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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重要濕地評選後續作業研商會議 

會議紀錄 

壹、 開會時間：99年 4月 8日（星期四）下午 2時整 

貳、 開會地點：內政部營建署 107會議室 

參、 主持人：許副署長文龍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記錄：邱筠蓁 

伍、 發言要點及書面意見：詳附件 

陸、 決議： 

一、 各與會單位意見請作業單位納入作為國家重要濕地評選之
重要參考依據。 

二、 請臺北縣政府、高雄市政府及花蓮縣政府於會議紀錄送達
後，儘速函復表達意見。 

三、 請臺南縣政府就急水溪中游濕地及青鯤鯓濕地將劃為國家
重要濕地乙案，儘速與當地鄉鎮公所協調確認後函復意見。 

四、 因屏東縣計有 13 件推薦案，其中經機關推薦者僅 3 件，為
求審慎，請作業單位就其劃為國家重要濕地之影響、縣府
應配合辦理等事宜召開地方說明會。 

柒、 散會：下午 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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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發言要點 

一、臺北縣： 

(一) 臺北縣政府農業局 

本局對於本次濕地推薦案編號 1 至 6 將以淡水河流域概念劃設乙

案，須報請長官後，方能提出意見。 

(二)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郭榮譽理事瓊瑩 

以「流域」概念整合淡水河沿岸幾處推薦濕地，有助於促進跨縣

市合作，更能有系統的維護管理大臺北境內重要濕地。 

(三) 經濟部工業局 

有關編號 1 臺北港北堤濕地，其涉及港口防波堤、道路旁海堤等

部分，建議相隔一定距離劃設之，以免造成管理單位執行堤岸維護工

作之困擾。 

(四)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洪分署長嘉宏 

請臺北縣政府就編號 1 至 6：臺北港北堤濕地、淡水河臺北濕地、

永和社區大學生態教育園區、大漢溪生態廊道、鹿角溪人工濕地自然

淨化系統及廣興濕地，以流域管理概念整合為「淡水河流域濕地」乙

案，請儘速彙整府內相關單位意見，函復表示意見。 

(五)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書面意見） 

因八煙聚落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有國家公園法之保護，

爰不贊成劃設為國家重要濕地。 

(六) 營建署許副署長文龍 

有關編號 7 八煙聚落砌石水岸梯田濕地，因已有管理單位經營管

理，爰暫不劃為國家重要濕地。 

二、桃園縣 

(一) 桃園縣政府水務處 

本處對於編號 8 許厝港濕地劃設為國家重要濕地表示贊同，惟範

圍請排除重疊桃園航空城部分。 

(二)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海岸復育課李課長晨光 

關於許厝港濕地之劃設範圍，已依現勘及專家學者建議將涉及桃

園航空城「機場相容產業區」之部分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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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通部民航局 

本局一直致力於鳥類防治以確保飛航安全，如許厝港濕地劃為國

家重要濕地，其棲息鳥類恐對飛航安全造成重大影響，爰不贊成該濕

地劃為國家重要濕地。 

(四)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郭榮譽理事瓊瑩 

有關許厝港濕地之爭議，建議參考美國紐約甘迺迪機場飛航安全

兼顧棲地保育之案例，由主管機關另成立相關部門執行濕地保育及防

止鳥類進入飛安範圍。 

(五) 營建署許副署長文龍 

編號 8 許厝港濕地因民航局考量飛航安全之慮，爰暫不劃為國家

重要濕地。 

三、新竹縣 

(一) 新竹縣政府農業處 

本府原則同意編號 9 竹北蓮花寺濕地升級為國家級，編號 10 頭

前溪口濕地劃為國家重要濕地。 

(二) 營建署許副署長文龍 

編號 9、10 推薦濕地依縣府意見辦理。 

四、苗栗縣 

(一) 苗栗縣政府 

本府同意編號 11 西湖濕地列為國家重要濕地，惟濕地範圍請依

本府提報資料之建議範圍劃設之，後續如有擴大濕地範圍之必要再

議。另編號 12 蓬萊溪上游濕地因未經由本府函轉推薦，該案是否納

入國家重要濕地，請南庄鄉公所表示意見。 

(二) 苗栗縣南庄鄉公所 

蓬萊溪上游濕地如劃為國家重要濕地，惟恐衝擊當地居民從事之

經濟活動，如民宿、觀光旅遊等，爰建議不劃為國家重要濕地。 

(三) 交通部觀光局參山國家風景區管理處 

參山國家風景區之設立，目的之ㄧ在於協助地方發展觀光事業，

如將蓬萊溪上游劃為國家重要濕地恐造成本處辦理推行觀光業務之

不便及地方民意反彈，爰建議尚未與當地居民協商前，暫不劃為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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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濕地。 

(四)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洪分署長嘉宏 

蓬萊溪上游濕地範圍劃設原則以流域面積為基準劃設之，應不影

響周邊民宿、遊憩設施之設置。至遊憩設施之設置應有適當之規劃，

建請參山國家風景區管理處協助指導南庄鄉公所辦理觀光設施規劃。 

本濕地雖暫不列入國家重要濕地，但未來如調整劃設範圍，避開

影響民宿、遊憩設施設置之區域，劃為國家重要濕地，則可藉中長程

計畫之經費辦理棲地營造，更能促進觀光事業之發展。 

(五)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郭榮譽理事瓊瑩 

蓬萊溪上游濕地執行生態保育對於發展觀光應更有助益，建議調

整範圍，在不影響當地產業發展的狀況下，應可劃為國家重要濕地。 

(六) 交通部觀光局參山國家風景區管理處 

蓬萊溪上游濕地屬經濟部水利署第 2 河川局管轄，建議後續相關

會議邀請與會討論。 

(七) 營建署許副署長文龍 

1. 編號 11 西湖濕地請作業單位依據苗栗縣政府建議調整濕地範圍，列

為國家重要濕地。 

2. 本署辦理之「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100-105 年）」報院核定後，

針對「國家重要濕地」可申請經費進行濕地復育、調查研究工作，

未劃入者如欲執行濕地復育則需自行編列預算。 

蓬萊溪上游濕地，本次暫依鄉公所、管理處意見不劃為國家重要濕

地，但南庄鄉公所及參山國家風景區管理處應就棲地保育、維護管

理研擬相關計畫，確保環境得以保護及明智利用。 

五、臺中縣 

(一) 臺中縣政府農業處 

本府尊重專家學者及顧問團意見，原則同意編號 13 高美濕地升

等為國際級，惟應考量升等後對高美濕地形象之影響。 

(二) 營建署許副署長文龍 

鑑於縣府尊重濕地評選小組專家學者意見，爰本案是否升等為國

際級，俟總評會議上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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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洪分署長嘉宏 

高美濕地升等為國際級應能提昇大臺中整體形象，對於棲地保

育、發展觀光亦有助益。 

六、彰化縣 

(一) 彰化縣政府農業處 

編號 14 漢寶濕地如劃為國家重要濕地，恐限制專業漁業權之使

用，本案應與彰化區漁會進行協商並達成共識後再議。 

(二) 彰化縣政府建設處 

編號 15、16 濁水溪口、大城濕地，因推薦範圍涉及國光石化園

區開發案，此乃行政院核定之重大政策，刻正進行第二階段環評階

段。本案建議於國光石化開發案許可開發後，再就國光石化開發區域

以外之彰化大城、芳苑等現有濕地宜否劃為國家重要濕地進行研商討

論。 

(三) 彰化縣政府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建議彰化海岸濕地暫不劃為國家重要濕地。 

(四) 經濟部工業局 

建議彰化海岸濕地暫不劃為國家重要濕地。 

(五) 臺灣環境保護聯盟蔡博士嘉陽 

彰化海岸濕地劃為國家重要濕地與國光石化環評作業應不衝

突，亦不應國光石化之開發否認彰化海岸濕地之價值。 

(六)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國家重要濕地評選作業固然重要，但國光石化開發案為既定重要

政策，爰建議編號 14 至 16 彰化海岸濕地暫不劃為國家重要濕地。 

(七) 營建署許副署長文龍 

彰化海岸濕地因國光石化環評作業尚未完成，爰暫不劃為國家重

要濕地。 

七、南投縣 

(一) 南投縣政府農業處 

本府對於縣內湖泊、濕地等自然資源之保育十分重視，地方居民

也支持棲地保育、發展生態旅遊及解說導覽等，爰同意編號 17 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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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間新街冷泉濕地、集集雙子湖濕地及頭社濕地劃為國家重要濕地。 

除上述 3 處濕地外，縣內埔里鎮的草嶺濕地及竹山鎮草地濕地亦

具有發展為濕地之潛力，建請委員參考。 

(二) 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理處 

有關頭社盆地應給予濕地等級，而該盆地是否為隕石撞擊所形成

之隕石坑應再考證。 

(三) 營建署許副署長文龍 

編號 17 至 19 推薦新增濕地鑑於縣府、相關部會達成共識，爰皆

劃為國家重要濕地。 

八、嘉義縣 

(一)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海岸復育課李課長晨光 

嘉義縣政府電洽表示原則同意編號 20 朴子溪河口濕地劃為國家

重要濕地。 

(二) 營建署許副署長文龍 

編號 20 朴子溪河口濕地係因嘉義縣政府意見，爰劃為國家重要

濕地。 

九、臺南縣 

(一) 雲嘉南國家風景區管理處 

1. 貴署於 99 年 2 月 8 日召開「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100-105
年）」部會分工及經費編列等事宜第 2次工作會議決議略以：「將

交通部觀光局列為協辦單位...；並請協辦單位未來共同協助推動

相關環境教育、解說及濕地觀光產業及生態旅遊推廣之工作。」

另主席於會議中提示濕地計畫範圍內，未來仍可考量提供環境

教育設施與行為；又郭老師也提到濕地計畫之推動有助於生

態、環境教育。故建請於濕地計畫範圍內，容許觀光遊憩、環

境教育等設施使用，俾就觀光權責業務，配合辦理。 

2. 編號 20 朴子溪河口濕地所劃定之「布袋鹽田濕地」範圍內，本

處先前已召開公聽會，並與臺灣濕地保護聯盟等環保團體達成

共識，在兼顧生態與觀光之前提下，於該鹽田濕地東北側，劃

設一處供未來發展生態旅遊或觀光遊憩之基地，建請調整劃定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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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馬沙溝濱海遊憩區為嘉義縣、臺南縣沿海地區合法之舊有海水

浴場，業已開放經營數十年，其地上的保安林已依法解編在案。

本處刻與臺南縣政府及將軍鄉公所共同推動該區域之觀光遊憩

活動，且臺南縣政府刻正辦理觀光遊憩用地變更，爰建議編號

22 馬沙溝濱海遊憩區之陸域及水域範圍，保留供沿海居民水上

遊憩活動去處及未來觀光發展腹地。因今日會場發放之簡報資

料中劃定之編號 22、23，與原計畫書所繪之範圍不同，故北側

範圍建議調整如原計畫書編號 23 範圍為宜。 

4. 編號 23 七股觀海樓濕地觀海樓附近雖剔除一部分土地，惟當時

本處與縣府協商時，縣府擬於七股潟湖周邊留供未來發展彈性

使用之土地，而依濕地範圍圖所示擴大面積似重疊縣府保留彈

性使用之區，為資審慎，建請洽臺南縣政府確認之。 

5. 濕地劃設建議以閒置公有土地為優先。 

6. 編號 22、23 濕地範圍圖中，紅色與粉紅色之範圍線色系過近，

不易分辨。 

(二) 臺南縣政府農業處 

1. 編號 21、22 急水溪中游濕地及青鯤鯓濕地劃設範圍皆有相當比

例私有地，在相關法令尚待商榷且未辦理相關政策宣導下，不

宜貿然劃為國家重要濕地，爰建議先由本府與當地鄉鎮公所協

調確認達成共識後再議，現階段暫不劃為國家重要濕地。 

2. 有關七股鹽田濕地開發工程，本處非為主管單位，爰將於會後

回府報告後另行文函復。 

3. 編號 23 七股鹽田濕地原則同意擴大濕地範圍，惟確切範圍請依

本府會後提供相關圖資為依據劃設之。 

(三) 營建署許副署長文龍 

編號 21、22 急水溪中游濕地及青鯤鯓濕地因尚待與當地民

眾進行溝通協調，爰暫不劃為國家重要濕地。至編號 23 七股鹽

田濕地劃設範圍請作業單位與臺南縣政府、雲嘉南國家風景區管

理處協商確認後予以調整。 

十、高雄縣 

(一) 高雄縣政府（書面意見） 

本縣轄內新增濕地 1處─二仁溪河口左岸濕地，其部分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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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林務局保安林及都市計畫範圍內，故本案規劃是否無礙法令

允可範圍，請釐清；另如經評選確定為國家重要濕地，應進行都

市計畫檢討以避免日後使用管理上之衝突。 

(二) 交通部民航局 

編號 24 二仁溪河口左岸濕地因鄰近機場，惟恐威脅飛航安

全，建請暫不劃為國家重要濕地。 

(三) 營建署許副署長文龍 

編號 24 二仁溪河口左岸濕地鑑於民航局考量飛航安全之

慮，爰暫不劃為國家重要濕地。 

十一、高雄市 

(一) 高雄大學 

高雄大學濕地現由高雄市政府納於高雄市濕地生態廊道

中，也因本濕地生態營造具相當成果，爰本次提報新增為國家重

要濕地。 

(二) 營建署許副署長文龍 

關於高雄市轄區內 2 件推薦案編號 25、26 高雄大學濕地、

蓮池潭濕地是否劃為國家重要濕地，請高雄市政府函示意見。 

十二、屏東縣 

(一) 屏東縣政府建設處 

有關本縣推薦案計有 13 件，經機關推薦者僅 3 件，餘皆為

NGO 團體、大學推薦之。在未與當地民眾進行溝通前不宜劃為國

家重要濕地，爰建請貴署召開地方說明會凝聚地方共識後再議。 

(二) 交通部觀光局 

考量「濕地保育法（草案）」濕地經營管理與法律機制等尚

未釐清，恐造成管理單位執行原提案「大鵬灣人工濕地群組」維

護管理之困擾，爰請將大鵬灣人工濕地群組撤案。 

(三) 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理處 

本處所提「大鵬灣人工濕地群組」乃為污水處理、休閒遊憩

及教育等多功能人工濕地，如劃為國家重要濕地，依濕地保育法

草案內容，恐對本處未來執行人工濕地設置、經營管理造成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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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爰建請同意撤案。 

(四) 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編號 36 龍鑾潭濕地範圍擴大案，其新增東側區域聚落較多，

是否納為國家重要濕地宜與民眾溝通達成共識後再議，另新增北

側為重要候鳥度冬區，應予以保護。 

(五) 營建署許副署長文龍 

關於屏東縣 13 件推薦案，請作業單位依縣府意見召開地方

說明會。 

十三、臺東縣 

(一) 臺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因知本濕地恐衝擊原住民傳統領域之使用行為，且有尚知本

綜合遊樂區開發糾紛，爰在該開發案訴訟結束前，建議暫不劃為

國家重要濕地。 

(二)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洪分署長嘉宏 

除經由專家學者認定某區域內具獨特性、珍稀之保護標的，

國家重要濕地之劃設不影響原住民傳統領域之狩獵、採集、漁撈

等行為。後續也請作業單位加強宣導該議題。 

(三) 營建署許副署長文龍 

知本濕地因縣府意見，爰暫不劃為國家重要濕地。 

十四、花蓮縣 

(一) 營建署許副署長文龍 

編號 41 三富溪濕地是否劃為國家重要濕地，請花蓮縣政府

函示意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