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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專責審議小組 
第 4 次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2 年 7 月 8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貳、 會議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601 會議室 

參、 主持人：胡主任委員志強   黃副主任委員國榮代理 
記錄：蘇奕端 

肆、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發言摘要，如附錄)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報告事項： 

第 1 案：本市受理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案件進度報告 

決  議：洽悉。 
柒、 討論案： 

第 1 案：審議「豐興公司后里新廠報編工業區計畫-變更開發

計畫」案 

決 議： 

一、 新增滯洪池容量(面積)業經水利單位審查原則同

意，至於本案於原有綠地(隔離綠帶)上新增一座滯洪

池之適法性，因本案緊鄰特定農業區，依非都市土

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專編第8編工業區開發計畫第7

點規定應劃設至少 30 公尺之緩衝綠帶或隔離設施。

經委員會討論同意本案滯洪池設置於緩衝綠帶上，

惟仍請申請人於池體與廠區道路之間，加強植栽綠

化以減低工業區對外造成之環境影響。 

二、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專編第 9 編工業區細

部計畫第 17 點規定略以：「…工業區內相關公共設

施用地或必要性服務設施用地之面積應佔全區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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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以上，其中綠地不得少於全區面積 10%。..」。

就本案變更後之土地使用計畫表中，各土地使用項

目之百分比數據尚無法明確呈現符合規範規定，且

申請人於會上尚無法說明其餘相關公共設施用地之

留設區位及面積。故請申請人依作業規範規定調整

公共設施用地(或必要性服務設施用地)以符合 20%

規定，另製作相關圖說輔助說明留設區位及面積。 

三、 請重新檢討變更後之基地高透水比例、高綠化比例

之施作可行性。 

四、 有關農田水利會建議本案基地之放流水應符合灌溉

用水水質標準乙節，依內政部 98 年 12 月 29 日同意

核可計畫之注意事項：「『…基地排水將排放至北側

40 米計畫道路排放管線，該排放水路非屬本會灌溉

排水系統。』，惟廢污水排放至 40 公尺寬之計畫道

路排水管線，請臺中縣政府水利單位於該道路開闢

後，將本案之排水量納入整體考量計算。」，本案係

屬變更開發計畫，建請申請人於前開內政部函示附

款條件精神下，研擬相關因應措施。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修正，於 3 個月內送本府都市發展局，

經查核且經出席委員確認無誤後，核發許可。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下午 5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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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出席委員與出列席人員發言摘要： 
委員一： 

1. 變更開發計畫之 p10第一段文字“….今豐興公司依據「促

進產業，…”之“今”字在此不符原案開發時程，宜刪除。 

2. 變更開發計畫之 p.18 表 1.4-7-1 的曼寧 n 值應與原核定開

發計畫之 n=0.015 取一致。 

3. 廠房用地面積由 69,210m2增 70,000.63m2，綠化面積是否

應隨增加比率增加為宜。又，公共設施用地是否需滿足全

區面積 20%之規定。 

4. 表 1.3-7-1 與表 1.3-7-2 中，綠覆率何以用“綠化覆蓋面績

除以可供綠化面積”，既屬可供綠化面積即應全部綠化才

是。 

5. 表 1.3-8-1~表 1.3-8-3，停車場、公用設備之透水面積有高

估之虞，該等用地是否有鋪面或鋪透水磚，宜說明。 

委員二： 
1. 建議於滯洪池之池體與廠區道路之間，種植喬木以達隔離

綠帶之效果。 

2. 建議於細部計畫時，加強隔離綠帶及廠區周圍空地上之植

栽綠化。 

3. 依規劃內容，基地南側之綠地並未連貫，是否有串連綠帶

之可能。 

委員三： 
1. 請依規定調整公共設施用地不得低於全區面積之 20%。 

2. 滯洪池之設計應預留外圍植栽綠化。 

3. 請確實檢討高透水率施作之可行性。 

 
委員四：針對議題一部分，不宜因前次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同意確



 4 

認在案，而比照同意本次新增滯洪池設置於隔離綠帶之規

定，應就法規適用方向檢討。 
委員五：滯洪池如設置於隔離綠帶上，建議於滯洪池旁多作植栽，

以彌補原有減少之綠化面積。就適法性部分，依現行非都

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工業區專編規定已有相關明確規範緩

衝綠帶留設方式。 
委員六：倘本案廠房用地部分作為公共設施用地或綠地應可解決公

共設施用地比例不足的問題；另外，廠內通路納入廠房用

地面積，當時規劃之考量為何，請申請人說明。 
 
台灣台中農田水利會： 

本案計畫有關排水事項前經核定不得排入本會后里圳二

支線灌溉系統，須排入 40m 中科西向聯外道路之排水設

施在案。惟因 40m 道路排水設施規劃設計銜接至月眉排

水(屬區域排水)，而其下游尚有多處本會引水灌溉之取水

口供灌溉農田，為避免影響農田灌溉水質，建議本案基地

之放流水應符合灌溉用水水質標準。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 豐興公司報編工業區計畫案，原經環保署 96 年 9 月 10

日環署綜字第 0960068803 號函示，本案得免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惟本次變更開發涉及開發面積增加(1456m2)。建

請將本次變更內容另函送環保署釋示，依本次變更申請內

容重新認定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2. 另依(第四次會議資料 p19)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98 年 5
月 7 日字 253 次審查會議審查意見五(p33)，依計畫書說

明本案之原料堆置場將鋪設 30 公分厚之爐渣骨材作為鋪

面。為避免造成鄰近農地及地下水之污染疑義，仍請依意

見答覆及查核意見落實辦理。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1. 有關本案擬於隔離綠帶上或設施上配置「滯洪池」，依農

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審查作業要點第 13 點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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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隔離設施並未包含有「滯洪池」項目，如因本市轄區

農業用地特性需增列，需報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農委會)備
查。 

2. 案屬特定農業區土地變更為工業區使用，應規劃設置隔離

綠帶或設施寬度至少 30 公尺且面積不得小於申請事業面

積之 30%為原則。 

3. 應先與臺中農田水利會協調，不得影響農田灌溉排水系統

及周遭農業生產環境為前提。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 本案係依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核准編定之工業區，原

促產條例規定公共設施用地應佔工業區全區面積 30%以

上，後來 99 年 5 月 12 日公布實施之產業創新條例已修正

為 20%。本案原報編申請時經濟部工業區編定審查小組

針對該設置百分比理應經確認後始同意編定為工業區。 

2. 該工業區開發係經濟部 99 年 7 月依原「促進產業升級條

例」同意核定在案，請豐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於獲具變更

開發許可同意後，另案辦理可行性規劃報告之變更。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書面意見) 
1. 本案書圖文件製作格式，請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規定辦理。開發計畫書圖部分，請補充或修正下列事項： 
(1) 本案相關技師簽證資料與附件不符(水土保持部分)。

請檢附依法登記開業之相關專業技師簽證，並納入變

更計畫書。 

(2) 報告書 P14、P24、P25，請查明究竟係為計畫區內使

用地現況編定圖或是使用地變更編定計畫圖。 

(3) P31、P32，土地使用編定之圖面各種使用地用色，請

依「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

業須知」辦理。 

(4) 請補附經相關技師簽證土地使用計畫圖及使用地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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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定計畫圖等大圖。 

(5) P21，有關變更後之排水系統設計與水理計算，尚無相

關水理計算書內容，請補充說明。建議將原開發計畫

之整地排水工程章節內容納入本次變更報告書。 

(6) P38，表 1.3-6-3 變更前後比較表_應綠化面積檢討表，

註 1 內容與本表格使用比例(建蔽率)無關。 

2. 文字誤植部分 

(1) P23，依 100 年「徑」為分割後。 

(2) P30，表 1.3-5-2 變更前後比較表_土地使用強度表，綠

地(隔離綠帶)變更後面積 8,643.4，應更正為 8,640.73。 

(3) P42，報告書有關停車場之空地率、透水比例，其變更

前後之規劃值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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