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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及土地分區管制 

第一節  環境敏感地區 

依據 103 年 11 月全國區域計畫修正草案之指導，環境敏感地區類型按土地資源敏

感特性，可區分為災害敏感、生態敏感、文化景觀敏感、資源利用敏感及其他等 5類，

而依其敏感程度又可區分為第 1級環境敏感地區及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以下將依據該

計畫之指導，說明其劃設目的、分布與未來土地使用管理與變更建議原則。 

一、第 1 級環境敏感地 

（一）土地使用建議 

本地區除配合原住民族發展需要或災害安置、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外，原

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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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透過各項法令管制，以達災害防治、資源保育與環境保護目的。 

2.申請辦理非都市土地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或使用地變更編定者，除下列情形

之一者外，應避免位於環境敏感地區。 

（1）屬內政部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如穿

越性道路、公園、上下水道、自來水取供設施、通訊、電力設施、公有

平面停車場、國防設施等，且經各項環境敏感地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興辦者。 

（2）配合原住民族發展需要且經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各項環境敏感地區

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興辦者。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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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依各項環境敏感地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法令明定得許可或同意者。 

3.為整體規劃需要，對於不可避免夾雜之零星小面積土地，如納入都市計畫區

者，應檢討或規劃為保護區或保育等相關分區為原則。 

4.國家公園之土地除應符合本計畫之管制原則外，仍應依國家公園法及其國家

公園計畫管制。 

5.符合前項第 2點說明除外情形者，得申請使用分區變更或使用地變更編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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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土地使用指導： 

（1）申請人應依基地所位屬之環境敏感地區主管機關法規，針對從事開發行

為或土地利用之限制或禁止等規定，提出相關影響分析及因應措施納入

開發計畫或興辦事業計畫後，徵詢該主管機關是否符合其主管法規規

定，作為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准駁或變更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與否之參據。如有必要者，應依國土計畫法、公益信託法或相關法令規

定辦理生態補償。 

（2）位屬環境敏感地區案件規劃須注意事項： 

a.災害敏感類型環境敏感地區：應維護資源永續利用，避免不當開發而導

致資源耗竭，並宜採低密度開發利用，甚或視災害敏感之嚴重程度作適

度處理，如維持原始地形地貌、規劃作永久性開放空間使用或予以適當

退縮與留設緩衝空間。 

b.生態敏感類型環境敏感地區：應維持原有生態均衡，在不破壞生態環境

下，進行適宜之土地使用。 

c.文化景觀敏感類型環境敏感地區：應維護文化景觀資源完整及與其相容

使用。 

d.資源利用敏感類型環境敏感地區：應維護資源永續利用，避免不當開發

而導致資源耗竭，並宜採低密度之開發利用。 

6.除依上述事項及本章第三節有關重要保育（護）土地使用與變更指導辦理

外，各類型環境敏感地之土地使用管制應依全國區域計畫，以及有關之法令

規定辦理。 

（二）各項環境敏感地區分布及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茲將臺中市有關第 1 級環境敏感地之分布位置及土地使用指導原則如后，

另應須注意，環境敏感地區之類型與範圍應依中央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設、

公告之範圍及相關主管法令規範為準。 

 

表 6-1  第 1級環境敏感地彙整一覽表 

分

類 

項目 相關劃設依據 分布範圍與轄區內面積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災

害

敏

1.活動斷層兩側一

定範圍 

實施區域計畫

地區建築管理

辦法 

7 處活動斷層：三義斷

層、大甲斷層、鐵砧山斷

層、屯子腳斷層、清水斷

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活動斷層線

通過地區，當地縣（市）政府得劃定

範圍予以公告，並依下列規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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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項目 相關劃設依據 分布範圍與轄區內面積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感 層、車籠埔斷層及大茅埔-

雙冬斷層。 

（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

第 4條之 1及第 5條） 

1.不得興建公有建築物。 

2.依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得

為建築使用之土地，其建築物高度不

得超過 2 層樓、簷高不得超過 7 公

尺，並限作自用農舍或自用住宅使

用。 

3.於各種用地內申請建築自用農舍，

除其建築物高度不得超過 2層樓、簷

高不得超過 7公尺；且於各種用地內

申請建造自用農舍者，其總樓地板面

積不得超過 495平方公尺，建築面積

不得超過其耕地面積 10%，建築物高

度不得超過 3層樓並不得超過 10.5公

尺，但最大基層建築面積不得超過

330 平方公尺。 

2.特定水土保持區 水土保持法 和平博愛里（松鶴部落附

近的松鶴一溪與松鶴二溪

集水區），面積約 354 公

頃，佔全市面積 0.16%。 

經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之各類地

區，區內禁止任何開發行為，但攸關

水資源之重大建設、不涉及一定規模

以上之地貌改變及經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通過之自然遊憩區，經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者，不在此限。（水

土保持法第 19條） 

3.河川區域 水利法、河川

管理辦法 

大安溪、大甲溪與烏溪等

3個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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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平原一

級管制區 

水利法、河川

管理辦法、排

水管理辦法 

無公告之洪水平原或洪氾

區。 

— 

5.區域排水設施範

圍 

水利法、河川

管理辦法、排

12 條中央管區域排水與

130 條市管區域排水範圍

區域排水設施範圍內，禁止有水利法

第 78 之 3 條第 1 項規定之行為，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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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項目 相關劃設依據 分布範圍與轄區內面積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水管理辦法 內土地。 非經該河川管理機關或水利法主管

機關同意，不得為同條第 2項規定之

行為。（水利法第 78條之 3） 

生

態

敏

感 

6.國家公園區內之

特別景觀區、生

態保護區 

國家公園法 雪霸與太魯閣國家公園範

圍內屬特別景觀區、生態

保護區面積約 36,024 公

頃，佔全市面積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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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自然保留區 文化資產保存

法 

依文資法公告自然保留區

之「九九峰自然保留區」，

是在 921 地震之後於 89

年 5 月公告，位在草屯

鎮、國姓鄉及臺中市霧峰

區、太平區的交界處，面

積約 13公頃，佔全市面積

0.01%。 

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狀態。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84條） 

8.野生動物保護區 

9.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 

野生動物保育

法 

1.和平、清水、龍井、大

肚 

2.大肚溪口濕地（大肚溪

口野生動物保護區）面

積約 2,670 公頃，主要

保育對象為河口、海岸

生態系及其棲息的鳥類

等野生動物。 

3.七家灣溪濕地（櫻花鉤

吻鮭野生動物保護區）

位於和平區武陵農場七

家灣溪，約 7,125 公頃，

以保護櫻花鉤吻鮭及其

棲息與繁殖地。 

4.高美濕地（高美野生動

物保護區）面積約 701

公頃，主要保護對象為

濕地生態系及其棲息之

鳥類、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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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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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項目 相關劃設依據 分布範圍與轄區內面積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10.自然保護區 自然保護區設

置管理辦法

（森林法） 

雪霸自然保護區位於和平

區北邊地區，主要保護對

象包括：翠池地區玉山圓

柏純林、針闊葉林、冰河

特殊地形景觀、冰河遺跡

及野生動物…等，面積約

9,040 公頃，佔全市面積

4.08%。 

在自然保護區之永續利用區，經申請

管理經營機關或管理單位轉主管機

關許可者，得改變水文、地形、地貌

之行為。（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法

第 11條） 

11.沿海自然保護區 區域計畫法、

行政院核定之

「臺灣沿海地

區自然環境保

護計畫」 

臺中市未被劃入。 

— 

 12.國際級重要濕

地、國家級重要

濕地核心保護

區及生態保育

區 

濕地保育法 七家灣溪濕地（櫻花鉤吻

鮭野生動物保護區）、高美

濕地（高美野生動物保護

區）、大肚溪口濕地（大肚

溪口野生動物保護區）、東

勢人工濕地等為國家級重

要濕地，面積約 8,071 公

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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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化

景

觀

敏

感 

13.古蹟保存區 文化資產保存

法 

國定古蹟 2處，市定古蹟

40處。 

1.營建工程及其他開發行為，不得破

壞古蹟之完整、遮蓋古蹟之外貌或

阻塞其觀覽之通道；政府機關策定

重大營建工程計畫時，不得妨礙古

蹟之保存及維護。（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30條） 

2.為利古蹟之修復及再利用，有關其

建築管理、土地使用及消防安全等

事項，不受都市計畫法、建築法、

消防法及其相關法規全部或一部之

限制。（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2條） 

14.遺址 文化資產保存

法 

市定遺址 6處。 營建工程及其他開發行為，不得妨礙

遺址之保存及維護；政府機關策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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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項目 相關劃設依據 分布範圍與轄區內面積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大營建工程計畫時，不得妨礙遺址之

保存及維護。（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1

條） 

15.重要聚落保存區 文化資產保存

法 
－ — 

16.國家公園內之史

蹟保存區 

國家公園法 
－ — 

資

源

利

用

敏

感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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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用水管理條

例 

6 處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

區，包括稍來溪、小雪溪、

匹亞桑溪、志樂溪、四季

郎溪與七家灣溪等飲用水

水源水質保護區，面積約

27,937 公頃，佔全市面積

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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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水庫集水區（供

家用或供公共

給水） 

區域計畫法 大甲溪上游為「德基水庫

重要集水區」，面積約

51,427 公頃，佔全市面積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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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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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項目 相關劃設依據 分布範圍與轄區內面積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19.水庫蓄水範圍 水利法 包括天輪壩、青山壩、馬

鞍壩、德基、石岡壩、谷

關水庫等水庫蓄水範圍，

面積約 781公頃，佔全市

面積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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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森林（國有林

事業區、保安

林 等 森 林 地

區） 

20-2.森林（區域計

畫劃設之森林

區） 

20-3.森林（大專院

校實驗林地及

林業試驗林地

等森林地區） 

森林法 

 

 

區域計畫法 

 

森林法 

 

和平、大肚、外埔、潭子、

新社、霧峰、太平等，面

積約 126,911 公頃，佔全

市面積 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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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溫泉露頭及其一

定範圍 

溫泉法 
— — 

22.水產動植物繁殖

保育區 

漁業法 
— — 

23.優良農地 農業發展條

例、區域計畫

法施行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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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先徵得農業主管機關之同意。

（農業發展條例第 1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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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僅供參考，實際管制範圍仍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轄範圍為主。2.繪製原則應俟後續實際辦理情形調整。 

圖 6-1 第 1級環境敏感地分布示意圖（災害敏感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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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僅供參考，實際管制範圍仍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轄範圍為主。2.繪製原則應俟後續實際辦理情形調整。 

圖 6-2 第 1級環境敏感地分布示意圖（生態敏感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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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僅供參考，實際管制範圍仍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轄範圍為主。2.繪製原則應俟後續實際辦理情形調整。 

圖 6-3 第 1級環境敏感地分布示意圖（文化景觀敏感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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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僅供參考，實際管制範圍仍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轄範圍為主。2.繪製原則應俟後續實際辦理情形調整。 

圖 6-4 第 1級環境敏感地分布示意圖（資源利用敏感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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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2 級環境敏感地 

（一）土地使用建議 

為兼顧保育與開發目的，提供有條件開發之彈性空間，以達國土有效利用，

並加強管制條件，規範該類地區之土地使用種類及強度。 

1.加強管制條件，規範土地使用種類及強度。 

2.開發行為應落實整體規劃開發為原則。 

3.針對敏感地區特性，提出具體防範及補救措施。 

4.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訂定開發總量及標準，以作為使用分區或使用地檢討

變更之依據。 

5.申請使用分區變更或使用地變更編定案件之申請人應依基地所位屬之環境

敏感地區主管機關法規，針對從事開發行為或土地利用之限制或禁止等規

定，提出相關影響分析及因應措施納入開發計畫或興辦事業計畫。如有必要

者，應依國土計畫法、公益信託法或相關法令規定辦理生態補償。 

6.除依上述事項及本章第三節有關重要保育（護）土地使用與變更指導辦理

外，各類型環境敏感地之土地使用管制應依全國區域計畫，以及有關之法令

規定辦理。 

（二）各項環境敏感地區分布及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茲將臺中市有關第 2 級環境敏感地之分布位置及土地使用指導原則如后，

另應須注意，環境敏感地區之類型與範圍應依中央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設、

公告之範圍及相關主管法令規範為準。 

表 6-2  第 2級環境敏感地彙整一覽表 

分

類 
項目 相關劃設依據 分布範圍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災

害

敏

感 

1. 地質敏感區

（活動斷層、

山崩與地滑、

土石流） 

地質法 1.和平、東勢、新社、豐原、

潭子、北屯、太平、霧峰、

外埔、清水。 

2.921 之後臺中市境內的崩

塌地高達 3,928 處，共約

5,298 公頃，佔全市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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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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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項目 相關劃設依據 分布範圍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2.39%。 

3.106 條土石流潛勢溪流；

121 處山坡地屬加強保育

地。 

4.7處活動斷層：三義斷層、

大甲斷層、鐵砧山斷層、

屯子腳斷層、清水斷層、

車籠埔斷層及大茅埔 -雙

冬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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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平

原二級管制區 

水利法、河川管理辦

法、排水管理辦法 

無公告之洪水平原或洪氾

區。 － 

3.嚴重地層下陷

地區 

地下水管制辦法 無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 

4.海堤區域 水利法、海堤管理辦

法 

沿海地區。 海堤區域內，禁止有水利法第 63

之 5 條第 1 項規定之行為，且非

經主管機關許可，不得為同條第 2

項規定之行為。（水利法第 63 條

之 5） 

5.淹水潛勢地區

或易淹水地區 

災害防救法、水災潛

勢資料公開辦法 

沿海、烏溪水系沿岸低窪地

區。 

經濟部公開之水災潛勢資料僅供

防救災資訊揭露及各級政府災防

業務執行之參考；相關土地管制

或土地利用限制及其他相關措

施，應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法認定。（水災潛勢資料公開辦法

第 7條） 

6.山坡地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

例、水土保持法 

和平、東勢、新社、太平、

霧峰、大里、北屯、潭子、

豐原、石岡、后里、外埔、

大甲、大安、西屯、南屯、

大雅、神岡、烏日、大肚、

龍井、清水、沙鹿、梧棲等

區部分為山坡地，面積約

152,753 公頃，佔全市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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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分

類 
項目 相關劃設依據 分布範圍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68.97%。 

7.土石流潛勢溪

流 

災害防救法 

水災潛勢資料公開

辦法 

－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公開之土石流

潛勢溪流係供防救災資訊揭露及

各級政府災防業務執行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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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態

敏

感 

8.沿海一般保護

區 

區域計畫法、行政院

核定之「臺灣沿海地

區自然環境保護計

畫」 

臺中市未被劃入。 

－ 

9.海域區 區域計畫法、區域計

畫 

已登記土地外圍之地籍線

起，至領海外界線範圍間之

未登記水域，總面積約

166,374 公頃。 

1.海域區之利用應以生態保育為

原則，於海域區容許、許可使

用機制尚未建立前，應依各目

的事業法令規定核准使用。 

2.海域區之開發利用應以確保防

災設施之設置或使用、公共通

行權及公共使用權為優先。 

3.海域區涉及洋流空間流動性、功

能多元性和海域無法切割之特

性，無法於海域空間劃設地籍

管理，且海域區除部分設施

外，同時可存在許多活動行

為，為釐清用海秩序，應以「行

為」控管海域使用，並依各種

行為對海域環境衝擊程度，由

中央相關主管機關分級建立容

許使用審查機制。 

10.國家級重要

濕地之核心保

護區及生態復

育 區 以 外 分

區、地方及重

國家重要濕地保育

計畫（100～105年） 

七家灣溪濕地（櫻花鉤吻鮭

野生動物保護區）、高美濕地

（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大

肚溪口濕地（大肚溪口野生

動物保護區）、東勢人工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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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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項目 相關劃設依據 分布範圍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要濕地之核心

保護區及生態

復育區 

等為國家級重要濕地。 

文

化

景

觀

敏

感 

11.歷史建築 文化資產保存法 88處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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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受都市計畫

法、建築法、消防法及其相關法

規全部或一部之限制。（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 22條） 

12.聚落保存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 － 

13.文化景觀保

存區 

文化資產保存法 霧峰（霧峰光復新村省府眷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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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擬具文化景觀保存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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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保

存法第 56條） 

14.地質敏感區

（地質遺跡） 

地質法 
－ － 

15.國家公園內

之一般管制

區及遊憩區 

國家公園法 雪霸與太魯閣國家公園範圍

內屬一般管制區及遊憩區面

積約 6,795 公頃，佔全市面

積 3.07%。 

國家公園法第 14條之許可事項。

（國家公園法第 14條） 

資

源

利

用

敏

感 

16.水庫集水區

（非供家用

或供公共給

水） 

區域計畫法 

— — 

17.自來水水質

水量保護區 

自來水法 共劃設「外埔大甲第一水源

保護區」、「石岡壩水源保護

區」、「后里仁里水源保護區」

及「大甲溪流域天輪壩以上

水源保護區」等 4 處自來水

水質水量保護區，總面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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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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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項目 相關劃設依據 分布範圍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為 102,490 公頃，佔全市面

積 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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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礦區（場）、

礦 業 保 留

區、地下礦坑

分布地區 

礦業法 位於石岡、東勢、后里等區，

面積約 1,363 公頃，佔全市

面積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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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地質敏感區

（地下水補

注） 

地質法 

— — 

20.人工魚礁區

及保護礁區 

漁業法 臺灣海峽。 
— 

其

他 

21.氣象法之禁

止或限制建

築地區 

氣象法 

— — 

22.電信法之禁

止或限制建

築地區 

電信法 

— — 

23.民用航空法

之禁止或限

制建築地區

或高度管制

範圍 

民用航空法、航空站

飛行場助航設備四

周禁止限制建築物

及其他障礙物高度

管理辦法、航空站飛

行場及助航設備四

周禁止或限制燈光

照射角度管理辦法 

石岡、新社、和平（興辦事

業計畫之建物高度未達地表

60公尺者，免予查詢）。 

— 

24.航空噪音防 噪音管制法、機場周 清泉崗機場及新社機場附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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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項目 相關劃設依據 分布範圍 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制區 圍地區航空噪音防

制辦法。 

 

地區。 

25.核子反應器

設施周圍之

禁制區及低

密度人口區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

制法 
— — 

26.公路兩側禁

建限建地區 

公路法、公路兩側公

私有建築物與廣告

物禁建限建辦法 

— — 

27.大眾捷運系

統兩側禁建

限建地區 

大眾捷運法、大眾捷

運系統兩側禁建限

建辦法 

— — 

28.高速鐵路兩

側限建地區 

獎勵民間參與交通

建設毗鄰地區禁限

建辦法 

高速鐵路兩側一定範圍。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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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安全法 新社、太平、烏日、大肚、

清水及大甲等重要軍事設施

附近地區，其中，山地管制

區面積約 82,317公頃，佔全

市面積 37.17%；重要軍事設

施管制區面積約 22,238 公

頃，佔全市面積 10.04%。 

— 

30.要塞堡壘地

帶 

要塞堡壘地帶法 
— — 

31.其他依法劃

定應予限制

開發或建築

之地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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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僅供參考，實際管制範圍仍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轄範圍為主。2.繪製原則應俟後續實際辦理情形調整。 

圖 6-5 第 2級環境敏感地分布示意圖（災害敏感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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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僅供參考，實際管制範圍仍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轄範圍為主。2.繪製原則應俟後續實際辦理情形調整。 

圖 6-6 第 2級環境敏感地分布示意圖（生態敏感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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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僅供參考，實際管制範圍仍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轄範圍為主。2.繪製原則應俟後續實際辦理情形調整。 

圖 6-7 第 2級環境敏感地分布示意圖（文化景觀敏感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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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僅供參考，實際管制範圍仍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轄範圍為主。2.繪製原則應俟後續實際辦理情形調整。 

圖 6-8 第 2級環境敏感地分布示意圖（資源利用敏感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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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僅供參考，實際管制範圍仍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轄範圍為主。2.繪製原則應俟後續實際辦理情形調整。 

圖 6-9 第 2級環境敏感地分布示意圖（其他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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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指導原則 

有關本案依據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所套繪之環境敏感地區圖資，針對涉及

土地使用分區調整變更部分，依其所座落之區位（都市計畫地區與非都市土地），並

依據全國區域計畫指導以及相關法令規定，研擬各環境敏感地區嗣後之土地使用分區

變更指導原則，其說明如表 6-3。 

表 6-3  主要環境敏感地區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指導原則一覽表 

環境敏感地區 座落區位 變更指導原則 

重要濕地、野生動物

保護區、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自然保

護區及森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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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相關法令規範之利用原則訂

定相關管理事項內容。 

非都市土地 公有土地應優先檢討劃設或變更為資源型分區。 

地質敏感區（活動斷

層、山崩與地滑、土

石流）及山坡地 

都市計畫區 參考「非都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作業

要點」相關規定，基於整體規劃需要，針對不可

避免納入之環境敏感地區，應檢討劃設或變更為

保護區或保育等相關分區為原則。 

非都市土地 如屬山坡地保育條例或水土保持法第 3 條規定之

土地，並為地質敏感區者，應檢討劃設或變更為

山坡地保育區。 

優良農田 都市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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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都市土地 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非屬

環境敏感地區）及特定專用區等使用分區，如符

合特定農業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應檢討劃

設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都市計畫區 經水利主管機關依法公告之河川區域線或排水設

施範圍線內之土地，依據經濟部、內政部 93 年 1

月 13 日經水字第 09302600470 號及台內營字第

0920091568 號會銜函有關河川區及區域排水流經

都市計畫區之使用分區劃定原則，應檢討劃設或

變更為河川區。 

非都市土地 經水利主管機關依法公告之河川區域線或排水設

施範圍線內之土地，以其較寬者為界，檢討劃設

或變更為河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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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土地使用綱要計畫 

一、重要保育（護）土地之使用與變更指導原則 

茲依據內政部 103年 11月全國區域計畫修正草案之指導，提出下列重要保育（護）

土地之使用指導原則。 

（一）國家公園 

依國家公園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重要濕地、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1.位於法定保護區者，原則限制變更為其他使用或變更地形地貌，並應依野生

動物保育法、文化資產保存法、國家公園法、森林法等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法

令管理。 

2.位於都市計畫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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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相關法令規範修訂定相關管理事項內容。位於非都市土地者，

公有土地應優先檢討劃設為資源型分區。 

3.在不影響其生態系統之完整性與保護標的情況下，得以許可相容之土地使用

或產業發展。 

4.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土地得繼續為原有之使用，但其使用違反其他法律規定

者，依其規定處理。 

（三）自然保護區、森林 

1.為加強環境保護及自然生態保育，依據「臺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建議全面

禁伐天然林、水庫集水區保安林、自然保留區、國家公園及無法復舊造林地

區之林木，並加強國有林造林與森林撫育，厚植森林資源。 

2.依據森林法第 6條第 2項規定，以「林業用地」作為森林總量管制之標的，

應基於「零損失」目標，進行總量管制。 

3.屬天然林者，原則限制變更為其他使用或變更地形地貌。 

4.位於都市計畫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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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相關法令規範之利用原則訂定相關管理事項內容。位於非都市

土地者，公有土地應優先檢討劃設為資源型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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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庫集水區與水庫蓄水範圍 

1.為因應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法律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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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相關執行計畫後由相關主管機關執行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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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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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

水庫及其集水區之保育及永續利用。 

3.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公共給水）與水庫蓄水範圍內土地，除配合原住民族

發展需要、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外，原則應避免作非保育目的之發展及任何

開發行為。 

（五）海岸地區及海域區 

1.海岸地區 

（1）為促進海岸地區天然資源之保育利用、兼顧災害防護與開發利用，各種

開發利用行為應審慎，開發利用過程中，對自然環境有重大之影響者，

應以保護與防護為優先考慮，以達成海岸土地最適利用，另在確保自然

環境條件下，應兼顧民眾親水權、公共通行權及公共水域之使用權。 

（2）海岸各種設施興建，除考量防災安全需要外，應避免影響生態棲息環境

及對視覺景觀之衝擊。 

（3）海岸地區進行各類型建設或計畫，皆應妥適規劃，避免破壞原有之自然

生態環境，並依下列自然環境保護原則辦理： 

a.海岸地區之潟湖、珊瑚礁岩、紅樹林、沙丘、保安林等自然資源兼具天

然屏障機能，應予保護。 

b.海岸潮間帶應避免施設非必要人工設施。 

c.為維護地區生態環境之完整，海岸地區應避免興建非必要設施，以確保

自然海岸線不再降低，維持自然環境平衡，並營造自然生態景觀海岸。 

（4）海岸工程之施設，應避免造成鄰近海岸線之侵蝕或淤積。 

（5）為因應氣候變遷，市政府應依另行分析評估海岸災害之潛勢，及災害之

影響程度與地區，綜合界定海岸防護範圍；另考量安全防災需要，積極

調整海岸地區之土地使用計畫（都市計畫、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使用

地及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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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域區 

（1）海域區之利用應以生態保育為原則，於海域區容許、許可使用機制尚未

建立前，應依各目的事業法令規定核准使用。 

（2）海域區之開發利用應以確保防災設施之設置或使用、公共通行權及公共

使用權為優先。 

（3）海域區涉及洋流空間流動性、功能多元性和海域無法切割之特性，無法

於海域空間劃設地籍管理，且海域區除部分設施外，同時可存在許多活

動行為，為釐清用海秩序，應以「行為」控管海域使用，並依各種行為

對海域環境衝擊程度，由中央相關主管機關分級建立容許使用審查機制。 

（六）優良農地 

農地以維持農業使用為原則，但有變更使用需要時，應按下列原則辦理： 

1.非都市土地特定農業區應儘量避免變更使用。 

2.農業用地於變更為非農業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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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區域計畫法及相關法令規定辦理使用分區（使用

地）變更。 

3.農地變更使用，避免影響整體農業經營環境，並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02

年 8月 6日農企字第 1020012756A 號令修正發布「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

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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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該

事業用地之土地利用現況及檢討都市計畫區工業區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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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臺中市應維護農地總量不得低於

103 年 11 月全國區域計畫草案指導之 4.30 萬公頃，始得進行農業用地變更

審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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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鄉發展 

（一）城鄉發展基本原則 

1.應優先使用既有都市計畫地區之土地 

依據目前第二章第四節土地使用現況分析指出，臺中市目前都市計畫區計

畫人口共 3,089,600 人，103 年底臺中市人口現況總計 272 萬餘，而依據 103 年

都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指出，臺中市都市地區人口約 231萬餘，顯示部分都市

土地仍有待開發利用之空間；因此應以使用既有都市計畫地區之土地為優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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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等相關活動盡量引導至都市計畫地區，避免都市擴張蔓延。 

2.非都市土地應以加強保育及永續發展為前提  

非都市土地應維持既有發展量，以維護鄉村地區優美自然景觀，並維持自

然涵養能力，不宜同意各案零星申請住宅社區開發。 

3.除以下原則外不得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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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之大眾運輸系統廠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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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不得新訂擴大都市

計畫。 

（二）發展策略與發展優先順序 

有關城鄉發展策略與發展優先順序部分，請詳第四章第二節城鄉發展模式。 

（三）農地維護與未登記工廠輔導 

有關農地維護與未登記工廠輔導部分，應依經濟部相關輔導政策、第五

章第三節有關未登記工廠輔導策略等辦理。 

配合經濟部未登記工廠輔導政策，臺中市已劃定 52 處特定區，其中，9

處位於都市計畫區者，應依經濟部相關政策、都市計畫法與其他等相關規定

辦理外，其餘 43 處位於非都市土地者，得依政策、「產業創新條例」與相關

法令規定申請設置產業園區，並應考量有無影響該地區周邊整體農業經營環

境，其區位與範圍得視實際辦理情形調整之。 

此外，依據行政院核定之「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規定，針對

52處公告特定地區作輔導分類分級之優先順序，其相關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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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都市計畫區 

（1）於面積規模部分，4處（1處位於工業區，3處位於農業區）達 3公頃以

上之工廠群聚規模，其餘 5 處均未達前開工廠群聚規模；於土地使用分

區部分，除 1處位於工業區外，其餘 8處均位於農業區內。 

（2）建議輔導優先順序，3 處位於農業區且工廠群聚規模達 3 公頃以上者優

先輔導，其次則為 5處位於農業區未達前開工廠群聚規模者。 

2.非都市土地 

（1）於面積規模部分，介於 2.02 至 4.88 公頃之間，均未達 5 公頃以上之工

廠群聚規模；於土地使用分區部分，30 處位於特定農業區，8 處位於一

般農業區，2處位於特定農業區與鄉村區，1處位於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

業區，2處位於山坡地保育區。 

（2）建議輔導優先順序，8 處位於一般農業區及 2 處位於山坡地保育區者優

先輔導，其次則為 30處位於特定農業區、1處位於特定農業區與鄉村區、

1處位於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及 1處位於一般農業區與鄉村區者。 

表 6-4 為臺中市公告特定地區之區位統計一覽表，表 6-5為臺中市公告特

定地區之地號與面積統計一覽表，表 6-6為臺中市公告特定地區建議輔導順序

一覽表；圖 6-10至圖 6-13為輔導特定地區合法化之區位示意圖。 

表 6-4  臺中市公告特定地區之區位統計一覽表 

行政區 
都市 

計畫區 

特定 

農業區 

一般 

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與

一般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

與鄉村區 

一般農業區與

鄉村區 

山坡地

保育區 
小計 

外埔區 — 4 — — — — — 4 

大肚區 1 1 — — — — — 2 

大里區 — 5 2 — — — — 7 

烏日區 — 7 — — — — — 7 

大甲區 — 2 — — 1 — — 3 

后里區 — 2 — 1 — — — 3 

神岡區 1 6 4 — — — — 11 

清水區 1 — 2 — — 1 — 4 

潭子區 1 1 — — — — 2 4 

大雅區 — 1 — — — — — 1 

石岡區 2 — — — — — — 2 

西屯區 1 — — — — — — 1 

豐原區 1 — — — — — — 1 

霧峰區 — 1 — — — — — 1 

南屯區 1 —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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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區 
都市 

計畫區 

特定 

農業區 

一般 

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與

一般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

與鄉村區 

一般農業區與

鄉村區 

山坡地

保育區 
小計 

小計 9 30 8 1 1 1 2 52 

資料來源：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01年。 

 

 

 

 
圖 6-10 輔導特定地區合法化之區位示意圖（一） 

資料來源：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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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輔導特定地區合法化之區位示意圖（二） 

資料來源：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01年。 

 

 
圖 6-12 輔導特定地區合法化之區位示意圖（三） 

資料來源：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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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輔導特定地區合法化之區位示意圖（四） 

資料來源：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01年。 

 

 

 

表 6-5  臺中市公告特定地區之地號與面積統計一覽表 

行政區 編號 使用分區 地號 面積（公頃） 

外埔區 1 
特定農業

區 

新磁磘段 51、55、56、58、59、86、87、32、32-2、28、31、

33、34、35、36、37、37-1、32-3、32-4、32-5、39、49、50、

57、40、41、42、43、44、45、46、47、48、32-1 及 83 地

號等 35筆 

2.81 

外埔區 2 
特定農業

區 

馬鳴埔段 356-1、356-2、356-3、356-4、356-5、356-6、356-7、

357、357-2、357-4、357-5、358、358-1、358-3、358-4、359-1、

359-2、359-4、656、657、658、659及 659-1地號等 23筆 

2.92 

外埔區 3 
特定農業

區 

三崁段 969、970、971、972、973、974、974-1、975、975-1

地號等 9 筆 

4.70 

外埔區 4 
特定農業

區 
大甲東段 72-45、79-5、79-42、79-44 地號等 4筆 

2.28 

大肚區 1 
都市計畫

農業區 

追分段 662、662-2、662-4、663、664、665、667、668、669

及部分 769地號等 10筆 

2.02 

大肚區 2 
特定農業

區 

溪洲段 585、586、587、588、589、639、640、640-1、641、

641-1、642、643、661、662、663、666、589-1、644、645、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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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區 編號 使用分區 地號 面積（公頃） 

637-2 地號等 20 筆 

大里區 1 
特定農業

區 

西湖南段 54、55、56、56-1、56-2、57、58、59、60、61、

62、63、64、65、66、86、87、88、89、97及 98地號等 21

筆 

3.23 

大里區 2 
一般農業

區 

西湖北段第 865、866、867、868、871、876、877、878 地

號等 8筆 

2.19 

大里區 3 
特定農業

區 
仁美段 86、91、91-1、86-1地號等 4 筆 

3.73 

大里區 4 
特定農業

區 

仁美段 38、39、40、52、52-1、52-2、52-3、52-4、54、55、

56、51地號等 12筆 

2.40 

大里區 5 
特定農業

區 

西湖南段第 384、385、385-2、385-4、385-5、391、392、393、

394、395、396、397、400、401、402、403、403-1、403-2、

406、407、408、409、410、411、412、413、414、415、416、

418、421、422、423、424、425 地號等 35 筆 

4.14 

大里區 6 
特定農業

區 

西湖北段 229、230、231、232、238、239、240、241、243、

244、245、246、351地號等 13 筆 

2.12 

大里區 7 
一般農業

區 

西湖北段 15、16、16-1、17、19、21、384、385、386、387、

388、389、390、391、392、393、398、399、400、401、402、

403、404、405、406、407、408、409、410、411、412、413、

414、415、416、417、418、419、420、421、422 地號等 41

筆 

4.88 

烏日區 1 
特定農業

區 

螺潭段 541、542、543、544、545、546、560、561、562、

563、564、587、588、554、570、571及 572地號等 17 筆 

2.88 

烏日區 2 
特定農業

區 

溪南西段 2233、2234、2235、2236、2237、2238、2239、2240、

2241、2242、2404、2404-1、2405、2406、2407、2408、2409、

2410、2411、2412 地號等 20 筆 

4.78 

烏日區 3 
特定農業

區 

同安厝段 623、623-5、623-18、623-19、623-20 及 648 等 6

筆 

2.50 

烏日區 4 
特定農業

區 

同安厝段 667-2、668、668-1、668-2、668-8、668-16、668-20、

668-21、668-22、669-3及 669-4 等 11筆 

2.15 

烏日區 5 
特定農業

區 

溪南東段 1420、1421、1422、2248、2183、2184、2115、2116、

2063、2064、2065、2066、1422-1、2061、2247、2246、2245、

2181、2180、2179及 2114地號等 21筆 

2.91 

烏日區 6 
特定農業

區 

螺潭段 768、768-3、768-4、768-5、770、770-1、772、773、

774、775、776、777、778、765、779、780、781 及 783 地

號等 18筆 

2.88 

烏日區 7 特定農業 螺潭段 1123、1124、1125、1126、1127、1128、1129、1130、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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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區 編號 使用分區 地號 面積（公頃） 

區 1131、1132、1133、1134、1135、1139、1140、1142、1143、

1144、1137 及 1138地號等 20 筆 

大甲區 1 
特定農業

區 

武陵段 2、4、4-2、14 地號、義和段 37、38、39、40、44、

45、46、50、51、52、53、54 地號等 16 筆 

2.12 

大甲區 2 
特定農業

區 

甲惠段 418-1、420、421、422、423、448、449、450、467、

468、469、469-1、470、471、472、473、474、475、476、

477、478、478-1、479、480、501、502、503、504、505、

506、507、555、556、556-1、556-2、581、582、583 號等

38 筆 

4.60 

大甲區 3 

特定農業

區與鄉村

區 

武陵段 239-2、240、241、242、242-1、249、259、270、270-1、

274、238、239-3、275、275-1、239-1、239 及 281 地號等

17 筆 

4.36 

后里區 1 

特定農業

區與一般

農業區 

舊社段 424、424-1、424-2、101、101-20、101-21、101-22、

101-23、101-24、101-25、101-26、101-27 及 101-28 地號等

13 筆 

4.06 

后里區 2 
特定農業

區 

中社段 206-12、206-27、268、部分 268-1、部分 268-11、部

分 268-12、375、376、376-1、部分 387、388、388-1、部分

268-10、377、部分 377-1、377-2 及部分 378等 17 筆 

2.57 

后里區 3 
特定農業

區 

公館段 11、11-3、11-4、11-5、11-15、19、19-1、19-2、19-5、

19-6、20-1、20-8、20-12及 20-13 地號等 14 筆 

2.21 

神岡區 1 
一般農業

區 

新庄子段第 286-2、287-2、288、289、290-1、293、293-1、

297、298 地號等 9筆 

3.64 

神岡區 2 
特定農業

區 

山皮段 266-10、266-11、266-12、266-21、266-23、266-28、

274-4、274-5、274-7、274-11、274-12、274、274-10、274-13

及 282-1 地號等 15 筆 

2.85 

神岡區 3 
特定農業

區 

下溪洲段后寮小段 29-100、29-101、29-105、29-115、29-404、

29-849、29-851、29-853、29-879、29-880、29-881、29-882、

29-883、29-1023、29-1024地號及未登錄地 1筆等 16筆 

2.22 

神岡區 4 
特定農業

區 

下溪洲段後壁厝小段 448-1、448-2、449、450、451-2、768-1、

768-10、768-35、778、448、449-1 及 451-1等 12 筆 

2.76 

神岡區 5 
特定農業

區 

北庄段 508-10、508-13、508-29、508-30、508-31、508-32、

508-33、508-4、508-7、508-8、509、509-2、509-3、509-4

及 509-6 地號等 15 筆 

2.06 

神岡區 6 
都市計畫

工業區等 

圳堵段 318-5、319、319-17、319-18、319-19 及神圳段 1014-2、

1014-3、1014-4、1016、1017、1018、1019、1019-1、1019-2、

1019-3、1019-4、1020、1026、1027、1028、1032、1034、

1035、1036、1049、1050、1051、1054、1055、1056、1057、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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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區 編號 使用分區 地號 面積（公頃） 

1058、1059、1060、1061、1062、1063、1063-2、1066及 1069

地號等 40筆 

神岡區 7 
一般農業

區 
新庄子段 188、188-13、189 地號等 3筆 

2.74 

神岡區 8 
特定農業

區 

北庄段 146、146-6、146-22、146-23、146-24、146-27、146-28、

146-29、149-3、149-4、150-14 及 150地號等 12筆 

2.19 

神岡區 9 
一般農業

區 
新庄子段 233、234、235、235-1、242地號等 5 筆 

2.30 

神岡區 10 
一般農業

區 

新庄子段 489、493-3、493-4、494-4、495、495-1、496-1、

496-2、497、498、498-1、499、499-1、499-2及 500地號等

15 筆 

3.82 

神岡區 11 
特定農業

區 

下溪洲段後壁厝小段 5-2、5-14、7-4、7-6、11、11-1、11-2、

11-5、11-8 及 11-9 地號等 10 筆 

2.04 

清水區 1 
一般農業

區 

大突寮段十塊寮小段 168-1、168-2、179、180-1、182、183、

184、26-1、26-3、41、42、42-1、未登錄（2 筆計 288 平方

公尺）地號等 14筆 

3.38 

清水區 2 
一般農業

區 
海風段 380、384、385、386、387、388、389地號等 7筆 

2.02 

清水區 3 

一般農業

區與鄉村

區 

海風段 322、324、325、343、344、345、346、347、348、

349、350、448、449、449-1、449-2、449-3、449-4、450、

351-1、341-8、341-9地號等 21 筆 

2.30 

清水區 4 
都市計畫

農業區 
楊厝段 1216、1217、1372、1373及 1376 地號等 5筆 

2.44 

潭子區 1 
特定農業

區 

聚興段 118、118-1、118-2、118-6、118-7、118-8、118-9、

118-10、118-11、118-12、119、122-1、122-2、125、127-2、

128、122、122-3、123及 123-2 地號等 20筆 

2.59 

潭子區 2 
山坡地保

育區 

聚興段 146、147、147-1、147-2、152、152-2、152-3、152-4、

152-5及 152-6 地號等 10筆 

2.18 

潭子區 3 
山坡地保

育區 

聚興段 156、156-1、159、159-6、159-4、159-5 及 159-3 地

號等 7筆 

2.36 

潭子區 4 
都市計畫

農業區 

大埔厝段牛埔子小段 17-1、17-3、17-5、19-13、24、24-6、

36、37-1、37-2、37-3、37-4、37-5、37-9、37-19、37-26、

37-27、37-28、37-30、37-31、37-32、116-1、116-2、117、

118、119-1、119-3、119-4、125-2 及 129地號等 29筆 

4.63 

大雅區 1 
特定農業

區 

自強段 2501、2502、2504、2504-1、2506、2506-1、2508、

2510、2511、2512、2513、2514、2515、2940-1、2500、2496、

2497、2495、2495-1、2491、2492、2492-1、2493 及 2488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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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區 編號 使用分區 地號 面積（公頃） 

地號等 24筆 

石岡區 1 
都市計畫

農業區 

新金星段 152、153、154、155、156、157、158-1、160、431、

1-1、1-13、1-14、1-15及 1-16 地號等 14 筆 

2.17 

石岡區 2 
都市計畫

農業區 

新金星段 385、386、387、388、389、390、391、392、393、

394、395、701、702、703、709、710、711、712、714、714-1、

714-2、714-3、714-4、715、715-1、715-2、715-3、715-4、

715-5、715-6、784、785、786、787、787-1、788、788-2、

789、791、792及 793地號等 41 筆 

3.92 

西屯區 1 
都市計畫

農業區 
東林段 167及 168地號等 2筆 

2.06 

豐原區 1 
都市計畫

農業區 

鎮宮段 754、755、802-3、811、814、815、816、818、825、

826、827及 828 地號等 12筆 

2.09 

霧峰區 1 
特定農業

區 

南勢西段 1286、1287、1300、1301、1302、1303及 1304 地

號等 7筆 

2.79 

南屯區 1 
都市計畫

農業區 
台安段 57-2、57-3、57-6、90-3、91、92 地號等 6筆 

3.87 

資料來源：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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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臺中市公告特定地區建議輔導順序一覽表 

項目 面積規模 土地使用分區 公告特地區編號 輔導順序 

都市

計畫

區 

達 3公頃以上 農業區 潭子 4、石岡 2、南屯 1 優先 

工業區 神岡 6 － 

未達 3公頃 農業區 大肚 1、清水 4、石岡 1、

西屯 1、豐原 1 

次優先 

非都

市土

地 

未達 5公頃 一般農業區 大里 2、大里 7、神岡 1、

神岡 7、神岡 9、神岡 10、

清水 1、清水 2 

優先 

山坡地保育區 潭子 2、潭子 3 

特定農業區 外埔 1、外埔 2、外埔 3、

外埔 4、大肚 2、大里 1、

大里 3、大里 4、大里 5、

大里 6、烏日 1、烏日 2、

烏日 3、烏日 4、烏日 5、

烏日 6、烏日 7、大甲 1、

大甲 2、后里 2、后里 3、

神岡 2、神岡 3、神岡 4、

神岡 5、神岡 8、神岡 11、

潭子 1；大雅 1、霧峰 1 

次優先 

特定農業區與鄉村區 大甲 3 

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

業區 

后里 1 

一般農業區與鄉村區 清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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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與原則 

（一）基本原則 

為落實臺中市區域計畫對於土地使用之指導，本計畫之環境保育、資源供

給、城鄉發展、產業需求等整體政策與方向，應於土地開發利用之空間與規模提

供指導，此有助於國土有秩序利用外，亦對於欲開發利用之政府或私人，提供更

明確符合區域發展需求之區位選擇，減少開發利用成本，並可避免土地誤用或不

合理利用情形。因此，本計畫依全國區域計畫草案之指導訂定為開發利用申請設

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之指導原則，並於本計畫劃設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之

區位。 

（二）適用對象 

以開發利用為住宅社區、高爾夫球場、觀光遊憩、學校、殯葬設施、廢棄

物處理設施、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處理場、土石採取場、交通建設、工業區、科

學工業園區、各種產業園區、工商綜合區等所有公部門或私部門需申請非都市土

地設施型分區變更（鄉村區、工業區、設施型風景區及特定專用區）之案件。 

（三）劃設條件 

為開發利用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之指導原則，應綜合考量環境容

受力、資源提供、成長管理、產業需求等因素後，劃設適當之申請開發區位及規

模，其劃設條件與方式如下： 

1. 環境資源條件 

考量環境容受力，按下列條件先劃設適當之區位環境： 

（1）應避免位於區域計畫所指定之環境敏感地區、大肚山山坡地範圍內之林

業用地與林業使用土地等。 

（2）除依相關法令已限制開發利用者，其餘如有下列情形之一，需將環境敏

感地區劃設為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者，應說明納入理由，並按

其敏感地區性質訂定該地區使用原則及開發注意事項，作為未來申請開

發利用之依據： 

（a）因整體效益評估無可避免使用零星狹小之環境敏感地區或基於整體

發展需要，須將其納入。 

（b）環境敏感地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有整體發展計畫或政策，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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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機關會商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而訂有整體發展計畫或政策，部分

需辦理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以達改善目的等情形。 

2. 成長管理劃設規模條件 

依前項條件劃設之區位，再依下列條件檢討區位規模，必要時得指定使

用性質： 

（1）應按水資源供應餘裕量及考量各類活動之用水特性，推估各種設施型使

用分區或使用地變更之規模。 

（2）除配合災害安置之需要外，住宅社區之劃設，應依本案計畫目標年人口

總量及住宅需求總量，以及訂定之城鄉發展優先次序，優先分派於既有

都市計畫地區後，以其餘之人口及住宅需求總量作為住宅社區規模劃設

之上限。 

（3）工業區、科學工業園區或各種產業園區等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劃

設，應按下列條件辦理： 

a.應表明該事業之需求總量、區位無可替代性及其發展面積規模者。 

b.前述區位無可替代性之檢討，應表明下列事項： 

（a）節約土地利用原則：既有工業區、科學工業園區或各種產業園區，

如有老舊、低度使用等情形，應優先評估以更新方式或釋出之可行

性。 

（b）閒置產業用地優先檢討利用原則：既有工業區、科學工業園區或各

種產業園區，如有閒置未利用土地情形，未來相關工業或產業之發

展需要應評估優先使用之可行性。 

（c）其他開發性質用地需求發展用地劃設規模：如有其他開發性質用地

需求，應按前開（3）工業區、科學工業園區或各種產業園區之規模

檢討條件辦理。 

 

3. 開發性質劃設區位條件 

依前 2 項劃設條件劃設之區位及規模，如為下列開發性質，應再按

各該條件優先考量開發區位： 

（1）各種開發性質之使用應與環境敏感地區保持適當緩衝距離為原則。 

（2）住宅社區： 

a.應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a）為滿足住宅產生之旅次行為並以大眾運輸系統為導向，毗鄰鄉村區

且位於鐵路及客運轉運站 1 公里範圍內或都會捷運、輕軌等系統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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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500公尺範圍內。 

（b）配合重大產業建設投資衍生住宅需求，於該產業基地範圍內設置住

宅社區者。 

（c）配合災害安置者。 

b.除配合災害安置者外，其餘距離中小學通勤時間應在 30 分鐘時間範圍

內為原則。 

c.除配合災害安置者外，其餘應位於自來水供應、警察及消防設施足以涵

蓋之服務範圍。 

d.應設置相關污水處理、滯洪與保水等設施。 

（3）工業區、科學園區或其他以工、商發展為目的之產業園區： 

a.考量各種產業所衍生人、貨物旅次需求，位於高速公路交流道、高鐵車

站、國際機場、國際港口或臺鐵車站一定行車距離範圍內，可提供旅

運服務或運用其運輸系統滿足需求者。 

b.擬劃設工業區、科學工業園區或其他以工、商發展為目的之產業園區之

區位中心半徑 10公里範圍內，有下列情形之一： 

（a）已有工業區、科學園區或產業園區或既有工廠達一定數量或形成聚

落，可提供既有產業發展基礎或形成產業聚落潛能。 

（b）已有相關工業、科技、研發之大專院校或研發機構並與其配合，可

提供研發及人力環境。 

（4）觀光遊憩：應配合本案觀光遊憩內容中有關天然、人文景觀資源之開發

指導。 

（5）既有已發展地區：都市計畫地區或已開發利用之設施型使用分區之周邊

土地與既有發展有擴大之需求或必要性。 

（四）設施型分區劃設 

本計畫為因應太平坪林地區防洪治水，以及目前規劃中之潭子聚興產業園

區、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以及太平產業園區，一共劃設 4 處設施型分區，

以下針對各劃設之設施行分區作說明： 

1.因應滯洪需求劃設之設施型分區 

依據「臺中縣管區域排水坪林排水系統規劃報告」，該滯洪池約 1.42 公

頃，有 36,000 立方公尺之滯洪容量，對於太平坪林排水下游一帶長年水患問

題具有改善之效果。 

另依據「研商推動流域型滯洪設施設置法令及政策可行性」之會議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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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都市計畫或區域計畫擬定之角度，先行評估滯洪池可能設置之區域及

面積，以利都發局辦理時能預留足夠之土地」，因此為減緩當地多年以來之淹

水問題，本計畫劃設一處設施型分區以供未來規劃滯洪池之用，滯洪池區區

位詳見圖 6-14。 

 

 
圖 6-14 滯洪池設施型分區示意圖 

 

2.配合規劃中之產業園區劃設之設施型分區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依據產業創新條例暨其施行細則、工業區委託開

發租售管理辦法及相關法令，規劃中之產業園區共有 3 處位於非都市土地，

如下表 6-7。包含潭子聚興產業園區（14.76 公頃）、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

期（55.27公頃）以及太平產業園區（14.37 公頃）。 

表 6-7  配合規劃中之產業園區劃設之設施型分區一覽表 

產業園區 面積 開發進度 

潭子聚興產業園區 14.76公頃 
於103年10月底經臺中市政府環保局公
告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
區二期 

55.27公頃 二階環境影響評估階段 

太平產業園區 14.37公頃 
於 103年 7月 29日經臺中市政府環保局
公告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資料來源：台中市經濟發展局，104 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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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 設施型分區－潭子聚興產業園區區位示意圖 

 

 
圖 6-16 設施型分區－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二期區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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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設施型分區－太平產業園區區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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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土地使用分區劃定與檢討 

一、土地使用分區劃定 

（一）非都市土地 

非都市土地各使用分區應依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第 13條規定劃定，尚未劃

定使用分區或已有使用分區但須檢討變更者，則依「區域計畫法」等相關規定與

本案之土地使用分區劃定劃定標準與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建議，辦理劃定或檢討變

更使用分區。 

1.類型 

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依其屬性可分為以下二類： 

（1）資源型使用分區 

a.包括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河川區、海域

區及非以開發設施導向之特定專用區、風景區等。 

b.為落實區域計畫指導資源永續保育與國土防災功能及加強審議，有關使

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應符合相關規定。 

（2）設施型使用分區 

a.包括工業區、鄉村區、風景區及特定專用區等。 

b.設施型使用分區之變更，應依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程序辦理。開發性質不符原使用分區劃定時，或開發性質符合使用地

變更編定原則，惟其規模足以影響原使用分區劃定目的者，須辦理使用

分區變更始得開發。 

2.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 

各使用分區之劃定目的、劃定原則及檢討變更標準如下： 

（1）特定農業區 

a.劃定目的 

為確保糧食安全、維護優良農業生產且完整之農業生產環境，確保

農業永續發展而劃定者。 

b.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 

符合農業主管機關辦理之農地分類分級成果地 1 種農業用地劃定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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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之地區。 

c.使用說明 

（a）積極維護糧食生產環境之安全，確保大面積且生產條件優良之農地

資源。 

（b）為農業施政及輔導資源優先投入之地區，提升區域農業經營效益。 

（c）推動農村再生計畫，建立融合生產、生活與生態之良性體系，改善

農村生產，達成城鄉發展之均衡。 

（d）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應以農業生產及其相關設施使用為原則，避免

變更為非農業使用，並減少非農業使用項目容許於該區設置，且禁

止後續新增容許非農業使用項目。 

（e）經政府規劃設至農產業專業區，得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整體規劃需

求，彈性處理土地使用管理事宜。 

（2）一般農業區 

a.劃定目的 

因應糧食生產、農業多元發展及農地多功能等需求而劃定者。 

b.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 

（a）符合農業主管機關辦理之農地分類分級成果第 2 種及第 3 種農業用

地劃定標準之地區。 

（b）位屬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案內劃設之「非都市土地得申請新

訂或擴大都市計畫」或「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範圍之

土地，應避免使用優良農地，惟範圍內不可避免納入之零星夾雜優

良農地，其土地使用分區得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c.使用說明 

（a）供農業生產及農業相關產業發展所需設施使用，並得依其產業特性

給予不同程度之使用管制。 

（b）協助改善農業生產環境，促進農地資源合理利用。 

（c）依農業發展多元需求，規劃為農業生產、加工、綠能或物流等農產

業專區。 

（d）農產業專業區內之農地管理，得依目的事業主管單位整體規劃需

求，彈性處理。 

（e）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者，不得破壞毗鄰地區原有農水路之灌溉功

能及農業生產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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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業區 

a.劃定目的 

為促進工業整體發展，會商有關機關劃定者。 

b.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 

（a）工業區之劃定應依區域計畫法、產業創新條例、科學工業園區設置

管理條例、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及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等

規定辦理。 

（b）工業區之設置應考量下列條件之配合：維持聯外道路一定等級以上

服務水準、能充分供應水源與電力、不妨礙國防事業設施、與鄰近

地區產業開發之配合、確保公用事業設備服務設施之配合、設置緩

衝綠帶減緩環境衝擊、降低環境衝擊，並符合各區污染排放總量及

排放標準、符合相關法令規範之規劃配置等。 

（c）其他使用分區之變更 

位屬工業區以外其他使用分區之丁種建築用地，其規模達 10

公頃者，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主管法令訂定輔導方案後，

得循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變更為工業區，並簡化其

申請程序。另為維持在地產業、中小企業之生存，在兼顧在地就業

及環境保育前提下，屬在地產業之鄉村型小型園區，得依產業創新

條例變更為工業區，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c. 使用說明 

（a）依法劃設之工業區應循土地使用變更許可方式進行開發使用，其內

容須符合本計畫之土地開發指導原則相關規定，並依核定之計畫內

容實施開發管理。 

（b）工業區供需須作審慎分析，以確定申請開發之工業區確屬必要，對

於區址之土地使用適宜性，須予充分探討，以確保計畫之可行性；

另工業區之開發行為應避免導致天然植生覆被過度減損，或影響水

源涵養，危害水質或導致土壤流失等情事。 

（c）為使工業區開發與鄰近地區環境特性相配合，基地內應提供必要之

公共及服務設施，除須滿足工業區內之需要外，且須與區外鄰近之

服務設施相配合。 

（d）根據工業區型態，適當規劃工業區土地使用內容與配置。 

（e）工業區內工廠除自行設計污染防治設施外，管理機構應集中設置污

染防治設施、規劃輸送路徑、管線，以收集區內污染物，處理至符

合排放標準，並依據環保相關法規規定設置監測設施，於區內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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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環境監測措施。 

（4）鄉村區 

a.劃定目的 

為調和與改善農村居住與生產環境及配合政府興建住宅社區政策之

需要，會商有關機關劃定者。 

b.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 

（a）現有聚落人口達一定規模（達 200 人以上地區，但山地鄉及離島得

視實際狀況酌減之）或配合興辦住宅社區需要專案申請而劃定。 

（b）新訂或擴大鄉村區應擬具完整計畫，並循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程序

及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指導原則辦理。 

（c）配合政府相關農地（村）政策而規劃者，其規模得視實際需要訂定，

類型如下： 

i.依農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其指定之農村集居聚落。 

ii.配合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規定辦理者。 

iii.配合農業主管機關所訂農地變更法規辦理者。 

c.使用說明 

（a）除提供農村集居所需之農漁村住宅、農業產銷設施、文化設施外，

應依據本案指導，檢討提供充足之公用及公共設施。 

（b）現有鄉村區應配合政府農村再生或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等相關農地

（村）政策規劃辦理，或視實際需要逐年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以落實公共設施之實質建設。 

（5）森林區 

a.劃定目的 

為保育利用森林資源，並維護生態平衡及涵養水源，依森林法等有

關法令，會商有關機關劃定者。 

b.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 

依森林法等相關法令劃定者。 

c.使用說明 

（a）為兼顧資源永續發展、國土保安與水土保持，區內土地使用應以維

持其永續性為原則，區內森林遊樂區之發展與經營管理，應以自然

教育功能為主。 

（b）為加強森林涵養水源功能，森林經營應配合集水區之保護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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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為加強國土保育，避免水源保護地區過度開發，影響生態環境，中

央主管機關應重新檢討森林區之各種使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 

（6）山坡地保育區 

a.劃定目的 

為保護自然生態資源、景觀、環境，與防治沖蝕、崩塌、地滑、土

石流失等地質災害及涵養水源等水土保育，依有關法令會商有關機關劃

定者。 

b.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 

屬於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或水土保持法第 3 條規定之山坡地，並具

以下情形之一者： 

（a）坡度大於 30%，與坡度在 5%至 30%，但仍須加以保育之地區。 

（b）地質敏感區。 

（c）為進行水土保持、國土保安或因保護自然生態資源、景觀、環境之

地區。 

（d）依山坡地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為第 6 級之加強保育地。 

（e）其他基於水土保持、國土保安之需要，並會商農業主管機關勘定之

地區。 

c.使用說明 

（a）山坡地保育區以保育為目標，任何使用應避免影響水土保持、國土

保安與資源保育為原則；另土地使用應依相關環境敏感管制原則辦

理。 

（b）山坡地保育區容許做為國土保安、生態保護、古蹟保存、農牧等使

用；另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規定，經農業主管機關審核認可，得

為林業使用。 

（c）山坡地保育區之土地變更，其開發計畫及水土保持計畫之審查，應

落實整體保育，避免影響國土保安。 

（d）為加強保育，應重新檢討山坡地保育區之農牧用地及林業用地之使

用管制。 

 

（7）風景區 

a.劃定目的 

為維護自然景觀，改善國民康樂遊憩環境，依有關法令，會商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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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劃定者。 

b.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 

（a）具有良好自然、文化景觀地區，可提供一般民眾休閒遊憩使用，並

具備完整經營管理計畫。 

（b）最小面積以 25公頃為原則，其標準為： 

i.具良好自然、文化、景觀地區。 

ii.特殊動、植物生態地區。 

iii.其他依風景區開發計畫具遊憩特性者。 

iiii.但因配合「國家風景區整體發展計畫」建議檢討變更為「風景區」

之區位，並屬資源型使用分區性質，且經觀光主管機關確認同意

者，得不受 25 公頃限制。 

（c）其他使用分區之變更 

i.申請劃定非都市風景區，應依計畫屬性循資源型或設施型使用分區

變更程序辦理。 

ii.區域計畫第 1次通盤檢討公告前已劃定之風景區： 

（i）經依法核准之開發建設及經營管理計畫者，仍得維持為風景區。 

（ii）於本案公告實施後，市政府應檢視轄區內既有風景區之使用

現況、土地適宜性及周邊土地使用情形，經評估仍有維持風

景區必要者，應儘速擬定其經營管理計畫循程序報中央觀光

主管機關辦理；若經評估後已無繼續維持風景區必要者，應

依程序申請辦理使用分區變更作業。 

iii.依發展觀光條例及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劃定之國家級風景特定區

或直轄市級風景特定區，未位於環境敏感地區，尚未依區域計畫法

劃定為風景區者，其申請程序及經營管理計畫得比照前項規定辦

理。 

c. 使用說明 

（a）風景區內之土地使用應配合資源特性妥適規劃，並應依核定之計畫

進行開發、保育與使用管理，其開發計畫須符合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指導原則相關規定。 

（b）風景區內名勝、古蹟、特殊動（植）物生態地區及重要資源地區，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會商有關機關訂定保育維護計畫，嚴加維護避

免破壞。 

（c）已劃定為資源型風景區之土地，變更為設施型開發使用，其興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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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計畫於原使用分區內申請使用地變更編定，達一定規模足以影響

原土地使用分區劃定目的者，應依區域計畫法第 15條之 1第 1項第

2 款規定程序辦理。 

（8）國家公園區 

a.劃定目的 

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

究，依國家公園法劃定者。 

b.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 

（a）具有特殊景觀，或重要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棲地，足以代表國家

自然遺產者。 

（b）具有重要之文化資產及史蹟，其自然及人文環境富有文化教育意

義，足以培育國民情操，需由國家長期保存者。 

（c）具有天然育樂資源，風貌特異，足以陶冶國民情性，供遊憩觀賞者。 

c. 使用說明 

依國家公園法、國家公園計畫或國家自然公園計畫管制使用。 

（9）河川區 

a.劃定目的 

為保護水道、確保河防安全及水流宣洩，依水利法等有關法令，會

商有關機關劃定者。 

b.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 

河川區之劃定應依據水利主管機關依法公告之相關河川圖籍資料，

以落實保護水道、確保河防安全及水流宣洩。 

c. 使用說明 

（a）經劃為河川區者，區內土地使用編定以供水利設施或不妨礙其經營

管理之使用為主，其原劃定為河川區前，已編定為甲、乙、丙、丁

種建築用地及各種使用地暫予轉載，其不符河川區之使用地編定原

則或因應河川管理上需要者，由水利主管機關循適法途徑變更為適

當使用地，在未變更編定為適當使用地前，仍受水利法及相關法令

之管制。 

（b）河川區之劃定，宜由水利主管機關於公告河川區域及其河川圖籍資

料時，加強與民眾之溝通、協調後，送交臺中市政府依區域計畫法

第 15條之 1第 1項第 1款檢討變更為河川區。河川圖籍陳舊需更新

或未公告河川區域者，應儘速辦理更新或公告。河川區劃定後得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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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治理之需要，由水利主管機關辦理徵收，其使用地變更編定為

水利用地。 

（c）河川區之劃定，遇有現況已劃定為其他使用分區者，除國家公園區

外，得視保護水道、確保河防安全及水流宣洩之需要，優先劃定為

河川區。 

（10）特定專用區 

a.劃定目的 

申請劃定特定專用區應依計畫屬性循資源型或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

程序辦理；屬設施型使用分區者，為利各目的事業推動業務之實際需要，

依有關法令，會商有關機關劃定並註明其用途者。 

b.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 

依個別目的事業機關核定計畫及範圍劃定，並註明其用途。除供作

農業使用者外，依個案核准之開發計畫而定。包括： 

（a）特殊建設如電力、電信、港口、漁港、機場等設施。 

（b）軍事設施。 

（c）垃圾掩埋場、廢棄物處理及污水處理等環保設施。 

（d）高爾夫球場。 

（e）學校。 

（f）工商綜合區。 

（g）殯葬設施。 

（h）遊憩設施區。 

（i）土石採取場。 

（j）其他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畫。 

c. 使用說明 

（a）經劃為特定專用區者，其開發主體須提供必要之公共及服務設施，

並視實際需要，於區內規劃配置緩衝地與隔離綠帶，以阻隔相鄰之

不相容使用。 

（b）各特定專用區應按核定計畫內容辦理開發及使用地變更。 

（11）海域區 

a.劃定目的 

為促進海域資源與土地之保育及永續合理利用，防制海域災害及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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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破壞，依有關法令及實際用海需要，會商有關機關劃定者。 

b.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 

臺中市轄區範圍自陸域區界線向西北延伸至第 12 點位（經度

120.26431、緯度 24.66161），向西南延伸至第 15點位（經度 119.98258、

緯度 24.42651）。 

c. 使用說明 

（a）海域區編定為海域用地，其使用以生態保育為原則，並保障公共安

全及公共通行權。 

（b）海域區應依現況及未來發展之需要，就港口航道、漁業資源利用、

礦業資源利用、觀光旅遊、海岸工程、海洋保護、特殊用途及其他

使用等類別分級容許使用。 

（c）海域區之填海造地開發，應循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或納入都市

計畫方式辦理。 

（二）都市土地 

1.劃定目的 

為改善居民生活環境，並促進市鎮有計畫之發展，依都市計畫法劃定者。 

2.劃定原則 

依區域計畫法第 11條與都市計畫法第 10條至第 12條規定辦理。 

3. 使用說明 

（1）個別都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使用依其核定之計畫內容辦理。 

（2）市政府應視都市建設發展需要情形，分期分區對空地實施限期建築，逾

期未建築使用者，開徵空地稅或照價收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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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計畫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檢討重點 

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檢討係以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森林區、山坡地

保育區、河川區及海域區等使用分區為檢討重點： 

（一）檢討劃入之土地使用分區 

1.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非屬環境敏感地區）及特定專用區等使用

分區，符合特定農業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者，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2.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特定農業區（屬「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者）、山坡地保育區（非

屬環境敏感地區）及特定專用區等使用分區，符合一般農業區劃定或檢討變

更原則者，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3.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森林區 

（1）依森林法劃編為國有林事業區、保安林地、大專院校之實驗林地、林業

試驗林地、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為自然保留區、野生動物保育法劃定為

野生動物保護區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等森林區域、依山坡地土地可

利用限度分類標準為宜林地、其他山坡地形成營林區域之公私有林地，

其毗連土地面積在 5 公頃以上者，變更為森林區。 

（2）國有林地集中，且其中夾雜其他使用地未達 20%，屬同一完整地形單元

或同一集水區範圍，且土地面積達 25 公頃以上者，變更為森林區。 

3.劃定或檢討變更為河川區 

（1）經水利主管機關依法公告之河川區域內、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

內之土地，並以其較寬者為界劃定。 

（2）尚未公告河川區域、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者，由河川管理機關

依河川實際水路所及、土地使用編定與權屬或其他相關資料認定應行管

制之範圍。 

2.劃定海域區 

直轄市、縣（市）海域管轄範圍，符合海域區劃定原則者，劃定為海域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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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討劃入出之土地使用分區 

1.山坡地保育區檢討變更為其他使用分區 

現有山坡地保育區非屬政府公告之山坡地者，應考量原使用分區及毗鄰

使用分區，檢討變更為其他適當使用分區。 

二、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與行政指導 

依循內政部 102年全國區域計畫之指導，並待本案發布實施後，配合本案成果辦

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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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土地分區管制 

區域土地之使用管制規定分為都市及非都市土地。都市土地包括已發布都市計畫

及依「都市計畫法」第 81 條規定為新訂都市計畫或擴大都市計畫而先行劃定計畫地

區，實施禁建之土地，其使用依「都市計畫法」管制。非都市土地則指都市土地以外

之地區，其使用依區域計畫法管制。 

一、都市土地 

都市土地之使用，依「都市計畫法」管制，管制規定之訂定程序如下： 

（一）依「都市計畫法」第 39條規定，訂定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例，經

內政部轉行政院核備後施行。 

（二）由都市計畫擬定機關依施行細則規定，於擬定細部計畫時予以訂定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並依「都市計畫法」第 23 條規定程序報經核定後施行。 

二、非都市土地 

（一）使用管制 

1.依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第 13 條及第 15條規定，將非都市土地劃定為各種使

用分區及編定各種使用地，據以管制土地使用，其管制除應依「區域計畫法」

與「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辦理外，應依臺中市訂定之各種自

治條例、自治規則與作業要點等規定辦理。 

2.非都市土地各使用分區，應依屬性為不同性質及程度之管制，並以編定之使

用類別作為實際管制之依據；各使用地原則上得依規定之容許使用項目使

用，且在不違背使用分區性質原則下允許變更編定使用地。 

3.非都市土地使用編定後，其原有使用或原有建築物不合土地使用分區規定

者，在政府令其變更使用或拆除建築物前，得為從來之使用。原有建築物除

准修繕外，不得增建或改建。前項土地或建築物，倘對公眾安全、衛生及福

利有重大妨礙者，主管機關應限期令其變更或停止使用、遷移、拆除或改建，

其所受損失應予適當補償。 

4.非都市土地之建築管理，應依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及相關法規之

規定；其在山坡地範圍內者，應依「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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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地編定 

依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第 15條規定及實際需要，非都市土地各種使用地

之類別如下： 

（1）甲種建築用地─供山坡地範圍外之農業區內建築使用者。 

（2）乙種建築用地─供鄉村區內建築使用者。 

（3）丙種建築用地─供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及山坡地範圍之農業

區內建築使用者。 

（4）丁種建築用地─供工廠及有關工業設施建築使用者。 

（5）農牧用地─供農牧生產及其設施使用者。 

（6）林業用地─供營林及其設施使用者。 

（7）養殖用地─供水產養殖及其設施使用者。 

（8）鹽業用地─供製鹽及其設施使用者。 

（9）礦業用地─供礦業實際使用者。 

（10）窯業用地─供磚瓦製造及其設施使用者。 

（11）交通用地─供鐵路、公路、捷運系統、港埠、空運、氣象、郵政、電信

等及其設施使用者。 

（12）水利用地─供水利及其設施使用者。 

（13）遊憩用地─供國民遊憩使用者。 

（14）古蹟保存用地─供保存古蹟使用者。 

（15）生態保護用地─供保護生態使用者。 

（16）國土保安用地─供國土保安使用者。 

（17）殯葬用地─供喪葬設施使用者。 

（18）海域用地─供海域設施使用者。 

（19）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供各種特定目的之事業使用者。 

三、海岸地區及海域區 

（一）海岸地區 

海岸地區土地依下列規定進行分區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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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管制事項 

（1）於海域區申請築堤排水填土造陸之開發，應以「行政院專案核准之計畫」

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興辦之電信、能源等公共設施或公用事

業為限。 

（2）因應氣候變遷防災安全需要，對海岸地區開發行為之建築基地如位於「高

潮線」向岸 50公尺範圍、高程 7 公尺以下，且無堤防保護之下列情形，

應分析颱風暴潮及波浪溯上對基地之影響，並規劃適當安全防護措施，

經相關技師簽證其安全性，始得辦理下列事項： 

a.辦理非都市土地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案件。 

b.興建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且建築基地面積達 6,000 平方公尺規模以上，

於辦理使用地變更、容許使用審查作業納入審查項目；建築基地如屬都

市計畫範圍者，建議納入臺中市都市設計審查。 

c.設置廢棄物回收儲存清除處理設施、具污染可能之工業設施（如石油化

學工業、金屬冶煉工業等）、土石碎解洗選加工設施、堆置收容營建剩

餘土石方等類型設施，以免污染海岸及海洋資源。 

（3）為避免突堤效應造成海岸線破壞，於海域區或未登記土地新增突出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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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業計畫，應以 50年回歸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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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海岸防護範圍之管制 

（1）海岸防護範圍內之土地使用，應在安全無虞之下，調整土地使用及其強

度： 

a.屬都市計畫者，應避免規劃高強度土地使用分區。市級區域計畫公告實

施後，海岸防護範圍應循都市計畫程序調整使用分區，降低土地使用強

度；如依建築法第 47 條劃定禁止建築範圍，應配合檢討都市計畫之土

地使用計畫；如無法調整土地使用，應整體規劃綜合治水對策，加強改

善防洪排水、滯（蓄）洪及相關防護設施。 

b.屬非都市土地者，以維持原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為原則；如依建築法

第 47 條劃定禁止建築範圍，應配合檢討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辦理設施

型使用分區或使用地變更時，應整體規劃綜合治水對策，加強改善防洪

排水、滯（蓄）洪及防護設施。 

（2）屬海岸侵蝕者，市政府應考量安全需要，依建築法第 47 條劃定禁止建

築範圍。除防災必需外，避免採取砂土，挖掘土地、堆土、挖掘水道、

抽用地下水、堆置木材、土石、廢棄物等行為。 

（3）屬洪氾溢淹及暴潮溢淹者，市政府應考量受災影響程度，劃設指定高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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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建築適用範圍或依建築法第 47 條劃定禁止建築範圍。 

（4）除已妥適規劃相關防護設施外，海岸防護範圍應避免設立化學、易爆、

可燃漂浮、有毒物質儲存槽，以免危及民眾及動、植物生命。既有設施

如無法遷移，應加強防洪排水、滯（蓄）洪及防護設施。 

（二）海域區 

海域用地容許使用之審查條件： 

1.在不影響海域永續利用之前提下，對現況使用影響具處理對策者。 

2.不違反法律或地方自治法規所為之海域利用或海洋保育、水產資源保育規定

者。 

3.對環境保護、自然保育及災害防護提出適當考量。 

4.海域經濟利用之行為，應以公共利益為優先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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