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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臺中市國土計畫及研究規劃案 

【公民團體暨地方意見領袖座談會】 

一、辦理目的 

「國土計畫法」已於 105 年 5 月 1 日施行，為空間計畫體系之重大變

革，未來國土計畫將取代現行區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與使用地將取代現行

非都市土地之 11 種分區及 19 種使用地。內政部亦於 107 年 4 月 30 日公告

實施「全國國土計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國土計畫法」施行

後 4 年內公告實施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即 109 年)、施行後 6 年內公告

國土功能分區圖(即 111 年)，目前國土計畫規劃作業已正式進入國土計畫擬

定階段。 

本府刻依國土計畫法擬訂本市國土計畫，前已針對國土空間發展議題，

包含農業、城鄉、產業等，召開 5 場專家學者座談會，邀集國土計畫主管機

關以及各領域專家學者與會，給予看法及建議；後為利民眾參與國土計畫之

擬訂過程，訂於 108 年 8 月起陸續辦理公民團體暨地方意見領袖座談會，

共計 4 場次，期望透過地區座談會形式，與民眾面對面說明、溝通，希冀藉

由各界意見之彙整，作為臺中市國土計畫規劃之重要參考。 

二、座談會議程(上午場次會議 9:00開始；下午場次會議 14:30開始) 

時程 議程主題 

09:00-09:30/14:30-15:00 30 分鐘 報到 

09:30-09:40/15:00-15:10 10 分鐘 主席致詞(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09:40-10:00/15:10-15:30 20 分鐘 

【簡報說明】 

壹、國土計畫簡介 

貳、臺中市空間發展願景 

參、臺中市國土計畫辦理重點 

肆、座談會資訊及意見表達 

10:00-11:00/15:30-16:30 60 分鐘 綜合討論及民眾意見交流 

11:00~/16: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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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時間及場次 

考量臺中市各地區發展特性以及民眾參與之便利性，本案擬於山城區、

海線區、市區、屯區各辦理 1 場公民團體暨地方意見領袖座談會，總計辦理

4 場，各場次涉及之行政區、辦理時間以及辦理場地，詳表 1、圖 1 所示。 

表 1 辦理場次一覽表 

場次/時間/地點 行政區範圍 

屯區 
108.8.14(三) 

上午 9:00 

大里區臺中市兒童青少

年福利服務中心 2 樓大

禮堂 

烏日區、太平區、大里區、霧峰區、大肚

區 

市區 
108.8.14(三) 

下午 2:30 
南屯區公所 4 樓會議室 

中區、東區、南區、西區、北區、北屯區、

西屯區、南屯區 

山城區 
108.8.15(四) 

上午 9:00 
豐原區公所 4 樓禮堂 

豐原區、潭子區、大雅區、后里區、神岡

區、東勢區、新社區、和平區、石岡區 

海線區 
108.8.15(四) 

下午 2:30 
沙鹿區公所 5 樓禮堂 

清水區、沙鹿區、大甲區、梧棲區、龍井

區、大安區、外埔區 

 

圖 1  各場次涉及行政區示意圖 

四、邀請對象 

(一)關心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團體(詳附表 1) 

(二)學術文化團體(詳附表 2) 

(三)工商團體(詳附表 3) 

(四)中央單位(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農委會、行政院原委會、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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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委員會) 

(五)市府相關局處(都發局、地政局、經發局、農業局、水利局、建設局、

交通局、環保局、原民會、海資所、區公所) 

(六)地方意見領袖(立委、議員、里長、區代表(和平區加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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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關心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團體名單及聯絡資訊表(與臺中相關者) 

編號 團體名稱 其他 

1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營建署提供 

2 環境資訊協會 營建署提供 

3 環境權保障基金會 營建署提供 

4 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營建署提供 

5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營建署提供 

6 人禾環境倫理發展基金會 營建署提供 

7 中科汙染搜查線 營建署提供 

8 大地心環境關懷協會 營建署提供 

9 大肚山學會 營建署提供 

10 好民文化行動 營建署提供 

11 中台灣公民行動陣線 營建署提供 

12 地球公民基金會 營建署提供 

13 台灣千里步道協會 營建署提供 

14 台灣要健康婆婆媽媽團協會 營建署提供 

15 台灣水資源保育聯盟 營建署提供 

16 台中文史研究社 市府建議增列 

17 台中城市發展田調團 市府建議增列 

18 臺中市原鄉文化協會 市府建議增列 

19 荒野保護協會台中分會 市府建議增列 

20 中華民國產業永續發展促進會籌備會 市府建議增列 

21 守護神岡聯盟 市府建議增列 

22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臺中分事務所 市府建議增列 

23 野行耕耘工作室 市府建議增列 

24 臺灣親子共學促進會 市府建議增列 

25 台灣生態學會 市府建議增列 

26 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市府建議增列 

27 全國田園工廠永續經營聯盟 市府建議增列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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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學術文化團體 

編號 學術團體 科系 

1 逢甲大學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土地管理學系、建築專業學院 

2 中興大學 景觀與遊憩學系 

3 朝陽科技大學 景觀及都市設計系、建築系 

4 東海大學 景觀系、建築系 

5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6 亞洲大學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 

7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所 

8 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 

9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10 臺中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經營系 

11 勤益科技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系 

12 臺中教育大學 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 

13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14 中華民國區域科學學會 

15 中華民國都市計畫學會 

16 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17 中華民國土地估價學會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附表 3 工商團體 

編號 工商團體 

1 大台中建築師公會 

2 臺中市建築經營協會 

3 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4 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 

5 臺中市大臺中地政士公會 

6 臺中市工業會 

7 臺中市產業總工會 

8 臺中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9 臺中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10 大台中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11 臺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12 

中華民國農會、臺中市農會、台中地區農會、大里區農會、霧峰區農會、太平區農會、烏日區農

會、豐原區農會、后里區農會、神岡區農會、大雅區農會、潭子區農會、石岡區農會、新社區農

會、東勢區農會、梧棲區農會、大甲區農會、沙鹿區農會、外埔區農會、龍井區農會、大肚區農

會、和平區農會、清水區農會、臺中市大安區農會 

13 臺中區漁會 

14 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臺灣南投農田水利會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