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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國家重要濕地諮詢小組會議」第一次會議紀錄 

壹、 開會時間：101 年 6 月 27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 

貳、 開會地點：本部營建署 107 會議室 

參、 主持人：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黃主任工程司明塏代 

                                     記錄者：廖明珠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 發言要點：如附件 

陸、 決議： 

一、 報告事項: 

（一）調整朴子溪口濕地、北門濕地等國家重要濕地範圍案： 

1.洽悉。 

2.本報告前於 100 年 11 月 24 日召開「國家重要濕地」評

選小組會議決議略以「…濕地邊緣之私有丁種建築用

地…經地方政府確認後予以公告調整劃出。」，業經函詢

嘉義縣及台南市政府表示無意見或同意在案，爰同意該

私有丁種建築用地予以調整劃出國家重要濕地範圍。 

（二）調整洲仔濕地國家重要濕地範圍案： 

1.洽悉。 

2.本報告前於 100 年 12 月 15 日召開會議決議「依土地使

用分區界線為準，北側以圍籬為界，南側以現況道路為



 2

界，其餘以都市計畫界線為準。」，爰同意高雄市洲仔濕

地國家重要濕地範圍依上開決議調整(如附圖)。 

二、 討論事項 

（一） 許厝港濕地範圍調整案： 

俟現勘後提會再議。 

（二） 內凹仔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基地與頭社盆地濕地重疊部

分擬申請劃出國家重要濕地範圍案(本案原為討論事項

第四案，配合案件性質調整順序)： 

考量內凹仔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計畫於本部公告頭社盆

地國家重要濕地(100年 1月 18日)前業經南投縣政府 99

年 9 月 23 日核定公告在案，並依法完成環評及水保等

法定程序，本案重疊部分同意予以劃出。 

（三） 國家重要濕地範圍評選案 

1.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評選案：俟現勘後提會再議。 

2.五溝水湧泉濕地評選案：俟現勘後提會再議。 

3.彰化海岸未定濕地評選案：俟現勘後提會再議。 

柒、 散會：下午 5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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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發言要點(依發言順序) 

一、 于委員慧慧 

(一) 依設置要點第二點僅賦予對於委員國家重要濕地之評

定、檢討、變更及廢止之諮詢任務，而非評定、變更

等任務，另本次會議包括檢討原評選小組決議案件，

請說明諮詢小組之角色及定位為何？ 

(二) 濕地法立法作業已如火如荼進行，評選是否有急迫

性？ 

(三) 除諮詢小組外，另有評選小組及濕地法有審議小組，

請說明其關係？ 

二、 城鄉發展分署李課長晨光 

(一) 為配合濕地法立法作業，並試運行相關制度，使國家

重要濕地評選逐步制度化，爰成立國家重要濕地諮詢

小組，原國家重要濕地評選小組則完成階段性任務。

諮詢小組係參照野生動物保護委員會以諮詢為主，並

依相關程序進行評定後簽報部長裁示，其任務包括未

定濕地評選案（依 98 年推薦須知）及國家重要濕地範

圍檢討案等原評選小組所留案件，同時兼具國家重要

濕地檢討、新推薦濕地評選及濕地保育政策諮詢等任

務，希望能於未來與濕地法制度接軌。 

(二)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案與五溝水湧泉濕地案，

經簽報依 98 國家重要濕地推薦須知辦理，惟 98 年規

定確有更新需要，未來會修正推薦須知，提小組討論。 

三、 林委員旭宏 

濕地範圍劃定有如清朝圈地，影響人民權益，現濕地法

草案尚未通過，無法源依據，且濕地法草案並無諮詢小組設

計，此時劃定 202 兵工廠等新增濕地是否妥適。 

四、 陸委員筱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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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小組與諮詢小組是否為同一組人？。 

五、 主席 

(一) 原評選小組已完成階段性任務，由諮詢小組接替其任

務。諮詢小組成員聘請部分評選小組成員，委員名單

均由經部長圈選核定，期借重委員專長協助濕地保育

政策推動。 

(二) 小組運作機制類似都市計畫審議委員，委員有任期

制，後任委員會接受前任委員決議並續審前任委員案

件。 

六、 盧委員道杰 

都委會有都市計畫法，目前濕地劃設尚無法源，故須釐

清劃設國家重要濕地對民眾及機關權益影響為何？ 

七、 主席 

(一) 公部門有很多在無法源下籌組諮詢小組提供意見供決

策參考之案例，原國家重要濕地劃設對國家社會確有

貢獻，惟仍有欠周延處，本次報告案及部分討論案係

經原評選小組決議，提報本次會議進行確認。 

(二) 另依設置要點第二點(五)「其他濕地保育有關事項」,

亦可涵蓋濕地評分相關工作，請作業單位審慎考量是

否修正「內政部國家重要濕地諮詢小組設置要點」，俾

利明確小組評定、檢討等任務。 

八、 劉委員小如 

雖依簡報國家重要濕地劃設係保育觀念之倡導，仍請予

以釐清國家重要濕地劃設是否影響人民權益？ 

九、 城鄉發展分署李課長晨光 

國家重要濕地劃設係為規範公部門濕地保育資源有秩序

地投入劃設區域，但後因「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



 6

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規定部分開發行為位於國家重要濕地之

應實施環評，始影響人民權益。實施環評對國家重要濕地保

育確有幫助面，但另一方面確實影響人民權益，故現階段主

要對國家重要濕地內之私有地進行檢討，始符法制。 

十、 劉委員小如 

依「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

準」，位於國家重要濕地之開發行為應實施環評，但未限制開

發？ 

十一、 城鄉發展分署李課長晨光 

實施環評即對人民造成時間及金錢等成本負擔，在尚無

法源下仍應謹慎。 

十二、 主席 

許厝港內有許多丁建，依法可容許設立工廠，但因被劃

入國家重要濕地，須經環評等程序，才能辦理工廠興建及設

立登記，這些工廠多為民生、小規模工廠，土地所有權人不

瞭解環評規定，如須辦理環評恐造成民怨，亦不利地方政府

保育工作執行。 

十三、 林委員子淩 

(一) 本人與陳德鴻委員均為原國家重要濕地評選小組委

員。國家重要濕地丁種建地檢討前業經評選小組討論

及現勘等嚴謹程序而做成決議，環保團體與政府均須

省思，82 處國家重要濕地劃設過於浮濫確有檢討必

要，不能因為少數不適合之濕地，影響濕整體地保育。 

(二) 有關新增國家重要濕地部分曾就教分署表示，此為 98

年評選作業之延伸，如委員擔心諮詢小組之定位、效

力、法律位階等問題，而原 98 年評選小組無任期限制，

建議分署考量依 98 年評選須知，由原評選小組完成國

家重要濕地檢討及未定濕地評選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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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城鄉發展分署李課長晨光 

一般委員制度均有任期限制，原評選小組自 98 年成立至

今，已超過一般任期。為擴大參與及試行濕地法草案相關制

度，業經部長核可頒布諮詢小組設置要點、由諮詢小組接續

評選小組，及圈選小組名單在案。 

十五、 陸委員筱筠 

從未去過報告案 3 個濕地地點了解，如依規定今出席委

員已過半即可決定其範圍，確實令人擔心。 

十六、 林委員旭宏 

(一) 國家重要濕地劃設原無法源，故不同意林委員子淩以

98 年國評選小組劃設家重要濕地。 

(二) 討論案必會有所決議，以南港 202 兵工廠為例，在無

法源所作之決議，中研院或台北市政府是否必須同

意？ 

(三) 政府確實成立許多諮詢小組，其與法律無關且不涉及

人民土地權益。 

十七、 城鄉發展分署李課長晨光 

202 兵工廠及五溝水濕地討論案是新提案，依程序須經

現勘後，並經評分及標準化程序始能確定其範圍及等級。彰

化未定濕地業依程序辦理 19 場說明會，包括 10 場村裡說明，

居民已逐漸了解，本案後續會依程序進行評定。 

十八、 主席 

今天會議無法逐案討論，再請各提案單位於後續現勘時

詳細說明，並請作業單位排訂行程並聯繫各委員時間，辦理

現勘作業。 

十九、 桃園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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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雖現濕地法(草案)尚未立法，建議劃設國家重要濕地

後，應提供經費及資源，供地方政府接續進行維護及

經營管理工作。 

(二) 有關許厝港濕地範圍調整案，排除丁種建築課題，將

尊重各委員意見。 

(三) 許厝港濕地係 98 年由桃園野鳥學會提出推薦，建議於

現勘或範圍調整會議時，邀請鳥會一同討論進行意見

交換。 

二十、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本會將配合許厝港濕地現勘行程，進行現地解說及推薦

劃定範圍說明。 

二十一、 張立法委員曉風 

簡報中有關國家重要濕地劃設原意為：「保育觀念的倡

導，並未限制土地所有人權益」，建議增加時態說明，例如「在

90 年前已做漁塭使用，則維持原使用」，以明確時間點進行

判定。 

二十二、 國防部軍備局 202 兵工廠 

(一)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是否劃為國家重要濕地，

尊重各委員建議，惟須確保本廠既有建築物必需持續

進行生產任務，以維持國軍戰備能力。 

(二) 有關後續現勘，提醒作業單位依軍事管制相關程序先

申請入廠報備作業。 

二十三、 中央研究院 

(一)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以最小開發及維護最大生態環境為

規劃原則，並經環境影響評估及行政院審查通過在

案，期望獲得各單位支持，並會遵守環評承諾，對生

態環境做最大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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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針對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範圍評選案，已於會

前提供本院意見及相關說明，後續將配合現勘再予說

明。 

二十四、 臺北市政府 

(一) 原則同意先辦理現勘，再討論是否劃設為國家重要濕

地，並建議後山埤範圍仍維持以公園方式進行管理。 

(二) 後山埤僅為南港公園一部份，若劃設為國家重要濕地

後，是否改變南港公園和後山埤濕地之維護管理方式? 

二十五、 主席 

請作業單位與 202 兵工廠先就入廠現勘事宜進行協調，

並依程序辦理報備作業。 

二十六、 南投縣政府 

(一) 希望「內凹仔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計畫」範圍可全部劃

出頭社盆地濕地，因本案自 96 年起已開始進行水土保

持計畫及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並於 99 年經內政部核定

計畫，完成法定程序，而頭社盆地濕地是 100 年 1 月

18 日公告，本案係因政府間橫向溝通不良而造成。 

(二) 若未劃出國家重要濕地，未來重劃土地將進行開發將

面臨環評審查，及影響抵費地標售，進而影響重劃區

開發財務成本及土地所有權人之權益。 

二十七、 主席 

為維護政府公信力，頭社盆地範圍討論案是否比照報告

案決議，請委員表示意見。 

二十八、 林委員子淩 

(一) 請問「洽悉」的定義為何? 是代表委員無意見，同意

本案通過? 並請釐清小組委員角色，以提出適當處理

方式，另請說明會議結論之約束力及影響範圍，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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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慎重提供意見。 

(二) 前濕地評選小組委員已先就 82 處濕地丁建問題進行全

面討論後以通則處理方式，再就許厝港濕地排除丁種

建築案進行討論，建議後續檢討案可比照此模式。 

(三)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推動劃設國家重要濕地政

策，應是希望民眾瞭解濕地的價值，並啟動關懷濕地

環境工作及認知，而行政院環保署於「開發行為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已將國家重要

濕地納入規範，是目前需面對及討論事項。 

(四) 有關頭社盆地濕地範圍檢討案，在地社區民眾樂見重

劃後帶來的經濟發展，但在施工過程中，因氣候變遷

影響下，居民開始擔心開發後水文、水路的改變，對

重劃規劃開始提出不同意見。本案建議進行現勘工

作，邀請社區民眾參與，以聽取民眾意見，並請作業

單位提供更詳細資料及其他單位相關計畫，以供委員

參考。 

(五) 有關現勘模式，可參考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進行作

業，組專案小組先進行審查，或由所有委員共同進行

逐案審查，建請主席協助進行釐清及確認。 

二十九、 內政府土地重劃工程處 

(一) 有關「內凹仔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計畫」係依照「農村

社區土地重劃條例」規定辦理，而目前濕地法(草案)

尚未通過，國家重要濕地係依行政命令進行劃設，造

成具法源依據之重劃計畫受行政命令影響，並干擾居

民權利，建議本案應慎重進行評估。 

(二) 目前重劃區工程已進行 80%，原有地形、地貌已改變，

且因重劃區為山坡地，前經水土保持計畫審查通過，

已規劃設置滯洪池及水陸設施系統，將可改善當地水

文環境。 

(三) 本重劃區當地居民不知土地被劃入國家重要濕地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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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且本會議進行檢討變更面積範圍百分比小，應對

濕地不會造成嚴重影響，為避免爭議，建議本案重疊

部分可取消劃為國家重要濕地，不用再進行現勘。。 

三十、 主席 

有關頭社盆地濕地範圍檢討案，因重劃區計畫具有法源

依據辦理，且重劃案已經內政部核定，如各委員無其他意見，

則比照洲仔濕地範圍調整案，無需再進行現勘，並排除國家

重濕地範圍外。 

三十一、 陸委員曉筠 

有關頭社盆地濕地範圍檢討案，以諮詢委員角色可針對

重劃區提出建議管制要點規範，而不是全面同意通過。另建

議作業單位可以更詳細說明本案辦理過程及相關計畫內容，

在濕地法未通過、無法源依據狀況下，提供諮詢建議以供參

考。 

三十二、 于委員慧慧 

(一) 頭社盆地濕地範圍檢討案，在會議議程中列為討論

案，建議應不能以「洽悉」作結案。 

(二) 主席剛已提示討論案將進行現勘，建議本案先進行現

勘，如現場施作是優良工程，可做為示範案例，供其

他案件參考。 

三十三、 張立法委員曉風 

目前現場部分土地已挖為為細長溝渠，未維持原有濕地

環境，對濕地補償功用及效益不足，建議擴大溝渠寬度，並

增加生態性及多樣性。 

三十四、 林委員旭宏 

有關「內凹仔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計畫」已依法辦理通過，

現受無法源依據之行政命令劃為國家重要濕地，及受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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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相互

影響，建議應先努力推動濕地法(草案)立法程序。 

三十五、 南投縣政府 

「內凹仔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計畫」係依照相關法規辦

理，土地位於山坡地，已依環評及水保規劃排水及滯洪池系

統，並經歷 6月初豪大雨測式，尚無造成當地災情發生。 

三十六、 主席 

當初劃設濕地範圍時，未廣泛考量當地已進行土地重劃

計畫，造成內容有誤，故進行調整作業。有關頭社盆地濕地

範圍檢討案，為減化行政作業，且重劃計畫已依法辦理核定，

各委員是否可同意頭社盆地範圍調整，或委員仍覺必需進行

現勘，則請作業單位安排行程，並請南投縣政府依委員所提

意見納入重劃計畫中。 

三十七、 劉委員小如 

有關頭社盆地濕地範圍檢討案，建議由各相關行政單位

處理，不應由本會議進行討論及表決，更不應由本屆委員作

出決議及處理。 

三十八、 主席 

 有關頭社盆地濕地範圍檢討案，已於 101 年 6 月 1 日

「頭社盆地濕地範圍檢討研商協調會議」討論決議：「內凹仔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計畫範圍與頭社盆地濕地範圍重疊部分，

是否予以剔除國家重要濕地範圍，將提請後續濕地小組會議

討論」，南投縣政府提出重劃區已經核定，而面臨許多問題，

請各委員再考量是否同意無需進行現勘。 

三十九、 劉委員小如 

(一) 有關「頭社盆地濕地範圍檢討」建議於議程中刪除，

由行政角度處理之，並於下次召開委員會時，做報告

案讓委員們洽悉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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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作業單位應提供更多相關資料，讓與會者能清楚

瞭解，如簡報第 42 頁「許厝港濕地」中有兩個建議方

案，但無法瞭解原劃設範圍位於行水區裡的依據為

何？各方案之調整是否造成生態衝擊等，並提出劃設

原則，以使後續推動更為順利。 

四十、 主席 

(一) 請作業單位將討論事項之討論案二「頭社盆地濕地範

圍檢討」案納入報告事項之報告案三，且該案環境說

明書及水土保持規劃書皆已完成審查，故建議同意將

此範圍劃出。 

(二) 有關「五溝水湧泉濕地」案，請屏東縣政府於現勘時

詳細說明「全國客家部落」乙案；「彰化海岸未定濕地」

請在地團體於現勘時一併詳細說明之。 

(三) 請作業單位提供足夠資訊予委員，以利會議順利進行。 

四十一、 林委員子淩 

(一) 今日討論之「頭社盆地濕地範圍檢討」案已完成環境

說明書審查，故南投縣政府可持續進行工程，並不違

背現行行政院環保署之規定。 

(二) 請釐清擔任委員的權責，及委員該如何銜接過去或未

來的事情，並期望內政部能夠在努力讓濕地法儘速通

過，不要讓環保團體使用劃設濕地的手段來阻擋開發

案的進行。 

四十二、 屏東縣政府 

(一) 有關「五溝水湧泉濕地」前於 97 年已審查通過全國客

家部落乙案，建請本府文化處再補充說明。 

(二) 建議作業單位需說明劃設濕地之原則，畢竟大多數民

眾依然擔心權益受損的問題，雖然簡報中提到『未限

制土地所有人權』，但事實上行政院環保署的開發行為

應實施環評認定標準規定還是會影響人民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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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 彰化縣政府 

(一) 本府農業局意見:彰化海岸未定濕地涉及彰化區漁會

專用漁業權，宜洽彰化區漁會及漁民協調，並以不影

響本縣漁民原有漁撈權及淺海養殖作業為原則。 

(二) 彰化海岸濕地包括含漢寶及大城等推薦濕地，依簡報

資料其範圍係以海堤以西，而依據國家重要濕地入口

網站彰化海岸濕地範圍較廣，涉及台 17 線或西濱 61

線以西聚落、芳苑都市計畫區、芳苑工業區或其他現

有開發區，須詳細考量。 

(三) 經建會大城經濟振興方案與濕地劃設是否有衝突？ 

(四) 本案屬未定濕地，尚需詳細討論及考量後續辦理事

項，建議先行辦理現勘。 

四十四、 彰化環境保護聯盟 

(一) 同意協助現勘，考量彰化海岸範圍很大，建議現勘時

間須超過 4個小時，且須選於退潮時間。 

(二) 依照拉姆薩公約評定標準，彰化海岸未定濕地應為國

際級濕地，且前評選小組翁委員義聰義曾提及本案於

98-99 年相關評選會議評分排序為第一，且擬劃為國際

級濕地，請分署說明何時改為國家級？ 

(三) 南港兵工廠案，中研院為開發單位，提及其建議不納

入國家重要濕地之意見，實為不妥，如同國光石化開

發單位定不同意納入國家重要濕地範圍。 

(四) 建議儘速通過濕地法，原濕地法草案版本與內政部版

本內容已不同，建議再加開說明會。 

四十五、 臺北市政府（書面資料） 

動物保護處轉捷運局意見：本局目前並無捷運路線延伸

計畫，惟將視未來周邊地區社區發展及需求，再適時檢討捷

運路線延伸至中研院之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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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六、 屏東縣萬巒鄉公所（書面資料） 

(一) 近年環保意識抬頭，造成居民與環保團體抗爭事件頻

繁，非國家及百姓之福，五溝水湧泉濕地劃設案仍請

各位委員以專家評估詳實調查劃設為國家重要濕地

之必要性。 

(二) 建議為尊重當地村民意見，應做好村民同意與否之問

卷調查，國家重要濕地劃設後對居民之好處及壞處都

應納入調查內容，並召開說明會向村民溝通，以避免

後續抗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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