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海岸劃設國家重要濕地座談會 會議記錄 

第一場 大城鄉西港村、東港村 

時間：101 年 3 月 4 日(日) 19:00 

地點：永鎮宮 

居民提問 回覆 

1. 濕地保育法內容為何？ 1. 目前版本的法案名稱叫濕地法。濕

地法，並非野生動物保育法、文化

資產保護法、國家公園法等嚴格保

護或禁止，而是兼顧保育與使用的

法令。針對大型開發案嚴格管制，

對農漁業友善，並以輔導角度與社

區民助合作推動濕地保育。濕地法

目前於在行政院審查中。 

2. 以後經費建設是否依照土地大小

來分配？過往本村經費分配較

少，有經費大多往漢寶、芳苑等地

撥款。 

2. 「彰化大城經濟振興方案」為經建

會主導的方案，以大城鄉為主。舉

辦地方座談會的目的即代表政府重

視在地民眾的意見與看法，審慎評

估，期望經費挹注於真正所需之處。

3. 簡報時所提之案件是否為真，以往

都口頭說說卻無真正行為。 

3. 預算確定編列並已經在執行中。 

4. 未來規劃的設施建設內容為何？

如何確切的達到復育保育的效

果？ 

4. 濕地公園在香港為一成功之案例，

目前台灣僅關渡濕地公園，大城鄉

有機會成為第二個，我們也在努力

中，但仍需各位在地村民巡守及愛

護家鄉環境做起，才能落實。還請

各位鄉親支持成立大城濕地公園。

5. 本村溪流地勢緣故，導致排水效率

低，未來有無相關整治計畫？ 

5. 如簡報中排水改善計畫，未來相關

部會會推動整治計畫。 

6. 請問濕地海岸如何變黃金，要如何

帶動觀光？要如何配合輔導團隊

進行？ 

6. 本團隊過往曾經輔導台南七股溪南

村，情況跟本村類似，僅從事漁撈

生產買賣，但之後轉型為生態體

驗，並同時發展民宿、接待家庭及

導覽等。未來本輔導團隊將安排相

關教育訓練課程，請各位踴躍參與。

7. 請問未來政府各部會在保育的同

時如何保持在地產業？ 

7. 除了我們推動濕地保育將輔導轉型

既有農漁業以外，其他部會在大城

鄉也有其他的經濟振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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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海岸劃設國家重要濕地座談會 會議記錄 

第二場 芳苑鄉漢寶村 

時間：101 年 3 月 9 日(五) 14:00 

地點：漢寶村活動中心 

居民提問 回覆 

1. 劃設國家級重要濕地將限制重型

機械出入，但本地既有的養殖產業

需用重型機械整池或電魚，甚至放

鞭炮趕鳥，過往因申請時間冗長，

因此無申請，則將來對本地統產業

既有的運作方式有何影響？另請

教地方與國際級的濕地有何分

別，限制上會有何區別。 

1. 目前預計劃設區域為海堤外側，如

果養殖產業在海堤內則不會限制。

考慮民眾現有漁業活動，現階段規

劃國家級濕地比較具有可行性。國

家重要濕地在漢寶地區，就是為了

復育漁業資源與濕地生態，讓漁業

永續，但無論國際級或國家級，都

會保障漁民的權益。 

2. 希望未來爭取經費來建設橫貫彰

濱工業區至王功漁港的自行車

道，且在劃設國家濕地時應避免影

響在地民眾生計，並於劃設後提出

具體方案輔導觀光產業發展。 

2. 去年五、六月曾來多次現勘，並與

彰化縣政府來往公文討論兩個月

多，未來將持續努力，目前營建署

有推動城鄉風貌計畫，會努力與彰

化縣政府觀光單位合作。 

3. 本地有零星捕撈漁業，若於海堤外

水深六米以內劃設會濕地範圍，將

會涵蓋目前漁業作業範圍，是否會

影響目前的漁撈產業？ 

3. 若符合漁業法規定，則會相容使

用。 

4. 若未來規劃國家級濕地，除考慮發

展觀光外，有無具體拉近城鄉差距

的政策？且目前沒有任何濕地法

及海岸法可循，若未來法條衝突將

如何化解矛盾？本地養殖產業興

盛，未來劃設國家級濕地則相對保

育鳥類，但野鳥影響在地產業，如

鳥吃番茄、野鳥散播病源等問題，

有無保障在地傳統農漁民的方案

規劃？ 

4. 未來將嘗試拉近城鄉差距，因此劃

設國家級濕地更能爭取行政資源，

並使都市人更親近鄉村。在法案的

衝突及限制方面，立委總是站在民

眾的立場，很強調明智利用不能影

響既有民眾利益。另外，濕地包含

在海岸之內，未來海岸由海岸法管

理，但遇到濕地即以濕地法管理或

從嚴格的法令辦理，因此沒有法條

衝突的問題。 

5. 目前海岸地層下陷嚴重，已經向許

多政府單位申請。希望未來政府相

關各部會能夠先聯結協商好後再

來開會討論，以免日後導致責任歸

屬問題。 

5. 這也是開地方座談會目的之一，今

天大家的意見都會彙整，如果是個

別事件，都會轉給相關機關處理，

如果是整體性，將再提報永續會平

台協調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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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關於環境教育及生態保育未來

的配套措施及相關計畫為何？相

信破壞本地環境的絕對不是在地

人，外人來破壞環境我們無法也無

力可管，未來若劃設國家級濕地，

但上游工廠仍然排放廢水，在地居

民仍無能為力。此外有考慮濕地法

的在地性嗎？有無常態性及延續

性的計畫來培養社區種子及人員

訓練？ 

6. 我們目前已經開始堆動濕地環境教

育，先從學校開始。未來劃設國家

級濕地，才能更名正言順的向上游

汙染源表達反對。未來會持續舉辦

工作坊培訓在地種子教師，也會促

成地方組成巡守隊，一起落實地方

社區管理。濕地保育需要各位鄉親

參與，懇請支持。 

7. 政府要讓民眾信任，白紙黑字才能

取信於民。下次將劃定地圖帶來，

大家再來討論，比較有說服力且不

容易被既得利益者見縫插針搧動

群眾反對。 

7. 謝謝建議，後續規劃、建設、管理

我們都會與大家一同討論，朝著正

確且對地方有幫助的方向前進。 

8. 為保護漁民安全及觀光的串連，跨

海堤便橋確有必要，請營建署予以

協助。 

8. 本提案上次已去現勘，經評估確如

鄉親所說有其必要。我們將與縣政

府協調可行方案，儘量協助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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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海岸劃設國家重要濕地座談會 會議記錄 

第三場 大城鄉台西村 

時間：101 年 3 月 9 日(五) 19:30 

地點：台西村活動中心 

居民提問 回覆 

1. 目前規劃國家濕地不能通過的阻

力是什麼？需要在地民眾配合什

麼? 

1. 在國光石化停建後，在地民眾的不

滿是必然的。外界不諒解認為政府

怠惰，但其實在等待一個理性平和

的時機。所以今天來跟大家說清

楚，除了濕地保育，地方整體的和

諧也很重要，所以去年我們已於 5-6

月開了 7-8 場協調會，今年 3 至 4

月的座談會也就是為了爭取民眾支

持。自國光石化停建後，雖然關了

一扇門，但也開了一道窗，未來堤

防外將推動成立濕地自然公園，還

請各位鄉親支持，也請各位與我們

一起合作把我們環境弄好，務必先

清除垃圾。這樣一個計畫最少推動

十年，因此希望大家一起參與支持。

2. 我覺得濕地很好，在地民眾最希望

無煙囪的生活，但不希望營建署雷

聲大雨點小，我們已經習慣了，堤

防一個標識都沒有，大家怎麼知道

這裡不能倒垃圾呢？做個大看版

告示以後要劃濕地，這樣大家都知

道了。到最後一定是選舉考量，這

是誠信問題，但是選後有無成果則

另當別論。 

2. 未來一定會做，這次預計有十場的

說明會，每一個村莊實實在在去做

說明，這場說明會也是配合大家的

時間，避免農忙還有挑選潮汐時

間，使平常忙於工作蚵農方便前來。

3. 劃設國家級濕地影響漁民較重，或

許營建署應該針對漁會舉辦一場

座談會。有聽說若規劃為國家級濕

地，在地民眾的漁業權會受影響，

目前鄉里仍有很多人認為濕地的

限制是完全無法使用。 

3. 我們會持續與漁民加強溝通。濕地

對我們大城鄉是有好處的，會禁止

影響農漁業的污染工業進駐，但是

不影響漁民的捕魚權利，而且我們

會跟漁業署及漁會合作復育沿岸漁

業資源，確保漁業資源永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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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海岸劃設國家重要濕地座談會 會議記錄 

第四場 芳苑鄉永興村 

時間：101 年 3 月 10 日(六) 19:30 

地點：社區辦公室 

居民提問 回覆 

1. 污染的部分是否可以處理? 1. 請各位把污染地點告訴我們，我們

會轉給環保單位，並研擬後續污染

減輕方案，以維護濕地生態。 

2. 工業區都有排廢水，魚都死光了，

是否可以處理?有和環保署反應都

不了了之。 

2. 在地問題，要在地人關心，成立工

作坊團隊學習做監測，就可以有證

據。 

3. 是不是社區可以成立「抓鬼大

隊」，個人的名義實在沒辦法處

理。 

3. 可針對居民的需求，請老師來教授

相關課程。我們營建署會持續推

動，到時候請大家一起來參與。 

4. 工廠在漲潮時放汙水，也有排到地

下水的。 

4. 再接受監測訓練之後，將溪中的水

樣和工廠水樣作比較，及可得知汙

染的兇手為誰。 

5. 是否可以協助理事長成立此團隊。 5. 我們可以從每年的獎補助作業中輔

導，從現在起請各位趕快想一想彙

整意見，提出計畫申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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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海岸劃設國家重要濕地座談會 會議記錄 

第五場 芳苑鄉社團 

時間：101 年 3 月 11 日(日) 14:00 

地點：陽光水棧 

居民提問 回覆 

1. 因為中科四期廢水出口會經過濕

地劃設範圍造成汙染，二林中科四

期與劃設國家濕地是否互相矛盾?

1. 中科四期不屬於營建署管轄範圍，

且中科四期尚未定論，未來會透過

環評加強污染管制；此外，劃設為

國家重要濕地才更有依據去限制約

束中科四期的廢水處理。 

2. 劃設濕地時，是否能規劃供遊客觀

光遊憩用途之區域? 

2. 濕地強調明智利用，適度的觀光遊

憩可以相容，但是應該避免大型硬

體建設。分區使用管理的概念於濕

地法已納入相關規定，未來可以衡

量需求適當規劃分區。 

3. 彰化劃設國家重要濕地是否已經

確定? 

3. 尚待與民眾溝通協調，但仍請大家

支持。 

4. 如未來劃設濕地後，地方社區是否

能雇工購料進行相關的設施新

建、維護? 

4. 對於與濕地相關的設施可以進行協

助或合作。 

5. 濕地的劃設時間為何? 5. 目前預定於年中，但尚待與民眾溝

通協調。仍請大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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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海岸劃設國家重要濕地座談會 會議記錄 

第六場 芳苑鄉王功村、博愛村、和平村、興仁村、民生村、新寶村 

時間：101 年 3 月 12 日(一) 14:00 

地點：陽光水棧 

居民提問 回覆 

1. 300 多年的歷史、地貌，都被大型

工業破壞，因攔河堰導致濕地萎

縮，那要地方居民要復育甚麼?如

台南的南鯤鯓，水庫汙沙本來就該

沖往下游，沒有這些沙，海岸會萎

縮。潮間帶是河川沖積出來地，河

川生病了，潮間帶也會受影響。 

1. 水利工程目前有在推動自然生態工

法，往後也會慢慢改進，法律上也

會慢慢改進。 

2. 政府沒有掌握到保護土地和永續

發展，六輕已經夠糟了，八輕還要

進來?! 

2. 國家重要濕地劃設以後，大型污染

工業就不太容易進駐，可以保護漁

民的權益以及生態環境。還請各位

支持國家重要濕地。 

3. 政府的工程似乎無經過考核?政府

做事要確實與地方結合。 

3. 營建署有三種獎助管道，城鄉風

貌、海岸復育與濕地復育，地方社

區可依據多年在地經驗向縣政府提

出”自發性”海岸保護計畫或濕地復

育計畫，再由縣政府呈至營建署申

請補助，這樣就比較符合地方的需

求，並兼顧環境保育。 

4. 目前所舉辦地說明會是否能接觸

到最基層的居、漁民? 

4. 預計舉辦十場地方座談會，皆以村

里為單元、邀請當地農漁民出席，

了解心聲。 

5. 建議可以參觀七股，因為它門已經

開始定沙，彰化縣目前最需要這

個，並且配合老祖先的智慧來保護

外傘頂洲，沒有潮間帶就沒有未

來。 

5. 感謝建議，目前規劃參訪地點的確

是以相似的背景為優先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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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海岸劃設國家重要濕地座談會 會議記錄 

第七場 芳苑鄉信義村、芳苑村、方中村、新街村 

時間：101 年 3 月 13 日(二) 18:30 

地點：普天宮 

居民提問 回覆 

1. 請政府先協助將紅樹林處垃圾都

清乾淨，並且提出具體可行方案

後，再來進一步談保護環境及環境

美學。 

1. 劃設濕地範圍之後，才有根據阻止

汙染入侵本地，並補助投入地方環

境美化。 

2. 住在四草的友人曾提及仰賴觀光

的擺攤一天平均賺不到 2,000 台

幣，如果將來劃為濕地公園，觀光

產業足夠在地民眾維持生計嗎？ 

2. 觀光產業並沒有替代現有的牡蠣養

殖，而是為漁民增加另一項收入的

機會。芳苑這邊的機會包括民宿、

餐飲及其他，不僅只擺攤，眼光應

該高一點、長一點。 

3. 請教臺灣的濕地法中禁止事項為

何？濕地法中規定為保育黑面琵

鷺四個月以上無法於該地進行漁

業行為，此規定會嚴重影響在地生

計，目前有無相關解決的配套措

施？ 

3. 目前立委非常注重民眾權益，濕地

法以計畫管理的方式，較能顧及民

眾使用彈性，若有其他法令許可項

目則不受限制。限制部分都是避免

環境污染或破壞事項，也跟各位的

漁業無關，反而是保護各位漁業權

益。台江國家公園推動四個月的禁

漁期在也不是全面性，僅局限於部

分特別重要地點，如果要在芳苑推

動，也會先跟漁民溝通採取可行的

方式。 

4. 限制部分可否說明清楚？ 4. 濕地劃設主要針對大型建設控管，

對於原有之補漁、插蚵行為，沒有

影響。 

5. 是否能夠放鞭炮、放炮驚鳥？ 5. 濕地規劃於海堤外，若於海堤內傳

統民俗活動諸如放炮等，不受影響。

6. 上游工廠排廢水，影響下游養蚵，

我們敢怒不敢言深怕沒人改吃蚵。

6. 如簡報中排水改善計畫，未來會推

動整治相關問題。請把相關資訊提

供給我們作為未來政策推動參考。

7. 本村附近即有許多黑面琵鷺，濕地

保育法內是否保育鳥類？若要保

育請先了解本村詳細的生態，並審

慎評估對該地民眾生活之影響。 

7. 濕地法草案主要非保護鳥類，而是

保護在地環境及居民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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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政府劃定國家級濕地僅保育鳥

類，棄在地農漁民的生計於不顧。

8. 濕地法草案主要非保護鳥類，而是

保護在地環境，讓漁民有穩定的漁

獲，原有的生活型態並不會受到影

響，仍然可從事原來的補魚及插蚵

行為。 

備註：出席民眾半數舉手表決反對海堤以外規畫為國家重要濕地，並開始離席，

會議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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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海岸劃設國家重要濕地座談會 會議記錄 

第八場 大城鄉三豐村 

時間：101 年 4 月 1 日(日) 15:30 

地點：村辦公室 

居民提問 回覆 

1. 成立濕地後幾月會開始監測? 1. 今年的獎補助已經開始申請，預計

對於大城濕地整治復育持續至少

10 年，未來將朝向建設大城濕地公

園及自然中心的方向推動，還請鄉

親支持。 

2. 二林工業區汙水問題要如何解

決？ 

2. 劃設為濕地範圍後，一有汙染進

來，營建署就能有立場與環保及工

業單位進行協調。另外，我們在鹿

港補助建設人工濕地處理污水，只

要有適當公有土地，可循此模式改

善污水問題。不過還是請鄉親支持

一起合作加入河川或環境巡守。 

3. 會有港口設施興建嗎? 3. 目前政策已經不再開闢新建漁港，

但是簡易浮動碼頭建設，讓漁民容

易出海或是轉型未來觀光漁筏活

動，可以再研究可行性。 

4. 目前水汙染問題已經很嚴重，要如

何解決? 

4. 地方汙染要靠民眾成立監測團隊來

保護、發現汙染證據才能夠最快發

現並處理，我們可以補助及輔導。

5. 地方居民都忙著生計問題，沒有時

間進行監測。 

5. 目前永興社區已經表是很樂意成立

團隊，只要有心也可以，監測的部

分我們都會來教導各位，基本上都

是一些簡單的操作，一定讓各位鄉

親很容易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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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海岸劃設國家重要濕地座談會 會議記錄 

第九場 大城鄉豐美村 

時間：101 年 4 月 1 日(日) 15:30 

地點：社區活動中心 

居民提問 回覆 

1. 是否已經決定劃設濕地? 1. 尚待與民眾溝通協調，但仍請大家

支持。 

2. 沒有任何建設要如何規劃濕地? 2. 首先就是要保護好這塊地，劃設國

家重要濕地後，未來將朝向建設大

城濕地公園及自然中心的方向推

動。目前已經與鄉公所合作推動相

關規劃，劃設濕地後將持續推動相

關建設。 

3. 若要劃設濕地對大城這邊會有何

規劃?要用甚麼特色來吸引遊客? 

3. 目前是希望能夠劃設成濕地公園及

自然中心，來做為地區之特色吸引

遊客。 

4. 劃設濕地後會影響本地原本事業

嗎? 

4. 劃設濕地後，原本的漁業活動及產

業能夠繼續進行，並不會影響到生

活。 

5. 中央要如何解決這邊地層下陷之

問題? 

5. 將配合水利署研議推動人工湖來蓄

水及輔導養殖轉型來解決。 

6. 劃設濕地到底有哪些好處? 6. 濕地的功能非常多，包括海岸保

護、漁業保育、觀光遊憩、穩定氣

候及固碳，所以劃設、保護濕地對

我們鄉親及全國的國民都有好處。

7. 三年前這裡曾有黑面琵鷺在村裡

出現。 

7. 感謝鄉親提供資訊，未來我們會與

鳥類保護單位合作推動監測網，也

歡迎鄉親加入。若能保護好這塊濕

地，將更能吸引黑面琵鷺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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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海岸劃設國家重要濕地座談會 會議記錄 

第十場 雲林縣麥寮鄉 

時間：101 年 4 月 6 日(五) 14:00 

地點：麥寮鄉公所 

居民提問 回覆 

1. 麥寮鄉對於劃設國家重要濕地樂

觀其成，需要配合之部分，鄉公所

這邊也會盡力配合。 

1. 謝謝鄉公所的大力支持。 

2. 劃設濕地後，水產養殖的部分是否

會受到影響? 

2. 依濕地法規定，對於水產養殖的部

分，合法養殖場可以從原來之使用。

3. 原先既有合法的水產養殖場能繼

續延續，那新增的養殖場會如何規

範? 

3. 新增的養殖場會受到環評的約束，

也會確認是否合法。另外關於非法

養殖場的部分，除了慢慢淘汰，也

會進行輔導來讓產業轉轉型。 

4. 營建署方面能否再解釋劃設濕地

後，如何進行小型設施提案？ 

4. 濕地使用的主要原則就是明智利

用，只要設施不影響濕地，或是短

期有影響但隨著時間能夠慢慢回復

原本之功能，這樣的提案是能夠被

接受的。如果設施開發永久影響濕

地功能，像是大型工業區之類的提

案會受到限制，詳細的提案規定會

在往後的辦法或是施行細則中再詳

細規定。 

5. 有關成龍濕地案例介紹部分，此案

例為林務局之計畫成果，直接納入

是否會有著作財產權的問題產

生？ 

5. 目前國家重要濕地主要有四個單位

在進行，包含林務局、水利署、環

保署及營建署。各單位主要都是建

立一個平台，其實成果都算是共同

的成果，而且近年單位之間也有在

獎補助案互相合作，因此將成龍濕

地納入計畫案例是可以的，也等同

肯定林務局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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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方座談會簽到簿 

（一）第一場地方說明會簽到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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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場地方說明會簽到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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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場地方說明會簽到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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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場地方說明會簽到表單 

 

 

（五）第五場地方說明會簽到表單  （六）第六場地方說明會簽到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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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七場地方說明會簽到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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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八場地方說明會簽到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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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第九場地方說明會簽到表單  （十）第十場地方說明會簽到表單 

 

（十一）第十一場地方說明會簽到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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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方座談會影像記錄 

第一場地方說明會 

 

  活動地點：永鎮宮(西港村、東港村) 

  活動日期：101/03/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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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地方說明會 

 

  活動地點：社區活動中心(漢寶村) 

  活動日期：101/03/09(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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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地方說明會 

 

活動地點：社區活動中心(台西村) 

  活動日期：101/03/09(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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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地方說明會 

 

  活動地點：社區辦公室(永興村) 

  活動日期：101/03/10(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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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地方說明會 

 

  活動地點：陽光水棧(社團) 

  活動日期：101/03/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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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場地方說明會 

 

  活動地點：陽光水棧(王功村、博愛村、和平村、興仁村、民生村、新寶村) 

  活動日期：101/03/1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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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場地方說明會 

 

  活動地點：普天宮(信義村、芳苑村、芳中村、新街村) 

  活動日期：101/03/1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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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場地方說明會 

 

  活動地點：彰化縣彰化區漁會 

  活動日期：101/03/30(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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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場地方說明會 

 

  活動地點：村辦公室(三豐村) 

  活動日期：101/04/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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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場地方說明會 

 

  活動地點：社區活動中心(豐美村) 

  活動日期：101/04/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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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場地方說明會 

 

  活動地點：麥寮鄉公所 

  活動日期：101/04/06(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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