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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次會議議程 

壹、 主席宣布會議開始 

貳、 108 年度高雄市政府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介紹 

參、 報告事項 

第 1 案：國土計畫制度暨「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

說明 

第 2 案：審議委員任務、分組及審議方式 

第 3 案：公開展覽期間人民陳情意見重點 

肆、 臨時動議 

伍、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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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說明 

第 1案：國土計畫制度暨「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說明 

一、 內政部業於 107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

依國土計畫法第 45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二年內公告實施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預計 109 年 4 月 30 日）；並於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二年內公告國土功

能分區圖（預計 111 年 4 月 30 日），屆時國土計畫將

取代現行區域計畫。 

二、 本府研擬高雄市國土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過程中，

為蒐集各界對本市未來發展願景與各項建議並落實民眾

參與，除陸續辦理 4 場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座談會外，

108 年 6 月 27 日及 6 月 28 日配合中央原民會於那瑪夏、

茂林、桃源三個原住民行政區舉辦座談會，7 月 2 日及

7 月 3 日於旗山、岡山、鳳山等區公所舉辦國土計畫地

方說明會；另為利部門計畫研擬及各項重要議題處理，

已分別與府內相關機關陸續就農地維護總量、產業發展、

未登記工廠處理、原住民土地規劃、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劃設、未來重大建設推動等議題於 106 年 9 月至 108 年

7 月間分別召開 13 場機關協調會議，並於 108 年 6 月

26日及 7月 5日由陳副秘書長鴻益召開 2次本市國土計

畫工作小組會議，就確認國土計畫各項重要議題。 

三、 另亦於 107 年 3 月至 108 年 7 月間至三個原鄉地區及旗

山、岡山、鳳山舉辦 6 場地方說明會，並針對產業發展、

農地維護、未登記工廠處理、原民地區土地規劃等議題

舉辦 4 場座談會，邀請專家學者、公民團體及在地公會

等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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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土計畫制度與現行區域計畫之差異 

（一）在劃定國土功能分區方面： 

1. 現行非都市土地係按現況劃設為 11 種使用分區及 19

種使用地；後續國土計畫係依據自然環境條件、海域

使用情形、農地維護及城鄉發展願景等，劃設「國土

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

及「城鄉發展地區」等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以計畫合

理引導土地使用。 

2. 現行區域計畫開發許可制度未來於國土計畫下將改為

在各功能分區允許使用下申請使用許可，中央審查國

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之使用許可申請案；地方

審查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之使用許可申請案。 

3. 國土功能分區劃定後，不得任意變更，除重大事變

（地震、水災等）、興辦國防、重大公共設施等情形

下，才能變更功能分區，且其變更須經中央審查同意，

否則僅能在通盤檢討時，辦理國土功能分區變更。 

（二）在民眾參與方面：本市國土計畫擬訂過程中，應辦理

公開展覽及公聽會等程序；且應經本市及內政部國

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始得公告實施。 

（三）在國土保育方面：就環境敏感地區劃定為國土保育地

區，該範圍應以保育和禁止、限制開發為原則。 

（四）在保障民眾既有權利方面：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實施

後，合法建築物或設施，得繼續維持原來之使用；

對於目前屬於可建築用地，經國土計畫變更為非可

建築用地時，其所受損失，政府將給予補償。 

（五）加重違規裁罰及建立檢舉獎勵機制：對於違反國土功

能分區情節重大者，最高可裁罰 500 萬元；另對違

規檢舉視其類型分別發給 3千~5萬元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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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主要內容 

（一）依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之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1. 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 

2. 全國國土計畫之指示事項。 

3. 直轄市、縣（市）之發展目標。 

4. 基本調查及發展預測。 

5. 直轄市、縣（市）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6.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調整、土地使用管

制原則。 

7.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8.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9.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建議事項。 

10.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11. 其他相關事項。 

（二）依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本法第十條所定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計畫年期、基本調查、

直轄市、縣（市）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部門

空間發展計畫，其內容如下： 

1. 計畫年期：以不超過二十年為原則。 

2. 基本調查：以直轄市、縣（市）空間範圍為尺度，

蒐集人口、住宅、經濟、土地使用、運輸、公共設

施、自然資源及其他相關項目現況資料；必要時，

並補充調查國土利用現況。 

3. 直轄市、縣（市）空間發展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1） 直轄市、縣（市）國土空間整體發展構想。 

（2） 直轄市、縣（市）天然災害、自然生態、自然

與人文景觀及自然資源分布空間之保育構想。 

（3） 直轄市、縣（市）管轄海域保育或發展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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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海域管轄範圍之直轄市、縣（市）免訂定之。 

（4） 直轄市、縣（市）農地資源保護構想、宜維護

農地面積及區位。 

（5） 直轄市、縣（市）城鄉空間發展構想及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 

（6） 其他相關事項。 

4. 直轄市、縣（市）成長管理計畫內容，應視其需要

包含下列事項： 

（1） 直轄市、縣（市）城鄉發展總量及型態。 

（2） 未來發展地區。 

（3） 發展優先順序。 

（4） 其他相關事項。 

5.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應包括住宅、產業、運輸、重

要公共設施及其他相關部門，並載明下列事項： 

（1） 發展對策。 

（2） 發展區位。 

六、 「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詳後附簡報。 

第 2案：審議委員任務、分組及審議方式 

一、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1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訂、審議，報請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又第 7 條第 3 項規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

有關機關代表，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以合議方式辦理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擬定之審議」等事項。 

二、 另依據「高雄市政府國土計畫審議會設置要點」規定，

為處理本市國土計畫案件之審議，依國土計畫法第7條

第3項規定，設高雄市政府國土計畫審議會，本會任務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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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市國土計畫擬訂或變更之審議。 

（二） 本市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之使用許可、許

可變更及廢止之審議。 

（三） 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使用地之審議。 

（四） 本市國土計畫之檢討改進、意見調查或徵詢及其他

有關本市國土計畫之交議或協調事項。 

三、 本計畫審議方式 

（一） 分組討論：考量本計畫內容議題甚多，建議依章節

議題分組討論，（預計審議期程如表 1）。又考量

前開各該議題涉及專業不同，爰就本府國土計畫審

議會委員主管權責及專業背景初步規劃專案小組成

員（如表 2、3），各場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除將邀

請該小組召集人、副召集人及成員參加外，並一併

通知其他委員，俾其他委員得以瞭解跨組議題。 

（二） 加邀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內政部為使該部

審議會委員充分掌握本計畫內容，以利於後續審議

作業順利銜接，於召開本府國土計畫審議會時，得

一併通知中央各負責專案小組專家學者委員出席，

高雄分組如表 4。 

（三） 提大會討論或報告： 

1. 就專案小組會議討論獲致共識議題，採提會「報告」

方式辦理。 

2. 就專案小組會議討論無法獲致共識議題，採提會

「討論」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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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本府國土計畫審議會會議場次及討論主題 
項

目 
場次 預定時間 組別 討論主題 

1 第 1次大會 
108年 9月

第 4週 全體委員 

1. 本市國土計畫（草案） 

2. 委員分組情形 

3. 人民陳情意見重點 

2 
第 1、6次 

專案小組 

108年 9月

第 5週、 

108年 11

月第 1週 

第 1組 

1. 國土保育地區及海洋資源

地區劃設條件及區位

（CH6） 

2.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CH4） 

3.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事

項（CH7） 

3 
第 2、7次 

專案小組 

108年 10

月第 2週、 

108年 11

月第 2週 

第 2組 

1. 發展預測(CH2) 

2. 整體空間發展構想（CH3） 

3. 成長管理計畫(CH3) 

4. 農地維護總量及區位(CH3) 

5. 未登記工廠處理原則(CH3) 

4 
第 3、8次 

專案小組 

108年 10月

第 3週、 

108年 11月

第 3週 

第 1組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CH5產業、

運輸、住宅、重要公共設施) 

5 
第 4、9次 

專案小組 

108年 10月

第 4週、 

108年 11月

第 4週 

第 2組 

1. 城鄉發展地區及農業發展地

區劃設條件及區位（CH6） 

2.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及

未來發展地區劃設情形

（CH3） 

3. 都市計畫農業區分區劃設

(CH6)  

6 
第 5、10次

專案小組 

108年 10月

第 5週、 

108年 12月

第 1週 

第 2組 
1.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CH3) 

2. 原住民族土地規劃(CH3) 

7 
第 11次 

專案小組 

108年 12月

第 2週 第 1、2組 人民陳情意見 

9 第 2次大會 
108年 12月

第 3週 全體委員 
聽取分組會議決議與續討論尚

未達成共識議題 

10 第 3次大會 
108年 12月

第 4週 全體委員 續討論尚未達成共識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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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本府國土計畫審議會分組方式 

分組 專家委員 機關委員 內政部加邀委員 相關單位 

第 1組  張學聖（都計） 

 林建元 

（都計、產業） 

 賴文泰（交通） 

 吳彩珠（地政） 

 丁澈士（水文） 

 唐琦（水保） 

 邵珮君（防災） 

 都發局 

 水利局 

 地政局 

 經發局 

 農業局 

 環保局 

 原民會 

 陳紫娥(地理) 

 邱文彥(海洋) 

 陳璋玲(海洋) 

 郭城孟(植物) 

 劉俊秀(結構) 

 營建署 

 經濟部水

利署 

 經濟部能

源署 

 農委會水

保局 

 農委會林

務局 

 交通局 

 工務局 

 捷運局 

 海洋局 

 觀光局 

 民政局 

第 2組  徐中強（都計） 

 劉曜華（都計） 

 周士雄（都計） 

 趙子元 

（法令、都計） 

 王筱雯（水文） 

 劉孝伸 

（農村、生態） 

 李威穎（產業） 

 都發局 

 水利局 

 地政局 

 經發局 

 農業局 

 環保局 

 原民會 

 游繁結(水保) 

 賴宗裕(法制) 

 鄭安廷(都計) 

 黃書禮(都計) 

 官大偉(原民) 

 農委會 

 農委會漁

業署 

 營建署 

 經濟部中

部辦公室 

 國防部海

軍司令部 

 海洋局 

 觀光局 

 興達電廠 

 高雄港務

公司 

 台糖公司

高雄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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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8年度高雄市政府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名單 
 

職務 姓名 代表身份 現職 

召集人 李四川 副市長 高雄市副市長 

副召集人 陳鴻益 秘書長 高雄市政府秘書長 

委員 林裕益 
主管城鄉發展機關

首長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 

委員 李戎威 主管水利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局長 

委員 黃進雄 主管土地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局長 

委員 伏和中 主管經濟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 

委員 吳芳銘 主管農業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局長 

委員 吳家安 主管環保機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代理局長 

委員 吳慧琴 
主管原住民事務機

關首長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委員 徐中強 專家 
崑山科技大學房地產開發與管理系兼任助

理教授 

委員 劉曜華 專家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 

委員 林建元 專家 台灣智慧城市發展協會理事長 

委員 張學聖 專家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委員 賴文泰 專家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教授 

委員 周士雄 專家 嘉義大學景觀學系副教授 

委員 趙子元 專家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副教授 

委員 吳彩珠 專家 長榮大學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副教授 

委員 王筱雯 專家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系教授 

委員 丁澈士 專家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特聘教授兼

工學院院長 

委員 唐琦 專家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水土保持系副教授 

委員 邵珮君 專家 長榮大學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教授 

委員 劉孝伸 民間團體代表 社團法人美濃愛鄉協進會榮譽理事長 

委員 李威穎 民間團體代表 高雄市工業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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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本府國土計畫審議會加邀內政部國審會委員名單 

委員組成 建議委員 現職/經歷 

專

案

小

組 

召集人 陳紫娥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及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

授兼任防災研究中心主任(退休) 

副召集人 游繁結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教授(退休) 

小組成員 賴宗裕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 

小組成員 邱文彥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教

授(退休) 

加邀委員 

鄭安廷 臺北市立大學城市發展學系副教授 

陳璋玲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教授 

黃書禮 國立台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全球變

遷與永續科學中心主任 

郭城孟 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副教授 

劉俊秀 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退休) 

官大偉 臺灣原住民教授學會理事、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

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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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案：公開展覽期間人民陳情意見重點 

一、 依國土計畫法第 12條第 2項規定：「國土計畫擬訂後

送審議前，應公開展覽三十日及舉行公聽會；公開展覽

及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

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人民或團體得於

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

管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該管機關參考審議，併同審議

結果及計畫，分別報請行政院或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二、 本計畫(草案)業於 108年 7月 30日至 8月 29日於本府

都發局及 38 區公所公開展覽 30 天，並分別於 108 年 8

月 9日、108年 8月 13日、14日、15日、19日、21日

及 23 日會同本府相關單位於本市苓雅、美濃、茂林、

岡山、鳳山、桃源、那瑪夏等區舉辦 7 場公聽會（另美

濃場因受 812 豪雨影響，雖如期舉行，惟因許多民眾無

法出席，故訂於 108年 9月 5 日在六龜區增辦 1場公聽

會）。 

三、 會中民眾及民間團體所提出之訴求及意見，本府均詳予

紀錄，並依其陳情重點納入各小組討論主題中各章節內

容一併討論後，再綜整討論結論提小組之人民 陳情場次

報告確認。相關審議之進度、結果、陳情意見參採情形

及其他有關資訊，後續以網際網路或登載於政府公報等

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至 108 年 9 月 16 日止，本府

收到書面人民陳情意見共計 100 件，陳情議題分類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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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本計畫(草案)公展期間人民陳情意見重點 
場次 陳述意見內容 

苓雅場 （1） 臨登工廠建議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2） 公聽會說明內容應依場次有所區別，並置放大圖讓民眾了解功能

分區劃設情形 

美濃場  

（1）寶來、不老溫泉風景區 887.45公頃範圍全區劃設為城鄉二之三  

（2）農地應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而非國土保育地區  

（3）農地規劃應考量農民權益，避免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後反而限制

農地使用  

（4）如何查詢土地屬何種國土功能分區  

岡山場  

（1）既有農地工廠（包含已申請臨登工廠）應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以

利用地合法化  

（2）民眾投入眾多成本配合工廠管理輔導，國土計畫是否保障特登工

廠用地合法 

（3）路竹交流道周邊不應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鳳山場 

（1）農業區有產業發展需求應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2）群聚工廠地區應納入產業輔導專用區規劃 

（3）市政構想（如大機場）應納入國土計畫考量 

（4）產業部門規劃應考量本市資源回收業者或是港區周邊倉儲轉運相

關業者的需求 

（5）本市仍應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6）土地屬何種國土功能分區之查詢方式 

（7）既有倉庫是否得適用工廠管理輔導法納管合法化 

六龜場 

（1）寶來、不老溫泉風景區 887.45公頃範圍全區劃設為城鄉二之三 

（2）農地應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而非國土保育地區 

（3）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是否可作農舍使用 

（4）重新檢討莫拉克風災地區土地利用 

（5）國土計畫應檢討放寬大樹攔河堰水庫集水區限制區域之土地使用

管制 

（6）整體規劃台 27沿線觀光休憩產業，並適當檢討劃設城鄉發展地

區 

（7）土地屬何種國土功能分區之查詢方式 

原民場 

（1）既有房舍（清水台地、梅山口至梅山里間、勤和平台、東川、桃

源國中等地）、舊部落（如南沙魯舊部落）應納入聚落範圍並劃

設為農發四  

（2）既有鄉村區劃設為城發三，是否影響未來農業相關使用  

（3）飲用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土石流潛勢地區範圍應重新檢討  

（4）政府規劃觀光建設，周邊私人農地應併同整體規劃，帶動地區發

展（如茂林溫泉會館開發）  

（5）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不應允許做礦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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