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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之美─
南投縣的國土
保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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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位居臺灣的地理中心，為全臺灣唯一不靠海的縣份，總面積達4,106平方公里，佔臺灣地區總

面積之11.41%，為全國第二大縣。南投所擁有的高山美麗景緻、原住民部落風情，以及日月潭、溪頭、
清境等國際知名景點，源於溪流切割山地形成河谷，聚落沿河谷平原形成、擴展，居民善用環境資源發
展農、林、漁、牧、工藝等產業，孕育獨特的地方文化、民俗，建構屬於南投的城鄉之美。

　　南投區域空間願景定位為「國際健康友善城市」。以觀光立縣，特有農業發展著名的南投縣，需要
擬定保全城鄉之美的區域計畫。藉由南投縣區域計畫與中央上位之國土計畫及全國區域計畫規劃體系之
銜接，落實地方自治精神，有效實施計畫管制。針對環境資源進行整體性、系統性的分析規劃後，提出
縣市空間發展願景及整體土地使用規劃構想，作為都市及非都市土地發展之指導，以利於引導空間有秩
序的發展。

　　本文將針對執行南投縣區域計畫規劃過程中，為各界所關注的議題，分別就城鄉發展模式及成長管
理原則、城鄉發展儲備用地規劃、農地保全、原保地發展等四大議題，進行實質推動構想的闡述，作為
接續縣市區域計畫，擬定未來南投縣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的參考，以維繫南投縣城鄉之美的國土保全機
制，預期將持續向前邁進。

Nantou County is locate in the middle of Taiwan and only county not depend on the sea in Taiwan. Nantou County 
total area is 4,106 square kilometers, accounting for 11.41% of the total area of Taiwan, the second largest county 
in Taiwan. Nantou have beautiful nature and human landscape and famous sport, such as Sun Moon Lake, Sitou 
and Cingjing Farm. Nantou residents use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to develop agricultural, forestry, fi sheries and 
handicrafts, and create a unique local culture and folklore. These are all urban and rural beauty of Nantou Country.

Nantou Country regional space vision set to "International Health and Friendly City". Nantou County is famous for 
its sightseeing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needs a perfect regional planning for land conservation. Through 
Nantou Regional Planning, National Land Planning and National Regional Planning work with each other to 
provide effective land control. Using the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to overall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provide 
development vision and land –use planning concept to guide the land development for urban and non-urban in 
Nantou Country.

This paper discuss some public concern issues in Nantou Country regional planning, and these issues focus on 
City and Town Development Model, Growth Management, Performing Newly Constituted and Extended Urban 
Planning, Farmland Conservation and Aboriginal Land Reservation Development. These issues will be used as a 
reference and ideal for the future National Land Planning Project in Nantou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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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南投縣位居臺灣地理中心，為全臺灣唯一

不靠海的縣份，全縣東西寬約72公里，南北長

約95公里，總面積達4,106平方公里，佔臺灣地

區總面積之11.41%，僅次於花蓮縣，為全國第

二大縣。縣內總計有13個市鄉鎮，分別為：南

投市、埔里鎮、草屯鎮、竹山鎮、集集鎮、名

間鄉、鹿谷鄉、中寮鄉、魚池鄉、國姓鄉、水

里鄉、信義鄉、仁愛鄉，計畫範圍如圖1。

南投擁有高山美麗景緻、原住民部落風

情，以及日月潭、溪頭、清境等國際知名景

點。中央山脈所在的合歡山、玉山…等台灣百

岳，其中有31座位於南投縣境，九九峰、集集

大山等重要地景及觀光遊憩資源，源於高山之

烏溪、濁水溪水系切割山地形成河谷，聚落沿

河谷平原形成、擴展，而居民善用環境資源發

展農、林、漁、牧、工藝等產業，孕育獨特的

地方文化、民俗，屬於南投的城鄉之美。

於國土計畫法(草案)立法通過前，區域計畫

為國土空間最高法定指導計畫。內政部鑒於莫

拉克颱風重創臺灣，爰依區域計畫法第13條規

定緊急辦理北、中、南、東部4個區域計畫檢討

變更作業，於99年6月15日公告實施「變更臺灣

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因應莫拉克颱風災害檢討土地使用管制」案為配

合國土計畫法草案架構，計畫轉型為政策計畫，

修正計畫名稱為「全國區域計畫」，行政院以

102年9月9日院臺建字第1020054408號函准予

備案，並依據區域計畫法第10條規定，以102年

10月17日台內營字第1020810668號公告實施。

在國土三法--國土計畫法、海岸管理法及濕

地保育法陸續到位後，從大的框架來管控台灣

的國土使用，將是重整國土秩序的重要依據。

未來國土空間之發展，應符合永續發展之世界

趨勢，以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為目標，整合土地

使用計畫及審議之體系，以科學、客觀及理性

之基本立場，針對環境資源進行整體性、系統

性的分析規劃，提出縣市空間發展願景及整體

土地使用規劃構想，作為都市及非都市土地發

展之指導，以利後續引導空間有秩序的發展。

藉由南投縣區域計畫與中央上位之國土計畫及

全國區域計畫規劃體系之銜接，落實地方自治

精神，以有效實施計畫管制。

貳、規劃作業流程

南投縣施政的重點目標為「健康花園城

市，國際觀光起飛」，並希望結合南投縣地方

環境特色，將南投區域空間願景定調為「國際

健康友善城市」。以觀光立縣，特有農業發展

著名的南投縣，如何訂定保全城鄉之美的區域

計畫，甚為重要。

本公司自101年8月起參與執行「擬定南投

縣區域計畫及研究規劃」，在縣長的主導及支

資料來源：南投縣區域計畫(總結報告)，南投縣政府，105年10月。

圖1 計畫位置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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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要議題與策略構想

在執行南投縣區域計畫規劃過程中，彙

整各界所關注的重要規劃議題，分別為城鄉發

展模式與成長管理原則、城鄉發展儲備用地規

劃、農地保全、及原保地發展等，茲針對各大

議題探討與推動策略構想闡述如后。

持下，縣府各局處室全數動員，從部門計畫的

協調過程中，看見機關對於全縣土地使用擘劃

的關注，及對區域計畫與國土計畫的體認與認

同。計畫執行期間為了凝聚各方意見，召開多

次工作小組協調會、鄉鎮市說明協調會(詳圖

2)、專家學者座談會及研討會，以確認南投縣區

域計畫執行的重要議題，作業流程如圖3所示。

圖2 信義鄉說明會會場照片

信義鄉說明會參與民眾踴躍 前鄉長史強、議員及建設處都市計畫科張美紅科長皆與會主持

圖3 區域計畫研究規劃執行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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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南投縣區域計畫(總結報告)，南投縣政府，105年10月。

圖4 多核心城市架構

資料來源：南投縣區域計畫(總結報告)，南投縣政府，105年10月。

圖5 城鄉成長軸線

一、城鄉發展模式及成長管理原則

就全國都市土地供需情形而言，國內既有

都市發展用地已足敷使用，且未來人口呈零成

長趨勢，基於環境永續發展及避免政府資源投

入浪費之考量，城鄉發展應優先使用既有都市

計畫地區，將居住、商業及產業等相關活動儘

量引導至都市計畫地區。非都市土地應以加強

保育及永續發展為前提，維持既有發展量，以

維護鄉村地區優美自然景觀，並維持自然涵養

能力。訂定成長管理指標，做為評估檢討地方

發展、資源使用及生態保育成效之依據。

依據空間發展模式及城鄉空間布局，結合

5大生活圈策略功能分區，建構南投縣以環境保

育為發展基礎，發展多核心城市架構體系(詳見

圖4)，以及串連核心城市發展軸、日月潭國際觀

光軸、山林體驗遊憩軸等3大城鄉成長軸的空間

發展構想(詳見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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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鹿谷之都市地區及觀光景區整合

為文化茶旅生活圈。

(三)  以國道6號為發展主軸，日月潭為發展

核心，將埔里盆地、魚池、水里及集

集都市地區及觀光景區整合為觀光樂

活生活圈。

(四)  仁愛鄉結合霧社、清境農場及周邊原

民文化的部落特色，以及山林生態

景觀旅遊活動，發展為山林旅遊生

活圈。

(五)  信義鄉則以原民鄉部落文化、特色農

產及登山體驗活動，發展為原鄉山水

生活圈。

南投縣城鄉發展為多核心城市概念，以南

投市、草屯為行政文化及產業轉運核心，以竹

山為產業發展核心，以埔里、水里為旅遊轉運

核心，串連城鄉發展核心價值，成為地方發展

活力啟動核。以既有地區生活圈為基礎，配合

流域治理概念界定分區，並以融入地方發展特

色為考量。烏溪及濁水溪流經的溪谷地，屬於

原住民部落領域範圍，應以環境保育及水土保

持為土地利用的主軸。依此，將南投縣轄土地

區分為5大策略功能分區(詳圖6)：

(一)  以國道3號為發展主軸，南投平原為

發展核心，將既有縣政中心、中興新

村及南崗工業區整合為田園城市生

活圈。

(二)  以濁水溪中游平原為發展核心，將竹

資料來源：南投縣區域計畫(總結報告)，南投縣政府，105年10月。

圖6 生活圈策略功能分區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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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鄉發展儲備用地規劃

南投縣考量未來城鄉發展需求，依據全

國區域計畫指導，檢討南投縣新訂及擴大都市

計畫之構想，並區分為「住商及產業」及「管

制」兩大類型。

經考量都市發展需求、觀光發展需求及配

合成長管理區位分布等因素，南投縣區域計畫

所提出新訂及擴大都市計畫構想共計8處，「住

商及產業發展型」的都市計畫提案包括「新訂

中興交流道特定區計畫」、「擴大埔里都市計

畫」、「新訂信義都市計畫及擴大魚池都市計

畫」等4處計畫區，而「管制型」的都市計畫

提案則包括「新訂仁愛鄉清境周邊地區都市計

畫」、「新訂鯉魚潭特定區計畫」、「新訂福

興風景特定區計畫」及「擴大八卦山脈風景特

定區計畫」等4處計畫區。其區位分別位於核心

城市發展軸、日月潭國際觀光軸、山林體驗遊

憩軸等3大城鄉成長軸帶上，詳圖7所示。

 住商及產業為主之新訂及擴大都市計畫

構想中，以「新訂中興交流道特定區計畫」為

例，本特定區位於南投市與草屯鎮間國道3號

中興交流道南側、中興新村都市計畫東側及貓

羅溪西側地區，其機能主要是配合中興新村高

等研究園區(詳見圖8)下游產業進駐，提供鄰近

用地已趨近飽和之南崗工業區廠商設廠需求，

及處理周邊農業區的未登記工廠群聚問題，配

合草屯鎮人口成長及產業引進劃設部分住商用

地。另外，中部地區台中產業發展廊帶沿著省

道台3線，逐漸由大里、霧峰往南投草屯地區發

展，鑒於本地區有交流道優勢條件，以及空間

發展已具備都市發展芻形，為未雨綢繆而劃設

特定區計畫。

資料來源：南投縣區域計畫(總結報告)，南投縣政府，105年10月。

圖7 新訂及擴大都市計畫構想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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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為主之新訂擴大都市計畫共有4處，

主要是位於觀光發展軸帶上，管制相關開發活

動，以維持自然風貌，避免無序發展。其中，

「新訂仁愛鄉清境周邊地區都市計畫」位於清

境農場周邊地區，主要為管制現有清境風景區

周邊發展，維持自然風貌及防災需求，以新訂

都市計畫方式管制並提供觀光發展功能。

「新訂中興交流道特定區計畫」之發展願

景與定位，係延續高等研究園區產業發展，將

引進綠色能源產業及實踐實驗場域新科技，在

田園城市發展及運輸走廊帶動下，串連計畫範

圍、高等研究園區及周邊工業區之產業發展體

系，建構「綠能實踐科技城」，並提出「產業

雙軸」、「區位三星」之發展策略(詳見圖9)，

研擬特定區內各項功能分區的配置構想。

圖8 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現況

中興新村牌樓 高等研究園區

圖9 新訂中興交流道特定區計畫空間願景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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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大地震後，清境地區的觀光成長率

急遽成長，遊客數量越來越多，原本只有百間

的民宿一下子膨脹至上千間，在遊客總量沒適

當管制的情況下，加上連鎖商店及餐廳大量的

進駐，清境地區的交通、噪音、環境破壞等問

題接踵而來(薛夷珺，2006)。清境地區發展最

關鍵性問題係於103年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調查後，公告清境農場有六成土地位於「山崩

與地滑地質敏感區」(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2013)。知名導演齊柏林所拍攝的「看見台灣」

紀錄片-更凸顯了清境民宿過度開發的問題。

清境的美吸引許多人的心，但清境地區位

於環境敏感區及災害高潛勢地區，所可能引發

的天然災害問題，為國人及政府所必須面對。

政府對清境民宿興建的管制及山坡地的保護已

刻不容緩，清境地區的自然景觀是台灣的重要

資產，必須具長遠性、綜合性的規劃，以確保

其永續發展。

因此，南投縣政府於102年提出「新訂清境

風景特定區計畫」，希望透過都市計畫管制不

當的土地開發，落實國土保育，同時解決目前

違法水源、廢水排放、以及交通、醫療等公共

設施不足問題。南投縣區域計畫亦將其納入管

制型都市計畫考量中，將涉及環境敏感地區(山

崩地滑地質敏感區)之區域，劃設為保護區，全

區開發強度不得高於現況發展強度。

三、農地保全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統計，南投

縣特用作物種植面積約7,556公頃為全國第一，

果品及花卉則為全國第二，如表1所示。以農糧

生產狀況來看，南投縣農產作物以經濟作物為

主，農產業具有發展潛力。

清境之美

圖10 清境地區環境現況

清境的歐洲風情

清境山坡上民宿林立 連鎖商店及餐廳進駐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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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南投縣農糧作物種植面積一覽表(民國105年)

農糧作物 種植面積(公頃) 全國排名

特用作物 7,556 1

花卉 1,601 2

果品 26,026 2

蔬菜 7,965 7

稻米 4,555 14

雜糧 13 14

表2 南投縣農牧用地面積分布一覽表

分區及
用地編定

特定
農業區

一般
農業區

鄉村區 森林區
山坡地
保育區

風景區 河川區
特定

專用區
合計

農牧用地
（公頃）

9,671.95 6,726.97 1.34 7,059.20 36,571.07 202.95 111.02 31.90 60,376.40

百分比 16.02% 11.14% 0.00% 11.69% 60.57% 0.34% 0.18% 0.05% 100.00%

資料來源：南投縣區域計畫(總結報告)，南投縣政府，105年10月。

圖11 農牧用地分布

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編定(詳表

2)，農牧用地約有6萬公頃，但是60.57%位於山

坡地保育區，如圖11所示。由此可知，南投縣

豐富的農特產品以坡地生產為主，進一步檢視

農糧統計，南投縣特用作物種植面積以茶葉為

大宗，果品則是以檳榔種植面積最高，花卉則

為苗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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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農地面臨全球氣候變遷，颱風、豪

雨、旱災改變了地形、地貌及農地使用，為因

應社會經濟發展需求，維持糧食需求的農地存

量管控，以及維護農地完整度，將是農業發展

所面臨的重要課題。平衡農業與非農業之用地

需求，落實各產業空間規劃，確保優質農業經

營環境空間，為南投縣國土發展的重要方向。

未來應優先維護環境優良之農業空間區

位，考量產業區域分布及地方發展需求，進行

大而優重點產業或小而美特色產業之空間佈

局。針對環境敏感地區，考量區域特性及環境

容受力條件，逐步調整為與環境親和的利用與管

理方式，或以減法思考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例如

山坡地範圍內之產業依所在區位條件，在不影

響國土保安及維護農民收益前提下，給予不同

強度的使用規範，導引適地適作的發展空間。

四、原保地發展

原住民部落多位於原住民保留地內，南投

縣原住民保留地約3.4萬公頃，供原住民從事

住居、農耕、商業等社經發展使用，呈現與自

然環境共生之美。南投縣多元族群文化與豐富

的自然生態景觀是部落產業文化發展的獨特資

源。原住民保留地多屬山坡地、林地(包含國有

林、林班地)、森林區、特定水土保持區及水庫

集水區等環境敏感地區，在現今國土保育理念

興起下，將與原住民發展產生保育與開發利用

間之衝突(詳圖12)。

本計畫初步歸納原保地主要發展議題為：

位於於林業用地上種植農作物產生之超限利用

問題，居住空間不足衍生出違章建築及生活環

境變差等問題。因此，如何考量原民部落合理

居住空間，維持生計的需求，兼顧山林保育及

水土保持的原則下，適度放寬居住空間面積，

調整林下種植管制，並給予土地因地制宜的管

控，係為未來南投原保地發展之挑戰(詳圖13)。

部落之美-望鄉部落

圖12 南投縣原住民部落之美

部落之美-羅娜部落

部落之美-農業景觀 部落之美-自然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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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原住民保留地鄉村區(部落)擴大操作流程圖

資料來源：南投縣區域計畫(總結報告)，南投縣政府，105年10月。

圖13 南投縣原住民部落發展挑戰

發展挑戰-環境擁擠 發展挑戰-鐵皮加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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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陽村史努櫻部落區位及範圍 環境敏感地區檢核

農地資源條件檢核 既有鄉村區部落建築用地發展情形

就學、就醫及警消服務可及性範圍 既有部落生活環境現況

接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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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原住民生活特性、未來發展需

求、各土地使用分區之發展特性及兼顧國

土保育原則下，進行使用強度之調降及各

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之調整，以期達到

因地制宜之管制效果。

(三) 研擬落實林下經濟相關作法

 擴大並深化「里山倡議」精神，運用

綠色經濟核心觀念，打造林業經濟發展新

模式。於推動造林政策的同時，於造林過

程中輔以林下經濟和森林副產物的栽培。

根據林間光照強弱及不影響山坡地水土保

持功能的特性，選擇種植種類，以發展山

葵、愛玉、咖啡、油茶及竹筍種植等，增

加林農收益並保全森林生態系，達成林業

資源永續利用之目標。林下經濟作物選擇

原則，以不影響或可促進主林木生長與水

土保持，作物須具經濟價值與市場需求及

地主/原住民需求之作物為主。

為達到延續南投縣原住民多元族群的文化

傳承，營造健康部落、樂活原鄉，帶動部落永

續發展的目標，提出以下三項因應做法，供後

續計畫擬定之參考。

(一) 研擬擴大鄉村區之相關規範

 依據「環境資源考量條件、成長管理

規模條件、鄉村區擴大條件」，提出五階

段操作模式建議：(1)需求提出階段、(2)環

境、農地及擴大條件檢核階段、(3)計畫研

擬及審查階段、(4)執行階段及(5)管理階段

(詳圖14)。並配合南投縣府提出之示點地區

(仁愛鄉春陽村史努櫻部落)進行初步評估，

最後提出示點範圍應剔除地區及應納入示

點範圍之地區等建議(詳圖15)。

(二)  研擬因地制宜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地

域篇)

圖15 仁愛鄉春陽村史努櫻部落初步評估相關示意圖

資料來源：南投縣區域計畫(總結報告)，南投縣政府，105年10月。

原住民保留地鄉村區擴大範圍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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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全國區域計畫及各縣市區域計畫係扮演國

土計畫過渡時期的角色。在民國105年5月1日國

土計畫法實施之後，依據該法第45條規定，全

國國土計畫應於107年5月1日前公告實施，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應於109年5月1日前公告實

施。因此，逐步解決原本非都市土地依現況編

定，而非計畫性質編定的管制缺憾。

為推動前述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擬

訂，內政部於106年1月5日函送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依「內政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規劃費用申請作業須知」研提申

請計畫書，各縣市政府亦開始推動縣市國土計

畫的規劃作業。因此，接續南投縣區域計畫規

劃成果之後，擬定南投縣國土計畫的規劃作業

即將展開，為維繫南投縣城鄉之美的國土保全

機制，預期將持續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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