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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內外實施浮動分區的背景與課題

本章主要針對台灣實施浮動分區之背景與課題進行剖析，浮動分區是由美國

所創設的，截至目前為止仍持續不斷應用浮動分區以改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僵

化性和促進地區發展，因此本章第一節首先針對美國實施浮動分區之發展方式進

行案例探討；第二節探討台灣實施浮動分區之需要與背景說明；第三節針對南科

特定區實施浮動分區的方式與內容作詳細介紹，並就國內外實施浮動分區之方式

作綜合性的分析與比較。

第一節 國外案例分析與探討

美國過去實施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時，不論是管理、管制法令、乃至於公平性，

皆面臨許多問題，因而促成了許多彈性管制措施之產生。以馬里蘭州為例，其嚴

格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措施限制了許多產業的發展機會，如沒有彈性的再分區限

制，使得申請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之條件嚴苛與通過之機率較低，加上修法不易與

審議時間冗長，促使馬里蘭州等各地方政府為保住其經濟發展成果與貼近社會發

展需求，以提昇地方產業之競爭力，不得不突破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上之限制，

設計出各種彈性管制措施，因而發展出浮動分區之發展模式。

美國從 1947 年起開始實施浮動分區，歷經時間的重重考驗後，其實施架構

與法令制訂以臻完備，值得我國學習借鏡之。因此本節主要以探討美國實施浮動

分區之發展為主，以下為美國各州實施浮動分區之案例說明。

一、國外案例

(一)馬里蘭州 Howard County

黃建勛（1994）指出美國採用浮動分區作為管理土地使用與開發之彈性管制

措施。浮動分區的設立過程主要可分成兩個階段，第一步驟：在原本的土地使用

分區中設立浮動分區的土地分區，但不劃定確定區位，而是先設立浮動分區的使

用分區，留待未來提供民眾有需求時申請，如允許在住宅區內設立小型零售區

等。第二步驟：由縣議會舉辦公廳會，聽取民眾意見，並透過審議裁示是否通過

設立浮動分區。Blaumanis、Johns(2003)指出該縣就其轄區內之土地分成以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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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土地使用分區等：

1.就業區（Corridor Employment District, CE）

2.運輸區（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TOD）

3.活動中心區（Corridor Activity Center, CAC）

4.MARC Station

5.飛航噪音區（BWI Airport Noise Zone）。

並在其綜合計畫當中制訂實施浮動分區之流程與申請條件，如：

1.Office Transitional(OT) District 用來隔離住宅區和工業區。

2.在 Corridor Employment（CE）District 中採用了 Continuing Light

Industrial(CLI) District，做為倉儲和輕工業區使用。

3.在 TOD 和 CAC 中採用浮動分區作為提供中級收入住宅之分區。

為因應現況土地使用管制之僵化及分區種類之不足，在無法符合人民生活與

特定目的之需求，故制定浮動分區，提供人民提出申請。設立浮動分區的目的在

於：

1.吸引、開拓新的經濟機會

2.對於開發不完全的地區或是被廢棄的地區，可以增加再開發利用的效率

3.同時允許混合使用

另一個理由則是由於申請土地再分區（土地使用變更）之條件嚴格且申請手

續繁雜、冗長，同時必須說明為何需要申請變更以及目前土地使用分區不符合需

求的原因，因此成功變更土地使用分區的機率並不高，所以近年來 Howard County

廣泛地設立各種浮動分區，以增加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多樣性與管制彈性。目

前 Howard County 總共設立了許多不同使用型態的浮動分區，如在住宅區供零售

使用的 Convenience Center（CC）、在農業區供商業使用的 Business Rural

district(BR)、廢水處理 Solid Water district(SW)、老人社區 Planned Senior

Community(PSC)，其中最大的浮動分區為新市鎮開發（New Town, NT)，並針對

每一個浮動分區制訂了詳細的規劃設計方針，而其法律授權方式則仿效紐約市，

將各個設立標準一併規定於當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Zoning Ordinance）。

從相關法令中可以看出，浮動分區之設立並非取代原先的分區，而是在現行

的土地使用分區中增加新的使用分區以提高土地的利用。

（二）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 Frederick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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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nstedt、Cummings(1999)指出在 Frederick County 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規則中規定，該市的浮動分區是以發展礦業為主要目的。在當地的綜合計畫中，

允許在特定的農業區中設立供礦業使用之浮動分區，若經過探測發現在農業區的

土地底層發現可開採的礦藏，即可透過申請開發，並允許在鄰近的農業使用地區

中設立採礦區與礦場倉儲區等以供採礦事業使用，在農業活動與林業活動區中，

亦得允許採用浮動分區。在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市所設立的浮動分區使用項目

為：採礦、倉儲、開墾等。根據當地的規劃單位闡述：採用浮動分區可以提供較

大的彈性與自由裁量、判斷，而不是單一的在分區或是點狀式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spot zoning）。採用浮動分區需繳交申請費（application fee）並需備妥下

列文件，如敷地計畫（site plan）、舉辦公廳會（public hearing）、交通計畫

（traffic plan）、噪音防制（noise plan）、對於地方基盤設施之影響說明、環

境影響。且地方司法單位亦可要求開墾計畫或是有關的開發基金設置

（performance fund），甚至是有利於地方發展的開發方式。

基本上，浮動分區的設立，特色在於提供當地有較高的規劃彈性，而為了維

持靈活運用，大多數僅針對分區使用或是環境維護等做原則性的規定，依據不同

的採礦需要，相關規劃審核單位亦可加以斟酌衡量規範內容。例如以建築退縮線

為例（setback）：

1.路寬的部分 75-300 英尺

2.財產權線 property line50-300 英尺

3.住宅區 100-1000 英尺

4.最小面積：1.5 英畝至 50 英畝

（三）康乃迪克州的首都哈特福特 Hartford

康乃迪克州的首都哈特福特制訂了許多有關浮動分區開發之基本要素與需

繳交之文件，依據 East Hartford Zoning Regulations，可得知其有關之詳細

的規定：

A面積大小（至少 20 英畝）而且要與主要計畫相符

B浮動分區之主要功用

C相關的交通計畫

D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與架構（fragmented zone parcels）

a 現行法令與擬定採用新分區的授權法令；

b面積大小；

c現行用途、建物與計畫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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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說明新分區對社會大眾會有何好處；

e申請者的資本資料；

f土地所有人的基本資料；

g、h上述兩者的簽名與同意；

i計畫範圍五百英尺內的產權狀況；

j主要計畫部分之內容；

1計畫名稱、日期、規模；

2法律授權來源；

3地界及精確的位置與界線；

4平面圖、地形圖；

5地上物、開放空間、水道、橋樑、地下管線、停車空間、通道、交通

與行人動線、地景設計等；

6區位；

7計畫需通過認證；

8土地使用：必須具備可及性、長期計畫、分類《分類、聚集、再分區》

規劃概念、開放空間至少要 0.5 英畝以上、公共設施；

9說明計畫；

10 錯誤的規劃必須被否決；

11 其他未表明之事項，授權地方規劃單位另定之。

由此得知，採用浮動分區所涉及之層面，不僅土地開發還有都市規劃設計、

環境維護等，故在採用浮動分區之前，必須經過詳細審慎的全盤考量與設計。

（四）猶他州的 Payson City

Todd（2004）指出在 1990 年代 Payson City 有許多關於再分區的申請案，

當中有關浮動分區部分的論述為：法令的修改有時是很小部份或針對使用項目作

調整、改變。而地方政府常常會用創新的手段來修改土地使用分區圖，以達到政

策目標。浮動分區通常為允許混合使用的專區，如平價住宅、工業園區或是計畫

單元整體開發（PUD）等。浮動分區之設立程序為：先設立有關之法源，之後設

計申請浮動分區的條件與使用項目，再由土地所有權人或是開發者提出申請，經

過有關單位審議通過後，進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條例與土地使用分區圖之修正，

即完成浮動分區之設立。

但有時浮動分區的設立會被視為是地方立法權與司法判決之間的權利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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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地方立法機關本於國家所賦予之權利制訂相關法規以規範土地使用，授權

制訂浮動分區，但若有損及其他財產權人之權益，地方政府必須為其所制訂的法

令負責；訴訟糾紛產生時，司法機關則有權判定浮動分區之設立是否符合憲法之

規定。不過 Todd（2004）認為對於美國而言，不必擔心司法的過度介入，因為

司法部門即為人民福祉最後一道防線。而規劃單位有權進行各種規劃方式，以提

昇人民生活環境品質，因此司法權可視為是規劃權的後盾，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條例的修正亦可視為規劃單位在衡量申請人與反對申請案者之間的權益。同時規

劃單位應站在社會大眾之立場衡量再分區的申請案可能會對周圍的環境、財產價

值造成何種影響。

綜上所述，浮動分區是一種容許開創性與彈性開發策略的開發與管制手段，

隨著個案的不同而產生各種形式的浮動分區，不同的土地使用方式亦有不同的規

劃方針，但是從上述案例中可歸納出以下幾點共同點：

1.浮動分區是在現有的管制分區中，再另外創設出來的新的土地使用分區或是

再分區；

2.浮動分區的設置必須禁得起合理且嚴謹的審議過程，才能確立其存在之合法

性與正當性；

3.浮動分區的設立必須考量設立的合理性、需要性與迫切程度；

4.強調依法行政，需有明確的法律授權。

此外由於美國採取聯邦制，地方政府擁有很高的土地使用規劃權，只要不違

背憲法保證人民財產權的意旨，亦只要浮動分區的設立係出於公共利益的目的，

即提高當地土地使用效率、促進經濟發展並維護居民的生活品質而設置，同時符

合當地的綜合發展計畫，易為社會大眾所接受。



第三章 台灣實施浮動分區的背景與課題

3-6

第二節 台灣實施浮動分區之背景

一、台灣土地利用計畫與管制架構

台灣地區現行國土利用計畫主要分為四個層級，分別為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

畫、區域計畫、縣市綜合發展計畫、都市計畫與非都市土地使用計畫，土地管理

則分為都市計畫地區與非都市計畫地區兩種管制體系管理，都市計畫地區的土地

管理依據都市計畫法等法規進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非都市土地部分則由區域計

畫法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相關法令進行土地使用分區與用地編定。

而早在日據時代和台灣州建築物限制規則中即有類似分區管制的規定，只是

早期公佈之都市計畫並未劃設確切劃設出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只初步區分混合

區、未設定區、無設定區等（陳銘偉，2004：30）。雖然都市計畫法在民國 28 年

即已制訂，不過因為時代動盪加上經過日據時代的統治和台灣光復後急需安定社

會，當時的都市規劃偏重土地使用與公共設施的配置，到民國 53 年都市計畫法

第一次修法，在土地使用方面增設了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專章。邊泰明（2003：142）

指出台灣都市規劃在民國 60 年代受到國外環境規劃運動思潮影響，於民國 62 年

進行都市計畫法第二次的修正，正式將都市規劃與區域規劃分開，並在民國 63

年正式制定區域計畫法，在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部分則增加了容積管制如建物高

度、道路設計等，使得土地使用分區的管制內容更為完整，奠定了今日的管制架

構。

二、台灣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課題

透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可以矯正外部性的發生、維護財產價值、提供公共

財，並促進土地開發資訊的公開，以降低土地開發的交易成本；但相對地卻也造

成了暴利與暴損—獨佔性分區管制，如被劃歸為住宅區的土地就擁有較高的土地

交換價值，被劃歸為保護區的土地就必須被限制只能進行低度利用（邊泰明，

2003）。而台灣所採取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大多是仿效美國的方式，以嚴格且剛

性的管制措施管理各種土地使用分區的使用方式與使用強度。

實施的程序：首先制訂土地使用分區計畫以預測未來發展，再透過計畫藍圖

規劃出土地使用分區圖，依據土地使用分區圖劃定使用分區或用地編定，故不論

是都市土地或非都市土地都必須針對土地使用進行管制，都市土地依據都市計畫

法來規定分區的容許使用項目；非都市土地則依據區域計畫法和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將土地分成十種分區十八種用地，其中有關特殊土地的部分如山坡地開

發另外配合開發許可制，透過土地使用分區圖可以瞭解每一種土地使用分區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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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土地的使用類別與強度。然而為因應社會經濟發展之改變，允許土地使用或用

地變更，同時為維持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上的一致性，則需視個案變更程度進行審

議，有時卻也因此使得變更手續複雜、程序冗長沒有效率，這也是剛性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常招致批評的問題。

不論是採用正面列舉、負面列舉的方式，各種土地使用分區的管制項目繁多

時，容易產生流弊，例如容積管制不當、過度依賴容積獎勵、公共設施與都市發

展未能密切配合、現行管制規定僵硬造成土地使用之無效率以及罰則過輕以致違

規使用層出不窮，為改善上述問題及因應現階段台灣地區產業發展面臨國際化競

爭所導致的產業結構及經營型態的轉變，以及在民主化、科技化、網路化的生活

形態下，應以更具彈性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來進行土地管理（林元興，2003）。

同時配合中央計畫審核制度的鬆綁，強化地方政府對都市土地利用的管理權，運

用經濟誘因與市場機制，應可有效運用土地資源。

在不違反公平正義及不破壞都市計畫法精神前提下，促進都市土地更有效利

用，引導都市空間結構在產業轉型的過程中，更符合使用者的需求，而且更切合

地方政府推動地方發展的目的。彈性土地管制措施已成為未來的趨勢，因此台灣

未來亦應該調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的型態，轉向土地使用分區彈性管制方式，以

進一步提高土地利用，增加開發效率。而林元興（2003）指出，而實施彈性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措施，可從以下各方面著手：

1.為因應科技與產業環境變動，應檢討現有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的僵化問題

與平面式管制的合理性，重新思考立體混合使用管制的可行性，以因應產業

劇烈競爭與結構轉型發展對土地利用之需求。

2.檢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對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之權責分工，保留制度精

神、確保環境品質。中央管制都市發展的總體績效與管制方針，授權地方政

府監督土地使用分區發展與周遭環境品質。同時採取審核流程彈性化，如在

主要計畫中明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條件與處理原則，授權地方政府審核，允

許主要計畫轉成審核與開發先期作業並行，加快土地變更程序，強化地方政

府自主空間，落實地方發展特色。

3.採取循序漸進的彈性開放原則，以局部地區或特定地區為初期開發彈性管制

對象，如住宅區與鄰里社區以良好的環境品質為管理目標，並運用經濟誘因

或市場工具實現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公平性。

三、台灣土地開發之課題

不論公部門進行大型公共建設或私人從事土地開發，皆可能面臨土地使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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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變更或用地變更，大規模土地變更則可能透過新訂都市計畫或是擴大原有都市

計畫等方式辦理，因此開發方式不同時將會影響開發效率。目前國內最常採用的

土地開發方式，不外乎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但在經濟景氣不如以往的情況下，

政府財政稅收大幅減少，許多地方政府採用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興建公共設施

後，時常背負著大筆債務。

以淡海新市鎮為例，淡海新市鎮於民國七十九年即已擬定新市鎮特定區計畫

並以區段徵收進行開發，但是房地產不景氣，致使抵價地標售、讓售情況不甚理

想，財務自償的目標無法順利達成，致使後期的第二、三期的開發進度連帶受到

影響；又高鐵開發案採用區段徵收方式，收購沿線場、站用地，但因為預期效應

導致土地價格高漲，且採用 BOT 方式進行開發亦發生許多問題，困難重重。使得

地方政府開始思考其他的較具彈性的土地開發方式，如英國的開發許可制、美國

的浮動分區，而浮動分區的高度規劃彈性與容許多元土地開發方式正好可以彌補

台灣的剛性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邊泰明（2003：178）指出我國之工商綜合區亦隱含有浮動分區管制之精神

在內，目前規劃之工商綜合區以第三級產業活動為主。林元興（2003：73）認為

這類之工商綜合區，性質上類似國外之商業園區（business park）與無特定區

位之浮動分區制。但工商綜合區係以特定區進行開發，因為我國現有的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規則中，每一分區有劃定之使用組別，而部分第三級產業活動取得土地

的困難不在於土地供給不足，而係制度實施過於僵硬，造成有意願進行開發的廠

商找不到適合的組別，因此，想要進行開發需先經過分區變更或用地變更之申

請，再申請土地開發，不僅耗費時日亦降低開發效率。依據民國 83 年 6 月發佈

之「工商綜合區設置方針暨工商綜合區開發設置管理辦法」、「工商綜合區設置方

針及申請作業要點」、「都市計畫工商綜合區審議規範」和「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

作業規範總篇及工商綜合區專篇」為工商綜合區設置與開發之法律依據。林元興

（2003：75）更進一步指出，經濟部工業局編定之工業區自民國 90 年 5 月公布

「工業區用地變更規劃辦法」後，即可申請編定工業區內之工業用地做其他生產

性或社區用地之使用，即具有指定區位之浮動分區管制的性質。根據「工業區用

地變更規劃辦法」其申請變更之內容為使用項目之變更，非土地使用分區之變

更，故可由工業主管機關審查，不需經過土地使用分區之變更程序。被視為是在

剛性管制使用內容及變更分區複雜與冗長程序的架構下，不違背現行法令的彈性

作法。

四、南科特定區實施浮動分區之背景因素

南科特定區之劃設目的在於提供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在未來有足夠的開發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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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及提高科學園區的生活機能，以創造「高科技園區」和「科學城」為目標。而

都市計畫法等相關規定，新市區之開發建設得採土地重劃或區段徵收辦理之，因

此南科特定區開發計畫原訂以區段徵收取得土地以進行公共設施之興建，而最早

劃定南科特定區之區位係以新市鄉—台糖道爺農場 402 公頃和善化鎮的台糖善

化農場 258 公頃為主要的開發基地，由於這兩處皆位於非都市土地，依照變更程

序需先透過新訂都市計畫，或擴大都市計畫，以辦理分區或用地變更，再辦理區

段徵收。

楊友仁、蘇一志（2005）則指出，由於當地鄉鎮皆希望南科特定區能夠在自

己的鄉鎮實施建設，因此莫不積極爭取開發建設之機會，由於其新市鄉最為積

極，將新市都市計畫由 350 公頃擴大到 1100 公頃，以因應未來南科之發展需求。

而台南縣政府在民國 86 年 11 月 21 日正式將「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

向內政部提出申請變更用地，其中特定區面積為 2177 公頃，包括都市發展用第

1205、發展許可區 532 公頃、科學園區未來擴充區 440 公頃，並以民國 110 年為

目標年，在都市發展用地部分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並分五期施工，總計開發經

費約 339 億元。如此的規劃方式無法取得地方鄉鎮的認同，各鄉鎮開發面積之大

小成為抗議與爭議的焦點。

經過不斷地協商之後，台南縣政府以擴大開發面積的方式弭平爭議，南科特

定區因而不斷成長。只是在南科特定區的範圍大致確定之後，另一個問題又逐漸

服上枱面—開發先後的順序如何決定，由於南科的面積廣大，無法全面進行開

發，而需透過分期分區發展的方式逐步完成公共設施以進行招商，因此該如何決

定開發的先後順序又成為另一個棘手的問題。

南科特定區計畫劃定第一期開發面積為 890 公頃，全部透過區段徵收方式進

行開發，預計需耗費 15 年和 254 億元開發經費才能順利開發完成，在經費籌措

不足和開發歷程過長的雙重壓力之下，使得開發南科的工作一度停擺，加上開發

基地內的原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區段徵收抵價地分配區位不佳，也引發許多土地所

有權人的不滿。由以上可以歸納出南科特定區在開發過程當中不斷遭遇到以下幾

個問題：地方利益衝突、派系運作、大財團介入、地域性組織等等形成了空間上

的衝突，致使南科特定區無法順利進行開發，也可以看出政治因素和地方勢力在

區位劃設上的影響程度。

為使南科特定區能夠順利開發，縣府試圖尋找其他的土地開發方式，因此台

南縣政府便提出以浮動分區的開發方式，將第一期 890 公頃的發展用地分別劃成

15 個浮動分區，但不事先設定開發順序，以解決地方鄉鎮對於開發順序的爭議，

以區段徵收作為土地取得之方式，再輔以開發許可制為開發品質把關，結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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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開發，並以引進民間資金的方式，以解決開發經費籌措不足的窘境，透過上述

的方式，由民間和政府一同推動南科特定區之發展，企圖創造雙贏的局面。

由於在這之前，我國尚未正式引進浮動分區，南科特定區成為我國第一個以

浮動分區進行土地開發的個案而備受矚目，因此南科特定區的開發成功與否已被

視為是台灣是否適合實施浮動分區之關鍵性指標，而其他正在進行區段徵收或整

體開發的縣市，也頻頻詢問南科特定區的開發模式，如新竹市香山區、彰化花卉

園區的開發計畫、中部科學園區、雲林縣等都對浮動分區的開發方式產收極大的

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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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實施浮動分區之案例

—以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為例

台南縣自台南科學工業園區設立以來，已轉型為科技、文化、觀光大縣，為

確保南科良好投資生產及生活環境，提升研發能力，台南縣政府正推動諸多創新

研發計畫，以實現『綠色矽島』之國家發展願景。因為南科特定區為台灣第一個

實施「浮動分區」的開發案例，故以下先就台南科學工業園區之發展作介紹，再

針對南科特定區「浮動分區」之設計進行探討。

一、南科特定區區之發展歷程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範圍包括台南園區、高雄園區及高雄生物科技園區；（因

台南園區中的南科特定區採用浮動分區開發方式，故本研究僅針對台南園區進行

探討）。南科特定區位於台南縣新市、善化及安定三個鄉鎮間，行政院於 80 年 1

月 1 日「國家建設六年計畫」確立「新設科學工業園區」的構想，並於 82 年 7

月 1 日第 2,388 次院會通過之「振興經濟方案」中，提出「增設南部科學工業園

區」。國科會於 84 年 2 月奉 行政院決議設置「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其中計畫

範圍為南科台南園區一期 400 公頃，並於 84 年 5 月核定籌設計畫。配合園區開

發時程及廠商建廠開工需要，86 年 7 月 8 日籌設「台南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籌備

處」，負責進行投資引進及辦理園區規劃與開發營運等相關業務，並於 92 年 1 月

25 日成立「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另為協助解決高鐵行經台南園第一期開

發，對距離高鐵 1里以內振動敏感廠商所造成之影響，台南園區二期擴建計畫於

90 年 9 月 19 日經行政院核定。

而南科自 85 年 7 月動工開發建設以來，歷經多年開發建設及招商，園區內

業已完成基礎建設包含有供水、供電、污水處理場、廢棄物處理等設施，在交通

方面，已完成東側聯外道路、北側的聯外道路、園區南北向、東西向主要道路及

各區塊間道路，在供水、供電方面已可滿足園區廠商需求。至 92 年 5 月已有 104

家高科技廠商進駐，91 年產值已達新台幣 1031 億元，為強化南科周遭地區生活

機能，遂積極推動「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總面積為 3,299 公頃，經

內政部 91 年 7 月 16 日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第一期都市發展用地為 890 公

頃，預計至民國 110 年發展為具有十萬人口的新都市地區。目前對外交通主要以

公路為主，包括中山高速公路、省道台一線、省道台十九甲線、縣道 178 及國道

八號公路等，鄰近安定、台南系統及永康交流道，西部縱貫鐵路以及興建中的高

速鐵路均貫穿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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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科特定區開發型態

為加速推動南科特定區開發，台南縣政府以「浮動分區」概念，引入民間投

資開發。其作法係將原來的第一期都市發展用地再劃分為 A、B、C…O等 15 個區

塊，每一發展區塊面積約 50～60 公頃，其中包括約 10 公頃之滯洪池，估計每一

發展區塊均至少應該負擔約 40％的公共設施用地。在土地使用發展分區上，土

地使用之屬性，在未來將會區分為農業區（供開發為產業支援區）及農業區（供

開發生活服務區），其中「產業支援區」係以發展支援南科之生產、研發、商務

等之服務活動為主，除作住宅及商業使用外，並得作旅館、會議中心、百貨公司、

大型商場及購物中心、商務中心、企業總部大樓，無污染之輕型工業建築（廠辦）、

倉儲、運輸、轉運物流中心及經縣府核准支援園區產業活動之無污染產業；「生

活服務區」係以發展特定區內之一般生活機能為主，其辦理細部計畫時，得視實

際需要，再予細分供住宅、商業或其他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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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南科特定區之都市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http://tsbipn.tainan.gov.tw/intr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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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南科產業分區圖

資料來源：http://www.etaiwanexpo.nat.gov.tw/tainan/index_6.asp

三、南科特定區設立之法令規章

（一）都市計畫法。

（二）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書。

（三）土地徵收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南 科液晶 電

視 及產業 支

援 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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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及其施行細則。

（五）政府採購法及其施行細則。

（六）南科特定區計畫。

四、南科特定區開發辦理歷程

南科從民國 85 年設立至今歷經約 10 年才有今天的成果。為配合產業發展腳

步，加快整體開發之效率與速度，台南縣長蘇煥智上台之後，極力爭取以採用「浮

動分區」的開發方式，縮短開發時程以便順利進行南科特定區的土地開發，並突

破以往的規劃模式，將都市計畫規劃權授與民間，以下即針對南科特定區之開發

過程整理如下：

表 3-3-1 南科特定區開發過程

時間 歷程 附註
91.11.25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

公告發佈實施

經台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查通過後，91 年 11 月 25 日正式發佈實施。

92.7.31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開發

與招商之綜合規劃及專業服務

為加速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開發，辦理『台

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開發與招商之綜合規劃

及專業服務』委託案，預算金額新台幣三千多萬

元，本案預計 92 年 8 月上旬上網一個月公開徵

求廠商。

92.8.6 上網公開徵求廠商「擬定台南

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開

發區塊）細部計畫」

「擬定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開發區

塊）細部計畫」已於民國 92 年 8 月 6 日上網公

開徵求廠商。

92.8.8 上網公開徵求「台南科學工業

園區特定區開發與招商之綜合

規劃及專業服務」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開發與招商之綜合

規劃及專業服務』委託案已於 92 年 8 月 8 八日

上網公開徵求廠商

92.8.25 行政院同意得以專案讓售方式

委由民間辦理區段徵收

行政院於 92 年 8 月 25 日發佈院台內字第

0920043268 號同意南科特定區計畫「台南縣政府

基於公共利益及政策考量，辦理南科特定區開

發，擬採公開甄選方式，由民間廠商自行籌措開

發資金參與辦理區段徵收，於規劃整理後取得之

全部剩餘可供建築土地，先行通案報請行政院核

准讓售開發廠商，以吸引民間投資，並將回饋金

高低及公共設施用地比例等列為評選標準項

目。」以公開甄選民間廠商辦理區段徵收，並專

案讓售剩餘土地折抵投資廠商代墊之區段徵收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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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歷程 附註
92.10.21 南科特定區總顧問正式簽約 提供綜合規劃與專業服務，南科特定區的開發，

涉及都市規劃、土地開發、市場招商、工程設計、

防洪排水、景觀規劃及法務諮詢等數個工作界

面，為顧及事權統一與執行效率，在計畫執行之

初即研議聘請具備大型專案執行能力與經驗的

顧問服務團隊，以提供本計畫後續執行的綜合規

劃與專業服務之總顧問服務。乃於 92 年 6 月辦

理「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開發與招商之綜合

規劃及專業服務」之總顧問評選，92 年 9月由「長

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為本案之總顧問，92

年 10 月開始辦理本計畫為期 2 年 6 個月之綜合

規劃與專業服務。依循工作契約除定期進行例會

討論，提交開發執行計畫、進行投資招商說明、

研擬招標文件…等工作。

93.3.1 公告：「變更台南科學工業園

區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案

自民國 93 年 3 月 1 日起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新市鄉公所、安定鄉公所、善化鎮公所及

本府城鄉發展局都市計畫課發布實施。

93.4.10 委託民間廠商辦理之招標文件

正式公告上網

為訂定合理招標文件以吸引投資者達成順利招

商，於招商初期即不斷聽取潛在投資廠商意見，

並於招標文件初稿完成即依採購法辦理公開閱

覽，於正式公告前彙整相關意見修正招標文件，

最後93年 4月10日依採購法正式上網公告投標

須知及採購契約。主要特性如下：

※依採購法第 19 條採公開招標方式辦理及依採

購法第 24 條以統包辦理招標。

※決標原則：依政府採購法第 52 條第 1 項第 3

款適用最有利標。

※分段投標分段開標。

93.4.13 公開徵求南科特定區計畫(新

市區建設地區 開發區塊)區段

徵收開發案

南科特定區計畫(新市區建設地區 開發區塊)區

段徵收開發案業於 93 年 4 月 12 日至 93 年 5 月

11 日將 11 區標案上網公告徵求投資開發商。

93.4.29 公告南科特定區計畫(新市區

建設地區開發區塊)區段徵收

開發案修正條文

於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公告修正南科特定區計

畫(新市區建設地區開發區塊)區段徵收開發案

修正條文。

93.8.3 確定南科特定區計畫(新市區

建設地區開發區塊L及 M地區)

區段徵收開發案

的開發廠商

南科特定區計畫(新市區建設地區開發區塊 L 及

M 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已以最有利標，由開發商

得標。93 年 6 月 10 日南科特定區計畫(新市區建

設地區開發區塊)區段徵收開發案開發區塊 L 及

M 區僅ㄧ家廠商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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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歷程 附註
93.8.20 南科特定區計畫(新市區建設

地區開發區塊L及 M地區)區段

徵收開發案開發區正式簽訂契

約

南科特定區計畫專案辦公室正式掛牌，南科特定

區計畫(新市區建設地區開發區塊L及M地區)區

段徵收開發案於 93年 8月 20日與得標廠商辦理

簽約，南科特定區進入開發成長階段。「南科特

定區開發專案辦公室」，由台南縣政府地政局、

城鄉局、工務局、經貿科技局、財政局、採購局、

主計室及行政管理室（法制課）共同組成。並訂

每週二及四下午二時於專屬辦公室會議室召開

例行會議，做為各單位業務間之協調平台、各子

計畫配合之進度、投標廠各疑義事項處理。為因

應立即之 L&M 之開發，並由總顧問訂定後續執行

各介面與投資者間之標準作業程序(SOP) ，並由

專案辦公室進行考核控管。

94.3.29

～

94.3.30

南科特定區計畫(新市區建設

地區開發區塊L及 M地區)區段

徵收開發案協議價購

分別於新市鄉公所及善化高中舉行開發區塊 L、M

區兩場協議價購與區段徵收說明會。

94.4.19 南科特定區計畫(新市區建設

地區開發區塊L及 M地區)區段

徵收開發案15-25M道路完成徵

收公告

15-25M 道路完成徵收公告，台南縣府已取得其所

有權。細部設計已由台聯工程顧問公司完成；工

程施作部分現委託營建署本部專案管理，辦理後

續工程發包作業。道路為配合 L、M 區之興闢預

計於 95 年中完成。

94.5.11 南科特定區計畫(新市區建設

地區開發區塊L及 M地區)區段

徵收開發案 1-60M 及 2-50M 道

路完成徵收公告

1-60M 及 2-50M 道路完成徵收公告。細部設計由

鴻威國際工程顧問公司完成；工程施作部分現委

託營建署南工處專案管理，辦理後續工程發包作

業。為配合液晶電視專區之開闢預計於 95 年中

完成。

94.5.17 南科特定區計畫(新市區建設

地區開發區塊L及 M地區)區段

徵收開發案3-50道路完成徵收

公告

3-50 道路完成徵收公告，細部設計已由台聯工程

顧問公司完成；工程施作部分現委託營建署本部

專案管理，辦理後續工程發包作業。為配合 L、M

區之興闢預計於 95 年中完成。

94.5.18 LM 區區段徵收畫書陳報核定。

94.6.15

～

94.7.15

南科特定區計畫(新市區建設

地區開發區塊L及 M地區)區段

徵收開發案開發區塊 L、M區進

行區段徵收公告。

94.9.29 南科特定區計畫(新市區建設

地區開發區塊L及 M地區)進行

動土典禮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新市區建設地區

開發區塊 L 及 M 區)區段徵收開發案於舉行動土

典禮，進入開發階段，提供科學園區相關服務設

施，使園區與周邊土地能有序漸進發展，促進園

區生活圈之合理發展。

資料來源：http://tsbipn.tainan.gov.tw/intr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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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資服務與誘因

（一）放寬區段徵收開發主體限制-從政府主導到民間參與投資

行政院於 92 年 8 月 25 日同意南科特定區計畫「於區段徵收規劃整理後所取

得之全部剩餘可供建築土地，可先行讓售土地予開發廠商」，授與民間細部計畫

之規劃權，進行靈活有彈性的土地開發。廠商得依投標須知及相關規定，在合乎

全區細部計畫、工程設計規範及與南科康橋計畫下，自行擬定細部計畫，與台南

縣府合作辦理區段徵收開發。

（二）辦理之開發流程如下:

圖 3-3-3 南科開發流程圖

資料來源：http://tsbipn.tainan.gov.tw/intr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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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資需求分析：

依據台南科學園區產業發展需求調查與規劃報告及縣府多次與業者、廠商間

之訪談結果，南科特定區未來可投資之項目概述如下：

1.生產面：因屬高科技產業，故對主要原物料與技術要求較高，因此從總公

司或國外供應商取得關鍵原料與技術，至於非關鍵原料則可取自

國內的廠商，而目前南科園區上中下游產業，已構成完整之產業

聚落，中下游廠商互動良好，存有長久合作關係，其延伸之需求

為物流方面之服務。

2.生活機能面：就業員工對現有餐飲質量、休閒活動及設施、大眾運輸、住

宿機能等服務有強烈需求；另配合生產面所提及之高科技廠

商需有關鍵技術之支援，故國外技師常至南科做短期性之技

術服務，此部分之需求將是南科特定區最重要之可投資項

目。

表 3-3-2 南科特定區之投資需求分析

類 別 項 目 短 期 中 期 週邊及衍生性服務

生產面 物流服務

金流服務

物流業 商務中心

金融大樓

中下游產業與周邊產業

（設備、零件、能源供應

商、下游成品與組裝、周

邊零組件等）

飲食 西式速食店

西餐廳

簡餐

Buffet

商務飯店

居住 獨棟住宅

短期性高級出租

住宅、旅館

高級社區

生活機能

休閒生活 Coffee Shop

室內球場

健身房

游泳池(含SPA)

商店街、電影院

運輸、通訊、個人專業服

務、休閒旅遊、日常用品、

教育用品、汽車出租、個

人商務、托嬰幫傭……等

資料來源：http://tsbipn.tainan.gov.tw/intr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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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區投資優勢：

1.取得成本低廉之土地：本區之土地原為農業用地，公告地價甚低，劃訂為

特定區後，該地區之地價均遠低於臨近都市計畫區內土地之價格，具有投

資之決對優勢。

2.業者需求，自擬細部計畫。

3.可取得完整且大面積之抵價地，先行開發。

4.便捷交通網絡：特定區周邊有三條高速公路，五個交流道。特定區內之六

十米大道，已於民國九十二年著手進行開闢。

5.高消費能力群：高科技之員工平均所得較一般行業高，且該年齡層為消費

能力最強之一群。

六、浮動分區機制設計

（一）全國首創浮動分區開發

南科特定區以「浮動分區」作為土地使用計畫的規劃方式。南科特定區的浮

動分區開發，將全區分成 A-O（不含 H、I（部分）、J、K）等 12 個開發區塊，

由民間機構自籌資金並自行研擬細部計畫，協助台南縣政府以區段徵收的方式開

發；H、I（部分）、J、等合計 247 公頃開發區塊，則採取一般徵收方式，變更

為「南科液晶電視及產業支援工業區」。該特定區計畫原係於 92 年 8 月經行政

院同意由民間廠商自行籌措開發資金參與辦理區段徵收，於區段徵收規劃整理後

所取得之全部剩餘可供建築土地，先行讓售土地予開發廠商。該區分為農業區(供

開發為「生活服務區」)及農業區(供開發為「產業支援區」)，授與廠商細部計

畫規劃權，估計在浮動分區之高彈性與高效率的開發模式下，配合其他開發措施

（如區段徵收、市地重劃、開發許可等），同時提供誘因，試圖引進民間投資資

金，共同進行南科特定區之整體開發創造雙贏局面（政府可順利進行南科特定區

之開發與完成公共設施之興闢，提昇產業發展環境兼顧人民生活品質；配合產業

轉型以及創造高科技產業發展特區，促進經濟發展；提供人民就業機會，安定國

計民生）。例如目前正在開發的液晶專區初步估計僅需 1.5 年、台南科學工業園

區特定區計畫新市區建設地區開發區塊 L 及 M 區（以下簡稱 LM 區）只要 2 年即

完工，不僅提高開發效率且可解決預算編列之困難。在浮動分區之高度彈性規劃

模式之下，允許多樣性與開創性之開發模式，同時因個案需求不同亦可配合不同

之開發模式，達到因地制宜，促進開發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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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帶動周邊鄉鎮的經濟及發展

台南科學工業區特定區內陸續開工之 60 米的南北大道貫穿液晶電視專區，

可直通安定交流道，50 米的西拉雅大道串聯台 1 線及台南科學園區對外交通，

25 米的北邊東西向道路將紓解目前南科新社港大道交通壅塞的現象，藉由 3 條

道路直通南科道路網並連結至全省各重要都會、機場及港口。完工後除可提供園

區內更便捷的交通道路系統及休閒空間、加速園區廠商物流的通順外，園區員工

將因交通系統的便利，可至鄰近的周邊鄉鎮進行生活消費或居住，刺激周邊鄉鎮

的經濟效益，企圖以便利的交通設施提高周邊鄉鎮的交流活動，希冀更進一步促

進當地之生活發展。

（三）國際化新市鎮

為滿足園區內休閒購物及地區居民一般生活需求，計畫區南側臨西拉雅大道

的完整帶狀街廓及計畫區內南北向 20 米計劃道路，分別規劃設置為複合式文化

休閒購物商業帶及一般商業區。為提供南科工業區商務旅館的住宿需求，於計畫

區東南隅臨西拉雅大道處，劃設--旅館區，將形成該區域範圍東側景觀視覺端

點。計畫區內的東西向(15 米寬)與南北向(20 米寬)主要計畫道路，將規劃為景

觀綠蔭道路，運用水系空間，結合南科康橋計畫，建構完整生態軸帶，打造國際

市鎮。

（四）浮動分區開發模式

台南縣政府將 890 公頃劃分成 15 個區塊，每一區塊約 50 至 60 公頃不等，

透過引進民間投資實施區段徵收進行開發，並以「專案讓售」將規劃整理後之剩

餘可供建築土地，可先行讓售予民間開發廠商，換取開發業者籌措之補償地價，

並將都市計畫之細部計畫委託開發業者擬定，因此投資者可依其需求規劃設計，

並依照縣府規定之規劃原則，劃設住宅區、商業區等各種使用分區。南科特定區

在初期釋出十個浮動分區區塊，最快可在 96 年 5 月提供廠商使用，10 月專案讓

售的土地即可以移轉給廠商，打破傳統的規劃模式。

目前國內的土地使用管制方式是用分區管制方式，作為執行都市計畫的管理

工具，為了確保都市有秩序發展，便依據不同的功能，給予不同的使用性質與強

度規定。因此在都市計畫發布的同時，便決定了用地的用途與容許使用行為。浮

動分區不同之處在於土地未開發前，分區功能是不固定的，比傳統的分區管制方

式較為彈性。此種管制方式常配合「開發許可」手段，因開發項目之不同設立不

同的申請門檻，經由申請人提出開發計畫，政府審議通過後即著手變更用地的分

區與用途。亦有論者認為「浮動分區」事實上是一種過渡型態的分區使用管制，



第三章 台灣實施浮動分區的背景與課題

3-22

即在傳統分區規劃架構下運用浮動分區以注入開發彈性，易言之，大部分地區仍

舊採用傳統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模式，只有特殊地區才規劃為浮動區，由市場的

需求來決定，使規劃與開發能相結合。

南科特定區標榜的浮動分區特色，係透過必要的規劃去節制開發商，同時明

訂遊戲規則，由台南縣府提出的規劃之臨界值門檻，以容積率、總計畫人口數、

平均容積率、公設比、商業區面積為要項。而位於善化的 LM 區塊已於九十四年

九月舉行開工典禮，預計釋出十八萬坪建地、二萬四千坪商業及產業專用區，將

使南科形成生活機能充備的新市鎮，帶動附近繁榮發展。南部開發至今周遭生活

機能依舊貧乏，根據南科管理局調查，區內三萬五千名從業人口中，百分之四十

七居住在台南市，百分之廿是短期派駐，百分之三通勤，僅有百分之三十留在南

科附近鄉鎮市。為改善南科從業員生活條件，吸引更多高科技人才進駐，推動開

發 LM 區生活區。此外在南科周邊劃定八百九十公頃的「南科特定區優先開發

區」，希能創造出生活機能一應俱全的新市鎮。目前由美商澤普世國際基金主導

成立的南科聯合興業公司，LM 區八十六公頃以區段徵收進行土地開發，有關土

地的分配方式為二百多位地主抽籤領回 37.27 公頃之抵價地約為 LM 區 43.09％

的土地，而抵價地的比例係參照土地徵收條例之規定以 40 為原則，但因其中包

括經過農地重劃之土地，依照土地徵收條例之規定抵價地比例為 45％，因此 LM

區之抵價地為占 43％。至於縣府則無償取得道路、綠地等 19.4 公頃的公共設施

用地，約為 LM 區 22.43％的土地，但不包括 11.07 公頃的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剩下的可供標售、讓售之可建築用地以「專案讓售」方式移轉給開發商，約 29.82

公頃為 LM 區 32.66％。

企圖透過公私合作的型態，與開發商和地主共同開發，營造兼具科技、人文、

生態、生產、生活等特色的新市鎮。南科新市鎮的土地在徵收前大多為台糖土地

（農業區）比一般城鄉較為封閉，有開發上的優越環境。然而，如何提高南科特

定區之可及性，並運用各種聯外道路促使生活機能更加便利，使能共生共榮，進

行細部計畫時應予周全考量。

七、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新市區建設地區開發區塊 L及 M）

LM 區為台南縣實施「浮動分區」第一個開發案。LM 區計畫面積為 106.94 公

頃，主要以創造「田園城市」與「生態社區」環境為發展理念，採取集中發展核

心，提高低度使用強度的規劃面積；並配合生態以自然為尊、節約能源、降低環

境負荷度，建構環境資源的共生系統。國家科學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評選委員

會，在民國 84 年選定南部科學園區落腳台南縣善化鎮、新市鄉與安定鄉之間。

而台南科學工業園區自 85 年 1 月 20 日舉行動土典禮，截至 93 年為止，共有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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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高科技廠商進駐，至 93 年底，產值已高達新台幣三千億元，是台灣高科技產

業的發展重鎮。為加速推動「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的發展，強化南科周邊地區生

活機能，考量南科特定區若由政府主導開發，經費估算將高達六百億元，時程則

長達 15 年。便採用「浮動分區」，引進民間投資開發，爭取分期分區實施進度。

由於南科特定區的開發涉及都市規劃、土地開發、市場招商、工程設計、防洪排

水、景觀規劃及法務諮詢等，縣政府延聘了大型專業執行能力與經驗的顧問服務

團隊，提供開發技術的諮詢與服務。並成立「南科特定區開發專案辦公室」，專

責各業務單位協調及計畫進度處理，南科特定區開發案於 93 年 8 月 20 日與廠商

簽訂開發 L及 M區契約，正式邁入開發成長階段。

然而邊泰明（2003：178）指出其實我國工商綜合區的設置早已隱含浮動分

區管制之精神，只是工商綜合區之開發模式係以特定區的型態產生，並不強調浮

動分區的發展概念。而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則是我國第一個主張並且實際採用浮動

分區土地開發方式與規劃策略的案例，在南科特定區計畫書中明確指出以浮動分

區為開發方式。南科特定區的設置目的係為了提高台南科學園區之生活服務機

能，因此規劃構想係朝向配合園區發展進行規劃。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於發佈實施後，爰就民間參與方式及區段

徵收後，土地處理方式報請行政院同意：「…台南縣政府基於公共利益及政策考

量，辦理南科特定區開發，擬採用公開徵選方式，由民間廠商自行籌措開發資金

參與辦理區段徵收，於規劃整理後取得全部剩餘可供建築土地，先行通案報請行

政院核准讓售開發廠商，以吸引民間投資，並將回饋金高低及公共設施用地比例

等列為評選標準項目，…」。台南縣政府依據行政院核示內容及「擬定台南科學

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新市區建設地區擬定細部計畫及申請開發審查作業要點」第

三-（一）點及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公開甄選開發廠商，並於九十三年

四月十九日公告台南科學工業園區投標須知、於九十三年八月三日完成公開甄選

開發廠商之評選作業、於九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由得標廠商與台南縣政府完成簽約

適宜。以下就 LM 區之規劃內容進行介紹：

（一）計畫目的

1.滿足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產業及地區發展，提供生活及服務性設施：為因應

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廠商及員工進駐所衍生之需求及帶動地區發展，故擬定

該計畫之開發，引入生活及服務性設施。

2.引導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周邊土地有序漸進發展，營造園區與周邊環境發展

融合協調的新典範：有鑑於新竹科學園區成立，導致其本身與周邊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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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共設施、交通運輸及環境品質均面臨發展上的瓶頸，故特別創造出

一個結合生活、生產、生態的永續發展都市環境。

3.強化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周邊生活服務發展環境，並作為帶動台南縣朝向多

核心發展觸媒之一：台南縣新營市為縣治中心、永康市、仁德鄉為衛星城

市、歸仁鄉設置高鐵台南車站特定區、後壁鄉發展蘭花生技園區、七股鄉

為南瀛國家風景區、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落腳於新市、安定及善化交

界，因此該計畫之開發將有助於強化南科周邊生活服務發展環境，並帶動

台南縣朝向多核心發展。

（二）法令依據

該細部計畫主要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

區計畫、擬定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新市區建設地區開發區塊 L及 M之

主要計畫之規定辦理。然而為了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必須辦理下列相關事宜：

1.辦理公開招標時，應將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及申請開發審查作業要點列入

投標須知。

2.土地所有權人可參與本特定區開發之競標作業。

3.得標廠商因故無法完成區段徵收開發作業之處理方式，台南縣政府應於投

標須知及契約中明確規範。

4.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應領補償費，得標廠商應依規定之補

償標準辦理。

5.區段徵收計畫書由台南縣政府擬具陳報核准，必負責督導得標廠商辦理區

段徵收相關作業。

6.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位置之規劃應公平合理，另剩餘土地讓售移轉於

開發廠商之時機，應於抵價地分配完竣後辦理。

7.台南縣政府應於抵價地配地完竣之後，將讓售移轉於開發廠商之土地位

置、面積及讓售地價，繕造清冊、圖，報請內政部備查。

8.區段徵收後地價之評定，應確實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五條規定辦理。

（三）計畫位置與範圍

LM 區主要位於台鐵縱貫鐵路以東及台一省道西側之間，行政區隸屬台南

縣善化鎮。計畫範圍 L及 M區，除應負擔公園間滯洪池用第 10 及 11 之面積為

11.07 公頃外，其東側與開發區塊 O 相鄰、以 22-20M 道路中心線為界；南側

與開發區塊 N 及公（滯）11 相鄰、以 3-50M 道路中心線及公（滯）11 北側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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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為界；西側與台鐵縱貫鐵路相鄰、以 2812M 道路西側邊界線為界；北側至

15-25 道路北側邊界線為界，畫面積為 106.94 公頃。

圖 3-3-4 LM 區主要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 http://urban.tainan.gov.tw/city/code/docs/181.doc

（四）計畫年期與人口

依據「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之計畫年期，定為民國 110 年。居

住密度為每公頃 228 人，計畫人口上限為 18,675 人。

（五）土地使用分區計畫與公共設施計畫

生活服務區為主要計畫之分區，以發展特定區內之一般生活機能為主，其

中劃分為四種住宅區、三種商業區、商務服務區、旅館區等。而公共設施計畫

分為公園兼滯洪用地、廣場用地、綠地用地、溝渠用地、道路用地等相關規定。

並且另外制訂出該特定區之土地使用分區及都市設計管制要點，作為管制土地

使用分區之依據。生活服務區為主要計畫之分區，以提供特定區內之一般生活

機能為主，但供商業使用之面積不得超過該計畫（開發區塊 L及 M）總面積之

8％，並做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其中供住宅使用之分區，不得做都市計畫法

台灣省施行細則第十六條之使用。總計生活服務區之面積 81.92 公頃，佔該計

畫總面積 76.59％。



第三章 台灣實施浮動分區的背景與課題

3-26

（六）規劃理念

該區之設立主要是為配合南科之開發所需，而將該區預定為台南科學工業

園區的生活服務區，為了因應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產業及地區發展需要，提供生

活及服務性設施，並且引導其周邊土地有序漸進之發展，營造園區與周邊環境

協調融合的典範，藉此帶動台南縣走向多核心發展。為了朝向「田園城市」與

「生態社區」之環境發展理念，設立以下之規劃目標：

1.依循平均容積率「總量管制」之方式，集中規劃計畫區之發展核心區與

調高部分土地利用強度，以提昇低度開發（低容積率）整體面積比例；

同時，規範較低之建蔽率，留設較多公、私開放空間以做為環境綠化之

空間。

2.考量環境節約能源，規劃綠廊道、綠帶與綠建築之環境，提昇綠環境因

子之空間存在比例以調節區域微氣候，降低整體環境的負荷程度。

3.（南科以公園間滯洪用第 10 為核心）規劃四周住宅社區發展，配合鄰

近地區開放空間與綠地之規劃，以建構完整之生態社區。

4.強調水與綠之自然環境的連結性與重要性，建構環境資源的共榮共生程

度。

（七）規劃原則

1.規劃方式應符合上位計畫與相關規定，以提昇整體開發效益。

2.土地所有權人負擔比例應公平、一致，以避免引發爭議而影響開發時程。

3.規劃方式應兼顧社會、開發者與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以達互助互惠、

共生共榮之基本原則。

4.配合整體開發計畫與發展願景，規劃適當比例之建築用地，包括商業

區、住宅區等，與公園綠地、停車場與學校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

5.商業區集中劃設，創造商業發展之聚集效益，可沿著重要道路設置（南

科：沿著西拉雅大道成帶狀發展，以順勢吸納台南科學園區與特定區之

廣大客源）。

6.住宅區低密度開發，以創造優質住宅環境品質與降低區域人口數。

7.提高計畫區周邊土地使用強度，以提昇及平衡計畫區內土地利用之經濟

價值。

8.開放空間與公共設施用地平均分配與劃設，周延土地分配之公平性。

此外有關浮動分區之開發構想與內容應考慮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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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住宅區、商業區…等各使用分區的內容（如住一、住二…）

2.開放空間：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廣場、步道。

3.公共設施：學校用地、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廣場、停車場、道路、

溝渠、體育場…等。

4.交通計畫：道路系統（聯外道路、主要道路、次要道路）、自行車道系

統（自行車道、自行車停車空間）、人行動線系統。

5.防災計畫：防（救）災設施與避難場所規劃（防災指揮中心、臨時避難

場所、中長期收容所）與救災、避難動線規劃（救災援送動線、避難逃

生動線）。

6事業與財務計畫之可行性問題。

（八）回饋計畫：

以使用者付費的精神，促使受益者享受權利，亦應當負擔義務而有所回饋，

而回饋項目與方式應以促進區內發展為前提。

1.回饋金之估算

2.綠化工程之設計

3.其他回饋方式（保持彈性規劃之手段）。

國科會建設台南科學城的構想亦可視為「浮動分區」設立的目標（楊友仁、

蘇一志 2005：9）。：

1.提供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從業人員及眷屬之居住與休閒空間。

2.提供園區員工子女教育設施，如雙語學校。

3.提供研發機構、商業服務、大型會議空間等支援性設施。

4.提供園區外聯絡道路、排水等區域性、系統性設施用地

南科特定區採用「浮動分區」進行開發，將第一期 890 公頃用地劃分為 15

個分區，不設定開發順序，導入財團資金進行招投標整體開發，導入新的大型財

團參與者進行開發，由市場機制決定開發順序。故楊友仁、蘇一志（2005：9）

指出浮動分區成功的關鍵在於財團參與的意願，特別是投資報酬率是否理想。新

縣府基本上有三個策略來吸引大財團參與開發：

1.「預讓售」：LM 區採用這個方式，由廠商針對各個分區提出細部計畫，由

縣府評估財務及開發總成本，換算土地之標售基價，公開招標，得標廠商

可取得預讓售資格，然後採取分期付款方式，縣府則配合進行公共工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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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

2.由願意開發的廠商負責分區的公共工程建設，其工程款則由縣府將建設用

地換算之後發給廠商，這個模式與中國大陸都市建設的模式頗為類似。

3.浮動分區實施之策略係由縣府編列預算，選擇靠近高速公路的基地自行開

發，作為示範帶動廠商的意願。

以上之開發策略，為突破法令限制以更有效率之方式實施開發，然而不論是

預售制或工程標，在現行法令上皆無所依據，係以縣府跟廠商簽訂合約的方式辦

理，（如嘉義長庚醫療專區），然而基本土地徵收條例只規定土地要標售，沒有規

定不能「預讓售」，雖然承辦單位的風險較大，但為了能夠突破開發的政經條件

限制，新縣府於是全力推動浮動分區的開發方式，也使得南科特定區的主要開發

成為縣府與大型財團在各個分區開發之相關條件上的合作與協議，這樣的開發方

式亦得到中央的認可。而 LM 區採取第一種浮動分區開發策略，即配合區段徵收、

個案審查（開發許可）進行土地開發，經徵收後之剩餘可供建築土地以「預讓售」

的方式，有條件的售予開發廠商（負擔公共設施或是擬定一定之回饋方式、方

式）。

然而雖允許人民申請浮動分區實施開發，但仍有投入開發門檻之限制，此

外，地方政府的介入程度亦將直接影響浮動分區實施成功與否。站在政府的立

場，迫於財政問題必須藉由開放民間資金如同意大型財團單獨或共同進行開發始

能推動地方建設；另一方面，若沒有財團或開發者願意參與開發，浮動分區的開

發策略將無法如期順利進行，因此後續招標制度及縣府提供的相關優惠政策將會

是影響南科特定區開發的關鍵因素，因此未來不排除地方為財團量身訂作招投標

條件之可能性。

然而如此是否會發展成為持久性的合作關係則有待觀察，現階段縣府與財團

的關係主要是提供誘因吸引廠商投資，引進市場機制決定開發區位的順序。但是

非完全競爭的情形下，反而是地方政府干預下的壟斷競爭乃至於空間壟斷。透過

技術官僚管理土地資源開發，並提供一市場機制作為互相競爭之利益主體的舞

台，而這些財團屬意的開發區位乃是距離既有聚落較遠的農地，例如 L、N 區等，

因為地上建築物較少，開發成本較低，開發後可取得較多的土地。

同時，如何控制南科特定區內外的土地開發量，以調節地方利益以及維護地

方的生活、生產、生態環境品質，成為政府以及縣都委會必須思考的，因為浮動

分區最大的特點在於不限定分區，較其他擬定細部計畫等開發方式靈活，但也因

為沒有做分區計畫採用逐案審議，使得各分區之間以及特定區內外的計畫銜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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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產生相當多問題，以及政府如何制定一套公平的遊戲規則讓相關開發商以及地

方利益行動者接受。

八、小結

透過國內外浮動分區案例比較可知，浮動分區受重視的原因在於現行的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規範嚴格導致變更不易，然而社會與經濟需求迫切，亟需透過浮動

分區增加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彈性。而實施浮動分區的優點在於：

1.浮動分區允許多樣性的開發方式與混合使用。

2.以美國為例，實施浮動分區僅先設立浮動分區之類型，留待未來社會有需

要時才劃設實際土地分區，確定區位以進行開發，可充分保持規劃彈性。

3.自 1947 年美國許多地方政府透過實施浮動分區增加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彈

性，累積設立經驗，法令規範亦較為完備，以充分授權使各地方政府可訂

定符合地方需要之法令規範，如實施程序、開發要件等，並於綜合發展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中納入相關規定。

4. 可以隨著時代、社會的需求推動對有利於地方之浮動分區進行建設。

5.開放民眾申請設立浮動分區，不僅可以打破技術官僚的迷思，讓民眾為自

己做計畫，亦可縮短管制計畫與現實社會發展之間的差距，促進人民與政

府之間的交流。

6.浮動分區的設立不僅是屬於規劃部門的專業範疇，亦需配合立法單位與司

法單位，因為惟有透過立法程序同意設立浮動分區才符合依法行政的原

則，而規劃部門則擁有審議權來決定是否通過申請案，若被駁回而申請者

不服時則可向法院提起訴訟捍衛自身的權益，因此在行政單位、立法部

門、法院三者的相互制衡之下，便可進一步確保浮動分區不會遭致濫用破

壞土地使用分區上的整體性。

其缺點如下：

1.有行政裁量權範疇是否合理的疑慮，因為美國各州的規劃審議機構對於審

議結果似乎有著比較大的影響力。

2.由於無法確定浮動分區之區位，故在進行整體規劃與公共設施配置上較無

法掌握，而浮動分區內外土地使用性質不同時，如何協調或是處理負面外

部性也成為實施浮動分區的關鍵因素，以及如何避免發生點狀式分區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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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慮也需加以思考。

與美國實施的浮動分區相較之下，南科特定區採取的浮動分區策略與美

國實施浮動分區的方式則有許多差異，不同之處在於：

1.南科特定區實施浮動分區時，浮動分區的區位選定係由政府主導，已是事

先劃定，將民國 91 年台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的第一期都市發展

用地 890 公頃劃分成 15 個浮動分區，各區面積皆在 50 至 60 公頃之間。

並且透過公開招標的方式選取適當的開發者；美國則是事先擬定好浮動分

區之設立分區，之後交由市場機制，開放有意願開發者申請設立浮動分

區。然而實施浮動分區的方式，則是由政府主動選取地點，其開發目的背

後便隱含有政策開發的意涵，然而由政府部門事先規劃浮動分區的區位與

預定浮動分區開發型態、規模大小、可能的公共設施類型等，可以進一步

降低因浮動分區而帶來的不確定性因素，提高開發效率。

2.台灣並沒有設立專法授權採用浮動分區開發策略，而是根據南科特定區計

畫作為實施浮動分區的上位指導計畫，並經行政院同意授權採用浮動分區

策略進行南科特定區之開發，因此在法令規範部分較不完善，僅利用契約

規範來維持政府與規劃團隊之間的信任，實施浮動分區之風險較大，同時

南科特定區的規劃方式，其實如同工業區的劃設，透過工業科學園區的劃

設形成的特定發展地區，這又與美國實施浮動分區的方式有著明顯的不

同。

3.有關浮動分區之規劃部分，係由政府主導的，在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制訂

之後，透過公開招標方式，將浮動分區之都市計畫之細部計畫交由得標的

民間規劃團隊進行浮動分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的規劃事宜，再經由

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

4.南科特定區之所以選擇採用浮動分區進行土地開發，其背後最大的原因在

於地方政府財政無法負擔全部的區段徵收補償費以及開發時程過長，不符

合經濟效益與開發效率，然而在非開發不可的壓力之下，兩相權衡後透過

引進民間資金與技術來促進土地開發的順利進行，但是在地位不平等的情

況及沒有制訂專法加以清楚、明確地規範政府與開發業者之間的權利與義

務時，地方政府民間開發業者、財團或投資人量身訂做開發條款的疑慮則

難以避免。

5.南科特定區雖將 890 公頃劃分成 15 個浮動分區，希望藉由市場機制，利

用區位浮動的方式形成競爭情況，然而以南科特定區開發計畫與 LM 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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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型態來看，其實應該是比較像是 PUD 的開發型態，浮動分區與 PUD 的

開發精神雖然相似，但其最大的差別在於，浮動分區強調區位上的浮動，

同時在其開發設計上，浮動分區係事先將土地使用分區劃分出來，但是不

劃定分區，留待將來社會對於該分區形成強烈需求時，有民間開發業者提

出開發申請，才著手進行開發，而政府在制訂相關設立規定、開發總量和

擬定上位開發指導計畫後，至於是否進行開發、何時進行開發、要在哪裡

開發，一切都交由市場機制決定。而 PUD 則是事先劃定開發區位，之後便

將土地規劃與開發內容交由民間開發業者決策，並透過協議以群聚發展提

供更多開發空間，其管制方式則允許混合性的土地使用。

因此本研究認為南科特定區的開發方式係比較類似 PUD 的發展方式，除非南

科特定區未來陸續在開發時，有採取總量管制的措施，透過限制開發量體來促成

民間開發業者之間再開發區位上的競爭，交由市場機制的運作調整供給與需求，

一旦開發達到飽和或是已屆開發期限，就不再由政府主動積極拓展開發機會，而

係等到市場需求再度產生時，由民間開發業者提出開發申請。

表 3-3-3 國內外實施浮動分區對照表

項目 台灣實施浮動分區之方式 美國實施浮動分區之方式

授權來源 南科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 設有專法或當地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

規劃方式 以新訂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與委外

辦理區段徵收為主要之規劃方式

容許混合使用，配合地方需要新設立分區

或再分區

實施歷程 2001 年南科首度正式提出採用浮

動分區策略

美國從 1947 年到現在

規劃程序 地方政府事先擬定好都市計畫之

主要計畫，再將都市計畫細部計畫

與區段徵收的辦理業務透過公開

招標甄選適合的開發廠商，委託民

間開發業者辦理

由規劃單位事先制定申請設立浮動分區之

目標、審議項目、申請者之資格，開放供

民眾申請之後進行審核

區位選取 由政府主導，並採用分期分區的方

式進行

開放給民間有開發意願之申請者自行選

定，經審核通過後決定之

申請方式 公開招標評選適合辦理者 開放有意願之民眾申請

規模大小 每區約 50～60 公頃 小至住宅區內之購物中心大至新市鎮之土

地開發

設立類型 專區如：科學園區發展用地 隨地方需求而改變，如：在農業區內設立

礦業專區、住宅區內設立小型購物中心等

商業使用活動空間、在工業區外設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