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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區域計畫座談會暨政策環評公聽會紀錄 

時   間：104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整  

地   點：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401 會議室  

主   席：王局長俊傑（謝主任秘書美惠代）    

記錄：林彥廷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詳後簽到簿） 

壹、決議：  

一、今天感謝與會者全程參與就臺中市區域計畫暨政策

環評內容充分表達意見，許多建議相當具體且具有

參考價值（詳附錄）。後續如有其他意見，於提送區

委會審議程序，以及政策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提送

環保署審查程序，仍可依規提出。 

二、發言意見除於會中回應外，也請有關機關於文到 7

日內提出書面回應說明，並納入政策研訂或檢討之

參考，處理情形請於網頁公開。 

貳、臨時動議：無。 

參、散會（下午 4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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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發言要點 

意見 處理回應說明 

（一） 要健康婆婆媽媽團 

顏執行長淑女 

1.這場會議包含座談會、公聽會，3分

鐘發言應該不夠，是否可以將發言

時間延長。 

同意照建議意見辦理。 

2.政策環評範疇界定會議的紀錄查不

到，而且政策環評公聽會草案並未

在網路上看到，請問何時公開。 

因網頁改版造成資料上傳未成功，目

前相關資料已可自本局 

http://www.ud.taichung.gov.tw 

/ct.asp?xItem=1575203&ctNode 

=23978&mp=127010 下載或查詢 

（二） 守護神岡聯盟 

吳發言人 

1.相關資料是在承包公司的網頁裡面

找到，臺中市政府網頁也應有完整

內容，讓一般市民能夠找到，真正

做到公開。 

目前相關資料已可自本局 

http://www.ud.taichung.gov.tw/ 

lp.asp?CtNode=23978&CtUnit= 

13089&BaseDSD=7&mp=127010 下載

或查詢 

2.這次公聽會我們事先有收到通知，

但所有的里民、區長都沒有所以未

參加，希望下一次開會的通知可以

送到區跟里長。 

本次會議係臺中市區域計畫座談會暨

政策環評公聽會，與會人員通知均依

內政部訂頒「擬定直轄市縣（市）區

域計畫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3.應將相關資料與所有公部門的粉絲

頁做連結。 

相關資料連結係依內政部訂頒「擬定

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實施要點」

規定辦理。 

（三） 臺中城市發展田調團 

高先生紹誠  

1.計畫審議程序與環境影響評估性質

不同，是否可一起辦理?其法源依據

辦理方式係依內政部 103年 5月 28日

內授營綜字第 1030805501 號函附辦理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程序及書件事

項(略以)：有關召開政策環評公聽會

辦理時機，因直轄市、縣(市)區域計

畫於規劃階段亦有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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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處理回應說明 

為何? 
等民眾參與程序，可將政策環評公聽

會及區域計畫民眾參與程序合併辦

理，提早讓各方意見直接納入政策研

擬過程。 

2.臺中區域計畫新版草案尚未公佈，

其今天政策環評標的為何?試說明

之。 

臺中市區域計畫已於 102年公告公開

展覽，於 103年辦理政策環評範疇界

定會議，並於 104 年 8月 10日召開第

3次市區委會大會，相關內容均為政

策評估標的。 

3.本次會議相關資料事前公開並未做

足，且報告內容並未說明政策如何

影響環境，其政策環評建議應於區

域計畫分別辦理或多場辦理之。 

相關資料公開及辦理場次係依內政部

訂頒「擬定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

實施要點」及內政部 103年 5月 28日

內授營綜字第 1030805501 號函附辦理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程序及書件事

項規定辦理。 

（四） 國土資源保育學會 

林創會理事長正錺  

1.這次會議應舉手發言，不該採預先

登記方式。回到整個報告的內容，

通常一場會議重不重要是看出席的

人員，從主席到業務單位，其次是

看這個報告是由誰來報告的，我會

建議類似像這樣的報告應該回到業

務單位來做這個報告，一般來說交

給承包商來報告，是不太好的習慣。 

登記發言者均發言後，仍可採舉手方

式由主席同意後發言。 

2.其次整個報告的環境影響評估這部

份很像是很多文章，內容也需以量

化訂出 KPI 來檢討臺中的環境是如

何的狀況，能夠量化的應該要盡量

要求執行單位可以達到。簡報內容

結構鬆散，如第参、肆、伍之間的

簡報所呈現內容以重點式說明為主，

如有不足之部分請參考本案最新版本

之報告書(草案)。 

另有關環境涵容能力之部分，因本案

係屬「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其所採用

敘述為質性敘述，與一般開發所進行

之環境影響評估之「質性敘述」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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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處理回應說明 

呼應幾乎為零，且第参部份所呈現

之量化數據不足，如涵容能力分析

及對策，地面水"影響輕微"，"各類

水體品質...影響輕微"，"廢棄

物...影響輕微”，所謂”影響輕

微”皆應有量化數據之呈現，及其

估算過程。 

3.第四部份比較像是規劃內容概述，

首先這種結構從一開始看不太出來

後面的內容跟結構有關連性，包含

從城鄉發展模式，到底跟前面的定

位有什麼關聯性，還有後面空間發

展策略這些東西，以及論述都市計

畫新訂以及擴大，這是本報告最大

的缺點，也應是最需要量化的部分，

才有進一步檢討修訂的可能。 

後續將於報告書中加強各章節間之連

結性。 

4.當然很多技術性的問題，比如說人

口 103 年馬上就一個很陡的斜率上

去，要做的話要有相當嚴謹的理由，

很多數值要細節到某個程度才有執

行之可行性。 

臺中市近十年人口成長量以每年 1萬

7千人左右持續成長，究其原因為吸

納周邊縣市人口之故。 

5.農地保留面積 4.3 萬公頃，雖由農

業主管機關及 103 年 11 月之區域

計畫所指導，但應有臺中市之立場，

配合本次區域計畫，詳細訂出應保

留面積，才有落實之可能。 

依據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104年 10

月 15日第 364次會議紀錄決議及臺中

市政府農業局意見，訂定臺中市應維

護之農地資源面積約 4.63萬公頃。 



5 
 

意見 處理回應說明 

（五） 后里總體營造促進會 

林理事長綉卿 

1.后里被規劃在大肚山科技走廊的城

鄉發展模式，規劃公司到底懂不懂

后里，有沒有實地到后里了解產業，

后里中科的環評仍在爭議當中，而

多數中科的廠商及員工均為外來的

企業及人口。 

 (1)市府對原后里的產業如何照顧? 

1.臺中市政府前以 104年 11月 4日府

授都企字第 1040247766 號函請臺中

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提供意見，迄未

見復。 

2.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表示，應請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說明，無涉本局權責。 

 

 (2)后里的農業為全臺中最高經濟

的生產區，已知的污染已相當嚴

重，市府如何改善都未知的情況

下，還要再讓污染疑慮嚴重的科

技廠成為后里未來發展的模式。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表示，為提升

環境品質，針對原有及新設立污染源

相關管制如下： 

1.空氣污染管制方面：其后里區主要

空氣污染源包括后里資源回收廠、

豐興鋼鐵、正隆紙廠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后里園區等，本局透過現場查

核作業，稽查各工廠的法規符合度

情形，監督工廠依法落實污染防制

作業；此外，亦不定期執行稽查檢

測作業，針對各工廠的排放管道或

周界環境進行抽測，確保各工廠污

染物的排放符合行政院環保署訂定

的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另，由於

中部科學園區廠家排放之污染物較

一般工廠複雜，本局每年執行環境

無機酸、重金屬及揮發性有機物監

測作業，掌握后里園區之環境污染

情形，以做為評估對周遭環境品質

影響之參考。未來本局將持續執行

各項稽查及環境監測工作，善盡監

督之責，以將工廠污染對后里區環

境的影響作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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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處理回應說明 
2.水污染管制方面：凡屬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指定公告列管之事業，且製

程有產生廢水者，按相關法令規定

皆須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設

立(如取得工廠登記證) ，並向環保

局申請取得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

件)後，始得營運產生、貯留或排放

廢(污)水。本局囿於人力及資源下

優先針對排放水質對於河川水體或

農地重金屬污染潛勢較高之污染源

(如金屬表面處理業及電鍍業)，另

針對水體端(如水質、水色異常河

段)加強巡查，進行雙向查察管制，

以提升水污染管制成效及維護本市

河川水體品質。 

3.廢棄物管制方面：依廢棄物清理法

相關規定，持續加強事業廢棄物查

核及管制工作。 

 

 (3)目前后里的環境已是高敏感區，

根本不適合再增加大型工業進

駐。 

1.臺中市政府前以 104年 11月 4日府

授都企字第 1040247766 號函請臺中

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提供意見，迄未

見復。 

2.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表示，為求

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雙贏目標，相

關作為如下： 

(1)為強化固定源管制工作，本市訂有

電力設施及鋼鐵業加嚴標準，后里

地區之重點既存污染源包括豐興鋼

鐵股份有限公司及正隆股份有限公

司后里分公司皆為加嚴標準管制對

象，污染源皆有效管制。鑑於有害

空氣污染物議題日受重視，本市今

(104)年啟動標準修訂作業，以改

用潔淨燃料、加嚴戴奧辛標準及重

金屬調查掌握為主軸，結合六價鉻

加嚴標準，促請既存污染源改善與



7 
 

意見 處理回應說明 
減量，逐步降低區域環境負荷。開

發區域則應模擬確保污染增量不逾

容許增量限值，確保進駐污染源落

實污染制，達到環境保護與經濟發

展雙贏目標。 

(2)經環保署指定公告列管之事業，且

經本局列管之對象，應依水污法及

其他規定向本局申請水污染防治許

可證(文件)後始得營運產生、貯留

或排放廢(污)水。且定期向本局申

報廢(污)水處理紀錄並檢測排放水

質；另本局亦當針對污染潛勢較高

之污染源及加強水體端巡查，進行

雙向查察管制，加強水污染管制，

降低不法排放情事。 

(3)檢視相關進駐事業，依廢棄物清理

法相關規定，持續加強事業廢棄物

查核及管制工作。有關事業廢棄物

之管理，以廢棄物清理法為母法，

環保署公告之各子法規定，針對事

業之列管、廢棄物申報均依規辦

理，本局亦持續以網路勾稽、實地

查核等方式管制事業廢棄物，如查

獲不法情事，依法處分。 

2.因應花博的進行。 

 (1)未來是否應進行后里區都市計

畫的通盤檢討時程為何?(因為

原有的都市計畫應該不符花博

發展) 

后里通盤檢討案已送至內政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中。 

 (2)后里有幾個里已被列入保育區，

市府將科技發展與之並行，是否

有完整，可行性評估，及環境影

響評估報告。 

後續將於報告書中加強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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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處理回應說明 

3.甲、安、埔的規劃包含農業的發展，

但是后里為該區水域之上游，若后

里發展科技業，則水污染的可能，

將威脅農業之發展，很明顯的，將

后里規劃為科技區是錯誤的國土規

劃。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表示，屬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指定公告列管之事業，

且製程有產生廢水者，應依規定向本

局申請取得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

後，始得營運產生、貯留或排放廢

(污)水。環保局將依優先針對排放水

質對於河川水體或農地重金屬污染潛

勢較高之污染源(如金屬表面處理業及

電鍍業)，另針對水體端(如水質、水

色異常河段)加強巡查，進行雙向查察

管制，減輕污染危害，提升管制成

效，維護河川水體品質。 

4.市府將花博用地的軍方用地列為一

級環境敏感帶，那麼對於該區以外

的污染是否就維持現狀，不用加以

同步提升環保要求等級。 

後續將於報告書中加強補充說明。 

5.站在地方願景的發展上，后里人希

望朝生態、觀光園區，照顧現有的

產業，低碳的健康發展，而不是永

無止境的汙染進駐。 

後續納入規劃說明。 

（六） 要健康婆婆媽媽團 

許小姐心欣 

1.會議只有簡報及原則，缺乏具體規

劃內容。 

區域計畫為架構性、原則性之空間指

導計畫，後續具體內容將由各部門依

指導推動執行。 

2.地面水及地下水的對策都提及灌排

分離，樂見臺中區域計畫納入，但

應先評估其可行性，並提出具體規

劃及期程。 

1.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表示，有關灌排

分離涉及水利資源管理整體規劃部

分無涉本局權責，應請臺灣臺中農

田水利會、臺灣南投農田水利會及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說明回覆，惟應

以不得影響周遭農業生產環境為前

提，宜請水利主管機關洽行政院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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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處理回應說明 
業委員會研議並提出說明具體方

案；另就農業用地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就產業所必要核准變更使用部

分，均需經由水利機關（農田水利

會及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依灌排分

離原則審查，不得排入灌溉溝渠影

響周遭農業生產環境。 

2.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表示，查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102 年 10月函頒「農業

灌溉水質保護方案」，灌排分離僅係

方案之一部分，其他主要推動策略

包括加強灌溉水質管理維護、加強

污染預防機制等，終其目的係為保

護農地，確認農業能永續發展。今

農業局係為地方之農業主管機關，

中央機關（農委會）推動之政策應

由其首先配合辦理，且灌排分離並

僅非水利設施之興建及解決農地污

染的唯一方式，尚包括農地農用、

農作物種類區位適宜分配、未登記

工廠應遠離農地等行政程序之配

合，多管齊下才能盡全功。建議農

業局主動稽覈並確實執行其權責，

其他機關才有配合及協助之空間。 

3.新訂擴大都市計畫的必要性請說明

清楚，且應評估農地變更的衝擊與

影響。 

產業型新訂擴大都市計畫之必要性說

明如下： 

1.清泉崗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1)有鑑於清泉崗機場周邊無倉儲運

輸、物流轉運、旅客留宿以及機場

周邊消費之服務與機能，致使清泉

崗國際機場發展困難。 

(2)清泉崗北側、東側因無計畫引導發

展，導致土地使用農業工業混雜、

環境品質低落。 

(3)清泉崗在區域計畫城鄉發展模式中

定位為海空經貿雙港，空間策略發

展定位上為倉儲物流及產業支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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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應與中科、臺中港區共構，引

導清泉崗國際機場門戶發展。 

2.潭子聚興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1)有鑑於后豐潭雅神地區違章工廠繁

多，應透過新訂擴大劃設產業型都

市計畫，提供合適產業用地予違章

工廠進駐。 

(2)潭子聚興於區域計畫空間發展策略

定位屬於產業零組件支援基地。 

3.大里樹王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1)大里樹王位於區域計畫空間發展策

略之定位為創新產業基地。 

(2)本區為大里、烏日間之過渡地帶，

未登記工廠、住宅聚落與農地混

雜，導致環境空間品質下降，農地

遭受侵蝕；應透過都市計畫引導土

地使用，達成農地保護、工廠群聚

發展之目標。 

4.十九甲與塗城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1) 十九甲與塗城於區域計畫空間發展

策略之定位為創新產業基地及工業

零組件基地。 

(2) 位於大里都市計畫區東側，內有大

里、永隆、仁化等編定工業區，為

發展成熟之產業聚落，考量本區發

展迅速密集應盡速擬定都市計畫引

導土地適性發展。 

4.空氣部分: 

 (1)欠缺 PM2.5 資料，竟未納入臺中

目前最嚴重的空污物，明顯忽略

空品的惡化。 

已將近年 PM2.5監測結果納入報告書

中，另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已擬定

PM2.5目標值，105 年 PM2.5年均值達

到 20μg/m3，109 年 PM2.5年均值達

到 15μg/m3，以提昇空氣品質舒適

度。 

 (2)空污指標資訊太過陳舊，應更新

至 103年。 

已將空氣污染指標資訊更新至 103

年。 

 (3)此計畫的新訂擴大都市計畫的
後續將於報告書中加強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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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影響，將絕對遠超過 P.9所

提的空品策略作用。 

 (4)計畫應規劃因應臺中即將納入

三級空品區，不應持續開發建

設，臺中的空氣環境涵容能力已

達極限，不應新增各式固定、移

動和易散污染源。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表示，相關管

制如下： 

1.目前環保局積極向環保署反映儘快

實施中部空品區空污總量減量管制

計畫，並持續辦理固定污染源排放

量認可試行作業，作為適應未來實

施總量管制計畫的先期準備。 

2.本市空污減量計畫中包括固定污染

源、移動污染源及逸散污染源都訂

有不同減量策略。 

3.未來在總量管制實施時，新設工廠

須取得等同其污染排放之污染減

量。 

 (5)應納入健康風險評估，以及中小

學生呼吸系統之健康檢查，再做

為計畫的修正參考。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表示，已編列

近 5,000萬元預算逐步執行本市環境

污染調查與健康風險評估，後續將依

據 105年執行成果，滾動式修正 106

及 107年計畫工作內容及預算經費，

預估三年經費約 1億 5,000萬元，要

逐步完成中科、港區及本市的污染調

查及健康風險評估作業。 

 (6)因應對策之空品淨區的減量效

果有限，亦未見成效。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表示，有關空

品淨區尚待環保署增修法令以取得劃

設空品淨區之法源依據，現階段仍請

各縣市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1條辦

理。 

5.P.24表格中，工業用水在節水中成

長情境根本沒有節水!難道要民生

生活用水節省下來給工業用?!且目

前氣候變遷嚴重，旱澇不定，水資

源規劃竟還要讓工業用水接近倍數

成長。 

臺中市政府前以 104年 11月 4日府授

都企字第 1040247766 號函請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提供意見，迄未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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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守護神岡聯盟 

吳發言人 

1.這份簡報整份鬼話連篇，古蹟保存

部分並沒有針對古蹟作保存與盤

點，就我所知道的部分還需要納入

后里馬場、神岡浮圳等等。 

1.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表示，有關辦理

文化資產調查之事項，係屬臺中市

文化資產處權管。 

2.臺中市文化資產處表示，調查完成

並公告之古蹟資料均已完整建置專

屬網頁可供查詢，另后里馬場及浮

圳目前市府正辦理文化資產審議

中。 

2.關於事業廢棄物管理的方式市府並

沒有處理能力，如果是這種事業廢

棄物的處理能力，居然還要擴大都

市計畫 5500 公頃。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表示，本市有

合法處理機構 14 家及 3座垃圾焚化爐

可處理事業廢棄物，惟廢棄物不僅只

有焚化、掩埋等最終處置，還可以循

環再利用及資源回收減輕垃圾處理負

擔，符合環保永續精神，目前本市有

合法再利用機構 124家，未來因應事

業廢棄物增加，本市持續鼓勵增設民

營廢棄物處理機構及再利用機構，與

其他縣市建立合作模式，由中央協調

建置廢棄物交換平台，妥善處理產生

之廢棄物。 

3.臺中市的人口為何能夠持續增加，

自然增加不能保證持續成長，就把

鄰近縣市人口當作會到臺中生活，

沒有具體的數字，公民團體如何提

出質疑。 

區域的人口成長可分為「自然增加」

與「社會增加」兩大部分，臺中市近

十年來「自然增加」平均約 1萬人，

「社會增加」平均約 7千人，其中所

謂「社會增加」為由外縣市遷移至臺

中市之人口，亦屬於人口成長統計之

一部分。 

4.未來所有的會議應該通知到所有的

區公所層級，以避免發生抗爭，我

覺得如果說要求到里辦公處太過火

的話，請區公所層級一定要派人參

加，民間單位知道的話區公所層級

一定要知道。 

與會人員通知均依內政部訂頒「擬定

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實施要點」

規定辦理。 

 

5.會議紀錄請公布於市府網頁內，讓
目前相關資料已可自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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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直接連結到市府網頁內就能搜尋

得到。 

http://www.ud.taichung.gov.tw/ 

lp.asp?CtNode=23978&CtUnit= 

13089&BaseDSD=7&mp=127010 下載或

查詢 

（八） 要健康婆婆媽媽團 

顏執行長淑女 

1.請增訂臺中市各種環境品質目標，

還有具體做法以及時間點，才能讓

主管機關可以繼續執行推動。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表示，相關措

施如下： 

1.空氣污染管理方面： 

(1)目前臺中市希冀 PM2.5年均值於

109年 15.0μg/m3之目標。市府

團隊已成立臺中市空氣污染減量工

作小組，並確認各局處權責分工及

減量目標。 

(2)依環保署模式模擬結果自 99年基

準年起，預計至 109年達到空品目

標，PM2.5須減量 3552.8公噸。

目前環保局擬訂於 109年前完成相

關管制目標。 

(3)固定源訂定「臺中市公私場所管制

生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草

案）」、修訂「臺中市電力設施空氣

污染物排放標準」及「臺中市鋼鐵

業加嚴排放標準」。 

(4)移動源臺中市 1-2期柴油公務車達

使用年限，全面汰換，另積極爭取

交通部補助電動巴士，推動客運業

者使用電動巴士，企圖打造低碳電

動城市。 

(5)逸散污染源部分，則訂定「臺中市

宗教場所紙錢減量及集中燃燒辦

法」、「臺中市宗教場所低碳認證辦

法」及「臺中市攤販輔導管理自治

條例」，另為打造都市綠廊，8年

種植百萬棵樹，本市加強推廣及補

助公私場所進行綠美化及植樹，藉

此打造低碳大臺中。 

2.水質管理方面：為提升本市水體環

境品質，本局已策畫 104年至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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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年度執行中程績效目標，並

推動臺中清溪計畫-提升本市主要

河川水體水質，以維持或改善主要

河川流域測站 RPI值為策略目標，

其中以烏溪大度橋測站之 RPI由≦

3.75改善至≦3.3，另大安溪及大

甲溪之 RPI持續維持≦2，藉由水

污染源各項許可管制及查核措施，

同時強化緊急污染事件應變處理能

力，減輕污染危害，維持或改善主

要河川流域測站 RPI值，維護本市

轄內水體水質。 

3.廢棄物管理方面：除以環保署公告

之廢棄物相關規定管制廢棄物外，

本市亦制定廢棄物管理短中長期計

畫，包括資源回收、垃圾減量等目

標，使本市廢棄物處理機制越趨健

全。 

2.因為環境汙染問題，臺中市的工廠

不能一直擴張，臺中市未來工業開

發的供水不足，也很難獲得民間的

支持，常常跟農民搶水，導致工廠

不斷外移，另請提出 99-104電力需

求。然後市地重劃造成數萬居民遷

移家園，製造非常多的社會弱勢，

臺市區域計畫新訂擴大都市計畫還

要幾千公頃，請臺中市府團隊規劃

出一個公平可以照顧弱勢居住權的

計畫，而且對被迫遷移的百姓應給

予補償。 

臺中市之用水、用電、土地，皆為產

業發展之限制因素，本計畫將依據臺

中市自身環境條件，以及配合產業發

展趨勢，合理推估未來產業發展數

量。 

另依據台灣電力公司資料，臺中市 99

年度用電量為 225 億 9千萬度、100

年為 238億 2千萬度、101年為 243

億 9千萬度、102 年為 251億 5千萬

度、103年為 257 億度。 

3.沒有提及優良農地如何維護的對
優良農地之維護應遵循全國區域計畫

之規範，以避免使用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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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現在講的都只是大方向，而且

要重新思考大肚山發展策略。 

大肚山之發展臺中市政府刻正辦理資

源調查，預計分為三階段執行，並預

計於未來擬定管制及復育計畫。 

4.政策環評用水的部分，工業用水跟

農民搶水，民生用水則變動不大，

缺水的問題將因大甲大安聯合運輸

工程施工要 7 年才能完成，天花湖

水庫要 110 年才會完成，可以預見，

而且開發遭受到抗爭，水利署重聲

不會隨意開發，市府的區域計畫是

否要對用水有所因應對策。 

臺中市政府前以 104年 11月 4日府授

都企字第 1040247766 號函請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提供意見，迄未見復。 

 

5.有關於灌排分離之規劃，請注意當

你把非法工廠就地合法化，通常被

佔領的就是農地，灌排分離必須要

有輔導分離的配套，最好是繳納農

地保護金，並把時間期程訂出來，

如果有困難，也請評估提出克服困

難的方法。 

1.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表示，有關灌排

分離涉及水利資源管理整體規劃部

分無涉本局權責，應請臺灣臺中農

田水利會、臺灣南投農田水利會及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說明回覆，惟應

以不得影響周遭農業生產環境為前

提，宜請水利主管機關洽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研議並提出說明具體方

案；另就農業用地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就產業所必要核准變更使用部

分，均需依「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

撥繳及分配利用辦理」收取農地變

更回饋金作為農業發展基金使用。 

2.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表示，查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102 年 10月函頒「農

業灌溉水質保護方案」，灌排分離

僅係方案之一部分，其他主要推動

策略包括加強灌溉水質管理維護、

加強污染預防機制等，終其目的係

為保護農地，確認農業能永續發

展。今農業局係為地方之農業主管

機關，中央機關（農委會）推動之

政策應由其首先配合辦理，且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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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並僅非水利設施之興建及解決

農地污染的唯一方式，尚包括農地

農用、農作物種類區位適宜分配、

未登記工廠應遠離農地等行政程序

之配合，多管齊下才能盡全功。建

議農業局主動稽覈並確實執行其權

責，其他機關才有配合及協助之空

間。 

6.有關於環境涵容能力分析以及對

策，請問何謂資源保育、如何強化

土地利用管理，請問要推動綠色交

通區，空品淨化區要增加在哪裡，

我不希望淪為口號治理。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綠色交通為

使用低污染或能源密集度低之運輸工

具，本市已針對綠色交通擬定短中長

期策略，分述如下：   

(1)短期：為積極推廣公共運輸，以實

行公車 10公里免費、增加班次及

站點等政策吸引民眾搭乘公車，此

外，推動自行車 369政策，完成民

眾通學、通勤或觀光旅程。   

(2)中長期：為加速軌道路網建設，包

含興建中的捷運綠線、串連鐵路山

海線、及未來本市將研擬多條捷運

輕軌系統，逐步落實發展無縫、綠

色運輸，打造台中成為低碳城市。 

（九） 主婦聯盟臺中分會 

謝主任文綺 

1.依國發會 103 年中華民國人口推計

(103~150年)，108~115 年的確呈上

升趨勢，但 115 年之後開始反轉下

降，低推至 150 年全國僅 1660 萬

人，減少 690 萬人，工作年齡人口

於 104年達高峰，為 1737萬人，但

到 150年低推僅剩 820萬，而且 107

年邁入高齡化社會，114 年達超高

齡社會。 

後續納入規劃說明。 



17 
 

意見 處理回應說明 

2.人口持續下降，產業開發卻一直擴

張是不合理的，因為一旦進行無法

回頭，既有都市計畫區也還未充分

運用，如工業區尚有 790 公頃低度

利用待檢討，建議因應未來氣候變

遷與糧倉危機，反而應該要劃設保

留更多農地與生態保育區域，例如

大肚山推動成為國家自然公園，讓

臺中市成為真正宜居城市。 

針對低度利用工業區之部分，臺中市

政府建設局已編定預算預計透過開闢

公共設施、道路使之能開發利用；而

本府經濟發展局方面也透過工業用地

媒合平台進行低度利用工業區之媒合

開發。 

（十） 大肚山學社 

吳社長金樹  

1.根據臺中市區域計畫 104年 8月 10

日第 3 次委員會議資料第 32 頁，

臺中市都市計畫區內尚餘 790 公頃

低度工業區。另國發會 103 年 8 月

18 日所作中華民國人口推計(103

年至 150年)，全國工作人口在 104

年達到最高達 1,737 萬人，於 150

年中推 904 萬，低推 820 萬，工作

人口僅約半數，故不應增加產業用

地，應檢討現存產業用地，降低面

積，回復原使用分區。 

針對低度利用工業區之部分，臺中市

政府建設局已編定預算預計透過開闢

公共設施、道路使之能開發利用；而

本府經濟發展局方面也透過工業用地

媒合平台進行低度利用工業區之媒合

開發。 

2.目前城市用水已經捉襟見肘，天花

湖水庫 120 年不一定會推動成功，

不應增加都市計畫面積。 

臺中市政府前以 104年 11月 4日府授

都企字第 1040247766 號函請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提供意見，迄未見復。 

3.意見說明 
推動之必要性詳前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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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反對臺中市新增或擴大產業發

展都市計畫。 

 (2)對於新庄子蔗廍、太平坪林等既

成合法生活區的都市計畫，建議

宜審慎評估。 

經評估列為後期發展區。 

(3)劃設更大面積農業與保育用地，儲

備氣候變遷、糧食危機等永續發

展之需。 

依據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104年 10

月 15日第 364次會議紀錄決議及臺中

市政府農業局意見，訂定臺中市應維

護之農地資源面積約 4.63萬公頃。 

(4)各子計畫實施前，應有透明公開的

充足資訊，提供民眾參考，並規劃

公民實質參與計畫審議過程的方

案。 

後續申請實質開發階段，有關資訊公

開及參與均將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4.意見原因 

 (1)水源不足 

    根據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網

站資料，臺中地區用水主要由大

安溪及大甲溪流域之水資源供

應，部分區域則由區域性地方水

源供應。目前需求量為每日 140

萬噸，供水量為每日 140萬噸，

主要水源為大安溪鯉魚潭水庫

供應 70 萬噸，大甲溪石岡壩供

應 70 萬噸。可知目前臺中區水

源供應已經捉襟見肘，並無餘

裕。加上近年氣候異常，降雨不

均，94~103 年這十年臺中測站年

臺中市政府前以 104年 11月 4日府授

都企字第 1040247766 號函請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提供意見，迄未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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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降雨 2070 毫米。在 100 年出

現 1204.9 毫米的低年降雨量，3

年後的 103 年為 1466.1 毫米，

都造成水情警報，許多耕地辦理

休耕，也讓既有產業與生活用水

面臨窘境。 

 (2)既有都市計畫尚有餘裕 

  臺中市 103 年空屋率高達

10.25％，且既有都市計畫區，也

還有許多都還尚有生活以及產

業發展的餘裕，如臺中港特定都

市計畫區，根據臺中市政府臺中

港特定區都市計畫書，100 年為

臺中港特定區之計畫目標年，以

58 萬人為計畫人口。截至 96 年

12月共計 262,971人，與計畫人

口 58 萬人相較，人口發展率達

45.33％。 

  臺中港都市計畫的工業區，

使用率約 54％，尚有約 300公頃

未使用，如果加計休業或不太生

產廠商，可用工業用地更多。政

府應該更用心，以永續發展眼光

與做法，善加經營既有的工業區

以供優良廠商使用。 

  A.關連工業區約 243.45 公頃未

為因應未來人口成長下降之影響，本

計畫建議未來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時應針對臺中港特定區進行計畫人口

調整，以符合未來人口之趨勢。 

另有關臺中港關連工業區之部分，本

府已編列預算預計開闢關連工業區

二、三期之道路，提升公共設施之完

整性，以利廠商進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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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配合港區內重工業發展之下

游工廠設廠需要，於港埠專用區

東南側劃設關連工業區 1處，並

分 3 期，面積 528.3285 公頃現

況做工業使用率約 53.92％，占

總面積 2.64％。 

  B.乙種工業區與零星工業區約

55.4公頃未使用 

  配合工業發展需求，劃設乙

種工業區共有 17 處，面積合計

123.2652 公頃，現有工業區之使

用率僅達 55.06％，分布於清水舊

市區北街外緣、沙鹿區舊市街南

側的外緣及龍井區中山路與沙田

路(舊台一線省道)兩側。 

（十一）臺中城市發展田調團 

        阮先生俊達  

1.簡報的第 44 頁，有比過去更清楚呈

現了臺中市未登記工廠的分佈情形

與後續處理策略，都發局及規劃單

位沒有迴避這項棘手問題，值得肯

定。 

--- 

2.不過，要解決未登記工廠問題，我們

首先需要更完整的基礎調查資料，

包括，到底有多少家未登記工廠位

臺中市政府前以 104年 11月 4日府授

都企字第 1040247766 號函請臺中市政

府經濟發展局提供意見，迄未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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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農地上面?這些工廠是哪些產業、

從業人員有多少、形成的年代及脈

絡呢?要清楚了解未登記工廠的各

項特性，各種輔導措施才有可能對

症下藥。 

3.如果經濟發展局及其他局處都沒有

這些基礎調查資料，那麼短期處理

建議方面，首先就應該編到預算、

人力，做好基礎調查並上網公開。 

臺中市政府前以 104年 11月 4日府授

都企字第 1040247766 號函請臺中市政

府經濟發展局提供意見，迄未見復。 

4.有了基礎調查資料後，在中長期處

理建議方面，希望看見分地區(如潭

雅神為一區、大里一區、烏日溪南

一區)、分產業別、分污染程度來提

出解決方案，並且告訴市民，在

2026年計畫年限屆滿時，18,000家

違章工廠，評估要輔導合法多少家?

能強制取締多少家?又能協助遷廠

多少家?有具體的目標數據與執行

方案，未登記工廠問題的改善才不

會繼續淪為口號。 

臺中市政府前以 104年 11月 4日府授

都企字第 1040247766 號函請臺中市政

府經濟發展局提供意見，迄未見復。 

5.肯定都發局在「開放公民參與」上的

努力，包括 8 月臺中市區委會第三

次會議是全國第一個開放的縣市政

府區委會，以及本次座談會有落實

7 天前公佈會議資料並主動通知相

關公民團體，都是比過去有進步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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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的作法。 

6.不過，座談會理應做到雙向、充分的

溝通，為何草率地和政策環評公聽

會合併在一起舉辦?出席討論的局

處層級夠廣，夠高嗎?以及，為何至

今還是看不到完整的新版草案?(林

佳龍市長都已經上台快滿一年了!) 

辦理方式係依內政部 103年 5月 28日

內授營綜字第 1030805501 號函附辦理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程序及書件事

項規定辦理。目前相關資料已可自本

局 

http://www.ud.taichung.gov.tw/ 

lp.asp?CtNode=23978&CtUnit= 

13089&BaseDSD=7&mp=127010 下載或

查詢 

7.之所以要求完整的新版草案必須經

過市民一起檢視，是因為魔鬼往往

藏在細節哩，舊版的草案，光是寫

作格式上就有許多缺失，包括: 

 (1)數據引用可能有誤，如第二章第

26 頁的農地面積數據，和全國

區域計畫修正案 P66 的數字對

不起來。 

因各計畫所發布之時間點不同，且農

地之盤查為滾動式之盤查，因此在不

同時間點所取得之資料皆略有不同，

最新版本之農地資料應以農委會每年

度發布修正之最新版本為主。 

 (2)引用來源交代不清，如第五章第

6 至 9 頁提到空污問題要配合

環保署「能資源利用區域性示

範計畫」，這是哪一年度的計

畫?網路上並無相關公開資訊。 

該處引用之來源應為，經濟部工業局

研擬中之「區域能資源整合」方向，

區域能資源整合最主要之目的在於工

業生產過程中之廢棄物再生利用，以

達成減碳、節能環保之目的。諸如，

工業生產的廢冷、廢熱可回收利用

（廢熱可供給工業鍋爐或游泳池、廢

冷可供給冷凍貨櫃、養殖業者等），或

是製程中所產生的特殊工業氣體可提

供所需之工廠利用等。 

 (3)混淆「上位」和「相關」計畫，

在第五章的區域性部門計畫章

節中，都沒有把中央的「上位」

計畫，和地方的「相關」計畫分

目前相關資料已可自本局 

http://www.ud.taichung.gov.tw/ 

lp.asp?CtNode=23978&CtUnit= 

13089&BaseDSD=7&mp=127010 下載或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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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呈現，而是胡亂拼貼，甚至放

進中橫覽車之類仍有很大疑慮

的計畫。 

8.所以，雖然規劃公司在簡報製作上

很用心，內容也一次比一次聚焦，

但我還是要要求，請都發局及規劃

公司儘速修訂，編輯完成新版的臺

中市區域計畫草案。 

目前相關資料已可自本局 

http://www.ud.taichung.gov.tw/ 

lp.asp?CtNode=23978&CtUnit= 

13089&BaseDSD=7&mp=127010 下載或

查詢。 

9.這個完整的草案，縱然在程序上不

想再次公開展覽，也應該再次舉辦

座談會，讓所有市民有機會看見，

看懂市府的規劃構想，後續的座談

會，可以分主題舉辦，以避免區域

計畫內容太多，主題太大，討論無

法聚焦。例如，可以城鄉發展辦一

個場次，邀請受影響的居民參與，

違章工廠及農地議題一個場次，空

污等環境議題一個場次等等。 

辦理方式係依內政部訂頒「擬定直轄

市縣（市）區域計畫實施要點」規定

辦理。 

10.最後希望座談會的會議紀錄格式，

要比照內政部營建署全國區域計

畫公聽會的標準來製作，包括: 

  (1)公民的發言要盡量以逐字稿

收錄，不要隨意摘要、刪改。 

同意照建議意見辦理。 

  (2)所有公民的提問，都應請相關

局處逐一回應，然後轉交區委

會委員參考，並張貼到網站上

同意照建議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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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昭公信。 

  以上，希望我們能有越來越完善

的公民參與程序，一起討論出符合市

民期待的臺中市區域計畫，謝謝。 

（十二）臺中返鄉特派員 

        姜小姐盈如 

【議題一】 

  依據 2015年 2月 7日臺大公共衛

生學院副院長及全球衛生中心主任詹

長權教授之媒體投書內容，已說明臺

中市空污的兩件大事： 

1.詹長權與中央大學王家麟教授在中

部科學園區尚未興建前的一系列研

究就發現，到 2006年止中部地區因

受火力發電廠及都市交通污染影

響，從臺中市區經草屯到竹山一帶

臭氧和霾害污染都極為嚴重，而惡

化的空氣品質已經讓在室外工作勞

工的肺功能變差，也增加臺中市民

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風險。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表示，將納入

後續環評審查意見。 

2.臺中市通勤族群的 VOC 暴露濃度是

西方國家的 2 到 30 倍，且通勤者

因苯污染的致癌風險也偏高。臺中

市任何新增工業區的 VOC 健康風險

評估，都必須將臺中市現存過高的

VOC 風險納入考量，才能真實反應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表示，將納入

後續環評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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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承受的風險實況。 

《建議及問題》 

1.依據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及全

球衛生中心主任詹長權教授之建

議：「臺中市任何新增工業區的 VOC

健康風險評估，都必須將臺中市現

存過高的 VOC 風險納入考量，才能

真實反應居民承受的風險實況。」

目前臺中市是否有做各工業區及其

他產業園區之 VOC健康風險評估？ 

1.臺中市政府前以 104 年 11 月 4 日府

授都企字第 1040247766 號函請臺中

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提供意見，迄未見

復。 

2.經濟部工業局表示，經查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於 93 年 12月 22 日以環署綜

字第 0930092953 號令增訂「開發行

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 30-1

條條文，惟本局所轄臺中地區之工業

區皆已於上開日期前開發完成，故無

做健康風險評估。 

3.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表示： 

(1)依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臺中園區擴建

用地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件

係以臺中園區既有廠許可量或歷

年 VOCs 空污費(或 TSP 申報)最大

排放量之 1.1 倍，兩者取大值以推

估該物種之排放量。 

(2)有關本市各工業區開發前需辦理環

境影響評估，並依據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規定之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

範辦理相關評估後使得開發。另環

保局已於 105年規劃辦理本市環境

調查及居民空氣污染物暴露風險

評估計畫，以有效掌握本市污染情

事。 

2.市府應公開臺中市 VOC 健康風險評

估技術報告和評估報告。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表示： 

1.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臺中園區擴建用

地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依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定或審議開發行為

層級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布於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書件查詢系統。 

2.有關調查報告將於計畫完成結案驗

收後，相關成果報告將依據政府資訊

公開法辦理資訊公開，以增進市府與

市民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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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據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及全

球衛生中心主任詹長權教授之建

議：「以美國和瑞士為例，從 1980

年起就有許多改善工業及交通污

染，控制霾害、減少生病、延長壽

命，同時也不妨礙經濟發展的成功

做法。這種藉由大幅度減縮舊污染

源來創造新經濟擴張的發展政策，

才是一條既能保障國民健康且符合

臺灣永續發展的正確道路。」請市

府回覆 PM2.5 和 VOC 之健康風險評

估是否列入臺中市區域計畫政策環

評中？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已編列近

5,000 萬元預算逐步執行臺中市環境

污染調查與健康風險評估，將於 105年

起逐步完成中科、港區及本市的污染調

查及健康風險評估作業。 

另本區域計畫案屬於”上位綜合計畫

性質（主要為區域空間規劃及土地利用

管制）”之政策環評，非屬一般開發案

環評，且本計畫並無實質開發行為，故

較無法進行 PM2.5 和 VOC 之健康風險

評估。 

4.依據臺大公衛學院職衛所教授鄭尊

仁之研究，PM2.5 空氣污染每年可

造成數百萬人死亡，在臺灣及世界

的死亡排名第七，以臺中市為例，

臺中市國內原生性污染源貢獻達 

52%、衍生性貢獻 16%，而境外傳輸

則以衍生性為主，貢獻比率達 33%。

中央要求各縣市政府需明訂 109 年

的 PM2.5 年平均排放量，臺中市已

訂下將從 103 年平均值的 25.4μ

g/m3 降至 109 年的 15μg/m3 的目

標。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表示： 

1.本市已研擬整治空污之管制策略及

措施，針對固定污染源、移動污染源

及逸散污染源三個層面研擬 9 項管

制策略與 16 項管制措施，其中管制

策略為啟動跨局處空氣污染減量及

總量管制、制訂管制生煤及禁用石油

焦自治條例、空地綠美化與都市造

林、固定污染源排放標準再加嚴、公

務柴油車加裝濾煙器、推動餐飲業及

夜市攤商減油煙、推動宗教慶典活動

環保化、建構電動巴士使用環境、資

訊公開與啟動應變。 

2.為有效掌握及確保各項管制策略及

措施可有效執行，已成立「臺中市空

氣污染減量工作小組」，工作小組由

市長擔任召集人，並由 13 個局處組

成工作小組委員，並會邀請專家學者

及環保團體擔任諮詢委員，希冀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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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處理回應說明 
市府各局處通力合作，達成空污減

量，於 109 年達到 PM2.5 年均值 15

μg/m3之目標。 

5.依據臺大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及全

球衛生中心主任詹長權教授之研

究：「100 公尺～1 公里內有高架道

路或甚至工業區，空污就愈嚴重。

而若 500 公尺內有自然林地、5 公

里內有河流，空氣品質就會變好。」

請市府回覆因應臺中市高濃度

PM2.5 和 VOC 下的都市計畫和產業

對策是什麼？ 

1.臺中市政府前以 104 年 11 月 4 日府

授都企字第 1040247766 號函請臺中

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提供意見，迄未見

復。 

2.經濟部工業局表示，臺中市未來產業

政策，應符合全國區域計畫中區域性

部門計畫-區域產業發展計畫之指

導，在現有規劃之產業用地均充分利

用條件下，臺中市至 2020 年尚須規

劃 149.78公頃，為維持產業競爭力，

臺中市未來產業發展應對應本部「產

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以提升產品

品質及價值、建構完整產業供應鏈體

系以及建立系統解決方案能力為主。

另有關本局所轄臺中地區之工業區，

倘區內廠商有疑似空氣汙染等情事，

係通報臺中市政府環保局依相關環

保法令處理。 

【議題二】 

  簡報中環境涵容能力分析及對策

中，有針對臺中市地下水說明水質之

分析，也提出一些改善原則，例如灌排

分離。 

--- 

《建議及問題》 

1.臺中市未登記工廠有近兩萬家，請

市府回覆灌排分離之計畫期程和對

策是什麼？ 

1.臺中市政府前以 104 年 11 月 4 日府

授都企字第 1040247766 號函請臺中

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提供意見，迄未見

復。 

2.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表示，有關灌排分

離涉及水利資源管理整體規劃部分

無涉本局權責，應請臺灣臺中農田水

利會、臺灣南投農田水利會及臺中市

政府水利局說明回覆，惟應以不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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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處理回應說明 
響周遭農業生產環境為前提，宜請水

利主管機關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研

議並提出說明具體方案；另就農業用

地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產業所必

要核准變更使用部分，均需經由水利

機關（農田水利會及臺中市政府水利

局）依灌排分離原則審查，不得排入

灌溉溝渠影響周遭農業生產環境。 

3.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表示，查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102 年 10 月函頒「農業灌

溉水質保護方案」，灌排分離僅係方

案之一部分，其他主要推動策略包括

加強灌溉水質管理維護、加強污染預

防機制等，終其目的係為保護農地，

確認農業能永續發展。今農業局係為

地方之農業主管機關，中央機關（農

委會）推動之政策應由其首先配合辦

理，且灌排分離並僅非水利設施之興

建及解決農地污染的唯一方式，尚包

括農地農用、農作物種類區位適宜分

配、未登記工廠應遠離農地等行政程

序之配合，多管齊下才能盡全功。建

議農業局主動稽覈並確實執行其權

責，其他機關才有配合及協助之空

間。 

2.臺中市地下水含量高，甚至有成為

地下水庫之能力，且豐富的地下水

甚至因都市蓋起高樓而遭抽除，地

下水是區域計畫政策環評之評估重

點，請市府回覆如何研擬對策，並

將地下水量列入政策環評評估項目

之中。 

臺中市政府前以 104 年 11 月 4 日府授

都企字第 1040247766 號函請臺中市政

府水利局提供意見，迄未見復。 

【議題三】 
臺中市政府前以 104 年 11 月 4 日府授

都企字第 1040247766 號函請經濟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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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銘傳大學建築系教授王价巨

之研究，目前有許多盲斷層、深層斷

層、隱沒帶未確定，因此地調所未能公

開。 

央地質調查所提供意見，迄未見復。 

《建議及問題》 

  請市府回覆這些未能公開的地質

敏感區，臺中市區域計畫之政策環評

該如何掌握？ 

臺中市政府前以 104 年 11 月 4 日府授

都企字第 1040247766 號函請經濟部中

央地質調查所提供意見，迄未見復。 

【議題四】 

  依據全國區域計畫進度，全國區

域計畫修正案仍持續針對幾個重大問

題持續對農地、環境敏感區、區域性部

門計畫做政策環評，而今年 2 月方通

過海岸管理法，營建署也提出了海岸

防護範圍之規劃作業說明。 

臺中市之海岸位於洪氾易淹潛勢地區

以及暴潮易淹潛勢地區，未來該處之都

市計畫如臺中港特定區，應於通盤檢討

時將海岸可能遭遇之風險納入檢討。 

《建議及問題》 

  請市府回覆臺中市區域計畫之政

策環評是否比照全國區域計畫修正

案，針對農地、環境敏感區、海岸防護

等，提出評估重點項目及評估方法，進

行政策環評，而非包裹式一次進行？ 

政策環評辦理方式係依內政部 103年 5

月 28 日內授營綜字第 1030805501 號

函附辦理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程序

及書件事項規定，以及全國區域計畫

（修正案）政策環評辦理方式辦理。 

【議題五】 

  今天的公聽會雖是都發局召開，

但有些局處未來參加，特別是關係較

大的環保局，第三次區委會上營建署

蔡玉滿科長說針對民眾所提出的重大

辦理方式係依內政部訂頒「擬定直轄市

縣（市）區域計畫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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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處理回應說明 

議題，可以召開專案小組會議並邀請

民眾參與。 

  臺中市區域計畫大幅修改後，公

民團體提出許多重大議題，於第三次

區委會上已決議都發局應詳列重大議

題，排定時間與公民團體召開座談會。 

《建議及問題》 

1.請市府依據第三次區委會上之決

議，由都發局召開座談會與公民團

體交流、搜集重大議題，分別舉辦

座談會。 

辦理方式係依內政部訂頒「擬定直轄市

縣（市）區域計畫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2.請都發局先行和民眾溝通座談會之

型式和內容，避免討論流於型式或

又有相關局處缺席的狀況。 

辦理方式係依內政部訂頒「擬定直轄市

縣（市）區域計畫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議題六】 

  今天的公聽會應該是要針對政策

環評範疇界定之各議題評估重點項目

及評估方法來召開，收集意見後再調

整政策環評之重點項目和評估方法，

臺中市區域計畫之政策環境範疇界定

會議在 103 年 8 月 6 日已召開，卻無

公開各議題評估重點項目及評估方法

之資料，且只有公開會議通知、沒有會

議紀錄。 

  依據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辦

理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程序及書件

辦理方式係依內政部訂頒「擬定直轄市

縣（市）區域計畫實施要點」及內政部

103 年 5 月 28 日內授營綜字第

1030805501 號函附辦理政策環境影響

評估作業程序及書件事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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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處理回應說明 

建議事項，寫到政策環評之範疇界定

會議要提出各議題評估重點項目及評

估方法之資料。 

  新市府上任後，臺中市區域計畫

大幅修改後，公民團體提出許多重大

議題，如今在沒有公開範疇界定會議

之相關重要資料、且臺中市區域計畫

大幅修改、尚未進行各議題的專案小

組座談會下，今天卻進行了政策環評

公聽會，這兩次會議無論是型式或是

流程都明顯草率。 

《建議及問題》 

  請市府重新召開範疇界定會議和

公聽會，讓民眾參加，以明訂評估重點

項目及評估方法，針對重大議題安排

討論。 

依據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

及政府政策評估說明書作業規範之規

定，政策研擬機關得辦理範疇界定會議

及公聽會，為提高政策環評效率，環保

署爰建議辦理前開程序，又範疇界定會

議以辦理 1次為原則。 

【議題七】 

  今年 8 月 6 日全國區域計畫政策

環評工作坊上，立委田秋堇針對民眾

參與及政府資訊公開之問題提出很好

的見解，她認為民眾參與的意義是民

眾要先能知道足夠的資訊，包括政府

做過哪些事、開過哪些會議 (不分內

外部)之相關資料都要公開，政府為了

研擬、執行任何的計畫或政策所做的

調查資料和評估報告等各種技術報告

目前相關資料已可自本局 

http://www.ud.taichung.gov.tw/ 

lp.asp?CtNode=23978&CtUnit= 

13089&BaseDSD=7&mp=127010 下載或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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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處理回應說明 

也都應該公開。新市府欲修正過去市

府與民眾溝通落差之垢病，需先落實

民眾參與的基礎，讓民眾獲得足夠的

資訊。 

  政府拿人民的納稅錢研擬許多的

計畫和政策，包括和計畫、政策相關的

調查資料和評估報告等各種技術報

告，沒有不公開的道理。 

《建議及問題》 

  臺中市區域計畫是臺中市重大政

策之火車頭，請市府將相關規劃背景

的調查資料和評估報告公開，否則民

眾如何得知臺中市區域計畫之合理

性？ 

目前相關資料已可自本局 

http://www.ud.taichung.gov.tw/ 

lp.asp?CtNode=23978&CtUnit= 

13089&BaseDSD=7&mp=127010 下載或

查詢。 

【議題八】 

  「擬定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臺中基

地附近特定區計畫案」目前已送入內

政部都委會審議，該計畫案雖早已辦

理公展，但面積高達 2910公頃，無論

是人口數或環境影響都只是概要的評

估，且包含大量優良農地，內政部區委

會委員陳椒華認為必須徹回此案。 

  臺中市區域計畫也劃設數千公頃

的新訂擴大都市計畫，內含大量優良

農地，而優良農地屬一級環境敏感區。 

如涉環境敏感地區均應依全國區域計

畫(修正案)規定辦理。 

《建議及問題》 
如涉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均應依全國

區域計畫(修正案)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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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級環境敏感區屬於不能開發之

區域，請市府徹銷開發。 

【議題九】 

  許多新訂擴大都市計畫區屬產業

型之規劃，將新增都市計畫工業區，但

依臺中市第三次區域計畫委員會，經

濟部工業局強調至 109 年中部地區產

業用地僅再需要 420 公頃，其中臺中

市約占 150 公頃，且臺中市都市計畫

工業區之檢討對策尚未完善。 

臺中市之產業發展有用水、用電、土地

等限制因素，本計畫將依據臺中市自身

環境條件，以及配合產業發展趨勢，合

理推估未來產業發展數量。 

另經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刻正辦理

「臺中市工業園區整體發展計畫委託

專案管理服務案」，該案服務內容包含

「臺中市整體產業發展政策」，將針對

臺中市所有產業用地進行盤點與檢討。 

《建議及問題》 

  全國區域計畫審議會議中，經濟

部工業局認為各縣市政府應擬具縣市

產業用地發展計畫等通盤性檢討，後

續縣市政府申請園區開發，應擬具明

確發展需求，並優先規劃利用轄區內

相關閒置工業區土地。 

  請市府回覆針對臺中市產業用地

發展計畫做通盤檢討之期程和內容？ 

臺中市政府前以 104 年 11 月 4 日府授

都企字第 1040247766 號函請臺中市政

府經濟發展局提供意見，迄未見復。 

【議題十】 

  臺中市區域計畫委員會第三次會

議時，包括本人在內，有數位民眾的發

言內容被大量刪減，且對於民眾所提

出的重大議題並未逐一回覆。 

本次會議已請發言者提供發言單，作為

紀錄依據。 

《建議及問題》 

  請市府詳細紀錄每一個意見，針

同意照建議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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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重大議題逐一請相關單位回覆。 

（十三）臺中城市發展田調團 

    張小姐淑芬 

1.資訊公開: 

2014年新市府上任即頒布《臺中市

廉能公約》，透明的原則並非將資訊

丟上網路即可!一份影響臺中市民

甚鉅的臺中市區域計畫，市府應投

入資源製作清楚介紹、懶人包，召

開地方說明會，積極介紹新版草案。 

針對公開說明會雖在網站上放上會

議紀錄，卻沒有參與名單與人數，

讓人質疑代表性。另外民眾意見多

有參考之處，市府如何參考，回應

也請同所有公聽會紀錄一併上網。

另外都發局網站與規劃公司網站資

訊不同步，資料不易搜尋，規劃公

司網站甚至是 Flash 選單，手機瀏

覽會被警告無法使用，請務必改進。 

目前相關資料已可自本局 

http://www.ud.taichung.gov.tw/ 

lp.asp?CtNode=23978&CtUnit= 

13089&BaseDSD=7&mp=127010 下載或

查詢。 

2.環評指標請參考全國區域計畫政策

環評範疇會議，首先臺中市區域計

畫政策環評範疇會議紀錄為何未公

開?如何對應內政部全國區域計畫

在 104 年 7 月 9 日的範疇界定會

議，請明確說明。 

 如全國區域計畫會議中提及，評估

政策環評辦理方式係依內政部 103年 5

月 28 日內授營綜字第 1030805501 號

函附辦理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程序

及書件事項規定，以及全國區域計畫

（修正案）政策環評辦理方式辦理。後

續將於報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表示，查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 102 年 10 月函頒「農

業灌溉水質保護方案」，灌排分離僅係

方案之一部分，其他主要推動策略包括

加強灌溉水質管理維護、加強污染預防

機制等，終其目的係為保護農地，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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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應納入「國民健康及安全」強

調「定性為主，定量為輔」的評估

方法原則，補充具體數據資料，但

翻開今日簡報，國民健康項目卻是

一連串名詞，沒有具體做法，更沒

有相關數據，實在難以想像這份計

畫即將送入環評委員會審查! 

 另全國區域計畫政策環評範疇會議

結論，針對產業發展關鍵議題應擬

替代方案，其中關鍵議題包含都市

與非都市的轉換，如工業區減少或

增加，那麼臺中市區域計畫如何因

應?工業區使用率不足 50%，是否應

該刪減?工業區不應再開發。 

 如以上意見，請確實對照全國區域

計畫政策環評範疇界定會議，並針

對臺中市民健康安全提出積極策

略! 

農業能永續發展。今農業局係為地方之

農業主管機關，中央機關（農委會）推

動之政策應由其首先配合辦理，且灌排

分離並僅非水利設施之興建及解決農

地污染的唯一方式，尚包括農地農用、

農作物種類區位適宜分配、未登記工廠

應遠離農地等行政程序之配合，多管齊

下才能盡全功。建議農業局主動稽覈並

確實執行其權責，其他機關才有配合及

協助之空間。告書中加強補充說明。 

（十四）要健康婆婆媽媽團 

    顏執行長淑女 

  去年政策環評會議紀錄的部份我

們到現在都找不到，如果我們現在大

家都找不到那現在的會議可以算數

嗎？我強烈建議重開這場公聽會，有

關於裡面原則性的東西地面水，整體

而言臺中市河川屬於未受汙染或受汙

1.臺中市政府前以 104 年 11 月 4 日府

授都企字第 1040247766號函請臺中

市政府水利局提供意見，迄未見復。 

2.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表示： 

(1)有關灌排分離涉及水利資源管理整

體規劃部分無涉本局權責，應請臺

灣臺中農田水利會、臺灣南投農田

水利會及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說明

回覆，惟應以不得影響周遭農業生

產環境為前提，宜請水利主管機關

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研議並提出

說明具體方案；另就農業用地經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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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這個對策足夠嗎？我認為應該給

個有期程的對策出來，針對地下水灌

排分離的部分應該要有排程出來，請

問沒有被管理到的工廠，涉及的水污

染如何處理？另外除了考慮輔導未登

記工廠合法化，也應該提出補償恢復

農地的方案，針對非法工廠所，要去精

算以後設施型使用分區、輔導特定地

區、新訂擴大的農地將之加入，才能確

認農地是否真的有達到 4萬 3千公頃。 

的事業主管機關就產業所必要核

准變更使用部分，均需經由水利機

關（農田水利會及臺中市政府水利

局）依灌排分離原則審查，不得排

入灌溉溝渠影響周遭農業生產環

境。 

(2)本市於臺中市農地資源空間規劃中

業已積極盤點本市農地存量，並分

類分級規劃現有農地資源，為維護

糧食安全存量及自然生態保育，應

以確保至少 4.63 萬公頃為前提，

並積極保護農地分類分級中第 1種

農業用地。 

(3)關於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部分，

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臺中市政

府經濟發展局）積極辦理並嚴格稽

查排放水，不得影響周遭農田水利

會之灌溉溝渠。 

3.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表示，查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102 年 10月函頒「農業灌

溉水質保護方案」，灌排分離僅係方

案之一部分，其他主要推動策略包

括加強灌溉水質管理維護、加強污

染預防機制等，終其目的係為保護

農地，確認農業能永續發展。今農業

局係為地方之農業主管機關，中央

機關（農委會）推動之政策應由其首

先配合辦理，且灌排分離並僅非水

利設施之興建及解決農地污染的唯

一方式，尚包括農地農用、農作物種

類區位適宜分配、未登記工廠應遠

離農地等行政程序之配合，多管齊

下才能盡全功。建議農業局主動稽

覈並確實執行其權責，其他機關才

有配合及協助之空間。 

（十五）國土資源保育學會 
目前相關資料已可自本局 

http://www.ud.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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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創會理事長正錺  

  今天很多問題如果要好好處理，

真的就是把這些資料傳到有關部門去

做回應，並將會議紀錄及回應內容公

布在網路上公告出來。 

lp.asp?CtNode=23978&CtUnit= 

13089&BaseDSD=7&mp=127010 下載或

查詢。 

（十六）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範疇界定會議如果依規定要重新處

理，我們會依規定重處理，但並不

會是因為換市長，後續仍然會依法

行政來處理。 

--- 

2.市府政策 104 年 1 月 1 日以後之新

違建工廠即報即拆，這是目前的確

在進行的部分，不管任何人來關說

都一樣。 

--- 

3.謝謝各位與會團體，其實我們會將

資訊全部公開，剛提到網路上資訊

不好蒐集，今天回去會改進讓資料

更容易地能被搜尋找到，範疇界定

會議的部分，可能是因為網站更新

時遺漏，會再將資料上傳，剛先進

提到的有些意見，不是現場能夠回

應的，我們也會分送有關機關提書

面說明後，在網路上公開讓大家知

道處理情形。政策環境影響評估說

明書也會依規定完成，並提送環保

署審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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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區域計畫性質上是屬法規命令，內

容多屬原則性規範，經由區委會審

查通過後，後續才由主管機關訂定

更具體的執行法令。 

--- 

5.在農地的保護上，應維護農地面積

需要 4.3 萬公頃，我們在新訂擴大

都市計畫及設施型分區劃設後，會

確保應維護農地符合 4.3 萬公頃，

並依全國區域計畫之指導辦理。 

--- 

6.后里地區位在大安溪大甲溪之間，

區域計畫定位是屬農業發展地區，

也是臺中市的前花園，不適合再新

增工業發展用地，也不允許發展具

污染性的產業。 

--- 

7.新訂擴大都市計畫的部份，臺中市

區域計畫會套繪環境敏感地，並檢

討是否位於優良農地。後續進行新

訂擴大都市計畫法定程序時，會確

實通知區內居民，並提供意見表達

以及相關的溝通程序。 

--- 

8.另外有很多先進提到空氣污染等細

節的環境議題，會請我們的環保局

以及水利局提出較詳細的政策，並

列入臺中市區域計畫內作為後續的

發展指導原則。 

--- 

9.預計在 11 月中將完成的新版草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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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上傳網路。 

（十七）澔宇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有關 PM2.5 以及 VOC 健康風險、

涵容能力 PSI 之部分，因為臺中市區

域計畫畢竟是一個政策，我們目前引

用的還是環保局白皮書的資料，會後

再請環保局協助提供官方相關的研究

資料，後續我們會盡可能針對各位寶

貴的意見作補充說明，相信這些意見

也是環保署後續審議關心的重點。 

--- 

（十八）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1.依照上次的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意

見，會盡可能做到環境衝擊的減輕，

因此建議採 C 方案，設施型分區的

部分原本有 17處，目前已經減量為

1處，加強計畫的管制。 

--- 

2.大家很關心今天的發言，會議的紀

錄也會比照區委會紀錄方式，作為

後續方案的修正方向。 

--- 

（十九）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臺中市區域計畫內產業型新訂擴

大都市計畫是框一個範圍，接著細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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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的時候，經濟發展局會提供意見，

希望集中管理改善未登記工廠產生的

問題，降低環境污染，而且後續申請開

發時，還是要進行環評程序，並不是在

區域計畫完成後就可直接開發。 

（二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農委會對全國的農地存量有一個基

本的規劃，臺中市應維護農地當初

訂的是 4.3 萬公頃，在 103 年農地

資源空間規劃成果核定後，應調為

4.63萬公頃。 

後續納入規劃說明。 

2.應就公告海域區管轄範圍，建立海

域區容許使用審查機制，另外在雪

霸深度山林旅遊這個部份，應盡量

強調低碳的旅遊型態，並將林務局

的森林遊樂區場域串連起來變成網

絡。 

後續納入規劃說明。 

（二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應維護農地總量應修正為 4.63 萬

公頃，另農地變更，是以灌排分離

及回饋金繳納的方式，維護其餘農

地。 

--- 

2.特定農業區是以前劃定的，後續會

將農地分為第 1 至 4 種農業用地，

並依據該分類分級原則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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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守護神岡聯盟 

    吳發言人 

1.我們不談以前的污染，光談我們神

岡現在的污染，不僅要忍受中科的，

還要忍受焚化廠的，我們那邊也沒

有測站，還有有的測站都是故障請

問拿什麼評估，另關於文資的部分

主管機關是否有派人來，今天好像

也沒有東勢、石岡區的代表，那邊

有非常多的古墓還有石岡隧道，文

資竟然都沒有調查，應該列入紀錄

請主管機關補作調查。 

1.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表示： 

(1)對於后里焚化廠排放管道設置連

續自動監測設施，24小時連續自動

監測設備進行監控相關監測數據

亦隨時回傳本局空噪科監控，另廠

外並設有即時顯示器供民眾隨時

監督。 

(2)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豐原區豐原

高中設置 1 座空氣品質自動監測

站。 

(3)依空氣污染防制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第 2項，空氣品質監測站站數設

置原則，本市一般空氣品質測站目

前站數已達法規規定（應設站數 8

座，實設 11 座，分屬環保署之豐

原、沙鹿、大里、忠明、西屯等 5

站及本局之后里、大甲、太平、霧

峰、烏日、文山等 6 站），本局之

所有測站每週皆派員定期維護，並

無發生故障之情形。 

(4)本局於 103年購置 1臺移動式空氣

品質監測車，可監測異味及揮發性

有機污染物（VOCS）等多種成分分

析，且於 104 年購置另 1臺移動式

交通空氣品質監測車，可監測懸浮

微粒（PM10）、一氧化碳、氮氧化物、

碳氫化合物、重金屬、二氧化硫、

細懸浮微粒（PM2.5）及甲苯等，預

計於 105年 3月份完成儀器安裝測

試作業，屆時可於第一時間提供相

關數據供業務科作為污染來源參

考。若有聞到異味時可打 1999 或

0800066666陳情，本局派員稽查採

樣後，再送移動式空氣品質監測車

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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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表示，有關辦理

文化資產調查之事項，係屬臺中市

文化資產處權管。 

3.臺中市文化資產處表示，調查完成

並公告之文化資產資料均已完整建

置專屬網頁可供查詢。 
 

2.我透過市府話務中心檢舉違建，市

府不僅沒有保密，還在原本 4 個有

關機關外，再增加經濟發展局，請

問與該局有什麼關係，而且在拆除

違建屋頂後，沒多久不僅隔壁長出

新建物連屋頂也蓋回來，請市府確

實執行。 

市府政策 104 年 1 月 1 日以後之新違

建工廠即報即拆，這是目前的確在進行

的部分，不管任何人來關說都一樣。 

（二三）要健康婆婆媽媽團 

    顏執行長淑女 

1.政策環評內容應加強空污對策。 

後續納入規劃說明。 

2.農業局及農委會應提出具體的灌排

分離期程。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表示： 

(1)現行權責分工，本會為農田水利會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輔導農田

水利會事業區域內灌溉排水設施之

興辦與營運管理維護。農田水利會

所轄灌排渠道主要功能係輸送灌溉

用水，後因環境變遷及地方經濟發

展，各類土地使用已有所改變，地方

排水系統設置未臻完善，排水功能

不足，而農田排水就農業之需要，大

多興建於地勢較低窪地區，除匯流

上游農地排水外，部分地區有其他

目的事業排水搭入灌排渠道之情

形。 

(2)本會為維護農業灌溉水質，逐步解

決廢污水排入灌排系統之問題，案

經邀集環保署、經濟部、內政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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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及農田水利會等相關機關

(單位)召開研商會議討論，凝聚共

識，於 102 年 10 月 31 日訂定「農

業灌溉水質保護方案」(詳本會網

站 ，

http://law.coa.gov.tw/GLRSnews

out/LawCon 

tent.aspx?id=GL000497)，依污染

潛勢高低採「分階段分區」推動方

式，優先針對農田土壤受污染地區

進行加嚴管制，循序推動各階段實

施計畫，如：第一階段農田水利會

採取搭排加嚴管制，促請業者於 105

年底完成改排其他排水系統(如道

路側溝、區域排水或其它公共水體

等)，協助業者在農田水利會所轄渠

道附掛或埋設廢水排放專管，並由

經濟部及地方政府加強工廠廢水排

放之輔導改善、環保署及地方環保

局加強水污染源管制、加強排水管

理及加速興建排水系統等措施，逐

步澈底改善廢水排放影響灌溉用水

問題。惠請貴府轉知旨揭團體逕至

該網站下載參閱。 

(3)另所謂農地「灌排分離」，係由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合作管理，如

下水道主管機關(內政部及地方政

府)加速興建下水道、排水主管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及地方政府)加速興

建市區排水及區域排水等排水系

統，才能將市區排水、區域排水及工

廠廢水與灌溉渠道予以分離，達澈

底改善之效。有關區域排水之管理，

由各排水管理機關依水利法及排水

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至於加強

下水道系統之建設與管理，由內政

部依下水道法持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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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處理回應說明 
2.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表示，有關灌排分

離涉及水利資源管理整體規劃部分

無涉本局權責，應請臺灣臺中農田水

利會、臺灣南投農田水利會及臺中市

政府水利局說明回覆，惟應以不得影

響周遭農業生產環境為前提，宜請水

利主管機關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研

議並提出說明具體方案；另就農業用

地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產業所必

要核准變更使用部分，均需經由水利

機關（農田水利會及臺中市政府水利

局）依灌排分離原則審查，不得排入

灌溉溝渠影響周遭農業生產環境。 

3.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表示，查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102 年 10月函頒「農業灌

溉水質保護方案」，灌排分離僅係方

案之一部分，其他主要推動策略包括

加強灌溉水質管理維護、加強污染預

防機制等，終其目的係為保護農地，

確認農業能永續發展。今農業局係為

地方之農業主管機關，中央機關（農

委會）推動之政策應由其首先配合辦

理，且灌排分離並僅非水利設施之興

建及解決農地污染的唯一方式，尚包

括農地農用、農作物種類區位適宜分

配、未登記工廠應遠離農地等行政程

序之配合，多管齊下才能盡全功。建

議農業局主動稽覈並確實執行其權

責，其他機關才有配合及協助之空

間。 

3.去年 8 份的範疇界定會議，是胡志

強市長時代的草案，林佳龍市長已

經提出新的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

內容改變很多，請問那場範疇界定

會議內容還適合嗎? 

辦理方式係依內政部 103 年 5 月 28 日

內授營綜字第 1030805501 號函附辦理

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程序及書件事

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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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處理回應說明 

（二四）臺中城市發展田調團 

    黃先生子倫 

  肯定潭子、大里樹王以及後期發

展的新庄子、蔗廍皆已納入「尊重當地

長期溝通」，或「強調意願保留」，但未

能看見政府如何建構市民參與機制，

在臺北市市民參與機制除公聽會，也

舉辦地方工作坊，不論是否由地方倡

議組織承辦或招標，市民意願是需要

更長時間才能理解，而非擬寫交差依

靠政府於紙本上，或是由少數公民團

體背書，這會將意見流於紙本而非真

實反映，也非「市民的政府」。 

因此建議: 

1.建立市民分層分級參與機制，並充

分反映事實成為政策參考依據。 

民眾參與方式係依內政部訂頒「擬定直

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實施要點」規定

辦理。 

2.區域計畫受限時程影響，市民反映

不及，規劃公司人力有限，可評估

如何「意願保留」由民間 NGO 或倡

議組織社區調查的可能性。 

目前相關資料已可自本局 

http://www.ud.taichung.gov.tw/ 

lp.asp?CtNode=23978&CtUnit= 

13089&BaseDSD=7&mp=127010 下載或

查詢，歡迎各界提出建議意見。 

（二五）陳建如 

大屯樂活宜居區發展構想，以臺

中軟體園區為核心打造「大里文創聚

落」，向外擴散至太平大里霧峰生活區

域。選擇霧峰及太平適宜區域，發展影

視產業。 

後續納入規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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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處理回應說明 

（二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書面意見) 

  本案涉及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一

節，提供本署意見如下： 

1.本案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

政策細項」中土地使用政策之直轄

市、縣（市）區域計畫。 

--- 

2.本案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後續作業，

建議敘明區域計畫屬性事項（包含

空間計畫、土地使用及實質空間），

並以內政部所提「10項區域計畫規

劃重點」為架構主軸，撰寫評估說

明書。 

後續將於報告書中加強補充說明。 

3.政策評估說明書「政策可能造成環

境影響之評定」章節內容，建議以

前項架構及政策目標為範疇，進行

重點評估，俾將環境因素納入政策

研定之考量。 

後續將於報告書中加強補充說明。 

4.為達成政策目標所規劃各種方案之

比較分析，請依「政府政策評估說

明書作業規範」第 4 條規定，研擬

替代方案。 

後續將於報告書中加強補充說明。 

5.建議強化臺中市轄內特定環境議題

（如空氣品質、河川整治、廢棄物

處理等）之重點評估，適度回應於

區域規劃配置上。 

後續將於報告書中加強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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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參考「新北市區域計畫政策評估說

明書」公聽會經驗，建議將項目「環

境之涵容能力」、「自然生態及景

觀」、「國民健康及安全」、「土地資

源之利用」、「水資源體系及其用

途」、「文化資產」、「國際環境規範」

納入座談會內進行討論。 

後續將於報告書中加強補充說明。 

7.於本案送本署徵詢意見前，請貴府

及內政部確實徵詢有關機關及團體

意見，並召開公聽會蒐集各方意見，

且就各方意見妥予回應處理，俾利

後續政策環評徵詢意見之順暢。 

後續將於報告書中加強補充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