Mexico in 2006. He is 
a member and Past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of European Schools of Planning (AESOP) and a Corresponding 
member of the German Academy for Research and Planning (Deutsche Akademie für Raumforschung und 
Landesplanung) since 1982. He has been a member (2007-2009) and chair (2009-2011) of the Advisory Board 
of the global Research Network on Human Settlements (HS-Net).He is chair of the planning commission of 
his hometown. Professor Albrechts published in 9 languages 18 books as author and editor, 88 chapters in 
international books and 60 articles in international peer reviewed journals.

Prof. 

Louis Albrechts
Emeritus Professor of Planning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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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is Professor of Spatial Planning, Fellow of the UK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Co-editor of Town 
Planning Review. She has research expertise on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policy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housing and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She has conducted major research 
projects for the UK centr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Royal Town Planning Institute, Homes and Community Agency, and regional and local bodies. She 
was a commissioner of the Labour Party’s Lyons Independent Housing Review, a member of 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expert panel on housing and planning, an expert panel member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Urban Audit II and an expert group member of the UN-Habitat City Prosperity Index. She 
has worked with the Royal Town Planning Institute since 2000 to develop the evidence base to argue for the need 
to have better policy coordination by developing a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framework for the UK. She is currently 
carrying out a three year research project, funded by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and the China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n ‘Eco-Urbanisation: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metropolitan regions of 
China’.

Prof. 

Cecilia Wong
Director of Spatial Policy & Analysis Lab, 
Manchester Urban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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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Blanco holds a Master and Ph.D. degrees in C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he has held tenured appointments at Hunter College Dept. of Urban Affairs (1988-96); and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96-2009), where she chaired the Department of Urban Design and Planning (2000-2007), and 
is currently an Emeritus Professor. Since 2010, she has been a Research Professor at the Pric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in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urban land management, 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and urban water policy.  In the area of urban land management, Dr. Blanco developed the 
first versions of New Jersey’s state-wide urban growth management plan; collaborated with researchers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o evaluate China’s 1980s urban land reforms;  chaired the international 
advisory group for the major EU research project on European sprawl (PLUREL 2008-2011); and currently chairs 
the review panel for the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s Dept. of  Geo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climate change, Dr. Blanco’s research has centered on cities and urban land policies  in both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She was a lead author for the 2014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 Working 
Group III-Mitigation with a focus on  urbaniz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role of spatial planning; and was also 
lead author for the US National Climate Assessment ( 2014) focused on US Southwest region. Current research 
centers on water supply management in Southern California under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mpact of sea level 
rise on coastal cities in California. She is the  North American editor of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and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s of Progress in Planning and the Journal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Prof. 

Hilda Blanco
Sol Pric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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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alified geographer, with an interest in interdisciplinary ’solutions-oriented’ action research, Prof. Darryn 
McEvoy's expertise covers urban resilience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the translation 
of theory into practice, and highlighting the implications for climate risk mana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including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actors). In 2016/17, he has acted as chief investigator to a number of projects, including: 
Urban Resilience and Climate Action Plans for Honiara (Solomon Islands) and Port Vila (Vanuatu) for UN-Habitat; 
Ecosystem and Socio-economic Resilience Analysis and Mapping for Port Vila, Vanuatu (SPREP); RMIT Campus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lan; Tasmanian Natural Hazard Risk Assessment (Tasmanian State Emergency 
Servi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Floodplain Risk Assessment Process for Tasmanian local authorities.

Prior to joining RMIT, Prof. McEvoy was research manager for the Centre for Urban and Regional Ec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K) working on projects relating to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climate change agenda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climate change and cities) before most recently working as a senior researcher on the 
EU consortium project ADAM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strategies: supporting European climate policy) with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for analysing institutional adaptive management and adaptation to extreme weather events

Prof. McEvoy was based in the Netherlands 2006 – 09 firstly at the University of Maastricht, then spending the 
final year at the Vrije Universiteit in Amsterdam, before taking up his current post as a Research Professor in 
urban resilienc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t RMIT in July 2009. He is a Global Advisor and Urban Scholar for 
the UN Global Compact - Cities Programme and a scientific expert for the UN-Habitat ‘Cities and Climate Change 
Initiative’ in the Pacific region.

Prof. 

Darryn McEvoy
Principal Researcher in Urban Resilience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RMIT University,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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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Fei-Yu Kuo is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Department of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She leads Taiwan’s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offshore islands development, and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During her lifelong public service, she 
has been serving as Senior Executive Officer, Chief,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and Director General in the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and Senior Specialist in the Minister’s Office of Taiwan’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In 2011, Dr. Kuo was awarded the Model Civil Servants of the Executive Yuan.

Director General Kuo accomplished many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policies, including the National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lan (1996), the Strategic Plan for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2010), and the State of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2016). Furthermore, she involved in project reviews and annual budgeting for Taiwan’s 
major infrastructures, completing the Special Plan for Expanding Investment in Public Works to Revitalize the 
Economy (2009-2012) and the Forward-look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rogram (2017-2024, approximately 
USD 29 billion). In addition to spatial planning an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Director Kuo also focused on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 change issues, drafting national spatial conservation plan, suppor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icy Guidelines, and completing the Adaptation Strategy to Climate Change in Taiwan (2012), etc. 
Director General Kuo earned a M.S. in civil engineering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 M.S. in environmental 
studies from Yale University, and her Ph.D. in urban planning from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Dr. 

Fei-Yu Kuo
Director General,
Dept. of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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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Master of Science,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Bachelor of Science,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xperience
Director,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Branch,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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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STRATEGIC PLANNING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Forum of Climate Governance and Spatial
Planning: Dialogue and Experience.

Taipei May 26 2017
Louis Albrechts

KULeuven Belgium
Politecnico di Bari Italy

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1

Content

• Strategic Planning (where does it come from)
• Purposes of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 Strategic planning: roots, why, what, how, for 

whom?
• How to make it operational?
• Legitimacy
• What difference does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potentially) make?

2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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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Sources

3

• Mine and two other PhD’s at my Leuven institute
• Work in practice : Strategic plan for Flanders; Mobility plan 
for Flanders; Involvement in plans at a provincial and local level; 
• European cross border initiatives;
• European Spat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 Project “Situated Practices of Strategic Planning,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 Further publications on a more radical strategic planning (2013; 
2015; 2017). 

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Strategic Planning?

4

A growing literature and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ractices, 
all over the world, seem to suggest that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may be looked upon as a possible approach able to 
embed structural change needed to tackle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countries, regions, cities have to deal with. 

But in the last decade critical comments and reactions are 
raised on the theory and the practices of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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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is not a single concept, 
procedure or tool. In fact it is a set of concepts, procedures, 
and tools that must be tailored carefully to whatever 
situation is at hand if desirable outcomes are to be 
achieved.

5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Puroposes behind Strategic Planning

A basic purpose of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is to 
name and tackle problems, raise awareness, meeting 
challenges,  broaden the scope of the possible, to 
encourage hopes and dreams, to appeal to values, 
provide a frame for decisions, to challenge existing 
knowledge, conventional wisdom and practices. It 
provides direction without fixed destination, 
movement without prediction. It is looked upon as a 
way of probing the future in order to make more 
intelligent and informed decisions in the present;

6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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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roots of strategic planning

The word strategy originated within a military context (Sun-Tzu
(500BC).
Strategic planning (re)originated in the 1950’s in the corporate
sector. Its roots are tied to the need for rapidly changing and
growing corporations to plan effectively for and manage their
futures when the future itself seemed to be increasingly
uncertain (i.e. strategic planning carried out by an organization
for its own activities).
In the early eighties, a series of articles in the U.S. called on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use the strategic planning approach
developed in the corporate world.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05/26/2017

8

In the early eighties, a series of articles in the U.S. called on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use the strategic planning
approach developed in the corporate world.
The first traces of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in northwestern
Europe date back to the 1920’s and 1930’s. It  is linked to the 
idea of the modern nation state and is used to direct the 
activities of others (different authorities, different sectors, 
private actors).

The difference in origin and tradition between U.S. and 
European traditions reflect the historical ‘statist’ traditions 
of many post-war European states, which are linked to a 
battery of welfare state policies.

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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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ighties we witnessed a retreat from strategic
planning fuelled not only by the neo-conservative/neo-
liberal disdain for planning, but also by postmodernist
skepticism, both of which tend to view progress as
something which, if it happens, cannot be planned.

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PURPOSES OF STRATEGIC PLANNING IN PRACTICE:

The purposes for embarking on strategic planning are divers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st cases), controlling urban sprawl
(France), planning reform (Italy), flooding (Vancouver), political
integration geared at macro-economic issues (East-Africa),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China) change
in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France, Italy, South Africa), industrial
decline (Øresund), legal obligation (Antwerp), availability of
funding bodies -EU, international aid agencies, higher tier
government funding programmes- (Italy, France, Øresund)
competition, branding of cities (China, Øresund, Rio),

10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 49 -

11

Addressing the transcalar dimension of problems
and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with the raising
relevance of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Australia,
Pearl–River, Johannesburg, France), nation
building (Wales) rapid urban development,
managing growth (Vancouver), coordination of
strategies/issues/policies between territories that
are institutionally distinct but interdependent in
functional terms (Øresund, metropolitan planning
in Australia, city-regions in France,
experimentation with the metropolitan level in
Italy and Vancouver –).

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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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AN OWN TYPE OF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WHAT?

HOW?

WHY?

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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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is a transformative and 
integrative, public sector led but co-productive socio-
spatial process through which visions/frames of 
reference, justification for coherent actions and means 
for implementation are produced that shape and frame, 
what a place is and might become. 

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 The term ‘spatial’ brings into focus the ‘where of things’,
whether static or dynamic; the cre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pecial ‘places’ and sites;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activities and networks in an area; and significant
intersections and nodes that are physically co-located in an
area.

• The focus on the spatial relations of territories allows for a
more effective way of integrating different agendas
(economic, environmental,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cy
agendas). As these agendas have a variable reach, they also
carry a potential for a ‘rescaling’ of issue agendas down
from the global, continental, national or regional level, and
up from the municipal level.

14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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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 It focuses on a limited number of strategic key issues,

• It takes a critical view of the environment in terms of
determining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 the context of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 It analyses problems, external trends, forces
opportunities and resources available

• it identifies and gathers major actors (public and
private),

•It grasps the pluralistic world of our cities, with the
conflicts that pluralism entails,

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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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allows for a broad (multi-level governance) and
diverse (public, private, economic, civil society…)
involvement during the planning process,

• It creates solid, workable long-term
visions/perspectives and strategies at different level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ower structures -political,
economic, gender, cultural, ethnic-, uncertainties and
competing values,

• It designs plan-making structures and develops
content, images and decision frameworks for
influencing and managing spatial change,

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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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about building new ideas and processes that can
carry them forward, thus generating ways of
understanding, ways of building agreements, and
ways of organizing and mobilizing for the purpose of
exerting influence in different arenas

• It focuses, both in the short and the long term, on
framing decisions, actions, projects, results and
implementation and incorporates a clear link to the
budget, monitoring, evaluation, feedback, adjustment
and revision

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WHY?

18

This question is related to our values:

- Diversity (openness to “the other”), recognizes the deeply
pluralistic character of our places and the often irreducable
conflicts of values and interests;

- Sustainability (in the broadest sense);
- Equity and social justice (fair use of resources and fair

treatment of people);
- Spatial quality (not elitist and not at the expense of the

socio-cultural);
- Inclusiveness (open dialogue);
- Accountability (to the people we work for);

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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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make it operational?

19

Four tracks: 
•one for the vision, 
•one for th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actions, 
•a third for the involvement of the key actors, 
•a fourth track for a more permanent process 

(mainly at the local level)  involving the broader public in 
major decisions. 

The tracks not be looked upon in a purely linear way.

The context forms the setting of the planning process
but also takes form and undergoes changes in the process.

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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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track approach with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concepts of rationality

Context of place Policy questions and issues involved

Long-Term vision

Long-term & 
short-term actions

Contact with 
stakeholders

Basic process with 
citizens

Value rationality

Strategic rationality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rack 1

Track 2

Track 3

T
r
a
c
k
4

Track 4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05/2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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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VE MODEL

The Brussels Capital Region The Walloon Region Supra-National Level

Commissions of the Flemish Parliament
Housing, Spatial Planning &

Land-use
Environment & Conservation

Energy & Employment
Public Works & Traffic

…

Sectors
Econom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Nature & Landscape

Housing
Traffic &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griculture & Horticulture

Tourism, Sports & Recreation
Socio-cultural Facilities, Welfare

Health & Education

FLEMISH PARLIAMENT FLEMISH GOVERNMENT

Cabinet of the Minister

Steering Committee

Planning Office

Expert Panel

Official
Planning Department

Process Controller

Provincial & Municipal Level

Participation
Coordinator

Organized Popu-
lation,

•SERV(economic
council)

•MINA(environ-
mental council)

Non-organized
population

21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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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must be clear that strategic planning does not work on its own.
It needs change agents ‘policy entrepreneurs’ to take the
approach and deploy it as exemplified by strong mayors in Italy,
Johannesburg, party officials in China, a minister and a chief
planning officer in Wales, a planning director in Vancouver.
Ideas allow policymakers to construct frames with which to
legitimize their policy proposals. Ideas also facilitate policy-
making action not just by serving as road maps but also by
providing concepts (see framing idea of livability in Vancouver;
balancing economic growth with redistribution in
Johannesburg), symbols (see Wales) and other discursive schema
that actors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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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timacy
In some cases (China in particular) strategic planning is
inside the planning system but outside the legal system.
Owing to their (mainly) non-statutory status questions are
raised about the kind of legitimacy of strategic planning
processes Legitimacy is not only a procedural problem (who
decides) but also a substantive problem (the link between
strategic planning and statutory planning. The possible
detachment of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from the statutory
planning system into an informal parallel system would pose
a serious legitimacy problem. Rather than detaching strategic
from statutory planning strategic planning could be identified
as a planning framing the statutory-strategic planning
relationship., As a consequence, the object of strategic
planning should be on the production of insights of
prospective change and in encouraging public debates on
them. 23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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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probing of future uncertainties frames the fixing of
'certainties' in the present. The non-statutory nature of most
strategic planning experiences makes them more flexible and less
constrained by existing planning regulations and seems, for some
commentators, to act as a structural antidote against marked
standardization. For others the product may consist of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main processes and structural constraints shaping
our places, which amounts to realistic, dynamic, integrated, and
indicative long-term visions (frames), plans for short-term and
long-term actions, a budget, and flexible strategies for
implementation. It constitutes a commitment or (partial)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key 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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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what is the difference that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makes?

• A first difference is related to time. It means that time
flows from the ‘invented’ future, which challenges
conventional wisdom, toward and into the experienced
present. This means inventing a world that would not
otherwise be. Strategic planning ‘creates’ a future
environment, but all decisions are made in the present.

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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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 this ‘created future’ has to be placed within a
specific context (economic, social, political, power,
conflicts), place, time and scale regarding specific issues
and a particular combination of actors. It provides the
setting for the process but also takes form, undergoes
changes in the process.

• Third, strategic planning is centered on the elaboration of
a mutually beneficial dialectic between top-down
structural developments and bottom-up local uniqueness.

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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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rth, strategic planning is selective and oriented to issues
that really matter. As it is impossible to do everything that needs to
be done, ‘strategic’ implies that some decisions and actions are
considered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s and that much of the
process lies in making the tough decisions about what is most
important for the purpose of producing fair, structural responses
to problems, challenges, aspirations, and diversity (conflicts).

• Fifth, radical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is about coproduction
and integrated action.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and budgeting may
provide an effective way of integrating agendas and act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ance and of integrating other actors
into civil society.

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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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xth, radical strategic planning relates to implementation.
Things must get done! This is seen as the pattern of purpose,
policy statements, strategies, plans, programs, actions (short,
medium and long-term), decision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that defines what a policy is in practice, what it does (who
benefits and who gets the burden), and why it does it – from
the points of view of various affected publics. This stresses
the need to find effective connections between political
authorities and implementation actors (officers, planners,
individual citizen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private
corporations, private corporations and public departments)

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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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venth: its results cannot be judged solely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plan.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possible
futures and empowerment of certain groups must be
considered as important and valuable outcomes of a
strategic planning process.

• Eight: strategic planning must provide direction without
destination, movement without prediction.

• Nine: cities, regions become both the text and context of
new debates about fundamental socio-spatial relations,
about thinking without frontiers, providing new kinds of
practices and narratives about belonging to and being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place and in society at
large.

29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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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 radical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is not just a
contingent response to wider forces, but is also an
active force in enabling change.

• Eleven: radical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cannot be
theorized as though its approaches and practices
were neutral with respect to class, gender, age, race
and ethnicity.

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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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ding notes

05/26/2017 Louis Albrechts: Taipeh 2017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is not presented here as the
ultimate model neither as a panacea for all challenges, all
problems, it is not meant as a substitute but as a complement
for other planning tools (statutory planning). ). It is clear that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needs a context and 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in which success factors are available or can be
made available. Underlying all of this is a strong belief in the
capability of human beings to construct (within limits) their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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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Hilda Blanco
Pric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International Forum on

Climate Governance and Spatial Planning:
Dialogue and Experienc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May 26, 2017

Outline
Spatial Planning—key for both mitigating and 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
Urbanization Trends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through spatial planning

Issues and Strategies
California policies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impacts through spatial
planning
Issues and Strategies
Exposure, sensitivity and adaptive capacity
California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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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IPCC.
WGI: Climate
Change 2013,
SPM, Fig. 1, p.6

Warming of the climate system is unequivocal, and since the 1950s, many of the
observed changes are unprecedented over decades to millennia.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WGI: Climate Change 2013.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SPM, p. 4.

Key Role of Spatial Planning
Human population increasingly urban

In 2016, 54.5 per 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lived in urban areas, and
by 2050 urban populations are projected to 66 per cen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UNDESA 2014; 2016)

Until the 5th assessment, IPCC reports emissions by sector, not
urban areas

Most sectors located in urban areas
5th Assessment estimates that urban areas emit from 53 87% of carbon emissions.

Focus on urban areas essential
To mitigate GHGs
Urban areas heavily impacted by climate change, where adaptation efforts must focus

Through spatial planning communities determine:
The extent and type of land uses, densities, character of built environment, parks and

open space, public infrastructure and facilities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urbanization/the_worlds_cities_in
_2016_data_bookl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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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agglomerations by size class and inland vs. coastal 1970,
2025

Source: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11 Revision. New York 2012

2025

1970

Why urban land expansion is important

Seto K. C., S. Dhakal, A. Bigio, H. Blanco, et al. 2014: Human Settlements, Infrastructure and Spatial Planning. In: Climate Change 2014: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p.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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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astersky, R. Biodiversity: Life – a status report. Nature, 10 Dec. 2014.
http://www.nature.com.libproxy.usc.edu/news/biodiversity life a status report 1.16523

Climate Change Assessments: IPCC and
US National Climate Assessment
Research and policy addressed by industry sector
Focused on national projections and policy

Until the last decade focused on mitigation
Increasing emphasis on regional and local, driven
by:
Lack of action on global/national front
Global urbanization trends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d adaptation to impacts are
regional

Increasing focus on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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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IPCC, 5th
Assessment
Report
(2015), SYR,
Fig. 1.07
01. Top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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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hicle transportation impacts GHG
emissions and ground level pollution

Role of spatial planning in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by sector

Sector Major spatial planning strategies

Energy Zoning codes can facilitate access to solar and wind energy, and 
district heating 
Higher Densities can reduce building heating requirements

Transport UP can ensure densities for efficient transport, reducing use of energy
Regulate streetscape to facilitate non-motorized travel, reducing use 
of energy
Mix of uses to reduce motorized travel, reducing use of energy
Jobs-housing balance or regional accessibility can reduce VKT

Buildings Building codes can require green building features to reduce energy 
use

Industry Performance standards for industrial uses, reducing energy use

Forestry
and other 
land uses

UP can determine the location and amount of parkland and open 
spaces within urban areas
Can regulate the conversion of farmland and forested lands for urban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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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o K. C., S. Dhakal, A. Bigio,
H. Blanco, et al. 2014: Human
Settlements, Infrastructure
and Spatial Planning. In:
Climate Change 2014: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Edenhofer,
O., R. Pichs Madruga, Y.
Sokona, et al.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and New York, NY, USA.

Fifth Assessment and Recognition of Role of Spatial
Planning in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Evidence from Empirical Studies of Effectiveness of
Strategies to Reduce VMT

Spatial Planning
Strategies

Impacts of Strategies on VMT in terms of Elasticities*
Ewing and Cervero
Meta analysis
(2010)

California ARB Research
Briefs
Boarnet/Handy/Tal/
Spears (2010)

Salon, Boarnet et
al. (2012)**

Density 0.04 0.05 to 0.12 0.07 to 0.19
Mixed Uses 0.09 0.02 to 0.10 0.02 to 0.10
Network
Connectivity

0.12 Varies, but agrees 0.12
likely

From no effect to
0.06 to 0.26

Regional Access 0.20 0.13 to 0.25 for access
by car

0.13 to 0.23

Transit Access 0.05 0.02 for bus stops per
1/4 mi. closer to a bus
stop within .75 miles
from stop; and a 0.06
for rail stations 1 mile
closer within 2.25 mi. of
a station

0.02 to 0.08

*Elasticity is a measure of the change in density to the associated change in VMT.  For example, if the 
elasticity is -0.04, as the density increased 100% or doubled, VMT decreased about  4%.
**Approx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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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benefits of Spatial Strategies
Impacts on Regional Air Quality

• Reduction of ground level
ozone and other air pollutants

• In the US, many urban areas
that still do not meet federal
air quality standards
(especially in California)

Sustainability Potential— Other
Co Benefits
• Higher Densities

– More affordable housing; less land
required; less outdoor water use; less
building energy

• Mixed Uses
– May promote sociability and street

liveliness
• Network connectivity

– Facilitates walking, biking with
benefits to health

• Regional access
– Increases job opportunities for low

income
• Transit access

– May promote sociability, increases
access for low income and non
drivers

California’s leadership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policy:
2006 passage of A.B. 32 Global Warming Act
to reduce GHBs to 1990 levels by 2020
By 174 million metric tons
AB 32 is aimed at reducing 2.9% of total CA emissions

light duty vehicle fuel, renewable energy, energy efficiency, low carbon fuel
standards, etc.

2008 passage of S.B. 375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and Climate Protection Act
Focused on urban form and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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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s Climate Change programs
(AB 32, 2006)

Low Carbon Fuel Standard (LCFS) launched in 2011
Refineries and distributors required to meet declining targets for carbon

emissions of fuels sold (e.g., higher ethanol content or CNG)
Vehicle GHG standards (AB 1493 approved in 2004)
aimed at fuel economy to reduce CO2 emissions
model for the federal standards

Zero Emission Vehicle (ZEV) regulations
Rocky start, but renewed program aims to put 1.5 M ZEVs on roads by

2025
Cap and trade program

Caps emissions from industries (first utilities; in 2015 extended to
transportation fuels), and sets a market for trading allowances with
other companies

Renewables Portfolio Standard–
Utilities to increase their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to 33% by 2020, now

50% by 2030

CA State Actions on Climate Change
focused on Cities: SB 375

In 2008, California passed the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and
Climate Protection Act (SB 375)

First legislation in US to link land use and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with climate change

Its goal:
Reduce GHG emissions from automobiles and light trucks by
providing incentives for comprehensive planning

Major requirements:
Regional targets for GHGs emissions be tied to land use plans
Regional planning agencies to create plans to meet such targets even
if in conflict with local plans

The funding of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agencies required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regional plans

Local projects that meet the objectives can obtain State
environmental review exemptions and streaml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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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 375 (cont.)
The State’s Air Resources Board set targets for GHG
emissions reduction for each of the State’s 18
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s (MPOs) in
California

Each MPO to prepare a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Strategy
The Regional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Strategie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Plan and
Regional Housing Needs Assessment

SCS/RTPs are reviewed and approved by the State’s Air
Resources Board

Relies on financial incentives for transportation
improvements from the state and fede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s’ Powers

SB 375 provides incentives but does not mandate
localities to adopt programs to reduce their GHG
footprints

Local governments have sole authority over:
land use and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industrial
permits, zoning, growth decisions,
implementation of building codes and control of
municipal operations

Local Climate Action Planning has been a voluntary
activity in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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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Communities Strategies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mix of Smart
Growth/Compact/Transit oriented Strategies

Higher Density

Transit access

Land use mix

Network connectivity

Regional accessibility

S.B. 375 (cont.)

The State’s Air Resources Board set targets for GHG
emissions reduction for each of the State’s 18
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s (MPOs) in
California

Each MPO to prepare a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Strategy

The Regional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Strategie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Plan and
Regional Housing Needs Assessment

SCS/RTPs are reviewed and approved by the State’s Air
Resources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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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California Association of
Governments (SCAG)

SCAG is largest MPO in State (6
counties, 191 cities, over 18
million residents)

ARB set targets of 8%
reduction in GHG emissions
per capita by 2020, and 13%
by 2035 for the SCAG region

GHG emissions calculated on
reductions of VMT based on
more advanced travel
demand models that can
effectively capture the
effects of land use changes

SCAG’s 2012 2035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Strategy

SCAG’s goals for Plan:
Allocate only 13% of capital investment to highways
Focus 50% of growth on 3% of land area
From 7:3 single to multi family housing units to 3:7

SCAG’s 2012 2035 Plan was approved by the
CARB

SCAG assumes that a significant part of
development will be located in existing urban
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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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 of SCAG’s 2012 plan and
weaknesses of SB 375

• Of the 191 local jurisdictions in the region,
64 had updated 3 or more elements of their general plans since

2006, or were currently in the process of updating them
18 local jurisdictions in the region had adopted, or plan to adopt, a

climate action plan
Under SB 375

Local governments remain in charge of their land use plans and
regulations

If localities do not want to densify or change, they just forfeit
access to SCAG funds

As the real estate market recovers, suburban localities that
continue their low density pattern of development and opt out
of SB 375 may attract a larger percentage of the projected
populatio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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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Regional
Approach

Impacts vary by region and rely on regional climate change
models

For example, U.S. National Climate Assessment Projected
Impacts for the Southwest Region include:
Decreasing water supply
Reduced agricultural yields
More wildfires
Increasing sea level rise, reaching further inland
The effects of temperature increases on public health
Disruptions to urban electricity and water supplies

Third National Climate Assessment (2014) Chapter 20. Southwest
Region. http://www.globalchange.gov/what we do/assessment

Role of spatial planning i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mpacts Major spatial planning strategies

Warming temperatures 
impact on the heat 
island effect

SP can regulate the streetscape, parkland and open space in 
urban areas to reduce the heat island effect
Through green building codes, UP can regulate/enforce 
construction/materials to enhance cooling 
SP can require mixed use zones to reduce travel

Warming temperatures 
impact on fire-prone 
areas

SP can designate fire hazard zones, limit development in such 
areas
Building codes can ensure more fire-resistant buildings

Warming effect on 
drought

SP can regulate landscape to conserve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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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urban planning i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mpacts Major urban planning strategies

Precipitation
changes

SP can restrict development in flood zones, and in areas 
subject to landslides

Sea level rise in coastal 
areas

SP can restrict development in coastal areas; use building 
codes to reduce impact, e.g., requiring the elevation of  
buildings, construction materials

Extreme events Buildings can ensure that new construction can withstand 
higher winds, greater loads
SP can change infrastructure requirements for new 
development, e.g. increase drainage infrastructure 
requirements, or the undergrounding of utilities

On existing areas subject to 
extreme events or coastal 
areas where defensive 
measures not feasible 

SP can develop plans for abandonment, deconstruction, and 
new settlements.
Can play a vital role in identifying more suitable areas and 
plan new towns or resettlement in existing urban areas

Climate change risk to urban areas

Climate Change Risk is a function of: exposure,
sensitivity, adaptive capacity

Exposure—areas of impact, flood prone areas, coastal
areas, etc.

Sensitivity—existing physic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that
tend to amplify impacts

Adaptive Capacity—ability to plan and implement
measures to reduce risk to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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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Exposure to Climate Change

• Character, magnitude, rate, variation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s
– Temperature increases, sea level rise, precipitation
changes and extreme weather events

• Sea level rise—significant risk to land
– Low elevation coastal zones (LECZ), areas less than 10
meters above sea level, take up 2% of world’s area, but
contain 10%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nd 13% of the
world’s urban population

Urban Infrastructures and Urban Risk

• Climate change impacts pose threats to urban infrastructures,
water, energy supply, transportation, etc.

• Because urban infrastructures are interrelated, climate
disruptions of one infrastructure system will cause disruptions
in other systems.

National Climate Assessment (2014)
Chapter 11. Urban Systems, Infrastructure
and Vulnerability. P. 419
http://www.globalchange.gov/what we
do/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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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2013
Aviation D
Bridges C+
Dams D

Drinking Water D
Energy D+

HazardousWaste D
InlandWaterways D

Levees D
Public Parks and Recreation C

Rail C+
Roads D

Schools D
Solid Waste B

Transit D
Wastewater D

Ports C
America's Infrastructure GPA D+

Cost to Improve
$3.6
trillion

ASCE’s Report Card on America’s
Infrastructure 2013

Source: ASCE. 2013 Report on
America’s Infrastructure. P.67
http://www.infrastructurereportcard.org/a/#p/home

Two California Tools to Address
Climate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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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s EnviroScreen Tool: Measuring
Sensitivity

Source: California Communities
Environmental Health Screening
Tool, Version 2.0 (Oct. 2014) pp. 14
15. CA EPA and OEHHA.
https://oehha.ca.gov/calenviroscree
n/report/calenviroscreen version 20

Cal Adapt: Making Data Available for
Climate Adaptatio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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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Adapt: http://beta.cal adapt.org/tools/

Conclusion

Spatial Planning key for both mitigating and
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
Focused on the dominant human habitat—urban areas
In case of mitigation, promise of integrated solutions
which can have greater impact than sectoral policies
and important co benefits

In the case of adaptation, spatial planning will be
required to address the impacts of sea level rise,
increasing temperatures, more intense and frequent
flooding and drought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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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Darryn McEvoy 
RMIT University, Melbourne
International Forum of Climate 
Governance and Spatial Planning, 
Taipei, May 2017

Planning for Climate Risks

Source: Trundle 2014

RMIT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rogram

Asia & 
Oceania

Sector-Specific

Sector-specific & Urban Climate Adapt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Sector-specific & Urban Climate Adapt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Urba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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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for Climate Risks

Tasmania: Resilience to Shocks and Str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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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Levels

Changing Risks 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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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oral consequences

Contr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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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es & Climate Change Initiative

• Developing Climate Change Strategies for cities across 
the Asia-Pacific (& globally)

• Applying a consistent structured assessment methodology

Honiara: On the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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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ing Climate Vulnerability

“Vulnerability is a function of the character, magnitude, and rate of climate variation to which a 
system is exposed, its sensitivity, and its adaptive capacity” – IPCC 2001

“Vulnerability is a function of the character, magnitude, and rate of climate variation to which a 
system is exposed, its sensitivity, and its adaptive capacity” – IPCC 2001

Current Climate

Annual & Seasonal Conditions
• Tropical ‘two season’ climate
• Stable temperature & range
• Highly variable daily & inter-annual                       

rainfall, but seasonally distinct
- Komburu, November-April
- Ara, May-October

• Regional Factors: West Pacific 
Monsoon, SPCZ, ITCZ, ENSO

Source: PACCSAP 2014

Source: PACCSAP 2014

Extreme Events & Variability
• Tropical Cyclones / Storm Surge
• Extreme Rainfall / Flash Flooding
• Drought & Extreme H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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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Climate – Key Variables

Aragonite Saturation Sea Level

Temperature Rainfall

Source: PACCSAP 2014

Sensitivity: Informal Settlements

• Currently make up 35%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Honiara
• Lack basic services resulting in pollution, health risks, 

vulnerable structures and low adaptive capacity
• Often in highly exposed areas (flood plains, steep slop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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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ve Capacity

Screening for Vulnerability Hot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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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lnerability Hotspots in Honiara

10 themes emerged from the participatory approach 
(exposure, sensitivity, adaptive capacity): 
1.Urban Planning & Land Development
2.Housing
3.Infrastructure
4.Water, Sanitation, and Waste
5.Ecosystem Services and Coastal / Riverine Processes
6.Human Health and Well-being
7.Communication: Awareness and Education
8.Livelihoods and Behaviour Change
9.Disaster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10.Governance and Partnerships

Objectives: Honiara Urban Resilience and 
Climate Actio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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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Darryn.mcevoy@rmit.edu.au

Source: Trundl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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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aiwan

Fei-Yu Kuo
Director General
Dept. of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NDC, Taiwan

May 26th , 2017

Outline
I  Taiwan Profile 

II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Status

III Strategic Plan for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IV Taiwan 205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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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aiwan Profile(1/2)

GDP
GDP Per Capita : U.S. $23,040 
Service Sector : 62.8%
Industry Sector : 35.4%
Agriculture : 1.8%

Location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the West Pacific Rim 
Hub among North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Shanghai, Wuhan, Tokyo, Seoul, and Manila 
only within 3 hours by airplanes
Beijing, Singapore and Bangkok within 4 
hours by airplanes

3

Geographical Features
36,197 square kilometers
394 km long, 144 km wide
40% above 1,500 meters
52% above 500 meters
72% above 100 meters

I  Taiwan Profile(2/2)

Population
Population 23 million 
Aged 65 and above 12%
Aged 15 and under 1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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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Status

6 Metropolis : 69%
Northern Region : 45%
Central Region : 25%
Southern Region : 28%
Eastern Region : 2%

1.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Density

Average : 617 persons/km2

Northern : 1,384 persons/km2

Central : 518 persons/km2

Southern  : 644 persons/km2

Eastern : 70 persons/km2

Population and Industrial activitie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cities on the west

5

2. Natural Environment 
Central Mountain Range Conservation axis has been formed and nature
reserves cover 20% national land, but there are some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areas that have been negatively affected by inappropriate development.
Fragile and sensitive national land that is vulnerable to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requires to strengthen the conservation and securit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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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1/2)

High-speed rail and highway construction 
create a “one-day peripheral circle" on 
western Taiwan.
Taiwan high-speed rail shortens traveling time 
and booster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round 
stations.
Transit-oriented and compact development in 
major cities.

7

3.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2/2)

Motorcycle

Public
Transit

Motorcycle

Vehicle
Vehicle

Bicycle
Walk

Motorcycle

Public
Transit

Bicycle
Walk

Public
Transit Vehicle

8

Bicycle
Walk

Major cities are building more mass-rapid transits or light-rail transits
Increasing public transit usage, targeting at 30% of all transportation modes by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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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ndustrial spatial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industrial zone, science park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ail and road traffic are 
closely develope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ing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Industrial spatial development from cluster 
formation to corridor

9

5. Housing(1/2)

Housing affordability in big cities

In Taipei City and New Taipei 
City, the ratio of price to income 
is approximately 15.5 and 12.7 
accordingly. 

The ratio of mortgage payment to 
income is up to 64% and 53% 
accordingly.

Ratio of House Price to Income: 9.3

Ratio of Mortgage Payment to Income: 38.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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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ousing(2/2)

Price-income ratio by city and county

Social Housing Policy
The administration’s goal is to provide 200,000 rental units within 8 years (2017-2025) 
by constructing 120,000 new units and subleasing 80,000 privately owned units.
To help low- and moderate-income households find an affordable place to call home 
is one of the priorities in Taiwan.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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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ole & Function

National Park Plan

Urban Plan Non-Urban Land  

Regional Plan

Detail  Plan

Strategic Plan for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Master Plan

NDC

Ministry of 
Interior

Local
Municipalities

Policy 
Guideline

Statutory

SPNSD 
Serving as 
policy guidelines of
national-level spatial plans
to integrate and coordinate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related allocation of 
location and resources 
among different sectors.

13

2. Three SPNSD 1979 1996 2010

Target year 2030

Target year 2011

Target year 199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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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0 SPNSD

Orientation
The basic policy and goal of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Solution-oriented planning
The root of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spatial resources

Core Values:
Sustainability & Adaptation. 
Equivalence & Balance.
Efficiency & Effectiveness
Diversification & Cooperation
Open Systems & Dynamic Planning
Flexibility & Adjustment

15

Visions and Goal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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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Spatial Structure

National
Level

3 main axes
Sea belt
Offshore 
island

• Central Mountain Range 
conservation axis

•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xis in Western Taiwan

• Prime living and industrial 
axis in Eastern Taiwan

• Sea belt
• Eco-tourism areas on 

offshore islands

Regional
Level

3 major
city-regions

Eastern
region

• Northern city-region
• Central city-region
• Southern city-region
• Eastern region

Local
Level

7 living 
circles
City-county
cooperation
platforms

• Cross- regional platforms 
of city-county cooperation 
region

17

Policy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1/5)

National Land Conservation

Conserving natural 
resources, and 
maintaining biological 
diversity.

Integrating regional 
energy resources, and 
raising the efficacy of 
energy-saving and 
carbon-reduction.

Responding to climate 
change, promoting 
national land 
conservation an d 
restoration, and 
alleviating disaster 
losses.

Deficiency of information on national land conservation 
and security makes it impossible to respond to problems 
appropriately.
Water, soil, forest and other natural resources have 
sustained damage, causing deterioration in the quality 
of the eco-environment.
Hillside inst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geo-hazards have 
sharply increased in scale and frequency.
River basin flood governance and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have not been visibly effective.
The coast has experienced long-term erosion and 
subsidence.
Farmland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functions have 
been damaged.
There has been a lack of ability to mutually 
complement energy development and use with spatial 
allocation.

Policy Goal Key Issu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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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2/5)

The polarized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al activities causes 
disparities of income between regions.
Ignoring distinctive regional features and vying for 
industrial park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main 
means of pursuing local development.
Value conflicts have arisen between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such 
as
Carbon emissions, energy-use efficiency, and emission 
standards.
Competition for land resources has created intense 
pressure for converting the use of prime farmland.

Strengthen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enhancing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regional investment.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industrial clusters 
to match local strengths and 
features by enhancing those 
strengths and features.

Establishing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to 
complement regional 
industrial clusters.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Policy Goal Key Issue

19

Policy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3/5)

Urban-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icy Goal Key Issue
Promoting regions’ 
international alignment, and 
raising city-region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Reinvigorating and vitalizing 
farm villages, and balancing 
urban-rural development.

Regenerating city space.

Providing appropriate public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in 
accordance with urban-rural 
classification systems.

Coordinating urban-rural 
landscapes, and promoting 
national land esthetics.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regions without growth 
management has resulted in disorderly urban sprawl.
Farm villages blighted by population exodus, inadequate 
public facilities, and lack of overall planning.
Environmental dilapidation and poor quality of living in 
old urban districts.
Deficiency of disaster-prevention capabilitie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ability to match the planning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service systems.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not keeping up with 
economic growth in enhancement of esthetic creativity 
and uniquenes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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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4/5)

Green and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Policy Goal
Key Issue

Elevating the 
mobility, 
accessibility, and 
connectivity of 
national land, and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uilding a green, 
user-friendly and 
ntelligentized
transportation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till needs improvement, and the 
advantages of Taiwan’s international seaports and airports 
have not yet been fully tapped into.
There is need for better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 systems and 
improvement of transport bottlenecks to match the trend of 
integrated expansion of metropolitan regions and mee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needs.
Eastern Taiwan faces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insufficiency of scale, and needs the provision of 
innovative transport services.
Sea and air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for offshore islands need 
to be improved substant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user-friendly transport and public 
transport is insufficiently active to match energy saving and 
carbon-reduction trends, and no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better integrating such development with land use.
There is still an urban-rural divide in ICT infrastructure, and 
still a need for development in fields of application. 21

Policy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5/5)

National Spatial Governanc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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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Taiwan 2050
1. New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County(city) Spatial Plan

National Spatial Plan
(including metropolitan Plan 

& special area plan)

Strategic Plan for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Policy 

Guideline

Statutory

NDC

Ministry of 
Interior

Local
Municipalities

Urban Plan

Legitimate national spatial 
plan

Spatial Plan Act (S.P.A.) 
enacted in 2016

Two levels spatial plan
National land use for 
4 categories
conservation areas
urban & rural development areas
agriculture areas
marine areas

SPNSD
role & function

policy guidelines
national-level

23

•

•

•
•
•

•
•

•

•
•
•

•

•

•
•
•
•

8-year infrastructure program (2017-2024), special budget US$ 29 billion

2. Implementing Forward-look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rogram(1/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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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 investment of US$57.98 billion by public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Rais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y US$31.83 billion.
Create 40,000 to 50,000 job opportunities.
More convenient public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A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environment.
Upgrading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alanc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Making Taiwan more competitive in the future.

2. Implementing Forward-look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rogram(2/2)

Benefit

25

trend

3.Initiating the 4th SPNSD -- Taiwan 2050
New methodology: future-oriented and vision-oriented  
Expanding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volving college faculties and students/young generation

26

Traditional Spatial Planning Approach 
(issue-oriented)
• Explore issues from data analysis and find out 

solutions
• Focus on quant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Foresighted Spatial Planning Approach 
(vision-oriented)
• Extrapolate a trend from data survey, incorporate 

macro-scale foresight, and create the future we 
want

• Incorporat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and focus on 
thinking ahead and setting a new vision.

Current trends guide
future development

Future visions guide
current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Approach
Foresighted Approach 

incorporate toward

pro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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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casting the Future……

Thank you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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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Forum of Climate Governance and Spatial Planning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Of Taiwan The Evolution 
and Legislation of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Speaker Chi-Ming Chen
Director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Branch, CPA

1 Our Spatial Planning
2 Confront the Problems
3 Vision and Prospect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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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ties and Authorities:
1. Review and set out regional, 

urban and national park 
planning.

2. Review and set up public 
housing affairs.

3. Supervise building 
administration and building 
technologies.

4. Supervise the construction of 
roads and sewerage system.

Our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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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S OF SPATIAL PLANNING 
(1)Urban plans

To develop and manage constructions in urban 
areas including economy, transportation, hygiene, 
public security,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 There are 438 urban plans at present. 

(2)Regional plans
To improve the sustainability in land use and 
natural resources , in addition to keep the 
balance between population and industrial 
activities. There were  4 regional plans before 
2013, and integrated for one at present.

(3)National park plans
To preserve nation's unique natural scenery, wild 
species and historical sites, and providing public 
recreation and area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There are 8 national parks now.

Our Spatial Planning 

N

EW

S

0 20 40 60 80 Kilometers

Urban area
13%

Non-urban area
78%

National
Parks  9%

Our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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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patial Planning 
Regional Plan 
For Northern Taiwan

There are three kind of plan for 
urban plan:
1) City (town) plan,
2) Countryside street plan,
3) Special district plan.

Master plan for Linkou

Our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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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ide the city--Urban Planning for New Town 
Danhai

To develop new towns, promote the balance between regions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duce the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industrial activities, and improve the inhabitancy and 
living environment.

Our Spatial Planning 

Urban Planning-New Town
Our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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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patial Planning 

To promote a well-planned urban land redevelopment, 
revitalize urban functions, improve urban living 
environments, and to increase public interest.

Inner city-Urban Planning for Regeneration

Our Spatial Planning 

The Keelung Railway Station and 
Wharf W2, W3 Urban 
Regeneration Project

Urban Planning-Urban Regeneratio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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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 transit function to rise 
city competitiveness
Making Keelung an international tourist 
attaction city
Re-shaping searfront to regeneration
Making People-friendly urban 
environment

Urban Planning-Urban Regeneration

18

Our Spatial Planning 

preserving the nation's unique natural scenery, wild fauna and 
flora and historic sites and providing public recreation and 
area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Our Spatial Planning 
National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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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patial Planning 

Mountain,
ocean,

historic heritage

Taroko National Park 

Qingshui
Cliff 

Kelan River 
valley

Taroko
trib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reas
Signifcant Scenic Areas
Cultural/Historic Sites
Recreation Areas
General Protection Areas

Our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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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ront the Problems

Confront the Problems
Common issues

Delay of plan amendment makes it out of touch with real 
development.
Not only urban area but also non-urban area are 
allowed to be developed, which weakens existing plan-
oriented development.
Lacking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supervision, leads to 
society had no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al planning 
affairs.
Spatial planning was not ready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extreme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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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724/381772.htm

Population forecasting: after 35 years, population will decrease to about 5 
millions. The prime population(15-64 years old)  is going to decrease about 
8 millions and the elderly population(over 65 years old) is going to increase 
4 millions.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724/381772.htm

Total population growth trend

Estimated value

Confront the Problems

Urban area: planned residential area was oversupply for 6 million permanent 
residents in the city.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724/381772.htm

5,000,000

10,000,000

15,000,000

20,000,000

25,000,000

30,000,000

Anticipated Population Present Population

25,369,528

18,808,936

Population of Urban Planning Districts

Population of Urban Planning 
Districts(2016)

Anticipated 
Population

Present
Population

New Taipei City 4,129,146 3,737,312
Taipei City 3,386,581 2,695,704
Taoyuan City 2,027,470 1,602,067
Taichung City 3,089,600 2,241,540
Tainan City 2,273,200 1,591,621
Kaohsiung City 3,802,527 2,505,774
Yilan County 408,620 291,373
Hsinchu County 420,000 327,312
Miaoli County 530,200 434,758
Changhua County 889,550 640,841
Nantou County 396,655 263,128
Yunlin County 518,700 280,433
Chiayi County 553,600 202,950
Pingtung County 666,500 435,733
Taitung County 340,920 140,694
Hualien County 542,225 229,928
Penghu County 51,034 43,874
Keelung City 511,900 372,100
Hsinchu City 364,500 356,526
Chiayi City 373,100 269,874
Kinmen County 83,000 132,799
Lienchiang County 10,500 12,595

25,369,528 18,808,936



- 154 -

http://tc.news.tnn.tw/news.html?c=16&id=93703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724/381772.htm

https://www.cet-taiwan.org/node/2953

Changhua
Yi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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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has increased  
0.29 per decade over the 
past 30 years.

the annual total rainy days 
averaged has decreased 6 
days per decade over the 
past 30 years

Climate Change
Confront the Problems

Nantou
(2008)

http://bbs.archi.sdnl.org/viewtopic.php?t=1443

New Taipei 
City(2012)

Nantou
(2009)

https://www.top1health.com/Article/5666

Rising temperature and changing rainfall patterns, Increasing of strength 
and freguency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increasing the extent of natural 
disasters.

http://www.baobaonews.com/newscontent/9b32391f-a3a4-
4445-a8a1-0ea18f316cb9

Taitung(2016)

Confront the Problems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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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ing sea level

Rising Sea Level
Since 1993, the sea level in nearby basins of Taiwan 
rose by the rate of 5.7 mm/ yr, which was twice the rising 
rate over the past fifty years .
This rate is substantially higher than the global average 
rate of 3.1 mm /yr

Climate change 

Zhuoshuixi river
http://ourisland.pts.org.tw/content/%E5%9B%9E%E5%88%B0%E6%BF%95%E
5%9C%B0%E6%AD%B8%E9%84%89%E8%B7%AF#sthash.D96FEfWQ.dpbs

The rapid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impact of development result in
fragmentation of biological habitats 
and affect the natural ecological 
succession.

Confront the Problems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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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and Prospect

Legislative focus

1. Establish two-tiers spatial plans system
2. Reviewand delineate functional zones 
3. Carry out growth management
4. Encourage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supervision
5. Promote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and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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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of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Prepare national-wide 
spatial plan, propose draft 
by moi at the end of 2017  

Prepare 18 county-wide 
spatial plans, propose draft 
by local authorities at 2019  

Concept of county spat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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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 for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ccording to environmental sensitivity, limit  land-use for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Zone for agricultural preservation
Protect farmland exclusively for agriculture and relative  use

Zone for marine resource
Preserve marine resources and integrate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Zone for urban-rural settlements
Set out urban growth boundaries and prevent urban sprawl. Improve living merits and  guide the 

propose development locatio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gricultural
preservation

urban-rural
settlement

Review and Delineate functional zones 

0 50 10025
Kilometers

®

marine
resource

Vision and Prospect



- 160 -

46

Vision and Prospect
Carry out restoration works: Landslide, land subsidence, ecological deteriorated

Urbanized areas

Vision and Prospect
Plan-l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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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and Prospect
Make city more resilient

Low-impact development
managing stormwater runoff.
Sustainable Drainage System
reducing surface water drainage 
discharges.

Vision and Prospect
Vision of ec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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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http://www.cpami.gov.tw
http://www.tcd.gov.tw
To browse urban & regional plan/spatial planning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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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Report: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of
Taiwan Vision and Issues
Shu Li Hu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Background

• Planning System

Past

• Spatial Planning Act

Present

Regional Plans

Four Functional Zones
Convert to

Urban planning Non urban
Land Use Control+

National Spatial Plan

Municipality or County (City) 
Spatial Plan

Specific Area Plan

Metropolitan Area Plan

Enforcement

May 1

National Spatial Plan

Within 2 yearsDec. 18

Passed the
Third ReadingSpatial Planning Act (draft)

18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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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 Four Functional Zones

• Role of Project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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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and Procedure of 
the projects
• Concept

Sectoral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Growth management
strategies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ssues

Visions

Planning Procedure

Co Production

Co Design

5

Concept and Procedure of 
the projects

•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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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and Procedure of 
the projects
• Planning Committee

Scholars/
Experts

,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Sub
Projects

PI

Public
Sectors

7

• Keywords of vision of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from
planning committee

8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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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on of National Spatial Plan

National Spatial Plan, as a supervision guidance of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should ensure the security, order, and
harmony of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er the premise of reducing disaster risk, securing food
provision, stabilizing sufficient water supply, and harmonious
living environment, National spatial plan sh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terrestrial and
marine resources, coordinate conflicting land demand of
different sectors, prohibit land use disorder, balance volume,
location, timing and quality of development, maintain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resilience of land resources, to
promote the harmony between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living resources of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9

Vision

Policy guidanc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local spatial planning

Adaptability: Adapting to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Vitality: Vitaliz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ivability: Protect ecosystem services to enhance
living quality

Coordination: Coordinate conflicting resource demand of
different sectors

Continuity: Transition to new planning system

• Six Missions

10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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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k of adequate investment
on public facility

Lack of spatial allocation plan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limate change impact

Loss of farml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in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areas

Inadequate marine and coastal
development

Improper planning system

Lack of cross boundary governance

• Issues Identification：8 Aspects

11

Issues

• The Frequency of Intense Typhoon in Taiwan
Issue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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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hoon Morako (2009)
Issues

13

Issues
Loss of farmland
Change of agricultural areas in different elevation zone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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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Inadequate development in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areas

Over utilization of slope land

750 ha

1,053 ha

4,204 ha

521 ha

Top 4 area of registration and monitoring slope land 
(exceed prescribed limits)

Nantou
Taichung

Chiayi
Hualien

15

Issues
Lack of adequate investment
on public facility
Lack of rural planning

Prime Farmland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Industrial use

Agricultural use

Polluted soil/underwater sit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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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Issues

Public facility

Climate change

Farmland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areas

Marine and coast

Planning system

Cross boundary
governance

ndustrial development

17

Livability

Vision

Policy guidance

Adaptability

Vitality

Coordination

Continuity

reach solve

Spatial Strategies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zone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zones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zones

Marine resource zones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

Trans functional zone
mangement

18

Thanks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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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Report: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of Taiwan
Spatial Planning Strategies
Chia Tsung Yeh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1

Visions-Issues-Strategies

Re
ac
h

Sol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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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S1.1 : Spatial planning shall comply with
the strategy of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3

1.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S1.2 : A municipality or county (city) shall delineate functional zones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resources and
socio economic conditions to ens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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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zones

5

Type I

Type II

Type III

6

2.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zones

S2.1 : To delineat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zones that take into
account disasters, natural resources, ecology, significant landscape,
and also the data set and principles provided by relevant authorities

S2.1 : Agricultural land use i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zones shall
follow related regulations and promot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land use management to reduce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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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zones

S2.3 : To give serious considerations to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establish flexible regulations for the existing built up areas i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zones

8

3.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zones

Type I

Type II

Type III

Type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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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zones

S3.1 : To give priority to conservation of prime farmland and emphasize
on the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 and multi functionality of
agricultural areas

S3.2 : To vitalize rural villages and to improve quality of life of rural villages
by carrying out environmentally sound rural planning

9

3.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zones

S3.3 : Land uses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zones that meet the delineation
principles for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zones will be prohibited or
restricte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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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zones

S3.4 :The authorities of municipality or county(city) shall
conduct agricultural land resource planning based
on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e

11

4. Urban-rural development zones

Type I

Type II

Type III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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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rban-rural development zones

S4.1: To promote urban revitalization and regeneration on the basis of
enchancing urban adaptability and livability

S4.2: To redefined development
goals of the type II areas of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zones and provide adequate
public facilities for these areas

13

4. Urban-rural development zones

S4.3: Industrial land use and spatial allocation shall
comply with national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s
and consider the constraints of infra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S4.4: A municipality or county (city) shall follow
Strategic Plan for Nat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strength to
develop innovative clusters and future
industrial park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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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rban-rural development zones

S4.5: To readjust the locations of
major transportation
investments in considering
current status and important
trends

S4.6: To integrate land use planning
and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and to promote energy efficient
and low carbon urban form

Intensity of DevelopmentCentral city

Airport
Port
HSR
Rail way
Free way
Express way
Provincial road

City

15

5. Marine resource zones

Type I

Type II

Type III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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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rine resource zones

S5.1 :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marin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to investigate and monitor marine resources exhaustively

S5.2 : To license the use permit of marine resources zon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investigation and monitor of marine resources to fit in with
the principle of overlapping use

17

18

6. Trans-functional zone 
management

S6.1 : To assess socio 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disaster
risk and to regulate land use according to the level
of risk.

S6.2 : To control land use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comprehensive river basin management to
conserve and efficiently use water resource

S6.3 :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ICZM)
can be applied to improve cross region
conso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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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s

19

S7.1 :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consult with municipality or
county (city) governments in establishing plans for
metropolitan areas to improve competitiveness

S7.2 : Relevant authorities shall consult with municipality or county
(city) governments in establishing plans for specific areas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y of cross region consolidation

7.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s

S7.3 : Spatial planning committee shall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different agent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lanning systems

S7.4 : To establish the platform of spatial planning to conduct
extensive public participation to ensure the planning qualit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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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Thanks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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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Report: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of
Taiwan Growth Management
Strategies

Jung Ying Ch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The Spatial Challenges We Fac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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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

Sprawl and Leapfrogging

Harbor

Airpor
t
High Speed Rail
StationNational Highway

Provincial Highway

High Speed Rail Routes

Railway Routes

Administr
ative
divisions
Urban area

Main River

Territorial Sea

Legend

KM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

Scattered and Fragmented

4

non urban planned area

urban planne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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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upply of Urban Land

Year Total
Population

Projected
Population in
Urban Districts

Area of
Urban Districts
(share of Taiwan)

Present Population
in Urban Districts
(share of Taiwan)

1995 21,304 16,310 4,401(12.2%) 16,310(76.6%)

2000 22,216 17,311 4,429(12.3%) 17,311(77.9%)

2005 22,690 25,344 4,517(12.5%) 17,874(78.8%)

2010 23,162 25,168 4,750(13.2%) 18,398(79.4%)

2015 23,492 25,246 4,829(13.4%) 18,757(79.8%)

Unit: 1,000 persons; Km2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

5

What kind of Growth Management 

do We Need?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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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 in total population growth

Resource: 2015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

Urban area & Population in percentage (%)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Improving more on quality, not quantit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

Smart National Territory
Circular Economy

Smart city

Green Energy

Asia Silicon Valley
Development Plan

8



- 190 -

Principle of Growth Management

Facility
Carrying
Capacity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Urban rural
interactionSocial Justic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

9

Consistency

Concurrency

Compact

Growth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Taiwa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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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Planning System

Local
Action Plans

National Spatial Plan

Municipality or County
(City) Spatial Plan

Metropolitan Area Plan

Specific Area Plan

National
Strategies

Growth
Managemen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

11

Strategic Framework of Growth Management

Strategy 1

Strategy 2

Strategy 3

Strategy 4

Strategy 5

Total land use demand

Growth boundary, location and sequence

Public facility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Land use regulatio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governanc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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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

Strategy 1 1. Preserved Prime Agricultural Land

Total amount:
740,000 810,000 ha.

Taichung city

Total amount:
46,300 ha.

13

Tainan city

Total amount:
89,100 ha.

Strategy 1 2. Land for Future Development

516,342.26 ha

Presen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

a conservative estimate

Major Public Facility

Newly social/industrial land demand
in global local development trends

Discretion for local conditions

Futur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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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2 1. Urban Growth Boundar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

Regulatory type of urban area

Urban Growth Boundary

Taichung city

15

Rural area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

Strategy 2 2. Growth Location and Sequence

Modest Compact Sequence

Growth boundary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zones

Type 1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zones

Type 2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zones

Type 2

Infill

Redevelopment

Newly urbanized area
in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zones Type 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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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3 1. Adequate Public Facilities

Growth boundary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zones

Type 1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zones

Type 2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zones

Type 2

Rural area

Rural settlement
Rural regeneration policy

Suburban planning

Periodical overall review
of urban plann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

17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

Strategy 3 2. Public Facility Concurrency

Plan led Development
a) Municipality or county (city)

spatial plan
Staged development plan

b) Newly expanded
urban planning division

c) Land use permission;
Building permission

Electricity

Water
Present
service area

Future service area

Urban Service Area Analysis

Necessary Infrastructur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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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

Strategy 4 1. Incentive Structure for Agricultural Land

Penalty Provisions
to avoid

improper land use

Incentive Measures
to encourage

proper land use

Rural area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zones

Type 1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zones

Type 2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zones

Type 2

Growth boundary

Agricultural land use

19

Strategy 4 2. Performance Control

Growth boundary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zones

Type 1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zones

Type 2

Urban rural
development zones

Type 2

Rural area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zone

Agricultural land use
in

Performance standards
should match up with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characteristics

Green infrastructure
Agriculture related activitie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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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

Strategy 5 1. Joint Growth Management

Infrastructure
Public facilities

Natural resources

Inconsistent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In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Joint growth management plan at regional level

1 2

21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

Strategy 5 2. Public Facilities Sharing Project

Metropolitan growth management plan / Regional integration platform

Competitiveness and Social Justice

Planning on
different scales

Coordination &
Cooperation

Adequate
financial pla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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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

Institutional Tools for Growth Management

Total land use demand

Growth boundary,
location and sequence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governance

Public facility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Land use regulation

Land Monitor System

Concurrency & Adequate Public Facility

Industrial Land Revitalization

Land Banking System

Regional Planning Committee

Tax Increment Financing

Liability for Public Facilities

Conservation Easements

Performance Zoning

Public Land System

24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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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Report: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of
Taiwan Cross sector
collaboration and its
challenges
Dr. Risharng Chiang
Institute for Physical Planning and
Information

Contents

2

Competition

Introduction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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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ised Areas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National Parks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Nature Reserves
Forest Bureau

Waterway
Water Resources Agency

Indigenous Reserves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Slope Areas
Forest Bureau

AND 22 LOCAL GOVERNMENTS

• Conflicts unfold at various interconnected
scales: territorial, regional, urban, human.

• Geographical scopes stretch from the
localized sites of citizen contestation and
micro struggles to the political networks
of development oriented growth
machine.

Introduction

Space of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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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 repairing workshops and cargo
container storages located near the
residential suburbs can trigger land use
conflicts by raising the risk of fire and
polluting the nearby environment.

• Oil from the car repairing workshops can
cause water pollution.

Exampl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both national and local
polic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merges in the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as a horizontal
perspective to be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d into
land use programming.

How the 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is played out in
the context of cross sector development
progr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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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orking with cross sectoral interconnectedness
or ending up in sectoral traps?

2.Achieving ‘win win’ or getting stuck in
environment economy conflicts?

3. Rhetorical declarations, pockets of good practice
or systematic policy integration?

Challenges of Achieving
Land use Policy Integration

Indigenous People: Master or Worker of Land

First People…Last Served

Mining on traditional terr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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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濱 公 園

Is A Riverside Park A Park?

Competition (or Complementarity): cases

• Accessibility (Levee barrier, urban fringe)

• Regulations on land use (Flood control)
Riverside park Park!

• What are actors relationships during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
• How do actor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Is A Riverside Park A Park?

Year

Riverside
Park name

Area

Riverside
Park

Park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Riverside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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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duce activities positively
• Institutionised riverside parks
• Promote actively

• Forced to open floodplain
• Budget to maintain and ensure

func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Is A Riverside Park A Park?
• Least Best solutions: Government non interventionism?

Government negative
non interventionism

Lack of green areasFight of anti growth
organisations

Land Use Control
Agencies

Water Resources
Agencies

Riverside Parks

基 隆 河 谷 廊 帶

Keelung River Corridor
– Cross boundar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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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en

Keelung River
• 96 kilometers. Cross three counties.
• Potential development but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Good location, no decision making right

Minsheng–
Xizhi Line

Extending to
Keelung

Keelung
LRT

Taipei Ilan
Shortcut
Railway

• Location advantages
• Mountain and water
• City and Port

• On the critical path to the North coast

Backbone transportation, restrained by west east development and complex authorities.
Railway construction relies on the support of central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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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backbone transportation and high accessibility is the key to improve development of
the corridor.

25 km

20 km

7 km5 km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towards Taipei CBD

Car
82%

Commuting
70%

Private transport

In 2005

In 2014

119 Thousand

234
Thousand

Weekday
Car trips

2 Times!

Accessibility Transportation upgrade

(Increase dramatically)

Neihu

Nangang

Xizhi

Keelung

Chitu

Promoting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areas

Creating towns with livable water bank areas

Livable Waterbank

Taipei Nangang
Exhibition Center

Nangang Station

Academia Sinica

Keelung Har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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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岸 及 能 源

Land Use Conflicts between
Coastal Development and Wind Farm

Coastal Protected Areas and Fisheries

• Demarcation of the coastal protected areas and its influences on fisheries,
cultivation and tourism.

• Land use conflicts between protected areas and fisheries development

Offshore
Land

Hsin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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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shore Wind Turbine and Fisheries

• Negative impacts on ecological habitats (both fish and birds) and fishing economy
• Land use conflicts between Energy and Fisheries Agencies

Fuhai Offshore Wind Turbine Plan

Fuhai
Demonstration

Wind Field

Demonstration Units

Exclusive Fishing Right Area

Chinese White Dolphin Habitat Area

Company Wind field
Device
capacity
(Estimated)

DONG Energy 12 13 14 15 2G
Haiding 11 16 17 1.9G
Highlong 18 19 0.9G
Sinoenergy 29 0.45G
Taipower 26 27 >1G
Fuhai 28 N.A.

Source: Bureau of Energy

Offshore Wind Turbine Sites near Changhua

原 住 民 與 能 源 利 用

Energy Use and Indigenous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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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ing the “unpowered” people

Power plants and grid distribution NASA earth night view

Indigenous
Reserves

Jobs /10kw

Opportunities or further threats?

BIO

BIO BIO BIO BIO

Economic
ability

Youth 
return

Sustainability

Tanzania & Rwanda
home based solar panel installation

800 job opportunities created

40,000 households & small business supplied

But, 
how 
about

LAND DEVELOPMENT AND EQUITY
POTENTIAL THREATS TO PUBLIC HEALTH
ENVIRONMENTAL 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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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 食 安 全 與 容 受 力

Food Security and Capacity

Who will feed the next generation?

population

North      Central    South       East       Whole

Actual
population

Estimated population 
based on food capacity

Taiwan food capacity 
(estimated by arable land area)

Food self-sufficiency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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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culture and
loss of genetic diversity

Food security may be even threatened by

Land use competition

Climate change impacts
Change in eating habit

Change in land uses

土壤液化與公共安全

Soil Liquefaction and Compact Development
Public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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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ts behind compact city development

Low risk Mid risk High risk

Soil Liquefaction Potential in the Greater Taipei 

Development vs environment vulnerability

High
Mid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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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地 掠 奪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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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you turn to the right hand, and when you turn to the
left, your ears will hear a voice behind you, saying,
"This is the way. Walk in it." Isaiah 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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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urpose Agriculture Land

Multipurpose Agriculture Land

Four E Classic Pillars 
Economy

Environment
Ecology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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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urpose Agriculture Land

Multipurpose Agriculture Land

What is the 
MAIN

purpo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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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uthorized changes in the land use
of a particular area would be outlawed,
but

is it possible to square the circle
between land use (voter) empowerment,
social control, competition between
uses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demand
side requirements?

Concluding Remarks Challenges

Conflicts transform land uses, territorial
arrangements, spatial development
processes and human settlement patterns
1. What are the logics, modalities, forms of

expertise and knowledge practices
through which sector planners
understand and manage conflicts?

2. When and where may they intervene?
3. Are the allegedly stable professional

categories and methodologies onto which
they rely compatible with the sites, scales,
and temporalities of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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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your attention!!!



活動實錄 

  

  

  

  



  

  

  

  
 



 

國土計畫-國土空間發展委託技術服務案 

團隊工作會議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10:00-12:30 

開會地點：城鄉分署五樓會議室 

主持人：陳分署長繼鳴 

出席者：國立臺北大學、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財團法人中華經
濟研究院、財團法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姚副分署長
克勛、北區規劃隊、中區規劃隊、南區規劃隊、東區規劃隊、區域發
展課 

會議議程： 

一、 全國國土計畫背景說明（陳分署長） 
<略>  

二、 全國國土計畫時程架構草案（城鄉發展分署） 
<略>  

三、 國土計畫四個委辦計畫團隊簡報計畫內容及工作項目､時程 
1. 國土功能分區規劃(李永展教授，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2. 國土防災及國土復育促進地區規劃(蔡福昌執行長，財團法人臺灣大學建

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 
3. 城鄉發展模式與行政區劃關係檢討(江瑞祥副執行長，財團法人國土規劃

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4. 國土空間發展(黃書禮教授，國立台北大學) 
<略> 

四、 主席裁示 
1. 國土計畫草案預定明年 2-3 月提出，部門計畫目前己函請各機關提送，

成長管理及策略研提因有時效性請優先進行。 
2. 建立雲端資訊平台規劃團隊與署內互通資料。 
3. 部門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策略於期中審查時提送初擬成果。 
4. 由分署區域科建立各規劃團隊通訊資料及聯絡窗口。 
5. 本工作會議每週三固定於分署召開，每月第一週本案團隊固定出席，第

四週請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會同出席，其他週次視議題內容出席。 
6. 每週三會議擬討論議題須於前週四寄至分署，與會簡報內容須於當週一

寄達分署。 

五、 散會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開會通知 

開會事由：「國土計畫相關事宜工作會議」第 4次討論會議 

開會時間：105年 7 月 20日（星期三）上午 10時整 

開會地點：本署城鄉分署 5樓會議室 

主持人：陳分署長繼鳴 

 

出席者：國立臺北大學、姚副分署長克勛、北區規劃隊、中

區規劃隊、南區規劃隊、東區規劃隊、區域發展課 

備註：會議議程如附。 
 
 
 
 
 
 
 
 
 
 
 
 
 
 
 
 



國土計畫相關事宜工作會議第 4次討論會議議程 

一、委辦一「國土計畫─國土空間發展規劃」討論事項(國

立臺北大學) 

(一) 報告、圖資索取 

    除城鄉發展分署及營建署自辦的計畫外，擬向各行政機關索取本計畫所需資

料如下： 

關涉國土空間之計畫內容 提供機關 備註 

1.因應氣候變遷… 
國發會、農委會、交通部、經

濟部、水利署、水保局 

 

2.影響國土空間發展 

國發會、農委會、交通部、運

研所、水保局、觀光局、工業

局、水利署 

 

3.重大施政計畫 
國發會、農委會、交通部、水

利署、水保局 

 

4.近期報院通過之計畫 

國發會、農委會、交通部、運

研所、水保局、觀光局、工業

局、水利署 

 

 

以國發會為例，近期該會出版關涉國土空間發展之相關計畫臚列如下: 

1. 國土空間發展狀況報告,2016,國發會 

2. 打造產業綠色通道-產業用地利用管理制度檢討及改善方案,2014,國發會 

3. 濁水溪綱要計畫,2013,國發會 

4. 大甲溪流域整體治理綱要計畫(101至 104年), 2013,國發會 

5. 應用既有災害潛勢敏感套彙圖資重新檢視現行土地使用計畫之合理性,2013,

國發會 

6. 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2012,國發會 

7.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2010,國發會 

8. 因應氣候變遷與後 ECFA時代的 國土空間發展策,2010,國發會 

9. 莫拉克颱風災後聚落環境復育之規劃,2010,國發會 

10. 雲彰地區長期地層下陷具體解決方案,2010,國發會 

 

(二) 諮詢平台委員名單 

    除本案已列示之各領域學者專家外，擬請貴署推薦諮詢平台委員之機

關。(已先電傳，請一併納入簡報討論) 



(三) 其他 

    國際顧問論壇目前己敲定 U. Penn設計學院院長 Frederic Steiner時

間，將訂於明年 5/27日舉辦，煩請呈報貴署長官，屆時預留時間與國際專

家會晤交流。 

二、國土規劃資訊公開及規劃案件資訊分享(區域課) 

(一)對外資訊公開 

為達成資訊公開目的，並廣徵各方面意見納入國土計畫辦理，本分署將於

分署網頁成立國體計畫擬定作業專區，爰就專區架構及內容說明。 

(二)內部資源分享 

為強化各委辦案及規劃單位資源分享，擬建立雲端平台達成資源整合。 

三、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前置作業(南區隊) 

就全國國土計畫之部門空間發展策略內容應提供內容格式、篇幅、辦理時

程（包含初稿提送時間、查核時間等）及後續進行方式（例如：定期召開

會議或成立跨部會工作小組）研議，並就另案邀集有關部會召開會議討論

安排時程。 

四、國土計畫各面向議題初步盤點說明(南區隊) 

五、臨時動議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三）10:00-12:20 

開會地點：城鄉分署五樓會議室 

主持人：陳分署長繼鳴 

出席者：國立臺北大學、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姚副分署長克勛、
北區規劃隊、中區規劃隊、南區規劃隊、東區規劃隊、區域發展課 

 

會議議程： 

一、 委辦一「國土計畫─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圖資蒐集進度報告(國立臺北大學) 
<略>  

二、 國土規劃資訊公開及規劃案件資訊分享(區域課) 
<略>  

三、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前置作業(南區隊) 
<略>  

四、 國土計畫各面向議題初步盤點說明(南區隊) 
<略>  

五、 討論 
1. 營建署內部作業原本就想要成立一個顧問團，台北大學團隊提出這個諮

詢平台的構想，委員皆是一時之選，正好可以兩者合併，將行政團隊與
規劃團隊透過這個機制，將彼此的想法凝聚。 

2. 計畫團隊原先規劃聘任十一位各領域學者專家及三位子計畫主持人外，
依分署建議將增聘學者及機關代表九位，名單如下: 
林盛豐教授､郭翡玉處長(國發會)､王玉真科長(農委會)､杜張梅莊處長
(原民會)､蘇振維所長(交通部運研所)､簡俊發分局長(水保局)､陳弘凷副
總工程師(水利署)､柯建興組長(觀光局)､林怡妏科長(工業局)。 

3. 為配合分署全國國土計畫草案擬訂時程，成長管理議題及策略的研擬將
儘快啟動，預定於期初審查時研提初步構想。 

4. 國際顧問論壇目前己敲定U. Penn設計學院院長Frederic Steiner時間，
將訂於明年 5/27 日舉辦，煩請呈報貴署長官，屆時預留時間與國際專
家會晤交流。 



六、 主席裁示 
1. 除城鄉發展分署及營建署自辦的計畫外，擬協助發文向各行政機關索取

本計畫所需的圖資，應提供圖資名稱､出版機關及出版時間，方便分署同
仁作業。 

2. 新版國土測繪圖資由分署燒製光碟片提供研究單位。 
3. 國際顧問論壇時間分署將配合辦理。 

七、 散會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三）10:00-13:30 

開會地點：城鄉分署五樓會議室 

主持人：陳分署長繼鳴 

出席者：國立臺北大學、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財團法人中華經

濟研究院、財團法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姚副分署長克勛、北

區規劃隊、中區規劃隊、南區規劃隊、東區規劃隊、區域發展課 

 

議題一：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委辦案進度報告<略> 

 

營建署綜合組意見： 

1. 瞭解全國及地方區域計畫中，對國土防災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不足之
處。 

2. p.44 示範區的劃設與法源間的關係，劃設的客觀條件。 

3. 易致災土地的土地使用原則重疊管制的規定(c.f.全國區域計畫的規定

及操作原則。 

4. p.21 優先推動的原則不明確。 

5. 復育地區如何劃定、條件、廢止。補足水保局、地調所原有的法令主管
機關有法未劃定不足之處。 

 

陳分署長繼鳴： 

1. 呼應全國國土計畫第九條第七款、八款之復育促進地區之分析與作業流
程、國土復育在國土法訂定過程,原本無這內容，它是另外在這個空間計

畫中啟動一個機制,找出未來可能劃出的國土復育地區(國土計畫法第 35

條)，其劃設的條件及程序。 

2. 希望透過這有些指導，所以我們是希望本案能有一個指導性，並依此程
序來模擬，劃設復育地區。 

國土復育地區 1.災害型 2.生態型。 



3. 國土復育辦法尚未公告… 

4. 防災、氣候變遷、復育的指導原則，明年 2、3 月要提出草案。 

 

姚副分署長克勛： 

先確定全球氣候變遷對國土計畫的影響是什麼？定義要更明確，在策略中對

台灣的問題要的連結要建立。 

 

陳教授亮全： 

分署及四個子計畫召集一次說清楚，國土計畫法的看法有共識。 

 

江副執行長瑞祥： 

氣候變遷及環境永續兩個上位計畫在國發會現正研擬。 

 

二、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前置作業續行報告<略> 

  

城鄉分署康課長志欽： 

1. 全國國土計畫內容屬綱要性、指導性內容，建議先填寫一個供各部門機
關參考。 

2. 分署內部先討論出架構後，再徵詢其他單位。 

 
三、臨時動議<略>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 年 8 月 9 日（星期二）10:00-11:00 

開會地點：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 607 室 

主持人：黃書禮教授 

出席者：詹士樑教授､施慈魂博士後研究員  

 

會議討論事項： 

一、 諮詢委員委員經費撥付事宜： 

1. 個別告知委員經費於計畫全程按月撥付事宜。 

2. 請委員提供撥付帳號。 

 3. 確認開會通知單收件單位、地址。 
 

二、 諮詢平台委員會議結論： 

1. 本次委員會議主要說明本計畫諮詢平台委員會的角色與功能，國土空間
規劃為全國國土計畫的上位計畫，其他三個子計畫的議題會放到這邊來

討論，這個平台是決策核心，透過這個平台來形塑國土空間規劃的願景，

透過討論達成議題共識，形成政策目標。 

2. 由會中委員推派楊重信教授擔任本諮詢平台委員會主席。 

3. 未來會議的運作模式： 

A. 委員們討論後決議，日後開會地點改在營建署。 

B. 會前提供委員與會討論資料。 

C. 個別訪談前次未出席委員。 

D. 透過會中討論收斂各界意見，形成決策共識。 

E. 針對個別領域議題，再另行聯絡訪談。 

4. 此次未與會的委員將安排時間個別訪談。 
 

三、 發信給本計畫協同主持人 

1. 信的內容分所內及所外協同主持人。 



2. 發文內容： 
A. 說明本計畫進度(已辦理第一次平台會議) 。 
B. 第一次平台會議紀錄摘要。 

 

四、未出席委員訪談 

1. 郭翡玉處長(先約時間請黃老師去拜訪)、簡俊發分局長、蕭代基教授由

黃老師親自訪談。 

2. 其他未出席委員再另約時間由專職人員進行訪談。 

 

五、摘錄國土計畫相關研究報告 

1. 國發會空間策略規劃、全國區域計畫…等)。 

2. 國發會彙總的指標(KPI) 

先以電子郵件寄送給各委員(包括國土中心的國土規劃架構PPT) 並約訪

談時間。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三）10:00-12:20 

開會地點：城鄉分署五樓會議室 

主持人：陳分署長繼鳴 

出席者：國立臺北大學、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財團法人臺灣大
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姚副分署長克勛、北區規劃隊、中區規劃
隊、南區規劃隊、東區規劃隊、區域發展課 

 

會議議程： 

一、 國土計畫之相關議題彙整簡報說明(南區隊) 
<略> 

二、 討論 
1. 對於歷年報告書相關議題的彙整，還要再進一步收斂，針對未來國土空

間發展具有重要性的議題。 
2. 這版全國國土計畫法應朝兩年內可以提出政策的方向進行思考，關於非

都市土地有五個主要議題：氣候變遷、未登記工廠(自總統到彰化宣示田
園工廠，議題便開始發酵)、原住民土地(針對土地使用管制上的處理)、
能源問題(廢核相關的空間配合)、民宿(與土地使用管制的銜接)，除了土
地之外還有海域及海岸地區的問題。建議能夠思考最近的政策方向，以
及可以與其他部會有互動空間的。 

3. 對於議題的收斂、發展政策的篩選，須有具體的數據資料佐證，了解過
去長久的發展趨勢，例如六萬多家工廠在特定農業區上，後續處理的成
效，也可以顯而易見。在主軸界定後，搭配基礎資料蒐集與分析，作為
客觀依據。 

4. 議題思考方式希望解決既有問題，能在短期內看見政策方向。並在國土
計畫的每個章節中應落實處理(從策略、空間結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等)，
並具有串接、指示功能，指示其他部會或縣市政府應配合辦理事項。 

5. 剛剛所討論部門計畫可能產生的議題，部門計畫主要還是由各部會提供，
但在國土計畫未來扮演的功能先予釐清。 

6. 簡報中提及 21 世紀議程相關議題，國土計畫除了解決現況的部分，同
時應針對未來，可能要看更新的如 2030 年或 UN 的新資料、UNVP目
前新的議程、各國新的共識。 



7. 對於過去發生的問題仍然要進行檢視，包含現在存在的狀況以及未來的
發展方向、遠景的部分，發展架構會照署裡的意見做，因為仍要配合未
來法規的擬定。透過這個會議，希望團隊可以知道大概要往哪個方向研
擬發展策略。 

三、 國土計畫可能涉及的原住民族議題簡報說明(南區隊) 
<略> 

四、 討論 
1. 原住民族經濟產業發展 4 年計畫(103 至 106 年)中，例如特色示範農業

區或潛在地區，區位與國土保育區有大部分重疊，要洽詢原民主管機關，
因為範圍尚未確定，如何保證其產業發展需求的用地及範圍地套疊，後
續會與原民會進行討論。 

2. 全國計畫與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有兩種如何連結，一種是直接指定未
來擬定特定區域計畫範圍，另一種為規定時程，在本計畫公告實施後原
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於公告實施後兩年內完成。透過這樣的方式去產生
連結，後續在另擬附冊的方式，附冊位階等同國土計畫，法的設計是這
樣子，原民會自己列管自己在 107 年有特定區域計畫，後續還是要會同
營建署一起擬定。 

3. 原住民土地在全國國土計畫的重要性，原住民土地是一個問題，在全國
土計畫中涉及原住民土地的部分，若僅以另擬特定區域計畫來說明，無
法滿足外界要求。因此涉及居住、產業、基礎公共設施等基礎資料的盤
整以及後續發展策略的研擬是有必要，這部分也連接後續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及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如何訂定。 

4. 原鄉部落建地不足的問題才是原民會關切的，同時也涉及到居住以及民
宿的問題可以一併處理，目前區域計畫相關的作業是透過協助辦更正，
或是請他們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這是區域計畫法下所採取的措施，
而在國土法下的政策為何，是應就其所需進行劃設，還是按區域計畫的
作法，不主動進行劃設，而是有需求的土地所有權人提出申請。是否要
轉換一種方式在全國國土計畫合理配置給他們必要的建築用地，這是必
須要思考的。 

5. 目前原住民部落範圍的核定單位在原民會綜合規劃處，原住民的部落核
定非具體空間範圍，部落與部落的範圍是重疊的，沒有實際空間分布範
圍。而目前所產生的共識是若沒有部落的實際空間範圍，那麼就改變方
式，先採用原住民保留地的鄉村區，或是參考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裡針對
原住民聚落的定義進行規劃。 

6. 將原住民保留地疊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的用地別，了解計畫提供的可建築
用地有多少。再原住民保留地與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套疊住宅使用現況面
積，進行現況與計畫的比對，了解現有建築與計畫的差距，說明原有居
住空間不足。在全國計畫為了鼓勵人才返鄉，需有充足局的居住空間規



劃，後續落實到特定區域計畫，再針對各地區的需要更詳細的規劃，全
國計畫安下指導，後續才會啟動。甚至針對總量進行估計，目前人口數、
利用現況及計畫的不足，進行初步差額的推估，後續透過特定區域計畫
釐清，再進行細部規劃，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依據可以後續進行，而
非在全國計畫全部寫出來，從議題引導後續策略、手段。 

五、 主席裁示 
1. 議題先做整理與過濾，界定全國區域計畫已經處理的有哪些？哪些是要

放在這次國土計畫中處理，諮詢平台是諮詢專業技術性、顧問性質，決
定者還是回到行政部門。所以這部份的過程可先在諮詢平台上操作，議
題由諮詢小組先做收斂、範疇界定，建議提出來後再提到署內的推動小
組討論。 

2. 原住民議題繼續延伸 loading放在南區隊，延伸跟國土空間發展有關的，
後續再交由其他研究團隊，需要討論的地方就由署內進行內部討論。功
能分區分組及管制規則針對原住民地區扮演重要角色，要扮演發動者的
角色。 

六、 散會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 年 8 月 18 日(星期四) 10:00-11:30 

開會地點：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 6 樓會議室 

主持人：黃書禮教授 

出席者：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吳清如、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
不動產資訊中心副執行長江瑞祥、組長蕭雁文、國立臺北大學博士後研
究員施慈魂、副研究員潘枝茹 

一、 會議議題：有關 19 個交流道出口緩衝區劃設議題 

二、 會議結論 
1. 交流道特定區再請鼎漢工程顧問公司協助，事前與營建署進行了解、討

論，並於之後營建署的工作會議進一步討論。 
2. 部門計畫中各部門對於用地規範的討論，是與部門溝通用地需求規劃的

問題，而不是直接把部門計畫拿來，應針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思考可
能跟國土計畫關係的議題切入，把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過去的重點羅列
出來。 

3. 有關原住民土地使用，很多是產業的問題，應該是重疊分區的概念，尊
重他們的使用，但是該保育的不得被破壞。在保育的前提下，給予基本
的保障，以保存原住民傳統文化及使用形式。 

4. 將目前階段完成的基本資料分析與蒐集進行彙整，並開始進行議題的討
論，訂於 8/29(一)16:30 於國土規劃中心舉行工作會議，邀請協同主持
人、城鄉分署參與討論。 

 

三、 會議紀錄 
1. 吳清如副總經理 

有關 19 個交流道出口緩衝區劃設議題：上週署內國土功能分區子計畫
工作會議，提到將功能分區中將交流道周邊 1 公里､都市計畫 500 公尺
劃設城鄉發展區的緩衝區進行模擬，針對此劃設準則請教黃老師的看
法。 

2. 江瑞祥副執行長 
上週與分署工作會議中討論到目前使用分區，未來要納入哪個分區、現
況、面積….地方的交流道應納入什麼樣的分區(過去縣市政府與都委會的
分區意見分歧很大)，如何納入四大分區功能。 



3. 蕭雁文組長 
(1) 功能分區目前暫訂緩衝一公里來計算，預留未來城鄉發展區的緩衝區

或發展區，都市計畫區內則緩衝區設 500 公尺，陳分署長希望未來
的城市呈蛙躍的發展，針對交流道的 buffer zone 劃設為城鄉發展區，
以有交流道的行政區做為劃設的基礎可能比較合理，目前是以台中區
做 buffer zone 的模擬，分派的優先順序為：環一、農一、農二、
環二、農三。 

(2) 城鄉發展區是以團進團出的方式去劃設，不要拆解既有都市計畫,而
是採用地別來管制。 

4. 黃書禮教授 
(1) 農委會希望農地都是農業發展區，這牽涉到農保權益，縣市政府希望

都是城鄉發展區，採用用地別進行管制。 
(2) 都市計畫區的 buffer，鄉街計畫的 buffer…宜蘭縣縣長有請示宜蘭市

是否做為 demo，但是宜蘭部份就會碰到民宿問題，這與全國國土發
展沒有太大的關係。 

四、 工作進度指示 

1. 下周開始陸續進行委員的願景訪談，在所有訪談結束後，將進行第二次
的平台會議。 

2. 現階段所蒐集之現況及基本資料先行彙整，8/29 提請協同主持人開會瞭
解進度，並檢視資料是否須再補強。 

3. 8/31(三)營建署的工作會議台北大學需進行初步議題簡報。 

五、 散會 

 

 





開會通知 

 

開會事由：「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協同主持人工作會議 

開會時間：105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4 時 30 分 

開會地點：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5 樓會議室 

主持人：黃教授書禮 

出席者：國立臺北大學、國土不動產資訊中心、協同主持人（如附）、營建署城

鄉分署、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會議議程： 

一、計畫團隊圖資蒐集及初步議題研擬檢視與討論（黃教授書禮） 

二、意見交流 

三、臨時動議 

 

附件：國土空間規劃協同主持人名單 

  



國 土 空 間 規 劃 協 同 主 持 人 名 單 

姓名 職  稱 單    位 

林建元 院長 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 

劉小蘭 特聘教授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童慶斌 教授 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系 

詹士樑 教授 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蔡智發 教授兼所長 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林文一 副教授 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張容瑛 助理教授 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葉佳宗 助理教授 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王千岳 助理教授 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國土計畫—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協同主持人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年 08月 29日（星期一）16:30 

開會地點：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5樓會議室 

主持人：黃書禮教授 

出席者：（詳簽到表） 

 

 

 會議議程： 

一、 計畫團隊與分工、工作項目與進度簡報(黃書禮老師) 

(略) 

二、 前置資料蒐集簡報(臺北大學、國土中心) 

(略) 

三、 交流道出口 19處特定區議題簡報(鼎漢工程) 

(略) 

四、 意見交流與討論 

 會議記錄： 

1. 黃書禮老師： 

 今天並不是要馬上把所有東西挑出來，只是先讓大家知道進度，我們已

把目前完成的書面資料印出來，資料在各位手上，請特別注意各位專長

的部分，會後可以多提點書面意見做為最終修訂，還沒有完成的部分會

陸續完成，今天主要討論資料蒐集的部分。 

 另外，就是 19 處交流道特定區，需請分署長釐清當初放入此計畫的用

意。 

  



2. 陳繼鳴分署長： 

 19處交流道特定區議題基本上是附帶的，為什麼會針對交流道特定區，

因為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針對這種交流道特定區，擬定特定區是有

他當初的想法，在功能性方面:有些扮演交流道轉運的特色，因為它的

可及性高，所以有一些針對它的轉運功能是設計成這樣子，有些是要維

繫交流道進出的聯絡道路，因為它是要進出高速公路，周邊也不要變成

是要鄰接著都市化發展，所以他是要控制它。擬定都市計畫的時候都是

農業區，所以要管制這個地區不要做高強度的使用，造成周邊道路壅擠，

進出高速公路受到影響。 

 都市計畫委員會認為已經做了這麼久，而且這個計畫從來都不是固定的

計畫，都是地方的計畫，那地方的計畫從當初研擬到現在，經過通盤檢

討，可能性質都改變了。就像剛剛講的，很多都劃設了住宅區、商業區，

又複製成一般的都市計畫的方式。這部分在做國土規劃的過程中，應該

針對當初劃設的 19 處特定區，針對定位上重新檢討，所以我們想說是

有連結。因為做國土計畫不只是全國，它會指導到各個縣市，這 19 處

特定區所在縣市的國土計畫，那在它的城鄉發展模式中，針對既有的都

市計畫可能有一些指導性的原則，請他去檢討，當初的說法是這樣子。 

 分署早上的會議我們三個區隊(因為東部沒有)針對 19 處特定區已經有

初步的分析，分成幾種類別；有些純粹管制型、有些是有功能性，這幾

類挑出了七處(從北到南)做基本資料的調查、衛星影像的比對，從違規、

現況使用、計畫使用及裡面的人口成長、產業成長都做了分析，這裡面

有些確實已經變成地方化的都市計畫，那這部分如何在這邊有空間去做

調整，還是說有些尚未轉變的。甚至有些劃設很多所謂貨運轉運中心但

卻沒有去做，這部分要不要再去強化。周邊的都市計畫陸續透過新訂或

擴大的方式，已經與原來特定區相連，那部份如何做整體的考量，這部

分我們已經有初步的建議。區隊目前都有這類的資料，後續的處理應該

回到那 19處交流道需要做個別指導的部分。 

 下次開會時，或事先安排彼此對話，因為負責這個部分的是營建分署的

城鄉課，而國土規劃是區域課負責，所以這個部分也需要做一點溝通，

後續談到這個議題要連結到城鄉課去做處理，所以這部分你們掌握到方

向、脈絡應該會比較放心。 

 另外，回到剛剛議題式的部分，剛剛老師亦提及今天是初步做一個意見

交換，我們其實很期待。現在大家把國土規劃看成萬靈丹，我們也想要

扭轉､面對現實，我們現在國家如果要重新擬一個國土計畫去處理問題，

大概有哪些問題是這次要放進來的？其實問題很多，什麼樣的問題都有，

從裡面要抓出幾個比較急迫或是重要性要放進來的，那可能要經過智慧

去做篩選，之前都已經談過，這部分要做最後的抉擇，哪些議題要進入

規劃，進入各個章節中所關聯到的議題是哪些？希望有一個程序儘快收



斂。這部分後續會引發更多的討論，因為我們自己決定了別人不見得認

為是重要的，例如：社會住宅在我們這次國土規劃要否鋪陳這件事，有

很多需要再進行討論。除了這個平台外，還有更大的平台我們要去進行

溝通然後再收斂，不是我們關起門來決定如何就如何？終究是我們端出

來接受外面的批評之後再做決定。 

 目前的統計單元已經改變，以前的統計單元都是從村里、鄉鎮、縣市、

全國這樣一個行政區的統計單元，現在是學習美國使用街廓的概念，街

廓可大可小，裡面規範有多少人或多少家戶可以形成最小的統計單元，

目前的資料已經按照這種方式在處理，這是國內很大的變革，也請我們

同事儘快瞭解、整理，後續對外提供給相關所有團隊，像人口以前都跨

行政區，實務上分派不知道怎麼做，現在統計單元類似街廓的概念，好

像比原來的村里更小，這部分會再透過行政系統去掌握，裡面很多社經

的屬性會從這邊反應過來，提供大家參考。 

3. 劉小蘭老師： 

 剛剛提到的特定區計畫，這個問題除了本身開發的問題，還有來自地方

政府的壓力，一線之隔，兩邊的開發情形不一樣，未來而言特定區來講

是要跟都市計畫一樣的分類過程。中部地方(如:彰化､王田交流道地

區…)都已經與都市計畫相連，涉及在未來國土計畫其定位為何？這個

問題蠻嚴重，尤其地方政府的壓力非常大。 

 部門計畫以公共設施這類來說，除了學校少子化情況下，關於公共設施

保留地，是否要在這次國土計畫一併處理？ 

 能源政策的部分，實際上不管是供給或綠化能源的部分，已經有許多政

策、環評在進行研究，他們已經有劃設出剔除哪些原則，那土地而言:

海岸、離岸、農地…在其政策之下，未來國土計畫如何與之配合？ 

4. 林建元老師： 

 這次書面資料裡面有蒐集很多產業用地資料，用地的定義常常很大的誤

解，把工業用地分成都市計畫用地工業區及丁種建築用地再加工業局的

編訂再加…，完全錯誤的分類方法。經濟部工業局編定的工業區不是屬

於都市計畫工業區就是非都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我們現在台灣的土地

使用管制系統中，分成:都市計畫管制系統、非都市、國家公園，基本

上國家公園裏面不會劃設工業區所以他沒有這個問題。從計畫供給體系

而言，所謂工業用地只有兩種:非都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或都市計畫工

業區。至於今天講那麼多的工業區中，有整體開發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包含:工業局、科學園區、環保署…，這些就是有整體開發的工業用地，

但基本上總量上不會超越，因為仍是屬於前面剛剛兩種。我們講的是兩

個不同的概念，一個是規劃 planning supply system 跟 control，另



外一種 development是開發的系統，因為國土計畫影響很大。不知道資

料中為什麼會有這種數字，最早研究產業問題的人都是學經濟的人，他

們不瞭解所以三個加在一起當作三類，我建議後面把它調整過來，這是

資料的部分。 

 人口部門是負成長，是不是該採用負成長的觀點策略而非成長觀點策略，

剛剛說學校不需要那麼多，那住宅或其他設施呢？我們現在都在總量，

總量減少是否分量就減少，不一定，如日本，都會區還是會成長，鄉村

衰敗更厲害，但加總還是減少，到底要用哪一種，每個地區也不一樣，

建議除了總量估計還有空間分布量的情形也需要去找出來，這也會影響

後續公共設施、基礎設施的配置。 

 裡面的資料有部分是事實或是判斷性，就會某整程度有好壞對錯的判斷

在裡面，舉例而言:產業用地，有多少閒置，於是就是開發過度，閒置

率零才是對得嗎？一定的閒置率才是健康，真的沒有閒置率才要小心。

看閒置率是看全台灣總的平均，但去看分量，空白最多、閒置最高是屏

東、雲林、彰濱…，去看北部幾乎閒置率接近 2 或 3，表示:其實去看

閒置率的意義，各區域代表的意義完全不同，南部雖然有劃定但開發不

成，因為環保問題，雖然有規劃但無法開發，永遠開發中。因為帳無法

解，像核四廢在那邊，但它還沒有結帳，所還是開發中核電廠；彰濱工

業區也是這樣的問題，找那麼多的數字要做專業的判斷，建議可以再討

論不用立即下結論。 

 名詞的使用建議定義清楚，剛剛簡報土地使用時，山坡地的定義與一般

法規的山坡地定義不同，從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山坡地開發

建築管理辦法的規定來看:山坡地(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 3 條定義)

是標高 100公尺、坡度 5以上，因為用詞的關係而有所區隔，所以用的

到底是何種名詞(農業、土地使用管制…)？建議可以一致化。 

 19 處交流道特定區完全是運輸導向，原來是針對高速公路的機能，高

速公路下來，交流道是與地方道路的接軌，確保交通順暢跟充分運用交

流道的區位優勢，所以劃了很多物流園區，但實際沒有做物流的。今天

再去看這問題，因為時代轉變，今天的物流與以往的物流不同，因為電

商發達的結果，現在實體商店越來越少，但是物流的倉儲越來越多。現

在多數工業區轉型都在蓋物流、倉儲，所以在土地使用的結構上有很大

的變化，物流產業在轉型，當初規劃的物流設施並沒有好好被利用，並

不是我們不需要物流，而是物流產業的需求越來越成長越來越快，因為

與電商發展有密切關聯，可以有策略性的思考。 

5. 童慶斌老師： 

 水資源的部分，一､現況水利署有個分區水資源現況的評估資料，那個

資料可以做為現況基礎，二､水利署已做了全台灣北､中､南､東的氣



候變遷的風險區，也可以作為基礎、參考，偏差不會太遠。兩個是很清

楚的資料依據。國發會因為溫室氣體減量法(溫減法)，氣候變遷調適政

策綱領，下階段由環保署啟動跟國發會配合，未來各部會應提報相關的

風險地圖及相關措施配合，現況可以做後續要更完整的結合。 

 雖然是針對氣候變遷，氣候變遷的風險有兩個:現況風險及氣候影響的

風險。現況風險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將來可以去搭配各個領域，包

含:農業、水資源部門、淹水防災部門、公共衛生部門…等，都應該有

這個資訊，這樣在搭配國土規劃的時候才會很清楚，先以現在的基礎做

更好的資料整合，這個部分可以藉本計畫去執行。 

 因為科技部很保守，做了風險地圖不敢拿出來，建議由科技部提供方法，

各部會配合，如果這可以成形，與國土計畫才能扣接，不過扣接之前現

階段，以水利署而言，淹水其實這部分已經都有資料。 

 氣候變遷的策略很多名詞沒有一致，報告裡面策略就到行動計畫，其實

將來在氣候變遷的調適，包含:現在行政院通過的行動方案，基本上是

策略、措施才有行動計畫。根據溫減法所有部會每年都要提報相關的措

施，思考一下將層級把它對準，策略是將來發展的大方面，措施稍微細

一點但沒有具體的量，行動計畫是有量的，譬如:節約用水措施，台北

有節約用水計畫，每個地方有行動計畫，每個行動計畫就很清楚量是多

少，兩者是有對應關係，乾脆在層級上一開始就交代清楚，如果要對應

的話，這樣如果要把資料翻到那邊去相對會簡單。 

 策略-措施-行動計畫，strategies-measures-action plans。 

 除了風險地圖之外，糧食部分農委會應該有空間分布資料，糧食自給率

評估適當糧食生產，糧食作物的制度、種類、全台灣的分布、農業水資

源…，農委會的資料可以補充。 

6. 陳繼鳴分署長 

 共同用語可以釐清，有些資料的分析，很多內容陸續再談比較精準，那

塊我們後續慢慢收斂。議題對應到何種策略、措施，會陸續出來，甚至

要由哪個部會主管，以前的國土計畫從來沒有人會去想這件事。國土規

劃在我們深切的體驗裡，絕對不是內政部營建署一個單位就能全部做出

來，絕對不可能。剛剛講的光是災害地圖需要很多部會需要貢獻心力，

其實國土規劃有很多東西，各個部會要把它框起來，甚至很多的 action 

plans，國土計畫裡面也要釐清該做的事，國土計畫也要做一些處理，

議題、用語、資料精準地處理，相關單位的責任及未來要扮演的角色，

至於後續是行政部門審議的程序。再說，各部會有意見可以送入行政院

進行仲裁。 

 像水資源的部分，淹水潛勢是水利署要做，可是他一端出來就幾十種樣

態，主管機關應該說明在現行條件下哪幾個有洪氾危險地區；或是農委



會在國土空間糧食安全下，現階段到底有哪幾個農地條件符合的我們要

去把它留下來，這部分農委會要告訴我們；還有原住民那塊，原住民聚

落現在劃為鄉村區，後續該如何處理？這些都是目前在模擬的過程中碰

到的。水資源也一樣，水資源在供給就涉及後續城鄉發展夠或不夠，水

資源管轄與工業局都同屬經濟部，這部分不該送到內政部仲裁，應該在

經濟部送出來之前就處理，這是部會間應該處裡的。部會之間的權責與

國土計畫該怎麼連結？在國土規劃後續的問題及採取的手段及程序，透

過審議的過程後續處理，判斷過程與議題的拿捏需要徵詢更多意見，但

應先擬定一個方向，再徵詢外界的意見。 

7. 劉小蘭老師 

 就我們這個計畫而言:社福體系要到何種地步？譬如:剛剛說的社會住

宅這個問題，國土計畫要細到何種程度？尺度是到哪裡？是要把所有東

西都要解決掉嗎？還是先把土地利用？以及定位先定位清楚。否則在大

家有各自專業的情形下，會細到什麼樣的地步…。 

8. 陳繼鳴分署長 

 現在還有一個要釐清的，現在在國土計畫中分兩個層級，全國 level

還有縣市，這兩個一定有差別。有一些是整體性、原則性、策略性，這

就是全國的部分要有政策明確指導，例如:水資源、防災或氣候變遷，

有一些原則性的東西，起碼在策略要提出。乃至於縣市要按照這個再去

擬定量，或者如何安排，是這個 level要做的。不過現在是第一次在嘗

試，以前沒有，全國是有，縣市只有個別都市計畫當然要釐清，後續如

何輔導去做？先前有委託國土中心做了縣市區域計劃的手冊，以縣市層

級的尺度有一本初步手冊的規範，各縣市國土計畫大約也是這樣的

level，可能要修正調整，這兩個層級一定要有差別，全國不可能做到

各個縣市。 

9. 黃書禮老師 

 國土計畫中，全國是以 policy guide line 為主，扮演引導、指導的角

色。 

10. 蔡智發老師 

 未來人口總量到底定位在什麼？人口總量有各種各樣預測，其實做預測

也未必準確，牽涉到未來很多政策的影響，沒有辦法有對的答案。但在

做計畫時人口總量的基礎很重要，牽涉到後續的進行，包含往成長方向、

產業…都會影響，大家要有統一的共識，這個人口到底是哪種趨勢。保

險的作法是有上位或分析的架構，像國發會已經有計畫在做人口預測，



大家是否贊同以這樣的目標，以國發會的數量往下繼續進行計畫，不然

大家討論各種可能性，沒有基礎可言。 

 贊成林教授的說法，不論產業、工業區....等，就算人口總量減少或發

展萎縮，但很多地方還是需要發展的(都會區或是產業興盛的地方)，這

些地方確實可能需要更多土地發展，如果僅以總量來看，可能表現不出

來，所以要看個別地方。 

11. 陳繼鳴分署長 

 人口部分，全國國土計畫針對人口還要針對國際移工去算嗎？這部分可

以再討論。國發會以世代生存法去算，雖然沒有百分之百準，但趨勢不

會變太大，我們人口已跌到 1以下，低於 2的時候國家面臨人口一定會

開始往下降，這是沒問題。世代生存法做出來的，如果是 2這個國家人

口穩定，不增不減，我們跌到 2以下人口一定會往下降。所以人口往下

降之下，負成長的策略，是否人口的因素會決定所有事情都要減少，未

必，而且還有空間上分布不均的問題，這是後續要去確認，即便人口老

化、少子化、勞動力減少，影響到國土計畫空間上的是哪些？那在空間

上如何分布？ 

 裡面有很多事情要處理，從議題歸納到這邊做連結也是一種方式，所以

人口部分基本上還是 follow 國發會做的總量。要不要考慮國際遷移？

這個很部分也很敏感，可以引發議題去討論，扶養人口比越來越高，這

個部分是很麻煩的事，這塊要另外會去處理，以國發會的為基礎，把台

灣當成總體性，量出來之後再去分派，終究人口少不是所有的未來都要

少，有些有產業的需要，有些是公設跟提升服務，國際競爭力…有一些

可能要增加，這塊可能後續要去接觸。 

12. 林建元老師 

 建議後續針對議題的部份去蒐集，同樣的資料去解讀或是談論不同的議

題。國科會或科技部有許多少子化、老年化研究報告，也提出非常多問

題，把他們討論過的議題來探討，可能這樣比較快，也可以趁機去檢視，

很多議題他們討論的方向也未必可以接受。針對問題的性質先收集，以

後再去分類，有些東西不需要在這裡講太細，像社會住宅應該留給各都

會區去解決，我們應該是從住宅策略的層次。 

13. 黃書禮老師 

 今天只是檢視基本資料的蒐集，下個階段才是議題的討論。 

 目前因為暑假期間，所以先請兼任助理進行資料的初步蒐集 

  



14. 王千岳老師 

 國發會的人口估計沒有做各縣市政府的是整體的，對於在做規劃時，城

鄉差異非常巨大的情形下，各縣市的部分可能要想辦法做一個推估。 

15. 劉小蘭老師 

 全國區域計畫時，有分配到各縣市的人口，有那個資料。 

16. 陳繼鳴分署長 

 我們有一個網頁，所有資料都會累積在那個地方，包含 19 處交流道特

定區，有些資料陸續掛上網頁。 

17. 康至欽科長 

 分署有兩個平台，有對外及內部工作使用，對外參照現在全國區域計畫

有專頁，國土計畫部分包含歷次會議資料、會議議程、會議記錄、後續

國土計畫草案內容，對外民眾參與或專家學者座談會都會在網站上呈現。

內部大家分享的雲端硬碟，有邀請各個團隊提供 mail 資料，歷次的會

議資料包含:過去相關的計畫成果都會放上去，有任何需求都可以直接

下載，各團隊歡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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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配合事項各機關研商會議 

會議記錄 

壹、 日期：105年 9月 6日下午 14:00-16:30 

貳、 地點：營建署 601會議室 

參、 主持人：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陳分署長繼鳴 

肆、 參與人員：（詳簽到單） 

伍、 規劃單位簡報：（略） 

陸、 會議發言紀錄： 

一、 主席 
（一） 本次主要係延續六月份的會議，續請各國土計畫相關部會來進行協調會

議。由於國土計畫今年已緊鑼密鼓的展開，預計今年年底以前會產生初

步的結果，至明年二、三月則須提出初步的草稿，時程相當緊迫。因此

針對上一次署內邀請之相關部會，針對上次的會議結論繼續研商。 

（二） 由於第二案情事比較單純，因此先討論第二案之內容。第二案為本次部

門空間發展計畫後續完備之程序，今日為第一場，後續根據修正及回應

的程序再來召開下一場次。 

二、 交通部 
（一） 若照目前議案安排時程，可能九月中就必須提交計畫內容，但會後僅有

約十天之作業時程，略為緊迫。 

三、 承辦科 
（一） 希望可以在今年將部門計畫資料提出，所以不會僅是十月上旬會議即確

定內容。本次會議原訂應在八月底召開，所以各單位會覺得時程較趕，

因此建議是否將下一場次會議往後延半個月召開，但還是希望能夠達成

在今年底完成部門計畫之目標。 

四、 主席 
（一） 今日會議須修正及提交之內容，協請各單位於本月月底提交，再視提交

之情形及內容來安排十月份之會議。 

五、 經濟部礦物局 
（一） 由於本次部門計畫似乎主要是針對設施型的內容，對於礦業這種資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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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似乎沒有著墨的部分，不知道上述類型的部門計畫應放置於本次

全國國土計畫的哪個部分？ 

（二） 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四條第三款規範國土空間發展策略應載明事項第

三目中，有包含全國海域範圍內之礦業資源利用等之保育發展策略，但

似乎僅止於海域，不知是否可以提供署內之窗口，已進行後續的請教。 

六、 主席 
（一） 礦物局目前認為現行討論僅在海域內之礦物，應包含陸域的礦物部分應

屬可行。本部份需求再請承辦科進行釐清，看其內容應放於哪個部分或

需增加項目範疇。 

（二） 第一議題部分，由於上次已召開過會議，針對內容進行調整。建議本次

討論的項目與子項由本署進行制定，細項部分則交由各主管機關來斟酌

是否要調整名稱或增加項目。 

（三） 目前農業部分只有農業產業園區這一塊，有關農業發展政策不知道是否

有需要補充。而國土計畫功能分區有農業發展區，對於該區農業規劃佈

局，應該有更廣域的討論。 

七、 農委會 
（一） 農業未來的部門計畫將會參照現行全國區域計畫的農業部門計劃來進行

撰寫。當初全國區域計畫即是按照農林漁牧業來進行編寫，因為部門計

畫是為了土地利用型的計畫，因此應不僅限於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單項的

內容，應包含農林漁牧甚至休閒農業等皆納入說明。 

（二） 另，有關交通運輸業的漁港部分，上次會議有建議應該項應是作為漁民

停泊或卸貨之用，是發展漁業產業之所需，因此建議不納入運輸而應改

為農業項目之一，在全國區域計畫內該項亦是放在農業項目進行論述。 

八、 主席 
（一） 現在漁港由於其「港」的性質，因此放入交通運輸進行論述。但是漁業

本身重點應不在運輸而是產業所需，工業港、商港應也有同樣的疑慮。

因此建議上述內容應回歸該部門計畫之內容，而非放入交通運輸部門，

較能進行整體論述。未來若有需要將所有港口納入交通運輸部門之必要

性再來進行調整。 

九、 經濟部工業局 
（一） 工業專用港於設計時皆有其特殊性，主要配合產業園區的營運需要來設

置，且工業港區有專港專用的性質，跟交通運輸供大眾運輸的性質不

同，因此建議有關工業港區的部分亦建議納入工業產業項目。 

十、 主席 
（一） 尊重各單位考量，漁港回歸農業部門，工業港回歸工業產業部門進營整

體關聯性論述。 

十一、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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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業局係以產業發展政策來進行未來空間分配的說明。就經濟部轄管之

內容，除了目前所列的項目外，另應納入加工出口處的部分。在本局 9

月 2號的意見部分，針對目前的細項內容，以製造業而言定義較廣，產

業或軟體園區也應於該項目下，因此建議產業園區應單獨列或併入製造

業項目下，本局尊重署內意見。 

十二、 主席 
（一） 產業部分，在國土計畫的觀點而言，應討論產業轉型或輔導產業內容，

應不會僅列出產業設施項目的區位空間。部門計畫內容應可對應各部門

之施政白皮書或綱領的層級可能較為妥適。 

（二） 以產業而言，應討論未來產業轉型後的核心發展工業來進行討論，以工

業局而言，有一個產業政策組，針對未來國家發展產業需求及規劃，較

像全國國土計畫會討論之內容。未來到各縣市的國土計畫，再按照全國

國土計畫的原則來扶植相關產業。以目前的未登記工廠的輔導，面臨不

知如何取決產業的內容，可透過其是否符合目前國家產業政策來進行輔

導，例如：省水、綠能、低汙染等產業類別，從產業發展的內容再來去

指導其空間區位及內容。 

（三） 建議各部門計劃應可參考各部會的施政白皮書或綱領來進行部門計畫之

研擬，例如：經濟部之水資源綱領等，裡面談到未來水供需之分析來符

合國家人口產業之需要，政策引導分階段規劃應設置的平地水庫等設

施。 

十三、 營建署綜合計畫組蔡科長玉滿 
（一） 國土計畫法在第九條中明列全國國土計畫應表明事項，其中一個項目即

是今日討論之部門計畫，主要是希望可以跟其他部門政策可以進行連

結。所以各部門政策不論是施政白皮書或綱領，其關於土地使用或空間

發展結構相關之事項，擷取進全國國土計畫，並藉由國土計畫的討論平

台作為各部會了解彼此計畫的程序，而非僅討論有明確位置之工業區或

其他設施位置。 

（二） 部門計畫之項目建議應回到各部會政策應表明之程度及內容，依該部門

整體政策作為出發點來思考。以農委會提到之農業範圍，應不僅止於農

業園區，而應包含農林漁牧的產業發展，這樣的整體發展方向較為符合

國土法想要表達之政策意旨。工業的部分由於六月會議資料可能誤導各

單位的思考方向，工業的範疇應不只侷限在目前所列之園區，建議不管

從製造業、石化產業等經濟部主管之產業類別，未來的發展方向是否需

要調整或維持，再以此為基礎進一步調整其「量」及「區位」。 

十四、 主席 
（一） 建議調整部會計畫之內容，不應落入太細的設施項目，而應回歸整體發

展政策涉及之內容，引導後續各部會政策推廣，進而再連結到以農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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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糧食安全，最後若入國土計畫應保留多少農地或農業發展用地。或

以產業而言，其產業政策連結到相關產業規模，或按其產業類別（如：

需有地緣性），來進行空間發展需求之衍伸，在後續開發時可做為參

考。 

（二） 適才工業局提到的加工出口處，建議應往上思考其因應產業國際貿易所

產生的加工出口需求來進行鋪陳，非僅針對加工出口區，而是整體產業

政策來扮演更多的角色。 

十五、 經濟部工業局 
（一） 就主席提示內容，應就產業整體發展政策來進行部門計畫之鋪陳，包含

更上位的計畫發展，但就目前細項內容來看，其不同產業應包含不同的

產業類型，以軟體科技園區部分，就目前規劃是放在服務業， 

（二） 但就目前主席指示，其應只為產業政策的不同類型發展，建議此部分應

併為工業部門。就目前產業整體政策部分，目前規劃是希望可以導入

「適地性」，就該地區的資源及外在環境因素，產生群聚資源效應，未

來撰寫部門計畫時將朝向這個方向來努力。 

十六、 主席 
（一） 若部門計畫之寫法對於不同項目之細項內容是整體關聯性一起寫，尊重

各部門對於細項調整之建議。以經濟部而言，應回歸其促進產業升級條

例之框架來撰寫，從整體框架來看產業政策，包括工業區閒置、開發再

利用等，都應在政策的包裹裡面進行論述較為完整。 

十七、 科技部 
（一） 科學園區的設置係依照「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後續會依主席

之政策說明，後續針對科學工業的政策及相關空間發展來撰寫。 

十八、 主席 
（一） 電力依照經濟部建議移到公共設施部分，該調整予以尊重。礦業部份則

是建議刪除，但礦業部份目前應置於何處探討？ 

十九、 承辦科 
（一） 依照經濟部前次回應之內容，主要敘述礦業由於其沒有替代性，且須依

其富存地區存在，建議不在部門計劃載明，而是透過國土計畫四大功能

分區中之使用項目來進行管制，適地適性來進行發展。 

二十、 主席 
（一） 由於礦業有其不可替代性及區位特性，以石灰石而言僅在東部才有，之

前規劃之和平水泥專業區，現在政策又希望不要設立。而在國土計畫中

產業部份對於這種適地適性之產業內容應有所著墨，針對其是否應開發

及其開發注意事項等，應從部門產業觀點來談。 

（二） 以水泥產業而言，由於其主要原料石灰的開採對於自然環境有一定的破

壞性，但是為了開發又必須有石灰的支持，之前亦曾到行政院進行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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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決定石灰的開採僅以內需為主，外銷也有制定須在一定比例以

下，以保護我國環境資源。因此針對水泥的使用量或者是未來發展趨勢

（如：進口石灰），在礦業部份需要進行一些鋪陳，來指導後續的土地

利用及區位。 

二十一、 經濟部礦業局 
（一） 國土計畫法第四條第五款的部門策略有將礦業及土石進行刪除，目前局

內討論尊重署內的調整。唯，如果這部分移除那是否可以在第四條第三

款部份有可以著墨發展的空間，但是第三款的條件又僅限海域，因此礦

業部份想要知道可以放在何處進行討論。 

二十二、 營建署綜合計畫組蔡科長玉滿 
（一） 關於採礦政策建議仍留在部門計劃內。 

（二） 施行細則第四條第三款部份主要係在解釋母法第九條之內容，是為了闡

述國土空間發展之定義而將海域部份內容進行說明，而非指陸域就不用

寫。建議礦物局將相關政策進行統合放入部門計畫。 

二十三、 主席 
（一） 目前細項部份很多是「業別」，由於部門計劃主要是談整個部門未來的

發展政策，因此建議不要落入「業別」內容。 

二十四、 承辦科 
（一） 服務業部分由於簡報製作疏漏，未將「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刪

除，因為主辦機關認為此類主要為市場導向，對於目前大多是設施型的

內容較不相符因此建議刪除。另於同項內容新增「觀光旅館」。 

二十五、 主席 
（一） 對於市場需求導向此一情由似不妥當，以方才礦物而言，其也需要市場

需求才會有開採。主要是此一項目主辦機關對於產業未來需求及方式為

何。 

（二） 以物流而言，由於其會與交通部或轉運場站有關聯，無論是機場、港口

或交流道周邊地區，有其區位特殊性才有辦法與物流進行集散，因此應

該對物流產業進行規劃。以往曾經規劃１９處的交流道特定區來安置物

流貨物集散設施，未來倉儲物流應為一重要發展產業（例如：航空

城），主管機關從空間上面應如何輔導或連結。 

二十六、 經濟部 
（一） 商業司因今日無法派員，當初會建議刪除「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

業」是署內提供之建議，商業司評估本項除市場導向以外，且難以進行

後續的空間分派。 

（二） 物流部分會後會再請教商業司評估納入部門計畫之可行性。 

二十七、 交通部觀光局 
（一） 依照發展觀光條例，觀光局權管相關產業包括觀光遊樂業、觀光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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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民宿及國家風景區等涉及到土地使用及空間發展部分，之後將照主

席所說參考全國發展策略或白皮書等內容進行撰寫。 

（二） 由於部門計畫較為上位階，目前細項中是擺觀光旅館業，其涵蓋層面較

小，會後將統整整體觀光旅遊發展內容，並視後續內容提報後再訂細項

名稱及內容。 

二十八、 主席 
（一） 金融保險目前的主管機關應為金管會，針對未來若有災害潛勢的地區，

若要施做公共建設有涉及到保險的問題。過往國內保險類別較少，國外

會有保險業進行相關保險，會有潛在的災害發生機率。此類保險在國外

較常有，國內現有的保險機制尚未有相關內容。之前會議有金管單位表

示保險產品種類並非主管機關可控制，若無市場也不會出現相關產品。

目前先同意把金融及保險業此項刪除。 

二十九、 交通部 
（一） 部門名稱部份，由於交通部目前有含括觀光、運輸等項目，後續提報時

將分別檢送。目前項目內容依照本部意見修改為交通運輸，但是依照國

土計畫施行細則，其原本條文內的名稱是用「運輸」。上次會提修改為

「交通運輸」主要係因為尚包含觀光之內容，若現在觀光部分單獨處

理，則建議本項目應回歸施行細則的名稱用「運輸」，此項就單談鐵公

海空不談觀光。 

（二） 上次會議提到捷運及鄉、縣道部分，建議不列入全國國土計畫載明，而

是列入縣市國土計畫進行規範。以捷運而言，雖建議由縣市國土計畫進

行處理，但是在整體軌道的上位發展概念仍是會提到相關內容。以交通

部目前的一日生活圈發展概念中有提到西部是以「軌道運輸為主，公路

運輸為輔」，其中軌道部份就會提到高鐵、台鐵及部分捷運之內容，但

較為細項的捷運空間發展則是建議回歸縣市國土計畫處理。 

三十、 交通部港務公司 
（一） 本次有增列港埠公共基礎設施與港埠營運設施之細項，此外希望可以保

留本來提具的「商港」概念。因為商港涵蓋整體施行政策的經營管理及

基礎建設規劃，若僅保留基礎及營運設施之文字，恐無法涵蓋整體商港

的規劃。 

（二） 另，商港已包含國內與國際港口部份，建議國際港口之細項內容刪除。 

三十一、 主席 
（一） 尊重主管機關之建議。交通運輸項目名稱建議修改成「運輸」，道路及

軌道系統內容請交通部進行整體內容鋪陳安排，就政策整體面進行整

理。 

（二） 港口原在此次的資料總共分成工業港、漁港及國際港口，前兩者歸回到

各該產業部門，國際港口則回歸到商港內容，就各該主管機關之內容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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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進行調整。 

（三） 住宅與城鄉發展部份，目前安排僅有社會住宅及都會公園，是否要針對

城鄉發展（如：都市計畫等）、區域計畫與人口影響之類的，是否有需

要放入相關內容。 

三十二、 營建署國宅組 
（一） 在 104年 9月 5號行政院有核定「整體住宅政策」，其主要的方向就是

「住者適其屋」，其內容主要是住宅補貼還有社會住宅的推動。在 6月

的會議上有提供過意見，針對空間部門上我們主要就是針對社會住宅將

地方政府的需求及資訊配合提供相關資料。 

（二） 這次住宅部分增加社會住宅的細項可以呼應到目前總統 8年 20萬戶住

宅的政見，可以配合主席裁示將整體住宅政策方向進行研提，至於興辦

的部分則是交由地方層級處理。但是如果回歸到整體住宅政策可能就不

會有一些數據量的呈現。 

三十三、 主席 
（一） 建議回歸到「整體住宅政策」之內容，由於住宅政策內容很多（如：合

宜住宅、青年住宅等），從整體政策衍伸出來的住宅工具，建議進行整

體性的描述而非僅止於社會住宅。 

（二） 後續提交內容都會再經過審議及討論的過程，屆時內容足夠與否會再進

行協商過程。 

三十四、 承辦科 
（一） 重要公共設施項目下醫療設施子巷內的細項「區域醫院及醫療中心」為

筆誤，應為「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此為參照目前醫院分級來列。 

（二） 公立醫院與公立護理機構，衛福部有提出意見說不太理解此項之內容。

規劃單位。主要是針對地方上不同層級醫院，針對防疫、救災或地方緊

急醫療需求，公立護理機構則是衍伸的需求。這部份建議由後續衛福部

整體計劃來進行項目調整。 

（三） 衛福部有建議增列長照設施項目，細項部份則是長期照護機構及社會福

利設施，規劃單位認為也可以依照主辦機關意見進行修改。 

三十五、 衛生福利部 
（一） 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建議應將此項刪除。因為此項內容在每年是一個浮

動的現象而非固定值，以區域醫院而言，大部分是由私人設立其不具有

公共設施之性質存在。且民眾在就醫上不會因區域醫院或醫學中心而作

為就醫的依據。 

（二） 有關公立醫院、護理機構以及長期照護機構單位在衛福部是由醫服會及

照護司所主管。有關區域醫院部分由於本部過往都依照醫院級距的慣例

在進行執行，認為把區域醫院獨立出來似乎無此需求。 

三十六、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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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衛生福利部目前針對醫療的部份是否有整體政策，或者針對醫療部分有

哪些需要檢討的部分。因為過往依照醫院的分級健保也會有不同的收

費，我國在此方面相較於其他國家醫療品質已經相當不錯，但以長照部

份，是配合高齡化所需要提出的政策概念，不知道現在對於醫療部分後

續是否還有政策內容？  

（二） 細項部分調整予以尊重。 

三十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一） 本署日前有函請希望將長照及社福設施列入重要公共設施的子項目。因

為長照設施跟社會福利設施是不太一樣的，會將長照設施獨立出來主要

是因為他不屬於醫療又不屬於社福。 

（二） 建議在子項部分可再增列一個社會福利設施，細項部分將視後續內容再

進行文字上的處理。因為老人安養中心不屬於長照，但是老人養護中心

就屬於長照，所以還是有類別上的不同 

三十八、 主席 
（一） 醫療在我們國內應多已到位，因此此部分尊重衛福部的說法予以移除。 

（二） 社會福利及長照設施部分尊重主管機關增設，還請遵照前述的整體政策

內容來進行撰寫。 

三十九、 承辦科 
（一） 針對醫療設施部分其實有一些疑慮，若目前將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等刪

除掉，就目前認知中此應為非常重要的公共設施，尤其包括像離島或偏

鄉地區，想知道衛福部在醫療這一塊，在目前空間領域是否有任何想法

或政策投射到空間來，雖將目前細項名稱移除，但仍請考慮參照類似交

通部於觀光設施之內容，於此項目針對醫療設施項目詮釋後續的政策內

容。 

（二） 目前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有關部門計畫部分，有針對區域醫院及醫學中

心來進行陳述，包含發展目標及願景、發展預測及課題分析與空間發展

分析與空間構想，對照到本次提出希望將此項刪除，對照到整體醫療提

供的分布是關乎到國土發展的重要因素，就現在健保制度也有希望可以

有一分級的發展，因此此項應仍與空間發展有關連。 

四十、 主席 
（一） 醫療設施應有其不同的服務範圍，其服務區域的大小在空間上應有其必

要性的原則，也容易檢視此體系是否完整。 

四十一、 衛生福利部 
（一） 在本次細項中的公立醫院與公立護理機構，本部照護司及醫服會並無意

見，建議依照上次會議結論，不增加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的細項。 

四十二、 主席 
（一） 醫療醫院是否有分等級，或者就不分公私立機構來進行整體醫療設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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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連。因為不同分級的設施在空間上面就會有不同的服務範圍，這就會

跟公共設施的服務會有關聯，若把該項移除，則該等級的醫療是否就不

見了？ 

（二） 若醫療醫院有分等級，則各該等級的醫療設施、資源、人力及病床數

等，是否有其上位政策之指示。主要關鍵會是在醫療等級而非細項的名

稱，將目前的政策內容放入。 

四十三、 衛生福利部 
（一） 醫院的層級與病床數並非有正相關，因此目前已解除此項相關性。 

（二） 若依照醫院等級會分成區域醫院、地區醫院跟醫學中心。醫院又依照其

教學等級分成教學醫院及非教學醫院。 

四十四、 主席 
（一） 若醫院有分等級，則在全國的分布上就應檢視其設置的平衡性，因為醫

療應具有公平性，因此在資源配置上就可以檢討各區域的平衡性，在空

間關聯上應有其關聯性。 

四十五、 營建署綜合計畫組蔡科長玉滿 
（一） 國土計畫法在研擬的過程中，曾與衛福部討論在區域性部門計畫中要表

達什麼。衛福部代表有表達出目前政策以非在增加病床數，在中長程計

畫已轉成改善醫病關係等，跟空間或土地使用差距較大。但其中有提到

針對偏鄉以及離島的醫療在地化，這跟空間應有其關聯性。建議會後再

跟衛福部討論醫療政策在部門計劃中應表達什麼。 

四十六、 台北大學施博士慈魂 
（一） 從國土空間發展議題而言，若衛福部為台灣整體醫療政策的擬定者，則

衛福部整體的醫療政策，以適才蔡科長所述，有一個落實偏鄉醫療之內

容，則證明其在空間分布上仍有不足，所以希望能夠進行資源均衡配

置，但此項內容必定會牽涉到土地的使用。 

（二） 若上述內容有牽涉到土地的使用，則會回到區域醫院或醫學中心的設

置，若政策中沒有此項存在則無從寫起。 

四十七、 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江副執行長瑞祥 
（一） 目前衛福部所提出之內容是假定目前國內醫療使用已定型，不再有任何

的擴建。但以前幾年而言，國發會也有提出自經區的概念，自經區內的

國際醫美及醫療的新興需求應有空間、用地評估之必要。 

四十八、 衛生福利部 
（一） 目前確實還是有醫院擴建申請案，大部分都是由地方來進行審查，再送

至衛福部進行審理。 

（二） 有關醫美的發展多以現行醫院為主，無法預估以後是否會有擴建的需

求，依照現行國際中的醫美服務則多以目前醫美進行擴建來辦理。 

四十九、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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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因為目前現行以醫美或健檢而言，除了醫療以外可能還會結合特定地區

來進行旅遊或相關休息娛樂服務，這部分應該有需要規劃。 

（二） 此部分尚有許多有待釐清，再麻煩與衛福部這邊進行接洽。 

五十、 教育部 
（一） 於區域計劃時由於大專院校以下多屬地方自治，因此區域計畫也是維持

大專院校做為內容。上次會後也有跟國教署進行討論，但仍是認為大專

院校以降比較屬於地方自治事項因此建議仍保持僅留大專院校。 

五十一、 文化部 
（一） 文化展演設施的子項是依循全國區域計畫內容而來，但是此子項的意涵

較為狹隘，建議名稱改為文化設施。 

（二） 細項部分將根據計畫內容會後再提供確定文字給承辦單位。 

五十二、 環保署 
（一） 建議參考簡報 28、29頁部份，由於上次會議已將重要公共設施及公用

事業進行整併，因此環保署部份建議將環境保護設施列為子項標題，細

項則依照簡報第 28、29頁所列之細項內容進行撰寫。 

五十三、 氣象局 
（一） 無意見。 

五十四、 經濟部 
（一） 由於署內之前版本是分為重要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的部份，因為署內目

前重新調整，將能源及水資源部份獨立出來。經目前檢視細項有些太

細，加上文字上意涵有所重複，會後會將相關文字依照法令的用詞進行

調整。 

（二） 大項目水資源建議可以改為水利，子項部份分為水利設施及公用水利設

施。細項部分會後將再做討論。 

五十五、 主席 
（一） 能源及水資源部分依照目前場站的細項分類確實太細，還請主管機關協

助調整。 

（二） 參考英國的能源白皮書，他的大標題分為再生能源、石化、油氣供需及

儲存、電力路網與核能，用大標題來談政策，不會到目前細項內容太過

於細。尊重主管機關後續調整。 

（三） 建議水利部份可參考水資源政策綱領內容進行整體政策說明。 

五十六、 承辦科 
（一） 依照上次會議在水資源項目細項原有分成各式不同的建造物，事後有討

論水資源不僅止於建造物部份，希望針對全國水資源分配及利用相關策

略提供後續空間配置的想法。 

五十七、 行政院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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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照 105年 6月 3日行政院長於立法院第九屆第一會期施政報告中有提

及，因應國土計畫法之施行涉及國土利用之部門計劃應辦政策環評。本

署在 105年 9月 2號在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修正草案研商會議中與內政

部研商就內政部所訂國土計畫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項目進行研商，請內

政部就該法主管機關考量協商部門計劃程序及提報時效等因素提供政策

性項目名稱，將納入本署後續研商會議中討論。 

五十八、 主席 
（一） 各部會現在都很期待在施政的過程裡面，要講出一個政策原則，而不是

默默的做但是外界不能了解施政內容，所以這也是採取一個開放的方式

讓各部會的施政可以被檢驗。 

（二） 目前部內也有在進行示範性的在政策中加入聽證程序，讓部會了解監督

及民眾參與機制運作。 

五十九、 營建署綜合計畫組蔡科長玉滿 
（一） 環保署目前正在修政策環評的細項，但是內容尚未確定，會後將再把部

內較為明確的建議回報給環保署參考。 

六十、 交通部 
（一） 書面資料第九頁部份，有關內容篇幅至少為三頁，恐會超過。 

六十一、 主席 
（一） 尊重各部會論述方式，但是由於篇幅關係，屆時可能會有必要摘要的部

份會再跟部會確認。 

柒、 會議結論 

一、 今日會議修正完成之內容在九月底以前請各部會協助繳交，

針對提供之內容於整理後將儘快於十月再召開會議協商。 

 
 
 



「國土計畫相關事宜工作會議」第 13次討論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三）10:00-12:20 

開會地點：城鄉分署二樓會議室 

主持人：陳分署長繼鳴 

出席者：國立臺北大學、財團法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基金會、財團法人中
華經濟研究院、本署綜合計畫組、姚副分署長克勛、北區規劃隊、中區
規劃隊、南區規劃隊、東區規劃隊、區域發展課 

會議議程： 

一、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案-工作進度與議題簡報(國立台北大學) 
<略> 

二、 討論 

(一) 陳分署長 

1. 氣候變遷 RCP 模擬標準以及相關風險評估分析,應請陳亮全老師來分署
討論，提出最好最壞的情境模擬，以做為未來國土防災及復育促進地區
劃設的參據。 

2. 本案與其他相關子計畫應進行資源整合、討論。 

(二) 呂依綺、望熙娟 (綜合計畫組) 

1. 依國土計畫法規定，未來各縣市的計畫會依據全國、縣市國土計畫作調
整。因此，簡報中新舊體制接合問題須再釐清，另外需注意國土空間前
置資料與後續議題表達方式避免重複。 

2. 人口預測資料國發會 105 年有發布最新版本，計畫資料須更新 
3. 工業區面積統計與未來國土計畫之間處理範疇應釐清 
4. 未登記工廠(p.18)中，用字錯誤，特定用途區應改為特定地區。 
5. 願景內容、架構跟現況前置資料分析,銜接度可以再討論。 
6. 議題應納入諮詢平台委員會討論之成果。 
7. 建議先確定本計畫負責之議題，並分配其他議題予各子計畫團隊分工。 
8. 沿海保護區部分之海岸管理內容需再做更新。 
9. 新舊體制接合議題，應加入國土計畫法第 16 條補充說明比較妥適。 
10. 環境敏感地區在最新全國區域計畫草案,有更新資料可再做補充。 

(三) 陳分署長 

1. 在陳述計畫體制脈絡時，國土法已有規範之部分需呈現出來 



2. 請綜計組再確認國家公園未來在國土計畫體系中的定位,依簡報內容所

示目前位階在都市計畫之下是否妥適? 

3. 各團隊及署內同仁在計劃進行過程應充分溝通，下週三（10/19）討論
海岸問題,相關資料可請綜計組呂依錡提供。 

4. 肯定計畫團隊將治理面向加入議題討論｡ 

(四) 黃清和 (南區隊) 

1. 9/30(五)諮詢平台委員會議中,孫委員曾提到的國際運輸客貨運與現行
交通節點以及鄉村規劃的議題目前並未納入。 

陳分署長回應：應界定本計畫欲處理及不處理之議題紀錄，部分議題是
各部門計劃範疇，不替它們扮演規劃的角色。 

(五) 王文林 (中區隊長) 

1. 報告各面向議題資料的順序,可依重要程度再做調整。 
2. 住宅數據、圖表呈現需再做確認。 

陳分署長回應：空屋率的陳述要小心，可以請國宅組組長朱慶倫。 

(六) 蔡政和 (南區隊) 

1. 國土前置資料十二項與後面八個議題面向研析的對應不清楚,建議應再
加強｡ 

2. 交通面向提及北、高兩都極化現象,與人口極化現象需陳述清楚避免誤
導｡ 

3. 水庫集水區的法定用字需釐清並做精準表達｡ 

(七) 余志偉 (東區隊) 

1. 永續發展是未來全球發展的主流價值,目前願景祗談到安全、和諧與有
序,建議將永續發展放入願景中｡ 

三、 主席裁示 

署內依今日討論各面向之議題進行逐項討論，訂於週五 10/14 下班前將相
關建議以及資料提供給執行單位參考。爾後各部會間、計畫委託、執行單位
須建立更開放的對話機制。 

四、 散會 





會議議程 

一、 討論事項： 

 部門計畫進度執行方式與期程 

 計畫進度管控及工作會議召開 

 經費支用管控及明細報表提送 

 計畫專兼任人員說明 

二、 臨時動議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開會地點：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 6 樓都市計劃研究所 616 會議室 

主持人：黃書禮教授 

出席者：（詳簽到表） 

 會議議程 

一、 部門計畫進度執行方式與期程 

二、 計畫進度管控及工作會議召開 

三、 經費支用管控及明細報表提送 

四、 計畫專兼任人員說明 

 會議記錄 

一、 黃書禮教授 

1. 目前願景已大致敲定，國土中心期初資料蒐集的部分略顯倉促，建議負

責的同仁可以找國土中心該領域的老師討論。 

2. 第三次諮詢平台會議預定 11/24(四)9:30 召開，主要討論議題的重要性

及指認議題順序，因會議召開前需向分署長及楊老師進行會前說明，因

此暫訂 11/12 前須完成本計畫議題撰寫部份。 

3. 下次平台會議請國土中心提供有關部門計畫執行須討論的部分，請城鄉

分署進行各部會協商時，能明確說明後續部門計畫的撰寫，希望能針對

量、區位提供相關資料。 

4. 有關期初審查的簡報準備作業，由國土中心分工負責蒐集的資料項目簡

報，請國土中心協助製作。 

5. 希望北大與國土中心雙方後續合作，能建立進度管控。 

6. 請薾桐先將目前實習課分組操作的議題選幾個提供國土中心，方便後續

議題分析參考。 

7. 空間計畫不至於干預到部門計畫，有關部門計畫擬訂的內容及重要載列

項目、提交的期程，國土中心可以提到諮詢平台會議中與委員及分署長

討論。 

8. 請中心提供協同主持人吳清如的身份證及帳號資料，以便後續撥付協同

主持人費用。 

  



二、 江瑞祥副執行長 

1. 目前計畫進度仍在願景階段，對於議題仍有需要討論之處，希望以後能

召開小型的工作會議，做為部門計畫的議題定稿。 

2. 關於計畫進度時間調配的問題，未來會進行調整，雁文請產假後將請婷

鈺協助本案。 

3. 關於部門計畫的部分，後續會再進行補充。 

4. 國土中心會請負責的江小姐就經費事宜主動與慧珍聯繫。 

5. 以後會提供專任博士、臨時工、諮詢委員、協同主持人的計畫經費支用

的月報表。 

三、 施慈魂博士 

1. 在本週城鄉分署的工作會議中，會建議應增加資料蒐集與議題的關聯性，

以及後續成長管理三者間的聯貫。 

2. 部門計畫目前蒐集資料不完全，可以透過協同主持人協助點出相關議題

重點，無須每個部門都有縣市的分派。 

3. 期初簡報主要補充、修改協同主持人會議中對期初蒐集資料的修正，並

依議題指涉的資訊進行內容的調整，請國土中心參考期初報告蒐集的內

容進行修改。 

四、 蕭雁文副研究員 

1. 目前已收到三份部門計畫分別為能源、環保、住宅，接下來將進行審閱

的動作。 

2. 部門計畫的內容深淺會再做調整，讓其有一致性。 

3. 後續會提出各部門建議修正事項，再視情況與各部會溝通，先前全國區

域計畫所碰到的狀況是各部門對其計畫有強大的主導性，因此還需要進

行溝通。分署目前所持態度是先溝通，實際的部門計畫內容則會尊重各

部會。 

4. 城鄉分署希望部門計畫能在 105 年底完成，目前已初步跟分署溝通時間

上恐會有困難。在 9/6 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第一次研商會議後，

各部會將對部門計畫進行修改，預計於 10 月底之前回傳，後續中心將

完成彙整、審閱，依目前期程約在 11 月中旬開第二次協調會。 

5. 薪資及諮詢委員、協同主持人的費用為按月給付的部分，經與會計討論，

待第一期款撥下來後，會再進行簽約的動作，可以回溯到主合約所訂的

時間。 

6. 依分工辦理事項內容，計畫書光碟以後還是交由國土中心燒錄。 

五、 林慧珍助理 

1. 希望關於經費部分，國土中心那邊能有直接的窗口可供聯繫。 

2. 希望國土中心提供月報表，讓我們對於經費支用情形有所掌握。 

 散會 





「國土計畫相關事宜工作會議」第 15次討論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整 

開會地點：城鄉分署二樓會議室 

主持人：陳分署長繼鳴 

出席者：國立臺北大學、本署綜合計畫組、北區規劃隊、中區規劃隊、南區規劃
隊、東區規劃隊、區域發展課 

會議議程： 

一、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案-工作進度與議題簡報 

【人口與公共設施面向討論】 

(一) 康至欽 
為了將議題用語更精準，在第一個議題中新增高齡化及少子化作為人口
結構變化的陳述。 

(二) 蔡玉滿 
議題表達方式與策略雷同，應界定清楚議題發問方式。 

(三) 陳分署長 
1. 人口集中於各都會區的現象應不僅限於台北都會區。 
康至欽回應：往台北都會區之社會增加持續上升。 
施博士回應：人口移動趨勢主要集中於台北、台中、高雄三個都會區。 
2. 第二個議題陳述應作修改，並在後面加上「近年來社會增加往北部

移動之現象」。後續策略研擬時，應提及公共設施的投資以及產業
政策應妥善進行分配，避免將所有資源投入北部都會區域。 

(四) 蔡玉滿 
1. 此議題面向的架構可以看出因人口結構的集中，衍伸出環境、交通、

公共設施等供給狀況；而人口流失的地區亦產生公共投資、公共設
施、就業資源等問題之檢討。 

陳分署長回應：此面向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為高齡化少子化造成的
問題，第二個為人口過度集中，導致公共設施的供需議題；第三個為人
口流失的地區該如何因應其發展。 

  



【水資源與能源面向討論】 

(一) 康至欽 

1. 強調台灣人均用水量少，並不完全是氣候變遷所致，因此，台灣人
均水資源賦存量低，應先在第一個議題開頭陳述。 

(二) 蔡玉滿 

1. 水資源問題究竟應站在水利署觀點去討論水資源供需問題？還是
以國土利用主管機關立場去看水資源與土地的關聯性? 依據近期
要召開的全國水利會議相關報告內容：洪水管理、與流域治理是與
國土關聯性最大的。 

陳分署長回應：請中區隊、南區隊針對現有之水庫治理計畫內容，斟酌
其中可以加入本面項之議題，並重新彙整陳述方式。 

(三) 康至欽 
1. 綠色能源用字改為再生能源條例中的「再生能源」，意即短期內即

可生產、永續的利用的資源。 
陳分署長回應：請北大團隊再與老師討論專有名詞的精準度。 

(四) 陳分署長 
1. 再生能源如何衍生空間議題，例如：與農地、海岸、鹽田、埤塘…

等土地之競合情形。 
康至欽回應：依據各個議題面向都有對應到再生能源的議題，例如：在
海岸土地與海域面向提及的離岸風電機與海岸土地之間的競合。 
2. 國土計畫重點不在台灣發展再生能源的政策內容，而是如果要做再

生能源，國土空間應如何配合再生能源政策所需的區位、總量。 
蔡玉滿回應：部分地熱能源位址座落於環境敏感地區，且此種能源使用
亦須在地面上興建相關能源建設，因此，是國土空間配置需討論的議
題。 
黃清和(南區隊)回應：能源政策已提及未來再生能源的發展總量、面積，
因此，國土計劃的角色是要考量其配置與土地之間的衝突。 
3. 既有傳統能源設置的區位是否須作檢討，如鄰避設施。國土計畫應

以空間指導原則指導傳統、再生能源的區位。 
4. 能源局的最新資料請康至欽再發部函催繳，以作為本面向議題討論

基礎。 
5. 能源引發的議題甚多，再請國土中心針對能源議題做補充，禮拜五

或下週一的工作進度會議再與國土中心討論議題內容。 
6. 再生能源設施，對於糧食安全、生態、光害都會有影響。尤其與民

間團體如 NGO之間，一定會有意見歧異。 



7. 請康至欽再針對再生能源、傳統能源議題重新思考，內容須連結到
國土計畫所扮演的空間指導角色。 

【海岸土地與海域】 

(一) 陳分署長 
1. 海岸議題須先點出最上位的議題，後續的策略研擬再連結到 ICZM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之內容。 
2. 第一點議題內容寫道”….漁業養殖之衝突”即可。 
3. 第二點須強調國土流失所導致的安全問題。 
4. 第三點討論離岸風力發電與海洋養殖經濟、漁民生計之間具排他性、

衝突性，並在後續策略研擬國土計畫的指導原則。 
5. 第三點至第六點議題會再與康至欽共同討論該如何納入邱文彥老

師所提之新增議題。 

【運輸與空間結構】 

(一) 陳分署長 
1. 運輸議題避免各交通運具之檢討，以生活圈、機能設施可及性等空

間議題為陳述較為適當。 
2. 以空間立場去看交通的議題，避免以運輸部門角度去寫此面向議題。

另請南區隊同仁以國土空間立場重新整合議題陳述。 
蔡玉滿回應：別針對各種運具去寫課題，應以空間，如都會區、高山道
路連結等狀況去探討。 
3. 孫委員新增地議題有其重要性，部份未與國土計畫主軸相扣，因此

有關機場存廢、各種運具、財務分析等議題，暫不納入本計畫考量，
不過建議將此寶貴意見公文函送交通部部門計畫參考。 

【經濟與產業區位】 

(一) 陳分署長 
1. 針對第三點議題，基盤設施與產業群聚之間問題，以航太產業為例：

應考慮人力資源、相關關聯產業。 
施博士回應：研究團隊與張容瑛老師討論後，將基盤設施定義為：水、
電、交通。根據產業用地區位分析，這些基礎設施的供給是否足夠。舉
例來說：台中水資源供應不足，但是台中工業用地需求極高，因此，張
容瑛老師建議做產業用地與基盤設施供給之間的交叉分析。 
2. 本計畫的角色，應提供各產業用地的設置條件原則給各用地主管機

關參考，爾後在開發許可審議程序中發揮指導作用。 
黃清和(中區隊)回應：此議題強調產業的經濟閉鎖效應，現況的基盤設
施可能無法滿足投入的產業資源，因此該產業即考量是否繼續投入資源



或者轉移至更適當的區位。 
(二) 蔡玉滿 

1. 全國區域計畫修正草案的產業部門內容豐富，量跟區位皆明確，不
過工業局現階段撰寫內容，未針對各產業的願景、發展預測做明確
分析。 

陳分署長回應：這一面向的內容先保留，署內再重新統整一次。同時請
北大團隊請教林建元老師產業問題。 

(三) 黃清和(南區隊) 
1. 提醒三級觀光旅遊的議題並沒有納入此面向。 
陳分署長回應：不需要針對觀光產業政策推動，而是既有觀光資源及條
件，須考量保育及氣候變遷做調整。如果國土空間發展策略並沒有提及
觀光議題，此處就先暫不納入。 

【計畫體制與治理】 

(一) 康至欽 
1. 六年後國土計畫全面發布實施，此面向議題牽涉到國土計畫起源的

內容，是否適合放在本案中討論。 
施博士回應：本面向主要強調國土計劃跟目前現行計畫的接軌問題。 

(二) 陳分署長 
1. 第一議題可以提，但計畫內不會寫這個，但是行政層面上能針對此

研究結果作參考。 
2. 第二議題即國土計畫要做的內容，不是放在國土計畫書的內容去陳

述；第三項也是本來該做的內容，相關機制皆訂定中。 
施博士回應：當初是以計畫完整性考量，探討法治與治理上的問題，本
計畫團隊會再針對署內要求做工作調整。 
陳分署長回應：尊重研究團隊的研究內容，不過以業主的身分必須要求
執行單位提供所需內容。北大研究團隊探討的格局，已經超越本計畫的
範疇。 
3. 第三項議題為政府整體的行政體系議題，並不是國土計畫內容。 

(三) 蔡玉滿 
1. 第五項議題涉及到兩部分，第一個為國土功能分區子計畫尚在針對

此問題研擬中，另外處理機制涉及到原民會的法律規範，並不是本
計畫主要討論範疇。 

2. 第六項議題，國土法第 12條已經有規範，必須納入民眾參與程序，
所以這一題其實不用，不過同時強調行政配套機制及資訊公開的重
要性。 

陳分署長回應：此議題亦超越本計畫範疇，尊重研究單位繼續深入探討，



不過不會放入本計畫。 
黃清和(南區隊)回應：依據國土計畫法，擬定期間必須納入民眾提供之
意見。 
陳分署長回應：認同，且目前參與程度還不夠，等北大與本署議題上達
成共識後，接下來就要對外和民間團體，如 NGO，進行討論。 
3. 第七項議題不涉到本計畫內容，且目前機制也在研擬中。 

(四) 陳分署長 
1. 第八項內容涉及層面廣，並不是很明確原議題發想用意。國土計畫

內要囊括的議題，必須先重新釐清，因此，部門計畫的議題，並不
是本案須處理，建議將委員寶貴意見函文各部門做為參考。 

2. 計畫主管機關是否應扮演指導公有土地主管機關處分土地的角色? 
蔡玉滿回應：國土計畫不會對公有土地另眼相待，地權已在區域計畫時
期切割乾淨，各主管機關有出租出售的相關辦法，在修訂辦法時就會對
國土主管機關詢問意見。財產管理單位，理應當負起責任做監督。 
陳分署長回應：認同，本計畫基於理性分析每塊土地的分區特性，明定
其功能且不給予變更之立場明確，然而每塊公有土地的處分還是基於各
土地主管機關自行決定。如果該公有土地使用上有疑慮，國土主管機關
即可進行把關(地用部分)。 
3. 此議題未來作為未來跟民間團體討論，屆時講清楚管理層級、治理

的狀況。 

【糧食安全與農地】 

(一) 陳分署長 
1. 第一項到第四項皆是國土計畫要處理的範疇。 
2. 第五項可以併到第四項。 

(二) 蔡玉滿 
1. 結構上應更清楚分為農地的總量、區位、維護管理(品質)做分析。 
陳分署長回應： 
議題整理成五個部分，優良農地保護但面臨農地破碎化、農業周邊環境
破壞、農地條件不良，該如何後續規劃管理、山坡地與都市農地。 
蔡玉滿回應：在糧食安全考量下到底需要多少農地須將總量納入參考。
根據全國區域計畫最新的修正案，提及農地需求總量為 79.16 萬公頃。 

(三) 陳分署長 
1. 委託方與執行單位在討論前，各單位必須要先有共識，並在再做溝

通討論。 
施博士回應：北大研究團隊會持續產出新的研究內容，因委託機關的意
見反映有時間落差，建議城鄉分署與執行單位雙方須更有彈性的溝通。 



陳分署長回應：未來研究團隊工作會議邀請分署團隊參與，提升工作效
率、雙方盡早達成共識。 
施博士回應：執行單位的工作會議期程將提供分署參考。 

【保育與氣候變遷調適】 

(一) 莊棋凱 (北區隊) 
1. 第二項議題提及的中央山脈自然保護區依不同法有四種定義：國家

公園法、文化資產保存法、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此議題是針
對哪一部分須釐清？ 

(二) 陳分署長 
2. 第二項議題用字不夠精確，此面向內容再請署內達成共識，並提供

北大研究團隊作參考。 

二、 主席裁示 
1. 署內依今日討論各面向之議題進行逐項討論，預計於週五(10/28)

或下週一(11/1)再次召開工作進度會議，屆時請國土中心一併與會
討論。 

2. 爾後各部會間、計畫委託、執行單位須建立更彈性、開放的對話機
制以提升工作效率。 

三、 散會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 年 11 月 01 日（星期二）11:00-12:00 

開會地點：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5 樓會議室 

主持人：江瑞祥副執行長、黃書禮教授 

出席者：（詳簽到表） 

 

 會議議程： 

一、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議題修正討論 

二、 部門計畫執行進度說明 

三、 未來工作進度確立 

四、 臨時動議 

 會議記錄： 

一、 黃書禮老師 

1. 本次會議主要希望能確定未來團隊的工作期程。 

2. 上週臺北大學已提供目前操作的糧食安全議題分析示範。 

3. 有關報告書的撰寫格式及內容、深度不要差距太大。 

4. 議題 1-4 部分由國土中心負責， 11/18 為都研所實習課的期中簡報，希

望中心也一起來報告，讓協同主持人及委辦機關檢視進度內容及操作是

否有問題，所以配合協同主持人會議一併辦理。 

5. 部門計畫與空間計畫的銜接，將在諮詢委員平台上討論。 

6. 現階段操作的議題是由國土空間規劃相關報告書所彙整，再加入諮詢平

台委員的意見修正、補充。未來議題會再重新組織，以對應後續研擬的

策略，11/18 後會將議題重組，更系統性的整合以利銜接策略，主要的

大標題會再跟分署確認。 

7. 重組後的議題也將再提送諮詢平台會議，針對重要性進行排序。 

二、 江瑞祥副執行長 

1. 國土中心負責的議題會在 11/12 完成，交給臺北大學進行彙整。 

2. 簡述國土中心負責議題內容及將訪談之專家學者（略）。 

3. 在部門計畫部分，各部門與空間規劃單位想法上仍有認知差距，將聯絡

各部門窗口進行後續討論。 

4. 部門計畫就空間而言：需要不同區位及量的討論。 

5. 黃老師特別提共同設計共同產出，所以希望部門計畫在部會還在整理的



過程先進行溝通，有些專家學者有行政經驗，卻無法與部門操作的窗口

互動，希望能有機會對談。 

三、 陳繼鳴副分署長 

1. 最近已部門計畫會後結果進行彙整，提醒各部會應強調與空間發展有關

的部分，部門計畫的架構需與國土計畫法連接，請綜計組蔡玉滿科長協

助說明。 

2. 部門計畫檢視完成後，會與規劃團隊說明。 

3. 由分署先檢視、溝通，再來安排會議。 

4. 議題的寫法及用語建議參考全國區域計畫、國土空間發展策略作為後續

研析依據。建議後續策略與議題的銜接，應留意前後的對應與關聯性。 

5. 部門計畫由分署這邊確認格式，及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所規定項目後，

就目前所遇到的問題先行說明，再舉辦會議。 

6. 部門計畫會再召開內部工作會議處理。 

四、 蔡玉滿科長 

1. 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四條第五項規定部門計畫應載明知內容，包含 

(1) 全國部門發展政策。 

(2) 部門空間發展現況。 

(3) 課題及對策。 

(4) 部門空間發展定位。 

(5) 部門空間發展分布區位。 

(6) 部門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直轄市、縣（市）分派數量。 

部門計畫應與空間連結並符合上述內容，同時我們會檢視各部會的資料

是否有互相競合，訂定部門競合的處理原則，不須另訂規定與架構。 

2. 若有必要與部門的會議，綜計組也可以協助說明，有些部會不知道區域

計畫會被取代，對於基礎資訊的掌握還不夠充分。 

3. 議題除了須有標題、內容外，需連結後續的處理策略，再歸納為具體的

指導原則，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與報告書各章節間需有連結。 

4. 水資源的資料將再提供給規劃團隊參考。 

五、 康至欽科長 

1. 將提供分署針對議題的討論架構給規劃團隊參考。 

2. 部門計畫資料確認後，會第一時間傳給國土中心。 

六、 施慈魂博士 

1. 麻煩國土中心 11/12 完成議題分析，並在 11/18 協同主持人會議進行報

告。 

2. 有關部門計畫的會議在諮詢平台會議前(11/24)開完會比較理想。 

 散會 





「國土計畫相關事宜工作會議」 

第 16次討論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年 11月 02日（星期三）10:00-12:00 

開會地點：城鄉分署二樓會議室 

主持人：陳分署長繼鳴 

出席者：國立臺北大學、本署綜合計畫組、北區規劃隊、中區規劃隊、南區規劃

隊、東區規劃隊、區域發展課 

 

會議議程： 

一、農地資源分類第三種農業用地作為工業、聚落發展、長照、太陽光電使用之

研議簡報說明 (南區隊) 

（略） 

二、討論 

 (一) 陳分署長 

1. 農 3-若要輔導工廠合法化，應優先使用已被破壞的農地。 

2. 土地的需求量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如：需要長照的規模、人數以

及空間分布，由衛福部的部門計畫提出。有規模需求後，再由空間主管

機關先預留，牽涉到現行土地使用是否允許。違規工廠需要輔導的部分，

產業政策須說明，空間部門主管機關再配合土地使用的處理。 

(二) 蕭雁文(國土中心) 

1. 在都市計畫區內的長照或衛福設施，看經營者是誰?若為政府多屬公共設

施多目標、社福用地；若是私人則可能隱藏在住宅區、工業區內。 

2. 衛福部所提的長照 2.0政策 A. B. C三區為同心圓的概念，不確定未來

縣市政府會如何操作，例如：台北市採取複合型、結合型的方式，利用

既有聯合醫院，不會新建設施；而花蓮則考慮長照園區的設置，但目前

不知如何與國土計畫結合。 

(三) 黃政和(南區隊) 

1. 長照的相關政策已開始試辦，但目前看不到空間的需求。 

2. 長照園區已脫離長照 2.0 A .B .C 的範疇，已可形成產業鏈，須看衛福

部對於區位的明確想法。 

(四) 陳分署長 

養生村是過去已經推動很久的產業，像花東地區過去都有民間申請興辦，

但因市場因素都沒有開發成功。政府是否需要再畫一塊地?老人照養應回

歸社會、社區系統，長照 2.0 A .B .C 範圍非實體園區，是否需要集中

於園區?應將既有資源盤點再行串聯，實體空間園區規劃將老人長照集中

在一個固定的空間內不人性化，衛福部應先提出需求，土地使用管制部



分再協助做連結。 

(五)莊棋凱 (北區隊) 

溼地上設置太陽能光電板，然因其會反光，需考量候鳥遷徙路線，再生

能源設施的設置仍需注意用地個別特性。 

(六)蔡玉滿 (綜計組) 

1. 張政委指示國土規劃辦理事項，包含小型在地產業的部分，現行工業局

開發大範圍工業區不符合地方需求，提出社會工業區的概念，希望工業

區能比農地便宜，鼓勵在地、小規模的產業群聚。目前小型在地產業園

區議題正由中區隊處理。 

2. 農委會對於農 3 的態度，希望產業部門若有使用需求能明確說明，否則

會造成農委會管制困難，未登記工廠目前主要集中於烏日、柑園、高雄

嘉華（岡山旁邊）。 

3. 農 3 作為農村聚落，應說明劃設基本邏輯，目的是在於提供公共設施改

善既有生活品質，並非吸引外來人口。衛福部對於長照設施目前沒有提

出需求原因在於不知道未來區域計畫將被國土計畫取代。 

4. 目前非都市土地的長照設施位於甲、乙、丙、丁種建築用地及遊憩用地

上免經許可、應經許可使用，農牧用地是無法做長照設施使用，若農 3

未來要做長照設施，後續的容許使用需再研議。 

5. 太陽能光電板使用，目前有兩種方式：用地變更、容許使用。若與農業

經營無關（地面型），選用不利耕種、受汙染的土地；而與農業經營有關

（屋頂型），溫室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板，農委會目前的看法採用容許使

用，然綜計組認為若鹽業用地上全區佈滿光電板應走變更程序。未來國

土法有能源設施用地，應適度細分住宅區、商業區……等的容許使用及

申請方式，這部分可以再進一步討論。 

(七) 陳分署長 

1. 違規工廠既有產業群聚，應於已有相當規模的合適地點進行劃設。 

2. 長照設施的劃設須有相關的條件，不適合劃大範圍園區，榮民之家許多

已經收起來，若真有需要應再個案討論。 

(八) ?<第一次出席工作會議?> 

綠能設施採行容許使用或用地變更方式，或許可以能否回復從來之使用

為標準。農地變更為太陽光電使用，以是否能回復為農業使用作為是否

容許使用之標準，否則還是應劃定為專門用地，建議太陽光電盡量朝容

許使用，未來彈性會比較大。 

(九) 陳分署長 

綠能設施的容許使用或專門用地議題，以是否具有可回復性，牽制容許

使用的項目，這部分可以斟酌。 

(十) 施慈魂(台北大學) 

希望能提供即時的資訊，保持資訊傳遞的流通，以避免規劃團隊與單位



間重複探討類似議題浪費人力。 

三、 主席裁示 

1. 全國國土計畫需要呈現的內容：(1)部門計畫的呈現(2)空間的分派與分

布規劃(3)全國計畫的策略以及關於土地容許使用與管制規定須配合修

訂。 

2. 綠能設施的設置要劃設專區或是以土地管制的容許使用；應確認有無汙

染，以及與原來的土地使用能否相容。 

3. 分署內部需討論一下、談定分工。分署內部進行研議的課題與成果也儘

量及早讓規劃團隊知道，避免工作項目重疊。 

四、 散會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5 年 11 月 04 日（星期五）10:00-11:00 

開會地點：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 6 樓都市計劃研究所 616 會議室 

主持人：黃書禮教授 

出席者：（詳簽到表） 

 

 會議議程： 

一、 部門計畫進度說明（國土中心） 

二、 部門計畫與成長管理後續配合事項討論 

三、 臨時動議 

 會議記錄： 

一、 黃書禮老師 

1. 關於部門計畫的部分，目前營建署處於要求各部門提供資訊，而國土計

畫要做到什麼程度，建議我們可以先處理部門之間的結構化，從全國人

口、產業…如何影響到住宅…等，協商各部門所需的用地、協調競合、

找出問題，先有結構化的過程，再從住宅問題反映到未來城鄉發展地區

的劃設，對應至成長管理的部分。 

2. 農委會針對農產業有研究報告，針對每個縣市都有選定地區，地方國土

計畫可以參照，關鍵是地方政府是否沿續這些內容。 

3. 部門的計畫結構化，做好部門之間的聯繫，避免像以前的區域計畫一樣，

變成是我們把各部門的資料彙整。 

二、 江瑞祥副執行長 

1. 國內已經多年未做全國運輸規劃，目前都是由個別縣市提報需求。 

2. 想請教張老師部門計畫須由什麼角度切入？撰寫的深度、細緻度大約需

到何種程度？後續成長管理才能操作。 

3. 住宅目前只有總量，在空間的呈現上沒有嚴謹的內容，需求的推估可能

會依營建署汙水下水道的布設，是比較粗略的資料。 

4. 農產業而言：主要在彰化、屏東等地，假設目前所推行之農業六級化，

發現空間布局無法呈現出來，屏東是採用剛性指標，就空間布局來說是

沒有看到。 

5. 希望張老師這邊有個因應，萬一無法達成幾個重要面向的資料，後續如



何處理？國土中心這邊會再去跟部門溝通、交流。 

6. 上次的部門會議發現各部門對於空間布局沒有概念，只是拿出現有的統

計資料。 

三、 張容瑛老師 

1. 主要重點在於區位、時程、規模、品質，若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所訂資

料皆能提供，後續成長管理的操作就沒有問題。 

2. 目前的部門計畫大多依全國區域計畫草案修正案進行，目標年期是

2020 年，建議依本案的目標年期中期 2025 年、長期 2035 年，除了區

位、分派之外，加入時間的概念。 

3. 營建署希望部門計畫可以提供區位及各縣市的分派，若無法提供細緻至

各縣市的分派，至少能有區域性的分派，舉例而言，例如科學園區的分

派，分派到哪個區域，假設是北部區域，那麼大概是哪個區位？最佳的

情況是有縣市的分派，不然至少有區域及重點區位。 

4. 關於剛剛江老師所提到住宅部門目前僅能提供存量無法表達需求，只能

從汙水下水道建設回推，建議可以使用全台灣人口數以各縣市作為分派，

再進行回推，如此一來也不會有太多縣市自擬計畫的操作空間，可就建

議計畫年期內的目標人口，做願景性的說明。 

5. 科技部門—做為區域產業發展計畫中的一個部分，科學園區的問題不大，

由於經濟相關產業牽涉範圍非常廣，關於經濟部編的工業區是比較有問

題的部分，希望未來針對北中南東各區域，能提供後續重要年期所需的

產業用地及重點區位。 

6. 與產業有關也希望納入農產業，能有針對農產業未來區位、時程的討

論。 

7. 部門計畫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例如公共設施、運輸系統、環境保護設施

等城鄉發展基礎設施，應先視產業基礎設施仍缺乏什麼（如：水、能源、

交通…），產業基礎設施哪些仍不足，產業部門需要什麼，基礎設施如

何去配合，若這些東西都能清楚撰寫，那麼後續的成長管理部分會比較

容易操作。 

四、 蕭雁文副研究員 

1. 目前收到住宅、環保、科技、交通等四個部門計畫，現在主要按照國土

計畫法施行細則所訂定格式進行檢視，並注意是否有相關的空間表達。

而檢視後發現部門計畫大多以抽象目標做敘述，對於現況的供需情形不

了解，書寫方向較為雜亂，實際發展構想及定位須更進一步修正。 

2. 住宅部門—空間的落實與分派仍未呈現。 

環保部門—與全國區域計畫差距不大，沒有詳細數值的表示，但有點出

所需的區位。 

交通部門—目前以政策目標為主，發展總量的數值未呈現。 

3. 部門計畫目前陳分署長指示：下周再開會議討論，目前針對部門計畫的



操作會再進行訪談、調整。今天黃老師及張老師的建議也會帶到下周的

會議，以及透過訪談帶到各部會。 

4. 目前時程安排，陳分署長希望能在 11 月結束部門計畫的審閱，且調整

過後再開一次部門會議，如果張老師時間方便的話再一起參與。 

5. 下周與分署確認安排各部會的拜訪，並將所有部門計畫回收後，安排招

開部門會議。 

五、 施慈魂博士 

1. 部門計畫已回收部分建議有問題的可以先討論，還未繳交的需透過城鄉

分署寄發部函跟催。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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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協同主持人會議議程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13:30 

開會地點：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都市計劃研究所 6 樓 629 教室 

主持人：黃書禮教授 

出席者：協同主持人（如附）、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國立臺北

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列席者：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會議議程：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議題分析簡報（臺北大學及國土中心團隊） 

 意見交流與討論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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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土 空 間 規 劃 協 同 主 持 人 名 單 

姓名 職稱 單位 

華昌宜 資深研究員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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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元 榮譽會長 財團法人都市發展與環境教育基金會 

劉小蘭 特聘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童慶斌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系 

江瑞祥 副執行長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詹士樑 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蔡智發 教授兼所長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林文一 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張容瑛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葉佳宗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王千岳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國土計畫—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協同主持人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13:30 

開會地點：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都市計劃研究所 6 樓 629 教室 

主持人：黃書禮教授 

出席者：（詳簽到表） 

 

 

 會議議程： 

一、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議題分析簡報（臺北大學及國土中心團隊） 

二、 意見交流與討論 

三、 臨時動議 

 會議記錄 

一、 臺北大學團隊簡報：環境與保育組、產業與運輸組、計畫體制與治理

組（略） 

二、 講評與討論 

（一） 吳清如協同主持人 

 環境與保育組 

1. 基於糧食安全需保留 74 – 81 萬公頃的農地是否有考量農地破碎的

情形？ 

2. 依都市計畫區內、山坡地等農地的分類意義為何？ 

3. 轉置矩陣或是轉用矩陣，請釐清。 

4. 農地轉用為建地；建地也有轉用農地的情形，將近 400 平方公里的轉

用，這部分的區位在哪裡？ 



5. 非都蔓延的用字是否洽當？ 

6. 簡報中指出清境農場的現象是由附表三所造成，或許附表一容許使用

項目造成零星的破壞所產生影響更大。 

7. 將農地炒作原因歸咎於稅制的問題，個人認為主要還是由於市場力量

的因素，稅制結構只是幫兇。 

8. 關於水旱災分析的案例是否具有代表性，選擇桃園做為案例的原因為

何？ 

 產業與運輸組 

1. 簡報可以增加圖像的呈現，讓聽眾較容易理解。 

2. 產業基礎設施的定義為何，與產業區位的關聯性？建議應先釐清產業

現況及問題，再加以討論未來基礎設施是否充足。可能工業局已有相

關政策可以加入一起探討。 

 計畫體制與治理組 

1. 關於都市計畫部分，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但書明列都市計畫仍依都市

計畫進行管制，這樣的話是否還是議題？ 

2. 關於功能分區劃設順序所模擬出來的結果是地方性問題還是全國性

問題？ 

3. 政府各部門及各層級的垂直、水平整合是國土計畫法想要處理的部分，

當作議題是否合適？ 

4. 國土計畫中的特定區域計畫亦可處理原住民的問題，是否仍須納為議

題特別處理？ 

（二） 林嘉佑博士（代理童慶斌協同主持人） 

 環境與保育組 

1. 關於糧食安全的討論，以糧食生產的觀點而言，應該對於休耕農地面

積有簡單的數據呈現與討論，雖然農地總面積有達到維持糧食安全的

基本存量，但休耕是會直接影響糧食安全。目前休耕面積大約佔 30%，

但若只單討論農地，不論休耕與否它的身分都還是農地，因此建議增

加對於休耕農地的討論。 



 產業與運輸組 

1. 於基礎設施討論水資源的使用時，台灣的降雨量約 2500 公厘，再以

面積計算，可以大致算出所擁有的水資源，再加上地形的因素，水資

源留存不易，因此各產業有搶水情形。然近年來導入智慧水管理設施、

農業智慧管理等，期望透過不同的思維使用水資源。 

2. 各區域的水資源部分，水利署已針對台灣進行區域水資源的規劃且有

納入氣候變遷的考量，並從民生、工業、農業用水的假設情境進行探

討，建議可以參考水利署資料。 

 計畫體制與治理組 

1. 國發會所做的氣候變遷調適綱領亦與國土計畫法相關是否納入討論。 

（三） 劉小蘭協同主持人 

 環境與保育組 

1. 在都市發展的情形下，農地逐漸流失，對於農地轉用的分布區位（包

含都市及非都市土地）可以有更清楚的呈現。而有將近一半的比例被

轉用，被轉用的期間，糧食自給減少多少？在維持糧食自給的情形下，

轉用狀況可以嗎？未來該如何因應？農一、二、四的保留是否能確保

糧食安全？農業的探討完成後，農業本身的多功能性可以帶入，關於

都市計畫農業區，未來功能是否會改變，可以深入討論。 

2. 將災害的發生歸咎於沒有關於氣候變遷的調適機制，但是除了極端氣

候之外，現況的法規因應與基礎設施是否可以先檢討？再進一步討論

氣候變遷的影響。 

3. 國家公園、風景區等，應以政治層面探討，或許到計畫與體制組進行

討論較為適合。 

 產業與運輸組 

1. 產業的供給、需求以及缺乏基礎設施的區位應一起探討。 

2. 產業的供給量應從整個地區著手，基礎設施的需求為何？其與自然資

源的關係，現況能供給的量為多少，未來還需要提供多少的量，這部

分才是重點。 

3. 新政府的五大產業究竟適合在哪裡？用水、用電量為多少？需要多少



面積？現況閒置土地能否進行使用？建議可與計畫與體制組做連結，

因這些產業用地、未登記工廠需要產業群聚，但功能分區同時會牽涉

法治層面。 

4. 高山道路主要是政策上的問題。 

 計畫體制與治理組 

1. 現況都市計畫人口問題、未來產業用地儲備制度等，這些問題如同過

去都會區的問題一樣，各地方政府有各自的財源、議會，目前正在討

論擴大行政區範圍，舉例來說埔里的空氣汙染最嚴重，該如何解決，

是否跟六輕一塊處理？地方與地方之間的問題比較大，可以從都會區

域治理的概念去看這些問題。 

2. 原住民部分，傳統領域才是最大問題，未來涉及國土保育地區該如何

處理？ 

（四）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中區規劃隊王文林隊長（代理陳繼鳴分

署長） 

 整體性而言，今天的呈現主要是設定議題後再分析相關資料佐證，建議

可以思考未來該如何處置？對於政策上的建議為何？有些議題是藉由

個案性資料來呈現，並沒有全面性的狀況，建議加入會更好。功能分區

劃設的模擬正在進行，未登記工廠政策署內也正在處理，是否仍需列為

議題。 

 環境與保育組 

1. 目前在討論什麼是農地聚集，學術上的資料可以作為主管機關的重要

參考。 

 產業與運輸組 

1. 關於基礎設施水源的部分，水利署的水資源計畫對於將來的水源供應

有進行規劃，並納入產業發展的考量。水利署亦有訂定相關的產業用

水標準，可以使用這方面的資料進行分析。 

2. 未登記工廠許多都具有競爭力、產值、就業機會。但是關於這個部分

產業機關沒有相關資料，只能使用國土利用調查扣除工業區等非在法

定的區域後，進行疊圖分析查看未登記工廠相關區位。 



3. 產業的空間分派構想涉及政策方向，目前的資料並沒有深入討論，缺

乏論述支撐。 

 計畫體制與治理組 

1. 國家空間治理只有三個法，國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國家公園法，

這些是涉及土地使用計畫的法，其他的法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如：

海岸管理法、濕地保育法，針對行為做管制，但若涉及土地使用，還

是以土地使用主管機關為主。 

2. 功能分區劃設在國土計畫就要呈現，政策上國土保育地區為最優先劃

設，有些部分是由專法管制才是主要討論的重點，而劃設順序就是國

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 

3. 關於農地的部分，農委會針對農三轉用問題，必須依循農委會政策，

因農地轉用具有不可回復性，須持續追蹤，包含未登記工廠的處理，

目前署內也持續跟農委會討論中。 

4. 國土保育地區許多專家都認為不能坐使用，但可能會與現有居住權利

產生衝突，考慮未來主管機關的執行能力，補償的部分該如何處理，

可以進一步思考。 

（五） 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蔡玉滿科長 

 環境與保育組 

1. 農地資料的分析以國土利用現況的角度切入，但有些轉用可能是合法

的，例如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等，轉用是沒有問題的。另外，有一種

情形是現況為農業使用，但其用地編定非為農牧用地或農業區。因此，

應加入探討都市及非都市土地的農業使用、歷年變更，農牧用地是否

逐年減少？計畫面與實際使用的情形，以土地使用分區與國土利用調

查進行疊圖分析，便可看出問題所在，有些或許是管理層面的問題。 

2. 山坡地農業，四級坡、五級坡對農業主管機關而言為宜農牧用地，可

以種植並沒有超限利用的問題，建議修正資料。 

3. 農委會在全國國土計畫的角色中，養殖業也是重點，全國國土計畫需

處理，有沒有機會再納入議題可以再評估。 

4. 農地價格屬於市場機制，一般較少討論到。新北市、台中市的區域計



劃準備要審了，現在劃一堆城鄉發展儲備用地，為否造成農地飆漲、

炒作，會再評估是否繼續審議。這個議題可以從農地轉換為城 3 相關

配套措施進行延伸。 

5. 對於海平面上升的模擬，對於未來的計畫是有價值的。 

6. 旱災目前討論的較為薄弱，署內也比較陌生，要否繼續處理目前仍在

評估中。 

7. 國土計畫法立法後，希望能夠主導部門計畫，觀光也是其中一個部門，

希望能了解國家公園、風景區等各區位的容受力及資源乘載的問題，

才能給予適當的指導。 

 產業與運輸組 

1. 高山道路的議題已經確定不會處理，行政院的政策已定案，因此後續

便不再進行處理。 

2. 產業的問題相當複雜，政策上指示的五大創新產業，區位設置原則、

規模皆不明確，應由產業主管機關提出。面積、區位、條件皆應清楚

說明。產業部門提出產業用地時，目前皆經過審慎評估，因此對於基

礎設施也會進行考慮，這些皆是部門該進行的。而國土計畫的角色主

要在於給予何種指導。 

3. 未登記工廠是自然產生的，現在的狀況比資料所顯示的多，大約有七

萬多家，目前只處理 10%以上，這個問題正在研議中。現在主要是將

群聚的部分找出來，未來功能分區將轉為城 3，因此須訂定回饋的機

制，而非群聚的部分就必須回歸農業發展。 

 計畫體制與治理組 

1. 在議題指認上，這個案子可能不需要處理功能分區的挑整，目前有子

計畫正在進行。 

2. 國土計畫法是新的法，其他法規本來就要配合修正，過渡時期的問題

是否要列為議題可以再斟酌。 

3. 區域治理的部分，在區域計畫法有相關規定，但條文沒有發生作用，

因此在國土計畫法中便沒有納入，區域治理是否需要繼續？這個可以

繼續探討未來是否使用區域溝通平台？如產業用地的分派，全國至各



縣市，在各縣市的分派部分或許可用這個機制進行處理。 

4. 關於原住民的議題，這一版國土計畫已給予充分尊重，目前主要的問

題是在土地使用或是空間劃設的需求無法提出。 

三、 國土中心團隊簡報：人口與公共設施、水資源與能源、海岸土地與海

域、運輸與空間結構（略） 

四、 來賓講評與協同主持人意見交流 

（一） 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蔡玉滿科長 

1. 國土計畫主要以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的方式進行，各部門針對某些使用

地提出需求，目前長照設施會是以容許使用的方式，目前南區隊正在

進行處理。 

2. 住宅的問題連結到部門計畫，住宅部門有提供部分資料但不完整。未

來原住民的部分針對居住、耕種、殯葬會有土地使用管制專篇。而水

資源、能源部分的議題討論需與部門計畫有所分別，重點應放在部門

之間的競合情形。 

3. 海域與海岸由海岸管理法所管理，關於整體海岸保護、防護計畫應進

一步釐清。目前水下文化資產的部分，分署原則上先不探討。 

4. 運輸與空間結構較有關連性，交通部亦提出相關資料，再請參考交通

部的部門計畫。 

（二）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中區規劃隊王文林隊長（代理陳繼鳴分

署長） 

1. 議題的層次不同，建議應有統一的寫法。 

2. 關於原住民住宅的部分，應先探討全國性住宅，再進一步探討原住民

的部分。 

3. 水資源與能源，其中流域治理比較像跨域的部分，建議分類可以再進

行調整。 

4. 運輸部分，交流道特定區較像土地使用課題，建議可以延伸為運輸節

點對於未來土地使用在上位政策的指導論述。 

（三） 劉小蘭協同主持人 



1. 在分析的部分，針對未來人口結構改變缺乏連結。 

2. 公共設施方面，哪一項公共設施最為缺乏，各區域所需的公共設施為

何？應進行分析。 

3. 未來城鄉發展地區包含都市計畫與非都市計畫區，而非都市計畫區的

農業區因位於城鄉發展地區便不能使用農村再生計畫，建議進行討論。 

4. 住宅問題與空間發展缺乏連結，簡報分析大多聚集於六督，其中牽涉

稅制、投機等問題，而此在空間上的影響為何？另外，對於社會住宅

空間發展分布情形可以進行討論。 

5. 原住民保留地與傳統領域，責任歸屬為何？國土計畫法與部門計畫之

間應分清楚。 

6. 未來太陽能板、風力發電在不同區位所造成的影響不同，是否需考量

這一點，再將保育地區剔除，找出可以進行再生能源發展的區位。 

7. 交流道特定區除了違規使用外，住宅與違規工廠周邊的公共設施亦應

進行考量，如學校的供給，除了輔導之外，公共設施也應同時加以考

量。 

（四） 林嘉佑博士（代理童慶斌協同主持人） 

1. 農業用水佔用水量的 70%，但經濟產值只佔所有產業的 5%，就經濟

產值而言真的非常小，但若從糧食自給率的角度而言，如果沒有維持

農業生產，會有糧食自給的疑慮，這有待各部門討論，如何讓水資源

有效利用，讓糧食維持一定的生產。 

2. 水利署長期以來對各區域（北、中、南、東）的水資源進行研究，有

相當多的資料可以參考。 

3. 台灣高齡少子化的現象，對於住宅、交通皆有衝擊。 

（五） 吳清如協同主持人 

1. 目前人口與大眾運輸的比例仍偏低，因此即使考量到未來人口結構改

變，大眾運輸仍需要增加。  



（六） 王千岳協同主持人 

1. 新經濟地理學認為城鄉均衡發展並不是最大議題，城市有自己的競爭

力、發展需求，如果分攤公共投資效率會有問題，對外競爭力有問題。

城鄉差距是否是個大問題可以再思考。不過同意鄉村公設當然需要，

建議更改用語，用適性發展說不定更好 

（七） 蔡智發協同主持人 

1. 簡報第六頁跟第七頁是否有矛盾？前述提及人口產業集中公共設施

不足，然又寫到重都輕鄉公共投資不足，重都輕鄉的用辭可能會有問

題，以財政支出進行估算是否適合，以人均公共設施面積計算也未必

適合。例如道路面積在都市的人均面積少，但是品質可能較好；而有

些公共設施具有規模經濟，可以服務的邊界較廣，因此需加以區分、

討論。 

（八） 國土中心江副執行長回應 

1. 部門空間發展而言，很難得能處理部門之間空間的問題，現況討論的

較少，如能源、海岸等。須待各部會共識養成、地方意識溝通才能完

成。而目前部門主管機關空間內容已經在處理，有些部門沒有空間想

法或是不夠多，有些還在蒐集。 

2. 謝謝蔡老師、王老師的建議，從經濟、社會還是政治角度出發，目前

重都輕鄉反應了一部分的事實，而不是全貌，確實應該要適性發展。

效用不僅以經濟角度，也要從社會、生態等面向。且重要性跟層級上

的分析很重要，但相關數據很難拿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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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與區域規劃實習期末報告暨國土空間發展規劃案協同主持人會議 

會議議程 

時間：民國 106年 01月 06日（星期五） 13:30 - 16:30 

地點：臺北大學（三峽校區）公共事務學院 6樓 629室 

授課老師：蔡智發、黃書禮、林文一、張容瑛、葉佳宗、王千岳 

外評委員（依筆畫排序）： 

王文林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中區規劃隊隊長（代理陳繼鳴分署長） 

     林建元 財團法人都市發展與環境教育基金會榮譽會長 

     林嘉佑 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系博士（代理童慶斌教授） 

     廖文弘 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科長 

     劉小蘭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特聘教授 

時間 議程內容 

13:30 – 13:40 開場、貴賓介紹 

13:40 – 14:30 

場次一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體制與治理面向 

學生簡報（20分鐘） 

來賓講評與討論時間（統問統答 30分鐘） 

中場休息 10分鐘 

14:40 – 15:30 

場次二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城鄉發展面向 

學生簡報（20分鐘） 

來賓講評與討論時間（統問統答 30分鐘） 

中場休息 10分鐘 

15:40 – 16:30 

場次三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環境保育面向 

學生簡報（20分鐘） 

來賓講評與討論時間（統問統答 30分鐘） 

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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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昌宜 資深研究員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吳清如 副總經理 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林建元 榮譽會長 財團法人都市發展與環境教育基金會 

劉小蘭 特聘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童慶斌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系 

江瑞祥 副執行長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詹士樑 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蔡智發 教授兼所長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林文一 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張容瑛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葉佳宗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王千岳 助理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國土計畫—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協同主持人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6年 01月 06日（星期五）13:30 – 16:30 

開會地點：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都市計劃研究所 6樓 629教室 

主持人：黃書禮教授 

出席者：（詳簽到表） 

 

 會議議程： 

一、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簡報（臺北大學團隊） 

二、 意見交流與討論 

三、 臨時動議 

 會議記錄 

一、 臺北大學團隊簡報：國土空間發展策略—體制與治理面向、城鄉發展

面向、環境保育面向（略） 

二、 意見交流與討論 

（一） 內政部營建署廖文弘科長 

 體制與治理面向 

1. 國土功能分區的劃設順序已經決定好了，國土計畫法擬定時就已經考

慮到相關競合問題。 

2. 保育型都市計畫由誰來界定？按國土計畫法第 23條規定：可將保育

型都市計畫劃為國土保育地區，但目的為何？土地使用管制回歸到都

市計畫法，如配套措施沒有出來會有問題，此部份需要再評估。 

3. 區域計畫法所規範的違規土地使用很多樣態，用語應避免過度武斷，

違規工廠數量的掌握，涉及經濟部權責，十五萬家違章工廠都這樣處

理難度很高。 

4. 都會區域及特定區域計畫就是全國國土計畫，三大都會區在全國區域



計畫內容都不去觸碰，建議都會區域及特定區域計畫應以解決議題為

目的來擬定。 

5. 法治用語應注意例如：「會同」各機關應改為「會銜」。 

6. 立法院加進去國土計畫審議會的部分，很多由內政部負責的事情,賦

予國土計畫審議會，彼此間的權責要釐清。 

 城鄉發展面向 

1. 成長管理概念已經內化到法理面，功能分區跟其實就是成長線的概念，

需不需要再討論需評估。 

2. 目前提出的成長管理策略與計畫，係用於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完成後，

然而，現在就是要想怎麼將現況土地轉換成各類別城鄉發展地區。現

在爭議的是第三類城鄉發展地區如何劃？地方政府想劃設城三，此時

成長管理就可以用來決定第三類城鄉發展地區能劃多少？作為劃設

跟審議的階段的參考依據。 

3. 中央各部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因有核定預算權力，過去叫不理會區

域計畫之引導，但我們是國土規劃單位，各部門須提出產業用地需求，

交代需求量怎麼算出來？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再決定要劃多少

城鄉發展地區，這個決定過程各部會要一起來談，不然就不劃給他們，

以後土地發展就要結合成長管理的概念。 

 環境保育面向 

1. 現行都市計畫農業區擁有重要的農地資源，未來在國土計畫法的架構

下，將變成國土功能分區的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國土計畫法雖載明

都市計畫地區應回歸都市計畫之管制，然而，農業區與糧食安全息息

相關。因此，未來國土計畫其中一項重要工作為：如何引導都市計畫

農業區因應農業發展需求？都市計畫農業區將變成綠帶、儲備用地或

是其他使用方式，國土計畫應如何指導都市計畫應加以考量。 

2. 簡報中的農村地區難以進行界定，現行四千多個鄉村區，該如何界定

所謂的農村？這是十分困難的，因為農村是一個概念，但該定義需有

可操作性的認定原則，目前策略的提出仍缺乏這個部分。 

3. 關於糧食安全與農地的策略，基於糧食安全的考慮，需劃設農業發展

地區，對於地方政府而言是棍子，那麼蘿蔔在哪裡？是否能提出策略

鼓勵地方政府劃設農業發展地區。例如：如何與農業部門合作，讓農

政資源以農業發展地區為優先，這是關鍵。雖然在農地違規的處分法

律有所規定，但是否能確實執行很難說！在優良農地部分，若沒有違



規使用，是否能透過相關策略，讓農政資源多投入一些，進而鼓勵地

方政府能多劃設農業發展地區，這是一個策略的應用，也關係到未來

國土功能分區農業發展地區的劃設，提供各位做參考。 

4. 簡報第 19頁有 3個錯誤，首先，國土功能分區名稱為海洋資源地區，

不是海洋資源區。第二，海洋資源地區的範圍在臨海外界線內，圖上

的範圍有誤。第三，海岸管理法的兩種分區為近岸海域及濱海陸地，

簡報所寫為近岸水域。這三個錯誤不影響策略內容，修正即可。 

5. 簡報中有關海平面上升的模擬，這個議題很值得分析，但不容易操作，

建議予以斟酌。另外，有關用語的部分：海岸地區為專有名詞，包含

濱海陸地與近岸海域，在陸上部分包含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等三種分區，因此，是否仍需要在國土計畫的架構下討

論海岸地區，希望規劃團隊予以斟酌，若要討論應有更精確內容。 

（二）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中區規劃隊王文林隊長 

 體制與治理面向 

1. 農地總量控管責任移轉是很好的建議，署內有在討論這問題，值得好

好思考，將來建議以審議機制去落實國土計畫之總量目標。 

2. 分區劃設部分：斷層帶實務上為環境敏感地，規定是斷層兩側 30米，

全國斷層帶只有車籠埔一處，有一些國土保育地區沒有達到規模，是

否要劃成國土保育地區？斷層帶不會真的因為環境敏感劃設為國土

保育地區，國土法第 23條規定，具有國土保育性質，需給予應該之

限制，這部分可以補充。功能分區劃設為保育地區者，還是應以限制

使用為宗旨。 

3. 未登記工廠現在就要處理，不用等國土計畫通過，從以前家庭式到現

在具有規模經濟。制度面不完備，這些工廠沒有繳稅，地方政府常說

沒辦法拆，編列的拆除經費在議會也無法通過。有許多方式可以替代，

例如：斷水斷電，至於時間點需要確立，之後執行上會有更好的依據。 

 城鄉發展面向 

1. 城鄉發展地區中，量的估算有看到，若要談成長管理應進行未來推估

預測，才能進一步討論成長管理策略。 

2. 都市計畫供給過多，其實很多都是無效供給，需要找出來。 

3. 公保地有兩萬多公頃，實務上無法全部徵收，若透過區段徵收或市地

重劃，變更進行整體開發，同時可以釋出建地，但會有爭議，所以首

先要把無效供給的土地找出來。 



4. 未登記工廠的量有推估出來很好。在目標年民國 125年，哪些地方需

要開發，經濟部補助 350億補助地方開發小型產業園區，從政府開發

面來看，一年政府能夠提供多少？應從這個面向來思考。 

 環境保育面向 

1. 都市計畫農業區仍保有優良農地，現行農 1未來是否都會變成農業發

展地區？策略中應強調現行農地維護與農地保護的重要性，而非都市

計畫農業區都要變成發展儲備用地。 

2. 於簡報的策略一將生物多樣性特別提出，建議應多加考量，因為國土

計畫是全面性的計畫，應該回歸國土計畫法，不只是生物多樣性，包

含：文化資產部分皆應納入考量，建議進行調整。 

（三） 劉小蘭協同主持人 

 體制與治理面向 

1. 願景、議題到如何形成策略要說明清楚，例如：原住民、流域要用特

定區域計畫解決，其中與議題的關聯性為何？ 

2. 原住民、未登記工廠議題一直都存在，國土計畫不是萬靈丹，這些問

題的處理機制都有，建議從執行面去提出策略。 

3. 早期台灣的工業發展是靠這些未登記工廠支撐起來，什麼機制可以加

強橫向、縱向的連結？ 

4. 國土審議委員會跟現存都委會、區委會的功能分野為何？與國發會之

關係為何？ 

 城鄉發展面向 

1. 成長管理線的定義為何？聯合成長管理應結合治理策略 

2. 第一、二類城鄉發展地區定義清楚，惟第三類城鄉發展地區在還沒轉

換土地使用之前由誰來管轄？怎麼連結到農村再生政策須再釐清。 

3. 公保地處理只發生在第一類城鄉發展地區（現行都市計畫地區），需

擴大都市計畫範圍地區，例如：第二類城鄉發展地區沒有公保地問

題。 

4. 公保地、空間活化政策與住宅的關係為何？如何結合？ 核心地區，

外圍地區的住宅管制，程度如何界定？ 

5. 產業面向策略中，高科技、未登記工廠、傳統工業區群聚效果，合在



一起討論是否妥當？ 

6. 能源需求的風力發電機、太陽能，是否能進一步討論？ 

7. 交通面向策略中，中央如何指導地方執行，地方如果沒有大眾運輸系

統，地方政府如何引導民眾使用公共運輸系統。 

 環境保育面向 

1. 目前農業發展地區在農 1、農 2的部分沒有問題，但是都市計畫農業

區未來的定位為何？這部分的農地要由哪個單位負責管理？在都市

計畫範圍內的農地，如何處理應考慮清楚，劃設後的管理亦應加以考

量。 

2. 現行農地的多功能使用，例如：養水種電，需考慮各種功能是否會有

所競合。 

3. 保育與氣候變遷調適的策略中，除了生物多樣性之外，還有許多 

4. 氣候變遷調適主要著重於災害潛勢，災害是否因氣候變遷而產生，建

議把氣候變遷的因素納入，討論臺灣因氣候變遷造成暴雨、溫度上升

等情形該如何因應，依目前策略的討論僅有災害的部分，缺乏氣候變

遷的影響。 

（四） 林嘉佑博士（代理童慶斌協同主持人） 

 體制與治理面向 

1. 流域逕流分擔觀念是對的，但實際執行上有困難，地方政府談到河川

管理或流域管理，會直說是河川局的事，權責不歸屬他們。 

2. 氣候變遷政策綱領的整合概念很好，目前環保署的國家因應氣候變遷

行動綱領草案正在進行，組織改革可能變成環境資源部，未來主管機

關可能由國發會變成環保署。目前這項綱領的位階未定，後續可以再

更新。 

3. 農地轉移策略是基於總量管制來維繫農地總量，蠻好的構想。不過第

二類與第四類農業發展地區，轉換的權重關係需再斟酌，不同地方政

府間實際上到底願不願意？誘因何在？ 

 城鄉發展面向 

1. 盤點公共設施針對人口、教育、醫療、就業考量進去很好，可延伸至

總量管制的內容，以防未來發展超過乘載力。 



2. 若考量人口結構變遷，在人口成長階段需要總量管制，而當人口漸漸

減少，管制目標可能需要做調整。 

 環境保育面向 

1. 關於海平面上升的部分難以處理，目前的推估可能是使用觀察的結果，

為平均值的概念，若推估沒有考慮氣候變遷的因素，可信度會遭到懷

疑，但若採用 IPCC的模式，則會因採用的情境有所差異，海平面上

升的模擬難以做為參考依據。若需模擬數據則應說明其中的不確定因

素，清楚載明海平面上升模擬，所採用的資訊有多少不確定性。 

2. 關於氣候變遷的部分，建議說明氣候變遷前後的差異，並適時參考科

技部六大氣候變遷調適步驟，因氣候變遷所產生的風險為何？如何呈

現氣候變遷這個部分。 

（五） 財團法人都市發展與環境教育基金會林建元榮譽會長 

 體制與治理面向 

1. 短期間內在沒有行政經驗下，能處理到這種程度值得鼓勵。 

2. 計畫體制有三個支柱 

A. 擬定單位 (城鄉分署) 

B. 計畫行政單位 (營建署) 

C. 計畫審議機制 (國土審議委員會) 

3. 策略一、二指導規劃單位怎麼做？內容只是一部份，並非全部；策略

二同時得處理公共設施服務系統問題，這兩個策略都指示規畫要準備

的事情，後來行政單位要做的事情不清楚。 

4. 國土計畫體系不會只做到規劃，違規使用不是出錯在規劃本身，而是

落實程度，牽涉到治理，國土發展除要有錢之外，還要有控制機制，

責任歸屬區明確，以上皆需納入架構去考慮。 

5. 國土計畫審議會的權責就是審議，報告提出的優化內容恐體現不出

來。 

 城鄉發展面向 

1. 五大創新產業定義、區位要重新確認。 

2. 談到城鄉發展需同時討論都市建設、公共建設、住宅，此處住宅沒有

討論到。 



3. 公共設施部分的討論，建議補充最新的智慧國土內容。 

4. 全國國土按照東西南北討論城鄉發展，建議加入離島的內容。 

 環境保育面向 

1. 以下將提供一個思考方向，這個部分的策略主要處理:保育、防災、

生命安全這三個部分，而此三部份都是在氣候變遷的限制之下。保育

和氣候變遷應該不是平行而是垂直關係。 

2. 保育及保存又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生態、自然資源、文化資

源。 

3. 防災的類型很多，目前策略似乎只有提及海岸，建議加以補充。 

4. 第三部分生命安全，簡報的策略只有討論糧食安全，那麼水資源、能

源的安全呢？ 

5. 另外，將再生能源的討論放到海洋資源地區，這樣的討論似乎不完

整。 

（六） 規劃團隊回應 

 體制與治理面向 

1.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順序與考量原則是分開討論的，因此在劃設過程中

遇到競合狀況時，就應該考量那些原則作為劃設之標準。 

2. 用字遣詞會再進行修正。 

3. 都會區域、特定區域計畫主要同時解決長期以來跨域合作的困境，包

含軟硬體資源的合作與整合。 

4. 未登記工廠為銜接國土計畫體系需有初步處理，以利對應未來功能分

區劃設。 

5. 各地方政府的農地總量轉換機制設計是自願式的，以解決發展與農地

保護之間的衝突，同時確保國土計畫規定之農地維護總量。 

6. 國土審議委員會主要是希望它能發揮縱向、橫向的溝通功能，曾想過

要另外成立國土規劃諮詢平台，來擔任溝通協調的角色，但考量行政

組織以及缺乏法源狀況下，就先以擴充該會之功能為政策上的建議，

並利用行政院層級的國土審議委員會，確保部會、各層級政府之間的

溝通協調能順利。 



 城鄉發展面向 

1. 會將補助開發小型產業園區政策，納入策略研提的考量。 

2. 成長管理策略所提及公設檢討，僅在第一類城鄉發展地區，會再做架

構調整，以凸顯成長管理與各國土功能分區之關係。 

3. 謝謝劉小蘭老師提醒需考量不同產業型態的性質與區位。 

4. 總量管制修正與離島的城鄉發展策略會再進行調整。 

 環境保育面向 

1. 關於都市計畫農業區的劃設準則，依照營建署與城鄉分署討論的版本，

現行都市計畫農業區未來極有可能被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經

與農業主管機關訪談後，建議城鄉發展地區農業的策略，應站在城鄉

主管機關的角度思考。 

2. 策略中警戒區位的劃設，主要希望中央主管機關能將資訊提供給地方

政府，能於調適氣候變遷的同時，將這類資訊納入考量，讓地方政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能參考這類資訊，以達防災效果。 

3. 關於再生能源僅討論海的這個部分，目前思考的方向主要將再生能源

與保育的衝突放在風力發電，未來將再補充水利、太陽能發電的部

分。 

4. 關於農村地區界定的部分，以及國土保育地區的劃設原則，後續規劃

再加以補充。 

 散會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成長管理執行方案內部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三）11:00 

開會地點：國立臺北大學公共事務學院都市計劃研究所 6 樓會議室 

出席者：黃書禮主持人、詹士樑、張容瑛協同主持人 

開會決議： 

一、 規劃團隊原本將成長管理策略內容合併於第五章國土空間發展策略的各項

策略中，然因配合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4 條，團隊將成長管理策略內容

獨立於本章最後一節，並調整原國土空間發展各項策略中涉及到成長管理

概念之管制、期程、經費預算、管理部門內容於此節。 

 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4 條第 4 項規定，全國國土計畫成長管理策略應載

明下列事項： 
（一） 全國農地總量及農業生產環境之維護策略。 
（二） 城鄉發展總量、成長區位及發展優先順序。 
（三） 環境品質提升及公共設施提供策略。 
（四） 經濟發展機會及社會公平正義改善策略。 
（五） 其他相關事項。 

二、規劃團隊將完成上述成長管理策略，並依據各部會提供之部門計畫的總量

做滾動式調整，其他如優先發展順序、區位、檢討方式等，以機制的寫法

撰寫，作為各地方政府之指導原則。 

三、 第一款的成長管理策略強調的是農地總量與生產環境之維護策略，總量、

區位內容於農業發展地區之空間發展策略中陳述。 

四、 全國國土計劃中的成長管理策略是要規範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6 條應該

要怎麼做。 

五、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成長管理策略為原則式地提出指導機制予各地方政

府，實質執行方案將於下學期實習課開始進行。 

六、 實習課操作 
1. 將分兩組，一組 6-7 人 

組別 A：治理面執行工具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合夥關係）, taxation（補償、稅） 
組別 B：規劃管制面執行工具 
Planning control, permission 

2. 上述兩組所負責的內容，皆須對應到各別國土空間發展策略及成長管

理策略。 



國土計畫-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內部工作會議 

壹、會議時間：2017.02.23 上午 11:30 

貳、會議地點：國立臺北大學三峽校區都市計劃研究所 6 樓 616 會議室 

參、出席者：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江瑞祥副執行長、蕭雁文副

研究員、國立臺北大學黃書禮特聘教授、施慈魂博士後研究員、

張薾桐專任助理、潘枝茹專任助理 

肆、討論要點： 

一、部門計畫進度 

 諮詢平台會議中，部門計畫大多會放在附件，目前會先說明部門計會回傳

的情況，列出尚有缺失的部分，部門計畫雖不完整但希望部門能有綜整性

的論述。 
 部門計畫建議應強調部門之間的協商，著重不同部門之間或是部門需求與

土用落差的問題，例如：水資源與產業發展等競合關係，須在本計畫中點

出，或是於空間上須配合的土地面積…… 
 這部分可能會有困難，目前沒有總量資料，要做分配量會有困難，部分資

料有區域尺度或許還能操作。 
 至少需有水資源、道路、產業的內容。 
 部門計畫的部分在顧問會議說明部門計畫討論過程、回收結果；平台會議

須深入討論，主要讓委員知道未來本案報告書部門計畫的部分將如何處

理，同時希望平台會議時，重要的部門能夠發言。 
 建議國發會加入討論，因為其有審議權。但只有一位委員來討論恐怕不

夠，建議邀請不同面向委員一同討論。 
 若沒有辦法邀請這麼多委員，再找個時間去國發會一起討論。 

二、顧問會議(3/2) 

 目前可以出席的顧問簡連貴老師、賴美蓉老師、張學聖老師、陳建元老

師、謝靜琪老師以及劉曜華老師，但劉老師目前不確定。 
 顧問會議依合約所載須有六位顧問出席，建議再找一位。 
 政大的林士淵老師可以出席。 

三、第六次諮詢平台會前會(3/1) 

 會前會的資料再請國土中心協助準備，黃老師當天無法出席，請提前將資



料寄給老師。 

四、農 3 議題的處理 

 不放在本案諮詢平台會議中討論，重點須找農委會一同討論。 

五、19 個交流道議題 

 19 個交流道算是特定議題，仍依照一開始的構想，進行獨立作業。 
 建議單獨成冊。 

六、其他 

 未來與鼎漢的聯絡透過國土中心進行。 
 已與分署溝通，期末審查希望再 6/5 或 6/6，預定在 5/17 先送一版期末報告

書進行審查行政簽呈。 
 國土中心與北大的聯絡窗口仍是婷鈺。 
 3/2 顧問會議請國土中心協助準備出席費及茶水。 
 麻煩國土中心有關國土復育地區新的資料或圖資提供給北大參考。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6 年 3 月 15 日（星期三）9:30-12:20 

開會地點：城鄉分署五樓會議室 

主持人：陳分署長繼鳴 

出席者：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國立臺北大學、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財團法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本署綜合計畫組、北區

規劃隊、中區規劃隊、南區規劃隊、東區規劃隊、區域發展課 

 

一、國土空間發展構想圖(台北大學) 

1.王組長文林: 

我們目前也在進行計畫書的彙整,初步提一些建議,後續將就現況表達

及構想的部份進行分析,主辦單位用保育軸帶來做底圖,我們可以再討論。 

因為圖的尺度問題,有些可能需要用區域來表達或加些文字的說明,另

外,有關構想圖想要表達的內容,團隊目前已經把能源、產業都放進去,但大多

是既定的計畫,若要談到未來的構想,可能需要把交通,產業及能源的計畫內

容納入。 

 

2.陳分署長繼鳴: 

剛才王組長說的是目前的圖面表達方式,受限於報告書的書面尺寸，可

能需要把台灣分成幾個區域來表達。 

第一個先確認要不要分區？第二個是後續的美工作業(如規劃團隊報

告用泡泡圖的表現方式,美工一下。) 

有些委員說國土計畫需要有圖才來說明規劃構想,目前我們已有現況

及部門的圖,可以在空間上去表現出來。 

過去在全國尺度的規劃,國發會是用整體空間發展構想圖來表現,有些

是發展結構圖…，建議可參考。 



我比較不願意請委辦單位提供一大堆資料,結果最後用不到,區域可以

分沒有問題,目前圖資所表達的元素可能要界定一下。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不要畫出來，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策略會提；重要都

會,次要都會，城鄉發展地區顏色太深、且太分散，要轉換成功能分區的概

念,可能直接目前討論中的城一、二來畫，可參考城鄉區劃的成果來套疊。 

 

3.南區隊戴大雄先生 

目前我們也在做內部的圖資作業,事實上,部門最重要的問題可能是構

想,以水資源為例:部門計畫有提出範圍,但我們空間規劃最重要的是供水的

範圍,可能需要再請水利部門確認。 

目前規劃團隊所提供的水利部門的空間區位需求,缺少北部區域,目前

所提供的圖資看不出來,後面如果要談供需,要看台灣哪些地方沒有自來水

供應,或嚴重缺水的地區。 

 

4.綜計組蔡科長玉滿 

其實今天團隊所表現的圖是兩個章節的內容,包括：現況及部門計畫,

一定要有一個總圖,部門計畫再用一個總圖及四個區域。 

分為兩張圖 1.總體發展策略 2.部門計畫圖。至於，保育的圖、成長管

理的圖要不要放進去,這可能就比較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兩張要不要結合在

一起就是後面的事。 

 

5. 姚副分署長克勛 

還是依蔡科長所提依施行細則 1-6 項的圖,是否應載明事項,文字一定

要有,但要不要有圖表來支持應載內容？ 

第四條的第二項的基本調查,這部份有一部份的圖說也在今天提供的

圖說。 

施行細則裡的應記載事項,該有的圖都要有,寫計畫書時一定要扣合施

行細則,我們做規劃的所本,都源於法令,施行細則裡的分派量,都要載入。 



 

6.南區隊黃清和先生 

在全國的定位上要畫哪些內容,例如:三軸,海環圖…針對國土保育地區

現有的環敏地圖資要不要放進去？圖例要擺哪些?要有討論有共識才把它

擺出。 

 

主席裁示： 

1.國土空間發展構想圖要有三張圖： 

(1)土地利用現況圖<以國土利用調查測繪的圖資製作> 

(2)國土空間發展構想圖的底圖<包含規劃的構想，如：保育軸帶、重要

農地、河川…或地形> 

(3)功能分區及分類圖 

2.規劃構想圖應涵蓋國土範圍包括：澎湖、金門、馬祖、東沙及釣魚台(視

圖面配置斟量)，考量圖尺寸可用一個整體圖加上幾個分區圖來表達。 

3.將重要地層下陷區、工業區、加工出口區、離岸風機、兩類發電廠移除，

加上主要河川後，做為空間發展構想圖的底圖 

4.圖例及圖面配置參考區域課提供的「全國國土計畫書示意圖製作範例說

明」。 



國土計畫-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成長管理討論工作會議紀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 02 時 00 分 

貳、地點：營建署 105 會議室 

參、主持人：陳分署長繼鳴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委員發言要點 

一、陳分署長繼鳴 

(一) 今天南區隊與北大團隊的簡報，對於成長管理的撰寫、呈現方

式不同，可以討論應如何銜接。 

(二) 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針對成長管理的想法與功能分區不同，可

再思考施行細則如此訂定的用意。 

(三) 於南區隊的簡報中，都市發展的部分係透過擴大都市計畫，其

中提及 TOD，然 TOD 有兩種方式，例如：捷運系統每個站點

與社區的聯合開發，這部分就不屬於擴大都市計畫的範疇，另

一種則是擴大都市計畫時，同時配套大眾運輸系統，兩種想法

不太相同，細節仍待討論及確認。 

(四) 獎勵與誘因機制可以慢慢落實，主管機關都有相關的資源，但

要如何進行串聯很重要。 

(五) 若談成長管理的目的可能會發散，主要還是回到國土計畫的目

的，促進土地有效的管理。 

(六) 空氣汙染應處理汙染源而非限制居住，如同地層下陷應控制地

下水的抽用，應朝這種方向處理，找出問題的源頭。 

(七) 目前先處理急迫性的問題，其他部分待後續法定程序的機制解

決。然而計畫內容須明確到何種程度，若能夠指出區位的就指

出，但若無法指出，就交由審議做最後決定。第一版個人傾向

保守，先處理迫切的問題，其他部分就是比較原則性的慢慢導

正。 

(八) 針對違規工廠的部分是否屬於成長管理，由於這議題須進行處

理，這版國土計畫必須納入。針對目前提出的內容將逐項檢視，

在不違背理性的情況下，希望不會造成後續執行的疑義。 



(九) 認同黃老師的說法，農地應該要從資源面去講，不是用分派的

字眼，以論述的方式去闡述農地資源保護的重要性，參考農委

會認定的優良農地，因此農地需要受到保護，闡明認定的客觀

標準。 

(十) 在策略階段要規範土地發展需符合容受力，給予指導的效力，

而在土地管理上用成長管理的手段，擬出績效管制標準，與容

受力的規範相應。 

(十一) 中央跟地方的價值觀差異大，舉例來說：彰化交流道特定區計

畫違規工廠嚴重，彰化縣政府認為應該做混合共榮的使用區，

為何需要 zoning 去限制，此價值跟傳統都市計畫很不一樣，地

方認為違規工廠不可能拆，在這情形下，那些原則、策略就不

用講了。 

(十二) 個人無法全盤接受地方政府的價值觀，顯然有些價值要去維護，

不是照地方的想法去做。 

(十三) 林盛豐、楊老師覺得這個版本的國土計畫是寧靜的革命，較保

守，但得宣誓一些比較迫切的價值。 

(十四) 未來會做直轄市、縣（市）國土規劃手冊，基本上會把一些大

家比較關心的事項，盡量在這手冊去呈述清楚。 

(十五) 新北市代表有提到都市計畫是否要做成長管理，以國外在做交

通管理手段為例：倫敦針對車輛進城的管制手法亦可納入成長

管理，都市計畫本身也是國土計畫一環。 

(十六) 署內的立場是，能用什麼方式跟地方站在一起想辦法，用獎勵

措施與地方政府一起應對。 

(十七) 城鄉發展模式那個子計畫，會針對都市階層提出對應的機能，

也研究出目前臺灣發展可以歸類出四大塊：都會地區、各別城

鎮、鄉村地區、離島地區。針對這四個區域所引發的問題，包

含：治理、全臺四千多個鄉村區的定位，可以再這次做個交代。 

(十八) 請同仁針對電業法再做了解、斟酌。 

(十九) 先尊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用地的考量，後續再做討論。 

(二十) 汙染不是都市計畫要做變更，是都市地區管理的手段，這要看

縣市政府首長、主管機關的因應。 

  



二、陳教授彥仲 

(一) 由空氣品質監測網站可以得知臺灣當下的空氣汙染情形，而若

依南區隊簡報資料關於 PM2.5 的標準，整個臺南市、高雄市可

能都不符合。由於國土計畫是法定計畫，因此在訂定相關標準

時，數字的提出需有邏輯性、科學基礎，且以空氣污染而言，

是有季節性的差異，因此季節性的因素應予以考量，訂定規範

時需考慮地方的狀況。 

(二) 南區隊簡報中提出的成長管理，建議思考配套措施，例如：簡

報第 11 頁中，提及農地違規使用辦法，但看不出後續的相關配

套為何？若無法達到產業聚集的情形下，小規模廠商如何處理？

對於工人如何進行合理的就業輔導？這些配套措施應同時提出。

而對於無法回復農業使用的部分，若是以就地合法的方式處理，

關於農地損失的部分後續如何處理？後續配套措施建議加以考

量。 

(三) 簡報第 12 頁關於城鄉發展優先順序，除量的考量外，建議就業

區位應一併納入考量。以離島工業區為例：目前除麥寮外，大

多為養殖用地，未來產業進駐後，員工如何安置…等相關問題，

應在優先順序時加以考量。未來若有重大建設投入，是否會牴

觸優先順序的原則，應加以思考。 

(四) 國土計畫第四章第二節將討論未來產業發展政策，其中訂定許

多管制規則，產業發展因此受到很多限制，導致國際競爭力下

降。因此，在討論成長管理時，國發會是否能先給予明確的目

標，確認國家成長的目標為何？若沒有確定目標，未來國土計

畫的審議、執行上會出現問題。有明確的目標才能論述，在此

目標下，訂定區位、產業用地的需求。 

(五) 北大團隊簡報第 9 頁，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改善策略這個項目

是否要納入？由於這涉及價值觀的問題，公平正義要由誰來認

定？例如：生態衝擊、土地正義…每個人的想法都不同。建議

應有共同決策機制，納入民眾參與，在決策機制完成後，就必

須確定，而同時亦應有相關的配套措施、補償機制。另外，政

府的基礎資料蒐集、生態監測、能源監測、環境監測等資訊應

放到雲端資料庫，以供分析作為各種發展評估的依據。 

(六) 全國國土計畫指導地方國土計畫，建議應與地方政府好好溝通。

以資源的角度客觀而言：嘉南平原作為糧倉是合理的，然而，

地方政府會有不同的想法，這是否有適當的論述，說明當糧食



生產時，經濟發展如何得到對等的交換，北部的利得是否能夠

回饋，透過不同的策略，例如：北部炭排放量扣稅…類似的機

制，才有機會說服地方政府。 

三、戴教授秀雄 

(一) 目前國土計畫的內容呈現，容易讓人誤解為我國國土是均質的，

是否可能會有不同的空間佈局？例如：期待未來東邊的發展會

是如何，應該有些想象。目前南區隊的呈現看不到各個行動方

案的前端，是依據何種理由所提出的，可能是一個策略或是論

證。例如：雲嘉南糧倉，在未來國土計畫，假設希望可以保持

糧食供給的目標，因此對其能有明確的指示。目前提出的是一

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但可以思考該如何進行布局，假如有

些地方的農糧效益較高，該如何進行維護，而對當地經濟效益

需有何種平衡措施。關於區域的差別建議加以思考，南區隊目

前提出的內容接近操作方法，應在適合全國國土計畫指導的範

圍內，考慮地方特性予以指導。 

(二) 做成長管理的目標為何，建議應增加前端的論述，以支撐後續

各個策略及指導原則。 

(三) TOD 與鄉村規劃的推動，是否會追求歐陸城鄉發展平衡的標準，

成長管理的目標如何設定，鄉村地區與未來城鄉發展地區的連

結將如何處理？若不是要走向城鄉發展平衡，那麼兩者所提供

的基盤設施(infrastructure)就會有所差別。 

(四) 南區隊簡報第 7 頁中，針對部門空間發展策略的部分，成長管

理主要是以都市發展的控制討論，若將其延伸至其他討論是否

會有問題。舉例而言，若以都市發展的方式討論，通常是以都

市發展率 85%，那麼其他的討論是否也能用 85%的發展率進行

討論，這個設定如何在國土計畫中論述？以產業用地而言，在

部門發展定位，工業局的想法與民間發展會有所差異，這與都

市計畫的控制不同，涉及不同產業、競爭性等問題，這是具有

挑戰性的難題，且我們的部門很多，在涉及空間分布區位時可

能會有競合，建議思考論述上的處理。 

(五) 南區隊簡報中關於農業環境的問題，目前主要引用農委會的數

據，然而農糧安全總目標為何？是否仍沿用熱量計算？是否都

以稻米產量進行農地存量估算？這些都還有討論的空間。 

(六) 若要討論 TOD 是先有設施之後，都市的發展才依附設施周邊進

行，或是先有發展後再投入設施，那是否有可能將設施投入較



貧弱的地區？兩者是否都要有，或者採行哪一種？建議再論述

清楚。 

(七) 北大團隊提出策略執行工具，其中有許多部分是國土計畫不會

直接碰觸的，已有其他法規直接管制。在計畫撰寫時，應寫到

何種程度？全國國土計畫主要是指導地方國土計畫，而都市計

畫部分，以臺北市都是都市計畫為例，不會要求臺北市再做分

期分區計畫，而地方對於轄區內都市計畫的分期分區，是策略

還是工具建議再思考。若要作為工具，其會否侵擾到土地使用

管制或都市計畫法…等，應加以考量。以活化工業區機制為例，

未必會在國土計畫中，若認為此為解決方案時，應要求其他部

門計畫配合或修正，而非直接作為工具，類似區域計畫法第 11、
12 條的作法。若要放入國土計畫中，這些工具該如何撰寫，建

議盤點清楚，有些適合做為直接工具，其他做為間接工具。 

(八) 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部分，涉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0、21條，

由於國土計畫法管制的是土地使用，建議以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進行討論。 

(九) 部門計畫會有許多議題，應就各部門中須立即處理的部分，在

這版國土計畫呈現，其他的部分慢慢補充，現在無法全部涵蓋，

包括未來的新產業…等，後續透過通盤檢討再加入。 

(十) 基礎條件調查出來後，客觀的土地不均質就會呈現出來，後續

再以策略的方式處理，這部分就要跟地方政府討論。 

(十一) 舉例而言：臺中區域計畫其實在劃分區前已加編一千八百多公

頃產業用地，這點可看出先想好需求，然後就管不著界線的劃

設。因此，先講好成長管理策略是希望地方政府不要越界，否

則會有地方政府先偷跑的狀況。 

(十二) 北北基、桃園的交通、廢棄物，全國國土計畫不一定要點出要

怎麼處理，而是點出這些議題，叫他們去處理，不可能手伸到

都市計畫區，所以要丟出大方向，如果涉及到跨行政區界、部

門就自行協商調整。 

(十三) 地方推動不了是執行上問題，這種情形可能不適合端出檯面講，

因為地方勢力問題，無法寫在國土計畫裡，人謀不臧這塊就後

續處理，有些事情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十四) 再生能源如果是指電能，並沒有再生能源區域的區位，電能是

即發即用，除非分散型、社區型電網，不過臺灣目前沒有這樣



的社區。 

四、綜合計畫組蔡科長玉滿 

(一) 南區隊的內容架構完整豐富。有關戴老師提出的問題比較像是

指引的部分，須回到計畫的核心價值為何？而這個部分是計畫

較為缺乏的，對於空間區位的指導也不太明確，因此計畫內容

是比較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在區域計畫時已定調為政策原則，

而這版的國土計畫需重新討論，是以政策原則為主，而空間的

指示都不觸碰嗎？這部分仍須再討論。 

(二) 針對未來成長的地方提出許多指示，然關於既有都市計畫與鄉

村區的指導內容篇幅較少，建議加強。 

(三) 南區隊的報告書內容，有些議題需要更細緻的處理。包含第三

種農業用地的討論，後續應透過程序做政策確認，而城鄉發展

地區第二類、田園化生產聚落、生活圈等不同思考邏輯，這些

觀點需要再討論確認。 

(四) 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成長管理的部分並非以功能分區為架構這

個問題，在研擬的過程中，強調總量、區位、時程、品質，後

來賴宗裕老師認為目前第四代成長管理，強調糧食安全、社會

公平正義等概念，因此將這些概念納入施行細則之中，建議先

依細則內容撰寫成長管理策略。 

(五) 成長管理應該要有個初步構想，談定後，才會有實際的管制界

線。以更上位的層級，以成長管理的精神引導發展區位、速度

等。 

(六) 國土計畫法有提到都市計畫跟國家公園都要配合國土計畫。 

(七) 國土計畫或區域計畫都會有指導性的作用，讓都市計畫做調整，

因此對於縣市的都市計畫要有指導功能，這些內容或許不是寫

在成長管理策略，而是在其他章節申述。 

(八) 開會通知單 p.119 提到的農地資料部分，應依據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規定好的資料，而不是主管機關全部拿出來重新套疊，說

法上署內應再做調整。 

五、王組長文林 

(一) 補充區位指導的部分。關於未來產業、都市發展區位曾進行模

擬與討論，然在諮詢平台會議討論後，對於未來發展區位的指

示就變得比較保守，只有已核定的重大建設以及通過政策環評



後才會納入發展區位。對於區位指導趨於保守，避免引發太大

的爭議。 

(二) 未來農業用地轉換區、產業發展區位、劃設條件的寫法會再檢

討改寫。 

(三) 30 公頃以上應擬定都市計畫的論述還會再調整；鄉村區劃設為

城鄉發展地區的距離考量，本是以兩公里範圍內做模擬，會再

安排會議討論；能源議題並沒有著墨太多，會繼續更詳細的研

擬。 

六、黃教授書禮 

(一) 目前由城鄉分署委託北大團隊進行研究，所以處於雙軌並行的

狀態，彼此間仍須磨合，關於國土空間發展策略及成長管理策

略，城鄉分署第五章第一部分比較像空間發展的原則、構想，

第二部分是策略；而北大團隊是在空間發展策略後，再提出成

長管理，概念是在地方政府分區劃設後該如何進行管理。城鄉

分署所提出的成長管理策略很像空間策略，而北大團隊偏向未

來分區劃設後如何進行管理。這個部分如何進行磨合、調整，

建議再討論。 

(二) 各縣市反映農地保留較多的問題，建議不要用農地分派的概念

討論，因為農地資源不應以總量分派的方式來看待，而是為保

護現存好的農地，希望那些農地能夠被保留。若一直採用分派

的字眼可能不太適當，會造成誤解，因為是要維護原本生產條

件好的農地並不是分派，不能用都市計畫人口、產業分派的概

念來談。 

(三) 空間發展策略就要把成長管理概念放進去，但比較針對性的措

施，比如績效管制要怎麼執行下去，這種執行策略就應該在空

間策略章節之後陳述。 

七、張教授容瑛 

(一) 成長管理涉及到都市邊界，應在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完後一起談，

說不定在分署的初稿第八章後再處理，建議章節再做調整。 

八、南區隊戴大雄 

(一) 六都是否能執行這些成長管理策略，以做出地方地國土成長管

理計畫是關鍵，希望能充分溝通，困難點提出來讓我們參考。 

(二) 特定農業區多指高生產力之土地或是有重大農業設施，如果解



編成一般農業區，使維持農地資源利益消失；另外，有些案例

中，優良農田的土壤有業者拿去賣掉，並回填建築廢棄土，這

也是國土流失的問題，所以才提出來土壤維護策略，資料已有，

建議總量控管，若真的無法執行再討論如何調整。 

(三) 除了大規模再生能源區位，應鼓勵屋頂型、社區型再生能源設

置，文字會配合修正；依據世界三大協定中對能源的規定，產

業需利用再生能源生產，這種趨勢必定造成產業衝擊需要做回

應，不過文字修正上會再檢討。 

九、新北市政府詹先生 

(一) 實務執行上有困難，成長管理無法反映現實生活需求，涉及到不

同相關局處業務。農地違規這塊，新北市政府現以新訂擴大都市

計畫，解決核心都會區產業用地不足、農地違規使用、公共設施不

足問題，如果以此成長管理策略，可能窒礙難行，縣市政府就都市

管理上會持續做都市計畫檢討，但成長管理策略執行上確實尚有

一些困難。 

十、新北市政府呂小姐 

(一) 到底能不能用？好不好用？希望能聽到各個功能分區上的指導

作為後續落實的依循，較明確。國土計畫包含都市土地、非都

市土地，而成長管理策略是針對所有功能分區還是特定的分區？ 

十一、桃園市政府 

(一) 目前正如火如荼檢討特定農業區調整成一般農業區，違規問題我

們很頭痛。 

十二、臺中市政府 

(一) 針對南區規劃隊提供的內容，今年度所要研擬的國土成長管理計

畫比較有明確方向。 

(二) 農業用水維護是可以配合，土壤維護策略應就依農委會成果資料

圖資做配合；城鄉發展外部成本內部化這部分，落入空間治理恐

有問題；住宅策略部分，除了參酌本市區域計畫中社會福利設施、

人口總量、成長率的內容外，還會在參酌人口結構、公共設施檢

討。 

(三) 各縣市不均質問題，希望全國國土計畫僅就原則、論述上規範，地

方就可以依自己的特性去訂定計畫。未來 7,8,10 章應該要有個成

長管理指導，在功能分區劃設以及復育地區指認上會有幫助。 



十三、臺南市政府 

(一) 農業灌溉用水、穩定供應、土壤資料庫等套疊，就如蔡科長所

述，農委會已經有這些機制，可以儘快同步處理。 

(二) 第三種農業用地達到三公頃以上的違規使用劃設為轉換區，轉

換區要怎麼操作，時序上怎麼處理，不太了解，是否牽扯到國

土功能分區的退場機制。都市計畫區的農業區也很難回復，後

續這塊是否有明確的操作方式？ 

(三) 農業價值維護需要提升，不過，現在問題在於收入經濟的不平

等，農地維護輔導措施是較符合社會正義方向。 

(四) 開會通知單附件 p.139 頁，提到城鄉發展基本原則中，既有群

聚達 30 公頃，且為鄉公所所在地應擬定都市計畫，這項原則在

都市計畫並無規定，如果設定這個面積，以台南市為例現況有

些鄉村（例如：南化、左鎮）皆低於這個面積標準，恐怕無法

劃設為都市計畫區，是否要在國土計畫法做更嚴謹的規定應加

以考量。 

(五) 另外針對產業發展率以及距離的標準，其標準的選擇需要再討

論。 

(六) 附件 p.143，產業用地區位選擇，提及區位應以再生能源區域為

主，此設定會不會太過嚴苛？這些數量管制標準是否作業單位

需再重新確認？是否過於嚴謹。 

十四、高雄市政府 

(一) 開會通知 p.141，產業用地總量推估的結果，南部產業受影響，配

套措施為何？恐繼續造成南北失衡問題。以高雄市來講：自由貿

易港區、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都有提出產業需求，光這些面積就

超過 1000 公頃，而依據目前計畫所定南部區域祗有 500 公頃的分

派量…如果只以工業局角度去分配面積是有問題的。 

(二) 開會通知 146 頁，改善都市空氣污染與提升居住品質的內容，都

市計畫有辦法實際去落實嗎？這些項目應由部門計畫規劃，視實

際需求都市計畫再因應變更。 

陸、散會：下午 17 時 00 分 



國土計畫-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第 37 次工作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4月 6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00 分 

貳、 地點：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 大會議室 

參、 主持人：陳分署長繼鳴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會議紀錄 

一、 北大團隊簡報國土部門空間規劃構想圖內容(略) 

二、 台大城鄉基金會團隊簡報城鄉區劃初步成果(略) 

三、 國土中心團隊簡報功能分區劃設初步成果(略) 

 發言重點 

(一)林盛豐委員： 

1. 國土規劃應該要用圖，用空間論述。目前缺少整體空間結構圖的論

述，部門計畫沒有國土觀點。 

2. 之前國土發展策略摘要版，該討論的都討論完，現在要談如何把論

述變成圖面。 

3. 空間構想圖應貼合國土發展願景，目前都在談區域的空間結構，基

本的山系、水系…，這些是底圖。接著區域的空間發展願景，景觀

特色、green urbanism、以及產業國際競爭力…等都要呈現。 

4. 行政院核定的計畫圖面上就按順序編出來，如：N1、N2…S1、

S2…。 

5. 分主題去呈現個別計畫，例如：北部會有防災、產業交通…等主

題，疊在一起就是北部國土空間發展願景。 

(二)陳繼鳴分署長： 

1. 這個做法跟英國的國土計畫作法是一樣的。 

2. 目前我們缺乏這樣的做法，規劃中或待核定的部門計畫在空間上表

達會有爭議。 

(三)林盛豐委員： 



1. 部會自己做自己的，土地管理主管機關應形塑好自己的價值，部會

給得內容少沒關係，我們不要去替部門扛責任。 

(四)陳繼鳴分署長： 

1. 這種表達方式適合放在策略，之後的部門計畫再呼應。 

2. 英國這種做法是落實在地方尺度計畫，全國尺度不會弄到個別計畫

呈現。 

(五)林盛豐委員： 

1. 現況跟未來 projects要分別很清楚，各部門個別一張底圖。 

2. 防災計畫就國土計畫層次一定有，之前沒有做到海洋部分，現在還

來得及做。 

3. 圖資有兩個概念，體制內，如：交通系統，加工時目的要搞很清

楚；而我目前展示的是過去我做過的國土規劃 Concept plan，首先

把空間結構建立出來、再看到國土的各功能分區，最後加入未來的

porjects，彼此之間有論述、價值觀的銜接，現階段大概祗能先做

到這裡。 

(六)陳繼鳴分署長： 

1. 土地使用分區較後續的作業，這部份因涉及民眾權益，必需要求

GIS的準確性；林老師所呈現的是構想圖，甚至不需要用 GIS當作

底圖。 

2. 方案、計畫在國土層次寫出來，在地方進行說明會有困難。具體的

每個計劃內容，應該在縣市國土計畫中呈現，國土計畫不應該做到

那麼細。 

(七)林盛豐委員： 

1. 這一版國土規劃到底要做什麼？海岸地區應該要做什麼？澎湖應該

要如何如何？這張圖拿出來後，才代表我們的立場。只要寫得四平

八穩，相信不會有太大問題。 

2. 諮詢平台大家如果對繪製好的圖有共識，這些圖不管跟中央誰報告

都可以。包含：防災、景觀改善、違章工廠區、農地應該要如何保

護…，應該要有這種圖，最好分北、中、南、東，有一張簡圖秀出

來，代表未來要努力的目標。 

3. (全國國土計畫初稿)第二章圖呈現已經核定的計畫，因此在空間上

開始發揮整合功能。 



(八)陳繼鳴分署長： 

1. 過去國內的空間計畫，部門計畫往往超越營建署的角色，所以我們

沒有習慣先畫出一個構想。 

(九)王俊雄教授： 

1. 這張圖需要有三個層次，行動構想第一個；地方政府提出相關計畫

的草案第二個；行政院核定的計畫第三個。 

(十)林盛豐委員： 

1. 現在要做的是趕快提出一個案子，無論是地方、行政院核定、我們

自己提的，都可以! 透過合理的空間規劃，提供行政院進行討論。

Political process要儘快進行，行政院瞭解後，才可以公布。這

種願景圖沒有的話，所有人都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2. 在地政觀念上，先直接轉軌，第二階段 down zoning，很複雜，透

過功能分區劃出來，說服行政院，讓他知道我們的意見。 

(十一)陳繼鳴分署長： 

1. 行政院不會管功能分區的問題，這部份的作業須在內政部這邊完

成，無法把這政治責任，丟給行政院去負責。 

2. 國土保育地區非常困難、複雜，影響到民眾生計。 

3. 空間結構想法需要做補充，這個層次抓得到的就會呈現嚴重侵蝕地

區、熱點，在圖上呈現出來，有這問題，接著就用後面的策略去防

治，例如：農地有零星破碎問題，我們就提出相關策略，如工廠合

法化、農業環境治理。 

(十二)林盛豐委員： 

1. 防災、生態保育、產業+都市發展+交通、農業(看能不能跟生態網

放一起)。農業就顯示出非常重要的農地、糧倉，然後加上嚴重破

碎的範圍，兩張結束(分北、中、南、東四個區域)。 

2. 應該要先有國土規劃的構想，用地形基本圖加海域做底圖。 

3. 從城鄉發展模式分析有沒有發現什麼？個人覺得跟現況都差不多，

成果的闡述需要有問題意識支撐。 

4. 圖面的呈現要先有問題意識，未來跟小英總統解釋這些現況結論、

議題？接著要怎麼做？北、中、南、東寫出來要處理什麼問題，要

透過圖說的表現凸顯出來，構想圖的產出是一個思考邏輯的問題，

不是美工問題。做區域規劃的營建署，不知道北、中、南、東，比



如：大甲溪流域(危險溪流)…的陳年問題嗎？ 

(十三)陳繼鳴分署長： 

1. 我們現階段針對都會區就是點出問題，引發議題，都會區內容就是

由都會區域計畫呈現，什麼都寫報告書會非常厚。 

(十四)林盛豐委員： 

1. 地圖可以用四張圖呈現，第一張高程圖、第二章交通網路、第三是

自然地景，疊再一起，這就是他們底圖。 

2. 荷蘭國土規劃的經驗是分成下面幾張圖： 

A. 經濟、建設、都市化程度圖：圖例可以參考，呈現完現況後，

他們有提六個重點專案，就是未來願景。 

B. 自然資源圖：包含提出 projects(策略的行動計畫)。 

C. 基礎設施圖：包含：高速公路、鐵路、水路、軌道運輸。 

D. Decision map (決策圖)：預計哪一年要完成什麼內容？包

含：農業、都會區、水系、生態、國家公園、濕地…等，各個

都有目標。 

3. 關於國土功能分區中的都市計畫區有保育性質的，要標示出來。 

4. 問題清單寫一寫，看怎麼辦由我跟中央溝通。 

5. 原民、水庫轉軌新制其實沒什麼問題，只是說現況不合理需再加附

註，建議列一張清單去解釋衝突的地方。 

(十五)陳繼鳴分署長： 

1. 第一版就直接轉軌給予分區定位，只是用計畫方式去寫要注意那些

保育事項，待都市計畫、國土計劃通盤檢討退場機制，或者是特定

區域計畫解決。 

(十六)周天穎教授： 

1. 城鄉階層已有現成的構思，建議跟國土測繪中心要，他們把台灣分

成城與鄉，尺度很細，有個依據可以參考。 

2. 行政院列管的重大建設，何處長(管考處)有已核定的中央列管計

畫，現成的。這些核定計畫、功能分區要先做出來給地方政府看，

然後地方也要做 concept plan。 

(十七)林盛豐委員： 

1. 須確認構想圖要分幾張，例如：生態、農業、交通產業、基礎設



施…等次分區圖層，次分圖圖例看能不能照用 98年做的國土空間

發展策略摘要版的內容。同時在圖面表現價值觀，價值觀可以引用

每次諮詢平台討論所提出的功能分區劃設原則，以及哪些東西可以

做為指導次分圖的概念，個別的圖的計畫要編號。 

2. 拿到平台來討論，越早送國發會越好。 

3. 住宅部門策略用文字呈現，可能在都市計畫上表達。 

 會後城鄉分署與各團隊內部討論： 

(一)陳繼鳴分署長： 

1. 圖資製作的素材都有，主題式的呈現比較弱，須讓他人易讀，參考

一下荷蘭的方式。 

(二)詹士樑教授： 

1. 底圖須呈現自然環境(地形、主要河川)跟建成地。 

2. 需跟國發會何德全處長索取已核定的部門計畫圖資，然後再分群呈

現。 

(三)陳繼鳴分署長(裁示)： 

1. 認同詹老師的意見。 

2. 把議題挑出來，對應到策略。海岸來說，海岸保護、侵蝕去對應海

岸管理法的保護與防護區策略。 

3. 個別的圖呈現議題性，再用編號方式(N1、E1、C1、S1…)把個別發

展策略標上去。 

4. 底圖內容應包含： 

 自然因素：地形跟水系 

 建成區域：交通(省道國道軌道)、城鄉結構(built-up area(灰

階)+城鄉發展模式) 

5. 決議主題圖應包含： 

 水與綠(包含：生態網路、保育、景觀、國家公園、重要濕

地)(分圖) 

 國土保安、防災 (分圖) 

 農地(包含：重要生產功能農地、違規工廠破壞區位、農水圳 ) 

(分圖) 

 城鄉、產業、交通(底圖加上水資源) (分圖) 

 能源 (不分圖) 

 水資源 (不分圖) 



國土計畫-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北大團隊內部工作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4月 10日〈星期一〉下午 15時 30分 

貳、 地點：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會議室 

參、 主持人：黃書禮教授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施慈魂、張薾桐、江副執行長、 

伍、 會議紀錄 

有關本次會議討論內容及裁示如： 

一、 第二次顧問會議(4/18 10:00-12:00)籌辦情形及後續工作 

1. 電話聯繫邀約顧問，包含：洪鴻智、張學聖、陳建元、何東波老師。 

2. 顧問會議簡報-成長管理策略之前的內容要簡單說明。 

 

二、 第七次諮詢平台會議(4/25 14:00-17:00)籌辦情形及後續工作 

1. 會前會時間：4/17 12:00-14:00，與會人員：張老師、江副執行長。 

2. 討論成長管理策略，同時讓委員們瞭解國土空間構想圖目前執行情

況。 

 

三、 第二次座談會(05/11(四)14:00-17:00)籌辦情形及後續工作 

1. 場地建議：臺北市立圖書館下午時段，場地費用 8000元。 

2. 確認陳分署長下午時段是否能參加。 

3. 邀請對象：地方政府以六都為主。 

4. 邀請對象可以增列顧問公司。 

5. 簡報先由分署說明，後再由規劃團隊簡報，綜合座談 65分鐘。 

6. 簡報-詢問葉老師或張老師是否能出席報告。 

7. 預定本次座談會內容於 4/26(三)在城鄉分署工作會議進行會前報告。 

 

四、 部門計畫工項進度 

1. 分署 4/17開始每週一的部門研商會議，中心將派人參與。 

2. 黃老師 

(1) 將各部會已經核定的(包含行政院核定的)拿出來討論部門間之用

地衝突、競合，據以提出部門空間策略。 

(2) 舉例來說：農產業跟水資源之間的問題，或是哪裡要增加產業用地？



請水利署表示水資源是否有疑慮。 

(3) 工業局說每年要 200公頃，地要從哪裡來？我們現在只是先把問題

點出來。 

3. 江副執行長 

競合的部分比較擔心，因為目前沒有經過各部會盤點，以工業區為例，

彰化、屏東都會出現把農業用地轉出，農 1農 2結構翻轉，競合狀況

在中央無法看到，因為沒有做實質盤點，競合部分會用舉例的方式做

解釋，用圖呈現只有看到空間結構，無法看到用地的競合。 

五、 空間發展規劃圖資工項討論 

1. 張薾桐助理 

(1) 上次分署長指示跟國發會何處長索取國發會已核定的計畫，就目前

城鄉分署已摘錄的 99頁部門計畫內容，將各部會提出的計畫羅列，

跟國發會已核定計畫進行核對，得知圖面上需呈現哪些未來的計畫？

建議用國發會部門處的資訊跟各部會提出的部門計畫取聯集。 

(2) 分署長決議六個主題圖，水與綠(保育地區、重要景觀…)、國土保

安、農地、城鄉關係、能源，水資源。與這六個主題圖相關的計畫

呈現於圖面。主題圖同時反映議題性及呈現未來的計畫、策略。 

(3) 國發會的資料由北大團隊負責取得。 

2. 江副執行長 

(1) 各部會對於重大建設的與國發會的判斷有差異，國發會重大建設至

少 10億以上，部門所提與國發會核定的計畫取聯集恐有問題。 

(2) 我們會先做整理、比對，看怎麼呈現比較好，以我們的計畫而言，

我們再來討論如何在圖面表達。 

3. 黃老師 

(1) 圖的呈現應該是與硬體建設有關的。 

(2) 沒有實際區位的圖就不需要放。 

4. 施博士 

討論圖資應與子計畫分工，哪些主題圖示該子計畫的成果需呈現。 

5. 蕭雁文 

擔心國發會是統包的狀態，而我們這邊部門計畫是細項，名稱會不一

樣，恐產生計畫重複交疊的情形。 

 



六、 期中審查修改進度 

1. 黃老師 

我們不是實際做預測，在期中審查中已表達清楚，報告書先說好本規

劃案的立場。 

2. 施博士 

(1) 針對南區隊編號 10的審查事項，能源部分建議跟能源局再確認，

若全都集中在彰化外海會是否有衝突，在部門計畫內容中須說明能

源局意見。 

(2) 部門計畫期中審查修改大約何時能修完？因為需要再跟城鄉分署

聯絡期中審查意見公文的寄發時間，預計 4/17跟城鄉分署聯絡審

查公文後，文到兩週內就必項將修正報告書寄達。 

(3) 依目前工作期程，期中審查修改預定 4/25將修正版寄給分署。 

(4) 下次預定五月中旬召開工作會議，確認期末報告書內容及其他工項

成果。 

3. 江副執行長 

(1) 國土中心最晚於 4/20完成期中審查有關部門計畫的修正。 

(2) 請其他三個子計畫將成果摘錄，寄給台北大學做彙整。 

4. 黃老師 

各子計畫將摘要版給我們，本規劃案再比對其中內容是否有衝突，並互

相調整。 



國土計畫-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 

國土空間發展構想圖工作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06年 04月 13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00分 

貳、 地點：營建署二樓大會議室 

參、 主持人：陳分署長繼鳴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發言要點 

一、 黃書禮老師 

1. 今天主要是確認分工，並討論哪些空間構想圖需放入本規劃案報告書，有

些圖請其他子計畫製作較恰當。 

二、 區域課 王文林組長 

1. 基本上全國國土計畫的圖只缺空間構想圖跟部門計畫，這些圖對外說明時

候要分區說明，分不同主題呈現，構想圖可以幫助我們陳述全國國土計畫

的構想。 

三、 區域課 李玫欣課長 

1. 前瞻計畫是中長程計畫，和國土計畫的政策可以做搭配。 

2. 願景-目標-空間策略，策略部分是最核心的部分，這些圖怎麼組合成國土

空間發展?並結合行政院施政願景，及土地使用管理的關係，這些需倚重

北大團隊。 

四、 綜計組蔡玉滿科長 

1. 特定水土保持區圖層建議放在保安防災的主題，水與綠主題的名稱要改。 

五、 中區隊黃清和 

1. 建議主題圖放置章節：第五章四大功能分區，國土保育地區與水與綠有關，

農業發展地區加入農地主題，城鄉發展區跟主題四有關。計劃書第九章跟

主題二保安防災有關。 

六、 黃書禮老師 

1. 水與綠、農地，我們在各分區策略之前展示出來，下面接著寫各個農地、

國土保育相關策略進行簡單說明，做為個別策略的前言。 



七、 綜計組蔡科長 

1. 跟現已完成全國國土計畫草案核對，主題 4,5,6建議放在部門計畫。 

2. 計畫跟策略用編號表達不妥適，國土計畫層次不適合這樣做。 

八、 區域課王文林組長 

1. 計畫跟策略在主題圖上的表現就用全國尺度來陳述，比如：淡海新市鎮捷

運延伸計畫，在全國國土計畫應該寫成「北台捷運系統延伸計畫」這種字

眼。 

九、 中區隊黃清和 

1. 建議前瞻計畫有提到的核定計畫，可以用箭頭、星號，補充在圖面、表現

於第六章部門計畫策略的內容。 

2. 首先還是要在篩選一次前瞻計畫，檢視哪些屬於部門計畫可加入的範疇，

再將這些前瞻計畫與部門計畫一起用圖表達。這些計畫如有需要再補充更

小的尺度，則放在計畫書最後一章。 

十、 陳分署長決議 

1. 底圖先請規劃團隊做做看，主題圖以法定全國國土計畫草案本身需要的圖

為主，等王組長跟城鄉分署同仁釐清清單後，再確定四個團隊需要幫忙哪

些圖資。 

2. 主題圖的名稱將視計畫書內容再行修改。 

3. 前瞻計畫內容南區隊已經初步列出需納入全國國土計畫的部門計畫，之後

營建署內部再依這些內容釐清，哪些內容需要放入第六章各部門計畫。之

後請各部會來決議那些釐清出來的前瞻計畫，要不要放進去他們的部門計

畫。 

4. 哪些圖要納入報告書尊重規劃團隊。 

5. 有關四個子計畫的內容彙整，請規劃團隊跟各子計畫窗口洽取，若有需要

再請城鄉分署協助。 

黃老師會後指示： 

1. 水與綠、國土保安、農地、產業交通等主題圖，放到各功能分區策略章節

之前，簡要敘述現況及分布，並帶到後續的策略內容。 

2. 其他主題圖放在部門計畫內容。 

 



附件：4/13國土空間發展策略構想圖工作會議 

書面資料 

 

一、4/6 陳分署長裁示： 

1. 個別的圖呈現議題性，再用編號方式(N1、E1、C1、S1…)把個別發展策略標

上去。 

2. 底圖應包含： 

 自然因素：地形跟水系 

 建成區域：交通(省道國道軌道)、城鄉結構(built-up area(灰階)+城鄉發

展模式) 

3. 主題圖應包含： 

 水與綠(包含：生態網路、保育、景觀、國家公園、重要濕地)(分圖) 

 國土保安、防災 (分圖) 

 農地(包含：重要生產功能農地、違規工廠破壞區位、農水圳 ) (分圖) 

 城鄉、產業、交通(底圖加上水資源) (分圖) 

 能源 (不分圖) 

 水資源 (不分圖) 

 

二、4/13 討論重點 

1. 哪些圖需放入本規劃案報告書？ 

2. 哪些前瞻計畫內容需納入本案部門計畫工項？哪些尺度的計畫要納入報告

書內容、構想圖？ 

3. 因國土計畫為法定計畫，圖資及相關圖說的命名請城鄉分署及營建署綜計組

裁示。 

4. 本案報告書第七章至第十章應納入子計畫內容，包括：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之劃定原則。煩請各子計畫依目前進度，依城鄉分署原擬定(105.12.08)之

各章節內容(請見下圖)，摘錄給本團隊參考，俾利檢視本計畫內容之一致

性。 

  



 

第八章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第一節 土地使用基本方針
第二節 國土功能分區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第三節 其他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第九章 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
變遷調適策略

第一節 國土防災策略
第二節 國土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第十章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
原則

第一節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評估指標
第二節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定原則
第三節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土地使用管制、

補償及配套措施建議

第十一章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第一節 內政部應辦及配合事項
第二節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及配合事項
第三節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辦及配合事項

第七章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第一節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方式
第二節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
第三節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及順序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子計畫摘要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民國 106年 5月 2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貳、 開會地點：分署 2樓會議室 

參、 主持人：陳分署長繼鳴 

肆、 出席者：（詳簽到單） 

伍、 會議決議： 

一、各子計畫摘要章節的彙整格式要統一，請規劃團隊提供各子計畫格式範

本，請中經院(詳參會議資料章節目錄第七、八章)及國土中心(詳參會議資

料章節目錄第九、十章)依目前已的進度成果，提供規劃團隊報告書的摘要

內容。 

二、第十一章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目前分署已有撰寫的初稿，屆時再一併提供

給規劃團隊彙整。 

三、有關結案摘要報告內容，先請規劃團隊先做一個版本出來(暫訂 100頁為

限)，變成你們的成果報告，屆時我們再從這裡面我們再擷取我們要的加

印。 

 

陸、 工作會議討論 

一、台北大學黃書禮教授 

1. 本次工作會議的目的主要在瞭解城鄉分署對於計畫彙整的看法、計畫的

定位，及與城鄉分署目前撰寫的全國國土計畫間的關係。 

2. 依本案期初工作內容，子計畫是要由台北大學做彙整？還是請各子計畫

團隊依分署所提的章節架構，請各團隊摘要交由台北大學納入期末報告

書中就好？ 

3. 因各計畫結案時間不一，城鄉分署對外說明及送行政的核定時間也與期

初設定的時間不同，這樣結案的時間會受影響，是否能就各計畫目前的

進度，提供第七至十一章內容摘要，供本計畫彙整。 

 

二、城鄉分署陳繼鳴分署長 

1. 城鄉分署原本委辦的構想是等研究案完成後再進行調整，整理完後撰寫



全國國土計畫初稿，再對外展開各部會行政協商及公民團體座談。但現

在時間上無法允許，終究期望有一個版本先給我們，原本三月要先送報

告到行政院，五月溝通協調，現在行政院作調整，能有多一些規劃階段

的座談，現在預定是九月有一份初稿，我們要自己整理出我們要的版

本，期待團隊的版本幫忙統整、延續。 

2. 張老師所提的成長管理內容比較政策、策略性，我們提的比較實務上，

這部分看如何拿捏？可以再討論。 

3. 這一版的國土計畫不想把部門計畫變成我們的重點，部門計畫未來有衝

突時，是在規劃階段，現階段能放的是具體、明確的部分且不要太細，

依國土計畫法各部會要進行時須先徵詢國土主管機關意見，全國尺度指

導各部門共同性的原則，很細的內容就不需要放了。 

4. 有關本案期末的摘要報告，原本構想是等四個計畫明確後再整理摘要報

告，若是九月開始對外說明，如果有這個東西真是太好了！ 

5. 規劃團隊可以先就你們的成果內容先做摘要報告，後續我們再從你們原

來的版本進行修改。 

 

三、城鄉分署國土小組王文林組長 

1. 成長管理策略希望能有建議的內容能納入，其他涉及法令或制度其他不

妥的地方，下午的成長管理策略工作會議會再跟規劃團隊溝通。 

2. 部門計畫的部分，南區隊目前也已完成更新的版本，後續再視規劃團隊

的期末成果酌予納入。 

 

四、台北大學施慈魂博士 

1. 依契約規劃結案工項內容須有摘要報告，包含其他子計畫摘要也須臚列

進去嗎？這部份是否就由我們來進行摘錄？ 

2. 本案工作計畫中有載明摘要報告應印製的多少份數，後續內容的調整、

更新，再由分署依需要來更新。 

3. 依目前規劃團隊的預定期程及工作進度，如果各子計畫於 5月 15前完

成摘要沒問題，那就麻煩各位於 5月 15日前寄送給我們彙整。 

 

五、城鄉分署姚克勛副分署長 

1. 七月的時候請團隊先做一個版本出來，變成你們的成果報告。 

2. 後續送院前會有一些行政協商及座談會，再請你們來開會給予一些指

導。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部門空間發展策略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民國 106年 5月 2日（星期二）下午 13 時 30分 

貳、 開會地點：分署 2樓會議室 

參、 主持人：黃書禮教授 

肆、 出席者：（詳簽到單） 

伍、 工作會議討論 

一、國土中心江瑞祥副執行長 

羅列原則沒有問題，但若像簡報第 23、24頁會牽涉到縣市國土計畫內容，

只能以一個範例說明。 

 

二、國土中心蕭雁文組長 

簡報第 24頁圖資是以水資源部門提供的書面進行處理點繪，人工湖水庫與

水庫範圍不符合，後續處理的困難。 

 

三、城鄉分署南區隊戴大雄先生 

1. 簡報第 26頁不需要做到縣市政府以下的層級，就都會區範圍給予區域型

公設的建議，以區域型的運動會、展覽會的設施，只就區域型、全國型

以都會區為單元盤點提供建議。 

2. 簡報第 24頁若沒有實際範圍，就不要做！ 

3. 簡報第 23頁是可以的，把環敏一、二災害潛勢套疊都市計畫區，範圍就

可以畫出來，哪些都市計畫區位處高風險潛勢區，強化老屋健檢…… 

 

四、台北大學黃書禮教授 

1. 水資源提供的點出在哪個鄉鎮，只是把問題點出來，不見得要進行套

匯，列出原則性應該是沒有問題，提醒部門計畫，點出來目的是提醒地

方做國土計畫時要特別注意這樣的情況。 

2. 避免把部門計畫都納入，主要希望以國土計畫的角度給予提醒。 

 

五、城鄉分署南區隊戴大雄先生 

1. 儘量讓國土計畫法第三條的精神在部門計畫被看到。 

2. 指導的準則中須說明與國土保育的競合情形，請於評估階段著重週邊有



國土保育地區，避免什麼什麼的問題…… 

3. 後續可能發生的情況，現階段將大原則、方向呈現出來。 

 

六、城鄉分署國土小組王文林組長 

後面還有一些圖的部分，應配合部門空間發展策略呈現。 

 

七、台北大學黃書禮教授 

那些圖後續會分散於不同章節之中，從國土計畫觀點會有什麼問題幫忙點

出就好。 

 

八、國土中心江瑞祥副執行長 

1. 簡報第 5頁用地的總量、縣市分派通常不會完整，但對於交通部門有整

體運輸規劃，應有發展構想、預測，目前沒有發展構想、預測，部門於

提供時，沒有提供這部分，能否請分署協助 

2. 簡報第 9頁，關於圖資的處理目前正在進行，於功能分區的競合問題後

續繼續處理，競合原則為簡報 10頁，先做這樣的勾稽後續在撰寫原則性

的東西，也會舉例處理，避免產生爭議。 

 

九、城鄉分署國土小組王文林組長 

1. 運輸部門的資料，運研所有提及他們自己的疑慮，但資料有無涵蓋我們

預期的內容，目前還未確定。 

2. 簡報第 11頁，目前行政院政策尚未定調，包括：田園化生產聚落，目前

還在討論要不要出現這樣的文字，水五金本來縣市都是要走都市計畫，

那七百公頃裡面有沒有好的農地？NGO主張不能全部轉作工業使用，那

100公頃的農地生產食安上會有疑慮…之後的討論都還是會有爭論，部

門計畫裡若要提建議，要達到規模，但若面對 NGO會有爭議。 

 

十、城鄉分署南區隊戴大雄先生 

未登記工廠，暫時先放成長管理，部門計畫先不用，因為接下來會做的模

擬步驟中區隊已經做完了，後續要當作操作的準則，還需要考驗。 

 

十一、 國土中心江瑞祥副執行長 

這只是舉範例，可以先不舉，以原則性去提，不提範例，特別針對有爭議

的部分。勾稽會有論述，會根據剛剛所提的原則性。 

 

十二、 台北大學黃書禮教授 

評估原則可以先進行，今天主要知道分署的想法，擔心把所有部門計畫全

部弄在一起，部門計畫從國土計畫的觀點去考慮，提出一些指導原則。 



 

十三、 城鄉分署南區隊戴大雄先生 

依國土計畫法載定：部門計畫需與國土主管機關密切配合，將原則寫出來

後，部門空間的發展就有方向可遵循。 



「國土空間發展規劃─成長管理策略工作會議」 

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民國 106 年 5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 4 時 

貳、 開會地點：分署 2 樓會議室 

參、 主持人：陳分署長繼鳴 

肆、 出席者：（詳簽到單） 

伍、 會議決議： 

一、南區隊戴大雄建議 

1. 跨區域基盤設施，建議北大團隊明確指出是哪些基盤設施，並於報告書中強

化。 
2.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既有農業使用的績效管制，目前內容層次不一致、混

雜(例如：景觀、野生動物的績效管制標準各異，用齊一的字義敘述來進行

管制，相對不合理)，不破壞自然、雨水入滲…，後續的執行需要再斟酌，

既有生產可為從來之使用，若既有生產已超限，這樣會有問題。 
3. 績效管制的部分是否把績效管制原則列出來就好，不容易寫出一套單一的基

本項目全國一體適用，績效管制原則訂出來就好，其他的讓各縣市政府應地

制宜去進行調查、建置管制標準。 
4. 建議未登記(臨登)工廠，管制標準寫到指導原則就好。未登記工廠的公設負

擔、回饋金制度、時間點，公共設施的標準建議一套就好，回饋金是影響費

或保護費？隔離綠帶寫一定寬度就好；用這些原則性的字眼來寫，保留地方

政府有因地制宜的彈性。 
5. 針對氣候變遷的策略指導原則，例如：低衝擊開發的城鄉發展，低衝擊計

畫，重要績效指標（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海綿城市，建議朝

這方向思考研擬相關成長管理指導原則。 
6. 城鄉發展管理的績效指標，要有目標年，低碳城鄉的綜合指標、循環經濟的

達成率、訂定 KPI… 
7. 針對都會區聯合成長管理的平台建置部份，建議先就目前已有的縣市政府跨

域協商平台進行優化，例如：北台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行政院南部辦公

室、南高屏澎四縣市首長區域治理平台…進行瞭解，再整合目前團隊所研提

的跨域平台策略工具；此外，目前國土計畫法中有明定國土審議會分成行政

院、內政部及地方三級，未來在跨域計畫的提案、協調及審議過程，如何與

建議的聯合成長管理平台做銜接，建議這方面要再處理。 



8. 離島地區 
 

二、座談會簡報內容討論 

1. 城鄉發展優先區位與順序內容 

(1) 成長管理重要在於指導優先順序，既有開發原則，第一優先都市計畫

區內，再來是非都市土地，之後才會用新訂擴大、開發許可。 
(2) 都市計畫農業區，可能是農業生產功能或都市儲備用地；農業主管機

關、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可以決定，但需互相協調。都市計畫農業區如

果不是好的農地，若有使用需求可以先用。 
(3) 目前只有到城鄉發展範圍，成長管理範圍外非屬城鄉發展用地。未來

要開發利用的地方，應該要有完整構想到位才能將預留功能分區空間

劃給你，國土計畫公告時間，再給三年啟動變更程序，會檢討變更的

地方，給予空間檢討變更。 
(4) 都市計畫農業區考量國土計畫對於農地的整體調控，保留彈性，要求

各縣框列保留農地總量，現在根據農委會調查都市計畫農業區部分，

一、二級應予算入總量，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基於整體國土發展需要，

生態補償的概念，變更後的農地，必須要補充到農一的總面積，不能

整個拿掉。 
(5) 針對地方政府既有發展區外，可以劃在其他地方，都市計畫已經供過

於求，以原有都市計畫區為範圍，有具體發展計畫後，才能劃入城鄉

二。 
(6) 都市計畫農業區擺在第二順位，要有加註，經農業資源調查排除後… 
(7) 都市計畫農業區放在第二優先，非屬宜維護農地範圍，農一、二、四

優先劃為農業發展地區；都市計畫農業區放第三或四順位。 

2. 產業發展優先順序，建議既有未登記工廠的區位選擇優先順序刪除。 

(1) 署內不太清楚特別提出產業空間發展的順序為何？若要放的話應該要

與城鄉發展地區一樣，未登記工廠要在劃設時就把它劃為城鄉發展地

區。 
(2) 未登記工廠若還是在農業用地就還是農業發展地區，如果要處理不是

就地合法，處理方式—恢復農業使用、或劃入城鄉發展地區，若是城

鄉發展地區就應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的產業區位選擇順序。 
(3) 要興創產業先找都市計畫區，要新設園區，利用既有未登記工廠或用

農地…，這是區位選擇的條件，並非開發優先順序。 
(4) 署內立場城鄉與產業的發展順序不應有兩套分原則、分開載列。 
(5) 規劃團隊針對產業(未登工廠)這塊獨立出來研擬策略，是因為工作計

畫書中有單列這個工項，若城鄉分署同意未登工廠的區位選擇，仍應



依城鄉發展地區的產業區位優先順序，後續將在報告書中合併研提原

則。 
(6) 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轉正的處理，應該改成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不

是產業空間發展優先順序，既有未登記工廠是特殊個案，不能放在順

序中。 
(7) 針對未登記工廠的區位的區位選擇順位，是否應加入新訂或擴大都市

計畫這項？ 
(8) 未登記工廠擺在區位選項邏輯上怪怪的，這類問題可能不是擺在成長

管理區位選擇的順序。新的產業發展要找地的時候，要怎麼處理？可

能先循既有的產業用地去找，最後才是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9) 農地上違規工廠不適合大規模群聚，未來用使用許可，兩個不能混在

一起。鄰近既有工業區或產業園區(區位選擇問題另外寫)之新訂或擴

大都市計畫或使用許可，這個涉及產業群聚效益，但是不是應該在國

土空間發展策略上來載明，可能還有待釐清，建議先刪除；產業不用

獨立城鄉發展有一個優先順序。 

3. 產業區位發展與競合處理原則： 

(1) 簡報第 14 頁一定規模的集居聚落會有受汙染農地，個人認為農發四裡

面不會有農地污染問題，因為會劃作農發四的都是建地，會有受汙染

的土地，但不會有受汙染的農地。 
(2) 有關活化受汙染農地設置綠能設施，目前農村社區本來就可以做這

塊，但沒有必要限制在受汙染的農地。 
4. 有關公共設施的檢討，成長管理的指導原則： 

(1) 農四只會有零星夾雜的農牧用地， 
(2) 建議在不影響農業生產的環境下，適度活化農地為綠能設置地點。 
(3) 建議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的轉型，未來如何操作，尚待後續的部會協

商？規劃團隊這邊直接用鄉村社區土地重劃，建議先刪除。 
(4) 既有鄉村區是空的，目前正在研究，既有發許可公共設施不夠應如何

處理？預留的地方—新訂擴大、使用許可。 
(5) 農發四最重要的是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 
(6) 鄉村社區發展、建設，階段性連結，農村再生條例第 32 條，依規劃團

隊的建議先用「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5. 區域型國土整合平台內容應強化。 

(1) 可以分為規劃階段與審議階段，來說明這平台的運作機制。 
(2) 過去國發會的區域平台一直沒有成功，目前策略所提的平台甚至未法

制化，建議彈性的寫法。 
(3) 機關之間的協商，衍生想法或建議，法制面用審議會處理，不會另外

成立， 
(4) 跨域成長平台的策略建議可以留著，但須在文字上再補充說明。 



6. 跨域平台裡討論的五大議題構面，建議能源設施再考量是否要納入。 
(1) 五大構面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去做，在國土計畫不需要交代，並非國

土計畫應該規範的職權。 
(2) 建議縣市，跨域整合、聯合成長管理。 
(3) 行政區劃案子做完結果就是跨域。 
(4) 由平台解決不公平、協調有效性，就未來設施做發展機會上的平衡，

不要干涉各部會寫的內容。 
(5) 但研究團隊可以提供建議，未來可能不會放入全國國土計畫中。 
(6) 規劃團隊須再瞭解法定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支應用途，再研提基金使用

之建議。 
(7) 鄰避性公共設施、自來水….，各縣市會有分派、競爭，跨域治理的概

念，在國土空間發展策略中說明，跨域治理的概念會放入全國國土計

畫中，即便沒有機制、平台。 
7. 租稅增額策略 

(1) 上次諮詢平台會議中委員已討論暫且不放。 
(2) 土地的租稅系統不在國土計畫法，公共建設目前沒有法源依據。 
(3) 明確舉例：受益區如何界定，TIF 不是只有一條道路，使用權並非完

全均等，實際情形如何操作，受益區界定需有法源依據，國家無法界

定這個受益區，推動兩次台北市政府、國發會。 
8. 農地 TDR、保育地役權 

(1) 目前農委會對農地農用的獎勵機制，已朝對地補貼的方向在做。 
(2) 農地使用的外部利益無法界定，農地保育是以公益為主，無法做舉

證，公益如何定義？這些外部利益的價值是什麼？ 
(3) 不是從損害與得利來看農地的保存，在澳洲農地的保育是一種榮耀，

國家對其補貼；地役權在民法的界定上是有受到實質利益，概念不一

樣，類似對地補貼的概念，現在的觀念是填補損失，這個損失在哪

裡？  
(4) 為了保育要給予填補損失，要由農業單位來認定；地役權的觀念是填

補損失的概念。 
(5) 民法---99 年的修訂，第八百五十條農育權可能這目前所提的概念較接

近。 
(6) 現行機制與這些東西的關聯，要把它具體化，掌握國內狀況，保育地

役權跟漂鳥計畫結合，農委會政策媒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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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相關事宜工作會議─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整體發展策略」 

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民國 106年 5月 10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分 

貳、 開會地點：分署 2樓會議室 

參、 主持人：陳分署長繼鳴 

肆、 出席者：（詳簽到單） 

伍、 會議紀要： 

一、城鄉規劃課詹課長博勲 

1. 針對特定區劃設功能，例如：發展型、帶動發展型、輔助發展型或管制型計

畫，若是引用邊泰明老師民國 81年提出之研究結果，應標註出處。 

二、南區規劃隊張隊長逸夫 

1. 此項研究重點之一在於交流道特定區應維持國道運輸機能，劉玉山委員過往

曾經建議連結交流道聯絡道的省道，或主要道路應降低住宅或商業使用之強

度，針對此構想是否可請規劃團隊提出分區調整或土地使用管制等作為，並

提出若干策略或建議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通檢時參考。 

2. 建議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之產業定位再深化探討，如：需與直轄市、縣(市)

政府產業發展政策進行連結、作為產業儲備用地或持續維持管制型計畫等，

並進一步提出相關規劃構想。 

三、中區規劃隊陳愷 

1. 簡報第 7頁中分析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之人口達成率，係以最近一次通檢計

畫人口與現況人口相比較，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擬定時多以管制型居

多，歷次通盤檢討可能隨時空發展變動，已進行部分調整，建議應與計畫擬

定時之計畫人口進行比較。 

2. 「交流道聯絡道運輸服務機能未如預期」課題之對策中「儘量規劃交通旅次

需求低之用地」，建議進一步明確說明。 

四、北區規劃隊莊隊長棋凱 

1. 簡報第 22頁中，有關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之整體開發地區，過去常因開發

條件嚴苛以致現況閒置，而農地卻又出現許多違規。過往也曾針對交流道附

近道路進行交通流量服務水準分析，部分交流道常因流量大而服務水準不

佳，針對上述列現況問題請提供成長管理策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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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合計畫組蔡科長玉滿 

1. 未來 6年間區域計畫仍有法定效力，建議針對區域計畫對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之指導加以補充。102年及 106年 5月底即將公告實施的全國區域計畫修正

案(草案)，對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有具體明確的要求辦理事項，建議應納

入： 

(1) 涉及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土地，應劃定為保育相關分區。 

(2)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應針對農地之發展定位加強著墨，屬好農地或不好

農地應進行完整的整理，並且針對不同等級的農業區，提出定位及指

導策略。位於都市計畫農業區的優良農地，是否都要檢討變更?諸如此

類問題請提出明確意見。 

(3) 既有工業區之指導策略，經濟部工業局與分署目前已有共識，屬都會

區範圍內之工業區原則上不予變更，但區域計畫之指導下目前尚屬可

變更。 

(4) 針對未登記工廠及物流等產業用地合法化之措施，目前正計畫研擬由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會商後提出建議，供直轄市、縣(市)政府

通檢時參考。 

(5) 建議補充區域計畫的指導原則，並提出 17處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中產業

用地或農業用地等辦理通盤檢討應注意事項，供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通檢時參考。 

六、國土規劃小組王組長文林 

1. 建議本研究成果應納入國土空間發展規劃報告，提出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相關

建議與指導。 

2. 有關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之分類方式，都會區中心、都會區邊緣之判斷標準建

議可再釐清，如：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與高鐵特定區相鄰、彰化交流道附

近特定區與臺中市相鄰，是否屬於都市發展邊緣?建議可再釐清。 

3.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與周邊都市計畫整併縫合之可能性，應提出建議。 

4. 基本資料部分，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之貨物轉運中心細部計畫，早在數

十年前發布實施，雖整體開發完成但已非原指定辦理之貨物轉運中心。另

外，斗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之整體開發地區應已解除，建議再確認。 

七、城鄉分署姚副分署長克勛 

1. 計畫類型分類方式建議再考慮。 

2. 有關論述方式，建議透過人口達成率、公共設施開闢率、現有土地使用之違

規使用(尤其農業及工業)等，觀察是否可找出某種程度具關聯性之問題，再

進一步檢討 17處交流道附近特定區類型後，再予以提出成長管理策略指

導，以強化整體研究論述的前後鏈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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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城鄉發展分署陳繼鳴分署長 

1. 請納入上述與會意見補強研究內容。 

2. 目前研究係綜整 17處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之課題與對策，提出全國通案性的

策略，建議仍應針對各個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提出直轄市、縣(市)政府可

依循參考的檢討策略方向。 

3. 有關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的分類方式宜再斟酌。 

4. 建議可針對各計畫的機能進一步提出較具體的指導： 

(1) 過往計畫擬定性質經過時間、空間之改變，特定區之性質機能是否維

持或予以調整，應提出建議或指導。 

(2) 諸如運輸機能是否維持、農地違規如何處理等，請補充更明確的操作

方式。 

(3) 那些物流與轉運相關分區需要保留，那些需要檢討變更？ 

5. 針對氣候變遷議題，適度納入海綿都市概念提出相關指導原則。 



「全國國土計畫-發展預測與成長管理」 

機關研商會議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5月 15日〈星期一〉下午 2時 00分 

貳、 地點：內政部營建署 601會議室 

參、 主持人：陳分署長繼鳴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會議紀錄 

一、議題報告 

1. 發展預測之內容與項目，是否妥適？提請討論。（略） 

2. 成長管理策略之項目與內容，否妥適？提請討論。（略） 

 

二、綜合發言 

1. 農委會吳技正兆揚 

 農委會長期主張都市計畫區內的農業區，在國土功能分區中應以劃設

為農業發展區為優先，若未來都市計畫區內的農一、二都劃為城一，

是否能轉由城鄕發展主管機關來管理？若依照目前功能分區劃設的

原則，都農是採行註記的方式管理，為避免在城鄉發展區與農業發展

區間農地使用利益的不公，建議將能源發展用地都放在城鄉發展地

區。 

 有關農地的獎懲機制，農委會的政策只要是農業發展區都會投入資源，

不同分類有不同的做法。 

 違規工廠建議應該要有農地回饋、修復、開發補償等機制 

 簡報第 22 頁提及未來應該是以農業發展地區的分類進行差異化管制？

另外，簡報中所提公有農地交換制度似與空間規劃沒有直接關聯，建

議再評估。 

 此外，書面資料第 11頁提及受污染農地目前數據還有待確認；高鐵

黃金廊道嚴重地層下陷區…目前還有面積調整，建議先不要放入計畫

書中。 

 

2. 城鄉分署陳分署長繼鳴 

 有關都農是否用註記的方式全部納入城鄉發展地區，或將農一、二劃

為農業發展地區，在幾次的會議中專家學者、機關代表都有提出不同

的意見，這部份我們要再協商，後續會再召開會議跟各主管機關說

明。 

 



3. 城鄉分署王組長文林 

 未來都農區將如何分類管理？這部份在幾次的會議中農業單位、專家

學者還有意見，目前已有初步內容，會再找時間跟各部會報告。 

 

4. 高雄市政府曾正工程司思凱 

 每個項目的預測年期不一，例如：水利設施發展需求是 120年、產業

用地總量推估是到 109年…，目標年期不一，每個部門配合會有問題。 

 住宅供給是以用地的存量來推估，但商業區通盤檢討通常都會納入計

算、不會忽略，這樣推估出來的住宅總量應該會有問題？ 

 住宅是供過於求，但最後又要推社會住宅，而且中南部地區可能不需

要，如果納入國土計畫，是否會造成資源的浪費？根據經濟部產業用

地的需求推估說明，再看國土計畫中似乎變得很沒有彈性，而且預測

的年期跟國土計畫不一致，該如何處理？ 

 

5. 城鄉分署南區隊戴大雄 

 目前計畫所列的各項數據皆由各部會提供，後續會再持續更新。 

 目前全國國土計畫所提的社宅政策包含：既有閒置的空間利用，不會

都只是新增，除台北市外由各縣市政府找公有土地興建社會住宅，其

中有 12萬戶是由政府直接興建，8萬戶是採包租代管的方式來提供。 

 

6. 工業局林科長怡玟 

 目前工業局正在檢討到 125年的產業用地需求推估。 

 推估方法是總量出來後，再把已經編定的用地扣掉。 

 

7. 經濟部能源局 

 各計畫年期不一致，應再修正。 

 能源局的推估目前只能到 114年，因為須配合國發會等單位；歷史資

料各部會不一致，建議更新到 105年，以利其他部會的預測。 

 能源需求的資料太舊，未來會全部重新修正，再提供給內政部。 

 請主辦單位說明產業用地、能源設施用地與公共設施用地的差別為

何？ 

 

8. 農委會農田水利處 

 農業用水的資料自民國 89年起，規定以不再增加為原則，但在大糧

倉計畫中另有規定，因此水量可能還會再調整。 

 簡報第 15頁提及農業生產環境的維護與管理，建議依水汙染防治法

進行總量管制；另因為水質水量管理目前沒有主管機關，建議交由地

方政府管理。 



 

9. 營建署國宅組徐副工程司旻穗 

 105年曾做過各縣市政府社宅需求的調查，目前除北部縣市，其餘尚

在辦理中。 

 目前社會住宅在都會地區的住給量約祗有 0.1%，顯示都會區社會住宅

的需求遠大於供給。 

 

10. 綜計組蔡科長玉滿 

 這一版的國土計畫計畫年期是 20年，麻煩各部會儘可能提供到 125

年的預測值。 

 國宅處與署本部的住宅推估基礎不同，主要是從用地的供給來計算，

但確實忽略了商業區，未來會再修正。 

 產業用地未來建議主管機關，能提供彈性調整機制的建議。 

 公共設施用地、公用事業用地等差別還會再釐清。 

 農田水利處的建議會後再釐清，以瞭解所提意見是否應在全國國土空

間的尺度來處理。 

 

11. 台中市政府江正工程司日順 

 目前台中市的人口推計有低估的情況，截至 106年 4月台中市總人口

約為 277萬與高雄市相當，預計在計畫年期內將超越高雄市，成為全

台第三大都會區，報告書中計畫建議參照台中市區域計畫的推估結果

進行修正。 

 

12. 城鄉分署南區隊戴大雄 

 台中市表示縣市合併造成人口向都會聚集的磁吸效應，未來台中市的

人口增加，從區域的人口總量來看：勢必南投、彰化、雲林會減少…，

會再從區域的分派的角度，思考合適的人口總量。 

 

13.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張研究員益城 

 推估到 125年有點太久，建議配合十年檢討一次的時程來進行。 

 用地需求的推估是否確實有約束力？ 

 運輸需求的推估我們有進行，但就用地上真的有困難。 

 簡報第十頁與後續的內容有些不一致。 

 簡報第二十五頁，「智慧綠色運輸示範區的比率」建議改為「綠色運

輸市占率」，交通部對此有比較明確的定義，建議配合參考修正。 

 

14. 交通部觀光局 

 依據貴分署於 106年 4月 24日召開「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地區劃



設條件、順序相關事宜」機關研商會議，簡報資料提及既有都市計畫

區中，有 26處都市計畫之計畫範圍內，面積半數以上屬於國土保育

地區 1之劃設條件，擬於未來通檢時，調整都市計畫範圍，納入國土

保育地區。故本次草案資料所載「為保持優美風景或管制發展需要，

得申請新訂或擴大管制為主型之都市計畫」，兩者作法是否有衝突，

建請釐清。 

 查目前各縣市之都市計畫中，有多數「風景特定區計畫」係依都市計

畫法第 12條規定：「為發展工業或為保持優美風景或因其他目的而劃

定之特定地區，應擬定特定區計畫。」而擬定，該等都市計畫係地方

政府基於其發展、管理需要而擬定，並無涉及中央觀光主管機關依「發

展觀光條例」及其子法等規定辦理風景特定區評鑑作業，亦即並未經

中央觀光主管機關認定。 

 另行政院已明確指示，中央觀光主管機關辦理風景特定區評鑑，其評

鑑結果屬直轄市、縣市級風景特定區者，應由中央觀光主管機關自行

核定，免轉送行政院核定，以符行政分工，本局刻依行政院指示修正

相關法令。 

 綜上，為符合相關法令規定、都市計畫實際劃設情形及因應未來管制

需要(如既有風景特定區辦理擴大都市計畫時)，並尊重地方政府之發

展規劃權，建議將「中央」及「並經行政院核定者」等文字刪除。修

正後文字內容為：「經觀光或保育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申請

範圍確有保持優美風景或管制發展需要，得申請新訂或擴大管制為主

型都市計畫。」。 

 

15. 林務局劉科員泰安 

 成長管理策略（二）1.城鄉發展區位（2）城鄉住商用地發展成長區

位策略重點 A.都市計畫地區（議程第 20頁）： 

(1) 現行都市計畫仍有部分保安林劃為住宅區或商業區等都市發展地區，

部分都市計畫規定須整體開發或辦理市地重劃，惟將保安林納入開

發範圍，違反森林法及保安林經營相關規定。該等保安林等保護類

型地區，可能是早年紙本時代，圖資比對不易等情形，誤劃入都市

發展地區，或因開發壓力選擇不採納林業主管機關意見，導致不合

理之都市規劃。 

(2) 為導正合理之都市開發，建議依國土計畫法第 23條第 1項之精神，

納入「符合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原則者，應維持或變更為保護性質之

分區或用地，並禁止或限制開發。」之策略。 

 成長管理策略（二）3.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指導原則：「（1）基本

原則：…申請範圍確有保持優美風景或管制發展需要，並經行政院核

定者，得申請新訂或擴大管制為主型都市計畫」之策略（議程第 25



頁）： 

(1) 應請作業單位先思考在國土計畫管制下，是否還須新訂資源型或管

制型都市計畫，是否得以國土保育地區之土地管制達成保護或保育

效果。 

(2) 發展觀光條例之風景特定區不必然須依都市計畫法訂定風景特定區

計畫，且優美風景多與本局國有林事業區或保安林重疊，屬國土保

育地區劃設條件，若再新訂或擴大此類都市計畫，將增加管制複雜

度。 

 

16. 綜計組蔡科長玉滿 

 全國人口推估是按照國發會的推估結果，但縣市層級的推估邏輯不同，

實際人口、縣市人口量是不同，還是會按照各相關政策的影響來考量，

彼此並不互相衝突。 

 新北跟台中區域計畫中的產業用地的需求量係依循工業局的推估。 

 那些推估值有約束性，未來會訂彈性處理原則，可能會透過計畫、區

域平台來落實。 

 未來若運輸用地主管機關認為有彈性處理的空間，可再提供相關建

議。 

 

17. 城鄉分署王組長文林 

 因為特定目的劃設的都市計畫，與國土功能分區是否能銜接，還會再

研議。 

 

18. 城鄉分署陳分署長繼鳴 

 未來若有國土保育性質的土地需要管制，未來應該不會再循都市計畫

的方式劃設所謂的管制型都市計畫(如：交流道特定區、保育型都市

計畫)，而是劃為國土保育地區。 

 

19. 台北大學張助理教授容瑛 

 人口、產業、城鄉發展用地的推估，縣市之間的協調這部分確實很重

要，研究團隊會再進一步研議。 

 

20. 桃園市政府 

 未來是否仍要訂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條例>？ 

 未來是否會依各功能分區、用地的管制，來規範都市計畫與國家公園

計畫以外的土地？ 

 

21. 境群工程顧問公司黃規劃師湘晴 



 能源設施用地的推估數據從何而來？ 

 低度發展或無效供給之檢討應如何檢討？ 

 既有產業群聚區位是否能公開？ 

 國家重大建設如何認定？ 

 

22. 台電公司 

 能源設施用地的推估是怎麼來的？只有增加還是？既有的部分使用

情形如何？ 

 人口住宅等推估，是就未來「不足」的部分來表示？ 

 

23. 城鄉分署南區隊戴大雄 

 回應前面兩位先進的提問：產業群聚區位無法由國土主管機關來指定，

需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導。 

 有關國家重大建設的認定，全國及地方皆層級有相應的規範。 

 有關住宅需求的部份，確實是針對未來需要的量來呈現。 

 

24. 國發會謝簡任技正敏文 

 成長管理是否只有總量管制？單祗有量的管理而沒有注意到質的提

升是件危險的事。 

 尤其落實到用地的管制，應該會非常的困難，因此是否真要以用地做

為總量管制的目標，區域的尺度是否可以納入考量？ 

 目前內部比較傾向先劃出一定要保育的地區(限制發展地區)，其餘可

以彈性規劃。 

 

25. 綜計組蔡科長玉滿 

 總量管制未來並不是約束發展的上限，只是作為土地使用管理的依據，

都會提供一些彈性的調整機制。 

 

26. 城鄉分署陳分署長繼鳴 

 資源供給的上限在國土計畫，會需要提供一些規範或機制。 

 UGB的概念國發會有何看法？ 

 

27. 台北大學張助理教授容瑛 

 成長管理概念中的公共設施同時性為管制的前提，因此未來各縣市國

土計畫再劃設成長管理邊界時，應該要讓地方政府了解：除既有已開

發地區外，還有未來五年發展的承諾，在邊界劃設時便已經隱涵這樣

的彈性。 

 



28. 城鄉分署王組長文林 

 氣候變遷調適專章、成長管理、土地使用管制三部分預計都會有氣候

變遷調適的內容。 

 

29. 高雄市政府曾正工程司思凱 

 社會住宅放在成長管理策略裡有點奇怪，因為已經規範在住宅法，不

知道國外是否也是如此？ 

 

30. 台北大學張助理教授容瑛 

 成長管理(growth management)是一種管理策略，基本上可以包含各

種不同的發展面向，以平衡成長不均造成的問題，所以社會住宅放在

此，是讓各縣市一起合作，另外因為學界認為成長管理已經有發展到

所謂第四代，強調糧食安全…等議題，因此需要把它納進來。 

 

31. 農委會吳技正兆揚 

 簡報第 20頁提及鄉村地區的整體規劃，建議應該也要與週邊的農業

(生產)、農村(生活)一起考量，進行整體規劃。 

 汙染者進行減汙設施，除了廠商要做之外，國家是否也要有相應的作

為？ 

 

32. 城鄉分署南區隊戴大雄 

 按照簡報所示，成長管理其實潛在的彈性機制一直都存在，與張老師

所說的一致。 

 鄉村地區與農委會的想法一致，不會局限於現行非都的項目，相關機

制還會再研擬。 

 

33. 農委會農試所 

 「佔用農地」與「農地污染」是不同主管機關管理，現行環保署對後

者農地上的未登記工廠，有明定相關的汙染防制規範，建議要納入。 

 

34. 城鄉分署南區隊戴大雄 

 土地、灌溉用水等汙染管制標準不一，不容易統一規範，未來將交由

各縣市政府來管理。 

 

35. 境群工程顧問公司黃規劃師湘晴 

 農地資源的績效管制表一頁，在景觀部分是否應改為「應維護不再惡

化」？ 

 水資源的總逕流量是否改為「不可排出」？ 



 

36. 城鄉分署南區隊戴大雄 

 績效管制的內容目前尚在研議中。 

 

三、書面意見 

1. 台南市政府 

 有關台南市人口預測部分，報告中（P.2）125 年為 183萬人，與台南

市區域計畫人口預測數為 193萬人有一段差距，將對於未來台南市整

體規劃細部配置產生不同結果。 

 有關產業空間優先發展順序，建議可依照各縣市產業發展狀況與碰到

的問題，調整優先次序，並可相互搭配執行，如密集之未登記工廠地

區與鄰近工業區開發進行整合規劃等。 

 有關活化既有產業用地部分（P.31），目前所列方式主要為防止產業

用地炒作的管制方式，即當地價上漲時的作法。未來如遇到地價下跌

或產業結構改變，如：棕地（Brownfield Site）的問題時，要如何

活化產業用地，其作法為何？建議可研擬提出符合時況較完整且具有

彈性的管理機制。 

 

2. 交通部 

 贊同以民國 125年為計畫目標年，惟有關用地需求總量部分，為避免

估算失真嚴重，建議可預估未來 10年(民國 115年)之需求即可，並

可配合全國國土計畫 10年一次的通盤檢討予以檢討修正。 

 請先釐請各部門用地需求總量是否一定需要訂出？又一旦訂定，是否

即具法定約束力？實務推動時有無調整空間？ 

 簡報第 10頁，所列成長管理策略前後不一致，請檢視後修正；又簡

報第 25頁，有關低碳城鄉鍵衡量指標中之「智慧綠色運輸示範區比

率」，建議改以「綠色運輸市占率」替代。 

 會議資料第 5頁，產業用地總量含一般倉儲、科學工業園區、產業用

地等三類，考量各產業發展屬性、服務範疇不同，且為釐清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轄管業別之用地是否涵蓋於「產業用地」中，建請補充「產

業用地」涵蓋哪些類型產業，而非僅以北中南東區域產業用地總量做

呈現。 

 會議資料第 26頁，產業發展區位策略重點之「都市計畫地區內產業

用地、原開發許可地區、其他產業發展區位」僅聚焦工業用地、工業

區或產業園區，考量第 25頁產業發展區位之「A.發展機能原則」含

「既有區域優勢產業之群聚區位、配合國家政策及重大建設者」，建

請考量其他產業(如交通運輸、港口航運、觀光旅遊等)發展屬性及發

展機能原則，補充於產業發展區位策略重點中。 



 會議資料第 28頁，產業空間發展優先順序僅列工業區或產業園區，

同前項意見建請考量其他產業發展需求(如交通運輸、港口航運、觀

光旅遊等)，補充於產業空間發展優先順序中。 

 會議資料第 31頁，活化既有產業用地建議”提高閒置土地持有成本”，

考量實務上具有發展潛力之用地將依市場供需、經貿發展條件進行相

關活化及使用，倘閒置土地經多次招商未果、廠商無投資意願，若再

提高土地持有成本，將造成土地持有者面臨持有閒置土地，又需額外

負擔持有成本之困擾，建議再評估其合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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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內政部營建署於民國101年11月5日陳報國土計畫法法草案至行政院審議，行政院於民國101年至103年間召開9次審查會議，於民國103年7月28日函送立法院審議，立法院並於民國104年12月18日三讀通過，民國105年5月1日開始施行。

	(二) 區域計畫
	1. 辦理「全國區域計畫」修正：
	2. 推動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
	3. 修正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相關法規
	4. 其他



	肆、 臺灣國家公園計畫與面積
	一、 現況
	(一) 墾丁
	(二) 玉山
	(三) 陽明山
	(四) 太魯閣
	(五) 雪霸
	(六) 金門
	(七) 東沙環礁
	(八) 台江
	(九) 澎湖南方四島
	(十) 國家自然公園

	二、 國家公園永續發展計畫（101年至104年）中程實施計畫

	伍、 區域階層、生活圈及規模1F

	第二節 海岸及海域
	壹、 海岸概述
	貳、 海岸地區利用現況
	一、 陸域地區
	二、 海域地區

	參、 氣候變遷對海岸地區之影響
	一、 海岸侵蝕現況
	二、 暴潮溢淹與洪氾溢淹情形
	三、 海水位上升現象

	肆、 海岸保護區之劃設
	伍、 海岸防護區之劃設
	陸、 海洋保護區之劃設
	柒、 水下文化資產項目及保存目的
	捌、 重要海岸景觀區範圍

	第三節 農業發展
	壹、 農地現況
	貳、 農業使用之空間分布變化
	參、 農地資源空間規劃總顧問指導計畫4F
	肆、 農地需求總量
	一、 全國農地需求總量
	二、 直轄市、縣（市）農地需求總量


	第四節  城鄉發展
	壹、 人口
	一、 全國人口現況與預測
	(一) 總人口
	1. 人口數：民國105年總人口約為2,355萬人；至民國150年高、中、低推計總人口將分別降至1,949萬人、1,837萬人及1,707萬人（詳參圖2-21、表2-27）。
	2. 人口零成長：民國103年人口成長率約為2.3‰，未來人口成長持續趨緩，高、中、低推計之人口零成長分別出現在民國114年、113年及110年，人口數最高峰分別達2,381萬人、2,374萬人及2,366萬人。
	3. 各直轄市、縣（市）人口變動
	4. 出生：民國105年出生數約21萬人，至民國150年高、中、低推計將分別降為14萬人、10萬人及6萬人，較民國105年減少的36.5%、52.6%及69.2%。民國105年粗出生率依高中低推估約介於8.7‰至9.2‰之間，至民國150年高、中、低推計將分別降為7‰、5.4‰及3.7‰（詳參表2-28）。
	5. 死亡：由於經濟、醫療技術、公共衛生等政策發展下，未來死亡率將持續下降。以民國105年人口結構為基準，標準化死亡率將由民國105年之7.2‰，降至民國150年之5.0‰。然而受到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及高齡人口增加之影響，來死亡數將隨之逐年增加，死亡數將由民國105年16.9萬人提高至民國150年之33.7萬人，將近增加2倍之多（詳參表2-29、圖2-24）。
	6. 自然增加：由於出生數持續減少及死亡數持續增加，高、中、低推計之自然增加率將分別於民國113年、109年及108年接近0‰之後，死亡數將大於出生數，人口數將由自然增加轉為自然減少；若再加上國際遷徙等社會增加人口，人口零成長將較自然增加零成長延後1至3年發生（詳參表2-30、圖2-25）。
	7. 社會增加：社會增加主要是國際淨遷徙人口，民國103年社會增加約為1.2萬人，未來至民國150年，社會增加約介於1.0萬人至1.4萬人之間。

	(二) 人口結構趨勢與總量預測
	1. 人口轉為負成長
	2. 人口分布集中於都會地區
	3. 高齡少子化的人口預測
	4. 各直轄市、縣（市）人口總量分派



	貳、 產業經濟
	一、 產業結構
	二、 產業區位分布
	三、 產業用地概況5F
	(一) 臺灣依目的事業法令設置產業園區供給體系
	1. 編定工業區為經濟部工業局主管權責範圍，主要係依據原獎勵投資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及產業創新條例設置，全臺由經濟部工業局所管轄之編定工業區共計62處，面積13,389公頃，為產業發展之主要推動力。
	2. 由地方政府設置管轄計17處，面積2,792公頃；由民間營運計94處，面積5,499公頃。
	3. 加工出口區由行政院依加工出口區設置管理條例設置，並由經濟部各加工出口區管理處直接管轄，共計10處，面積530公頃。
	4. 科學園區由科技部（前為國家科學委員會）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理條例開發設置，共計13處，面積4,702公頃。
	5. 環保科技園區由環保署依環保科技園區設置推動計畫設置，共計4處，面積123公頃。
	6. 農業生技園區則由農委會或地方政府依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理條例開發設置，共計3處，面積504公頃。
	7. 自由貿易港區由交通部依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理條例設置，共計7大港區，面積1,386公頃。而後者（依土地利用編定之產業用地）則包括：前述以外之都市計畫工業區及非都市土地之丁種建築用地。

	(二) 產業用地範疇界定
	(三) 產業用地對經濟發展之重要性
	(四) 產業用地供給區位
	(五) 產業用地租售現況及成效
	(六) 產業用地閒置
	1. 經濟部工業局已開發產業園區
	(1) 屏東工業區54公頃，為臺糖公司土地，屏東縣政府另有其他重大建設計畫，限制土地租售。
	(2) 屏南工業區49公頃，主要為燁輝鋼鐵公司因環保抗爭，致迄今未建廠。
	(3) 美崙工業區24公頃，原係榮民公司作砂石廠使用，因應該公司民營化刻正辦理清理計畫閒置（詳參表2-36）。

	2. 經濟部工業局開發中產業園區
	3. 地方政府及民間編定已開發產業園區

	(七) 產業用地供需分析

	四、 各產業園區之發展概況
	(一) 編訂工業區
	(二) 加工出口區6F
	(三) 科學園區7F
	1.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2.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3.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四) 環保科技園區8F
	(五) 農業生技園區9F
	(六) 科技園區10F

	五、 產業相關政策
	(一)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11F
	1. 產業空間發展由群聚化到廊帶化－產業空間發展集中化

	(二) 工業區開發管理民國104年度年報12F
	(三) 推動創新產業13F
	1. 亞洲-矽谷推動方案
	(1) 透過活絡創新人才、完善資金協助、優化法制環境等措施，完善創新創業環境。
	(2) 設立一站式服務中心，整合矽谷等國際研發能量，並積極參與國際制定IOT標準及認證機制。
	(3) 引導國內硬實力跨入軟體應用，並積極促成學研機構研發成果產業化。
	(4) 建置高品質網路環境，打造智慧化多元示範場域，並優先發展智慧物流、智慧交通、智慧醫療等應用。

	2. 綠能科技產業推動方案



	參、 交通運輸
	一、 實質空間發展現況
	(一) 公路
	1. 高速公路系統：包括國1、國2、國3、國4、國5、國6、國8、國10及國3甲，為臺灣本島主要交通動脈，共長1,348公里。
	2. 快速公路系統：包括西濱快速公路台61線、東西向快速公路12條及中投公路台63線、台63甲及台68甲線，共長737公里，為構成西部運輸走廊快速公路網並擴大高速公路系統服務範圍之快速幹線。
	3. 環島公路系統：包括台1線及台9線，共長937公里，為環繞東西部的主要幹線。
	4. 橫貫公路系統：包括台7（北部橫貫公路）、台8（中部橫貫公路）、台9甲、台14、台16、台18、台20（南部橫貫公路）及台24線等共8條，總長度869公里，為聯絡東西部區域公路交通孔道。其中台8線因88年921地震造成谷關德基段路基嚴重損毀，目前基於生態維護、國土復育及安全考量，暫不修復通車。
	5. 縱貫公路系統：包括台3、台13、台19、台21及台29線等5條，共長904公里，為西部平原輔助幹線。
	6. 濱海公路系統：包括台2、台11、台11乙、台15、台17及台26線等6條，總長773公里，為濱海地區重要幹線。
	7. 聯絡公路：為輔助性地方聯絡道路，包括省道50條，共長931公里，及縣道143條，長3,517公里，共長4,448公里。

	(二) 軌道
	1. 高鐵
	2. 臺鐵
	3. 捷運

	(三) 航空
	1. 臺閩地區航空總運量
	2. 國內航線運量
	3. 離島航線、西部航線、東部航線運量

	(四) 港埠
	(五) 偏遠地區及離島運輸
	1. 偏遠地區：以公路及軌道為主要服務系統
	(1) 公路
	A. 市郊偏遠地區：此類地區距離高快速公路稍遠，但聯繫尚稱便利，省、縣道通常扮演主要聯外通道，地區往往沿運輸軸線發展。
	B. 高山偏遠地區：此類地區由於受到地形及自然條件限制，除道路開闢困難外，養護工作亦甚為不易。部分路段由於易受天候及環境影響，不僅易致交通事故，且災害後所需之善後經費龐大。
	C. 東部偏遠地區：東部偏遠地區聯外路網單純，台9及台11線分別為山、海線鄉鎮之重要發展廊帶，同時也是各種運具行駛之主要道路，超速（超慢）、違法超載、密集行車等行為均影響道路行車品質及地區民眾之生命財產安全甚鉅。此外，由於市集聚落相對分散，往往因此造成緊急防災救難之延誤。
	D. 偏遠地區公路系統歷年已持續辦理「省道改善計畫」、「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及「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等計畫，以增進行車便利性及可及性，確保防災救護路網之完整性，並促進區域發展，提供觀光經濟及農產運輸效益。
	E. 公路公共運輸：政府為照顧偏遠地區居民行的權利與便利，雖提供偏遠地區公路客運路線經營虧損的成本補貼，以維持基本服務，但因偏遠地區居住分散，人口密度低，其需求相對都市較低，公共運輸經營困難，故班次及路線數較難滿足民眾期望。
	(2) 軌道
	A. 東部區域路網不若西部區域發達與便捷，因此鐵路於東部區域扮演之角色相形重要。自民國97年來持續投入硬體設施之改善，以增加花東及南迴線之運能。目前正進行花東鐵路車站改造計畫，以提升服務品質與效能，並推動電氣化與瓶頸路段雙軌化工程中。
	B. 自民國103年7月16日花東電氣化通車及普悠瑪列車全數投入營運後，臺北－臺東間自強號運能增加18％～40%，直達車行車時間由4.5小時縮短為3.5小時，週休假日自強號客座利用率由85%降低為76%。
	C. 花東鐵路已完成瓶頸路段雙軌化及電氣化，有效提升服務品質與效能，未來將持續推動全線雙軌電氣化及南迴鐵路電氣化工程，同時持續將西部幹線之推拉式自強號調移至臺北－花蓮間以開行直達或半直達列車方式增加其尖峰時段運能，逐步提升北迴線對號列車之運能。

	2. 離島：以空運及海運為主要服務系統
	(1) 空運
	A. 航空站：臺灣共計有8座離、外島航空站，其中以馬公航空站及金門航空站之場站設備相對較佳。
	B. 運量：各離、外島航空站之旅客人次僅馬公航空站及金門航空站達百萬人次以上（以年度統計），貨運量則以金門航空站最高。
	C. 緊急救難：國內離島地區之緊急救難後送管道，包括由地方政府與航空公司簽約，視情況需要啟動，或由內政部空勤總隊以直昇機運送。
	(2) 海運
	A. 港口：澎湖港之馬公碼頭區、龍門尖山碼頭區及七美、金門港料羅港區、水頭港區及九宮港區、馬祖港福澳港區、綠島南寮漁港、蘭嶼開元漁港、琉球大福漁港及白沙漁港等港口均有離島航線之經營。
	B. 航線：我國離島的航線可概分為：與本島間的航線、島際間的航線及小三通航線三類。
	(3) 陸路運輸
	A. 公路：公路為離、外島內運輸最主要之交通系統，其中又以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之公路系統較為綿密、發達。各島之路網長度係以金門縣最長，密度則以連江縣最高。而道路之服務水準，無論在旅遊淡旺季皆可維持在C級以上。
	B. 公車：由地方政府經營，以服務當地居民通勤、就學、醫療活動為主，除蘭嶼未發展觀光公車外，其餘5個離、外島之公車系統，均有提供觀光遊憩性質之公車服務。


	(六) 小結
	1. 臺鐵
	2. 高鐵
	3. 國道客運
	4. 國道小汽車
	5. 空運
	6. 海運
	7. 兩岸運輸
	8. 整體趨勢



	肆、 住宅
	一、 全國住宅現況
	(一) 住宅存量14F
	(二) 住宅價格
	(三) 供需情形
	(四) 民國105年全國各直轄市、縣（市）社會經濟弱勢家戶與青年家戶之租購屋需求15F 量推估

	二、 住宅總量發展預測

	伍、 公共設施
	一、 公共設施用地類別概況
	二、 各直轄市、縣（市）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比例
	三、 各直轄市、縣（市）人均公共設施面積
	四、 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情形
	五、 各直轄市、縣（市）教育、長照與醫療設施分布
	(一) 教育設施
	(二) 長照設施
	(三) 醫療設施


	陸、 觀光遊憩
	一、 觀光發展概述
	二、 遊憩區發展概況
	三、 觀光旅館及民宿發展


	第五節 氣候變遷
	壹、 氣候變遷的衝擊
	一、 溫度
	二、 降雨
	三、 海平面上升

	貳、 國際社會對於氣候變遷之重視
	參、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16F
	一、 總體調適策略
	(一) 落實國土規劃與管理：氣候變遷的減緩與調適策略應融入空間規劃體系，並納入各層級的國土計畫、都市計畫中。
	(二) 加強防災避災的自然、社會、經濟體系之能力：同時考量自然、社會因素之脆弱度，以面對環境變遷與災害風險提高的衝擊。
	(三) 推動流域綜合治理：協調整合國家重要河川流域內之資源、土地使用等事項，優先推動流域整體規劃及治理。
	(四) 優先處理氣候變遷的高風險地區：面臨水土複合性災害高風險地區，應優先提出因應策略，以減少氣候變遷的衝擊。
	(五) 提升都會地區的調適防護能力：由於將近八成人口聚集於都市地區，相關都市土地的規劃與管理目前缺乏對氣候變遷的回應。

	二、 各領域的調適策略
	(一) 災害
	1. 推動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查與評估及高災害風險區與潛在危險地區的劃設。
	2. 加速國土監測資源與災害預警資訊系統之整合及平台的建立，以強化氣候變遷衝擊之因應能力。
	3. 檢視、評估現有重大公共工程設施之脆弱度與防護能力，並強化災害防護計畫。
	4. 重大建設與開發計畫應重視氣候變遷衝擊
	5. 推動流域綜合治理，降低氣候風險。
	6. 強化極端天氣事件之衝擊因應能力，推動衝擊與危險地區資訊公開、宣導、預警、防災避災教育與演習。

	(二) 維生基礎設施
	1. 既有法令與相關規範之落實與檢討修訂以強化設施的調適能力。
	2. 建立設施安全性風險評估機制及生命損失衝擊分析模式。
	3. 擬定落實維生基礎設施分等級之開發與復建原則。
	4. 落實維生基礎設施維修養護，以提昇其於氣候變遷作用下之調適能力。
	5. 加強各管理機關協調機制與產業、學術界資源之整合，以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
	6. 提升維生基礎設施營運維護管理人力素質及技術。
	7. 建置維生基礎設施營運管理資料庫及強化監測作業。
	8. 研發基礎設施之氣候變遷調適新技術。

	(三) 水資源
	1. 水資源永續經營與利用為最高指導原則，並重視水環境保護工作。
	2. 由供給面檢討水資源管理政策以促進水資源利用效能。
	3. 建立區域供水總量資訊，並由需求面檢討水資源總量管理政策以促進水資源使用效益。
	4. 以聯合國推動之水足跡 (water footprint) 概念促進永續水資源經營與利用。

	(四) 土地使用
	1. 將環境敏感地觀念落實在國土保育區的劃設與管理。
	2. 因應氣候變遷，加速與國土空間相關計畫之立法與修法。
	3. 建立以調適為目的之土地使用管理相關配套機制。
	4. 定期監測土地使用與地表覆蓋變遷，並更新國土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
	5. 提升都市地區之土地防洪管理效能與調適能力。
	6. 檢討既有空間規劃在調適氣候變遷之缺失與不足。

	(五) 海岸
	1. 強化海岸侵蝕地區之國土保安工作，防止國土流失與海水入侵，並減緩水患。
	2. 保護及復育可能受氣候變遷衝擊的海岸生物棲地與濕地。
	3. 推動地層下陷地區地貌改造及轉型。
	4. 因應氣候變遷的可能衝擊，檢討海岸聚落人文環境、海洋文化
	5. 建置海岸與海洋相關監測、調查及評估資料庫，並定期更新維護。

	(六) 能源供給及產業
	1. 建構降低氣候風險及增強調適能力的經營環境。
	2. 提供產業因應能源及產業氣候變遷衝擊之支援。
	3. 掌握氣候變遷衝擊所帶來的新產品及服務。
	4. 加強能源與產業氣候變遷調適之研究發展。
	5. 通盤檢討能源、產業之生產設施與運輸設施之區位，及材料設備面對氣候變遷衝擊的適宜性。

	(七) 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
	1. 依風險程度建構糧食安全體系。
	2. 整合科技提升產業抗逆境能力。
	3. 建立多目標與永續優質之林業經營調適模式，並推動綠色造林。
	4. 建立農業氣象及國內外市場變動之監測評估系統。
	5. 強化保護區藍帶與綠帶網絡的連結與管理。
	6. 減緩人為擾動造成生物多樣性流失的速度。
	7. 強化基因多樣性的保存與合理利用。
	8. 強化生物多樣性監測、資料收集、分析與應用，評估生物多樣性脆弱度與風險。



	肆、 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1117F
	(一) 在本世紀末，臺灣增溫程度在2.5 Ｃ至2.7 Ｃ之間，北臺灣較南臺灣的增溫幅度略高，而春季較其他季節略低。
	(二) 在降水量平均百分比變化方面，臺灣北、中、南、東四個主要分區未來冬季平均雨量多半都是減少的，約有一半的模式的推估是介於-3%至-22%之間，南臺灣春季未來的平均雨量變化與冬季非常類似。未來夏季平均雨量變化，除了北臺灣以外，超過3/4的模式推估降水將增加，約有一半的模式認為未來夏季平均變化主要是介於+2%至+26%之間。對原本就是夏季多雨、冬季少雨的中南部地區，這些推估結果顯示豐、枯水期的降雨量差距愈來愈大，未來如何調配豐枯水期的水資源，值得重視。

	伍、 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AR5)18F
	一、 IPCC自2007年研究指出，氣候暖化的現象是明確地，且對於西元1951-2010年間全球地表平均溫度的升高的現象，除了自然因素之外，人為活動因素極為可能是造成暖化現象的因子之一。暖化伴隨其他現象如海洋暖化造成融雪、融冰、海平面上升。綜合人為及自然因素，西元1951-2010全球溫度大約增溫0.6~0.7 C。全球平均地表溫度改變分布詳參圖2-53。
	二、 長期暖化主要驅動因素與CO2總排放量有關，兩者呈線性的關係，既使停止CO2的排放，超過20%的CO2會停留於大氣中超過1,000年，因此，氣候變遷亦將會持續好幾世紀。根據實驗結果，如果要保持暖化增溫幅度小於2 C，CO2總排放量須控制在1000 PgC以下。
	三、 根據觀測之料顯示，北半球的雪覆蓋範圍自二十世紀中期以來已經減少。於西元1976至2012年間，北半球在三、四月份的雪覆蓋範圍每十年減少1.6[0.8-2.4]%，六月份覆蓋範圍每十年減少11.7 [8.8-14.6]%。另一方面，海平面自十九世紀中期，上升速度高於過去2000年期間的平均速度。自1901至2010年間，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0.19 [0.17至0.21]公尺，而人為作用非常可能(very likely)與此現象有關連性。
	四、 自西元1750年來，人類活動已導致大氣中的二氧化碳(CO2)、甲烷(CH4)和一氧化二氮(N2O)等溫室氣體的濃度上升。至西元2011年，這些溫室氣體的濃度已達391 ppm11、1803 ppb和324 ppb，分別超出工業時代之前濃度達40%、150%和20%。西元1970-2010年平均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量統計請參圖2-54。
	五、 溫室氣體持續排放強烈的影響全球表面溫度，加劇全球暖化程度以及氣候系統之組成，因此為減少氣候變遷帶來之負面影響，溫室氣體排放必須減少。
	六、 氣候變遷持續地影響全球水循環，乾濕季會在不同地區極化地越來越明顯。

	陸、 因應氣候變遷之國土空間規劃與管理政策建議書19F
	(一) 水災防治
	1. 掌握氣候變遷的資訊。
	2. 評估維生基礎設施的脆弱度。
	3. 推動河川流域整體治理工作。
	4. 檢討都市空間發展計畫對水災的因應能力。
	5. 提升水災預警與落實防護訓練工作。

	(二) 山坡地管理
	1. 強化山坡地的土地使用管理作為。
	2. 禁止高度敏感地區的開發利用。
	3. 調整山坡地的農業發展政策
	4. 促進原住民社會經濟與山坡地環境生態和諧共存。

	(三) 海岸土地利用
	1. 監測、評估海岸土地的變遷並檢討海岸土地的利用方式。
	2. 強化海岸土地保護與海岸生態環境復育工作。
	3. 實地下水資源利用管理以防治地層下陷問題惡化。
	4. 推動地層下陷地區產業轉型再發展。

	(四) 水資源規劃與管理
	1. 維護水資源供需平衡。
	2. 落實集水區土地利用管理。
	3. 降低水資源供應系統的脆弱性。
	4. 提升水資源供需系統對旱災的因應能力。
	5. 減少水資源的浪費。

	二、 整體性制度改善及建議
	(一) 儘速完成海岸法及國土復育條例立法程序。
	(二) 全面進行自然危險地區調查與自然災害風險評估。
	(三) 落實國土保育區的劃設並強化分級管理。
	(四) 建立合理的國土保育補償機制與穩定財務來源。
	(五) 納入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評估與減災措施於開發環評制度。
	(六) 建立流域管理組織與制度。


	柒、 都市土地使用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之減災與調適策略研究20F
	(一) 對於法令與規劃制度之初步建議
	1. 建議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或經濟建設委員會（現國家發展委員會）著手擬定氣候變遷白皮書：承認氣候變遷之事實，並分析氣候變遷對都市所帶來之衝擊，以及都市環境與居民之脆弱性，提出都市調是氣候變遷衝擊之策略與願景。
	2. 建議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現國家發展委員會）設置氣候變遷調適規劃工作小組：提出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方案，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編列預算，以推動實施。
	3. 建議考慮制定國家氣候安全法或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法：將氣候安全視為國家安全，且有鑑於現行法令須增列有關氣候變遷衝擊調適者眾多，恐曠日廢時、緩不濟急。
	4. 建議由行政院指派一位政務委員成立氣候變遷衝擊修法小組：針對與氣候變遷衝擊直接相關之法規，進行跨部會之協商並提出增修訂條文，送請經建會委員會表示意見後，報行政院核定，並送請立法院做包裹式之修法。
	5. 建議針對都市計畫相關法令單獨從事修法工作：若包裹式之修法有困難，則優先修訂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都市更新條例、區段徵收條例、水土保持法、自來水法、下水道法、建築法等，以及修訂個法之細則、市定重劃實施辦法與其他各種相關之命令。
	6. 建議《國土計畫法》明文規定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從區域空間或都市系統尺度具體提出氣候變遷衝擊之調適策略與措施，且重要河川流域或重要集水區應擬定特定區域計畫。
	7. 建立公私部門開發行為所造成氣候變遷衝擊風險提高之延伸責任。

	(二) 都市高溫與熱島效應之調適策略與措施
	1. 提高都市自然通風功能：建議於都市細部計畫明訂敷地計畫或都市設計時所應遵循之自然通風原則，以及於都市設計審議時納入自然通風功能之要求。
	2. 善用綠地與天然資源：建議修訂都市計畫法與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及相關行政命令，以提高都市綠地空間之設置標準。
	3. 推行綠建築：建議修改建築法規，充實綠建築之規定，並強制規定新的建築物必須符合綠建築之規範。
	4. 增加率色基礎設施(Green Infrastructure, GI)：建議修訂都市計畫法令，增訂都市計畫之內容應包含綠色基礎設施之分布、綠色基礎潛在地區、綠色基礎設施品質及綠色基礎設施網絡計畫。

	(三) 都市洪水調適策略與措施
	1. 提高路面排水、建物防水與基地保水功能。
	2. 全面檢討都市排水設施設計標準、發展永續排水系統。
	3. 都市空間規劃與土地利用：建議都市透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手段，將洪水嚴重易淹地區劃為或變更為洪水管制區或洪水平原，限制或禁止該地區之心開發行為，對於已發展者則可限制其增建或改建，或是謀取發展權移轉或補償措施將發展權移轉至安全之地區發展。
	4. 加強水源地管理：建議未來水源地之保護應由中央主導，協調相關行政體系進行都市地區水源特定區、水質、水量保護區劃設檢討，並統整與水源地管理相關之各項法規命令，納入生態規劃原則及氣候變遷衝擊之考量，劃設各類環境敏感地區並施以相關政策誘因。
	5. 加強防洪措施。
	6. 強化都市洪水監測及預警機制。

	(四) 都市水源與水質調適策略與措施
	1. 建置永續水資源設施：都會區應建置永續排水系統、雨水與汙水分流系統，並與高效率之供水設備及高山或平地水庫串聯，形成都市永續水資源處理設施。
	2. 進行環境基線監測、建立監測項目存單：建議可於都市地區推行含括水質採樣分析、地形變遷研究、海流調查研究、海底測量(benthic surveys)、波浪量測分析、海灘剖面量測與輸砂特性等之環境基線監測計畫。
	3. 制定計畫以平衡水之競用：未來受極端氣候之影響，臺灣都市地區可能須面對用水需求增加而供給減少之情形，為因應此問題，建議先制定保水與需求管理計畫。
	4. 控制海岸侵蝕：為減輕因海平面上升影響之加速侵蝕，以及沿海土壤之日建鹽化，建議考量推行海灘及海岸之人工保護計畫與侵蝕控制計畫。
	5. 各類水資源之再利用：，建議除經由淨水廠送出供民眾日常生活使用水與飲水用外，尚需色括雨水與地表水之收集儲存及回收再利用，以及淋浴、水槽及洗衣排放之灰水(grey water)之循環再利用、工業污水處理後之有效利用等。

	(五) 都市地面條件與基礎設施調適策略與措施
	1. 提高建物基礎強度：以適切之設計及施工手法加強都市建物面對氣候變遷時之耐受力。
	2. 提升海岸、地表及邊坡強度：以生態工法針對危險地區進行防護，降低氣候變遷之衝擊。
	3. 產業基地避免設置脆弱性高之地區：重新檢討工業區設置區位，限制工業區設置於脆弱性高之地區。
	4. 有效提升基礎設施對氣候變遷之調適容量，並於基礎設施汰舊復新或新建時，在區位及設計標準加上氣候變遷衝擊之考量。



	第六節 自然資源
	壹、 水資源
	一、 降雨特性
	(一) 降雨量
	(二) 降雨分布

	二、 水資源供給量及用水量調查預測
	(一) 北部地區
	(二) 中部地區
	(三) 南部地區
	(四) 東部地區


	貳、 能源
	一、 能源自給率及能源供給結構
	(一) 主要發電裝置分布情形
	(二) 溫室氣體排放
	1. 發電排放係數
	2. 溫室氣體排放情形


	二、 我國再生能源發展現況
	(一) 再生能源-民間水力發電
	(二) 太陽能光電
	(三) 風力發電
	(四) 生質能及廢棄物能發電
	(五) 地熱發電

	三、 新能源及再生能源之限制因素
	(一) 地熱資源開發對環境之影響衝擊：臺灣地熱資源豐富，單多位於地質災害、土石流、國家公園及觀光風景區，可開發範圍受限，且現況缺乏地熱資源調查資料庫，及國內專業開發技術工程團隊，較不利地熱發電產業發展。
	(二) 陸域風能資源優良地區與人口密集區產生空間競合；離岸風力發電則面臨包括海上船隻碰撞、生態保護（海洋及海岸）、禁航限制等議題，影響推動進程。
	(三) 臺灣地區現況可供電之傳統水力資源開發飽和；未來可推廣具潛力之小型區域型水力發電，並推動區域性之智慧電網、智慧微電網與節電示範加以發展。
	(四) 能源供給相關設施用地常因在地民眾反對而取得不易，而用電需求量高之都市計畫人口密集地區，例如：北部地區，工商經濟活動頻繁，較南部、中部地區更為不易取得相關用地。
	(五) 因應全球綠能產業經濟發戰，我國應挹注成長新動能，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綠色能源產值，同時亦應降低新能源發展過程中之生態環境衝擊。

	四、 能源設施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五、 能源需求總量
	(一) 全國能源需求預測
	(二) 能源空間發展用地直轄市、縣（市）分派數量
	1. 電力設施
	2. 太陽光電
	3. 風力發電
	4. 地熱發電





	第三章 國土空間永續發展願景與目標
	第一節 國土空間發展願景建構
	一、 訪談問題
	(一) 您認為臺灣的國土空間發展的理想境界為何？
	(二) 此次國土空間發展計畫在扮演引導臺灣國土空間往理想境界發展的角色相較於過去計畫體系（都市計畫、非都市土地管制）應有的差別？
	(三) 「氣候變遷」的調適與減緩是否應為國土空間發展計畫的重要優先考量原則？除了因應氣候變遷外，是否還有其他的重要考量原則（例如：土地正義或經濟發展）？
	(四) 您對於《國土計畫法》四種功能分區間的競合與重疊是否有想法?
	(五) 國土空間發展計畫與部門計畫（例如：產業發展、交通運輸、糧食、水資源…等）以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間的關係？
	(六) 全國國土空間發展計畫與地方國土空間發展計畫間的角色差異？

	二、 訪談內容彙整
	(一) 未來國土發展的願景
	(二) 計畫體制的差異
	(三) 氣候變遷與國土安全
	(四) 未來功能分區轉換的競合
	(五) 部門計畫的角色
	(六) 全國國土計畫的定位
	(七) 從上述訪談內容，建構出本計畫的國土空間發展願景(vision)—


	第二節 國土保育與永續資源管理
	第三節 創新與產業經濟發展
	第四節 城鄉永續發展
	第五節 農業永續發展

	第四章 國土空間發展議題
	第一節 欠缺適性的公共建設投入
	1-1 人口及產業活動持續朝三大都會區集中，衍生環境、交通、公共設施與住宅等設施，容受力不足與資源配置效率低落。
	一、 各直轄市、縣（市）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比例
	二、 各縣市人均公共設施面積
	三、 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情形
	四、 六都與非六都公共建設分析

	1-2 老化及少子化之人口數量與結構變化，致都市、住宅、教育、社福、醫療、長照等公共設施，供給不敷所需。
	一、 長照設施分析
	二、 學校

	1-3 鄉村地區缺乏整體規劃，優良農地被變更使用，興建農舍、工廠及各種建造物，破壞農業生產、生態及鄉村景觀。
	一、 農舍面積的變遷
	二、 工業生產之衝擊

	1-4 重都輕鄉的發展造成鄉村地區發展相對落後，公共投資與建設集中都會區，使城鄉發展差距日益擴大。
	一、 缺乏城鄉發展整體計畫引導公共建設投資
	二、 農村地區之困境
	(一) 農村現況議題
	1. 人口高齡化，高齡者增加
	2. 人口少子化，農村社會人口結構轉變
	3. 農村設施投資效率較差，特別是散村之農村

	(二) 農村再生基金
	1. 提升農村人口質量
	2. 創造農村就業機會
	3. 提高農村居民所得
	4. 改善農村整體環境




	第二節 缺乏產業空間發展構想
	2-1 產業發展政策缺乏動態的外部經濟評估，致區域產業的群聚特性及其對基盤設施的需求，未納入考量。
	一、 基礎設施之定義
	二、 現況產業及未來發展需求之基礎設施分析
	(一) 現況產業之基礎設施需求量
	1. 北部區域
	2. 中部區域
	3. 南部區域
	4. 東部區域

	(二) 五大創新產業及規劃中產業園區之基礎設施需求量

	三、 目前基礎設施資源之供給量
	(一) 水資源
	(二) 能源
	(三) 土地

	四、 小結

	2-2 缺乏產業發展的空間分派構想與土地儲備機制，致產業發展用地供需失衡，影響產業發展。
	一、 缺乏產業發展構想
	二、 缺乏土地儲備制度
	(一) 既有工業區閒置、低度使用或是不合宜使用之土地作為土地儲備機制的可能性
	(二) 公有及國營事業特定專用區無須繼續供農業使用之土地轉做產業用地土地儲備機制連接之問題
	(三)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取得產業發展儲備用地之必要性


	2-3 部分工業區土地低度使用、區內廠房與設施亟待更新、產業亟待轉型、廠商投資意願降低。
	2-4 重大交通建設用地需求與區位的規劃與檢討，未與國土空間發展願景及目標一致。
	一、 機場發展需求及區位檢討以及其與國土空間發展之一致性
	二、 交通建設應就實際成本效益、財務能力，及替代管理作為等層面整體規劃決策
	三、 新運輸科技及模式對於交通運輸設施及場站之長期用地需求將產生重大衝擊


	第三節 氣候變遷衝擊
	3-1 運輸系統與土地使用計畫整合不足、大眾運具使用率低、大眾運輸接駁與轉乘服務不足，不符合節能減碳與綠色人本交通的永續發展目標。
	3-2 空間規劃及政策未周詳考量災害風險、水資源的配置與供給及對產業、聚落發展的影響。
	3-3 熱浪及都市熱島效應導致用電需求提高，對能源供需產生衝擊。

	第四節 農地流失議題
	4-1 農地因轉用或違規使用，導致農地流失與破碎化；折損農地面積、生產品質及農業經營環境，嚴重衝擊糧食供給安全。
	一、 農地統計數量的變化
	二、 農地破碎化的現象
	三、 農地轉用的情形
	四、 都市及周邊地區的農地概況
	五、 小結

	4-2 農地持有成本低且變更利潤龐大，助長農地炒作，致農地價格過高，因而降低耕作意願，農業環境破壞，不利農業永續發展。
	4-3 農地因地層下陷、受汙染等不利生產因素，未經規劃即被轉用為綠能設施，造成農地非農用的情況日益嚴重。

	第五節 環境保育議題
	5-1 臺灣因地形限制，河川豐枯差異懸殊，影響水資源的儲留，加上極端氣候導致降雨型態改變、水庫集水區的不當土地分區與使用，造成水資源的利用與調配益顯困難。
	一、 北部區域
	二、 中部區域
	三、 南部區域
	四、 東部區域

	5-2 山坡地保育區內部分農牧用地及宜農地，土地利用型態超出其環境容受力，致增加災害風險及影響水源品質。
	一、 山坡地用地編定與分區課題
	二、 山坡地農業的經營型態
	三、 山坡地農業分佈概況與增減情形
	四、 山坡地農業變遷與其轉用概況
	(一) 南投縣山坡地農業轉用面積概況
	(二) 南投縣山坡地農業轉用之分佈概況

	五、 山坡地農業超限利用定義與情形
	(一) 山坡地農業超限利用的定義與範圍
	(二) 山坡地農業超限利用之現況與變遷

	六、 小結

	5-3 中央山脈部分環境敏感地不當開發，嚴重影響國土保安。
	5-4 再生能源發展之空間選擇，未與整體國土利用配合，產生區位選擇間之競合。
	一、 風力發電
	二、 太陽光電能

	5-5 國家公園、國家森林遊樂區及風景區等，在資源保育與觀光發展功能間之衝突。
	5-6 原住民族聚落及傳統領域之土地使用需求，與國土功能分區間之調和。
	一、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制度，與原住民族土地使用慣習恐有相悖，缺乏土地使用之彈性措施
	二、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設，應考量原住民族傳統文化智慧與社會經濟結構，充分溝通並取得共識


	第六節 海岸與海域資源保護
	6-1 風力發電與海洋養殖經濟發展之競合與限制。
	6-2 海岸保護區、重要景觀地區，與沿海居民觀光發展、漁業養殖之衝突與土地使用管制之調和。
	6-3 沿海地區因氣候變遷，造成海平面上升、暴潮溢淹、土地流失、海水倒灌、地層下陷等災害，致產生聚落與產業基地之國土保安疑慮。
	6-4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的協調與整合，作法未臻完備。

	第七節 計畫體制之調整與銜接
	7-1 國土計畫法與現行相關土地使用法規、制度及目的事業，如：國土計畫法、海岸管理法等，整合協調與銜接機制之建立。
	一、 以整體制度而論
	(一) 於新舊體制轉換之際，應以何種思維擬定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將影響未來國土計畫落實之成效
	1. 依土地資源特性劃設功能分區，影響部分既成發展地區而造成後續執行困難度的提升
	2. 現行都市計畫地區轉換至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恐影響既有優良農地、環境敏感地區之保護及管制效力。
	(1) 現行的計畫體系及分區制度已運作多年，全計畫區轉換至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能確保都市計畫體系之完備性、計畫範圍之完整性。
	(2) 然而，然因都市計畫的區內土地使用分區非皆屬都市發展用地，例如：農業區、保護區。在確保糧食安全、保護重要農業生產環境、重視生態環境以及國土保安的情形下，如何於「保障既有發展地區」與「保護環境敏感地區」間做出最適當之取捨，對於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及原則是關鍵的挑戰。



	二、 從都市計畫來看
	(一) 過往都市計畫未能顧及區位分布、機能調控、規模設定及人口趨勢，導致都市計畫發展供需不均
	(1) 都市計畫內部發展情況-以嘉義縣、新北市為例
	(2)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爭議
	(3) 未來人口發展趨勢


	三、 於新舊體制轉換期間，應審慎處理國土計畫與現行都市計畫制度之接合問題，避免與國土計畫願景相違悖
	(一) 法源依據
	(二)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功能
	(三) 未發布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地區是否能達成國土計畫願景之疑慮
	1. 臺北市
	2. 嘉義市
	3. 金門縣
	4. 連江縣


	四、 國土計畫法與目的事業法規之管理競合

	7-2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順序，及劃設後空間功能之競合之調和機制之建立。
	一、 「國土保育地區」與「城鄉發展地區」之競合
	二、 「農業發展地區」與「城鄉發展地區」之競合
	三、 「國土保育地區」與「農業發展地區」之競合

	7-3 亟待建立開發許可制轉變為使用地變更許可制之過度機制
	一、 制度轉換可能出現之問題
	(一) 過渡時期的搶變更預期心理
	(二) 使用許可制能否因應產業彈性土地使用需求之疑慮

	二、 轉變為使用許可制之差異
	(一) 分區變更方式
	(二) 土地使用彈性的比較


	7-4 缺乏未登記及違規工廠之土地管理與處置機制。
	一、 未登記工廠問題緣由
	二、 現行處理方法
	(一) 輔導合法經營
	(三) 田園化生產聚落概念，落實於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的兩難挑戰



	第八節 跨域治理
	8-1 缺乏國土開發、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流域治理、水旱災防救，與國土開發等行政部門之跨域協調與整合。
	一、 既有體制之缺失
	二、 國土計畫法之因應
	(一) 特定區域計畫的擬定機關
	(二) 特定區域計畫的計畫層級
	(三) 特定區域計畫的擬訂及變更時機
	(四) 特定區域計畫應載明的內容

	三、 新體制下之挑戰
	(一) 流域特定區域計畫定位、規劃範疇、計畫形式等尚待釐清
	(二) 流域特定區域計畫之組織形式尚待確認


	8-2 國土開發與管理體制，缺乏政府層級間的垂直以及各部門與地方政府間的水平整合機制，致跨域治理成效不彰。
	一、 中央部會間的水平治理
	(一) 過去既有問題
	1. 中央權責劃分不清─以公告水庫集水區範圍之疑義為例：
	2. 部門立場衝突─以臺化排放標準之疑義為例：

	(二) 國土法之因應
	(三) 未來仍須注意之事項

	二、 中央與地方的垂直治理
	(一) 既有體制之缺失
	(二) 新體制之挑戰

	三、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間的水平治理
	(一) 既有體制之缺失
	(二) 《國土計畫法》之因應
	1. 都會區域計畫的擬定機關
	2. 都會區域計畫的計畫層級
	3. 都會區域計畫的擬定及變更時機
	4. 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的內容

	(三) 新體制下之挑戰
	1. 各層級計畫接合的挑戰
	2. 受制於行政轄區劃分切割的挑戰
	3. 都會區域計畫參與對象的挑戰



	8-3 山區產業道路開發成為環境破壞之肇因，其對災害風險之影響及生態環境之衝擊程度，有檢討之必要。
	一、 山區產業道路之影響
	二、 現有山區產業道路之耐災能力待提升

	8-4 公有土地之開發與保留未能有效控管，未能以公共使用及公共利益為優先考量。
	8-5 現階段國土空間規劃與管理，缺乏因應氣候變遷調適及減緩機制，例如：溫度上升或極端氣候對糧食安全的影響。
	一、 水災
	二、 旱災



	第五章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
	一、 生態保安
	二、 農地
	三、 城鄉空間發展配置
	第一節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
	1-1 國土計畫應與國家空間發展政策接軌，提升未來國際競爭力。
	一、 因應國際政經局勢與產業競爭變化，調整國土空間發展定位與架構。
	二、 因應未來高齡少子化社會，調整相關公共設施質量及空間配置。
	三、 因應未來資通訊技術(ICT､IOT…)，調整產業空間布局及城鄉發展型態。

	1-2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兼顧土地資源特性與社經發展條件，劃設適宜之國土功能分區，以達國土永續發展。

	第二節 國土保育地區
	2-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考量天然災害、自然資源與生態、重要景觀等環境特性，依全國國土計畫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原則，以及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提供之圖資，劃設國土保育地區。
	一、 生態資源保育劃設原則：
	(一) 保護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其棲息環境；
	(二) 保護稀有及瀕危植物其棲息環境；
	(三) 保護動物及植群多性熱點；
	(四) 保護重要與特殊生態系；
	(五) 保護具有生態保育功能或遭破壞待復育之地區。

	二、 景觀資源保育劃設原則：
	(一) 保護臺灣地景保育景點；
	(二) 保護生物圈中之自然景觀；
	(三) 保護未經人為開發之自然景觀；
	(四) 保存具有特殊意義之人文景觀。

	三、 水資源保育劃設原則：
	(一) 確保集水區不受污染；
	(二) 確保河川不受污染；
	(三) 確保地下水補注地區不受污染；
	(四) 確保水庫蓄水地區不受破壞。

	四、 災害潛勢地區劃設原則
	(一) 避免或減少地質災害造成之損失；
	(二) 避免或減少洪澇災害造成之損失；
	(三) 避免或減少海岸災害造成之損失。
	1. 第一類國土保育地區
	2. 第二類國土保育地區



	2-2 位於國土保育地區之既有聚落，應在考量國土保育前提下，訂定土地使用績效管制，避免超出容受使用強度。
	2-3 各直轄市、縣（市）位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之既有農業土地使用，應遵循相關管制規則與限制，以友善環境的永續經營模式，減少對於環境的衝擊。

	第三節 農業發展地區
	3-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據農地資源特性，優先保留適合生產糧食之農地；非屬最優先保留之農業土地資源，亦應重視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多元使用價值進行農地資源規劃。
	一、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之劃設，應考量農地規模與完整性，且農業生產環境及相關基礎設施亦須納入考量，並落實農地農用，嚴格限制其轉用。
	(一)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應以大面積且同質性高之區域為優先，且應避免其他使用造成穿孔、切割及碎裂等情形發生。
	(二) 維繫農業使用之基礎設施及其農業生產環境，亦應配合優良農地劃入農業發展地區，以避免周圍土地使用之干擾與影響。
	(三) 持續配合農委會農業經營專區計畫，進行集中、規模化之生產。

	二、 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應以農業生產及其產業價值鏈發展所需設施使用，並依產業特性給予適當之管制，以創造農地多元價值。
	(一) 鑒於農地具有豐富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多元使用價值，因此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應以農用為原則，並避免農地持續流失，以達提供生態系統服務之效。
	(二) 持續配合農委會農業經營專區計畫，進行集中、規模化之生產。
	(三) 依據觀光休閒、有機農業、文化創意等重點產業整合發展潛力，優先推動執行「產業六級化方案」以及上述農業經營專區計畫。

	三、 綠能設施設置區位限制
	(一) 土地條件
	1. 民國104年8月14日公告「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內不利耕作得設置綠能設施之農業用地範圍」。
	2. 上述公告範圍內需考量土地自然條件、基礎設施現況、灌溉水飽和度等指標，以25 公頃以上且區位集中、具明顯地界等原則劃設可供太陽能發展之專區，以免破壞周遭優良農業生產環境。

	(二) 設置區位
	1. 經濟部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 不利耕作之農業用地。
	(2) 行政院核定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範圍內，並符合其綠能推動區域或措施。

	2.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公告之污染控制場址、污染整治場址或污染管制區。



	3-2 目前從事農業使用且符合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原則者，在尊重既有合法使用所劃設之農業發展地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避免其影響國土保育原則。
	一、 各直轄市、縣（市）應透過環境調查與分析，盤點山坡地農業使用與環境敏感地之區位，瞭解既有農業使用與環境負載之情形。
	二、 於考量其資源、生態、景觀或災害特性及程度，訂定相關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且於國土保安的前提，考量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允許從來使用，並引入友善環境、永續經營理念。
	三、 現況已超限利用或使用方式不符國土保育劃設之原則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透過管制措施降低使用強度或限制使用，鼓勵維持、恢復原始地貌，並輔導其利用方式轉向永續經營模式，以避免環境負載加劇影響國土保安。
	四、 尊重既有合法使用者之權益，若因國土保安而限制其使用損害既有使用之權利，應訂定相關配套政策或補償措施。

	3-3 位於農業發展地區之聚落，於維持農業生產環境的前提下進行鄉村規劃，活化農村生活空間，並提升軟硬體設施的完整配套。
	(一)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
	(二) 農村人力培育

	3-4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既有農地資源特性進行農地資源規劃，以建構完善之農業生產環境。

	第四節 城鄉發展地區
	4-1 在引導城鄉發展地區具調適性與適居性之前提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推動都市空間活化與再生策略。
	一、 氣候變遷調適面向
	(一) 調整都市空間結構與設置都市綠色基盤，以因應氣候變遷衝擊
	(二) 遵循相關氣候變遷調適政策與法規，建構具調適性之建成環境

	二、 社會與住宅適居面向
	(一) 配合《住宅法》，建構適宜且因應社會結構變化之居住環境和品質
	(二) 翻修、重建、維護原有不動產，建構都市居住和生活環境
	(三) 輔以都市設計手段，確保公共設施服務連結經濟活動與居住空間

	三、 產業空間活化面向
	(一) 既有工業區閒置、低度使用或是不合宜使用之土地再活化轉為儲備用地
	(二) 優先利用公有及國營事業特定專用區


	4-2 舊制非屬都市計畫區被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者（例如：城二），應賦予該地區發展定位，並提供適當之公共設施服務。
	4-3 產業發展應以區域或直轄市、縣（市）之分派量為基礎，並考量基礎設施與環境資源之限制，做適當之空間分派及配置。
	一、 產業用地
	(一) 產業用地成長管制量
	(二) 產業用地供需
	(三) 其他

	二、 水資源
	三、 能源

	4-4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遵循國發會之空間發展策略以及區域優勢產業，作為整合產業創新群落及未來產業用地區位之依據。
	4-5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循發展現況與未來趨勢及重大交通建設投資計畫，調整公共運輸投資區位及周邊土地使用型態。
	一、 為提高國土機動性、可及性與連結性，支援各項社經活動之發展，中央、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依據都市階層之標準，提供無縫便捷的交通運輸服務，盡可能縮短交通旅運時間需求，適當投資公共運輸服務建設，並持續優化公共運輸服務品質。
	(一) 國際海空港1小時內可連結重點產業發展地區、鄰近城市區域之主要核心都市與區域中心。
	(二) 西部運輸走廊，三大城市區域內主要核心都市之可及性應在1小時內，區域中心與地方中心、重點產業發展地區之運輸時間縮短至45分鐘內，地方中心與服務範圍內之聚落間，運輸時間縮短至30分鐘內。
	(三) 東部運輸走廊，對外交通縮短至90分鐘內，區內交通以花蓮市、玉里成功、臺東市為三核心，核心地區與周邊地方中心之旅行時間應縮短至1小時內，地方中心與服務範圍內聚落間之旅行時間應縮短至1小時內。

	二、 國際機場應掌握一點多心原則，釐清區域門戶層次，並強化各區域門戶與在地產業、重要節點之連結。
	(一) 北部地區作為我國首要門戶、經貿核心、創研與文化國際都會及產業帶，區內擁有桃園、臺北松山兩座國際機場及臺北港，桃園機場應積極引進國際航空運輸與物流相關業者投資國際機場設施，以專業技術輔助臺灣國際門戶的經營管理，提升門戶在國際上之競爭力；臺北松山機場則應作為輔佐作用，善用經濟、政治的區位優勢，強化與產業園區、商業中心之快速連結。
	(二) 中部地區擁有臺中清泉崗機場及臺中港，應透過強化機場聯外運輸系統與周邊科學園區與工業區土地空間布局之銜接，以吸引其進口或外銷之運輸機會。
	(三) 南部地區以高雄機場為首，應強化海空港空間整合，提升區域資源綜效，改善機場聯外交通，調整與周邊土地利用之關係，例如，積極建設貨櫃中心、物流中心間的直接連絡孔道，並針對道路擁塞與噪音問題提出有效因應之道，以提升貨物運輸效率並減少市區交通及環境之衝擊。
	(四) 東部地區目前未有固定航班的國際機場，短期應強化對北部、南部城市區域之鐵公路連結便利性及可靠性。長期則應爭取地方機場發展定期短程航線或包機，循次提升交通運輸服務品質。
	(五) 整體而言，策略上可透過《都市計畫法》及相關法規定期通盤檢討機場周邊產業空間需求、公共設施數量，留設必要發展空間，引導城鄉維持集中有秩序的發展，並強化交通運輸廊帶，以提高區域門戶與產業區位的可及性。各航空城特定區計畫應合宜配置如自由貿易港區、產業專用區、商業區、公共設施…等機能，以發揮國際機場競爭優勢。

	三、 西部軌道運輸走廊應以高鐵作為運輸骨幹，臺鐵、捷運輔助連結；東部運輸走廊則以臺鐵快線為骨幹，非軌道服務可及範圍則應持續推動公共運輸服務、人本運輸及策略性發展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DRTS)。
	(一) 北部
	1. 本區域擁有臺北市、新北市及桃園市等三個直轄市，區域空間結構逐漸朝向一核多心的空間結構發展，區域內交通運輸骨幹系統需配合此空間發展結構進行強化，除了路網建設需逐步完備外，亦有待運用智慧管理方式，加強推廣綠色運輸，全面優化整體交通環境，提升區域運輸服務的質與量。
	2. 本區域人口密度高，運輸走廊明確並擁有相當運量需求，足以支持高運量的公共運輸系統，未來路線是否延伸、系統型式之引進應配合運量需求並考量地方政府財政條件，必要時應透過區域合作平台，由不同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規劃、研議運輸系統新闢或延伸之可能性，並分攤投入比例，以確立區域內公共運輸骨幹之發展。
	3. 本區域公共運輸服務與系統之建構上，除了高鐵、臺鐵及捷運服務外，公車、自行車及人行空間之空間網絡配置或系統服務已優於其他區域，未來在公共運輸建設投資計畫之發展上，應超越工程觀點進行規劃之思維，可積極引進運輸系統管理(TSM)及運輸需求管理(TDM)等管理方法，構建完整資訊系統，並運用即時、動態之管理措施，提升交通運輸網絡之健全。
	4. 本區域現有高快速系統完整，惟局部核心區、重要運輸節點與產業園區、區域城際幹線與區內運輸主幹線之銜接存在局部路網結構瓶頸，應與經濟部相關局處研議分散產業與人口之適性區域發展政策。
	5. 空間分布上，未來考慮新設產業園區或投入重大公共設施時，應掌握以公共運輸場站及沿線為主要發展廊帶之重要原則，透過產業、經濟活動樞紐的形塑引導區域空間布局之發展。

	(二) 中部
	1. 臺鐵（縱貫線）山、海二線在本區域交會，係本區域獨有特色，再加上高鐵及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未來應形構優勢分工的區域軌道運輸網。
	2. 本區域地理區位為臺灣西部走廊南北長程運輸重要中轉站，長/短、進出/通過等交通分流至關重要；同時，本區域近年科技產業群落逐漸形成，各聚落、各階層之交通運輸系統整合格外重要，尤其客貨運流部分，客運流應透過高鐵、臺鐵及公路路網之整合，強化各階層運輸工具便利性，至於貨運流應透過公路路網強化其與機場、港埠等門戶之連結，提升產業競爭優勢。
	3. 本區域內之核心都市：臺中市，捷運路網現正構築中，未來除結合高鐵、臺鐵等交通骨幹外，並以捷運路網之延伸，以形塑面狀的公共運輸服務為願景，同時，應優先提升各種公共運具（含客運、公車、公共自行車等）之量能，健全複合公共運輸系統，持續強化人本道路空間及自行車路網連續性。
	4. 本區域內核心都市及地方中心較顯分散，尤其非屬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之地區，其市場規模相對較小、運輸走廊較不明確，不利支持發展高運量公共運輸系統。因此短期公共運輸推動策略應以小眾公共運輸系統優先，輔以運輸場站及設施品質改善。建議可採高品質、低運能的公共運輸系統為主軸，輔以具有高度路線彈性、可應需求面機動調整的小眾公共運輸系統，諸如需求反應式(DRTS)運輸服務或其他非典型公共運輸服務，同時配合智慧型運輸科技之應用以提升服務水準。

	(三) 南部
	1. 在西部運輸路廊以高鐵為骨幹的運輸結構下，本區域的城鄉空間層面應持續推動高鐵站區及新市鎮開發，公共運輸場站周圍一定範圍內依據《都市計畫法》及相關法令檢討以促進產業、住宅、公共設施…等空間合宜且有效的發展。
	2. 生技、環保、精緻農業及精密機械等產業園區及文化觀光設施據點等計畫設立時，應優先以高鐵門戶之概念強化空間上之串連，進行分期分區規劃，考量客運旅次與重要交通運輸場站的關係，透過臺鐵、捷運或公路系統的銜接，以增進新興產業區塊聯外物流及文化觀光設施據點之可及性。
	3. 南部城市區域民眾仍以私人運具為主要運輸工具，為引導城際空間緊密發展，應持續強化高鐵、臺鐵等公共運輸串聯服務，同時，持續建構友善連續的自行車路網、人本道路空間及公車路網，進一步提升民眾利用公共運輸之意願，以增強都市發展空間與交通運輸之連結。
	4. 在高雄現有捷運、輕軌路網輔助城際內公共運輸服務之前提下，臺南應持續強化公共運具（含客運、公車、公共自行車等）之運能，並待社會產經條件成熟後，再會同主管機關及相關部會共同研議研擬捷運或輕軌路網之可行性與路網配置。
	5. 非屬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之地區，亦應先發展小眾公共運輸系統，並輔以運輸場站及設施品質之改善，應用需求反應式(DRTS)運輸服務等工具滿足基本旅運需求，再持續搭配智慧型運輸科技之應用以提升服務水準。
	6. 高鐵骨幹現以左營站為西部運輸走廊終點，輔以臺鐵接駁運輸服務，短期建議應透過調整班次、智慧動態系統等方式提供城際間之運輸服務，縮短旅運時間。長期則應考量城際運輸需求型態、城鄉發展規模、高鐵運轉所需之站間距離、經濟效益及財務可行性，並由主管機關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部會共同研議路線延伸之必要性，視情況提供合宜之公共運輸服務。

	(四) 東部
	1. 東部區域現有機場、港埠作為聯外交通的節點，並以臺鐵作為城際運輸之骨幹。有別於西部產業發展模式，東部區域以觀光永續作為產業發展重點，鄉鎮（市）中心間的距離相對較為分散之條件下，除了增加鐵路及公路系統之運輸可靠性及安全性外，空間特性上應強化重要據點、觀光景點之串聯，包含公路系統之整備、提升公車服務品質、強化人本運輸服務等作為，以縮短往返各節點間的時間、空間限制。
	2. 應配合成長管理之總量管理計畫，以確保交通運輸系統與環境能配合人口、產業之發展趨勢，並持續發展以滿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之運輸服務系統，區域性運輸系統必須在確認滿足當地居民之基本旅運需求前提之下分期分區投入。
	3. 為滿足居民與觀光客的交通便利、高齡者與弱勢者的交通權益，除了透過持續改善前述交通運輸系統之外，尚可研議需求反應式(DRTS)運輸服務或其他非典型公共運輸服務。


	四、 既成地區應以重要公共運輸場站為發展核心持續發展；考慮新設產業園區或投入重大公共設施時，發展區位應以公共運輸場站及沿線周邊為原則，透過活動樞紐的形塑有效引導都會空間布局之發展。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就既有城鄉發展網絡，搭配《都市計畫法》及相關法令檢討現有高鐵車站特定區及其他策略發展地區相關計畫，結合周邊土地研擬開發策略行動計畫，集約開發運輸廊帶地區，避免空間發展無秩序蔓延。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考慮都會空間布局時，應適當依據軌道建設路廊沿線兩側受阻隔地區之社經發展、土地使用、及交通運輸條件，檢討軌道路廊及平交道設置位置周邊鄉鎮人口、鐵路阻隔都市計畫區之範圍、平交道車輛延滯時間或鐵公路交會數、及鐵路列車通過班次等因素，研議是否進行鐵路立體化可行性評估，具立體化需求時，應視需要提供或預留空間。
	(三) 考慮新設產業園區或投入重大公共設施時，應放寬公共運輸場站周邊地區之土地使用項目、強度，建立獎勵機制，鼓勵公共運輸場站及沿線周邊優先發展，善用土地使用機能與交通運輸系統之間的整合，減少物流往返所需時間、人力、財物等資源的損耗，增加運輸系統與產業系統互相加乘的競爭力。

	五、 應將數位國家、智慧城鄉發展，包括新智慧運輸科技應用如自動車、電動車、車聯網、共享交通、無人機等，對公共設施長期用地需求之衝擊，納入空間規劃考量。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寬頻網絡、通訊設備等基礎設施建設所需用地優先納入城鄉規劃考量，以土地使用角度共同考慮空間及管線布設需求，保障並預先留設相關公共設施用地之需求。
	(二) 面臨新興運輸科技或模式如自動車、電動車、車聯網、共享交通、無人機等未來可能面臨的公共設施用地需求，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盡早納入部門計畫研議。


	4-6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考量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之整合規劃，引導城鄉發展邁向節能減碳之都市型態。
	一、 提供健全便捷之公共運輸網，包含以軌道運輸為骨幹的多層次路網，舒適完善之轉運設施，並持續營造人本安全之交通環境。
	(一) 檢討都市發展空間，在重要的公共運輸沿線及運輸場站周圍透過都市計畫手段以及成長管理計畫擬定特定區計畫，預留合宜的發展空間，鼓勵多元混合的土地使用型態，檢討公共設施的數量及品質，在以城鄉發展地區之分期分區計畫，提供人本運輸服務，包含連續的自行車道、人行徒步空間等。
	(二) 公共運輸場站周邊土地應在既有公共設施容受力範圍內適度提高容積，以加強落實城鄉邁向緊密發展及公共運輸導向發展，以減少旅運需求、縮短旅次長度、改變運具使用，促進節能減碳目標之達成。
	(三) 適度配合公共運輸導向發展模式調整道路路權分配，建議作法包含依道路功能確立路權優先順序、適度預留較高等級之公共運輸系統所需路權及場站空間、規劃公車優先路權、市中心及公共運輸路線周邊減少路邊停車、約束機車的過度自由使用、規劃貨車專用路線及兩側土地亦應留設人本交通(含共享運具)所需空間等，各地應依其交通及土地使用特性評估上述之行動方案。
	(四) 除了運輸場站為主要發展樞紐及資源投入地區外，應循次漸進的強化社區中心的強度成為次分區發展核心，確保其範圍內能滿足居民基本生活機能。同時，除了強化公共運輸外，應建立多層次的運輸網路，提供不同距離、不同範圍的轉乘服務。以高鐵場站為例，以高鐵沿線為主軸連結區域中心及地方中心做為主要幹線，搭配臺鐵、捷運等軌道服務連結市中心，並以公車或彈性運輸服務形成可及性及機動性高之路網、並輔以乘車時間查詢的IT服務，滿足短途乘客在市中心地帶活動的需要（詳參圖5-20）。
	(五) 發展構想
	1. 主要核心城市
	2. 區域中心
	3. 地方中心


	二、 循序消除公共運輸服務之空間、時間、資訊、服務缺口，漸進優化公共運輸無縫品質，提升民眾使用大眾運輸之意願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都市發展規模、層級檢討並劃設重要公共運輸路廊，分期分區投入公共運輸服務，各路線應定期檢討整併，非屬各級都市中心之郊區或偏遠地區，可採用軸輻路網方式營運，以提高路線覆蓋率及營運班次，並降低營運成本。
	(二) 針對公共運輸路網空間、服務的缺口，郊區或偏遠地區之地方中心可策略性的開放需求反應式運輸(DRTS)服務提供接駁服務，同時鼓勵與協助業者提供計劃性旅次之服務，例如，連結重要觀光節點或產業區位的路廊。
	(三)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應智慧運輸系統(ITS)技術提供到站時刻資訊及協助主管機關監督管理既有業者，透過公共運輸服務無縫整合，提高民眾使用意願，進一步改善民眾使用習慣並促進城鄉發展朝向節能減碳方式成長。
	(四) 區域發展構想
	1. 北部城市區域內高鐵、臺鐵及地區轉乘之公車運輸服務、自行車服務等多層次交通結構之空間配置已相對成熟，未來本區域的整體發展應以「提升品質」為優先策略，透過都市計畫檢討土地使用類型，集中發展多個活動樞紐，並透過智慧運輸系統（以電子、通信、資訊與感測等技術，整合交通運輸系統）提供即時資訊，增進城市空間串聯的便利性與可靠性。
	2. 中部城市區域之城鄉發展區塊規模不大且結構較鬆散，未來在成長管理策略前提之下，可藉高鐵站區與現有主題計畫園區、海空港區等產業連結，發展出數個新的次中心，加強各中心之間的公共運輸服務，強化城市區域內的整體網絡結構，並維持適宜的中小發展規模。
	3. 南部城市區域具雙核都會（臺南、高雄）特性，且兩個都會核心皆有擴張趨勢，可透過高鐵、臺鐵串聯，形塑雙核之間的城鄉成長軸帶，並適度透過公車、自行車運輸等人本運輸服務，使南部城市區域的發展更趨緊密集約。
	4. 東部地區以樂活、休閒等新生活型式概念融入產業中，有別於西部的發展模式，豐富多元的人文特質、慢速的生活步調、優美的自然景觀、乾淨的土地資源等優勢條件係發展東部成為優質生活產業軸的基礎，因此東部應以合宜、安全且充足的運輸服務滿足生產與生活之需求。引導東部地區朝向緊密發展發展，首先應提升東部地區鐵路系統之運能與縮短旅行時間、提升東部地區聯外公路系統之安全性與可靠性，再進一步發展公共運輸服務及建構完善之步行與自行車服務網絡等。


	三、 檢討評估既有國道交流道附近之土地使用規劃內容，兼顧國道機能以及都市發展需要
	(一) 以維持國道運輸機能為各特定區計畫的基本規劃前提。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之擬定目的即在於維持國道運輸功能。然依據前文之現況分析可知目前交流道聯絡道之服務水準普遍不佳。故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未來仍應朝向維持交流道聯絡道運輸服務水準，以維護國道運輸機能的方向努力。建議各交流道聯絡道尖峰時段應能維持D級服務水準以上，以利國道運輸功能之維持。
	(二) 各特定區計畫應依循全國區域計畫之指導進行檢討。未來各特定區計畫應依循其全國區域計畫對於都市計畫地區之指導，強化環境敏感地、農地之保護，重視總量管制，城鄉空間則關注於住、商及產業用地使用內容之活化、提高利用效率及輔導合法。
	(三) 各特定區計畫檢討應服膺國土計畫之成長管理策略進行檢討。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劃設條件(目前討論中草案)，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擬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既有都市計畫地區均屬之)，位於「成長管理邊界線」內，其應遵循之成長管理策略。都市計畫地區的成長管理著重於既成發展地區或是可發展地區的緊實化、使用內容活化以及提高利用效率，避免發展擴張，同時重視農業環境的維持與優化，以及建成環境的生活品質，並關注產業發展的需要。
	(四) 各特定區計畫應視實際狀況考量與毗鄰都市計畫整合規劃的必要性。藉由重新檢討整體都市空間結構、土地使用分區劃設之適宜性、各項公共設施用地合理規模與其服務水準，突破原個別都市計畫範圍之侷限，考量實際發展狀況，以實質空間發展重新界定計畫區界，以合宜之都市計畫規模整併鄰近都市計畫。
	(五) 各特定區計畫之產業用地應視實際狀況維持或檢討變更。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劃設之產業用地，隨時間、空間更迭變遷，其產業用地需求或已不符所需，應藉由檢視實際發展情況、都市空間結構與地方發展需求，建立應維持原計畫使用或檢討變更之準則，以促進都市緊實發展及有效利用國土資源。

	四、 適當透過法規與政策引導城鄉朝向節能減碳的空間形態發展，必要時應鬆綁法規與政策，以增加土地使用與交通系統整合之靈活性


	第五節 海洋資源地區
	5-1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重視海洋生態與環境資源，並依海洋資源盤查之成果進行控管。
	一、 水產資源保育
	二、 動植物重要棲地及生態廊道
	三、 水下文化資產
	四、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5-2 應依海洋資源盤整成果及其特性，核發海域區使用許可，其許可須符合重疊海域使用之競合原則。
	一、 海域區使用許可項目應注意事項
	(一)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提出之重要海洋保護與物種保育地區，包含：稀有海洋生物分布點、珊瑚礁區位、重要與稀有棲息地區位、海底地形、海底熱泉區位、潮間帶區等地區，應賦予嚴格之使用許可條件，杜絕人為活動衝擊或破壞；部分海底管纜之上岸段為獨占，與海岸保護區、如藻礁海岸生態為衝突，應有適當生態防護措施以保護珍貴海岸生態環境。
	(二) 進行漁業資源利用時，如該海域具有保育價值之區域，例如，花東海岸之珊瑚區或海底教堂等自然或歷史特殊景觀，應劃設保育或保護範圍，並於周圍禁止相關漁業活動；另為防止海洋生物資源枯竭，進行漁業資源利用應依照《漁業法》、《遠洋漁業條例》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限制漁具及禁止斷絕魚類洄游路徑等規範。
	(三) 水下文化資產具有排他性之特徵主管機關應避免該地區相關海洋使用行為發生，例如底拖網捕魚、離岸能源產業或填海造地等。
	(四) 為保障原住民族使用傳統領域之權利，並維護原住民族於傳統海域內採集、捕撈之文化及技術，如於該範圍內申請使用許可，應詢問原住民族及相關機關之同意。
	(五) 填海造地與工業區開發禁止於易影響海洋生物遷徙與棲息、重要漁業、水下文化資產等重要自然、文化資源進行海域使用。

	二、 海域區使用許可重疊使用競合優先處理原則
	(一) 海域的區位、以自然資源與自然環境等自然屬性為優先原則
	(二) 在不影響海域永續利用之前提下，尊重現行及傳統文化之使用
	(三) 多功能使用之海域，以公共福祉最大化之使用優先
	(四) 相鄰之使用間，以相容性較高之使用優先（見下表5-8）
	(五) 有爭議之使用間，由相關部會研商協調確定其使用
	(六) 爭議未決之海域，得交由上級機關協商或暫時擱置

	三、 涉及重大設施處理原則


	第六節 跨國土功能分區之規劃
	一、 考量土地自身及其周圍資源特性
	二、 確保相鄰國土功能分區之連續性
	三、 考量現況發展及私有產權
	四、 應進行風險評估兼顧資源保護
	五、 配合重大政策及未來發展可能性
	6-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評估災害脆弱度與風險程度，依風險程度急迫性實施階段性土地使用調整，以建構具調適、永續性之國土空間。
	一、 因應災害之土地使用調整機制
	(一) 在進行土地使用調整前，應進行相關脆弱度與風險評估。
	(二) 根據脆弱度及風險評估結果，階段性調整國土配置
	(三) 調整國土基盤建設或研擬相關配套防護措施

	二、 面對全球氣候變導致海平面上升威脅之因應策略範例
	(一) 模擬民國139年不同海平面上升高度情境，建立海水淹沒地區之區位，評估海平面上升影響程度
	1. 應會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水利署）、直轄市、縣（市）政府瞭解地層下陷情形，並檢討歷年地下水位及地層、現行海堤等防護使用於各功能分區海岸地區之成效。
	2. 應參酌相關研究及報告瞭解氣候變遷影響臺灣沿岸海域、海平面上升高度的情境評估年期及數據等，並分析各功能分區影響程度之範圍、時間、情形如何（例如位於嚴重下陷地區之城鄉發展地區其聚落分佈、國土保育地區其漁業養殖設施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設施使用情形）。

	(二) 依暴潮溢淹災害等級及各地區之防治設施分佈現況，公告防護標的之警戒區位
	1. 歷年主要災害發生及影響嚴重不可回復的地區（例如居住建築體的破壞、土地使用情形的不佳（例如農作地力的長期性及重複性鹽鹼化、漁業養殖設施的破壞、河川下游淡水資源及蓄水設施的損害），應禁止相關大型土地開發以及設施的規劃，減少災害發生的損失。
	2. 對於已開發及利用土地應劃設警戒區位，應參酌民國105年8月公告《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草案）》、《國土計畫法》第五章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內容，中央主管機關應會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地方政府，劃設及公告使用功能分區中警戒區位原則，應作下列事項：
	(1)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地方政府評估50年重現期暴潮位之情境模擬對各功能分區中重要土地利用活動，並訂定防護基準及順序，以面對不同暴潮重現期造成聚落（指各使用功能分區土地利用狀況，例如，城鄉發展地區中產業生產、都市計畫地區的居民安全）淹水情形。
	(2) 淹水深度達50公分以上及100公分以上不等條件，將各功能分區位於嚴重下陷地區面臨暴潮溢淹、海水倒灌等不同複合性淹水進行情境模擬。
	(3) 對於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應就近5年平均下陷速率≧3公分/年地區，劃為高潛勢警戒區位；應就經濟部水利署民94年12月15日公告嚴重下陷地區，劃為中潛勢警戒區位等兩種警戒範圍，並將暴潮溢淹狀況一併納入劃設條件。
	(4) 以此，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應依《國土計畫法》中使用功能分區劃設原則，基於保育、保安目的，作差異性海岸災害（表示淹水地區）警戒區位劃設及資訊公告（詳參表5-9）。
	(5) 由《國土計畫法》第五章提及，嚴重下陷地區應劃定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從中，聚落及建築設施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定為安全堪虞狀況，則要研擬完善安置及配套計畫。


	(三) 擬定受影響地區之土地使用分區調整，並擬定後續相關通盤檢討方案指出受影響地區範圍之後，可依照下列法規進行後續相關通盤檢討：
	1. 《海岸管理法》第18條指明「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海岸防護計畫、海岸保護計畫經公告實施後，擬定機關應視海岸情況，每五年通盤檢討一次，並做必要之變更」，從中第18條第一款第二項「為防治重大或緊急災害」及第三項「政府為公共福祉、興辦國防所辦理之必要性公共建設」作為隨時檢討之法源依據。
	2. 全國國土計畫應為《國土計畫法》第15-2條中「為加強資源保育或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作每十年檢討嚴重下陷地區情形。
	3. 《國土計畫法》第五章規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檢討及安置計畫擬定。
	4. 《土地法》第208條提及「國家因左列公共事業之需要，得依本法之規定，徵收私有土地。但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其項目包括第三款之水利事業，指依《水利法》第3條言及「水利事業，謂用人為方法控馭，或利用地面水或地下水，以防洪、禦潮、灌溉、排水、洗鹹、保土、蓄水、放淤、給水、築港、便利水運及發展水力。」之從中為防洪、禦潮目的。
	(1) 對於海岸防護方式，中央主管機關應會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了解受影響地區中海岸災害淹水風險情形、檢討海岸地區防護及利用措施（包括：河海堤設施種類、規模、位置），將各功能分區防護淹水功效，作為整體海岸管理的項目（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詳參表5-11）。
	(2) 瞭解前述災害潛勢及不同淹水警戒區位劃設後，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各別每五年通盤檢討時，將表5-10中的中、高潛勢警戒區位納入檢討，並參酌各功能分區淹沒情形，及影響之重要土地利用情形（例如：位於城鄉發展地區，其產業損失、居民居住安全）。各地方政府應於每五年公告關於須防護、警戒之中、高潛勢警戒區位分佈，並配合實施相關土地使用調整。




	6-2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整體流域規劃與治理思維，調整國土利用方式，以達水資源保育與有效利用。
	一、 流域特定區域計畫應充分考量跨領域之協調與整合
	二、 各直轄市、縣（市）的產業發展應依各區域、地方之水資源供給總量進行適當之規劃
	三、 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擬定需充分考量所在流域特定區域計畫之指導
	四、 結合績效管制概念之流域土地使用
	(一) 逕流控制規範：土地開發後所產生之逕流尖峰量不得超出自然排水容受力，土地開發業者必須透過必要之規劃設計手段，於開發時限制與減少地表不透水層鋪面之比例，達到減緩逕流之功效；
	(二) 城鄉發展地區與流域交界地區：應利用績效分區管制，分別針對可發展地區及需做資源保護地區訂定保護規範。例如，城鄉發展地區為確保生活環境品質與發展密度，主要針對開發密度、容積率、開放空間比率、不透水層比例等進行管理；
	(三) 保護水資源之流域區域：應設定永久保育及輕度使用之績效管制，對此，限制周圍地區開發程度或透過發展地區之淨水規劃，進而減緩發展地區過度逕流量直接排入流域中，造成河道沖刷及水污染等問題；
	(四) 流域之上游段，為強化水土保持，應透過環境敏感地區管制，依自然資源特性，考量自然環境發展之潛力與限制，避免資源不當開發行為致使超出土地資源既有之容受力負荷，減緩對於流域中、下游段之影響。
	(五) 配合各地區具地方之特殊資源者，地方政府應訂定相關分區管制條例，針對各地區主題流域周圍地區之發展，透過沿岸管理計畫進行管理，確保開發範圍無占用河道、禁止填塞相連濕地等，避免影響原本流域之流速、流量及淨化水質之功能。


	6-3 海岸地區應採取整合海岸區域管理(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ICZM)之思維，強化海岸整體性、連續性與永續性之國土空間發展。
	一、 海岸保護
	(一) 觀光
	(二) 養殖漁業
	(三) 沿岸漁業
	(四) 濕地

	二、 海岸防護


	第七節 體制與治理
	7-1 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共同協商擬定都會區域計畫，以提升都會區域競爭力。
	一、 我國城鄉發展空間結構及模式之發展策略
	 三軸
	 「智慧創新發展軸」：其強調都市與智慧創新產業發展的國土管理。
	 「生態永續發展軸」：以中央山脈地區以生態環境資源保育為重心，並且達到永續發展。
	 「花東觀光發展軸」：以花蓮、臺東構成觀光發展軸帶，並且適性發展提供優質觀光。

	 二海洋：強調西部、東部海岸及海洋之自然珍貴資產。
	 三都會：
	 北部都會區域：國家首都之處，並且以金融經貿、多元產業發展，與國際城市並駕齊驅。
	 中部都會區域：在南北交通之核心位置上，作為工農重鎮、產業心臟、山海串連之關鍵角色，活絡西部走廊運行。
	 南部都會區域：提供產業經貿、深度觀光、創意都會的節點城市。

	 四核心：以臺北、臺中、臺南、高雄形成重要核心地區。
	二、 北中南區域空間發展策略
	(一) 北部區域
	1. 發展機會
	2. 面臨挑戰
	3. 目標

	(二) 中部區域
	1. 發展機會
	2. 面臨挑戰
	3. 目標

	(三) 南部區域
	1. 發展機會
	2. 面臨挑戰
	3. 目標


	三、 都會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指導
	(一) 都會區域範圍：
	(二) 現況分析及課題：
	(三) 發展目標及規劃構想：
	1. 總量管制(Growth Control Quotas)：
	2. 成長管制邊界(Urban Growth Boundaries)：
	3. 分期分區發展(Growth Phasing Programs)：
	4. 達到足夠的公共設施 (Adequate Public Facilities Requirements)：

	(四) 執行計畫：
	1. 短期目標：
	2. 中期目標：
	3. 長期目標：

	(五) 檢討及控管機制：
	1. 檢討：
	2. 管控機制：

	(六) 其它事項：


	7-2 議題型特定區域計畫，應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地方政府會銜擬定，以突破跨域治理困境。
	一、 特定區域議題
	(一) 河川流域地區：
	1. 應確立流域範圍，並針對河川流域進行源頭管控（詳參圖5-27）。
	2. 針對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提出逕流分擔與排水計畫，同時建立逕流與出流之審查制度（詳參圖5-28）。
	3. 應針對水資源特性擬訂防治河川流域河道沖淤、土砂災害之防災計畫。
	4. 應依照水環境特性明確訂定流域範圍中各直轄市、縣（市）或各部門單位應合作管轄之事項。
	5. 應會銜經濟部水利署、內政部地政司、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水土保持局，及涉及河川流域地區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研擬河川流域特定區域計畫之內容。

	(二) 原住民族地區：
	1. 確立原住民傳統領域與現代土地使用之空間關係（詳參圖5-29）。
	2. 以原住民族之部落作為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主體。
	3. 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內功能分區與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內容須貼合原住民族實際使用慣習。
	4. 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應提發展願景以及其策略推動方案（詳參圖5-30、圖5-31）。
	5. 土地使用管理規則應適度尊重原住民族自主，並保持彈性。
	6. 原住民特定區域範圍中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與生態保育，應有原住民族參與或取得其同意。
	7. 應會銜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及涉及原住民族地區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研擬原住民特定區域計畫之內容。

	(三) 離島地區：
	1. 盤點離島資源，並建立長期之監測分析模式（詳參圖5-32）。
	2. 空間策略與計畫擬訂、執行應逐步減少離島對外部組織的依賴。
	3. 加強島嶼與島嶼間之交流、合作與串聯。
	4. 加強離島醫療自主、能源開發、汙水處理、交通運輸、文化觀光、災害防治、產業加值等功能，建立離島之獨立運作模式。
	5. 空間計畫之擬訂如符合國家發展委員會所訂《離島建設基金計畫補助原則》第3條、第4條之條件，則得依其規定得離島建設基金之補助。
	6. 應會銜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原住民委員會、內政部地政司、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水土保持局，及涉及離島地區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研擬離島特定區域計畫之內容。


	二、 特定區域計畫應載明內容指導
	(一) 特定區域範圍：
	(二) 現況分析及課題：
	(三) 發展目標及規劃構想：
	(四) 治理及經營管理規劃：
	(五) 土地利用管理原則：
	(六) 執行計畫及其它相關事項：


	7-3 國土審議會應強化各政府部門與不同層級政府間之良善治理機制，改善計畫體系效能。
	1. 協調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擬訂或變更，協調中央部門及其它地方政府，釐清權責劃分及調配資源協助；
	2. 協調中央部門及其它地方政府，釐清權責劃分及調配資源協助，以落實與執行國土計畫；
	3. 協助其它空間計畫或政策之推動，各地方政府既有之區域性平臺，可將其它跨域空間計畫或政策，提案至此行政院國土審議會，由中央協調所需資源輔助。
	一、 強化跨部門機制，以落實國土計畫內容。
	(一) 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1. 接合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及行動計畫
	2. 指導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二) 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二、 優化「行政院國土審議會」機制，以落實溝通整合。
	(一) 會銜相關中央目的主管機關協調直轄市、縣（市）政府間之資源調配
	(二) 協助各級國土計畫落實與執行
	(三) 協助其它空間計畫或政策之推動

	三、 建立獎勵誘因機制，以推動都會或特定區域計畫。
	(一) 法源依據
	(二)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主管機關及申請補助方式
	(三) 申請計畫類型
	1. 《國土計畫法》定義之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計畫。
	2. 各直轄市、縣（市）共同組成之區域性平臺所研提之跨域計畫或政策。例如：雙北市之大臺北黃金雙子城委員會議於民國102年簽署之「大臺北黃金雙子城計畫」。

	(四) 申請對象
	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研提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計畫者，並建立該計畫籌備委員會，作為計畫補助申請之對口單位。
	2.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組成之區域性平臺所研提跨域計畫或政策者，區域性平臺應作為計畫補助申請之對口單位。

	(五) 計畫事後評估


	7-4 建立與強化區域、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納入民眾參與機制，以確保完備的跨域公共建設規劃。
	一、 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
	(一) 為專責單位。
	(二) 得編列重大建設預算。
	(三) 設有公私合夥之專家顧問編制。
	(四) 具跨域重大建設之實質建議權。
	(五) 社會參與。

	二、 直轄市、縣（市）國土規劃整合平台
	(一) 由國發會補助，地方政府協助成立
	(二) 設有公司合夥之專職人員編制。
	(三) 滾動式檢討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四) 納入民眾參與。




	第六章 國土成長管理策略
	第一節 成長管理與國土規劃
	壹、 理念演進
	(一) 技術運用：仍以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規則為實施之基礎，為避免管制策略所可能產生之負面效果，便採取多目標策略組合之方式，形成管理效果，解決地方發展問題。例如以總量管制與階段性成長方案 來影響土地開發之區位、時序與速度，同時為避免採取上述方案導致土地供需失衡，造成房價上漲。所以，以平價住宅政策解決住宅機會公平之問題。
	(二) 政策選擇：為兼顧土地資源保護與經 濟發展需求之均衡，一方面引導成長到適當地區，避免破壞重要環境資源；另一方面，提供土地開發誘因，刺激經濟成長，使得環境保護政策與經濟發展政策達到平 衡。
	(三) 財政：考量地方財政支出能力與公 共設施需求之均衡，透過公共設施之提供，來指導並引導都市發展，進而控制土地開發速度、總量與品質，並以成長付費之方式，企圖達到財政平衡與稅賦公平之效 果。
	(四) 制度形成：成長管理之成功，主要 來自環保聯盟、民眾參與、與政府首長之支持。在執行上，使得土地使用決策有走向中央化之傾向，由州政府透過獎懲措施，要求各層級政府與計畫間達到執行一致 性之要求，同時協調政府間配合政策之推動，提昇計畫可行性與行政部門之執行成效。

	貳、 相關制度工具
	一、 都市成長限制線(Urban Growth Boundary；UGB)
	(一) 第一級：都市預留土地
	(二) 第二級：例外土地（或稱非資源土地，non-resource land）
	(三) 第三級：邊緣地區土地
	(四) 第四級：農林土地

	二、 充足的公共設施(Adequate public facility)
	(一) 將關鍵的公共設施及服務，其型態、數量、區位、密度、速率與時機與新興發展連結；
	(二) 適當地管理新的成長與發展，以避免超過服務所能提供之容受力；
	(三) 因應新興發展之需求，調整公共設施及服務；
	(四) 鼓勵填入式發展與再發展，避免產生蔓延或蛙躍的空間發展型態；
	(五) 鼓勵更有效使用公共設施的發展型態，如新都市主義或大眾運輸導向之發展；
	(六) 新興發展所需提供之公共設施及服務，不能減損既有人口所享有之公共設施服務水準；
	(七) 為新增人口所需必要之公共設施，提出提供的途徑或管道。

	三、 土地儲備制度(Land banking system)
	(一) 策略性地連結稅收與喪失抵押品回贖權(Strategic links to the tax collection and foreclosure process)
	(二) 積極回應地方土地使用目標的運作(Operations scaled in response to local land use goals)
	(三) 執行時應受到政策引導、公開透明且能有效課責(Policy-driven, transparent, and publicly accountable transactions)
	(四) 與住戶及其他社區的利害關係人建立協作關係(Engagement with residents and other community stakeholders)
	(五) 有效銜接其他地方、區域性制度工具和社區方案(Alignment with other local or regional tools and community programs)

	四、 績效標準(Performance standards)
	(一) 藉由設定標竿或門檻，將政策具體界定、了解執行各選項可能產生損失與獲益，以彰顯社區願景與規劃目標之間的核心焦點；
	(二) 為土地使用分區、其他發展管制或發展協議提供特定的評估標準，以為評估或決議發展提案的指導。


	參、 美國推動經驗
	肆、 國土規劃導入成長管理
	一、 京都議定書
	二、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報告
	三、 聯合國人居署(UN-Habitat)報告
	(一) 以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策略作為國土成長管理核心觀念。
	(二) 國土空間發展型態以適度的集約發展與和諧的城鄉關係為原則。
	(三)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城鄉發展之區位及優先順序須考量區域適性發展。
	(四) 城鄉發展質量必須兼顧時間與空間之動態調控。
	(五) 彈性之土地使用管制。
	(一) 針對國土空間發展策略及構想，從國土成長管理角度，提出對應之行動方案，包括成長管理之策略方針、策略重點、策略配套與執行工具。
	(二) 衡諸國土計畫作為國土空間架構之協調平台，所研提之成長管理策略，必須與各部門空間發展策略，相互參照。
	(三) 本計畫強調共識凝聚過程的策略式規劃，因此，將透過諮詢委員平台、專家顧問會議、以及座談會之指導，確立國土成長管理策略。
	1. 價值觀念：確保環境品質、經濟發展、社會公義之國土永續發展。
	2. 管理範疇：調節發展總量、區位、型態、速度、品質之國土成長。
	3. 制度設計：兼顧國土願景、概念前瞻、體制現實之因地制宜作法。




	第二節 國土成長管理策略
	壹、 應以整體發展為原則，落實總量管制
	一、 擬定城鄉發展需求之發展總量，並進行總量管制
	(一) 城鄉發展用地總量
	1. 城鄉發展用地現況
	2. 人口與住宅現況
	(1) 人口轉為負成長
	(2) 人口分佈集中於都會地區
	(3) 高齡少子化的人口趨勢
	(4) 戶量逐年降低、戶數逐年增加趨勢
	(5) 住宅供需情形

	3. 人口及住宅總量
	(1) 人口總量
	(2) 住宅需求總量
	A. 戶數：依據80～90年戶數成長，按線性、對數、多項式等迴歸模型進行推估後，以民國115年全國戶數為1,000萬戶之預測值進行估算。（根據假設一、二、推估未來民國115年戶量將減少至2.36人/戶）。
	B. 自然空屋率：依據內政部營建署民國103年「低度使用住宅及新建餘屋資訊統計分析與發布委託服務案」研究成果，以房屋稅籍資料及臺電用電資料進行篩選，現況臺灣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比例約為10.3%。本計畫參考其數值設定自然空屋率為5%。
	C. 住宅的容積率：都市計畫地區將依據各直轄市、縣（市）設定不同容積率；非都市土地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與丙種建築用地分別設定為240%、240%、120%。
	D. 每戶樓地板面積：依據民國103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設定各直轄市、縣（市）目標年之每戶建坪。
	E. 住宅混合比：國內住宅區混合使用情形相當普遍，參考民國95年住宅狀況調查報告書，進行各直轄市、縣（市）住商混合情形之假設。
	(3) 「計畫人口」與調整「住宅需求總量」原則
	A. 配合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進行調整。
	B. 配合國家重要建設及產業經濟政策需要，得酌予提高，惟仍應考量環境容受力配合情形。
	C. 配合環境資源保育及永續發展政策需要，得酌予調降。


	(二) 產業發展用地總量
	1. 產業發展用地
	(1) 發展現況
	A. 依獎勵投資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及產業創新條例（以下分別簡稱獎投、促產及產創條例）編定之工業區：經濟部編定工業區計62處，面積13,389公頃，為產業發展之主要推動力；縣市政府設置管轄計17處，面積2,792公頃；民間編定開發計94處，面積5,499公頃。
	B. 依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設置之加工出口區：經濟部設置共10處，面積530公頃。
	C. 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開發設置之科學工業園區：科技部（原國家科學委員會）開發設置計13處，面積4,702公頃。
	D. 環保科技園區由環保署依環保科技園區設置推動計畫設置，共計4處，面積123公頃。
	E. 依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開發設置農業生技園區：由行政院農委會、縣市政府設置，計3處，面積504公頃。
	F. 自由貿易港區由交通部依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設置，共計7大港區，面積1,386公頃。
	G. 根據100年工商普查調查資料：由政府規劃設置之工業區、科學園區、加工出口區及自由貿易港區共吸納約1萬7千間廠商進駐，創造約90萬個就業機會，為國內製造業貢獻約7.9兆元之生產總額。
	H. 另外，由於一般倉儲業及科學園區用地需求較廣闊，需要大面積規模用地，且兩者之主管機關不同於一般工業製造業，因此本計畫將兩者獨立討論，並整理為以下兩點。

	2. 一般倉儲業用地
	(1) 發展現況
	A. 北部：桃園市推動之沙崙產業園區、桃園航空城計畫產業專區。
	B. 中部：臺中市烏日產業專用區。
	C. 南部：臺南市新營、永康交流道產業園區，高雄市小港航空貨運園區和成功經貿園區等。
	(2) 一般倉儲業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縣（市）分派數量

	3. 科學工業園區用地
	(1) 發展現況
	A.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轄屬六個園區基地，分別是新竹、竹南、銅鑼、龍潭、宜蘭與新竹生物醫學園區，總開發面積1,342公頃，發展現況分述如下。
	a. 新竹園區
	b. 竹南園區
	c. 銅鑼園區
	d. 龍潭園區
	e. 生醫園區
	f. 宜蘭園區

	B.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轄屬五個園區基地，分別是臺中、虎尾、后里、二林與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總開發面積1,708公頃，發展現況分述如下：
	a. 臺中園區
	b. 虎尾園區
	c. 后里園區
	d. 二林園區
	e. 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

	C.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轄屬二個園區基地，分別是臺南與高雄園區，總開發面積1,613公頃，發展現況分述如下：
	a. 臺南園區
	b. 高雄園區

	(2) 科學園區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縣（市）分派數量

	4. 產業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

	(三) 再生能源用地總量
	1. 太陽光電
	(1) 鹽業用地設置太陽光電專案：
	(2) 嚴重地層下陷及受汙染之不利耕作農地設置太陽光電專區：
	(3) 發展水面式太陽光電技術，推動滯洪池、水庫等設置太陽光電：
	(4) 配合雲林縣推動台西工業區解編轉型養殖綠能專區：

	2. 現行設置再生能源設施相關規定
	(1) 都市計畫區
	(2) 非都市計畫區

	3. 新興再生能源用地之土地競合原則
	(1) 海洋資源地區
	A.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
	B. 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
	(2) 國土保育地區
	A.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B.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C. 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
	(3) 農業發展地區
	A.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B. 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C.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D.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四) 城鄉發展用地總量調整原則
	1. 因應全球產業變遷之新興產業用地需求
	2. 縣市政府因應地方特性之用地需求


	二、 為維護全國農地資源，應進行總量管制

	貳、 應視土地資源與其空間區位之潛力與適宜性，擬定優先發展順序
	一、 擬定城鄉發展優先區位與順序
	(一) 城鄉發展區位條件
	1. 發展機能原則
	(1) 既有都市計畫地區；
	(2) 鄰近既有都市計畫地區且其人口發展率已超過一定規模；
	(3) 具一定規模之人口集居聚落；
	(4) 配合國家重大建設及計畫。

	2. 環境容受力原則
	(1) 邊界內確保維護國土保育地區、且無影響國土保育及保安；
	(2) 避免都市發展造成農業生產環境之破壞；
	(3) 無造成城鄉蛙躍蔓延之虞。

	3. 設施容受力原則
	(1) 配合公共設施（備）發展時序，確保之公共設施（備）服務水準；
	(2) 公共設施（備）之供給時序，需配合具發展效益之地方財政計畫；
	(3) 考量跨域公共設施之連結性，及設施周圍地區發展之可能性；
	(4) 針對都市地區之農業發展用地，興建或維護公共設施之必要性。

	4. 社會公義原則
	(1) 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及增進市容觀瞻；
	(2) 建構適宜且因應社會結構變化之居住環境和品質；
	(3) 透過翻修、重建、維護，以建構都市居住和生活環境；
	(4) 塑造都市風格及提升生活品質，都市設計為用以銜接都市計畫與建築管理間之落差；
	(5) 針對都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教、康樂等重要設施，做有計畫之發展。


	(二) 城鄉發展成長區位指導原則
	1.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1) 都市計畫地區之推動都市更新地區；
	(2) 都市計畫地區之整體開發地區；
	(3) 都市計畫地區之土地資源再利用；
	(4) 都市計畫地區之公共設施通盤檢討；
	(5) 都市計畫地區之低度發展或無效供給地區之檢討；
	(6) 都市計畫地區之農地資源確實維護；
	(7) 因應都會區域發展或縣市行政轄區整併之都市計畫整併。

	2.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
	(1) 既有開發地區之再開發；
	(2) 既有開發地區之土地資源再利用；
	(3) 閒置工業區或產業空間檢討再利用；
	(4) 鄰接都市計畫地區且具環境改善需求者之整體規劃；
	(5) 一定規模集居聚落且具環境改善需求者之整體規劃；
	(6) 現有公共設施數量、功能與服務之檢討；
	(7) 發展跨域公共設施配置與周圍發展之規劃。
	(1) 檢討申請範圍所在鄉、鎮、市（區）之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其人口、土地使用、產業經濟現況等，其中應以優先檢討利用閒置、國公有土地進行整體開發，或推動都市更新…等做為活化手段。
	(2) 說明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於全國、區域、地方的定位及貢獻，並應於考量其與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的連續性、互補性空間發展策略下，研擬土地使用、產業活動、交通運輸、公共設施等計畫發展構想。


	(三) 城鄉發展成長管理邊界
	1. 劃設原則：透過總量推估城鄉發展地區之用地總量，目前計算之結果其城鄉發展用地已足矣，因此成長管理邊界以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及第二類國土功能分區為主，並包括以下範圍：
	(1)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A.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第三類。
	B.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
	(2)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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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工業區。
	b. 屬鄉鎮市區公所所在地之鄉村區、人口發展率超過80%以上都市計畫區鄰近一定距離之鄉村區。
	c. 聚集之建築用地。

	B. 核發開發許可地區(包含：鄉村區、工業區及特定專用區，除鄉村區屬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者、特定專用區屬水資源設施案件者外）、屬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前經行政院專案核定案件、山坡地保育區（含山坡地住宅社區）。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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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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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可行性評之地方建設計畫，有具體規劃內容及財務計畫者。

	D. 位於第一至二目範圍內面積超過百分之五十屬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之地區者，應予註記。
	E. 位於第一至三目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3)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2. 國家重大建設區位與涉及變更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原則：
	(1) 國家重大建設區位順序
	A. 第一順位：都市計畫地區都市發展用地。
	B. 第二順位：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下列分區或用地，聚集面積達五公頃以上者：
	a. 工業區。
	b. 屬鄉鎮市區公所所在地之鄉村區、人口發展率超過80%以上都市計畫區鄰近一定距離之鄉村區。
	c. 聚集之建築用地。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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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第三順位：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地區。
	D. 第四順位：既有都市計畫農業區（非屬宜維護農地總量之農業區）。
	(2) 辦理變更之區位原則
	A. 環境容受力原則
	a. 避免涉及國土保育第一、三類地區。
	b. 避免涉及農業發展第一類地區。
	c. 考量當地之公共設施容受能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就各區域之公共建設計畫時程、主幹道道路服務水準、都市基盤設施(例如：水資源供應及電力、瓦斯、電信)等維生系統考量其完備程度。

	B. 發展潛力原則
	a. 交通潛力：位於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交流道、高鐵車站、臺鐵車站5公里範圍內；或於國際機場、國際港口10公里範圍內。
	b. 鄰近地區發展已飽和，具整體發展潛力：都市計畫區內現況人口達80%以上且都市發展用地發展率達80%以上之既有都市計畫區一定範圍內(以2公里以為原則) ；距離發展率達80%以上之產業發展區位(既有工業區、科學園區、相關產業園區) 一定範圍內(以2公里以為原則) 。
	c. 產業群聚潛力：既有產業群聚達一定規模(相鄰50公尺內工業使用達3公頃以上)。


	3. 成長管理邊界範圍變更原則
	(1) 變更時間
	(2) 發展總量


	(四)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指導原則
	1. 基本原則
	(1) 已列入公告實施之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者。
	(2) 申請範圍所在鄉（鎮、市、區）之都市計畫住宅區（含整體開發地區）發展率或計畫人口應達80%以上，第一類及第二類城鄉發展地區之人口、土地使用、產業經濟確有發展需要，且各該都市計畫已無非屬優良農地且可釋出之農業區者，為符合集約城市發展原則，得申請擴大住商型都市計畫。
	(3) 申請範圍所在之鄉（鎮、市、區）既有都市計畫工業區或相關產業專用區發展率超過80%，第一類及第二類城鄉發展地區之人口、土地使用、產業經濟確有發展需要，且無土地囤積炒作之虞者，致既有工業或相關產業專用區可利用土地規模不足，且各該都市計畫已無非屬優良農地且可釋出之農業區者，得經中央工業或產業主管機關認定確有因應發展工業或產業發展需要，並經行政院核定者，得申請新訂或擴大產業型都市計畫。
	(4) 經中央觀光或保育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申請範圍確有保持優美風景或管制發展需要，並經行政院核定者，得申請新訂或擴大管制型都市計畫。
	(5) 為配合國家重大建設需要者，得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2. 規劃原則
	(1) 定位：應敘明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於全國、區域、地方之定位及貢獻。
	(2) 考量：應將全球氣候變遷、環境及設施容受力納入規劃考量。
	A. 依《國土計畫法》第23條第一項規定，申請範圍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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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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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參考「全國災害潛勢地區分佈地圖」，提出因應調適策略。
	C. 採擴大都市計畫方式辦理者，應考量當地既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及鄰近第一類、第二類城鄉發展地區設施供需，並優先補充服務水準不足者。
	(3) 區位：住商型及產業型都市計畫其區位原則如下：
	A. 優先使用聯外交通、基礎公共設施（備）較為完備地區土地。
	B. 考量申請範圍與鄰近第一類及第二類城鄉發展地區之空間發展連續性與互補性，據以研擬土地使用、產業活動、交通運輸、公共設施等實質發展計畫。
	C. 大眾運輸系統場站或路廊，應儘量使用既有都市發展用地，避免變更屬優良農地之都市計畫農業區。
	D. 因應都會區域發展或縣市行政轄區整併，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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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計畫人口規模
	A. 住商型都市計畫：應以本計畫訂定之直轄市、縣（市）人口總量為基礎，按其分派模式，並考量鄰近第一類及第二類城鄉發展地區發展情形，核實推估各該都市計畫地區之人口數，並應具體說明人口移動情形。
	B. 產業型都市計畫：依據產業發展需要，並考量鄰近第一類及第二類城鄉發展地區發展情形，核實推算就業人口，並應經中央工業或產業主管機關核可。
	C. 管制型都市計畫：核實推估計畫人口；倘無人口發展需要者，得免訂計畫人口。
	(5) 計畫面積規模
	A. 住商都市計畫：按計畫人口核實推算相關配套公共設施（備）用地後，合理劃設計畫範圍。
	B. 產業型都市計畫：應依據產業發展需要，及水利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之用水計畫，核實劃設計畫範圍。
	C. 管制都市計畫：依據管制需要，何時劃設計畫範圍。
	D. 基於因應大眾運輸系統發展需要新訂都市計畫者，為避免因都市發展用地過量供給，造成排擠效應，反使得既有都市計畫發展停滯，應按其服務範圍（場站鄰近300至500公尺）核算規模（約為30至80公頃）。


	(五) 城鄉發展優先順序
	1. 都市計畫地區都市發展用地，包含：
	(1) 都市計畫地區之推動都市更新地區及整體開發地區。
	(2) 都市計畫地區之低度發展或無效供給地區，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指導，重新檢討發展用地之劃設。

	2. 第二類及第三類城鄉發展地區，包含：
	(1) 第二類城鄉發展地區：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下列分區或用地，聚集面積達五公頃以上者。
	A. 工業區。
	B. 屬鄉鎮市區公所所在地之鄉村區、人口發展率超過80%以上都市計畫區鄰近一定距離之鄉村區。
	C. 聚集之建築用地。
	(2) 第三類城鄉發展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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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地區。
	4. 既有都市計畫農業區(非屬宜維護農地總量之農業區)。
	5. 擴大都市計畫地區。
	6. 新訂都市計畫地區。


	二、 全國產業發展區位及發展優先順序
	(一) 產業發展區位
	1. 發展機能原則
	(1) 既有區域優勢產業之群聚區位；
	(2) 既有工業區或產業園區有更新或轉型必要者；
	(3) 鄰近既有工業區或產業園區且具群聚效益潛力者；
	(4) 依據中央產業主管機關產業空間發展政策之指導；
	(5) 未登記工廠群聚達一定規模，且經中央政府認定具輔導整體規劃必要者；
	(6) 配合國家政策及重大建設者；
	(7) 擴大建構綠能產業發展環境。

	2. 環境容受力原則
	(1) 非屬符合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原則、且無影響國土保育及保安之虞者；
	(2) 避免產業發展造成農業生產環境之破壞；
	(3) 考量未登記工廠整體規劃與週遭土地使用之相容性；
	(4) 供農業生產及其產業價值鏈發展所需設施，應儘量避免使用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土地；
	(5) 非供農業生產及其產業價值鏈發展所需設施之其他類型產業用地，以位於城鄉發展地區為限。

	3. 產業基盤及資源容受力原則
	(1) 區域性產業基礎設施之配置
	(2) 支援性設施規劃
	(3) 需配合產業基盤設施（備）及所需資源之發展時序；
	(4) 需確保土地、水、能源等資源利用之永續性；
	(5) 需配合跨域公共設施之發展時程
	(6) 產業基盤設施（備）之供給時序，需配合具發展效益之地方財政計畫。


	(二) 產業發展區位條件
	1.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1) 閒置工業區或產業園區再開發。
	(2) 老舊工業區或產業園區轉型再利用。
	(3) 適度提高既有已飽和之工業區或產業園區之開發強度。
	(4) 既有未登記工廠盤點與輔導轉型。

	2.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
	(1) 閒置工業區或產業園區再開發。
	(2) 開發中工業區或產業園區。
	(3) 老舊工業區或產業園區之轉型或再開發利用。
	(4) 既有工業區或產業園區之城鄉發展地區使用使用許可。
	(5)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
	(6) 其他城鄉發展地區使用許可。
	(7) 城鄉發展地區以外之使用許可。

	3. 其他產業發展區位

	(三) 產業發展區位與其他功能分區之競合處理原則
	1. 農業發展地區
	2. 海洋資源地區
	3. 國土保育地區

	(四) 產業空間發展優先順序
	1. 閒置工業區或產業園區。
	2. 開發中工業區或產業園區。
	3. 老舊工業區或產業園區之轉型或再開發利用。
	4. 鄰近既有工業區或產業園區之城鄉發展地區使用許可。
	5.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地區。
	6. 其他城鄉發展地區使用許可。
	7. 城鄉發展地區以外之使用許可。



	參、 檢討現有公共設施數量、區位、規模與服務機能，確保公共設施足夠
	一、 應檢討現有之公共設施用地並考量需求予以增加或進行活化
	(一)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1. 公共設施保留地的檢討
	2. 公共設施用地的活化

	(二)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
	1. 現有公共設施檢討
	2. 公共設施增量需求
	3. 建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三)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1. 公共設施發展用地分類分級
	(1) 妥善利用閒置空間，促進農業地區公共設施活化使用
	(2) 在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下，活化農地作為綠能設施設置地點

	2. 以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達到農村再生之效
	(1) 利用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2) 針對現有集居聚落地區，改善既有公共設施，並提供減污設施
	(3) 因應農業專區之設立，改善及新設農業公共設施網絡



	二、 跨區域性基盤設施之建設，應透過跨域整合機制協調，以確保設施之投資效率
	(一) 成長管理原則
	1. 「混合使用」原則
	2. 「填入式再發展」原則
	3. 「友善步行環境」原則
	4. 「永續發展」原則

	(二) 依都市階層不同進行交通設施規劃
	1. 全國性交通設施
	2. 區域性交通設施
	3. 地方性交通設施


	三、 覈實檢討國道交流道附近地區之土地使用計畫，兼顧交通機能與地區發展
	(一) 積極維持國道運輸機能
	1. 交流道聯絡道尖峰時段應能維持D級服務水準以上，以利國道運輸功能之維持。
	2. 辨識交流道聯絡道的脆弱度，納入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並提出替代道路以及相關調適改善策略。
	3. 納入上述改善建議納入特定區計畫通盤檢討，包含使用分區變更、研擬或修訂相關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以利運輸功能維持。

	(二) 視實際狀況研擬都市計畫整併事宜
	1. 考量其與鄰近都市計畫區之發展關係。
	2. 參考計畫劃設性質及目的，應以同一計畫區內同質性高、而不同計畫區則異質性高為原則，判定是否適宜整併都市計畫區。
	3. 依照社會、經濟發展現況整併都市計畫區，並視實際需求將零星之非都市土地納入。
	4. 整併後都市計畫應以能將自然地景、生態棲地、大眾運輸等因素納入系統規劃為考量，並適度進行公園綠地、河川等藍綠空間串連。

	(三) 應視實際狀況檢討變更產業用地
	1. 第一類：適宜維持產業用地使用
	2. 第二類：可容許相容使用
	(1) 不具開發需求者，應檢討變更其他適宜使用分區；
	(2) 具開發需求者，不予檢討變更。應積極媒合適宜廠商進駐，以加速產業用地開發。

	3. 第三類：適宜調整變更使用

	(四) 加速檢討整體開發地區，以利土地資源有效利用
	(五) 已發展或可發展地區朝緊密發展，提供質量兼具的公共設施
	1. 優先發展推動更新地區及整體開發地區。
	2. 推動土地資源再利用。
	3. 都市計畫地區之低度發展或無效供給地區，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指導，重新檢討發展之。
	4. 活化及轉化既有低度利用公共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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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優化整體農業發展及生態環境
	1. 將農業區依農業主管機關辦理之農地分類分級成果進一步區分類型，提出發展定位，並採行不同的管制原則，針對各類型農業區設計不同的管制規範內容。
	2. 經農業主管機關確認具農業生產條件或仍屬供農業生產使用者(第一種、第二種、第四種農業用地)，應儘量維持為農業區；不適合農用之農業區考慮優先調整為生態用途，強化計畫區的生態機能。
	3. 具國土保育性質之土地，應依據環境敏感特質，參酌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訂定土地使用之績效管制標準，必要時應配合保護、保育或防災需要，檢討變更為適當土地使用分區，保護環境資源。

	(七) 配合產業發展需要規劃產業用地，積極處理違規工廠問題
	1. 會同工業主管機關查核產業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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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產業用地供需，確認產業用地需求面積。
	2. 既有低度利用產業用地予以轉型活化。
	3. 盤查違規情形並研擬分期分區改善計畫。
	4. 應以符合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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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先給後要」的模式逐步改善違規使用，已成產業群落採分區劃設手段劃設產業專用區因應，零星違規工廠採限期搬遷或遷入上述產業專用區。
	5. 產業用地之擴充應避免位於優良農地或周邊均為優良農地，以降低對農業生產環境以及生態環境之衝擊。

	(八) 符合特定條件的農業區可適度劃出都市計畫範圍，納入農業發展地區或國土保育地區
	1. 農業區屬優良農地達一定規模者，可檢討畫出計畫範圍，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
	2. 農業區具環境敏感性質者，面積達一定規模者，可檢討畫出計畫範圍，調整為國土保育地區。

	(九) 因應氣候變遷，覈實研擬都市防救災計畫，減緩或避免災害衝擊
	1. 盤點計畫區內風險因子層級及空間分布特性。
	2. 納入「海綿城市」構想，檢討適當用地劃設蓄洪及滯洪等相關減災設施，並指定適當防救災路線及防救災據點。
	3. 具環境敏感性質者，面積達一定規模者，可檢討畫出計畫範圍，調整為國土保育地區。



	肆、 促進土地資源之合理利用，建立土地使用獎懲及管制
	一、 以土地合理使用為原則，維護農地之農業生產
	(一) 為兼顧國土保育與農業發展之土地資源
	1. 整合土地資源特質、相鄰國土功能分區之連續性、現況使用與產權情形、環境及災害風險、政策趨勢與未來發展等考量，劃設國土功能分區；
	2. 針對具國土保育特質之農業發展地區，應依據環境敏感特質，訂定土地使用之績效管制標準；
	3. 國土保育地區內之農地資源，應在國土保安與保育之前提下，透過績效管制方法，進行適性之農業生產。

	(二) 位於城鄉發展地區之農地
	1. 城鄉發展地區之農地資源多功能規劃指導原則
	(1) 適宜耕作之優良農地以維持農用為優先：依其區位發展適宜之都市農業，配置相應之農業生產基盤，建立鄰近都市之糧食供給。並考量畜牧業、養殖業、農林業及園藝業等較無受其耕地品質影響之經營型態；
	(2) 景觀環境具一定品質或其區位距都市有一定距離之農地可發展休閒農業等遊憩型態；
	(3) 生產環境受外在因素干擾之農地應適度作為城鄉發展地區之綠色基盤：此類農地可能接鄰重大建設、交通設施或是受汙染之地區，除盡可能恢復農業生產外，未來得配合其都市發展空間策略，在考量其特性後，依據所在區位之都市機能，適性提供都市休憩、空氣淨化、土地涵養、滯洪調節等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強化農地多元價值，並降低都市對遠距地區之依賴；
	(4) 應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對於各該農地資源利用之指導，辦理相關都市計畫之擬定或變更。

	2. 城鄉發展地區之農地宜建立發展權移轉制度


	二、 促進農地農用之具體落實，以避免農地違規之情事
	(一) 農業發展條例修法
	1. 農地繼承、遺贈與贈與之相關獎勵措施應限縮於耕地使用
	2. 農地貸款

	(二) 對地補貼
	1. 獎勵與懲罰之規定依據農地的分類分級策略而定
	2. 增加農地利用之積極獎勵措施以提高農地農用之意願


	三、 以山坡地合理利用為原則，進行檢討管制
	(一) 違規使用
	(二) 超限利用
	(三) 合法不合理
	1. 宜維護農地總量之劃設，需同時檢討山坡地超限利用及糧食安全問題。
	2. 山坡地農業超限利用與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應共同進行檢討。


	四、 針對未登記工廠，應透過具社會公義之處理機制，劃設適當之國土功能分區
	(一) 針對未登記工廠違規事實之處理，除依據現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政策辦理以外，地方直轄市、縣（市）政府亦須擬定「縣市未登記工廠清理計畫」，以整頓土地違規使用之情形，確保未登記工廠的問題能有效在期限內加以解決。以下針對縣市未登記工廠清理計畫，應載明之內容進行簡要說明：
	1. 未登記工廠查處及輔導權責分工
	2. 未登記工廠分級分類
	3. 未登記工廠處理優先順序及時程
	4. 未登記工廠查處程序與執行方式
	5. 清理輔導及恢復合法使用措施

	(二) 以下針對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擬定，縣市政府應按下列指導原則，務實地進行國土空間規劃與實踐，以制定有關未登記工廠之空間發展策略，達到未來國土之永續發展：
	1. 通盤考量既有之違規
	2. 以「對產業現況影響最小」與「環境負擔增加最少」為前提
	(1) 未登記工廠議題應在對社會衝擊最小之前提，儘可能地解決；
	(2) 土地使用上，在臺灣土地資源珍貴的當下，應盡可能地保護現有品質良好的土地，並透過相關機制增加未來可用土地面積。

	3. 制定明確時間點，區分處理方式
	4. 既有違規事實應受罰完成
	5. 以土地污染程度進行初步判別
	6. 以廠商生產性質之污染性高低做進一步判別
	7. 依照政策發展走向進行合適決斷
	8. 預防未來違規之情事

	(三) 依前述條件進行綜合評估，給予合理使用指導、劃設合適功能分區
	1. 土地污染程度、事業污染性低、且可回復農業使用者，依其特性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2. 符合發展走向且具群聚規模者，且土地已受到嚴重干擾而無法回復原本使用者，得視情形檢討變更為產業園區或特定專用區，並在負擔相關公共設施支出的情況下，評估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
	3. 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者，毗鄰農業用地區位應設置綠帶，並繳納回饋金

	(四) 劃入國土功能分區之未登記工廠，回歸各分區土地使用管制管理
	1. 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和《國土計畫法》第38條依土地違規之程度處以罰鍰及相關之行政罰。
	2. 除依《國土計畫法》第38條處以罰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加強嚴格限期令其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其地上物恢復原狀，或必要時勒令歇業，若不遵從上述行為，則得依《行政執行法》規定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以增加違規成本，進而有效抑止違規行為，同時確保公平正義之維護。
	3. 現行土地違規使用情形，多以被動受理民眾檢舉為主要依據，未來得依《國土計畫法》第40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加強土地違規使用之主動稽查，以提升土地違規之取締成效。
	4. 山坡地管制相關法條：為改善山坡地管制之現況，並維護山坡地上之水土保持與相關保育利用之情勢，以下針對山坡地相關之政策執行工具與法規，臚列其相關適用之條文提供參考（詳見表6-14）。

	(五) 未登記工廠之獎勵與懲罰措施


	伍、 為強化區域機能及符合整體發展需求，應加強跨縣市資源之整合機制
	一、 為整合及提升區域競爭力，宜建立都會區聯合成長管理機制
	(一) 都會區聯合成長管理機制之建立
	1. 規劃階段
	(1) 依都會區域計畫，指導各直轄市、縣（市）成長管理計畫
	A. 中央主管機關擬定全國國土計畫時，得會商有關機關就都會區域範圍研擬相關計畫內容，並依《國土計畫法》第9條第2項，以附冊方式納入全國國土計畫。
	B.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就都會區域範圍，共同研擬相關計畫內容，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納入全國國土計畫。
	(2) 藉由「區域型國土整合平台」協調各直轄市、縣（市）成長管理計畫

	2. 審議階段

	(二) 都會區聯合成長管理之指導原則
	1. 都會區內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據「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之指導，提出相應之直轄市、縣（市）成長管理計畫，其內容應包含總量、區位、時程與品質，並制定監督與檢討機制；
	2. 都會區內各直轄市、縣（市）成長管理計畫之整合與協調，應考量合作互惠原則，針對預期效益和受損權益，共同擬定相關回饋或補償措施。此外，針對因實施成長管理策略所造成之經濟弱勢區域，應提供適當經濟發展誘因、經濟機會方案等配套；
	3. 透過都會區聯合成長管理機制，進行直轄市、縣（市）成長管理計畫之研擬，應考慮社會公平正義原則，包含原住民發展權益之維護等。

	(三) 都會區聯合成長管理之協調事項
	1. 都市防災
	2. 產業發展
	3. 交通運輸
	4. 公共設施
	5. 能源設施


	二、 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都會區應協調建立社會住宅政策
	(一) 都會區內各直轄市、縣（市）應聯合評估社會住宅之需求總量，並擬定興辦住宅之相關計畫與興建時程。
	(二) 社會住宅應兼顧經濟與社會弱勢者之需求，並符合不同世代與社會公平正義的理念。
	(三)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根據《住宅法》有關社會住宅之規定，加速推動辦理。
	(四) 社會住宅之租金標準，應配合住戶所得訂定及建立完善補助機制，以達到實質公平正義，有效補貼經濟或社會弱勢者。
	(五) 社會住宅之劃設應考量適當之區位條件，其劃設區位應依下列條件作為考量依據，並以下列順序作為未來選址優先排序：
	1. 可負擔性
	2. 大眾運輸便利性
	3. 基地發展性
	4. 公共設施服務範圍


	三、 離島地區經濟發展機會及社會公平正義改善策略
	(一) 離島建設應以永續發展為最高目標，並兼顧離島地區發展品質
	1. 在文化保存及環境保育方面應考量各島嶼之特殊性，訂定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各項離島建設補助計畫應符合該方案之定位與策略，如屬方案核定之計畫內容，原則上優先補助。
	2. 離島之不可再生資源與可再生資源均有其限制，因此離島建設計畫不可忽視這些資源可負載之能力；已經過度開發之島嶼，則應依其環境承載力採取開發降溫及環境保全對策。
	3. 基礎建設之補助僅以滿足離島居民民生迫切需求為前提，若為新興之基礎建設不得破壞島嶼整體景觀、干擾生態環境；若為既有設施之修繕，應維持現有基礎設施規模，以維護基本運作功能為首要，並可依據島嶼特殊性生態，增加現有基礎建設之生態環境親和度。

	(二) 離島各縣（市）國土計畫應依據各離島特性確立發展定位與成長管理策略，並訂定永續發展評估指標。
	(三) 加強島嶼特殊文化景觀及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之保存，鼓勵創新多元的地方文化產業發展，振興離島經濟。
	1.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普查具史蹟、文化景觀價值之內容及範圍，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審查登錄後，應辦理公告，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文化部備查。
	2. 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由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管理維護，該管理維護者應擬定管理維護計畫，報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備查。
	3. 自然紀念物禁止採摘、砍伐、挖掘或以其他方式破壞，並應維護其生態環境；自然保留區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
	4. 若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管理不當致有滅失或減損價值之虞，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得通知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主管機關得逕為管理維護、修復，並徵收代履行所需費用。
	5. 文化景觀與自然資源保存維護之核心應為保育地景、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價值，而其保存維護不應僅關心保護，尚須強化或復育，以增進其自然和文化價值。
	6. 當文化景觀與自然資源的不同價值產生無法調和的矛盾時，應優先考慮保存當地的特色品質，而保存維護應有彈性和調適性，以因應內在和外在環境的變化。

	(四) 改善離島與臺灣本島間及各離島間之交通運輸，推動生態旅遊，落實自然生態保育。
	1. 依據《離島永續發展規劃暨離島建設基金計畫補助準則》§4，各離島因應其地理環境、自然資源、人文歷史、經濟之特殊性，訂定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各項離島建設補助計畫應符合該方案之定位與策略，如屬方案核定之計畫內容，原則優先補助。
	2. 島嶼內陸運輸應與島嶼對外海空運整合，在海空運方面，增列相關大眾運輸班次，並結合島內觀光等產業發展，提升大眾運具之使用比例、效率和品質，並配合再生能源系統之建置，增加低污染、無污染綠色運具之使用比例。
	3. 推動生態旅遊取代大眾觀光，加強有關生態旅遊教育訓練，深耕環境倫理及文化傳承觀念並教育，確保生態資源永續利用之目的，進而提升遊憩品質與減輕環境負荷，落實自然生態保育落實原生物種、特定棲地及生態系統之保護、復育與適度利用，禁止無人島嶼之開發與建築。
	4. 指導離島間防止入侵物種危害島嶼生態之機制及措施，並尋求各島現有入侵物種之控制方法，並保存與永續使用觀光遊憩與文化資源。

	(五) 推動整體性的海岸地區建設管理，檢討各類海岸設施、漁港等之必要性與妥適性，避免投資浪費或破壞海岸環境。
	1. 離島各縣政府應提出海岸地區整體建設管理計畫，盤點現有縣內之海岸設施和漁港數量，並評估其使用率和必要性。
	2. 海岸地區之防波堤提和離岸堤等人工護岸設施之建設，應優先考慮自然工法或自然復育策略，以避免非必要的人口水泥設施，造成海岸不可回復之生態環境破壞。
	3. 應檢討現有漁港之存續性，整併現有漁港設施和管理人力，以達到整體海岸管理之維護效益。對於不再使用之漁港，可轉型作為其他觀光、養殖用途，或納入拆除計畫之評估。

	(六) 無人島嶼應儘量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或海洋資源地區
	1. 除必要之氣象、導航及國防設施外，禁止開發及建築；已過度開發之島嶼，應依環境承載力採取適性開發及環境保全對策。
	2. 離島區域之無人島可能因土地面積較小且無水電供給，無法供實際居住使用，然而其具有作為重要漁場、維護自然資源與保護野生動物生存環境，或是屬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等價值，因此仍須重視並在管理與維護上提出合適之策略。基於無人島存在其重要性，建議將作為鳥類棲息地、具有特殊地質景觀或文化價值的地區納入保育範圍，並禁止開發與建築行為。
	3. 在過度開發的島嶼方面，基於過度開發行為可能造成生態浩劫與超過環境負載等問題，因此應就已造成的環境破壞進行補救措施，並限制後續之開發與建築強度。




	第三節 國土成長管理執行工具
	壹、 土地滾動檢討機制
	一、 檢討原則
	(一) 城鄉發展用地總量檢討原則
	1. 現行城鄉發展用地實際供需情形；
	2. 人口及住宅分析及檢討；
	3. 因應社會經濟變遷之城鄉用地轉型需求；
	4. 資源及環境容受力之供給能力；
	5. 公共設施（備）之供需情形及未來供給能力；
	6. 城鄉發展之空間趨勢。

	(二) 產業發展用地總量檢討原則
	1. 現行產業發展用地實際供需情形；
	2. 輔導既有未登記工廠之產業發展用地需求；
	3. 因應科技發展之產業發展用地轉型需求；
	4. 資源及環境容受力之供給能力；
	5. 產業基盤之供需情形及未來供給能力；
	6. 城鄉發展之空間趨勢。

	(三) 農地總量滾動檢討機制檢討原則
	1. 以維護糧食安全為優先；
	2. 依據農產業發展之實際需求；
	3. 考量農業發展未來趨勢。


	二、 執行方法
	(一) 城鄉發展總量滾動檢討執行方法
	1. 通盤檢討
	(1) 人口規模、成長及組成。
	(2) 住宅供需。
	(3) 公共設施容受力。
	(4) 產業結構及發展。

	2. 適時檢討
	(1) 載明事項
	A. 法令依據。
	B. 變更理由。
	C. 變更計畫範圍。
	D. 變更計畫內容（含變更前後差異對照說明）。
	E.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F. 其他相關事項。
	G. 基本調查及發展預測。
	H.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條件、劃設順序、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I. 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J. 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K.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原則。
	L.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M. 其他相關事項。
	(2) 審議


	(二) 農地總量滾動檢討執行方法
	1. 短期
	(1) 根據農委會已盤點出臺灣各區域應維護的農地面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以此作為管制依據，直轄市、縣（市）政府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後，應每2年一次，檢討當地農地面積是否達到應維護的數量，以因應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所定之控管總量。
	(2) 我國的農地使用，長期以來一直存在假農舍林立、違規工廠…等，農地非農用之情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就農委會所劃設之各級農地，進行農地使用情況（例如：從事耕作、休耕或廢耕；若興建農舍，則農舍之實際使用情形等）、類型（例如：連作、輪作、混作；稻作或雜糧…等）與分佈位置及比例的調查，針對農地的實際使用情形作完整的資料蒐集，並作資料庫的建置供後續作業使用，以徹底執行農地總量控管。
	(3) 工作執行過程中，直轄市、縣（市）政府除應針對農地的實際使用情形作詳細調查外，也應配合現行可用或另行制定相關的獎懲機制，規範農地所有權人落實農地農用，使具優良生產環境的農地能夠發揮其功能，避免流於非法使用之情況，以維護農地總量的穩定。
	(4) 直轄市、縣（市）政府針對目前現有的休耕、廢耕農地，應以鼓勵農地維持農用為出發點，視實際使用的情形，實施獎懲機制，並對減少的農地面積進行檢討，確實掌握農地資源的變化。
	(5)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針對當地發展情形，做適當之檢討項目調整，例如考量隨著產業擴張的趨勢，可能產生相關使用地之需求，此情事是否影響農地的總量維護？因應措施為何？再者，當地若有新建道路或大眾運輸場站…等交通設施需求，是否會影響到農地的保留與農業生產？

	2. 中期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每5年一次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通盤檢討，依據當地的農地資源特性與整體環境變化，進行適度的維護總量修正，以因應實際的糧食與發展所需。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視當地農地使用與農業發展情形，作執行工作上的調整，其中若涉及跨縣市政府之間的議題，則須透過跨部門的農地控管協商機制，共同協調因應對策，並適度結合農委會之農地資源分類分級規劃結果，進行分區調整，確保農地總量。
	(3)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考量當地產業結構變遷情形，針對各級產業的數量與從業人口進行調查，並就變化的趨勢對維持農地總量可能產生的影響，提出適當之因應措施。

	3. 長期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每10年一次的全國國土計畫通盤檢討，共同檢討當地應維護的農地面積，與各縣市政府之應維護總量合計，是否符合全臺糧食自給所需。
	(2)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的趨勢，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其納入考量，並以維持糧食生產及糧食安全的觀點，檢視氣候變遷對於農業發展與農地維護總量可能產生的影響，提出相關因應措施。
	(3) 同時要求應符合糧食安全，並盤點是否足夠供應未來發展之需求，針對各地方應維護的總量進行調整，以因應整體環境的變化，提出適當的管理決策。
	(4) 隨著科技發展的趨勢，農業生產的技術也有所進步，尤其臺灣的水土資源有限，所以更仰賴技術的發展與改良，因此應考量科技技術的發展對農地總量維護與農業生產量的影響，提出因應對策。




	貳、 公共設施同時性
	一、 加強設施工程之間的配合
	二、 同時性（concurrency）
	三、 生命週期一致性
	(一) 擬定各直轄市、縣（市）之國土計畫
	1. 審議過程
	2. 審議項目
	(1) 發展優先次序之劃定：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內之城鄉發展地區分區發展優先次序之劃定應依前述國土計畫擬定城鄉發展優先區位與順序之只到，依下列順序依序於以考慮。
	A. 都市計畫地區之推動都市更新地區之整體開發地區。
	B. 都市計畫地區之低度發展或無效供給地區。
	C. 第二類城鄉發展區。
	D. 擴大都市計畫地區。
	E. 新訂都市計畫地區。
	F. 成長管理邊界內其他非城鄉發展地區之使用許可地區。
	(2) 各調查區分析資料：劃定城鄉發展地區分區發展優先次序之前，應將計畫範圍內之都市發展用地劃分為若干調查區，進行分析作為研判之參考，並以附件方式附於城鄉發展地區分期分區計畫之內，供國土計畫審議委員會審議時之參考。上述調查區之調查分析事項，建議主管機關參採《都市計畫分區發展優先次序劃定原則》第3條擬定之應調查分析事項：
	A. 現有人口數、人口密度與分佈、人口成長率。
	B. 現有建築物之分佈及構造。
	C. 空地及公有土地之分佈及其使用情況。
	D.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之分佈，及其已開闢完成暨使用之程度。
	E. 地價。
	F. 市容觀瞻之重要地點。
	G. 重大建設計畫之地區及範圍。
	H. 窳陋或髒亂地區。
	I. 發展較緩慢或較快之地區。
	J. 政府在年度及未來預算中所列都市建設之地區。
	K. 發展需要之推計。
	L. 其他有關資料。
	(3) 編列各發展區之開發時程：各發展區之劃定，應以五年為限依據區域內需要發展之地區編列為第一期優先發展區，其餘應視其發展需要依次編列。
	(4) 各時程之都市建設事業及經費預算：針對各期優先發展區，應載明該區位內預計完成之都市建設事業項目及其經費預算之編列。

	3. 變更

	(二)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1. 適用之新訂或擴大計畫區類型
	(1) 住商型都市計畫
	(2) 產業型都市計畫

	2. 申請區位之要件
	3. 提出公共設施發展計畫
	(1) 說明計畫區內既有公共設施現況、項目、服務水準。
	(2) 預估未來計畫區最大開發量，以供近一步分析各分區之公共設施需求量。
	(3) 說明各分區公共設施預估興建之項目、數量、區位以及時程。
	(4) 確定各分區公共設施財源籌措方式。

	4. 相關法規儘速修法

	(三) 開發使用配合公共設施同時性
	1. 使用許可：建議《使用許可審議規則》規範公共設施審議標準。
	2. 建築許可
	(1) 公共設施服務水準門檻機制
	A. 執行單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B. 門檻設定：依據地區特性明確指定公共設施項目與各項目之門檻值，作為審查機關於審核是否核發建築許可時，評估是否在開發地區公共設施服務水準標準之內的依據。
	C. 附帶條件通過：經過上述審查駁回申請建築許可之案件，若開發者願意自行負擔該公共設施，則可以在原分期分區發展計畫所訂之時程內，完成該公共設施項目之提供為前提，作為附帶條件通過此申請案件，藉由此確認公共設施興建之責任歸屬。
	(2) 服務水準現況與興建時間表
	A. 執行單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B. 內容：應包含城鄉發展地區之各分區公共設施開闢程度、所需公設種類與數量、各項所需公設之迫切程度（優先順序）、預計興闢完成時程。
	C. 時程：每年定期更新統計與公布之。
	D. 獎勵措施：若業者決定自行負擔公共設施應給予相關獎勵措施，以紓緩所有公共設施皆由政府提供之龐大財政負擔。其相關規定可配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給予相關獎勵措施如融資及租稅優惠等，以下羅列可能之獎勵項目，詳細辦法交由相關主管機關研議。
	a. 審查快速：案件之申請審查時程加快，以減少時間成本，利於開發者快速進駐。
	b. 融資優惠：中長期基金之融通、貸款限制之放寬。
	c. 租稅優惠：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免徵、關稅之免徵、地價稅等稅賦之減免。
	d. 設置輔導與諮詢平台：有鑑於涉及之法規與優惠之項目龐雜，相關單位應設置窗口服務民眾，提供諮詢並協助民間辦理相關事項。



	(四) 都市更新計畫配合公共設施同時性
	1. 新增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應表明事項
	2. 都市更新審議原則應納入公共設施容受力指標
	3. 調整都市計畫之容積總量及移轉上限



	參、 活化既有產業用地
	一、 提高閒置土地持有成本
	(一) 地價稅=依土地所有權人所有土地之地價總額×一般用地累進稅率（10‰~55‰）。
	(二) 房屋稅=房屋評定現值×稅率（3%~5%）
	(三) 加強查核閒置之工業用地及廠房，其地價稅及房屋稅之稅率按一般非工業（廠）使用課徵，以提高稅負。
	1. 成立閒置用地查核專責小組：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成立專責單位，定期追蹤與查核符合工廠登記證註銷條件（停工超過1年或歇業者）之資料。
	2. 彙報閒置用地清查結果予稅捐稽徵機關：閒置用地查核專責單位將閒置工業用地及廠房清查結果，主動提供稅捐稽徵機關，以利後續清楚辨認提高閒置用土地持有成本之課徵標的。

	(四) 復徵經濟部工業局所轄園區，停歇業廠商公共設施維護費,並研議針對閒置土地加倍課徵公共設施維護費。

	二、 增加短期買賣土地交易成本
	三、 閒置土地回收機制
	(一) 出租之閒置土地回收機制
	(二) 出售之閒置土地回收機制
	(三) 已租土地管控投資計畫期程，並巡查去化閒置廠房
	(四) 研議增訂產業創新條例有關閒置土地市價買回，並課徵土地增值稅，提供廠商使用之機制。
	1. 現行產業創新條例並未規範閒置土地強制買回，並課徵土地增值稅之相關規定，而為建立目前由中央或縣市政府，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或產業創新條例，設置開發產業園區閒置土地強制買回之機制，擬研議修訂產業創新條例，納入得由各該主管機關公告實施強制收買，經公告之產業園區自公告日起逾2年未完成使用之閒置土地，得由各該主管機關查估市場價值審定後予以強制收買。實施強制收買之公告後，始取得土地所有權者，前項2年期間自所有權登記之日起算。並俟產業創新條例修訂後再予訂定相關作業要點。
	2. 前開收買價格之評定，由經濟部開發或管理之產業園區，由經濟部委託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市價後，再由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土地或建築物價格審定小組審定；由縣市政府開發或管理之產業園區，由不動產估價師或地政事務所查估價格，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3. 至於閒置土地回收機制之財源籌措作法方面，各縣市政府依原獎勵投資條例、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或現行產業創新條例開發產業園區，均設有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故有關購回土地乙節，建議由該機關之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編列預算，或向中長期資金、銀行等貸款取得融資方式辦理。而閒置土地回收後得以附帶條件出售方式，提供需地廠商使用，例如：要求廠商於一定期限內完成使用等，故各縣市政府用以取得閒置土地之資金得以回收。
	4. 至於新開發園區之產業用地，將於出售須知中訂定於期限內未依核定計畫使用者，將按原價無息購回土地，並沒收總承購價額10%之完成使用保證金之規範。而產業用地於未完成使用前為避免其所有權移轉與他人，建議以預告登記方式辦理。
	5. 配合產業創新條例產業園區閒置土地強制收買機制之增訂，由內政部研議訂定都市計畫閒置工業區，納入強制收買之機制。



	肆、 增設合適之產業用地
	一、 產業用地儲備機制
	(一) 運作原則
	1. 依據總量用地需求分配產業用地
	2. 配合產業群聚規劃適地產業區位

	(二) 產業用地供給系統平台
	1. 組織：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成立各直轄市、縣（市）之產業用地供給系統平台，應明列轄區內可作為儲備產業用地之情況，並且敘明用地公共設施現況及容受力。
	2. 監督：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清算可作為產業用地儲備機制之土地後，交由經濟部審核其產業用地儲備數量與類別，審查核定後即可將相關用地資訊，公佈於該產業用地供給系統平台之網站。該網站應隨時更新產業用地之申請情況，增加產業用地之運用效率，避免重複申請已核發使用許可之產業用地。
	3. 配套措施：為加速廠商與用地之媒合，主管機應關加強該系統之資訊透明程度。此外，相關單位應設置專門窗口服務廠商，提供諮詢並協助其辦理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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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優先利用公有及國營事業特定專用區，並且納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中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之考量，並於擬定時，依其產業類別與需求總量劃設。
	2. 透過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劃定產業預地發展區，取得產業發展儲備用地。
	3. 研議將其他閒置國公有土地，例如：學校、高爾夫球場、國防營區等閒置用地，重新規劃為產業用地之可行性，增加產業儲備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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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回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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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租稅增額融資（Tax Increment Financing，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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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設定基期年及宣布凍結財產評定價值
	(四) 債信的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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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鄰近軌道建設之地區
	(5) 將閒置或低度利用之公有地整體開發，活化土地創造價值

	5. 執行工作時程
	(1) 房地合一實價課稅
	(2) 配合修訂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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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 特別估價地區（Special Assessment Districts，SAD）
	一、 我國建立SAD運作方式之擬定
	(一) SAD運作方式之擬定
	1. 課稅對象
	2. 徵收之形式
	3. 同意門檻
	4. 適用支付的公共設施
	5. 特區劃定方式

	(二) 特別評估地區之建立
	1. 劃定特別評估地區之審議流程
	(1) 擬定計畫及初步報告
	(2) 民眾參與
	A. 通知方式
	B. 意見處理
	(3) 劃設SAD

	2. 徵收之稅目
	(1) 地價稅
	(2) 工程受益費

	3. 特區劃定原則
	(1) 居民同意比例較高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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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租稅徵額融資制度(TIF)與特別估價地區(SAD)比較


	捌、 土地使用績效管制
	一、 具國土保育性質之農地
	(一) 具災害敏感潛勢
	1. 山坡地農業相關指導原則：屬山坡地之農業發展地區，同時具有國土保育性質之土地，除須依據《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內之規定外，須依據《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16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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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據《水土保持法》第10條之規定：「宜農、宜牧山坡地作農牧使用時，其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應配合集水區治理計畫或農牧發展區之開發計畫，由其水土保持義務人實施之。」，因此關於之山坡地作農牧使用除須依據主管機關以及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之規定，維護山坡...
	2.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之不利耕作之農業用地相關指導原則：根據經濟部依據《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劃設作業規範》所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除依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27條以及第30條之相關規定得設置綠能設施之外，建議地方農業主管機關得依據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衡量其地區內部之農業使用狀況，訂立用水相關之彈性績效管制標準，避免地層下陷之情形加劇。
	3. 水災潛勢地區之農業相關指導原則：關於淹水潛勢地區、土石流潛勢溪流之範圍內以及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其區域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者，地方主管機關得在全國國土計畫之架構之下，會同專家學者評定其潛勢區域內，訂立土地績效管制之可行性，此外潛勢區域土地之利害關係人，縣市政府與相關主管機關建議得徵詢其相關意見，以納入民眾參與之程序。

	(二) 具生態敏感性質
	(三) 具資源利用敏感性質

	二、 國土保育地區內之農地資源
	三、 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績效管制
	(一) 指導原則
	(二) 執行與監督機制
	(三) 公共設施負擔與回饋金制度


	玖、 農地發展權移轉制度
	一、 建立完善之相關法源依據
	(一) 在以保護優良農地為前提下，送出基地之適用對象以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需嚴格保護的農地為主；
	(二) 接收基地以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為主要適用對象。而其移轉以同一主要計畫地區範圍內，其他可建築用地建築使用為限；
	(三) 城鄉發展地區農地之發展權應配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指導，有秩序地移轉至城鄉發展區之都市計畫區，且應制定轉移分區之優先順序；
	(四) 個別農地之發展權配合移出集合發展者，在不減損發展權移入地區之公共設施服務水準、環境容受力及整體景觀風貌之前提下，得適度提供加權獎勵；
	(五) 移出發展權之城鄉發展地區農地，其土地所有權應登記為國有。考量其特性得永續維持農業生產，不得作為農舍或非農業生產之用途設施；永久做為開放空間使用，發揮農地多元價值，提供生態系統服務；或者做為公共設施用地，以緩解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偏低之情形。

	二、 農地發展權移轉制度制定程序
	(一) 利害關係人協商會議
	1. 組成農地TDR制定諮詢委員會
	2. 選定農地TDR示範區

	(二) 發展權移出地市場分析
	1. 確認送出基地適用對象數量
	2. 農地發展權移轉報償計算依據

	(三) 發展權接收地市場分析
	1. 確認接收地之類別與分佈範圍


	三、 農地發展權移轉交易方式與流程
	(一) 建置容積銀行進行交易
	1. 容積銀行概念
	(1) 發展權供需調節者
	(2) 市場交易之維持者


	(二) 容積銀行交易流程


	壹拾、 農地保育地役權
	一、 農地保育地役權機制設計
	(一) 適用對象
	(二) 農地地役權的應用類型
	(三) 農地保育地役權交易方式
	(四) 監督機制

	二、 我國適用性分析

	壹拾壹、 農地之獎勵與懲罰措施
	一、 獎勵與補助規定
	二、 禁制與罰則規定
	三、 民眾檢舉相關規定
	四、 相關法律與計畫規定

	壹拾貳、 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
	一、 平台之角色
	(一) 強化各直轄市、縣（市）間之協調與合作能力。
	(二) 促進各直轄市、縣（市）間之資源整合共享與互補所需。
	(三) 作為各直轄市、縣（市）間協調配合之指導。
	(四) 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研擬都會區域計畫內容。
	(五) 監督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都會區聯合成長管理機制，完成該直轄市、縣（市）成長管理計畫。

	二、 平台之運作
	(一) 組織
	(二) 規劃
	(三) 指導
	(四) 回饋

	三、 平台之經費申請與補助
	四、 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之建立
	五、 現行體制與區域合作平台之課題
	(一) 缺少法制化
	(二) 組織成員只有縣市政府
	(三) 沒有固定財源
	(四) 缺乏積極性誘因和跨域合作之強制性
	(五) 合作議題缺乏國家層級的發展議題
	(六) 跨域合作停留在意見交換、研討和評估的階段

	六、 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之改善對策
	(一) 建議明訂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之法源依據
	(二) 將組織成員納入專家顧問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三) 建議編列跨區域建設計畫之經費財源
	(四) 跨域合作協調事項納入能源效率、氣候變遷等議題



	第四節 國土成長管理策略執行工具之可行性分析
	壹、 土地滾動檢討機制
	一、 法規可行性
	二、 財務可行性
	三、 社會可行性

	貳、 公共設施同時性
	一、 擬定各直轄市、縣（市）之國土計畫
	(一) 法規可行性
	(二) 財務可行性
	(三) 社會可行性

	二、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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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開發使用許可配合公共設施同時性
	(一) 法規可行性
	(二) 財務可行性
	(三) 社會可行性

	四、 都市更新計畫配合公共設施同時性
	(一) 法規可行性
	1. 於新增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項目，建議修改《都市更新條例》第21條，於更新事業計畫應表明事項之內容，納入整體地區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分析，並銜接《都市更新條例》第21條第7項提出區內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此外，該整體地區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分析項目內容，應包括開發基地環境預測及評價、環境保全之處置等項目。
	2. 各地區之都市更新審議原則，應納入該公共設施容受力評估準則，例如：新北市即應修改《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而未訂有都市更新審議原則之縣市政府，建議應建全此部分法規，確保於都市更新審議過程中，考量該更新計畫對地區公共設施容受力的影響程度。
	3. 針對都市更新給予的容積獎勵，應重新檢討制度上對於容積量體，是否過量及應如何管控？並且就法制層面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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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租稅增額融資（Tax Increment Financing，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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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國土保育地區內之農地資源土地使用績效管制
	(一) 法規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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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績效管制
	(一) 法規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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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 農地發展權移轉制度/農地保育地役權
	一、 農地發展權移轉制度
	(一) 法律可行性
	(二) 財務可行性
	(三) 社會可行性

	二、 農地保育地役權
	(一) 法規可行性
	1. 建議未來可比照民法物權之分類，另外創造「公用人役權」或類似人役性質之物權，以資適用並明確其法律效果。
	2. 我國民法對於地役權的解釋無適當擴充之前，地役權之設定以政府與農地地主簽訂具彈性協商之行政契約，並透過土地登記之註記方式，適度擴大該契約之物權效力，使農業地役權有效合法存續於該農地上。

	(二) 財務可行性
	(三) 社會可行性


	玖、 確保農地農用之獎懲法規檢討與落實
	一、 法規可行性
	二、 財務可行性
	三、 社會可行性

	壹拾、 建立區域型國土規劃整合平台
	一、 法規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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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第一節 部門計畫內容
	第二節 辦理進度說明
	第三節 部門計畫成果檢視
	第四節 部門計畫修正建議
	(一) 各部會對於空間之概念尚不熟悉，對於「空間」的定義上均有著相當落差，使「發展分布區位」及「部門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及直轄市、縣（市）分派數量」等與空間有關之章節內容未盡完善，亟待透過持續研商、溝通及宣導等作為解決。
	(二) 未來發展構想與預測一節將影響目標年內各部會用地發展之需求及供給情形，故預測方法需相當嚴謹且具合理性；惟各部門性質不盡相同，建議由各部會自行選擇並審慎確認最為合適之預測方式。
	(三) 為進行前提部門空間發展競合，各部門計畫中與空間有關如用地需求面積、區位及分布等資訊，應以圖表方式呈現具體區位，後續方可透過圖層套疊等較為效率之方式判識部門競合區位，以為更進一步之策略研議，方符合《國土計畫法》第3條中部門空間發展策略為就其部門發展所需涉及空間政策或區位適宜性之定義。
	(四)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作為部門空間發展策略之指導原則，建議請各部會確認其部門計畫與國土空間發展策略並無矛盾或衝突之處，透過國土空間發展策略及部門計畫之整合，使部門空間發展策略研擬內容更臻完善。

	第五節 部門競合處理原則
	一、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性質重要且在一定規模以上之部門計畫，應於先期規劃階段與國土規劃主管機關充分協調，並透過國土規劃協調機制進行開發效益評估，避免重複投資，發揮整體建設效益。
	二、 部門計畫投資應兼顧最小國土使用範圍，並應用高效能、自然生態或可循環再生之工法與材料，以節能減碳；其區位如涉及環境敏感地區者應依迴避、縮小、減輕及補償之原則進行規劃，以降低對環境資源衝擊及確保生態機能之運作。
	三、 部門計畫涉及「土地使用」或「空間規劃」範疇者，有必要於計畫階段就整體資源供需、土地使用適宜性等進行檢視後納入區域計畫(包含全國區域計畫及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以利後續相關部門計畫推動。
	四、 各部門計畫應審酌對原住民族生活型態及傳統土地使用方式之影響，考量原住民族聚落及傳統領域之土地使用需求，使用範圍涉及原住民族之使用時，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規定辦理。
	五、 為符合國土計畫法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並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之立法目的，部門發展需求用地規劃位於環境敏感或國土保育地區者，應先評估土地資源特性及環境容受力，避免使用高災害風險及環境敏感等不適宜發展之土地，既有設施則須有迴避原則、遷移計畫或設有完善之防災整備及風險調適策略，以維護公共安全與環境品質。
	六、 針對具國土保育性質之農業發展地區，應依環境敏感特質訂定土地使用績效管制標準，在國土保安與保育之前提下，透過績效管制方法進行適性之農業生產。
	七、 基於全國糧食安全需求，各部門發展用地需求應考量行政院農委會訂定之全國、直轄市及縣（市）農地需求總量及區位，後續各部門如有與農業使用衝突或競合之情況，應優先維護農地資源，儘量避免農地轉用流失及零星發展。
	八、 為維護農地資源，應持續加強未登記工廠廢水之環保稽查與污染源監測與管理，輔導其轉型或遷入合法區位，並以相關處置辦法辦理降低對農地資源之破壞。
	九、 為降低超限利用引發山坡地保安疑慮，儘量避免於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規定查定為宜林地或加強保育地內從事農、漁、牧業之墾殖、經營或使用。
	十、 海域區之使用，以自然資源與自然環境等自然屬性為優先原則；在不影響海域永續利用之前提下，尊重現行及傳統文化之使用；多功能使用之海域，以公共福祉最大化之使用優先；相鄰之使用間，以相容性較高之使用優先；有爭議之使用間，由相關部會研商協調確定其使用；爭議未決之海域，得交由上級機關協商。
	十一、 進行漁業資源利用時，如該海域具有保育價值之區域，應依海岸管理法劃設保育或保護範圍，同時考量漁業文化保存、原住民及漁民生計問題，搭配完善之配套措施或採取較為彈性之使用規範。
	十二、 離岸風電開發計畫應評估對海洋生態及漁業活動之衝擊，依相關規定盤查海洋資源特性並排除不適合興建離岸風場之海域。
	十三、 為避免太陽光電排擠農作降低糧食自給率，建議以受污染農地、嚴重地層下陷區(鹽化土地)、因乾旱淹水或非人為因素導致不利耕作之受災農地優先設置，並透過整體規劃避免影響農地環境之完整性。
	十四、 產業發展用地優先使用以下儲備用地：1、城鄉發展地區之閒置土地，如既有工業區閒置、低度或是不合宜使用之土地再活化；2、優先利用公有及國營事業特定專用區無需繼續供農業使用之土地。為減緩農業發展區之削減，儘量避免採新訂擴大都市計畫取得儲備用地。
	十五、 各縣市研擬住宅部門計畫時應衡酌災害潛勢情形，評估推動老屋健檢、防災型都市更新並確保符合耐震設計相關規範，以維護國人居住安全。


	第八章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第一節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方式
	一、 依據保育程度或發展強度，予以劃分不同分類
	二、 依據土地使用管制方式，予以劃分不同分類
	三、 依據產業發展需求，予以劃分不同分類
	四、 依據文化或歷史特殊性，予以劃分不同分類

	第二節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
	一、 國土保育地區
	(一) 國土保育地區之範疇與標的界定
	(二) 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條件研擬

	二、 海洋資源地區
	(一) 海洋資源之範疇與標的確立
	(二) 海洋資源地區之劃設條件研擬

	三、 農業發展地區
	(一) 農業發展地區之範疇與標的確立
	(二) 農業發展地區之劃設條件研擬

	四、 城鄉發展地區
	(一) 城鄉發展之範疇與標的
	1. 都市土地
	2. 非都市土地
	(1) 可建築用地
	(2) 待發展用地


	(二) 城鄉發展地區劃設條件研擬


	第三節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及順序
	壹、 順序1
	一、 劃設原則
	二、 劃設分類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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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國土保育地區第3類（國家公園地區）。
	(三) 海洋保育地區第1、2、3類。


	貳、 順序2
	一、 劃設原則
	二、 劃設分類

	參、 順序3
	一、 劃設原則
	二、 劃設分類
	(一) 國土保育地區第2類。
	(二) 城鄉發展地區第1類、第2類、第3類。




	第九章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第一節 土地使用基本方針
	壹、 基本原則
	一、 建立功能分區指導功能
	二、 作為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之依循
	三、 考量環境敏感特性，研訂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四、 因應特殊需求管制需要，會商相關機關訂定管制規則
	五、 國土保育重疊管制
	(一) 城鄉發展地區如有符合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原則者：
	(二) 農業發展地區如有符合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原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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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六、 因應土地混合使用現況，擬訂相關配套機制


	第二節 國土功能分區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壹、 國土保育地區分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一、 第一類
	(一) 基本原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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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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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除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外，應避免作非保育目的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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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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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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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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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依各項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法令明定得許可或同意者。


	(二) 屬災害敏感類型國土保育地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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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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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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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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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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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法》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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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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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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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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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較完備者，訂定優先順序，據以逕行劃定排水設施範圍。


	(三) 屬生態敏感類型國土保育地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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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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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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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指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劃定之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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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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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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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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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地法》25條）。

	(四) 屬資源利用敏感類型國土保育地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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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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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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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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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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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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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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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第二類
	(一) 基本原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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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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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屬災害敏感類型國土保育地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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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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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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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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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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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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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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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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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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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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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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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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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屬生態敏感類型國土保育地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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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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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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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屬文化景觀敏感類型國土保育地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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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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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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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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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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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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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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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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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屬資源利用敏感類型國土保育地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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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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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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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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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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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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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三類
	(一) 基本原則
	(二) 分類指導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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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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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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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發展地區分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一、 第一類
	(一) 基本原則
	(二) 避免優良農地變更或轉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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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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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農業生產環境維護與糧食安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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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品質，以確定優質農業生產地區之生態環境品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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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農業生產設施建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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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區域農業經營效益，增加農民農產收入，並避免此類土地資源閒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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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使用地編定原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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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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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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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之第二節各類型土地使用基本原則）


	二、 第二類
	(一) 基本原則
	(二) 農業生產環境之維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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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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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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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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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農地規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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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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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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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產業價值鏈發展之所需設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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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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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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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使用地編定原則

	三、 第三類
	(一) 基本原則
	(二) 山坡地管理原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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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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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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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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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山坡地水土保持，依《水土保持法》及其施行細則辦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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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兼顧農、林生產及坡地保育原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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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坡地農業及林產業經營對於環境、生態維護之危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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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從事坡地農業、林產業經營時，應避免改變原有地形地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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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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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第四類
	(一) 基本原則
	(二) 農村規劃與管理原則
	1. 對於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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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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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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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對於已核定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得依其計畫內容辦理使用地變更編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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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城鄉發展地區分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一) 基本原則
	(二) 都市發展指導原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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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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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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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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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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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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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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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都市計畫農業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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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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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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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第二類
	(一) 基本原則
	(二)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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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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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土地使用管制於完成開發之前，應從嚴規定，比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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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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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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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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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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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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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三類
	(一) 基本原則
	(二) 原住民鄉村區管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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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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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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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海洋資源地區分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一、 第一類
	(一) 基本原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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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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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分類指導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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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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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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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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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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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第二類
	(一) 基本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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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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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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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分類指導事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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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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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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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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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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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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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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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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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漁業權範圍（專用漁業權）：依據漁業法各縣市主管單位劃定之範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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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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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三類
	(一) 基本原則
	(二) 依該範圍地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第三節 其他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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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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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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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用水管控
	三、 地貌改造
	四、 產業調整
	五、 違規查處

	參、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指導原則
	一、 用水管控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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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之開發案如有用水需求時，應取得水利主管機關規定之供水或用水證明文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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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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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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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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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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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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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一、 輔導土地合理及合法使用原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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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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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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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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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輔導轉型：
	(二) 輔導遷廠




	第十章 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第一節 國際趨勢及國內政策發展
	壹、 氣候變遷研究及國際公約
	一、 2015-2030仙台減災綱領
	(一) 大幅減少全球災害死亡率
	(二) 大幅減少受災害衝擊之民眾人數
	(三) 減少災害造成直接之經濟損失
	(四) 實質的減少災害對關鍵基礎設施的破壞
	(五) 在2020年前，增加制定國家和地方減災策略的數目
	(六) 促進國際合作
	(七) 實質的改善民眾對複合型災害之早期預警系統，以及災害風險資訊與評估的了解。

	二、 京都議定書
	(一) 減量期程與目標值：工業國以個別或共同方式，將人為排放之六種溫室氣體換算為二氧化碳總量，與1990年相較，平均削減值5.2%。採差異性削減目標方式，減量期程為2008至2012年，並以此5年的平均值為準
	(二) 六種溫室氣體中，CO2、CH4、N2O管制基準年為1990年，而HFCs、PFCs與SF6為1995年。
	(三) 碳排放權交易制度：允許議定書簽約國彼此間可以進行排放交易
	(四) 森林吸收溫室氣體之功能應予以考量，即1990年以後所進行之植林、再植林及森林採伐之二氧化碳吸收或排放之淨值，可包涵於削減量之
	(五) 成立「清潔發展機制」：由工業國對開發中國家進行技術及財務協助其溫室氣體減量計畫，所減之數量由雙方分享。
	(六) 簽署：1998年3月16日起至1999年3月15日止，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開放公約成員簽署，其後開放加入、批准、接受或認可。
	(七) 生效：當認可議定書國家達55國，且認可國家中附件一成員之1990年CO2排放量須至少須占全體附件一成員當年排放總量之55%，則議定書於其後第90天開始生效。

	三、 巴黎協議
	(一) 溫度漲幅控制在2度內：締約的195個國家承諾將溫度漲幅控制在與前工業化時期相比攝氏2度內，並將目標進一步放在攝氏 1.5度內。
	(二) 每五年檢查一次：《巴黎協議》規定各國每五年需進行一次總檢查，確認各國減緩與調適幅度。第一次總檢查將於2023年舉行。
	(三) 弱勢國可申請補償：《巴黎協議》亦提及因氣候變遷而受到經濟損失的弱勢國家可申請補償的部份，即「損失與損害」(loss and damage)條款。此條款也將美國力推的「無涉責任與賠償」，意即富國不用擔心要為受到氣候變遷產生重大損失的國家負責或賠償納入。
	(四) 各國自發減少碳排放：除上述規定或簽屬國家外，亦將各國「預期國家自主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fined contributions, INDCs)之碳排放納入考量。


	貳、 國家政策發展
	一、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一) 緣起
	(二) 八大領域調適行動方案

	二、 環保署
	(一)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二) 環保署氣候變遷調適架構

	三、 水利署
	四、 科技部
	五、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


	第二節 國土防災策略
	壹、 災害定義與分類
	貳、 國土防災指導原則
	一、 運作容量考量
	二、 防災設計標準
	三、 相關防洪措施及設施
	(一) 工程方法
	(二) 低成本工程方法
	(三) 非工程方法


	參、 國土防災策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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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轄區易致災地點、災害發生歷史及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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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擬之復育計畫，檢討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分區與使用地編定：
	1. 屬城鄉發展地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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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屬非城鄉發展地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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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配合「國土計畫使用許可審議規則」及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指導土地使用。
	3. 屬國家公園土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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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各類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管制內容之檢討，應依據環境資源特性調整使用類別與強度等；非都市計畫內土地部分，應將環境敏感地區配合「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及「國土計畫使用許可審議規則」指導土地使用，擬訂重疊管制之具體內容。
	(四) 針對都市計畫及非都市計畫內土地開發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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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有關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之土地使用管制，於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等專法制定完成前，內政部應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訂定後，依據「國土計畫使用許可審議規則」及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指導土地使用、使用地變更編定或容許使用規定之修正參據，以具體落實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使用之特殊需求。


	第三節 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壹、 氣候變遷調適領域
	一、 災害領域
	二、 維生基礎設施
	三、 水資源領域
	四、 土地使用
	五、 海岸
	六、 能源供給及產業
	七、 糧食領域
	八、 健康領域

	貳、 氣候變遷調適總目標
	一、 落實國土空間之規劃與管理
	二、 加強自然、社會、經濟體系在防災避災的能力
	三、 推動流域綜合治理
	四、 優先處理氣候變遷的高風險地區
	五、 提升都會地區的調適防護能力

	參、 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一、 全國性調適策略
	(一) 災害（針對可預測性災害如強降雨、水患、旱災等）
	(二) 水資源
	(三) 土地使用
	(四) 海岸

	二、 區域性調適策略



	第十一章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原則
	1. 復原策略（recover strategy）：提出策略性且科學基礎的建議，使政府或相關單位得知復育方式的可行性及所需達到的方式；
	2. 經營管理計畫（management plan）：提出具協調性的保育手法及土地利用措施，以確保達成復育目標；
	3. 行動方案（action plan）：提供達成復育目標所需的細部指導及執行方式。
	第二節 劃定目的及範疇
	1. 劃定條件評估：
	2. 劃定機關指定：
	3. 民眾參與及諮商：
	4. 審查及公布：
	5. 計畫實施執行及廢止：
	壹、 劃定範疇
	一、 土石流高潛勢地區
	(一) 相關法令規範
	(二) 類別及定義
	1. 特定水土保持區—土石流危險區（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則）
	2. 溪床坡度在30％以上，且其上游集水區面積在10公頃以上者
	3. 土石流潛勢溪流（土石流潛勢溪流劃設作業要點及作業手冊）
	4. 於土石流潛勢溪流集水區之發生潛勢及保全危害度因子各分項予以評分，並依評分結果分為高、中、低及持續觀察四個等級。

	(三) 影響範圍界定
	1. 影響範圍初步劃設：依谷口及（或）溢流點位置與扇狀地角度進行劃設，扇狀地半徑長度則以池谷浩公式進行計算
	2. 現地修正：現地勘查可能之溢流點位置重新定位，根據現地地形修正，並修正扇狀地長度至能涵蓋整個保全對象範圍
	3. 室內編修：套疊1/5000黑白相片基本圖或彩色正射影像圖編修成為數值圖層
	4. 成果圖示：將編修成果套繪於彩色正射影像圖，並加上座標及圖例


	二、 嚴重山崩、地滑地區
	(一) 相關法令規範
	(二) 類別及定義
	1. 特定水土保持區—新舊崩塌地（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則、特定水土保持區長期水土保持計畫格式）
	2. 存在祼露地、新、舊崩塌地、不穩定土砂等問題之地區
	3.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準則及作業手冊）
	4. 大規模崩塌潛勢區


	三、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一) 相關法令規範
	(二) 類別及定義

	四、 流域有生態劣化或或安全之虞地區
	(一) 相關法令規範
	(二) 類別及定義
	1. 流域：
	(1) 流域有生態劣化或安全之虞地區經歸納可分為以下四類：
	A. 淹水高潛勢地區
	B. 流域生態保護區（如水庫集水區）
	C. 劣化林地復育
	D. 流域上游坡地災害高潛勢地區


	(三) 災害影響範圍
	1. 淹水高潛勢地區
	(1) 全國區域計畫所列河川區域、洪氾區一級管制區、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等第一級環境敏感區；洪氾區第二級管制區、洪水平原二級管制區等、海堤區第二級環境敏感區
	(2) 依水利署「水災危險潛勢地區」劃定標準，依一日暴雨450mm情境，繪製轄區淹水深度50cm（含）以上淹水潛勢圖，同時參考近3年轄區重大淹水地區調查表等資料，就轄區淹水嚴重地區、村落人口聚集處、重要保護標的或歷（近）年颱風豪雨有實際執行水災疏散撤離之區域等

	2. 流域生態保護區
	(1) 水庫蓄水範圍保護帶：水庫滿水位線起算至水平距離30或至50公尺範圍
	(2) 主要河川集水區或須特別保護者
	(3) 海岸、湖泊沿岸、水道兩岸須特別保護地區
	A. 海岸：第一級海岸保護區
	B. 湖泊及水道沿岸：位於土石流潛勢或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內之湖泊、水道沿岸土地，其寬度自沖蝕或崩塌地之外緣起算，陸側水平距離30公尺或坡長100公尺範圍內

	3. 國有林劣化林地
	(1) 崩塌或嚴重地表逕流沖蝕之山坡地及火燒跡地
	(2) 長期違法變更為農業用途或荒廢之林地
	(3) 海岸生產力低劣之無林地或地表不穩定、自然更新困難之飛砂土
	(4) 受人為干擾，冠層覆蓋度低於10％之林地或由單一樹種組成之同齡林

	4. 流域上游坡地災害高潛勢地區


	五、 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區
	(一) 相關法令規範
	(二) 類別及定義
	1. 屬環境敏感區一、二級中「生態敏感」類型管制
	2. 位於前述管制範圍外，具下列特徵之生態環境：
	(1) 陸域生態系
	A. 因天然災害、濫墾濫伐或不當開發，地表植被遭大面積清除，明顯造成生態環境嚴重破壞退化。
	B. 生態環境大面積遭受高濃度或高劑量之重金屬、化學物質、石油或核子輻射等有害物質污染，導致動植物大量死亡。
	C. 瀕臨絕種與珍貴稀有動植物、IBA國際共用劃設原則中屬全球性受威脅鳥種及侷限分布鳥種，因人類活動干擾、各類污染、不當開發、盜伐盜獵，造成其族群數量急遽減少。
	D. 經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認定該地區有劃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必要性、迫切性及可行性者。
	(2) 水域生態系
	A. 淡水水域之水質依據行政院環環境保護署「河川污染指數, River Pollution Index」判定，經公布為「嚴重污染」之水域；或依據「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判定為戊類水體水質。
	B. 海洋水域依據行政院環環境保護署「海域環境分類及海洋環境品質標準」，判定為丙類水體水質。
	C. 遭到大面積石油或有害廢棄物污染。
	D. 遭受過度撈捕、採集，漁業資源嚴重枯竭。
	E. 因不當開發或大規模人類活動干擾，造成瀕臨絕種與珍貴稀有淡水及海洋動植物族群數量急遽減少，或迴游性海洋生物不再返回既有之繁殖地、遷徙途經之海域等。
	F. 經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認定該水域有劃定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必要性、迫切性及可行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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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整體發展策略
	壹、 前言
	一、  研究緣起
	二、 研究目的
	三、 研究範圍
	(一) 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1. 新竹縣
	2. 新竹市

	(二) 楠梓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仁武部分)
	(三) 五甲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貳、 計畫概述
	一、 計畫區位條件分析
	(一) 位於主要核心者
	1. 被其他都市計畫包圍：中壢內壢、豐原、永康、臺南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2. 未被其他都市計畫包圍：楊梅、王田、新營、麻豆、岡山、楠梓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二) 位於次要核心者
	1. 被其他都市計畫包圍：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2. 未被其他都市計畫包圍：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三) 位於地方核心者
	1. 被其他都市計畫包圍：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2. 未被其他都市計畫包圍：苗栗、員林、嘉義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四) 位於一般市鎮者
	1. 被其他都市計畫包圍：無。
	2. 未被其他都市計畫包圍：頭份、斗南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二、  計畫內容概述
	三、 計畫劃設功能分析
	(一) 發展型：以提供足夠之都市發展用地為目的，都市功能上較具完備。
	(二) 帶動發展型：通常與鄰近都市發展區相鄰，藉由該特定區之擬定，設置工業區以吸引產業及人口帶動附近地區之發展。
	(三) 補助發展型：以彌補鄰近都市地區發展所欠缺或不足的設施用地為目的，其提供設施常見以貨物轉運中心及工業用地為主。
	(四) 管制型：以維持現有土地使用功能為主，土地使用的管制與有效的執行是該類型計畫強調之重點。


	參、 發展現況
	一、 人口進駐
	二、 公共設施開闢
	三、 土地使用
	(一) 高速公路中壢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二) 高速公路楊梅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三) 高速公路新竹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四) 高速公路頭份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五) 高速公路苗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六) 高速公路豐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七) 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八) 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九) 高速公路員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十) 高速公路斗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十一) 高速公路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十二) 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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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十七) 高速公路楠梓交流道附近特定區(鳳山厝部分)
	1. 常見違規使用以工業使用散布於農業區居多，其不當土地使用型態、排放廢污水等作為可能對農業生產用地造成不可回復之損害；部分商業使用亦常見於交流道聯絡道沿線兩側農業區，可能造成交流道聯絡道於特定時段阻塞，無法維持交流道聯絡道機能健全，宜積極正視。
	2. 部分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劃設之產業用地如工業區、貨物轉運中心等使用分區，常因整體開發地區限制、土地所有權人整合不易、需求不盛…等複合因素，致現況尚未開發或發展遲滯之現象，宜深入檢討相關成因及改善方向，以維持都市發展土地之緊湊發展。


	四、 農地資源條件
	五、 整體開發地區
	六、  交流道聯絡道尖峰時段路況
	七、 災害潛勢
	(一) 易淹水
	(二) 土石流

	八、 地方政府的期望
	(一)  桃園市
	(二)  新竹市
	(三) 苗栗縣
	(四) 臺中市
	(五) 彰化縣
	(六) 雲林縣
	(七) 嘉義縣(市)
	(八) 臺南市
	(九) 高雄市

	九、 小結
	(一) 計畫區位條件主導發展，實際發展未必符合最初劃設的功能定位
	1. 區位條件主導發展：位於北部區域者，不論是否被包圍，其人口進駐情形普遍良好，顯示長期以來北部區域較具發展動能；計畫範圍被其他都市計畫所包圍的特定區計畫人口進駐率普遍較高，不論其劃設功能為發展型、帶動發展型、補助發展型甚至管制型皆然。顯示計畫區位條件對於發展具有較明顯的影響，而計畫之劃設功能雖然亦或多或少影響計畫發展，但往往不敵區位因素的牽動。
	2. 人口進駐與公設開闢存在落差：比對人口達成率與公設開闢率，發現人口達成率與開闢情形並非存在正向關係，計畫區所在區位、產業條件、鄰近都市計畫發展狀況…往往影響都市計畫發展之狀況。以下二種情形皆值得進一步檢討：
	(1) 人口進駐情形超越計畫人口數，而公設開闢率卻僅在5成以下者，如：楊梅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宜儘速加速公共設施之開闢或考慮與其他都市計畫區整合之可能性，以避免公共設施不足影響民眾生活品質。(是否確定未開闢?)
	(2) 公共設施開闢情況達8成以上，人口達成率相對偏低，僅達5成以下者，如：王田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宜於檢討時檢視計畫區內產業、發展定位是否確實符合地方需求，必要時予以調整計畫內容，以有效提高都市地區之緊實程度。


	(二) 產業用地開發不如預期，違規使用嚴重，甚至影響運輸功能
	1. 部分計畫區產業用地開發情形不佳，但農地違規工廠眾多
	(1) 產業用地係地方經濟發展之重要發展命脈，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常劃設有工業區、零星工業區、產業專用區、商業區…等產業用地以支持地方發展，部分以區位考量出發，於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劃設較大規模之工業區面積，如嘉義、新營、永康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其發展現況通常較佳。部分為服務地方產業需求而設置地方規模之工業區、貨物轉運中心、零星工業用地或鄰里商業區，如中壢內壢、楊梅、新竹、頭份、斗南、麻豆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屬於此類，此類產業用地開闢情形具不同程度之落差，主要與道路開闢情形、整體開發限制、地方需求不盛等條...
	(2) 部分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存在工業區現況已開闢，並有若干工業使用不當蔓延至農業區的狀況，如豐原、王田、彰化、員林、岡山及楠梓(鳳山厝部分)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此類違規使用情形應積極正視，避免不當蔓延對農地、生態造成不可磨滅之損害。
	(3) 部分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存在工業區進駐率不高，卻有工業使用不當蔓延至農業區之狀況，如苗栗、臺南等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中央政策積極引導產業至合宜用地開發，以避免不當蔓延對農地、生態造成不可磨滅之損害。

	2. 沿交流道聯絡道兩側違規使用問題嚴重

	(三) 整體開發地區地區發展遲滯
	1. 部分地區公共設施負擔偏高，自償性不足。
	2. 開發成本難以回收，辦理整體開發之意願不高。
	3. 發展需求不盛。
	4. 規定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辦理整體開發整合困難。
	5. 直轄市、縣(市)政府人力及經費不足…等因素。

	(四) 交流道聯絡道機能未能完整維持
	(五) 災害潛勢有待正視
	(六) 農地資源待妥處
	(七) 直轄市多已積極進行計畫檢討整合
	1. 依循計畫型
	2. 積極開發型
	3. 輔導轉正型
	4. 整併縫合型



	肆、 課題與對策
	一、  交流道聯絡道運輸服務機能未如預期
	(一) 課題說明
	(二)  對策
	1.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具交通區位優勢，應視計畫型態與實際需求，於通盤檢討時擬定維持交流道至市區之聯絡道通行順暢之規劃內容，視情況劃設適宜之產業用地、避免規劃高強度之住宅或商業活動，且應與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內之主要道路有所區隔。
	2. 建議併同國道交通與市區交通串連等議題，一併納入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檢討分析，確保國道功能。


	二、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與周邊都市計畫之機能關係待檢視
	1. 因應原臺中縣(市)、原臺南縣(市)及原高雄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原位於縣市邊界之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其所在區位轉變為地方之中心，交通運輸及產業發展條件亦將隨之轉變，將影響現存都市發展結構及空間機能，有必要就其空間區位之特性及其與相鄰都市計畫間之競合關係重新檢討其發展方向之必要性。
	2. 隨著都市發展、縣市合併等變遷，部分計畫區之計畫性質或產業需求已不適用計畫擬定時期所設定之條件，應重新檢視計畫性質，並適當地進行策略調整。
	(二) 對策
	1. 部分交流道附近特定區具有帶動鄰近都市發展的特性，或可補足鄰近都市不足的公共設施，應以區域發展之角度，分析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的定位，並檢討是否有與鄰近都市計畫合併需求。
	2. 應考慮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之計畫發展型態與縣、市合併升格後之成長衝擊，檢視過去發展趨勢及未來發展定位。
	3. 當計畫內容與實際發展存在落差時，應重新檢視原特定區劃設目的及土地使用計畫與現況發展之差異，進一步研擬調整相關用地需求或發展方向並規劃配套措施，包含公共設施及交通系統，以強化並保全特定區之發展能量，並最有效率地利用國土空間資源。


	三、 計畫人口與公共設施規劃均待覈實檢討
	1. 人口達成率達80%以上計畫區，或人口成長率高之行政區，應考量計畫所擬目標年，有待重新檢討計畫人口及當地既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並優先補充服務水準不足者，以滿足居民基本需求。
	2. 部分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內公共設施開闢率偏低，將影響居民基本生活需求之滿足。
	(二) 對策
	1. 各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應確實實施公共設施通盤檢討。
	2. 公共設施開闢率低者，應加速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取得，保障私有地主之權益，並應適度檢討計畫人口與人口進駐情形，適時進行調整或檢討合宜區位，以最有效率方式滿足居民基本需求。
	3. 全面檢討公共設施保留地之必要性，針對無保留必要或可縮小面積的公共設施用地，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指導之相關指導，重新檢討發展之。
	4. 對於檢討後仍有保留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除以容積移轉方式取得外，應逐年編列預算予以取得，以加速取得公共設施保留地，避免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益。


	四、  土地使用分區與實際需求存在落差
	(一) 課題說明
	1. 目前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中劃設之若干產業用地，隨產業轉型、時空更迭，部分產業用地原定機能已不復以往，如產業轉運中心是否仍有存續必要、目前產業需求與相關用地是否供過於求而造成發展遲滯之現象，皆有待釐清，以利國土空間之緊實、有效利用。
	2. 土地違規使用不僅為未登記工廠或零星商業使用侵蝕農業生產空間之問題，亦可能遭遇既有產業用地閒置及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交通運輸機能遭削弱等問題，失序之土地利用造成無效的空間發展型態，並降低計畫區內生活環境品質，百害而無一利。
	3. 目前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皆存在相關管制規定，但現況仍存在許多工業、商業之違規使用，情節嚴重者甚至影響農業生產用地之存續、或影響計畫區內生活品質。是否現存規定與市場發展需求存在落差，抑或是整體監督、輔導措施仍不夠健全，以致違規狀況不斷，建議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予釐清。

	(二) 對策
	1.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主要為有效維護及引導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地區健全發展與管理而擬定之，各計畫均有不同發展背景與條件，有關用地需求檢討及相關管制是否調整，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檢視各個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獨特之發展特性與環境條件、考量其與周邊地區發展銜接之可能性，進行縝密詳細之通盤規劃後予以調整，以呼應健全發展與管理之前提。
	2. 依據農委會劃定之農地資源分類分級成果，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積極引導維持優良農業生產環境，如違規使用確實造成污染致農業生產環境有生產疑慮時，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檢視產業用地之需求，尋覓適合地點積極整合、輔導轉型或引導至適當至既有閒置工業區，以避免農業生產環境持續被破壞。
	3. 為求落實國土空間管理，避免不當、失序之空間蔓延，無論是否調整土地使用分區，後續皆應避免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內之土地違規使用，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加強違規使用之查報與處理。


	五、 整體開發地區條件限制致開發遲滯
	(一) 課題說明
	(二) 對策
	1. 建議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處理方案」評估是否仍有開發之需求，優先發展推動更新地區及整體開發地區，或評估後視情況條件式放寬開發方式、公共設施負擔等條件，適時檢討變更。
	2. 整體開發地區之調整方向可依各縣市產業發展策略，以區域性角度進行檢視，配合產業需求規劃相關物流倉儲、客貨運轉運中心等使用型態，並規劃適當交通配套機制以發揮交流道快速流通之優勢，或可視實際發展需求結合商業空間規劃，推動土地資源再利用，避免具交通優勢用地閒置，並達到產業活絡、促進地方發展之雙贏局面。


	六、  氣候變遷及極端氣候加遽環境風險
	(一) 課題說明
	(二) 對策


	伍、 整體規劃構想與策略
	一、 應以維持國道運輸機能為各特定區計畫的基本規劃前提
	(一) 高速公路主管機關進行聯絡道功能通盤檢討，依據檢討結果提出需要都市計畫配合的事項供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參考。
	(二) 辨識交流道聯絡道的脆弱度，與特定區計畫中納入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並提出替代道路以及相關調適改善策略。
	(三)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將上述改善建議納入特定區計畫通盤檢討，包含使用分區變更、研擬或修訂相關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以利運輸功能之維持。

	二、 各特定區計畫應依循「修正全國區域計畫」之指導
	(一) 環境敏感地
	1. 應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擬之復育計畫，檢討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分區編定。屬都市土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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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都市計畫範圍內屬第1級環境敏感地區土地者，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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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農地
	1. 為維護農地資源目標，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參考農業主管機關農地分類分級成果，透過通盤檢討修正農業區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經農業主管機關確認具農業生產條件或仍屬供農業生產使用者(包含第一種、第二種、第四種農業用地)，應限縮土地使用管制規定，避免轉為非農業生產使用，以符合都市計畫農業區之劃設管理原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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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農業用地)，始得進行農業用地變更審議作業。基於糧食安全為當前首重，後續如有產業用地與農業使用衝突或競合情況，應優先維護農地資源。

	(三) 城鄉空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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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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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考量未來人口成長、各區空間活動強度分布、公共設施容受力及土地環境適宜性因素，建立「計畫地區平均容積率」機制，納入既有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及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作為指導制定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內容之依據。
	4. 專案輔導合法化
	5. 對於違規輔導合法化政策，反應於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時，應符合安全性、公平性及合理性等原則，避免違規開發業者誤認為先違法使用，再循輔導合法化之模式，較易取得土地之合法使用同意，有關安全性、公平性及合理性之定義說明如下：
	6. 未登記工廠土地
	(1) 應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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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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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土地應避免位於優良農地或周邊均為優良農地。
	(3) 優先輔導聚集達使用分區變更規模之未登記工廠土地合法化。
	(4) 未達工業區變更規模者，其土地合法化應以整體規劃變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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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遷廠。



	三、 各特定區計畫應服膺全國國土計畫成長管理策略之指導
	(一) 加速檢討整體開發地區，以利土地資源有效利用
	(二) 已發展或可發發展地區朝向更緊實發展，提供質量兼具的公共設施
	1. 優先發展推動更新地區及整體開發地區。
	2. 推動土地資源再利用。
	3. 實施公共設施通盤檢討。
	4. 都市計畫地區之低度發展或無效供給地區，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指導，重新檢討發展之。
	5. 活化及轉化既有低度利用公共設施。

	(三) 優化計畫區之整體農業發展及生態環境
	1.  將農業區依農地分類進一步區分類型，例如：農一、農二等，並採行不同的管制原則，針對各類型農業區設計不同的管制規範內容。
	2. 不適合農用之農業區考慮優先調整為生態用途，強化計畫區的生態機能。
	3. 具國土保育性質之土地，應依據環境敏感特質，訂定土地使用之績效管制標準，保護環境資源。
	4.  必要時交優良農地或保護區劃出都市計畫範圍之外，納入農業發展地區或國土保育地區。

	(四) 配合產業發展需要規劃產業用地，積極處理違規工廠問題
	1. 檢討產業用地供需，確認產業用地需求面積。
	2. 既有低度利用產業用地予以轉型活化。
	3. 盤查違規情形並研擬分期分區改善計畫。
	4. 採「先給後要」的模式逐步改善違規使用，已成產業群落採分區劃設手段劃設產業專用區因應，零星違規工廠採限期搬遷或遷入上述產業專用區。
	5. 產業用地之擴充應避免衝擊農業生產環境以及生態環境。

	(五) 考慮極端氣候可能面臨之易淹水、土石流災害，納入都市防災考量：
	1. 檢討計畫區內風險因子層級，確認其空間分布特性。
	2. 依據計畫區內道路層級、地理位置及實質空間條件劃分不同層級之防救災路線，並應指定必要防救災場所。
	3. 各計畫區應納入「海綿城市」構想，適度調降建築開發建蔽率及開挖率，檢討適當用地劃設蓄洪及滯洪設施，以增加防災功能，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四、 各特定區計畫應視實際狀況檢討與毗鄰都市計畫整併的必要性
	(一) 應考量其與鄰近都市計畫區之發展關係，實質空間結構中的活動應為互相串連，包括交通系統順暢連接，土地使用分區實際發展具有連續性及互動性，產業發展具有關聯性。
	(二) 都市計畫整併應參考計畫劃設性質及目的，都市計畫性質可分為市(鎮)計畫、鄉街計畫、特定區計畫等，目的則可能有交通運輸(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產業發展(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保持優美風景(風景特定區)等，應以同一計畫區內同質性高、而不同計畫區則異質性高為原則，判定是否適宜整併都市計畫區；同時參酌可發展用地、土地使用分區、公共設施用地及產業用地特性等計畫內容，判斷未來發展機能與都市擴張、用地延續的趨勢，作為都市計畫整併與調整基礎。
	(三) 依照社會、經濟發展現況整併都市計畫區，參酌行政轄區範圍、生活圈機能分工、地區發展脈絡、人口分布及集居特性、土地利用現況等項目，據以劃分整併都市計畫區，並視實際需求(例：都市縫合)將零星之非都市土地納入。
	(四) 整併後都市計畫應以能將自然地景、生態棲地、大眾運輸等因素納入系統規劃為考量，並適度進行公園綠地、河川等藍綠空間串連。

	五、 各特定區計畫之產業用地應視實際狀況維持或檢討變更

	陸、 檢討原則建議
	一、 積極維持國道運輸機能
	(一) 交流道聯絡道尖峰時段應能維持D級服務水準以上，以利國道運輸功能之維持。
	(二) 辨識交流道聯絡道的脆弱度，納入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並提出替代道路以及相關調適改善策略。
	(三) 納入上述改善建議納入特定區計畫通盤檢討，包含使用分區變更、研擬或修訂相關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以利運輸功能維持。

	二、 視實際狀況研擬都市計畫整併事宜
	(一) 考量其與鄰近都市計畫區之發展關係。
	(二) 參考計畫劃設性質及目的，應以同一計畫區內同質性高、而不同計畫區則異質性高為原則，判定是否適宜整併都市計畫區。
	(三) 依照社會、經濟發展現況整併都市計畫區，並視實際需求將零星之非都市土地納入。
	(四) 整併後都市計畫應以能將自然地景、生態棲地、大眾運輸等因素納入系統規劃為考量，並適度進行公園綠地、河川等藍綠空間串連。

	三、 視實際狀況檢討變更產業用地
	(一) 第一類：適宜維持產業用地使用
	(二) 第二類：可容許相容使用
	1. 不具開發需求者，應檢討變更其他適宜使用分區；
	2. 具開發需求者，不予檢討變更。應積極媒合適宜廠商進駐，以加速產業用地開發。

	(三) 第三類：適宜調整變更使用

	四、 加速檢討整體開發地區，以利土地資源有效利用
	五、  已發展或可發展地區朝緊實發展，提供質量兼具的公共設施
	(一) 優先發展推動更新地區及整體開發地區。
	(二) 推動土地資源再利用。
	(三) 都市計畫地區之低度發展或無效供給地區，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指導，重新檢討發展之。
	(四) 活化及轉化既有低度利用公共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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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優化整體農業發展及生態環境
	(一) 將農業區依農業主管機關辦理之農地分類分級成果進一步區分類型，提出發展定位並採行不同的管制原則。
	(二) 經農業主管機關確認具農業生產條件或仍屬供農業生產使用者(第一種、第二種、第四種農業用地)，應儘量維持為農業區；不適合農用之農業區考慮優先調整為生態用途，強化計畫區的生態機能。
	(三) 具國土保育性質之土地，應依據環境敏感特質，參酌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訂定土地使用之績效管制標準，必要時應配合保護、保育或防災需要，檢討變更為適當土地使用分區，保護環境資源。
	(四) 必要時將優良農地劃出都市計畫範圍之外，納入農業發展地區或國土保育地區。

	七、 配合產業發展需要規劃產業用地，積極處理違規工廠問題
	(一) 會同工業主管機關查核產業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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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產業用地供需，確認產業用地需求面積。
	(二) 既有低度利用產業用地予以轉型活化。
	(三) 盤查違規情形並研擬分期分區改善計畫。
	(四) 應以符合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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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採「先給後要」的模式逐步改善違規使用，已成產業群落採分區劃設手段劃設產業專用區因應，零星違規工廠採限期搬遷或遷入上述產業專用區。
	(五) 產業用地之擴充應避免位於優良農地或周邊均為優良農地，以降低對農業生產環境及生態環境之衝擊。

	八、 符合特定條件的農業區可適度劃出都市計畫範圍，納入農業發展地區或國土保育地區
	(一) 農業區屬優良農地達一定規模者，可檢討畫出計畫範圍，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
	(二) 農業區具環境敏感性質者，面積達一定規模者，可檢討畫出計畫範圍，調整為國土保育地區。

	九、 因應氣候變遷，覈實研擬都市防救災計畫，減緩或避免災害衝擊
	(一) 盤點計畫區內風險因子層級及空間分布特性。
	(二) 納入「海綿城市」構想，檢討適當用地劃設蓄洪及滯洪等相關減災設施，並指定適當防救災路線及防救災據點。
	(三)  具環境敏感性質者，面積達一定規模者，可檢討畫出計畫範圍，調整為國土保育地區。


	柒、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 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為時代的規劃產物，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其劃設目的與規劃內容都存在與時俱進的空間。
	(二) 由於時空變遷，管制型計畫內容無法獲致認同，然而目前以及未來國道交流道的運輸功能仍有加強維護的必要。
	(三) 早期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劃設大量農業區，意在「儲備都市發展用地」，然而時至今日，隨著都市的擴張，目前都市計畫面積已足以因應未來人口成長需要，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特定區早期劃設的農業區的定位有待回歸至農業生產與環境生態保育功能。
	(四) 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範圍內普遍存在違規工業使用，且住宅社區普遍缺乏公共設施，致生活品質欠佳，亟待正視。
	(五) 環境敏感因子受極端氣候影響，增加對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範圍之衝擊，應及早因應避免不必要生命財產之損失。

	二、 建議
	(一) 配合縣市國土計畫之研擬，重新檢討各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之計畫定位。
	(二) 配合縣市國土計畫之研擬，直轄市、縣(市)政府宜針對計畫定位、計畫人口、公共設施供給情形、產業方向、生活圈互動關係…等多種面向進行考量，以更適切之判斷都市計畫整併之可能性與適宜性。
	(三) 國道交流道及其聯絡道為重要城際運輸動線，建議進行各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地區之計畫檢討之前，能邀集國道管理機關、地方道路交通主管機關以及水利主管機關，共同研商交流道聯絡道之功能維持以及因應氣候變遷交流道及其聯絡道之調適作為，以利交通功能維持。
	(四) 違規工廠林立導致不利耕作之農業區，仍可依據地區觀發展需要進行多元利用，例如休閒農業等，以增添計畫區的發展多元性。
	(五)  因應氣候變遷趨勢，研擬土地使用調適策略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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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產業(工業-製造業)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一、政策與目標
	二、發展現況
	（一）依獎勵投資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及產業創新條例(以下分別簡稱獎投、促產及產創條例)編定之工業區：經濟部編定工業區計62處、地方政府設置管轄計17處、民間編定開發計94處。
	（二）依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設置之加工出口區：經濟部設置共10處。
	（三）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開發設置之科學工業園區：科技部(原國家科學委員會)開發設置計13處。
	（四）依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開發設置農業生技園區：由行政院農委會、地方政府設置，計3處。
	（五）根據100年工商普查調查資料，由政府規劃設置之工業區、科學園區、加工出口區及自由貿易港區共吸納約1萬7千間廠商進駐，創造約90萬個就業機會，為國內製造業貢獻約7.9兆元之生產總額。
	表1  各全國工業區及產業園區規劃土地面積表
	單位：公頃

	三、發展構想與預測
	（一）區域性產業用地
	1.未來廠商產業投資區位之選擇及資源投入將持續集中於直轄市及成熟之產業群聚地區。
	2.為避免後續產業用地需求僅得透過變更農業發展區取得，將透過產業空間發展策略提高既有產業用地使用效率及建立用地儲備機制。
	3.為加速產業轉型升級，達成數位國家、智慧島嶼、服務業高值化等願景，透過智慧機械、生技醫藥等具地區優勢及發展條件之國內需求產業，推動產業發展層次。
	（二）區域性產業基礎設施
	1.能源
	（1）我國能源供應近50%依賴原油及石油產品，預估國內各類汽柴油、燃料油及航空燃油等需求發展，至115年各類油品成長變動幅度不大；天然氣占我國能源供給量約12%，為工業與電力之重要燃料，未來需求仍將持續成長；目前進口之液化天然氣約八成使用於發電部門，約近1,000萬噸，至115年需求則約需1,200萬噸。
	（2）依據「綠色能源產業躍升計畫」，未來將聚焦推動太陽光電、LED照明光電、風力發電、能源資通訊等四項主軸產業。
	（3）願景為扶植太陽光電系統產業成為全球主要供應商之一、促進風力發電產業自主施工及運維在地化、全球LED元件及模組主要供應國，建立照明產品全球通路，以及智慧電表系統與能源管理方案輸出國。
	2.水資源
	（1）為因應區域用水需求，經濟部水利署除執行中之板新供水改善二期計畫、湖山水庫工程計畫及中庄調整池工程外，亦已規劃推動臺灣地區水資源開發綱領計畫、臺灣各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推動方案等所列相關水資源個案計畫，其供水對象包括供應民生用水成長及「供應已核定用水計畫之開發中、報編中工業區的產業用水需求」。
	（2）儲備供未來發展之產業用地，亦存在產業用水成長需求。惟區域供水潛能是否能因應儲備產業之發展，仍須視未來自來水系統水源供需總量而定。

	四、課題與對策
	（一）課題
	1.區域性產業用地
	我國區域性產業發展於空間發展部分，面臨之重要課題包括：
	（1）產業空間之指導：現行產業用地規劃、供給與管理體系複雜多元，惟產業用地之規劃、開發及管理體系缺乏具體的全國產業空間計畫上位指導及空間整合平臺。
	（2）產業用地資源運用
	產業用地資源易因地方政府因應都市擴張而輕易流失，惟後續都會區成長力道強勁，產業需求增加時多透過變更其他非產業用地因應，造成土地資源浪費與不效益。
	產業固定資產資源投資漸集中都會地區，惟都會區產業用地面臨轉型壓力，且放寬工業區使用管制衍生土地供做旅館、醫療院所或變相為工業住宅使用後，難以回復為產業使用，降低產業用地有效供給面積等隱性問題。
	（3）產業園區開發時程：考量園區開發時程與廠商需地期程存在落差，倘若未建立產業用地儲備制度，將提高投資者取得土地之不確定性因素，影響產業投資意願及就業安全。
	（4）未登記工廠衍生之問題：現況未登記工廠區位多坐落於非都市土地農業區，持續蔓延將造成農業生產環境破壞，在追求經濟發展需求下將無法確保環境永續發展。
	（5）支援設施規劃：產業發展相關支援設施(如水電及工業港)係支援產業發展重要建設，倘未整體盤點規劃，將影響產業發展或造成資源重複投資。
	2.區域性產業基礎設施
	（1）能源
	 能源供給依賴進口：我國能源供給98%依賴進口，且化石能源依存度高，面對國際能源情勢動盪、全球氣候變遷衝擊，相較其他國家面臨更為嚴峻挑戰。
	 相關設施用地取得：能源供給相關設施用地常因地區居民反對取得不易，另我國北部地區因屬經濟活動頻繁之工商重鎮，用電量相對高於中部及南部地區，惟北部人口綢密，較中、南部更不易取得相關用地。
	 綠能產業發展
	因應全球經濟情勢變化，我國成長趨緩之綠能產業應挹注成長新動能，優化產業結構，以爭取全球綠能市場商機，並提升綠色能源產業整體價值。
	我國地熱資源豐富，惟多位於地質災害、土石流、國家公園及觀光風景區，可開發範圍受限，且缺乏地熱資源調查完整資料庫，不利地熱發電產業發展。
	陸域風能資源優良地區與人口密集處產生空間競合；離岸風力發電則面臨包括船隻碰撞、生態保護、禁航限制等議題，影響推動進程。
	（2）水資源
	臺灣地區降雨豐枯不均，枯水期可用水量有限，須推動「蓄豐濟枯」或「新興水源」，方能有效增加全年穩定供水潛能。
	社經環境快速變化，傳統水資源開發阻力大，惟海水淡化及再生水成本高，使我國產業發展仍受水利基礎設施不足之限制。
	（二）空間發展策略
	1.區域性產業用地
	策略一、保留國家重要產業用地，促進產業永續發展
	（1）主管機關應進行整體盤點，保留營運條件良好，具備發展效益之產業用地（中央、地方政府、公民營事業及興辦工業人依獎投、促產及產創條例報編之已開發工業區、科學園區及加工出口區）。
	（2）研議保留都會區之都市計畫工業區，協調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提高都市計畫工業區變更門檻，以保留都會區產業用地。
	（3）提高都會型產業園區容積率，以配合產業型態強化土地利用且降低擴廠造成之影響。
	（4）保留具特殊條件需求且符合產業政策指導之產業空間，以強化產業競爭力。

	策略二、建立產業用地土地儲備機制，以提升因應全球產業變遷的彈性
	（1）工業區土地活化，建立產業用地閒置限期開發與稅賦機制。
	（2）透過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取得產業發展儲備用地。
	（3）優先利用公有及國營事業特定專用區無須繼續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策略三、保留良好產業群聚效果及發展潛力之產業聚落
	（1）因具發展潛力之產業聚落形成不易，產業發展之區域布局係以既有區域產業群聚發展類別為基礎進行規劃。
	（2）因應產業發展、協助未登記工廠及物流之土地合理及合法使用需求，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審查建議，得檢討變更為產業園區或特定專用區。

	策略四、產業發展用地規劃應與產業基礎設施相互配合，以促進產業永續發展
	產業發展所需之基礎設施用地，應與產業用地規劃相互配套，以利產業永續發展。
	2.區域性產業基礎設施
	（1）能源

	策略一、能源供需分期總量管理
	採「以合理需求訂定供給總量，以有限供給能力管理能源需求」原則，避免跨區大量能源輸送、降低能源供應風險，亦可減少部分能源損失，同時維持能源使用之公平正義原則。

	策略二、石油產品之完整空間規劃
	石油產品對國內能源安全與經濟發展具重要性，其發展空間須規劃保留。考量產業特性與群聚效應，從原油進口卸收、輸儲、石油煉製加工、油品輸儲乃至下游石化產業，應有整體產業鏈所需空間的完整規劃。

	策略三、設置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規劃設置液化天然氣第三接收站，主要係供給北部燃氣電廠，並考量電廠與接收站間的地理相容性、土地取得、對外聯絡道路、環境衝擊等，目前場址規劃於桃園市。

	策略四、新規劃電廠，以設置於北部地區優先
	北部地區因屬經濟活動頻繁之工商重鎮，用電量相對較高，新規劃電廠或開放民營電廠，以於北部地區設置為優先，以減少電力損失及輸電線路壅塞等問題。

	策略五、擴大建構綠能產業發展環境
	推動地層下陷及受汙染土地設置太陽光電系統、建置陽光屋頂、推動PV(Photovoltaic)結合創新應用(如：農業應用等)、整合產業供應鏈引進風場開發能力推動離岸區塊開發，以達到土地多元使用，並擴大建構綠能產業系統應用發展環境。

	策略六、建構再生能源發展環境
	依各類再生能源(水力、風力、太陽能、生質能、地熱、海洋能等)發展潛力及再生能源相關技術進程，建構其發展環境，並配合建構電網併聯基礎設施。
	（2）水資源

	策略一、新開發案用水需求以海水淡化或污水回收作為供水來源
	就已核定用水計畫之產業用水需求，將依用水計畫書已取得供水同意文件之供水來源供應之。至於儲備產業用地於未來可能增加之產業發展用水需求，配合「以供定需」之水資源政策，於自來水系統水源供需分析圖顯示民國120年需求大於供給且無可跨區或跨標的調度供水可行性地區，將要求新開發案用水需求以海水淡化或污水回收再生利用作為主要供水來源。

	策略二、提高天然水資源利用率
	於天然水資源供水潛能仍大於用水需求地區，配合經濟部水利署水資源整體經理供水策略（包括推動相關開源工程，並輔以「引進低耗水製程」、「提高製程用水回收再利用比例」或採行「各標的既有水權及用水行為調整」等節流策略），以提高我國天然水資源利用率，增加社會、經濟及環境均能永續之條件。


	五、發展定位
	（一）朝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
	（二）產業用地政策革新

	六、發展分布區位
	（一）區域性產業用地
	1.資訊電子工業(如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等)依現況調查多位於北部地區。未來產業園區設置應與所需資源及人口分布計畫相配合，其中技術密集型產業宜設於鄰近都市地區。
	2.金屬機電工業（如機械設備製造業、基本金屬製造業等）、化學工業（如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化學材料製造業等）、民生工業（如食品製造業、紡織業等）現況以中部、南部區域為主。具產業群聚效果及發展潛力之產業聚落應維持其良好發展，透過研發中心設立，塑造為研發及新材料生產基地；此外，供重化工業使用為主之產業園區宜考量氣候變遷及經環境影響評估後設於臨海或離岸地區，而目前政府亦積極加強機械設備製造業的產業供應鏈，推動石化、鋼鐵產業高值化發展、強化高值化關鍵產品研發及輔導廠商採行空氣污染減量措施，以降低對環境的污染。
	3.為確保產業用地於空間發展之效率，未來臺灣將透過「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以「維新傳統產業」、「鞏固主力產業」及「育成新興產業」為主軸，以「提升產品品級及價值」、「建構完整產業供應鏈體系」、「建立系統解決方案能力」及「加速新興產業推動」轉型策略，並持續協助產業升級轉型所需，達成產業高值化為目標。
	（二）區域性產業基礎設施
	1.能源
	（1）加強各項負載管理措施，以減緩用電成長；
	（2）加強機組之維護與保養，提高可用率，並妥為安排機組檢修排程；
	（3）推動需量競價制度，進一步抑低尖峰用電成長需求。
	2.綠色能源
	3.水資源
	4.工業專用港

	七、 空間發展用地供需規模總量
	表2  各區域產業用地總量表
	單位：公頃


	一、前言
	二、依據
	一、發展願景
	二、政策目標
	二、施政方針與發展重點
	一、實質發展現況
	二、整體運輸觀察
	(1) 通過量
	96~98年通過量逐年減少，98年受金融海嘯影響，通過量僅120萬輛次，98年後回升，至100年已達139萬輛次，相較98年成長19萬輛次，101年減少7萬輛次，102年成長快速，達160萬輛次，如圖3.6。
	(2) 各區域通過量
	依地區別觀察國道小汽車收費站通過量之變化，如圖3.7～3.10。96~98年之北部地區通過量皆在34萬輛次以下，99年景氣回升，通過量亦隨之提升，102年增加至35.7萬輛次；中南部地區通過量於96~98年間亦下降，99~100年略有回升，101年通過量較96年低，而102年皆有提升；宜蘭地區通過量，96年至100年逐年增加，至100年達4.9萬輛次，與96年相比，成長26%，且100~102年通過量穩定，皆於4.8~4.9萬輛次。
	(1) 車站數與年客運量
	96~103年間之臺鐵年客運量逐年增加，101年較96年增加近60百萬人次/年，年運量成長34%。車站數於100年時，增加至224站，運量也連帶有明顯之漲幅，103年車站數維持225站，而運量仍持續成長，如圖3.11。
	(2) 客座利用率與日均運量
	臺鐵受轉型為區域型中短程運輸之影響，運量逐年上升，103年日均客運量達65.0萬人次，相較96年大幅成長。客座利用率方面，因班次增加幅度大於運量之成長，98年以前微幅下降，98年後開始回升，103年時之客座利用率已提升至0.68，如圖3.12。
	(1) 運量
	高鐵通車首月因施行半價優惠，當月之日均運量達37千人次，2月份恢復原價之後，運量下降30%；通車後前兩個月之運量變化隱含嚐鮮乘客以及票價彈性之效果，而後也陸續實施各種票價優惠措施。
	自96年1月通車起至97年5月底止，陸續辦理11次增班計畫，由通車營運初期單日雙向38班次增班至97年4月13日之單日雙向115~127班次，運量人次數隨增班有明顯成長。97年5月後，運量呈現穩定趨勢。98年3月首度減少營運班次數，然而日均運量未受其因素而有所減少，運量隨售票通路及各項票種優惠，運量時有微幅增減，整體而言仍穩定成長，103年底之日平均旅客人數約13萬人次/日。
	(2) 客座利用率
	由於通車營運初期單日雙向僅38班次，加上票價優惠因素，1月份客座利用率達最高79%；隨著後續高鐵增班計畫持續進行，運量人次雖隨之提升，但客座利用率並無提升，至11月9日增班113班次，客座利用率僅35%。自11月12日起每列車開放3節車箱為自由座車箱，價格為對號座之8折，12月28日起，自由座車箱由3節調整為4節，客座利用率提升至38%。
	97年起因應離峰、尖峰的需求，週一及週五單日雙向120班次，週二至週四單日雙向114班次，週六及週日單日雙向126班次，因班次的增加1月客座利用率些許下降為36%；3月起實施不同時段不同車箱優惠票價，4月客座利用率上升至46%；因應人潮增加，4月起增加尖峰時間班次，週五增開1班南下列車，週日增開1班北上列車，7月客座利用率微幅提升至47%水準，然而之後則明顯呈現下降趨勢，直至98年3月首度減少營運班次數，5月份客座利用率提升至48%。99年2月推出便利商店售票服務，大幅增加售票據點與購票方便性，至...
	(1) 臺閩地區航空總運量
	103年航空總運量為5,536萬人次/年，與96年相比增加1,559萬人次/年，如表3-3。近年來，國際與兩岸航線有些許成長，98年7月開放兩岸直航後，5年內兩岸航線增加1,084萬人次/年；102年10月底首家廉價航空啟航，使103年國際運量大幅提升。
	觀察歷月航空運量變化，如圖3.14，國際航線受97年7月兩岸包機直航及100年6月兩岸開放自由行，102年10月廉航營運，運量提升；國內航線受高鐵通車後之影響，日均運量下降，但近2年下降趨勢已趨緩，過境運量103年下降較多。
	(2) 國際航線總運量
	國際航線運量變化如表3-4，近八年總運量增加1,574萬人。觀察各國際航線，以大陸1,113萬人、港澳1,044萬人、日本926萬人最多，占總載客人7成，其次為韓國和美國航線；各航線成長變化以大陸航線成長幅度最大，受兩岸直航及航點班次快速增加影響，大陸航線年平均成長率達54.5%，其次為韓國航線的11.5%。
	(3) 國內航線運量
	國內航線運量變化如圖3.15，近八年之運量高點為96年2月之日均量2.16萬人次/日，最低點則為97年12月日均量0.97萬人次/日；各年期運量高峰多發生於7月份，運量低峰則多發生在1月和12月份。
	(4) 離島航線、西部航線、東部航線運量
	國內航線各區域總運量如表3-5，近八年國內整體航空運量減少近17%，主要減少在西部航線於高鐵通車後，運量衰退導致航線停飛，96年西部航線全年載客量為194萬人次，103年僅剩768人次；航空業者將多餘運量轉向離島航線經營，縮減班距且配合小三通與開放陸客來臺觀光政策影響，離島航線運量增加近40%；東部區域則受96年國道5號開放通行大客車和臺鐵太魯閣號營運縮短行車時間影響，97年即反映出運輸市場變化狀況，近年東部航線運量約45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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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公共設施-教育空間發展策略(大專校院)
	一、政策與目標
	二、發展現況
	三、發展構想與預測
	(一)發展構想
	1.設立公私立大學校院及其分校、分部，應考量學校資源條件及地區需求，提出籌設計畫，由本部審酌全國專科以上學校之分布情形，考量學校發展、區域均衡發展、地方需求及政府財政狀況，並參酌申請大學之整體發展、財務狀況、教學資源、辦學績效、招生情形及各項評鑑結果等，並須符合設立標準，由本部審核或核定之。新設國立大學及其分部新設案，本部原則暫不受理。
	2.專科以上學校得考量自身資源條件及發展重點，選擇合適之合併對象，進行合併規劃。

	(二)發展預測
	1.我國近年來開始面對少子女化趨勢之衝擊，預估105學年至120學年間，大學 1 年級學生人數平均年減 5 千人，至120學年大一新生數約為18萬餘人，顯示受到少子女化影響，未來將減少7萬餘人，依據我國總人口將朝零成長之趨勢發展，當務之急應輔導大專校院，建立學校停辦、改辦、合併、及學校法人解散清算之退場流程。
	(1)公立大專校院
	(2)私立大專校院
	2. 預估未來可能大一新生人數：


	四、課題及對策
	(一)課題
	(二)對策

	五、發展定位
	(一)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應審酌全國專科以上學校之分布情形，考量學校發展、區域均衡發展、地方需求及政府財政狀況，並針對高等教育整體發展、教育資源分布等，在維護公共性原則下，管制新設、增設分校、分部之設立。針對空間發展定位上，本部近期不再受理新設國立大學及其分部新設案件；新設私立大專校院案件亦採從嚴審查原則，並研擬調整高教規模機制，如退場、轉型及合併等規劃，以降低少子女化對高等教育衝擊，以合理管控高等教育數量。
	(二) 本部為加強人才培育與產業的連結，積極推動：
	1.大專校院與產企業各公會及協會建立交流平台：透過6所區域產學合作中心作為與各產業公會之交流平臺，廣徵產（企）業代表意見，藉由區域產學合作中心拓展與不同產業公協會之交流，協助學校發展更多實習機會、鼓勵現職教師進行產學合作、業界研習及深耕服務等方式獲取實務經驗，瞭解產業需求。
	2.進行即時性之人才培育計畫：包括產學攜手計畫、產業碩士專班、學士後第二專長學位課程、產業學院專班等，邀請產業即早參與人才培育。
	3.透過技專校院教師每六年至產業半年以上研習研究，增進教學現場與產業實務之連結。


	六、發展分布區位及空間發展用地縣市數量
	(一)發展分布區位

	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分布區位如圖1、2所示。
	(二)空間發展用地縣市數量
	1.目前(105學年度)國內各公、私立技專校院共計87所，衡酌高等教育發展趨勢、專科以上學校分布狀況及教育資源配置情形，以及縣（市）之經濟、人口、交通、文化及資源條件，逐步規劃適切之學校數量與用地使用，並就現有資源(校舍、土地及設備等)，作妥適的安排。
	2.本部刻正規劃由大學透過盤點在地發展及產業需求議題，媒合學校對接在地社區、文化、產業發展需求，以發掘創新城鄉、產業及文化發展之可行實踐方案，並經由師生共同參與，以促成在地產業的活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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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一、 主席致詞（楊重信委員）
	二、 規劃團隊簡報（黃書禮教授）
	三、 意見交流與討論
	(一) 楊重信主席
	1. 本次會議與以往不同的地方是：已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意見納入。
	2. 農業生產環境已嚴重、部分破壞，其中農委會的農地資源分類分級第三種農業用地被併到國土功能分區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坡地農業本來是農地資源分類分級第四種農業用地，現在併到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原本的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水源特定區、保育目的的都市計畫）被合併到其他分類，這些分類方式都有討論空間。
	3. 第三類城鄉發展地區如設定為城鄉儲備用地，擔心把線框出來，會有投機行為產生，可以看現有農地資源分類分級第三種農業用地，一部分可以回復繼續做為農業使用，一部分已不適合回復，這種狀況有點像日本的整備地區。應先將這個分類保留，暫時不要劃設，五年後通盤檢討，再依據規劃、研究找出一個適合、符合社會公益的開發方式，待該盡的權利義務確定，才可以變更為第三類城鄉發展地區。農地違規使用是歷史的共業，但不急於一時，等通盤檢討時再做變更。
	4. 另外，使用地變更的處理方式有一點勉強。目前這些土地之數量、區位都還沒掌控，研究、調查、規劃…等配套，要在國土計畫寫清楚，對社會有交代。
	5. 現行農委會的農地資源分類分級第三種農業用地，併到未來國土功能分區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尚有疑慮。首先，先從國土整體空間規劃面向討論：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要跟國發會的國家發展政策接軌，來提升國家競爭力，Physical 的發展怎麼跟國際接軌，從實質的海空港、基礎建設…等生產活動與國際接合。
	6. 規劃團隊再找時間重組架構，我的寫法會是從安全、效率、永續、公平等目標拉出來，再看下面有什麼問題以及策略。
	7. 本案後續工作事項包含行動方案，細節部分或許於行動方案呈現，屆時若仍有不足，再回頭進行策略修正。
	8. 國土功能分區的分類，是目前營建署與農委會討論出來的結果，是否容許我們改變，如果無法改變目前就先不討論，大家可以就內容提出書面意見。
	9. 對於目前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還留著，個人認為：如果能夠不劃出來，就用類似日本整備用地的概念，未來於通盤檢討時劃設儲備用地，社會大眾也較能接受。
	10. 關於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的部分，各位若有更好的想法再提出，目前主要是官方主導，如果城三是以整備的概念而非擴大，建議應清楚說明。現在都市發展用地已無擴大的必要，目前的資料計算都未加入桃園航空城，航空城應該是最後一個擴大都市計畫案了。用整備概念說明清楚，其實與成長管理界線沒有太大的關聯，成長管理界線就是都市計畫區的邊界。
	11. 坡地農業變成農三沒有問題，但超限利用的部分仍應處理，這個部分要撰寫清楚，再請各位委員幫忙檢視所提出的內容是否周延。
	12. 關於國土保育地區農業使用部分，應該採取政策性補償，土地本身不適合進行農業使用，屬於財產內部有瑕疵，目前得為從來之使用。基於國土保育、保安，設定使用期限，屆期後便禁止使用，並予以救濟性補償;政策性補償變成特殊性的救濟，這個部分可能後續再處理。
	13. 若從環境倫理的觀點，看待原鄉、原住民聚落，可以發現他們有許多與環境共生、資源共享的概念，我們這部分比較不足。看了臺灣的原住民研究，其中訪問原住民，有一句話說：採礦的將整座山挖空都可以，而我撿一個石頭，你就把我抓去關，關於原住民的部份這顯然是有問題的。
	14. 關於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林國慶委員提出很多建議，重點在於要有積極作為，農舍盡量都蓋在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而相關的農業六級產業要進行規劃，強調要有計畫引導發展，若只依據農村再生條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恐怕還是有不足之處。
	15. 農地種電的部分：應用心思考，先考量種電地區的劃設條件，然後再指定專區進行規範，不是只有種電，電與農是共生的，須有透光、再架高，太陽能光電板下就可以進行再利用。而是否要設立專區….相關的討論應有所著墨，目前有點到但是仍不具體。
	16. 關於交通的策略可與交通部運研所聯繫，互相交流意見。

	(二) 王弓委員
	1. 產業發展部分，是否需要做多一點量化分析？做為部會、縣市國土計畫的指導，要不要找某個（功能）分區的其中一個策略先做示範。
	2. 整體規劃來說：是採用不同層級的資料，顯示目前的現況、問題的嚴重程度，這樣的好處是下次通盤檢討時，可以就資料進行比對。
	3. 國際連結跟國際比較的呈現，很多先進的海洋國家做得很好。國家層級的政策上，可以點出一些典範，呈現現狀與理想間的差距，整個效法不可能，但從這些策略領域中，可挑出一個來做示範，把所有議題、規劃跟量化數據搭接，並用質化、量化國內外情勢的現況去反應。這樣每五年、十年的通盤檢討，都可以從中間累積經驗，反映適合台灣的治理架構。
	4. 海洋規劃來說：就先去了解國際上誰做得最好、中間、最差，挑個中間值做為模擬標準。
	5. 策略中可以點出未來應累積的基本分析資料，否則，做了那麼多的規劃管理，到底各層級的單位在執行相關規劃時，有沒有去看這些資料。
	6. 先了解產業的土地使用、型態、可回復性，才可以訂得出策略，與各國案例比較過後，才會知道我們可以做什麼？應回歸規劃理性，點出資料如何蒐集及分析，否則，執行者會依據自己的方式做。
	7.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六中，不可回復土地的轉用，會鼓勵需使用土地人違法，所以，其實我們這邊能不能展現對於理想的堅持，不管花多少錢，就是要你將受干擾之土地恢復原狀，如果有這種價值跟精神的展示，規劃成果就會不一樣。要想一想這些內容，不然東西出去五年、十年以後還是達不到目標。
	8.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二至策略六，都提到直轄市與縣（市）政府，在管理上對地方的治理有所著墨，地方的角色必須落實，點出地方在執行管理上應扮演的角色。
	9. 臺灣遇到跨部門、跨領域的問題，就會死掉、責任規避，只是到裡面拿資源。成功例子一定在治理上展現過人的智慧，才能解決。未來中央影響力越來越小，讓地方發揮智慧，但如果沒有治理的架構，各自為政，困難重重。如果有可能，在文獻上找到智慧，讓地方主管機關參考成功案例。

	(三) 郭翡玉委員
	1. 針對「國土整體空間發展策略」，第一項是跟上位的接軌，第二項是土地的適宜性條件，策略三層次比較技術面，是不是要擺在這邊要考量。策略五、七是調適概念，策略六是社會層面。
	2.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偏向因應氣候變遷，而社會型態、產業發展所需的空間、產業用地較沒有凸顯，現況是找不到產業用地的。
	3.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四是整體災害風險的調適方式，策略五是整體流域治理，以往會一起談海岸，整體考量完後，接著可以去做坡地管理檢討，策略四是不是可與策略七合併一起討論？流域治理可能要談及山坡地會較全面。
	4. 直轄市、縣（市）字眼建議拿掉，這些策略是整體的principle，各級政府、部會應該就是要遵循這些原則。
	5. 國土保育地區的策略二跟策略四，皆提及以保育為原則的前提下，應如何管制使用，然前者為績效管制，後者，則是須遵循國土保育限制，後者相對較嚴格，應思考更彈性的做法。
	6. 建議加入思考未來國土保育地區的重大設施的開發，對於相關的設施未來該如何處應提出原則，這部分是否要再進行補充？

	(四) 陳亮全委員
	1. 應該從國土角度，而不是落到直轄市、縣（市）層級。
	2.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二比較Local，且適宜性指的是什麼？
	3. 氣候變遷調適很重要，剛說的坡地問題，沒有明確的量、目標，須明確的指出哪些地方不適宜發展。
	4. 氣候變遷衝擊、水旱災都有時間因應，當地震發生在台北要怎麼應對？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四可以再延伸思考。
	5. 如果是針對地方政府提出指導原則，那全國性的東西在哪裡？
	6. 原住民族特定區域的劃設會是很大問題，涉及傳統領域，目前定義仍然模糊，不只是使用包括文化、智慧…這些東西是否可以結合，包括：原住民保留地、原住民族特定區域、城鄉發展地區第四類、國土保育地區，策略四這幾個應該結合一起思考。
	7. 個人有一個小問題，關於國土復育促進地區，這個部分未來將如何處理？
	8. 國土保育地區策略二中，除了績效管制之外，是否應思考其他方式，才能朝向保育的目標調整。
	9. 原住民族遷村是很大的問題，以過去的經驗而言：非常不好。在國土保育地區內，這個部分將變成全盤性的策略，但目前沒有涉及法制上的討論。
	10. 近期里山、里海的概念，強調農村不只有住的部分，包含：生產、生態，目前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的策略，看不清楚這些東西，或許能融入相關的概念。
	11. 將交通的策略放在城鄉發展地區，然而交通不只是在城鄉發展地區，例如：國土保育地區的道路開發，可能會造成許多問題，建議將其提升為全區的策略。
	12. 城鄉發展地區的策略七、八，應融合海綿城市、韌性都市的概念。
	13. 未來智慧國土的部分，會改變很多目前的使用型態，都市、農村生活的關係等，建議加以考量。

	(五) 王玉真委員
	1.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策略三提及之空間連續性，其實是農委會在處理農地資源轉換到國土功能分區所重視的，例如：都市計畫的農業區，許多緊臨非都市特定農業區或一般農業區之農業用地，具有相同的地域性質，是否為這個策略所要探討的對象？尤其未來都市計畫地區都將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然而上開具空間緊臨關係的非都市土地則劃入農業發展地區，會否和這個策略提到相鄰土地應避免差異過大之土地使用原則有衝突？似宜確認。
	2.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策略六，在處理現況違規使用部分，對於仍可回復者歸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的理由為何？此與後續農業發展地區策略中提到的第四類劃設原則顯不一致，須再釐明。
	3. 國土保育地區的許多策略係對應至中央山脈自然保護區之議題項目，然而自然保護區是一個明確的範圍，依據本會林務局表示，該類地區係依森林法劃設及管制，基本上管理十分嚴格，不致有議題內容所描述的「中央山脈自然保護區部分環境敏感地不當開發，嚴重影響國土保安」之情形，建議將「自然保護區」字眼於議題描述中刪除。
	4. 國土保育地區策略三的部分，說明基於國土保育原則，無法維持從來使用者，應補償對於土地所有權人的損害，針對目前合法作農業使用部分，未來如劃入國土保育地區，被限制作農業使用，依據國土計畫法補償之規定，國土保育基金只有補償限制開發、禁止建築使用，若是如此這個部分的策略須說明清楚，避免被誤會這些補償費用，可以從國土保育基金支付。
	5. 針對農地種電部分，綠能設施其實就是再生能源，而其在農地上的使用，所對應到的是地層下陷、汙染地等較不利生產的邊際土地進行活化利用，若是要回復原有的農業生產力，因需耗費龐大的成本，故將綠能使用作為其中一個選項。因此，建議不要在農業發展地區特別談綠能設施，尤其電業法已修法通過，政策明確揭示2025年要達到非核家園的目標，而未來十年的光電發展，恐需使用2~3萬公頃的土地，這些土地的來源不一定都是農地，故關於能源的部分不是放在農業發展地區或城鄉發展地區單獨討論，所涉為國土空間整體配置利用問題，應提升到...
	6. 關於農村部分，本會與營建署進行多次的討論，認為現行非都市土地部分之鄉村區，其特質與活動行為和農業密切相關者，應可留在農業發展地區，再者，這些鄉村區有些是本會正在推動的農村再生地區，單獨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可導入鄉村規劃之計畫管制概念，也希望適度處理農舍問題，尤其部分在農地上興建農舍的需求者是都市人，如能就鄉村區進行完整規劃，將其住宅需求納入考量，亦是解決農舍問題之途徑。
	7. 有關灌排分離部分，本會農水處已有提出相關之水質保護方案，並有明確的階段性管理策略，針對農業灌排設施及違規工廠的影響進行處理，且在環保團體的監督下，目前保護方案可適度符合大眾的期待。
	8. 在青農返鄉部分，目前農業缺工、老化問題嚴重。所以，吸引青年營農，除了要讓他們定住農村，最重要的是產業活動，要能有好的收入，因此，本會現行推動的農業經營專區計畫，強調人、地、水、產業資源整合，係有全盤性的思考與整體的配套措施，目的就是希望回到農村的人力能提高其農產業經營收益，才能真正在農村安心定住。
	9. 建議有關議題6.1提及海洋養殖經濟發展，修正為「漁業發展」，並提升為重要議題。
	10. 建議將再生能源發展提升層次進行探討。

	(六) 黃世孟委員
	1.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五中的流域以及策略七的海洋，應該移到另外一個單元到海洋資源地區，並加上山坡地討論，山坡、流域、海域應該要串聯，高山坡地對國土規劃的重要性很大。

	(七) 陳弘凷委員
	1.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五雖然用整體流域思維，但內容只談到災害因應，事實上，水資源比較沒有討論到，坡地災害也要應納入考量，才是比較完整的思維。
	2. 目前這幾個策略較少提到自然資源、環境層面的具體策略，是否要加入考量？

	(八) 孫以濬委員
	1. 行政院的「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方案，在國土整體空間發展是否做個呼應配合？
	2. 未來面對三大變遷：人口、氣候、科技的變遷。這些變遷對國家社會影響很大；科技變遷這塊所涵蓋的策略還沒有融入國土空間發展上，它不僅影響產業，還包括生活、環境。
	3. 這些策略怎麼樣被落實？對都會區、直轄市、縣（市）怎麼發揮指導作用？過去很多策略只提供參考，現在有個法定效力，未來真的要做該如何依循檢核？每個策略的操作、執行，要簡化到條列式，再配合check list，讓執行者有依可循，而審核的人確認執行者有沒有照著原則走。現在是概念式的規範，未來對地方的規劃無法產生作用。
	4. 城鄉發展地區的策略六、七，是關於交通運輸方面的策略，訂定核心地區到地方中心所需的時間，這方面的策略有幫助。例如：近期屏東高鐵延伸、機場的區位…等議題，關於如何衡量其需求，在全國整體架構下的準則，這樣就有操作依據。
	5. 另外，是鐵路立體化的議題，目前提出申請的角度都是鐵路縫合。而此，要有何種策略原則進行規範與引導，應加以思考。
	6. 體制與治理整合平台的策略概念蠻好，但這整合平台其實是專設單位，其屬於何種單位？法源依據為何？若其具備決議權、支配權，便需有法源依據才能操作執行。

	(九) 李永展委員
	1. 都會區域、特定區域計畫這兩塊，建議在全國國土計畫著墨，目前擬定時機營建署綜計組以及城鄉發展研究基金會都在進行規劃。
	2.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三提及地方政府間的功能分區衝突，一定要回到內政部審議會去審，公共設施才能夠跨區供給，這一塊非常重要。
	3.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四很重要，但針對災害風險，縣市政府可能不太能做，或許是由中央的資源、力量去完成。
	4. 流域治理涉及跨縣市治理，目前只有台中大甲溪流域都在台中市轄區內，因此一定要有逕流分擔、出流管制，接著配合流域特定區域計畫之內容。
	5.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六，未登、臨登工廠行政院已經有規範、跨部會協調機制，未來應該就不會有違規部分，可參考行政院、立法院相關辦法、規範。
	6. 目前國土功能分區的做法須於機制上思考，未來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是否有可能回歸至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若存在此種機制，才能以附註的方式進行，短期內減少過多的分類。
	7. 關於再生能源部分建議與能源局進行討論，目前所知有把鹽業用地釋出進行綠能使用，包含：農業生產限制土地的釋出，規劃團隊在議題的部分有指出，但是否能提出一點相關的策略進行討論。
	8. 關於智慧城市、智慧農村的規劃，建議參採國發會的智慧城市、智慧鄉村。

	(十) 黃宏斌委員
	1.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二缺了水，策略五缺了土，社經發展中，水跟土都要討論，兩個策略建議可以合併，改成「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兼顧水土資源特性，及社經條件…」。
	2. 海岸跟流域很多地方沒有重疊，海堤歸水利署管、保安林歸林務局管，兩者之外的範圍沒人管，例如：藻礁是三不管地帶。可以藉國土計畫的機會，訂出由誰來管。例子：有些保安林是縣市政府、有些是林務局，滿潮時又是一片海岸，退潮時應該誰管？

	(十一) 李玲玲委員
	1.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二已經講到策略三、四、五的內容，在做整體規劃時要考慮社經條件、土地資源特性，包含：風險評估、脆弱度等等，然後再延伸針對流域、城鄉地區有什麼的評估原則、條件。或許，有些規劃原則都可以融入策略二，不用寫那麼多策略。
	2.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一，國發會時程上比較後面才要開始做，如果有資料後，國土空間發展可以很清楚的配合。
	3. 這些策略在上述委員的疑慮中其實都有寫到，例如，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二的內文有針對自然環境、生態特性做考量，建議重新整合，縮減策略會更清楚。
	4. 策略與議題對應不明顯之處：國土整體空間規劃的策略六與議題1.3；策略四與議題8.3。
	5. 再生能源的議題，不只是在農地上，還包含：風力發電…等。
	6. 農地不進行農業生產仍具備其他功能，應思考不適生產的土地，除了農地種電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可能。

	(十二) 陳繼鳴分署長
	1. 本案是一個Guideline，不是做台灣空間分布，例如，策略四的災害風險評估，告訴地方政府應該要做哪些事情？而不是要得出一個規劃結果。
	2. 城鄉發展地區分為四類，第一類是都市計畫地區，現行許多都市計畫為水源特定區，要不要趁此次國土計畫將都市計畫內原有聚落應劃為城鄉發展地區，而具保育性質土地回歸至國土保育地區，如此則須循都市計畫法的程序進行檢討、變更，因考量程序繁瑣及時程冗長，且為避免引發過多爭議，因此於第一階段先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但特別註記應透過都市計畫盡速檢討。
	3.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包含許多現行非都市土地透過整體開發所形成的部分，會考慮與原都市計畫區進行整合。
	4. 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為城市發展界線(Urban growth boundary)的概念，即是都市發展的邊界，這個部分希望能保留住。未來明顯清楚的界線，是否要畫出來仍不確定，採用浮動分區的概念，以屬性進行管制，透過後續整體規劃、開發方式，配合計畫的檢討進行。目前仍在考慮是否都不畫出來，因國土計畫具有指導性，針對短期內確定將進行開發利用的地區進行劃設，而未來尚未確定的部分暫不劃設，以描述的方式書寫，回歸至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進行管制，與日本整備土地的方式相近。
	5. 城鄉發展地區第四類，主要針對既有鄉村區，而非屬於都市型態之原有農村聚落，周邊即是生活、生產空間，便維持在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除此之外就是城鄉發展地區第四類。另外，關於原住民聚落、保留地，其中涉及國土保育部分需加以註記，應注意國土保育，若全部劃入國土保育地區，恐會引發抗爭，這是目前策略性安排、階段性作法，未來將陸續導正。
	6. 關於交通部分的評估，於民國83年的國土綜合發展計畫，就有可及性的路網分析，未來於新的路網架構下，可以斟酌加入。
	7. 此次計畫設定的目標並非解決所有問題，目前主要針對最重要的課題進行，關鍵在於被外界認為應該處理的問題，希望能夠加以處理。謝謝規劃團隊的努力，策略部分後續可以持續進行調整、處理，同時配合政府的政策，並結合後續的成長管理。

	(十三) 營建署綜合計畫組呂依錡工程司
	1. 目前所呈現的國土功能分區模擬，與先前各位所知道的版本不太相同，前一版國土保育地區分為五類，包含：都市計畫範圍內有50%以上環境敏感地區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非都市土地鄉村區有50%以上環境敏感地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五類。但經由營建署內部工作會議討論後，認為此種國土功能分區分類樣態太多，基於整體性考量，建議國土保育地區第四、五類還是回歸至城鄉發展地區第一、二類，但都市計畫地區、鄉村區會依其環境敏感程度要求予以備註，指導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劃設功能分區與訂定管制條件時，應加以考量，也避免於...
	2. 經討論後目前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如簡報（第20頁）所示，國土保育地區分為三類、城鄉發展地區四類、農業發展地區四類。農業發展地區原先參考農地分級分類劃設成果，但經與農業單位討論後，認為若農地已經沒有具備良好的生產環境，是否仍需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因此，在充分討論與模擬情境後，調整結果如簡報（第20頁）所示，希望第一版國土計畫的功能分區能盡量簡化，對外也較容易說明，但也強調同時應針對土地資源特性進行規劃與管制。

	(十四) 邱文彥委員
	1. 國土保育地區策略一，淡水大橋的例子是地方團體想保護地方自然景觀，申請人文景觀保護，但人文景觀規定需有人為活動，才算是人文景觀，所以申請失敗。因此，建議在景觀部分，不只人文景觀，自然景觀亦應納入。另外，國土計畫法本來設計具有景觀綱要計畫，後來卻被刪除，然而，不論從海岸管理法或國土計畫法的角度，是否能把景觀綱要計畫的概念或是用詞加入，須有景觀綱要計畫。
	2. 關於原住民與國土功能分區的競合，是否能就原住民傳統文化如何延續進行撰寫，其實原住民的傳統文化、智慧，跟國土保育、生物多樣性保育都有關係，建議納入考慮。
	3. 關於農業發展地區，個人所擔憂的第一個是種電的問題，許多地方電力公司已向農民簽了幾十年合約，目前該如何處理這個部分，什麼地方可以種電？什麼地方不行？尚缺乏相關的研究，例如：是否會因太陽能板反光，影響鳥類而擾動生態體系，現況都已經將地點決定好，缺乏考慮的部分該如何處理？這是個人憂心的問題。
	4. 關於農村聚落，集村的概念是否應落實，糧食生產的地方不能從事其他使用，就應該嚴格禁止。另外，就是關於灌排分離應實行，現況的灌排狀況究竟如何？涉及地方水利會，等於是化外之地，這個問題牽涉水資源、水權、農地污染、糧食安全生產，這部分後續將如何處理？
	5. 農村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高齡化，例如：鄉公所、衛生醫療機構在樓上，鄉下地區公共設施、交通不發達，老人的照護問題，除了硬體之外，是否應思考一些軟體的東西？
	6. 目前農委會有許多漂鳥計畫、吸引青農，但若吸引他們回來，卻沒有土地可以耕種，是不是能有一些彈性的農地，可以吸引他們回來、讓他們進行耕種，現行的農村再生著重硬體的改造，但農村的再生不是只有硬體，能不能讓農村活起來是關鍵，而活化農村的空間策略又是什麼？
	7. 根據國外的經驗鹽田、低窪土地回復為濕地，其具備良好的貯炭功能，未必只能進行種電，目前對於種電的成效如何仍未知，可以另一種思維進行思考。
	8. 城鄉發展地區部分，環保署目前有關於海綿城市的概念，在策略上亦可有所著墨，加入低衝擊開發模式，將現有規範、精神融入且加以落實。
	9. 韌性都市的概念，不只有防災，還包含回復，例如：社會、經濟的回復力…等可一併進行考量。
	10. 目前似乎缺乏關於交通對於國土空間發展影響的想像，在高鐵發展，加上國內外航空、鐵公路的發展，未來的國土想像與佈局會是如何？國土的分布狀況，人口的流動、密度等問題，如何有策略性的引導？對於未來的想像為何？以目前高齡少子化的人口趨勢，未來的國土空間布局將有所改變，應該先有一個這樣的想像。
	11. 區域計畫法雖有海域區，但現在已經慢慢轉換至國土計畫法的體制，希望可以海洋資源地區的思維，研擬相關策略。
	12. 討論海洋與海岸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整合，包含陸域與海域、河川與海洋、中央與地方以及跨部門間的整合，這個觀念應該納入國土計畫與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之中。
	13. 海洋資源地區應進行全面的調查、研究，建立海洋資源系統。
	14. 海洋資源地區，應以生態為基礎(Eoo-system based)，目的為保育海洋生態的多樣性，並加強畫設海岸保護區。
	15. 建議因應氣候變遷進行模擬，模擬2050年海平面上升高度，針對海岸、土地使用進行調整，並重視防災。
	16. 配合全國國土計畫保存海洋文化資產，針對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其文化特色、資產，開創特色的海洋空間，以維繫地方特色、經濟。
	17. 建議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應優先保護重要溼地、鹽田。

	(十五) 原住民族委員會代表廖益群科長
	1. 原住民族於傳統使用有在地的哲學與智慧，原民會裡面也一直強調其未必與國土功能分區競合，甚至是可以相容的。因為他們長期的使用土地，加上是在那邊生活的人，有關環境的保育問題，他們更加關心。目前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他們大部分用避災這個概念，前面所說的是防災，所謂避災是必須在那邊生活，而是在災害來時該怎麼躲避，例如：汛期來時，確實位處於環境敏感地區需移居，然而在要移居時，卻發現沒有完整的規劃，只是把人從A地移至B地，但這樣在A地長期以來的使用以及文化…等會有所斷裂。過去的觀念就是遷離，近期才有分層次的處理。
	2. 國土保育地區策略四裡，彈性的使用管制描述方式是可以的，不過從標題來看，感覺從來之用的部份是允許的，但未來的發展性好像沒有呈現，目前標題的呈現會產生誤解，建議調整成結合原住民生活型態、土地使用智慧，訂定彈性的土地使用管制，達到與國土保育的相容或兼衡。

	(十六) 劉可強委員
	1. 北泰雅特定區域計畫，目前我們正在執行，國土保育地區策略四這一段，只有幾個字不足以反映錯綜複雜的問題，我們願意協助黃老師將策略四，研擬更加完整。

	(十七) 營建署綜合計畫組廖文弘科長
	1. 目前海洋資源地區委託海洋大學進行研究，從區域計畫法海域區加以探討及建立制度。我國五萬兩千平方公里的海域，目前有一半海域有在進行使用，預計下周召開座談會，了解海域使用的議題。針對未來區域計畫的海域區，將轉換為國土海洋資源地區，重疊使用部分如何做決定，以及海域涉及都市計畫區、國家公園區如何做處理進行探討。
	2. 關於海洋資源的資料很少，目前只能先蒐集海域的使用者，現況已知我國一半的海域有人進行使用，大部分是國防部，主要是進行國防演訓，總共使用三萬多平方公里海域，約為百分之六十是他們宣稱可以使用。而下一階段則是針對這些使用如何進行處理，仍然尊重目的事業法，我們採用用區位許可制，但不能永久使用，有許可使用的期限，如：風力發電機目前使用期限20年，漁業權使用期限為10年，將再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探討、協調，下周三的座談會希望大家來參加提供寶貴意見，如果這部分已經成熟，希望未來可以納入國土計畫之中。

	(十八) 黃書禮教授
	基本上各位委員的意見，沒有爭議的部分都會採納。比較抱歉的是分區標題沒有寫清楚導致大家的誤解，來不及提供意見的部分，後續仍可回頭進行檢視、調整。


	四、 會議發言條及書面意見
	(一) 蘇振維委員
	1. P.1第一節、第二段述及“同時應面對區域均衡發展……挑戰”，有關「區域均衡發展」在全國國土計畫中之定義為何？又一味追求均衡之結果是否導致各區域缺乏其各有的特色？爰建議修正調整為「區域適性發展」較為適切。
	2. P.8有關災害脆弱度與風險程度評估乙節，交通部運研所(簡稱本所)近年進行鐵公路系統各路段脆弱度及危害度等級分析之研究，利用風險矩陣，以大尺度角度完成鐵公路風險地圖並建置調適資訊平台，提供鐵公路主管機關檢視所轄路線與設施在不同氣候情境下之風險熱點、高風險成因等功能。
	3. P.43圖8五大產業發展軸線，看不出「軸線」關係，建議調整圖名。又該圖下方文字敘述，似顯突兀，請再檢視修正。
	4. P.44擬定城鄉發展需求之發展總量乙節，有關中央(國發會)所分派各縣市階段性人口及經濟活動發展總量部分，鑑於以往本所進行城際整體運輸需求預測，因缺少各縣市人口分派量，本所皆自行且費時地建立一套土地使用與運輸需求關聯模式，其模式產出作為運輸需求預測之社經發展資料輸入值，惟該關聯模式之相關情境假設或許不同於國土計畫之假設，為期運輸部門與國土計畫之假設有其一致性，爰強烈建議國土計畫中應有各縣市人口分派結果呈現，以作為本所進行運輸需求預測之基礎。
	5. PP.66~85所稱的北中南東區域，其範圍地域界線是否有其劃設原則或基準？又報告中出現「○部區域」與「○部地區」其範圍有無差異？P.75區域策略建議乙節，除東部地區外，其他北中南僅針對「城市」區域之交通運輸提出建議，而缺少「非城市」區域的建議，其考量為何？建議補充。
	6. P.70所稱「非典型」公共運輸服務，建議修正為「需求反應式(DRTS)」公共運輸服務。
	7. 「○部城市區域」與「都會區域」之異同，建請釐清說明。
	8. P.74 有關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之整合規劃乙節，以緊密都市理念之發展構想，與交通部推動公共運輸政策，強調各公共運輸系統間轉乘的必然性是一致。

	(二) 王弓委員
	1. 可於全案中擇一小部分試驗將量化指標與質化指標、國內現況與國際現況，國際頂尖典範間做整合之比較，以便銜接建議的策略，並預留下次整體規劃的比較與檢討。

	(三) 李玲玲委員
	1. 請釐清原則與策略，簡報與報告內容規劃不太一致。
	2. 請盤點議題與策略的對應是否有更加策略，例如：國土開發利益嚴重不公、山區產業通路、河岸開發、野溪整治破壞自然河岸等。
	3. 紀錄分區分類調整的邏輯及相關後續工作，例如：法規制度的調整或調查規劃檢討改進等，以利後續追蹤。
	4. 原則性的考慮
	(1) 除氣候變遷、減災防災外，土地資源特性應考量生態系服務與多元使用價值。
	(2) 後續是否會建立與各部會發展願景、政策、策略及國土配置之關聯？若部會規劃未定則處理方式為何？


	(四) 劉可強委員
	1. 有關簡報第31頁，策略四原住民部分，建議規劃團隊聯絡基金會，陳育禎老師請他協助策略四書寫方式。

	(五) 邱文彥委員
	1. 海洋與海岸地區應採取「整合性管理」之思維，強化海域及陸域，中央與地方、跨地域、跨部門及跨領域之整合規劃，納入全國國土計畫及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以追求「藍色國土」之永續發展。
	2. 全國國土計畫應持續對於「海洋資源地區」進行全面之調查及研究，建立海洋資源系統，並依據生態與環境特性通盤規劃不同之功能分區。
	3. 海洋資源地區應以生態系統為基礎，妥善規劃，以保育生物多樣性，並加強劃設「海洋保護區」。
	4.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模擬評估2050年風險地區，並進行海岸都會與土地之調適與應變。
	5. 配合全國國土計畫及海岸功能區，保存維護海洋文化特色及資產開創具有特色之海岸空間。
	6. 依全國國土計畫及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優先保護重要濕地包含鹽田，追求明智且有限度之轉作利用。
	7. 區域計畫之海域區，建議逐步納入國土計畫法體系之「海洋資源地區」。文彥委員。

	(六) 郭翡玉委員
	1. 國土整體空間規化策略建議增到產業發展的向度。
	2.  相關發展策略，敘明直轄市、縣市政府，惟如本計畫係為最高位的國土規劃，則建議相關文字可予以刪除。
	3. 建議可將策略五及七做整合，否則建議山坡地之規範。
	4. 其餘文字修改建議已給規劃團隊參考。

	(七) 黃世孟委員
	1. 國土整體空間規劃，建議策略五、七結合，並增加山區坡地的流域規劃為一國土空間單元。
	2. 策略一至七的分類方式應有邏輯，建議有空間分區的標示規劃原則，例如：北中南東區、流域區、行政區等。

	(八) 陳弘凷委員
	1. 第2頁表1之國土功能分區其分類劃設條件之妥適性宜再評估，且有關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之競合處理原則尚不夠具體，建議參考第8至17頁第參節方式擬定。以提高其可能性。
	2. 第18頁第四節建議納入水利署擬定之「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據以依水資源潛能調整國土利用方式。
	3. 第26頁，二、海岸防護治理一節文中，「因長年使用傳統海堤（指鋼筋混擬土為主之剛性材料）未經適當地方政府管理及巡視，造成部分海堤已不具防災效用、區位不適宜之情形。」其敘述不妥建議刪除。
	4. 第28頁，三、四有關水資源保育及災害潛勢地區劃設原則部會，建議坡地土砂災害及衍生水庫淤積、海岸侵蝕等課題一併研議納入。
	5. 第44頁城鄉發展地區分類及64頁，產業發展規劃，建議均應納入水資源潛能及水災災害潛勢，可參考納入水利署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等為重要評估因子。
	6. 整體策略提出七項，惟未就環境生態層面提出策略，建議予以考量。


	五、 散會(17:25)


	附錄
	
	陸、 會議發言紀錄：
	（一） 本次主要係延續六月份的會議，續請各國土計畫相關部會來進行協調會議。由於國土計畫今年已緊鑼密鼓的展開，預計今年年底以前會產生初步的結果，至明年二、三月則須提出初步的草稿，時程相當緊迫。因此針對上一次署內邀請之相關部會，針對上次的會議結論繼續研商。
	（二） 由於第二案情事比較單純，因此先討論第二案之內容。第二案為本次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後續完備之程序，今日為第一場，後續根據修正及回應的程序再來召開下一場次。
	（一） 若照目前議案安排時程，可能九月中就必須提交計畫內容，但會後僅有約十天之作業時程，略為緊迫。
	（一） 希望可以在今年將部門計畫資料提出，所以不會僅是十月上旬會議即確定內容。本次會議原訂應在八月底召開，所以各單位會覺得時程較趕，因此建議是否將下一場次會議往後延半個月召開，但還是希望能夠達成在今年底完成部門計畫之目標。
	（一） 今日會議須修正及提交之內容，協請各單位於本月月底提交，再視提交之情形及內容來安排十月份之會議。
	（一） 由於本次部門計畫似乎主要是針對設施型的內容，對於礦業這種資源型的內容似乎沒有著墨的部分，不知道上述類型的部門計畫應放置於本次全國國土計畫的哪個部分？
	（二） 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四條第三款規範國土空間發展策略應載明事項第三目中，有包含全國海域範圍內之礦業資源利用等之保育發展策略，但似乎僅止於海域，不知是否可以提供署內之窗口，已進行後續的請教。
	（一） 礦物局目前認為現行討論僅在海域內之礦物，應包含陸域的礦物部分應屬可行。本部份需求再請承辦科進行釐清，看其內容應放於哪個部分或需增加項目範疇。
	（二） 第一議題部分，由於上次已召開過會議，針對內容進行調整。建議本次討論的項目與子項由本署進行制定，細項部分則交由各主管機關來斟酌是否要調整名稱或增加項目。
	（三） 目前農業部分只有農業產業園區這一塊，有關農業發展政策不知道是否有需要補充。而國土計畫功能分區有農業發展區，對於該區農業規劃佈局，應該有更廣域的討論。
	（一） 農業未來的部門計畫將會參照現行全國區域計畫的農業部門計劃來進行撰寫。當初全國區域計畫即是按照農林漁牧業來進行編寫，因為部門計畫是為了土地利用型的計畫，因此應不僅限於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單項的內容，應包含農林漁牧甚至休閒農業等皆納入說明。
	（二） 另，有關交通運輸業的漁港部分，上次會議有建議應該項應是作為漁民停泊或卸貨之用，是發展漁業產業之所需，因此建議不納入運輸而應改為農業項目之一，在全國區域計畫內該項亦是放在農業項目進行論述。
	（一） 現在漁港由於其「港」的性質，因此放入交通運輸進行論述。但是漁業本身重點應不在運輸而是產業所需，工業港、商港應也有同樣的疑慮。因此建議上述內容應回歸該部門計畫之內容，而非放入交通運輸部門，較能進行整體論述。未來若有需要將所有港口納入交通運輸部門之必要性再來進行調整。
	（一） 工業專用港於設計時皆有其特殊性，主要配合產業園區的營運需要來設置，且工業港區有專港專用的性質，跟交通運輸供大眾運輸的性質不同，因此建議有關工業港區的部分亦建議納入工業產業項目。
	（一） 尊重各單位考量，漁港回歸農業部門，工業港回歸工業產業部門進營整體關聯性論述。
	十一、 經濟部工業局
	（一） 工業局係以產業發展政策來進行未來空間分配的說明。就經濟部轄管之內容，除了目前所列的項目外，另應納入加工出口處的部分。在本局9月2號的意見部分，針對目前的細項內容，以製造業而言定義較廣，產業或軟體園區也應於該項目下，因此建議產業園區應單獨列或併入製造業項目下，本局尊重署內意見。

	十二、 主席
	（一） 產業部分，在國土計畫的觀點而言，應討論產業轉型或輔導產業內容，應不會僅列出產業設施項目的區位空間。部門計畫內容應可對應各部門之施政白皮書或綱領的層級可能較為妥適。
	（二） 以產業而言，應討論未來產業轉型後的核心發展工業來進行討論，以工業局而言，有一個產業政策組，針對未來國家發展產業需求及規劃，較像全國國土計畫會討論之內容。未來到各縣市的國土計畫，再按照全國國土計畫的原則來扶植相關產業。以目前的未登記工廠的輔導，面臨不知如何取決產業的內容，可透過其是否符合目前國家產業政策來進行輔導，例如：省水、綠能、低汙染等產業類別，從產業發展的內容再來去指導其空間區位及內容。
	（三） 建議各部門計劃應可參考各部會的施政白皮書或綱領來進行部門計畫之研擬，例如：經濟部之水資源綱領等，裡面談到未來水供需之分析來符合國家人口產業之需要，政策引導分階段規劃應設置的平地水庫等設施。
	（一） 國土計畫法在第九條中明列全國國土計畫應表明事項，其中一個項目即是今日討論之部門計畫，主要是希望可以跟其他部門政策可以進行連結。所以各部門政策不論是施政白皮書或綱領，其關於土地使用或空間發展結構相關之事項，擷取進全國國土計畫，並藉由國土計畫的討論平台作為各部會了解彼此計畫的程序，而非僅討論有明確位置之工業區或其他設施位置。
	（二） 部門計畫之項目建議應回到各部會政策應表明之程度及內容，依該部門整體政策作為出發點來思考。以農委會提到之農業範圍，應不僅止於農業園區，而應包含農林漁牧的產業發展，這樣的整體發展方向較為符合國土法想要表達之政策意旨。工業的部分由於六月會議資料可能誤導各單位的思考方向，工業的範疇應不只侷限在目前所列之園區，建議不管從製造業、石化產業等經濟部主管之產業類別，未來的發展方向是否需要調整或維持，再以此為基礎進一步調整其「量」及「區位」。
	（一） 建議調整部會計畫之內容，不應落入太細的設施項目，而應回歸整體發展政策涉及之內容，引導後續各部會政策推廣，進而再連結到以農業為例其糧食安全，最後若入國土計畫應保留多少農地或農業發展用地。或以產業而言，其產業政策連結到相關產業規模，或按其產業類別（如：需有地緣性），來進行空間發展需求之衍伸，在後續開發時可做為參考。
	（二） 適才工業局提到的加工出口處，建議應往上思考其因應產業國際貿易所產生的加工出口需求來進行鋪陳，非僅針對加工出口區，而是整體產業政策來扮演更多的角色。
	（一） 就主席提示內容，應就產業整體發展政策來進行部門計畫之鋪陳，包含更上位的計畫發展，但就目前細項內容來看，其不同產業應包含不同的產業類型，以軟體科技園區部分，就目前規劃是放在服務業，
	（二） 但就目前主席指示，其應只為產業政策的不同類型發展，建議此部分應併為工業部門。就目前產業整體政策部分，目前規劃是希望可以導入「適地性」，就該地區的資源及外在環境因素，產生群聚資源效應，未來撰寫部門計畫時將朝向這個方向來努力。
	（一） 若部門計畫之寫法對於不同項目之細項內容是整體關聯性一起寫，尊重各部門對於細項調整之建議。以經濟部而言，應回歸其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之框架來撰寫，從整體框架來看產業政策，包括工業區閒置、開發再利用等，都應在政策的包裹裡面進行論述較為完整。
	（一） 科學園區的設置係依照「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後續會依主席之政策說明，後續針對科學工業的政策及相關空間發展來撰寫。
	（一） 電力依照經濟部建議移到公共設施部分，該調整予以尊重。礦業部份則是建議刪除，但礦業部份目前應置於何處探討？

	十九、 承辦科
	（一） 依照經濟部前次回應之內容，主要敘述礦業由於其沒有替代性，且須依其富存地區存在，建議不在部門計劃載明，而是透過國土計畫四大功能分區中之使用項目來進行管制，適地適性來進行發展。

	二十、 主席
	（一） 由於礦業有其不可替代性及區位特性，以石灰石而言僅在東部才有，之前規劃之和平水泥專業區，現在政策又希望不要設立。而在國土計畫中產業部份對於這種適地適性之產業內容應有所著墨，針對其是否應開發及其開發注意事項等，應從部門產業觀點來談。
	（二） 以水泥產業而言，由於其主要原料石灰的開採對於自然環境有一定的破壞性，但是為了開發又必須有石灰的支持，之前亦曾到行政院進行相關協調，決定石灰的開採僅以內需為主，外銷也有制定須在一定比例以下，以保護我國環境資源。因此針對水泥的使用量或者是未來發展趨勢（如：進口石灰），在礦業部份需要進行一些鋪陳，來指導後續的土地利用及區位。

	二十一、 經濟部礦業局
	（一） 國土計畫法第四條第五款的部門策略有將礦業及土石進行刪除，目前局內討論尊重署內的調整。唯，如果這部分移除那是否可以在第四條第三款部份有可以著墨發展的空間，但是第三款的條件又僅限海域，因此礦業部份想要知道可以放在何處進行討論。
	（一） 關於採礦政策建議仍留在部門計劃內。
	（二） 施行細則第四條第三款部份主要係在解釋母法第九條之內容，是為了闡述國土空間發展之定義而將海域部份內容進行說明，而非指陸域就不用寫。建議礦物局將相關政策進行統合放入部門計畫。

	二十三、 主席
	（一） 目前細項部份很多是「業別」，由於部門計劃主要是談整個部門未來的發展政策，因此建議不要落入「業別」內容。

	二十四、 承辦科
	（一） 服務業部分由於簡報製作疏漏，未將「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刪除，因為主辦機關認為此類主要為市場導向，對於目前大多是設施型的內容較不相符因此建議刪除。另於同項內容新增「觀光旅館」。

	二十五、 主席
	（一） 對於市場需求導向此一情由似不妥當，以方才礦物而言，其也需要市場需求才會有開採。主要是此一項目主辦機關對於產業未來需求及方式為何。
	（二） 以物流而言，由於其會與交通部或轉運場站有關聯，無論是機場、港口或交流道周邊地區，有其區位特殊性才有辦法與物流進行集散，因此應該對物流產業進行規劃。以往曾經規劃１９處的交流道特定區來安置物流貨物集散設施，未來倉儲物流應為一重要發展產業（例如：航空城），主管機關從空間上面應如何輔導或連結。

	二十六、 經濟部
	（一） 商業司因今日無法派員，當初會建議刪除「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是署內提供之建議，商業司評估本項除市場導向以外，且難以進行後續的空間分派。
	（二） 物流部分會後會再請教商業司評估納入部門計畫之可行性。

	二十七、 交通部觀光局
	（一） 依照發展觀光條例，觀光局權管相關產業包括觀光遊樂業、觀光旅館業、民宿及國家風景區等涉及到土地使用及空間發展部分，之後將照主席所說參考全國發展策略或白皮書等內容進行撰寫。
	（二） 由於部門計畫較為上位階，目前細項中是擺觀光旅館業，其涵蓋層面較小，會後將統整整體觀光旅遊發展內容，並視後續內容提報後再訂細項名稱及內容。

	二十八、 主席
	（一） 金融保險目前的主管機關應為金管會，針對未來若有災害潛勢的地區，若要施做公共建設有涉及到保險的問題。過往國內保險類別較少，國外會有保險業進行相關保險，會有潛在的災害發生機率。此類保險在國外較常有，國內現有的保險機制尚未有相關內容。之前會議有金管單位表示保險產品種類並非主管機關可控制，若無市場也不會出現相關產品。目前先同意把金融及保險業此項刪除。

	二十九、 交通部
	（一） 部門名稱部份，由於交通部目前有含括觀光、運輸等項目，後續提報時將分別檢送。目前項目內容依照本部意見修改為交通運輸，但是依照國土計畫施行細則，其原本條文內的名稱是用「運輸」。上次會提修改為「交通運輸」主要係因為尚包含觀光之內容，若現在觀光部分單獨處理，則建議本項目應回歸施行細則的名稱用「運輸」，此項就單談鐵公海空不談觀光。
	（二） 上次會議提到捷運及鄉、縣道部分，建議不列入全國國土計畫載明，而是列入縣市國土計畫進行規範。以捷運而言，雖建議由縣市國土計畫進行處理，但是在整體軌道的上位發展概念仍是會提到相關內容。以交通部目前的一日生活圈發展概念中有提到西部是以「軌道運輸為主，公路運輸為輔」，其中軌道部份就會提到高鐵、台鐵及部分捷運之內容，但較為細項的捷運空間發展則是建議回歸縣市國土計畫處理。

	三十、 交通部港務公司
	（一） 本次有增列港埠公共基礎設施與港埠營運設施之細項，此外希望可以保留本來提具的「商港」概念。因為商港涵蓋整體施行政策的經營管理及基礎建設規劃，若僅保留基礎及營運設施之文字，恐無法涵蓋整體商港的規劃。
	（二） 另，商港已包含國內與國際港口部份，建議國際港口之細項內容刪除。

	三十一、 主席
	（一） 尊重主管機關之建議。交通運輸項目名稱建議修改成「運輸」，道路及軌道系統內容請交通部進行整體內容鋪陳安排，就政策整體面進行整理。
	（二） 港口原在此次的資料總共分成工業港、漁港及國際港口，前兩者歸回到各該產業部門，國際港口則回歸到商港內容，就各該主管機關之內容需求進行調整。
	（三） 住宅與城鄉發展部份，目前安排僅有社會住宅及都會公園，是否要針對城鄉發展（如：都市計畫等）、區域計畫與人口影響之類的，是否有需要放入相關內容。

	三十二、 營建署國宅組
	（一） 在104年9月5號行政院有核定「整體住宅政策」，其主要的方向就是「住者適其屋」，其內容主要是住宅補貼還有社會住宅的推動。在6月的會議上有提供過意見，針對空間部門上我們主要就是針對社會住宅將地方政府的需求及資訊配合提供相關資料。
	（二） 這次住宅部分增加社會住宅的細項可以呼應到目前總統8年20萬戶住宅的政見，可以配合主席裁示將整體住宅政策方向進行研提，至於興辦的部分則是交由地方層級處理。但是如果回歸到整體住宅政策可能就不會有一些數據量的呈現。

	三十三、 主席
	（一） 建議回歸到「整體住宅政策」之內容，由於住宅政策內容很多（如：合宜住宅、青年住宅等），從整體政策衍伸出來的住宅工具，建議進行整體性的描述而非僅止於社會住宅。
	（二） 後續提交內容都會再經過審議及討論的過程，屆時內容足夠與否會再進行協商過程。

	三十四、 承辦科
	（一） 重要公共設施項目下醫療設施子巷內的細項「區域醫院及醫療中心」為筆誤，應為「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此為參照目前醫院分級來列。
	（二） 公立醫院與公立護理機構，衛福部有提出意見說不太理解此項之內容。規劃單位。主要是針對地方上不同層級醫院，針對防疫、救災或地方緊急醫療需求，公立護理機構則是衍伸的需求。這部份建議由後續衛福部整體計劃來進行項目調整。
	（三） 衛福部有建議增列長照設施項目，細項部份則是長期照護機構及社會福利設施，規劃單位認為也可以依照主辦機關意見進行修改。

	三十五、 衛生福利部
	（一） 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建議應將此項刪除。因為此項內容在每年是一個浮動的現象而非固定值，以區域醫院而言，大部分是由私人設立其不具有公共設施之性質存在。且民眾在就醫上不會因區域醫院或醫學中心而作為就醫的依據。
	（二） 有關公立醫院、護理機構以及長期照護機構單位在衛福部是由醫服會及照護司所主管。有關區域醫院部分由於本部過往都依照醫院級距的慣例在進行執行，認為把區域醫院獨立出來似乎無此需求。

	三十六、 主席
	（一） 衛生福利部目前針對醫療的部份是否有整體政策，或者針對醫療部分有哪些需要檢討的部分。因為過往依照醫院的分級健保也會有不同的收費，我國在此方面相較於其他國家醫療品質已經相當不錯，但以長照部份，是配合高齡化所需要提出的政策概念，不知道現在對於醫療部分後續是否還有政策內容？
	（二） 細項部分調整予以尊重。

	三十七、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一） 本署日前有函請希望將長照及社福設施列入重要公共設施的子項目。因為長照設施跟社會福利設施是不太一樣的，會將長照設施獨立出來主要是因為他不屬於醫療又不屬於社福。
	（二） 建議在子項部分可再增列一個社會福利設施，細項部分將視後續內容再進行文字上的處理。因為老人安養中心不屬於長照，但是老人養護中心就屬於長照，所以還是有類別上的不同

	三十八、 主席
	（一） 醫療在我們國內應多已到位，因此此部分尊重衛福部的說法予以移除。
	（二） 社會福利及長照設施部分尊重主管機關增設，還請遵照前述的整體政策內容來進行撰寫。

	三十九、 承辦科
	（一） 針對醫療設施部分其實有一些疑慮，若目前將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等刪除掉，就目前認知中此應為非常重要的公共設施，尤其包括像離島或偏鄉地區，想知道衛福部在醫療這一塊，在目前空間領域是否有任何想法或政策投射到空間來，雖將目前細項名稱移除，但仍請考慮參照類似交通部於觀光設施之內容，於此項目針對醫療設施項目詮釋後續的政策內容。
	（二） 目前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有關部門計畫部分，有針對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來進行陳述，包含發展目標及願景、發展預測及課題分析與空間發展分析與空間構想，對照到本次提出希望將此項刪除，對照到整體醫療提供的分布是關乎到國土發展的重要因素，就現在健保制度也有希望可以有一分級的發展，因此此項應仍與空間發展有關連。

	四十、 主席
	（一） 醫療設施應有其不同的服務範圍，其服務區域的大小在空間上應有其必要性的原則，也容易檢視此體系是否完整。

	四十一、 衛生福利部
	（一） 在本次細項中的公立醫院與公立護理機構，本部照護司及醫服會並無意見，建議依照上次會議結論，不增加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的細項。

	四十二、 主席
	（一） 醫療醫院是否有分等級，或者就不分公私立機構來進行整體醫療設施的扣連。因為不同分級的設施在空間上面就會有不同的服務範圍，這就會跟公共設施的服務會有關聯，若把該項移除，則該等級的醫療是否就不見了？
	（二） 若醫療醫院有分等級，則各該等級的醫療設施、資源、人力及病床數等，是否有其上位政策之指示。主要關鍵會是在醫療等級而非細項的名稱，將目前的政策內容放入。

	四十三、 衛生福利部
	（一） 醫院的層級與病床數並非有正相關，因此目前已解除此項相關性。
	（二） 若依照醫院等級會分成區域醫院、地區醫院跟醫學中心。醫院又依照其教學等級分成教學醫院及非教學醫院。

	四十四、 主席
	（一） 若醫院有分等級，則在全國的分布上就應檢視其設置的平衡性，因為醫療應具有公平性，因此在資源配置上就可以檢討各區域的平衡性，在空間關聯上應有其關聯性。
	（一） 國土計畫法在研擬的過程中，曾與衛福部討論在區域性部門計畫中要表達什麼。衛福部代表有表達出目前政策以非在增加病床數，在中長程計畫已轉成改善醫病關係等，跟空間或土地使用差距較大。但其中有提到針對偏鄉以及離島的醫療在地化，這跟空間應有其關聯性。建議會後再跟衛福部討論醫療政策在部門計劃中應表達什麼。

	四十六、 台北大學施博士慈魂
	（一） 從國土空間發展議題而言，若衛福部為台灣整體醫療政策的擬定者，則衛福部整體的醫療政策，以適才蔡科長所述，有一個落實偏鄉醫療之內容，則證明其在空間分布上仍有不足，所以希望能夠進行資源均衡配置，但此項內容必定會牽涉到土地的使用。
	（二） 若上述內容有牽涉到土地的使用，則會回到區域醫院或醫學中心的設置，若政策中沒有此項存在則無從寫起。

	四十七、 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江副執行長瑞祥
	（一） 目前衛福部所提出之內容是假定目前國內醫療使用已定型，不再有任何的擴建。但以前幾年而言，國發會也有提出自經區的概念，自經區內的國際醫美及醫療的新興需求應有空間、用地評估之必要。

	四十八、 衛生福利部
	（一） 目前確實還是有醫院擴建申請案，大部分都是由地方來進行審查，再送至衛福部進行審理。
	（二） 有關醫美的發展多以現行醫院為主，無法預估以後是否會有擴建的需求，依照現行國際中的醫美服務則多以目前醫美進行擴建來辦理。

	四十九、 主席
	（一） 因為目前現行以醫美或健檢而言，除了醫療以外可能還會結合特定地區來進行旅遊或相關休息娛樂服務，這部分應該有需要規劃。
	（二） 此部分尚有許多有待釐清，再麻煩與衛福部這邊進行接洽。

	五十、 教育部
	（一） 於區域計劃時由於大專院校以下多屬地方自治，因此區域計畫也是維持大專院校做為內容。上次會後也有跟國教署進行討論，但仍是認為大專院校以降比較屬於地方自治事項因此建議仍保持僅留大專院校。

	五十一、 文化部
	（一） 文化展演設施的子項是依循全國區域計畫內容而來，但是此子項的意涵較為狹隘，建議名稱改為文化設施。
	（二） 細項部分將根據計畫內容會後再提供確定文字給承辦單位。

	五十二、 環保署
	（一） 建議參考簡報28、29頁部份，由於上次會議已將重要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進行整併，因此環保署部份建議將環境保護設施列為子項標題，細項則依照簡報第28、29頁所列之細項內容進行撰寫。

	五十三、 氣象局
	（一） 無意見。

	五十四、 經濟部
	（一） 由於署內之前版本是分為重要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的部份，因為署內目前重新調整，將能源及水資源部份獨立出來。經目前檢視細項有些太細，加上文字上意涵有所重複，會後會將相關文字依照法令的用詞進行調整。
	（二） 大項目水資源建議可以改為水利，子項部份分為水利設施及公用水利設施。細項部分會後將再做討論。

	五十五、 主席
	（一） 能源及水資源部分依照目前場站的細項分類確實太細，還請主管機關協助調整。
	（二） 參考英國的能源白皮書，他的大標題分為再生能源、石化、油氣供需及儲存、電力路網與核能，用大標題來談政策，不會到目前細項內容太過於細。尊重主管機關後續調整。
	（三） 建議水利部份可參考水資源政策綱領內容進行整體政策說明。

	五十六、 承辦科
	（一） 依照上次會議在水資源項目細項原有分成各式不同的建造物，事後有討論水資源不僅止於建造物部份，希望針對全國水資源分配及利用相關策略提供後續空間配置的想法。

	五十七、 行政院環保署
	（一） 依照105年6月3日行政院長於立法院第九屆第一會期施政報告中有提及，因應國土計畫法之施行涉及國土利用之部門計劃應辦政策環評。本署在105年9月2號在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修正草案研商會議中與內政部研商就內政部所訂國土計畫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項目進行研商，請內政部就該法主管機關考量協商部門計劃程序及提報時效等因素提供政策性項目名稱，將納入本署後續研商會議中討論。

	五十八、 主席
	（一） 各部會現在都很期待在施政的過程裡面，要講出一個政策原則，而不是默默的做但是外界不能了解施政內容，所以這也是採取一個開放的方式讓各部會的施政可以被檢驗。
	（二） 目前部內也有在進行示範性的在政策中加入聽證程序，讓部會了解監督及民眾參與機制運作。
	（一） 環保署目前正在修政策環評的細項，但是內容尚未確定，會後將再把部內較為明確的建議回報給環保署參考。
	（一） 書面資料第九頁部份，有關內容篇幅至少為三頁，恐會超過。

	六十一、 主席
	（一） 尊重各部會論述方式，但是由於篇幅關係，屆時可能會有必要摘要的部份會再跟部會確認。


	柒、 會議結論
	一、 今日會議修正完成之內容在九月底以前請各部會協助繳交，針對提供之內容於整理後將儘快於十月再召開會議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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