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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暨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配合第四次通盤

檢討)案」公告徵求意見座談會紀錄(龍井區) 

壹、會議時間：111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龍井區公所 3 樓會議室 

參、會議主席：都市發展局朱副總工程司文彬                  紀錄：陳柏志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簡報說明：略 

陸、發言紀要： 

發言人 建議事項 

顏莉敏

副議長

服務處 

1.高美濕地周邊相關停車及公共服務設施不足，應加強相關規劃。相關

公共設施規劃也建議融入海洋城市概念，提升自明性。 

2.龍井區公園、運動設施用地不足，建議納入檢討。 

林孟令

議員服

務處 

1.龍井區於 80 年辦理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未同步取

得相關公共設施保留地，導致現況多數道路及公設用地無法開闢，建

議加速公共設施用地之徵收開闢。 

2.龍井區多劃設為兒童遊樂場用地，非屬一般公園用地，且面積規模普

遍不大，影響其申請多目標使用之彈性。 

3.東海段 694-6地號土地(位於中科特定區計畫)已捐贈給市府，建議能

變更為活動中心使用。 

4.建議於大肚山保護區增設捷運藍線場站。 

5.相關單位配合中央能源政策，相關設施往海邊發展，影響到地方漁船、

商船、國防等活動空間。 

6.關連工業區第三期公共設施用地需地主共同負擔，影響廠商開發意

願。 

龍井區

公所 

1.龍井區人口集中在山上區塊，包括新庄、南寮、東海跟新東 4里，惟

該 4里非屬都市計畫區範圍，造成公共設施不足。 

2.關連工業區第二、三期現況農業、工業使用混雜、道路用地未開闢，

是否能透過本次通檢予以妥處。 

3.東海段 694-6地號土地(位於中科特定區計畫)已捐贈給市府，擬採多

目標作活動中心使用，建議通盤檢討予以配合納入。 

臺電公

司 

本公司在港埠專用區將興建電力設施，其構造及用途特殊，同時離市區

及人口活動區域較遠，應排除一般建築之土地使用管制。故考量避免影

響相關廠商在港埠專用區之投資意願，以及為利於相關能源設施建設，

並有助於穩定供電，保留特殊用途建物之使用彈性，建議本次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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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建議事項 

土地使用管制內容配合修定，加註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特種

建築物或重大能源設施，得免辦理都市設計審議。 

中油公

司 

本公司於港埠專用區有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擴建計畫，其建築構造有特殊

性，為配合國家能源政策之時程要求，建議經中央政府核准為特種建築

物者，得免辦理都市設計審議。 

中佳電

力事業

股份有

限公司 

1. 本公司電廠為全國首創整合天然氣、太陽能、儲能之三合一發電系

統，發電係供給全國人民使用，並可促進地方就業發展。因電廠之用

途及構造特殊，且位於台中港內非屬公眾活動地區，不影響都市景觀，

故為加速時程開發，建議無須辦理都市設計審議。 

2.另依電業法第 2條第 2款，本公司電廠非屬公用事業，不適用臺中港

特定區計畫土管要點第 37條第 2點規定，應無須提送都市設計審議。 

3.綜上，建請市府依內政部 110年 10月 4日內授營都字第 1100815404

號函，免依臺中港特定區計畫之土管要點第 37 點或臺中港特定區計

畫港埠專用區重大建設計畫認定表之興建電力及其附設設施等規定

辦理都市設計審議。 

4.另本公司興建電廠如須辦理都市設計審議，應檢具哪些書件?另是否

因電廠具特殊性，在申請的程序上作業應如何配合能加速程序。 

5.如取得特種建築物許可後，是否仍須辦理都市設計審議。 

柒、結論： 

(一)本次通盤檢討作業將考量地方發展特性及需求進行適當檢討。 

(二)感謝各位嘉賓參與本次座談會並提供寶貴意見，座談會相關建議意

見，本府將彙整後納入本案規劃研議或其他刻正辦理案件參考。 

(三)本次通盤檢討公告徵求意見期間為 111 年 1 月 14 日起 40 日，若

有任何意見皆可將意見以書面方式提供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城鄉

計畫科)，以利彙整研析並納入通盤檢討規劃作業參考。 

捌、散會：上午 11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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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會議照片 

  

主席致詞 簡報說明 

  

副議長服務處建議 議員服務處建議 

  

意見交流 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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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暨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配合第四次通盤

檢討)案」公告徵求意見座談會紀錄(大肚區) 

壹、會議時間：111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大肚區公所 5 樓禮堂 

參、會議主席：都市發展局朱副總工程司文彬                  紀錄：陳柏志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簡報說明：略 

陸、發言紀要： 

發言人 建議事項 

中佳電

力事業

股份有

限公司 

1.本公司電廠為全國首創整合天然氣、太陽能、儲能之三合一發電系統，

發電係供給全國人民使用，並可促進地方就業發展。因電廠之用途及

構造特殊，且位於台中港內非屬公眾活動地區，不影響都市景觀，故

為加速時程開發，建議無須辦理都市設計審議。 

2.另依電業法第 2條第 2款，本公司電廠非屬公用事業，不適用臺中港

特定區計畫土管要點第 37條第 2點規定，應無須提送都市設計審議。 

3.綜上，建請市府依內政部 110年 10月 4日內授營都字第 1100815404

號函，免依臺中港特定區計畫之土管要點第 37 點或臺中港特定區計

畫港埠專用區重大建設計畫認定表之興建電力及其附設設施等規定

辦理都市設計審議。 

4.另本公司興建電廠如須辦理都市設計審議，應檢具哪些書件?另是否

因電廠具特殊性，在申請的程序上作業應如何配合能加速程序。 

5.如取得特種建築物許可後，是否仍須辦理都市設計審議。 

民眾 1 本人工廠所在土地位於農業區及保護區，刻正辦理特定工廠變更作業，

因位於山坡地範圍，故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惟所有土地靠近中華路，

且地勢平坦，是否能解除山坡地範圍。 

民眾 2 1. 山線到海線之交通多以小客車為規劃思考，建議能多提供二輪車使

用之友善路權。 

2.鐵路高架才能讓海線交通更方便，以促進地方發展。 

3.龍井到和美間的和美大橋能趕快動工。 

4.後續相關會議應邀請相關單位(如建設局)共同與會。 

柒、結論： 

(一)本次通盤檢討作業將考量地方發展特性及需求進行適當檢討。 

(二)感謝各位嘉賓參與本次座談會並提供寶貴意見，座談會相關建議意

見，本府將彙整後納入規劃研議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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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通盤檢討公告徵求意見期間為 111 年 1 月 14 日起 40 日，若

有任何意見皆可將意見以書面方式提供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城鄉

計畫科)，以利彙整研析並納入通盤檢討規劃作業參考。 

捌、散會：下午 3時 10分 

玖、會議照片 

  

主席致詞 簡報說明 

  

會議場地 意見交流 

  

意見交流 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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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暨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配合第四次通盤

檢討)案」公告徵求意見座談會紀錄(梧棲區) 

壹、會議時間：111 年 2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梧棲區公所 4 樓禮堂 

參、會議主席：都市發展局朱副總工程司文彬                  記錄：陳柏志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簡報說明：略 

陸、發言紀要： 

發言人 建議事項 

顏莉敏

副議長

服務處 

1.請說明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後續市地重劃辦理期程為何。 

2.請詳細說明配合樁位疑義及地籍重測訂正都市計畫圖之辦理方式及

處理情形。 

3.住宅區尚有很多未開闢之計畫道路，建議加速開闢，以加速住宅區之

開發及機能活化。 

梧棲區 

溫國宏

區長 

 

1.臺灣銀行閒置土地造成地方環境負面影響，請市府思考是否可主動進

行規劃變更。 

2.臺中港特定區近年發展快速並引入居住人口，相關公共設施、交通需

求提高，故建議加強交通動線之發展規劃。 

3.農業區內拓寬農路有困難性，故建議於農業區規劃道路用地，以便利

灌溉用水、排水設施之使用。 

4.建議思考如何開放臺中港區，讓港區更親近於市民，讓都市發展更具

前瞻性。 

梧棲區

公所農

建課 

1.現況道路系統路名請再更新。 

2.有關大眾運輸 TOD發展及各項發展軸線部分，應加強說明未來規劃重

點。 

3.梧棲區尚有發展腹地可供風力發電等綠能使用，包括臺灣銀行之農業

區等，建議可與臺灣銀行協商，以活化土地。 

4.建議推動一日觀光巴士，串聯高美濕地及港區周邊觀光景點，以發展

本計畫區觀光遊憩機能。 

台電公

司 

本公司在港埠專用區有很多重大能源設施計畫，攸關台灣供電穩定性，

為確保未來能源建設更加快速並達成穩定供電目標，建議於土地使用管

制要點新增規定：港埠專用區內經中央目的主管機關核定為重大能源設

施者，無須辦理都市設計審議。 

台灣中 本公司「液化天然氣儲槽及相關附屬設施」、「卸收碼頭新建工程控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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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建議事項 

油公司 房等建物」及「開架式氣化設施及相關附屬設施」屬能源基礎建設，其

廠房建物及相關構造物之用途及構造具特殊性，如納入都市設計審議將

造成設施及廠區管理之安全性疑慮，故建議得排除應辦理都市設計審議

地區。 

民眾 1 1.臺中海線地區檢討除臺中港特定區外，建議包括大甲區、大安區等也

要同步進行規劃。 

2.建議新增捷運路線沿中華路延伸至大甲區。 

柒、綜合回應： 

(一)本次通盤檢討作業將考量地方發展特性及需求進行適當檢討。 

(二)感謝各位嘉賓參與本次座談會並提供寶貴意見，座談會相關建議意

見，本府將彙整後納入本案規劃研議或其他刻正辦理案件參考。 

(三)本次通盤檢討公告徵求意見期間為 111 年 1 月 14 日起 40 日，若

有任何意見皆可將意見以書面方式提供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城鄉

計畫科)，以利彙整研析並納入通盤檢討規劃作業參考。 

捌、散會：下午 3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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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會議照片 

  

主席致詞 簡報說明 

  

梧棲區區長建議 農建課課長建議 

  

意見交流 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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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暨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配合第四次通盤

檢討)案」公告徵求意見座談會紀錄(清水區) 

壹、會議時間：111 年 2 月 9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清水區公所 2 樓會議室 

參、會議主席：都市發展局朱副總工程司文彬                  紀錄：陳柏志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簡報說明：略 

陸、發言紀要： 

發言人 建議事項 

顏莉敏

副議長

服務處 

1.高美濕地周邊農業區應解編，朝向觀光或商業發展。 

2.高美濕地以北之護岸路應拓寬為 50米，以改善交通擁塞情形。 

國防部

軍備局 

1.機(79)用地現況為軍備局傘具製配所，現行計畫規劃計畫道路貫穿營

區，建議取消該計畫道路，以保有營區完整性。 

2.番仔寮陣地為漢光演習之砲擊場地，未來規劃時應考量保留作為軍方

漢光演習之用。 

海風里

里長 

黃堉睿 

1.座談會應以更加平易的方式說明本計畫如何檢討、規劃。 

2.「臺中國際機場門戶及周邊地區整體開發案」及「臺中國際機場園區

規劃案」造成地價漲幅高，是否為好的土地政策，請思考。 

3.請說明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後續市地重劃期程為何。 

民眾 1 清水區武秀段 1120-1 地號已撤銷徵收，非屬道路用地範圍，故建議應

由道路用地恢復為住宅區。 

民眾 2 1.高美濕地周邊農業區攤販雜亂，應思考如何改善。 

2.臺中港近年因產業發展，引進多數年輕之就業及居住人口，建議未來

文中小用地可朝向華德福或雙語學校發展，以提供當地年輕人之小孩

就學所需。 

3.計畫區內道路左轉車道規劃設計不良，導致直行車道受阻，建議應調

整車道規劃。 

柒、綜合回應： 

(一)本次通盤檢討作業將考量地方發展特性及需求進行適當檢討。 

(二)感謝各位嘉賓參與本次座談會並提供寶貴意見，座談會相關建議意

見，本府將彙整後納入本案規劃研議或其他刻正辦理案件參考。 

(三)本次通盤檢討公告徵求意見期間為 111 年 1 月 14 日起 40 日，若

有任何意見皆可將意見以書面方式提供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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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科)，以利彙整研析並納入通盤檢討規劃作業參考。 

捌、散會：上午 11時 20分 

玖、會議照片 

  

主席致詞 簡報說明 

  

民眾現場提供資料 意見交流 

  

意見交流 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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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暨

「變更臺中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配合第四次通盤

檢討)案」公告徵求意見座談會紀錄(沙鹿區) 

壹、會議時間：111 年 2 月 17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沙鹿區公所 5 樓禮堂 

參、會議主席：都市發展局朱副總工程司文彬                  紀錄：陳柏志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簡報說明：略 

陸、發言紀要： 

發言人 建議事項 

顏莉敏

副議長 

1.請說明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後續市地重劃期程為何。 

2.港埠專用區與市民生活有隔閡，應納入海洋城市規劃理念，作有宏觀

的規劃。 

3.高美濕地應納入整體規劃檢討，周邊地區應劃設妥適之土地使用分區

或公共設施用地。 

4.應與臺中區漁會合作，規劃多功能使用目標之相關用地，帶動地區觀

光發展。 

5.臨港路以西之原工專二農業區建議改為公辦重劃，以加速土地活化，

解決海線地區工業用地不足之問題。 

6.請說明臺中國際機場門戶及周邊地區整體開發案目前的進度為何。 

7.沙鹿車站未來是否配合捷運藍線規劃，往北側遷移。 

沙鹿區

廖財崇

區長 

沙鹿區屬海線地區人口最多的行政區，停車位規劃不足，建議於商業區

周邊規劃停車場用地。 

陳廷秀

議員服

務處 

1.部分工業區現況為農業使用，包括關連工業區二、三期及斗抵里工業

區等，且斗抵里工業區無規劃計畫道路，造成工業區使用率低。另考

量工業區地價高，是否研議可訂定買賣價格上限。 

2.建議鐵路高架化後，兩側及橋下空間應規劃為道路用地或遊憩設施。 

張清照

議長服

務處 

目前有很多年輕人住在海線地區、到原臺中市區工作，建議市府能透過

土地使用規劃，提供在地工作機會，讓年輕人能留在海線地區工作。 

前議員

尤碧鈴 

1.沙鹿區人口成長快速，是否可適度開放保護區，提供作為住宅所需空

間。 

2.高美濕地周邊農業區應整體規劃，並研議是否能調整為商業區。 

3.停車空間不足，建議增設停車場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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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建議事項 

4.建議梧棲第六公墓調整為兒童遊樂場用地；第四、第五公墓調整為公

園用地，並於其中一處公園用地興建活動中心，已解決草湳里無活動

中心之困擾。 

5.建議沙鹿火車站周邊未使用之鐵路用地，調整為住宅區並作為社會住

宅使用。 

洛泉里

黃金里

長 

竹林南溪於市區部分已規劃為河道用地兼供停車場使用，惟該用地部分

範圍現況為建築物使用，考量南山截水溝已興建完成，該地區已無淹水

問題，故建議配合現況使用及鄰近分區調整為住宅區。 

竹林里

陳吉成

里長 

沙鹿區人口成長快速，請研議保護區、文事研究中心區是否能解編。 

犁分里

陳文宜

里長 

三民路以東、中清路以南、中科路以西範圍，主要為山坡地範圍，都市

計畫分區除部分劃設住宅區外，主要為保護區，建議解編山坡地範圍及

保護區，以促進地方發展。 

臺中市

建築師

公會 

1.有關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建議改採公辦及自辦市地重劃併

行方式辦理。 

2.建議加速開闢關連工業區第二、三期之計畫道路。 

3.建議關連工業區容積率由 150%提高至 210%。 

民眾 1 本計畫第二種住宅區提高建築物高度限制。 

民眾 2 台灣大道至沙鹿區公所附近之南山截水溝工程效益不大，建議廢除。 

民眾 3 1.大同段住宅區西側與 20 米計畫道路間規劃綠地用地，建議應調整為

住宅區；或部分調整為住宅區、部分調整為道路用地，以免阻礙建築

及車輛通行。 

2.沙鹿車站周邊住宅區調整為商業區。 

柒、綜合回應： 

(一)本次通盤檢討作業將考量地方發展特性及需求進行適當檢討。 

(二)感謝各位嘉賓參與本次座談會並提供寶貴意見，座談會相關建議意

見，本府將彙整後納入本案規劃研議或其他刻正辦理案件參考。 

(三)本次通盤檢討公告徵求意見期間為 111 年 1 月 14 日起 40 日，若

有任何意見皆可將意見以書面方式提供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城鄉

計畫科)，以利彙整研析並納入通盤檢討規劃作業參考。 

捌、散會：下午 3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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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會議照片 

  

主席致詞 簡報說明 

  

沙鹿區區長建議 顏莉敏副議長建議 

  

張清照議長服務處建議 陳廷秀議員服務處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