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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鰲鼓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濕地功能分區調整案 再公開展覽說明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7年10月12日(星期五)下午2時 

貳、會議地點：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2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黃副分署長明塏 

肆、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記錄：林維昱 

 

伍、主持人致詞： 

鰲鼓重要濕地前經內政部 104年 1月 28日公告確認範圍，「濕地

保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經立法審議三讀通過，並於 104年 2月 2日施

行，依本法第 40條規定：「本法公布施行前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

國際級及國家級國家重要濕地，於本法施行後，視同國際級與國家級重

要濕地」。爰此，鰲鼓等 42處已公告之濕地依法即為國家重要濕地。本

案依本法規定，對已公告劃設之本重要濕地，擬具其保育利用計畫(草

案)，循公開方式辦理公開展覽說明會，了解相關權利人意見，彙整提

報「內政部重要濕地小組」討論。 

本案前於 106年 12月 29日至 107年 1月 27日於嘉義縣政府公開

展覽 30日，並於 107年 1月 17日假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東石自然生

態展示館 2樓會議室舉辦說明會；為審議本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依

據本法第 3條及第 7條規定成立專案小組，於 107年 5月 9日假林務局

嘉義林區管理處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 2樓會議室辦理本案審查作業，並

經 107年 7月 27日召開「107年度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8次會

議」決議通過(台內營字第 1070813192號函)，依上開決議本計畫案因

涉濕地功能分區調整，爰辦理再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本次說明會係針對「鰲鼓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濕地

功能分區調整內容進行說明，透過舉辦說明會讓民眾及相關權利人瞭解

本計畫內容，並廣納各民眾及團體意見，以利後續辦理核定公告程序或

續提送本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議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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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各單位發言要點(依發言順序)： 

一、 蔡議員鼎三 

（一） 民意代表是作為政府與民眾間一溝通橋樑，今日與會出席是要來聽

取大家的意見，如有需要協助的部分也請不吝提出。 

（二） 民眾反映鰲鼓濕地森林園區道路 823淹水問題，前已責成嘉義縣政

府水利處協商台糖公司，就現有抽水站設施進行盤點，並就園區整

體抽水系統進行改善規劃。建議排水系統由現有農水路調整至鰲鼓

濕地南堤(八掌溪河口處)，搭配規劃滯洪池將積水排出至八掌溪

外，應有助於園區排水。 

（三） 以上建議事項請嘉義縣政府水利處及台糖公司納入研議並召開會

議研商辦理，並請水利處將此議題納入水環境計畫規劃之。 

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 

依據本處「鰲鼓濕地森林園區水位對鳥類分布影響初探及鳥類

資源長期監測」計畫結案報告，目前鰲鼓濕地內水位極高，已造成

濕地內鳥類棲息之負面影響，說明如下： 

（一） 本計畫在東石農場環堤西側的廣闊水域與南方水池設置 8處水位

監測點，平均水位高為-68.2±3.3㎝。根據中央氣象局之潮汐觀測

資料年報資料顯示，2014年東石沿海的年平均低潮位為-36㎝，而

各月份之大潮平均低潮位也僅有 1月份與 2月份低於-68㎝，而各

月份之大潮平均低潮位也僅有 1月份與 2月份低於-68㎝，顯示園

區東石農場內的廣大水體，在冬季很難藉由七孔水門排出外海。 

（二） 本計畫研究團隊自 2013年 1月開始利用南方水池之水位尺來監測

該地的水位變化，顯示 2015年後南方水池的水位變化幅度較小，

水位偏高。這可能與園區地層逐漸下陷，使七孔水門之單向被動式

排水效能降低有關。 

（三） 本計畫分析發現各次調查的濕地水位越低，所記錄的水鳥隻次越多

(r=-0.755，P=0.0006)，雁鴨的總合記錄隻次也有相同趨勢

(r=-0.714，P=0.0019)。許多研究指出平均水深 0-20㎝的濕地，

將可提供較多不同類群的水鳥來棲息與利用(Colwell and Taft 

2000, Taft et al. 2002, Ma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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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就本計畫量測之水位高(平均水位高為-68.2±3.3㎝)，已明顯影響

鰲鼓國家重要濕地鳥類的棲息。應將東石農場環堤濕地的水位高度

降低，將使部分原本淹沒在水面下的淺灘地露出水面，或使淺水域

的面積增加，而增加水鳥的覓食與棲息空間，使東石農場的水鳥棲

息數量增加。建議鰲鼓國家重要濕地主管機關(內政部及嘉義縣政

府)，應就此問題邀集相關學者專家與機關來研擬合宜的應對策略。 

三、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雲嘉區處 

為利本保育利用計畫後續土地(地籍)管理工作之續行，以下幾

點還請協助查校： 

（一） 濕地地籍清冊全筆「面積」與地籍謄本面積顯有違誤，建請再逐一

檢視全筆納入本案鰲鼓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之地號土地，全部以

地籍謄本面積為準。 

（二） 本次再公開展覽-保育利用計畫地籍清冊，相比前次公開展覽說明

會多出了 81筆數(都是號內部分)，是什麼原因?還請說明。 

四、 鰲鼓溼地生態保護協會 

（一） 本次 823水災，鰲鼓濕地森林園區道路遭逢淹水嚴重(從東石自然

生態展示館通往台糖公司鰲鼓農場之道路)，居民無法進出，淹水

問題建議有關單位應要正視並進行處理。 

（二） 本會位於鰲鼓濕地森林園區內現有規劃設置環境教育場域，有其觀

光及交通需求(供遊覽車輛通行及停車場空間)，爰交通部分建議應

有一整體規劃，而不是在社區道路劃上禁止停車的紅線，這對發展

觀光沒有正面助益。 

（三） 鰲鼓濕地外沿防汛道路之北側海堤(往保護區方向)，目前已出現

100m裂痕，為通行安全顧慮，還請權責單位儘速現勘處理。 

五、 嘉義縣野鳥協會 

（一） 本區地層下陷相當嚴重(路面已低於海平面達 2m)，導致退潮後濕

地內積水無法透過水閘門以自然方式排出，鷸鴴科、雁鴨科鳥類來

此過冬時無法駐留覓食，這幾年監測觀察族群數量已逐漸減少，後

續恐將遷徙至別處，除外濕地內之魚蝦貝類、兩棲爬蟲類等生物多

樣性，也會因水位高漲不退而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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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濕地主要作用為調節水量，春夏雨季時期水位高、秋冬旱季時期水

位低，然鰲鼓濕地目前在旱季時期水仍未能排出，無法扮演調解水

量功能；如再有 823強降雨或風災來襲時就會造成該區淹水，對本

社區生命財產都有影響，在後續管理上，是否需評估以人工排水方

式進行水位調控改善，此議題請有關單位予以正視。 

六、 嘉義縣政府 

（一） 本區因地層下陷嚴重，前於 107年度「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會

議」第 8次會議時提出，建議本保育利用計畫-實施計畫編列相關

經費，以作為後續辦理水位調控操作或設置抽水設施之因應。 

（二） 本計畫核心區-管理規定第 4點、「非經主管機關之許可禁止一切水

上活動。」建請釐清是由誰許可(中央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或地方主管機關)，以利後續管理。 

七、 主持人 

（一） 本次辦理再公開展覽說明會係依 107年 7月 27日「107年度內政

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8次會議」(台內營字第 1070813192號函) 

決議事項，修正本部 106年 12月 18日(台內營字第 1060819373

號公告)公告辦理「鰲鼓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之濕地功能分區及內容： 

1.濕地功能分區：園區內出入道路原劃設核心保育區，配合現況開

放使用情形，調整為環境教育區。 

2.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配合前項濕地功能分區調整及依

本部上開會議委員及機關代表建議意見修正。 

（二） 有關台糖公司雲嘉區處對濕地地籍清冊資料(地號、面積)所提意

見，會後請中區規劃隊續洽該區處進行資料查對；並建議可在土地

地籍資料下方備註列明：資料來源為國土測繪中心 105年及台糖公

司提供之土地謄本資料。 

（三） 在地協會對本區交通意見，在考量濕地生態並兼顧觀光發展上，目

前本計畫採行方式係依嘉義林區管理處於「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

組會議」所提需求建議：於既有防汛道路規劃設置避車彎，但原則

以原道路邊界至濕地方向拓寬 2公尺範圍以內為限，並需以對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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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最小方式為之(詳本計畫-共同管理規定)。 

（四） 在地協會所提規劃停車空間，因本區原係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

之「嘉義縣鰲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範圍」，爰鰲鼓濕地主要分

區配合劃為「核心保育區」，後續嘉義林區管理處及台糖公司如有

空間需求及規劃方案，將納供本計畫下一次通盤檢討作業辦理。 

（五） 濕地主要功能為天然滯洪效益，並具有防洪、水資源涵養與水土保

持功效，目前行政院已指示經濟部水利署針對全台區域治水研擬相

關治理計畫，未來如需將國家重要濕地納入整體治水規劃考量，本

分署也將配合國家政策辦理。 

（六） 在地協會(同鳥會)及嘉義林區管理處所提鰲鼓濕地園區水位調節

控制及抽水排洪之建議，納入本濕地經營管理及本保育利用計畫-

實施計畫規劃參考；後續召開相關會議時，邀請相關單位及在地保

育團體共同研商處理。 

（七） 基於減災排水需求，相關單位需如需於濕地內設置抽(排)水等人造

設施，依 107年度「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會議」第 8次會議委

員意見，請依循濕地保育法程序提報審議(第 20條及濕地影響說明

書認定基準及民眾參與準則第 3條規定)。 

（八） 與會民眾(協會)、民意代表及機關所提意見，如與本次再公開展覽

說明會-濕地功能分區調整內容無涉及部分，皆將錄案納供本計畫

下一次辦理通盤檢討作業規劃參考；如為本濕地經營管理部分，續

於適當時機邀集相關單位召開會議協調討論。 

（九） 有關協會陳情鰲鼓濕地外沿防汛道路之北側海堤破損 1節，依權責

會後轉請經濟部水利署及水利署第五河川局卓處。 

八、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中區規劃隊 

（一） 有關台糖公司雲嘉區處反映濕地地籍清冊全筆「面積」與地籍謄本

面積顯有出入 1節，查本計畫前依「107年度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

小組第 8次會議」委員意見修正，並於土地地籍資料下方已備註：

本計畫面積為 GIS量測面積，與地籍謄本面積有些許出入。實際面

積應以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為準。 

（二） 有關台糖公司雲嘉區處反映本次再公開展覽之濕地地籍清冊，相比

前次公開展覽說明會多出了 81筆數 1節，查之前引用來源為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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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繪中心 102年度資料，期間配合本計畫修正並更新至 105年度資

料，故有所差異，經查多為同筆土地所分割出來的地號，然總面積

是相同的。 

九、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濕地保育小組 

（一） 有關嘉義林區管理處所提，建議邀集相關機關就鰲鼓濕地園區水位

控制(抽水)方式召開機關協調會議 1節，為本濕地經營管理部分，

與本次再公開展覽濕地功能分區內容較無直接關係，建議納入後續

本計畫-實施計畫之辦理依據；對本區經營管理議題部分，如有需

要建議另洽適當時機研商討論。 

（二） 有關嘉義縣政府所提於本計畫-實施計畫編列相關經費設置抽水設

施因應濕地排水 1節，為本濕地日常經營管理及災害緊急應變作

為，爰建議可於每年已編列補助縣府-經營管理費用上作其必要支

應；如實際執行後經費仍有不足部分，將再協助縣府爭取中央預算

編列之。 

（三） 有關嘉義縣政府所提本計畫核心區管理規定，其主管機關權責部

分，就分工事宜會後續洽縣府討論。 

（四） 823強降雨後經濟部水利署現已針對全台區域治水研擬相關治理

計畫，亦已請相關部會提供資源盤點，水利署如後續辦理治水相關

計畫或協商會議時，地方如有治水需求，還請縣府轉知在地協會(鳥

會)偕同與會並提供具體建議。 

柒、會議結論 

一、 本案公開展覽期間，民眾對於本計畫濕地功能分區調整內容，如有任

何相關意見或疑義，皆可透過書面(公民或團體意見表)提出相關陳情

意見，或電洽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錄案辦理。 

二、 依濕地保育法法定程序及107年7月27日「107年度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

小組第8次會議」決議事項，與會民意代表、機關及民眾如對本計畫濕

地功能分區調整內容有任何意見，則本案將再送「內政部重要濕地審

議小組」提會討論；如無任何意見，則續行辦理核定公告程序，俾利

後續濕地保育工作執行。 

捌、散會 （會議結束時間：下午3時0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