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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度國家重要濕地評選小組」 

第二次會議紀錄   

壹、 開會時間：98 年 12 月 17 日(星期四) 下午 2 時 30 分 

貳、 開會地點：營建署 601 會議室 

參、 主持人：許副署長文龍 (許副署長主持至下午 3 時 30 分，續由洪分署長嘉宏代理)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 發言要點：如附件 

陸、 決議： 

一、 新推薦濕地部分，決議如下： 

(一) 濁水溪口濕地、彰化大城濕地、彰化漢寶濕地： 

評定為國際級「彰化海岸濕地」，並併同前次評選之未定濕地

－彰化海岸濕地整體考量劃設。請城鄉發展分署將上開濕地範

圍予以串聯整合，及剔除既有漁港區域。 

(二) 許厝港濕地： 

評定為國家級「許厝港濕地」；濕地範圍應將原推薦範圍向西

南部分延伸劃設，至東南部分與航空城區域計畫「機場相容產

業區」重疊處，仍宜先劃入濕地範圍，並安排現地勘察。有關

與航空城重疊部分，請城鄉發展分署迅簽會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納入該區域計畫增訂有關開發許可規範事宜。 

(三) 青鯤鯓濕地(併七股鹽田濕地範圍擴大案)： 

評定為國家級「青鯤鯓濕地」；濕地範圍修正為以鹽田公有地、

將軍溪口與河口沿岸為主，北以將軍溪北岸為界線，及西至海

域低潮線六公尺處，並剔除漁港區域。請城鄉發展分署再確認

劃設濕地範圍，送下次複審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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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朴子溪口濕地： 

暫定為國家級「朴子溪口濕地」；請知會提案單位依委員意見

進行範圍修訂後於下次會議確認。 

(五) 知本濕地： 

暫定為國家級「知本濕地」；請知會提案單位依委員意見進行

範圍修訂後於下次會議確認。 

(六) 八煙聚落砌石水梯田濕地： 

暫定為國家級「八煙聚落砌石水梯田濕地」；請城鄉發展分署

安排現勘。 

(七) 鹿角溪人工濕地自然淨化系統、永和社區大學濕地生態教育園

區： 

併入淡水河流域濕地進行整體討論。 

(八) 麟洛鄉濕地公園： 

評定為地方級「麟洛鄉濕地公園」；濕地範圍依提案內容劃設。 

(九) 鎮安沼澤濕地： 

評定為地方級「鎮安沼澤濕地」；濕地範圍依提案內容劃設。 

(十) 牡丹水上草原濕地、東源濕地： 

評定為地方級濕地；請知會提案單位確認合併之濕地名稱。 

(十一) 其餘 14 處推薦新增濕地，均評定為地方級國家重要濕地。 

二、 既有濕地等級、範圍調整部分，決議如下： 

(一) 台北港北堤濕地、淡水河台北濕地、大漢溪生態廊道(併新增鹿

角溪人工濕地自然淨化系統案及永和社區大學濕地生態教育園

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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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定為國家級「淡水河流域濕地」；將台北港北堤濕地、淡水

河台北濕地、大漢溪生態廊道、鹿角溪人工濕地自然淨化系統、

二重疏洪道南段及永和社區大學濕地生態教育園區等濕地以流

域管理之宏觀加以整併，藉以破除縣市分界之固有觀念，促進

跨縣市合作，共同維護管理大台北境內重要濕地。 

(二) 高美濕地： 

維持等級評定為國家級「高美濕地」，若要提升為國際級，應

請台中縣政府或相關推薦單位再補充雲林莞草重要棲地評定相

關資訊作為續評依據。 

(三) 龍鑾潭濕地： 

國家級「龍鑾潭濕地」擴大範圍原則同意，然所提範圍為兩區

不連續區塊，請提案單位查明並再確認適當濕地範圍。 

(四) 竹北蓮花寺濕地： 

評定升級為國家級「竹北蓮花寺濕地」；後續應責由新竹縣政

府更積極維護當地特有種生存環境並研議管理機制。 

(五) 屏東科技大學後山濕地(併新增屏東科技大學芒果園濕地案)： 

評定為地方級「屏東科技大學濕地」，並應將屏東科技大學後

山濕地與屏東科技大學芒果園濕地範圍予以整併。 

三、 申請濕地更名、尚需補件及其他討論案，決議如下： 

(一) 竹滬鹽田濕地： 

同意更名為地方級「茄萣濕地」；茲因該地位於茄萣鄉，爰同

意依地緣關係同意變更申請，並請再向當地 NGO 團體確認名

稱。 

(二) 名間鄉新街冷泉濕地、集集雙子湖濕地、新園鄉港西濕地： 

同意納入本次國家重要濕地評選討論，請知會推薦單位儘速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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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提報相關資料，於下次會議確認。 

(三) 大鵬灣人工濕地群組： 

本案暫予保留，請城鄉發展分署安排現勘。 

(四) 北門未定濕地： 

前次評選之未定濕地－北門濕地（約 19 公頃）部分，因已劃入

國家重要濕地範圍，爰評定併入國家級「北門濕地」。 

四、 請城鄉發展分署安排八煙聚落砌石水梯田濕地、許厝港濕地及大

鵬灣人工濕地之現勘行程，正式行文通知委員參加。 

柒、 散會：下午 17 時 30 分 



 5

附件：發言要點 

一、濁水溪口濕地、彰化大城濕地、彰化漢寶濕地 

洪分署長嘉宏： 

1. 依前次評選小組會議所達成之共識，若濕地範圍有所重複則採聯集方式取最

大範圍加以認定，而前屆評選所劃設之彰化海岸濕地範圍較為完整，應共同

考量合併劃設。 

2. 本屆評選目前預訂於明年 1 月中旬前完成現勘，1 月底前召開會議確認評選

結果，於明年 2 月 2 日國際濕地日公告發布評選結果。 

陳教授章波： 

建議 3 處濕地應合併看待，則可確保濕地範圍與生態的一致性與完整性，等

級則可調升為國際級。 

翁理事長義聰： 

該區域為中華白海豚重要棲息地之ㄧ，若依照拉姆薩公約之判定準則，則該

處應符合國際級重要濕地之標準，營建署作為掌管國土管理之主管機關，應

於該地劃設國際級濕地，以中華白海豚為主要保護標的，積極保護物種與維

持生態環境。若與當地開發案有所衝突，可日後再行協商。 

黃秘書光瀛： 

本次推薦之濕地範圍較上屆所劃設之未定濕地於西側有內縮狀況，建議該地

低潮線六公尺處先予查明，以確認劃設範圍符合濕地定義。 

余秘書長維道： 

目前當地台灣白海豚棲息數量已由約 200 隻上升至千餘隻，同時亦有相當數

量之大杓鷸於該地棲息，可證明該地為物種重要棲息環境，應整併劃設為國

際級重要濕地進行維護。 

許副署長文龍： 

該地如為中華白海豚之重要棲地，則營建署為保育物種環境則自然必須加以

維護管理，然相關科學研究仍需進行，以供未來如有團體對此論點有所疑慮

時，方能做為協商之佐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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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許厝港濕地 

余秘書長維道： 

1. 本案為鳥會進行推薦，該地因棲地變化，故推薦範圍與 1999 年劃設之台灣

重要野鳥棲息地略有不同，東南方區塊因環境變遷現為重要之鳥類棲息區

域，因此將之納入推薦範圍；西南有部分區域陸化。如委員認有需要亦可延

伸作為濕地範圍。 

2. 濕地劃設後並非完全禁止進行開發，而是當有開發行為時提醒開發單位須審

慎進行評估，故建議在決定濕地範圍時，私有地占比不應做為最優先之考量。 

3. 如針對東南區塊進行鳥類棲地復育，或可使候鳥集中於該區塊棲息，反可避

免鳥類入侵機場造成影響飛航安全。 

4. 建議進行現勘以確認濕地東南區之現況。 

5. 如該地能劃設國家級重要濕地，則可有效影響地方政府對待當地的態度，對

該地更積極進行管理維護。 

陳教授章波： 

1. 若濕地有陸化情況造成棲地劣化，則建議應進行復育工作。 

2. 本處濕地範圍建議應先納入完整之棲地範圍，再參考私有地占比，做必要性

之範圍調整。 

3. 若考量飛安問題最終決定濕地東南區域不予劃設，則可考慮於現有範圍再向

西南延伸，增加濕地與棲地範圍。 

黃秘書光瀛： 

該濕地東南區域其範圍與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範圍建議先予以釐清；同時該

區塊西南方即為機場跑道，未來將建造之第三跑道則與該區域距離更為接

近，鳥類於該處棲息可能會導致飛航安全問題，建議提案單位先行蒐集鳥類

影響飛航安全的相關研究資料，以確認濕地範圍適宜與否，並研擬適於該區

之復育策略，達成兼顧飛安與生態復育的目標。 

翁理事長義聰： 

1. 許厝港濕地東南區域因與跑道相鄰，依台灣候鳥棲息的習性容易在晚上入侵

跑道休息，導致飛安問題與造成候鳥生命之威脅。東南部分是否劃入濕地應

慎加考慮，建議將資源集中處理濕地西南部份劣化濕地之復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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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東南區或可先予以劃入國家重要濕地範圍，促使相關部會未來在開發時因環

評或區域計畫的壓力而會考慮進行濕地易地復育等保育策略。 

3. 棲地改變會導致候鳥棲息狀況改變，故建議應視保育時間軸線來決定濕地東

南區塊是否應納入。如本次劃設之重要濕地範圍欲維持超過 10 年以上時間，

則當地因航空城開發應可預見鳥類會逐漸往西移動，則不建議將該處納入；

如未來短時間內會再加以檢討濕地範圍，則建議可先納入，未來再視環境變

化予以修正。 

林秘書長子淩： 

1. 建議針對該濕地劃設之東南區塊先予以劃入，同時進行現勘以暸解現況。 

2. 如與航空城範圍有所重疊，仍可劃設為國家重要濕地，促使相關單位重視重

要生態環境，並推動該區域進行生態復育的相關工作。 

盧簡任視察淑妃： 

1. 當地依推薦資料來看濕地環境現況不佳，如劃設國家重要濕地，是否能夠改

變當地政府對待該地的態度？ 

2. 對於本次濕地推薦範圍與過去台灣重要野鳥棲息地範圍之不同處，應請提案

單位提出充分證據說明現增設範圍屬非常重要之生態區，如此較容易對劃設

範圍進行最後裁決。 

邱委員銘源： 

1. 以地理環境而言，該濕地非常重要，應有劃入國家級重要濕地之必要性。 

2. 有關候鳥保育與飛航安全如何兼顧，仍須多加探討研擬。 

3. 建議應對該濕地進行現勘，以確認現況。 

黃簡任技正美純： 

建議今日會議濕地範圍可先同意往西南延伸擴張，東南區域先予以保留不要

立即做出決定，未來待現勘與資料齊全後再做決定。 

許副署長文龍： 

1. 許厝港濕地範圍目前應多屬非都市用地，故應可先儘量做最大範圍之劃設，

未來待濕地法立法後再依法律規定作嚴謹的範圍調整。 

2. 航空城區域計畫已於區委會通過，同時已確認未來將建設第三跑道，如濕地

東南之區塊與航空城範圍重疊，需再審慎評估。 

洪分署長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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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濕地東南區域與航空城區域計畫範圍有所重疊；功能分區為機場相容產業

區，為航空工業相關應用如飛航器研發、製造、維修等之使用區域。 

2. 國家重要濕地與區域計畫範圍可重疊，然因該區屬產業專區，則會在日後開

發時會造成影響，未來或可由提案區委會修正之方式，將該區功能轉變為公

共設施之方法以解決此問題。 

3. 如劃設國家重要濕地，應可促使當地政府重視該區之生態環境狀況，進而共

同進行維護作業。 

4. 請作業單位查明東南區域與航空城區域計畫衝突之相關問題後簽會綜合計

畫組於計畫書增訂開發許可規範事項，並請提案單位視需要主動向區委會進

行相關報告。 

三、青鯤鯓濕地(併討論七股鹽田濕地範圍擴大) 

翁理事長義聰： 

本案建議範圍以劃設鹽田部分為主要目標，不要將範圍涵蓋台 17 縣範圍，以

避免造成地方反彈。考量當地地名，名稱可定為青鯤鯓濕地。同時扇形鹽田

為目前世界僅保存 2 處之ㄧ，為重要文化資產。 

黃秘書光瀛： 

建議將將軍溪南北岸共同納入濕地範圍，並剔除漁港部分與旱田部分。 

余秘書長維道： 

本案為鳥會進行推薦，旱田劃入主要目的是作為濕地之緩衝地帶，如委員認

為應剔除旱田部分鳥會亦可同意；鳥會亦同意將將軍溪南北岸併同劃入濕地。 

四、朴子溪口濕地 

翁理事長義聰： 

本案建議東北端範圍可沿紅樹林延伸至台 17 線範圍。 

洪分署長嘉宏： 

本處濕地請提案單位依委員意見確認範圍並補齊資料後再議，等級暫列國家

級，待下次會議再作最後裁決。 

五、知本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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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教授章波： 

建議可擴增範圍至知本溪南岸，則較符合國家級的分級定義。 

翁理事長義聰： 

知本溪為魚類重要迴游區之ㄧ，如依陳教授意見將範圍擴大至知本溪南岸，

則該濕地即擁有國家級重要濕地的潛力。 

洪分署長嘉宏： 

本處濕地範圍擴增至知本溪南岸，並將重要野鳥棲地範圍聯集納入，請提案

單位依委員意見進行範圍重劃後於下次會議提出，等級暫列國家級，待下次

會議再確認。 

六、八煙聚落砌石水梯田濕地 

盧簡任視察淑妃： 

國家公園將全力促成位於國家公園範圍內之重要濕地之維護；另本區因八八

水災時遭受破壞，目前已進行復原方式之研擬。建議本區若多數委員建議劃

設為重要濕地時，應以國家公園管理處為主導，並宜多瞭解在地居民意見及

意願，安排現勘，以供參考。 

邱委員銘源： 

此區目前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金會利用民間募款，正進行本區水泥圳溝改善

為砌石圳溝工程之推動，以維持當地水梯田地景，希望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

處能多加配合，共同維護水梯田生態景觀。 

洪分署長嘉宏： 

本處濕地具人文產業地景濕地，暫列為國家級重要濕地，並進行現勘以了解

濕地現況。 

七、麟洛鄉濕地公園、鎮安沼澤濕地 

顧問團： 

1. 麟洛鄉濕地公園為人工濕地，是否具有生態價值尚有疑義，請各委員討論。 

2. 鎮安沼澤濕地位於地層下陷地區，全區為私有地，就推薦資料研判是否具有

生態價值尚有疑義，請各委員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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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秘書長維道： 

鎮安沼澤濕地位於大鵬灣風景區旁，現地遭棄置廢土，對環境將造成極大影

響。若劃設為國家重要濕地並進行規劃，將可改善該地區土地使用模式。 

翁理事長義聰： 

以雲林口湖鄉成龍濕地為案例，其為地層下陷地區無法耕種而造成土地閒

置，但土地因位於重要濕地範圍內除可向營建署申請經費進行濕地經營管

理，地主亦可向農委會申請休耕水田補助，將可增加當地民眾之支持。 

洪分署長嘉宏： 

1. 麟洛鄉濕地公園依提案內容，列為地方級濕地。 

2. 鎮安沼澤濕地遵照委員意見將列為地方級濕地。 

八、牡丹水上草原濕地、東源濕地 

黃秘書光瀛： 

牡丹水上草原濕地與東源濕地之濕地範圍重疊，建議合併為一處濕地來劃設。 

郭院長瓊瑩： 

請將提報資料中「僅有二個水上草原」刪除。 

洪分署長嘉宏： 

該處依委員意見應無水韭，請將該處水韭資料予以更正，併將「僅有二個水

上草原」刪除。兩濕地範圍應合併為一處地方級濕地，並請會知提報單位再

行確認合併之推薦濕地名稱。 

九、台北港北堤濕地、淡水河台北濕地、大漢溪生態廊道(併討論新增鹿

角溪人工濕地自然淨化系統及永和社區大學濕地生態教育園區) 

陳教授章波： 

1. 建議將台北港北堤濕地、淡水河台北濕地、大漢溪生態廊道及鹿角溪人工濕

地等位於大台北地區的濕地系統合併串連，總稱為淡水河系濕地或淡水河大

台北濕地。 

2. 關於等級部分，如可行建議整體定為國際級，個別濕地再予細分國家級與地

方級。 

余秘書長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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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淡水河沿岸目前已有眾多國家重要濕地，如能從淡水河口沿淡水河系將至大

漢溪與新店溪範圍之各個濕地串連，等級並將之提升為國際級，用一個完整

生態系的觀點來管理整個地域環境，是一個非常好的概念。 

2. 濕地名稱建議可加入台北如稱淡水河台北濕地，以增加台北縣市政府的認同

與重視度，同時亦可增加地域性的概念。 

3. 濕地等級如欲提升至國際級則目前條件仍有所不足，但建議可先暫定為國際

級，並用但書要求地方政府加強保育維護工作的推動，如不遵照辦理則未來

再將之降等。 

陳理事德鴻： 

基於期待地方政府積極進行濕地維護工作的原則，建議能夠給予國際級之評

等級，以鼓勵地方政府持續進行相關工作之推行。 

林秘書長子淩： 

等級認定方面，建議仍應回歸國際認定標準進行判定，維持一貫的認定原則

為佳，未來若整體環境提升至國際級標準再予提升。 

黃秘書光瀛： 

淡水河流域的眾多濕地可反應出古代大台北湖的殘留人文與地貌，亦可以人

文自然角度觀點來認定濕地的價值與重要性。建議等級可依國際準則先訂為

國家級，未來再共同努力提升濕地等級。 

洪分署長嘉宏： 

1. 鹿角溪人工濕地自然淨化系統為人工濕地，委員意見皆評定為地方級濕地，

暫列為地方級濕地，併同台北港北堤濕地、淡水河台北濕地、大漢溪生態廊

道等淡水河系濕地共同討論。 

2. 台北港北堤濕地、淡水河台北濕地、大漢溪生態廊道、鹿角溪人工濕地自然

淨化系統、二重疏洪道南段及永和社區大學濕地生態教育園區等濕地應以流

域管理之宏觀加以整併，評定為國家級「淡水河流域濕地」。 

十、高美濕地、龍鑾潭濕地、竹北蓮花寺濕地、屏東科技大學後山濕地

(併討論新增屏東科技大學芒果園濕地) 

顧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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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美濕地具有國家級之標準，若要提升為國際級，應再補充雲林莞草重要棲

地評定相關資訊作為依據。 

2. 屏東科技大學後山濕地與屏東科技大學芒果園濕地皆位於屏科大校園內，建

議整合併入屏東科技大學濕地中。 

翁理事長義聰： 

龍鑾潭濕地廣大區域中包含鳥類及鴨類活動之重要棲地，並由高雄野鳥學會

持續監測中，建議同意擴大龍鑾潭濕地範圍。 

黃秘書光瀛： 

依提報資料，竹北蓮花寺濕地擁有具相當代表性之食蟲植物生存，建議可多

加考量是否升級。 

陳理事德鴻： 

竹北蓮花寺濕地為寬葉毛氈苔、長距挖耳草、長葉茅膏菜之棲地，在台灣具

有代表性，甚至只有本區才擁有較穩定之族群，若本區成為濕地保護區，將

有助於本區環境發展。 

洪分署長嘉宏： 

1. 高美濕地依目前生態環境評估，等級維持為國家級。 

2. 暫同意龍鑾潭濕地擴大範圍案，但所提範圍為兩區不連續區塊，請作業單位

通知提案單位查明濕地範圍。 

3. 竹北蓮花寺濕地等級提升為國家級，並附但書請地方政府積極研議當地營養

鹽過多之處理方式及棲地維護管理之相關機制。 

4. 屏東科技大學後山濕地與屏東科技大學芒果園濕地合併統稱為屏東科技大

學濕地。 

十一、竹滬鹽田濕地更名茄萣濕地討論案 

翁理事長義聰： 

鹽田土地多位於茄萣鄉中，建議正名為茄萣濕地。 

洪分署長嘉宏： 

竹滬鹽田濕地暫決議正名為茄萣濕地，並請向當地 NGO 團體徵詢意見，若

有其他意見請於下次會議中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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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大鵬灣人工濕地群組、名間鄉新街冷泉濕地、集集雙子湖濕地、

新園鄉港西濕地、北門未定濕地 

余秘書長維道： 

大鵬灣人工濕地群組建議應依大鵬灣管理處維護該濕地之理念，將本案納入

為國家重要濕地。 

黃簡任技正美純： 

1. 大鵬灣人工濕地群組為人工濕地，建議應深入瞭解本案生態環境型態後，再

行討論。 

2. 新園鄉港西濕地應考量現況是否具備國家重要濕地環境之條件，建議請提案

單位依程序提報後再行討論。 

翁理事長義聰： 

新園鄉港西濕地因農牧廢水污染濕地環境，可考慮選入國家重要濕地以推動

濕地環境品質之改善。 

洪分署長嘉宏： 

1. 大鵬灣人工濕地群組先予以保留，日後進行現勘了解現況，於下次會議再行

確認。 

2. 名間鄉新街冷泉濕地、集集雙子湖濕地與新園鄉港西濕地推薦案原則同意納

入本屆國家重要濕地評選中進行討論，並請知會推薦單位依程序提報相關資

料，於下次會議中討論。 

3. 北門未定濕地具有重要濕地價值，依委員決議將之劃入，與 2007 評選之北

門濕地範圍合併，仍稱為北門濕地。 

十三、綜合討論 

林秘書長子淩： 

目前立法院正推動國土相關法案，建議順應國土議題積極循法制化程序推動

濕地法，以維護及保障國家重要濕地環境。 

陳理事德鴻： 

建議檢視在 2007 年評定之 75 處國家重要濕地，檢討評選至今國家重要濕地

環境維護及生態復育之成果，以瞭解劃設國家重要濕地之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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盧簡任視察淑妃： 

有關 2007 年評定之 75 處國家重要濕地，是否有制訂檢視濕地現況之檢討機

制？ 

陳教授章波： 

1. 台灣濕地學會將持續與國外學者進行交流，討論並研擬濕地經營管理制度與

評估準則，如有成果將可提供用於國家重要濕地之現況評估。另 98 年度濕

地補助案部分，建議增加評估濕地社區營造工作是否有提升或降低生態環境

服務功能。 

2. 西湖濕地劃設範圍建議向北擴展延伸至後龍溪北岸，海岸沿岸界線請參考海

域低潮水深六公尺線進行修正。 

黃秘書光瀛： 

若濕地環境維護不良而遭降級或剔除時，建議可先列為觀察名單，並請地方

政府進行改善，再討論是否調整。 

洪分署長嘉宏： 

1. 本次會議之重要成果除國際級「彰化海岸濕地」及國家級「淡水河流域濕地」

整合之確認、竹北蓮花寺由地方級等級通過升級為國家級，同時及早發現許

厝港濕地與航空城區域計畫範圍重疊之問題，並將前次評選所遺留之3處「未

定濕地」皆納入劃設為重要濕地，對於國家重要濕地之保育達成非常重要的

貢獻。 

2. 濕地法(草案)預計將於明年 2 月 2 日前草擬完成，本署將積極推動後續法制

化程序。 

3. 營建署執行之 98 年度國家重要濕地生態環境調查及復育計畫補助案，請顧

問團整理綜合執行成果並於下次會議中說明各單位之執行狀況與成效。 

4. 八煙聚落砌石水梯田濕地、許厝港濕地及大鵬灣人工濕地於本次會議決定將

行現勘，預定於 99 年 1 月 4 日至 15 日進行，確切時間與行程請作業單位安

排，另行文通知各位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