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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106 年度第一階段「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 

申請補助作業須知 

                                   105.7 

壹、辦理依據 

一、行政院 102 年 4 月 11 日院台建字第 1020017717 號函核

定「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102-107 年）。 

二、行政院 103 年 12 月 6 日院台建字第 1030072482 號函核

定「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104-107 年)。 

貳、計畫範圍 

以農村再生範圍外之都市計畫區為原則；並以城鎮為單

元，整合各部會相關計畫及資源進行整體規劃。 

參、計畫定位與宗旨 

一、本計畫推動主軸，在於鼓勵以直轄市、縣（市）整體發

展願景、景觀綱要計畫及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等為基礎，

結合年度施政重點及各部會在當地推動中或規劃中之相

關計畫，並以因應氣候變遷之環境調適、綠色基礎建構、

綠色交通、地方特色產業及友善空間營造等概念為核

心，提出所轄範圍內自然與人文景觀之整合性、修補性

及串連性提案，投注於各類城鄉公園綠地、鄰里公共生

活空間、生活節點與廣場等環境改善地區，以發揮資源

整體運用效益，逐步達成地方鄉街之整體振興目標。  

二、在計畫執行上，鼓勵採用具地方特色及創新之生態城鄉

規劃理念及綠建築技術，運用節能、減碳、通風、透水、

貯水、綠覆率提昇等綠建築及生態工程技術，進行城鄉

生態環境改造，以減緩都市熱島問題，逐步落實生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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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目標。 

三、在計畫執行上，有別於過去單點式、線狀式的建設，朝

以面狀推動示範地區之整體性規劃與建設，以「跨域合

作」、「資源整合」、「縫補」、「串連」等操作策略，

透過跨部門資源整合平台，以計畫整合國發會、環保署、

原民會、農委會、客委會、教育部、交通部、經濟部、

文化部及本部等 13 部會之關聯性公共建設計畫，適地、

適性、適時之投入城鎮環境改造工作，以發揮整體建設

之加值綜效，建構具在地文化特色、樂活、友善之宜居

城鎮。 

參、申請補助單位 

以直轄市、縣（市）政府作為申請補助統一窗口。鄉（鎮、

市）公所之申請提案，應報經縣（市）政府依本須知規

定辦理初審後統一彙整提報，否則不予受理。 

肆、受理提案應備文件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通知受理提案期限內，檢附提

案計畫總表及申請計畫書、景觀總顧問初審意見，以及相

關佐證文件連同正式公文專人同時送達營建署，逾期不予

受理。（公文及提案資料不齊全者，不予受理） 

伍、申請補助類型及申請原則 

一、補助項目 

(一)「環境景觀總顧問計畫」。 

(二)「社區規劃師及駐地輔導計畫」。 

(三)「跨域整合建設計畫」之分項計畫案件(屬城鎮風貌

型塑整體計畫之補助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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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均衡城鄉推動發展方案」之分項計畫(工程)案件(屬

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之補助範疇)。 

二、提案原則及相關規定： 

(一)計畫補助範疇以農村再生範圍外之都市計畫區為原

則。 

(二)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衡酌本年度可申請補助額

度，務實提報申請補助計畫，並加以排序。 

(三)申請補助「環境景觀總顧問」、「社區規劃師駐地輔

導計畫」；及「跨域整合建設計畫」、「均衡城鄉發

展推動方案」之分項計畫(工程)案件。 

(四)提案計畫相關規定 

1.應符合設施減量、簡易綠美化、經費單價相對最低

等原則，並注重建設項目與品質之實用及耐久性，

及考量日後管理維護成本負擔。 

2.「跨域整合建設計畫」、「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

之分項計畫(工程)請依整體規劃所訂時程辦理。 

3.須依計畫內容及性質，自行訂定具體衡量指標（至

少 1 項），綠美化面積（㎡）、旅遊人數、創造就

業機會等 3 項指標為務必研提項目，並敘明預估計

畫完成後之指標達成度，例如「減低二氧化碳數量

（噸）」、「增加公園綠地（或開放空間）面積（㎡）」、

「增加（或改善）人行徒步空間長度（ｍ）或面積

（㎡）」、「增加透水鋪面面積（㎡）」、「閒置

空間（或建築物）再利用面積（㎡）」、「河川水

岸或海岸簡易整理美化長度（ｍ）或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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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生態工程進行改造之長度（ｍ）或面積（㎡）」

等。 

4.申請工程之提案計畫（B 案），應檢附申請基地範

圍內居民共識協調紀錄或證明文件、工程細部設計

圖說及土地同意使用證明文件（原則至少同意提供

5 年以上；惟國、公有土地，國有財產署或公產管

理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至申請規劃案（A

案）、規劃設計及工程案（A+B 案）之提案計畫，

於申請提案時，原則可免附上開文件，惟規劃設計

及工程案（A+B 案），於完成規劃設計成果後，須

先報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會同環境景觀總顧問

依須知規定審核設計書圖及上開應備文件後，始得

辦理工程發包。 

5.各提案計畫申請基地範圍若屬私有土地並已依徵

收計畫辦理徵收者，均需依徵收目的使用，不得以

環境整理為由申請本計畫，而改變其徵收目的之使

用。 

6.提案計畫應採用符合環保之綠色工法、材料及設計

等，且其「綠色內涵」經費不得低於補助經費之 10

％為原則，並於提案計畫書中載明「綠色內涵」項

目及比率。 

三、評選原則 

(一)計畫補助範圍必須為農村再生範圍外之都市計畫區。 

(二)計畫考量地區人口特性、不同性別之需求，符合安

全、性別平等及無障礙之之基本條件。 

(三)計畫內容符合設施減量、簡易綠美化、節能減碳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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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引導方向。 

(四)採用具地方特色及創新之生態城鄉規劃理念及綠建

築技術，運用節能、減碳、通風、透水、貯水、綠覆

率提昇等綠建築及生態工程技術。 

(四)計畫內容或實施方法落實公共參與。 

(五)計畫具備明確可行之經營管理方案。 

(六)提出具體可量化之具體衡量指標，其指標具創新性、

合理性，以及符合計畫政策目標等。 

(七)「綠色內涵」經費超過補助經費 10％以上。 

(八)具縣市跨域整合效果，優先考量。 

 

陸、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辦理地方說明會 

必要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就本期「城鎮風貌型塑

整體計畫」及申請補助須知規定，得自行召開地方說明

會（場次不拘），向所屬有關單位、鄉（鎮、市）公所

及社區組織等，妥予說明本年度政策調整方向及相關提

案規定。 

二、辦理初審作業 

(一)申請辦理「環境景觀總顧問」、「社區規劃師駐地輔

導計畫」；及「跨域整合建設計畫」、「均衡城鄉發

展推動方案」之分項計畫等提案計畫，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組成審查會辦理初審(初審時至少邀請中央

審查委員 1 位參與審查)後提報，並應附具審查紀錄等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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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成初審後，應彙整申請提案之初審意見及依初審意

見修正後之申請計畫書（含建議補助金額），排列優

先順序，由環境景觀總顧問簽核確認，依期限送本部

營建署審查。 

(三)完成初審後，應彙整申請提案之初審意見（含跨局處

整合平台協商會議紀錄）及依初審意見修正後之申請

計畫書（含建議補助金額），排列優先順序，由環境

景觀總顧問簽核確認，依期限送本部營建署審查。 

三、辦理複審作業 

申請辦理「環境景觀總顧問」、「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

計畫」；及「跨域整合建設計畫」、「均衡城鄉發展推

動方案」之分項計畫工程等提案計畫等 4 類型補助計畫，

由本部營建署邀請學者專家及相關行政機關代表辦理複

審會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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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配合款 

依據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01年 12月 28日院授主預字

第 1010102887A 號令修正「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補助辦法」，本計畫補助比例依縣市財力分級逐年調降

中央補助比例 1%，中央補助比例對照表如下。 

屬跨年度執行之整合建設計畫，以計畫核定當年度之

補助比例核算。 

年度 

級別 
102 103 104 105 

 

  106 

第一級 49 48 47 46 45 

第二級 69 68 67 66 65 

第三級 79 78 77 76 75 

第四級 84 83 82 81 80 

第五級 89 88 87 86 85 

 

捌、申請提案應繳交文件 

一、「本次提案計畫總表」、「待提計畫明細表」、「書面查核表」

及「申請計畫書」（附件）：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督

導各提案單位依初審意見修正計畫書完竣，送請環境景

觀總顧問（或審查會召集人）審核確認並於封面簽章；

提案計畫書編製方式如附件，提案計畫書以 25 頁為原

則，以 A4 直式橫書（由左至右），雙面印刷，左邊膠裝，

乙式 20 份。 

二、初審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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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申請計畫必要附件：請依須知伍、申請補助類型及申

請原則、（四）提案計畫相關規定第 4 點分別檢附。例如

居民共識協調紀錄或證明文件；土地同意使用證明文

件；工程細部設計圖等。 

玖、其他 

一、未依照本須知辦理者，不予受理審查。 

二、申請補助計畫務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本於權責，

先行查核有無重複向中央相關單位申請補助之情事。如

其實施範圍、工作項目、經費需求、計畫期程等均為近

似雷同，並已獲得其他單位補助者，不得重複提出申請。

經核定補助而查核重複申請屬實者，計畫予以撤銷，且

該實際執行單位停止補助本計畫 2 年。 

三、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指定專責單位及專人，

負責統籌協調與列管工作，俾利聯絡。 

四、本部營建署聯絡人：都市計畫組三科，廖建順專門委員

（ 電 話 ： 02-87712619 ， 電 子 信 箱 ：

cs_liao@cpami.gov.tw ）； 吳 政 彥 專 員 （ 電 話 ：

02-87712606，電子信箱：yam2007@cpami.gov.tw）；鄭

元 梅 技 士 （ 電 話 ： 02-87712621 ， 電 子 信 箱 ：

tiffany@cpami.gov.tw）；韋幫工程司理淳（電話：

02-87712613，電子信箱：wein823@ cpami.gov.tw）；劉

文菁研究員（電話： 02－ 87712623，電子信箱：

22002@cpami.gov.tw）；、謝忠翰先生（電話：02-87712620，

電子信箱：hank0258@cpami.gov.tw）、陳思諺先生（電

話：02-87712622，電子信箱：nic0325@cpami.gov.tw 

@cpami.gov.tw）。傳真：02-87712624。 

mailto:cs_liao@cpami.gov.tw
mailto:22002@cpami.gov.tw
mailto:hank0258@cpam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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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須知另登載於本署城鄉風貌專屬網站：

http://trp.cpami.gov.tw/ch/index.aspx。 

六、為配合行政院及本部重要政策性案件補助需求，得由本

部營建署逕依相關政策指示辦理，不適用本須知一部或

全部之規定。 

七、本須知未盡事宜，將視實際需要調整及補充規定，另行

通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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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提案計畫總表 

申請補助機關：○○縣市政府                              環境景觀總顧問：（簽名） 

 

項次 跨域整合

計畫名稱 

提案單位 計畫類型 分項計畫名稱 總經費 申請經費 自籌款 排序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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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待提計畫明細表 

申請補助機關：○○縣市政府                              環境景觀總顧問：（簽名） 

 

項次 跨域整合

計畫名稱 

提案單位 計畫類型 分項計畫名稱 總經費 申請經費 自籌款 提案辦理情形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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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計畫書格式  

(封面) 

○○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 

 

○○縣政府申請補助計畫 

 

計畫性質：（規劃設計、工程） 

                  

  計畫名稱：○○○○○○○○○○○○○計畫 

 

 

 

 

 

 

 

實施期程：○○年○○月至○○年○○月 

 

申請補助單位：○○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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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 

提案計畫摘要表 

○○縣 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提案分項計畫摘要表  

計畫名稱：  

計畫類型： 

□1.跨域整合建設計畫 (請註明隸屬哪個母計畫，並填列跨域計畫名稱及年度) 

□2.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 

□3.環境景觀總顧問計畫 

□4.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 

□5.其他   

計畫性質：□A 規劃設計類     □B 工程類                                     

          □A+B 規劃設計與工程類 

提案單位：                      承辦人：  

電話：              傳真：                  E-mail： 

執行單位：                      承辦人：  

電話：              傳真：                  E-mail： 

計畫類型(限勾選一項)： 

□景觀綱要計畫            □環境景觀總顧問計畫  

□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  □公園廣場綠地  

□自然生態型              □城鄉公共生活空間型 

□河川水岸簡易美化        □後巷環境公共環境空間綠美化(配合下水道工程) 

□地方人文歷史空間型      □城鄉夜間景觀型 

□整合型計畫              □其他 

預定執行期程：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經費需求： 

總經費：                元 

(中央補助金額：          元（內政部            元、其他部會        元） 

縣市政府配合款：            元  其他機關補助款：            元 

民間投資或贊助款：            元) 

計畫內容： 

1. 計畫緣起及目標 

2. 計畫位置 

3. 計畫範圍 

4. 土地權屬 

5. 預定工作項目 

6. 預定民眾參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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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預期成果與效益 

8. 後續經營及維護管理方案 

 

執行績效指標 
預期成效 

勾選 數量 

1.  綠色內涵比例(%)   

2.  減碳量   

3. 1 綠美化面積(㎡)   

4. 2 提升綠覆率(％)   

5. 3 增加公園綠地（或開放空間）面積(㎡)   

6.  增加或改善人行徒步空間面積(㎡)   

7. 曾 增加濕地(或生態池)面積(㎡)   

8.  增加透水舖面面積(㎡)   

9. 4 減少不透水舖面面積(㎡)   

10. 5 河川水岸或海岸簡易整理美化面積   

11. 6 閒置空間再利用面積(㎡)   

12. 7 運用生態工法進行改造之面積(㎡)   

13. 8 社區規劃師輔導人數   

14.  社區規劃師輔導處數   

15.  環境景觀總顧問輔導案件數   

16.  財務自償率   

17.  增加觀光遊客數(人次)   

18.  創造在地就業機會(人)   

19.  其他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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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摘要（不超過 2 頁） 

二、計畫緣起及目標 

三、執行團隊陣容：敘明包括行政團隊、專業規劃設計

團隊、社區市民團隊之組成，跨縣市合作及內部跨局

處業務分工及互動情形(檢附歷次研商會議紀錄及簽

到單)。 

四、環境概述： 

（一）計畫實施區位（請附圖說明） 

（二）計畫範圍及規模 

1、計畫實施區位（請附圖說明，並標示都市計畫區範

圍） 

2、計畫範圍及規模(請註明實際施作面積或長度) 

3、現況條件分析（內容如下）： 

（1）計畫範圍內人口、土地使用、交通、周邊過去
年度各部會補助公共建設計畫之執行成果及空
間分佈。 

（2）檢附全區衛星影像圖或航照圖，並佐以現況照
片加以說明。 

（3）公、私有土地分佈及土地權屬 

（4）土地使用及環境資源等現況條件之發展潛力、
限制、課題與對策之分析。 

（5）周邊相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辦理情形及重要推
動事項之檢討分析。 

（6）未來納入整體規劃資源重整加值之機會與可行
性。 

五、整體規劃設計構想。 

六、預定工作項目：請條列並詳述各項預定工作項目內容。 

七、整體實施步驟與流程：詳述計畫實施時程規劃。 

八、經費需求：列述各工作項目預估經費需求。總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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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確實明列中央補助、地方自籌與民間捐贈贊助

之分配比例。 

九、預期成果與效益：計畫效益除一般性敘述外，請以

產出型量化指標 (諸如公園綠地面積、創造就業機

會、遊客數等)方式展現之，並敘明預估計畫完成後

之指標達成度。 

十、永續經營管理維護策略：說明計畫完成後之經營管

理維護方案，包含後續營運及維護管理計畫、編列

經費來源、維護管理單位等。 

十一、附錄(聯絡名冊) 

局處別/

公所 

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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