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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範圍及年期 

一、 濕地範圍 

    永安暫定重要濕地經內政部 107 年 2 月 8 日台內營字第 1070802169 號公

告，核定為地方級重要濕地。濕地位於興達發電廠煤場東側，北與太陽能電廠

北界對齊，南至永達路止；西以鄉道高 19 為界，東至連通潟湖的無尾溝，濕

地面積為 41.25 公頃。 

二、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 

    依據濕地保育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主管機關認為鄰接重要濕地之其他

濕地及周邊環境有保育利用需要時，應納入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一併整

體規劃及管理」。 

    考量濕地北區緊鄰興達電廠未來燃氣機組，台灣電力公司劃設 15 公頃作為

緩衝區，以減輕環境變遷衝擊，兼顧能源開發與維護濕地現況，故本計畫範圍

包含內政部公告之地方級永安重要濕地範圍全區 41.25 公頃，15 公頃緩衝區

域，總面積為 56.25 公頃(圖 1-1)。 

三、 計畫年期 

依據濕地保育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本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訂計

畫年期為 25 年」。 

爰以保育利用計畫核定公告為起始年，計畫年期為 25 年，每 5 年進行通盤

檢討 1 次，計畫目標年預計為民國 13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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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1、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示意圖 

圖 1-1、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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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一、永安重要濕地定位 

    台灣電力公司為兼顧開發與保育永續發展，將所屬土地部分提供為重要濕地

用地。台電公司系地主身分，基於所有權有經營管理權力，高雄市政府係主管機

關，有督導權利，為使永安重要濕地未來能更有效執行明智利用，台灣電力公司

接受高雄市政府督導，執行相關經營管理。 

(一) 重要鳥類度冬棲息地與豐富的濕地生物資源 

    本區在台灣電力公司購買後，原規劃為煤灰存放地，但因鹽工爭議，一直未

能使用。在長期管制期間，濕地人為干擾少，海茄苳、欖李等海岸潮間帶植物陸

續出現，蘊育了全台沿海地區僅次於台南的欖李族群(薛，84)。同時本濕地是過

境候鳥離開臺灣前，最重要的覓食中繼站之ㄧ，從高雄市野鳥學會歷年紀錄，與

近年(100~107 年)查資料顯示，累計超過 110 種的鳥類出現在這塊區域，並被國

際鳥盟列為重要野鳥棲地（IBA），顯示永安重要濕地有相當豐富的生物資源，可

與周邊濕地串連相互利用，維持生物多樣性。 

 (二) 每年 4 月至 9 月雨季時期重要蓄水滯洪池 

    永安重要濕地早期由於曬鹽製鹽產業沒落，為台電公司購買用地，經過長時

間閑置，廣大的面積在 4 月至 9 月雨季時期可容納大量的雨水，降低永安地區淹

水發生，成為永安區重要的蓄水滯洪池。 

 (三) 珍貴的鹽業文化與環境教育資源 

    本區具有珍貴的瓦盤曬鹽歷史，塑造周邊鹽業文化聚落，又有豐富的濕地生

物資源，加上緊鄰濕地台電公司的太陽能綠色能源，在這些珍貴的環境資源下，

非常適合推動環境教育，讓民眾了解濕地價值，並作為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育並行

的案例。 

二、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目標 

(一) 確保濕地生態功能，營造維護濕地環境，提供穩定棲地以維護生物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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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濕地碳匯及水質淨化的功能。 

    高雄市政府多年來依據「高雄濕地生態廊道」的理念，已完成 21 個濕地的

串聯，其中永安重要濕地位於高雄市濕地生態廊道的北端。濕地內的棲地類型，

依照地形深度、植被類型與現有曬鹽瓦盤構造，大致可分成開放式水域、紅樹林

灘地、防風林。開放式水域位於濕地南側，地勢較低，水質屬鹹水，其廣大的水

域面積提供多數的鷸鴴科、黑面琵鷺、鸕鶿等在此覓食與棲息。紅樹林灘地位於

濕地內西側與南側周圍皆具紅樹林，其中西側海茄苳灌木林相當茂密，提供了秧

雞科鳥類極佳的休憩環境。防風林區域位於濕地與台電太陽能光電廠交接處，以

及維修道路的賞鳥牆周邊，為光電廠與濕地間的緩衝區，此區主要由木麻黃、銀

合歡、欖李、蘆葦與禾本科植物組成，除了提供喜鵲築巢，及少數鳩鴿科鳥類停

棲外，裡面也有被紅樹林包圍的深池，形成鷺鷥林，主要是鷺科停棲使用，此外

因隱蔽性高也成為雁鴨科、小鷿鷈利用的區域。 

    在如此多樣化的棲地環境下，依據民國 100 年至 106 年調查顯示，濕地與

北邊興達鹽灘共調查到有 214 種動物，其中包括黑面琵鷺、白琵鷺、唐白鷺、

魚鷹、遊隼、紅隼、小燕鷗、紅嘴鷗、半蹼鷸、紅尾伯勞與黑尾鷸等保育類物

種及多種過境候鳥。除此之外，永安重要濕地與茄萣暫定濕地相隔約 5 公里(附

錄一)，兩區的鳥類會相互來往利用濕地休息、覓食，足以顯示本濕地在濕地生

態廊道的重要性。此外依據國內外研究，濕地除了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外，也

包含水質淨化與碳匯的功能。是以，為了維持濕地豐富的生物資源，並維護良

好的棲地品質，提供野生動植物隱蔽及安全的棲息、繁殖、移動空間，本濕地

的保育利用計畫以保護生物多樣性為目標，除少數保育類物種的保護外，其他

在本濕地上生活的各種生物及生態系統，皆受濕地保育法的規範，希望以明智

利用為目標來達到永續發展，為城市生態保育提供實質助益。 

(二) 維護濕地蓄水滯洪功能，規劃合宜之功能分區，落實濕地明智利用目標。 

   永安重要濕地因過往為曬鹽場地，地勢較周邊地區低，每到 4 月至 9 月雨季

時期，大量降雨透過北溝流入濕地，降低永安區淹水情況。未來隨著氣候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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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可能面臨更多短時間強降雨，此時濕地的蓄水滯洪功能會顯得更為重要。

因此在考量土地現況，未來周邊企業與社區需求，藉由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劃設

功能使用分區及訂定允許明智利用項目等，確保環境生態之穩定及當地社經人

文及經濟民生設備之永續發展。 

(三) 結合濕地生態資源、周邊曬鹽文化聚落與遊憩功能，推動永續環境教育。 

本濕地豐富的曬鹽文化、人文歷史與自然生態資源，以及濕地周邊賞鳥

牆、步道與教育解說中心，甚至彩繪鹽田村等休閒景觀，創造出良好的濕地與

曬鹽文化遊憩環境，過去 3 年來訪此濕地的人數有逐年增加的趨勢(附錄二)，

顯示濕地推動環境教育的潛力。為使國民瞭解社會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期

許土地所有權人、志工、NGO、學術團體或當地社群團體結合，透過環境教育

及濕地巡守等，傳達人文歷史與生態環境之價值及重要性，進而維護環境生

態、尊重生命，培養環境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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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上位及相關綱領、計畫之指導事項 

   為具體瞭解相關計畫、法規與本計畫之關聯性，作為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

計畫之參考依據，以下針對本計畫之上位及相關計畫、相關法規等進行回顧與

彙整分析。 

一、上位計畫 

    本計畫上位計畫包含「全國國土計畫」、「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國土空間

發展策略計畫」、「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整體海岸管理計畫」、「高雄

市區域計畫」、「國家濕地保育綱領」及「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茲將其計畫重

點內容與本計畫之關係綜合整理分析如下: 

表 3-1、永安重要濕地上位計畫彙整表 

計畫名稱 年期 
(民國) 

計畫內容 訂定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性 

全國國土

計畫 

107 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

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促進資源

與產業合理配置，強化國土整合管

理機制，並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

壞地區，追求國家永續發展 

內政部 推動濕地保育，劃設自然濕地

保護區，辦理劣化及重要濕地

之復育，闢建人工濕地，加強

保育濕地之動植物資源及維繫

水資源系統，以落實零淨損失

之政策目標。配合濕地復育、

防洪滯洪、水質淨化、水資源

保育利用以及景觀遊憩，推動

濕地系統之整體規劃，進行地

景生態環境改造。 

修正全國

區域計畫 

106 計畫目標如下：  

1. 賡續劃設環境敏感地區，落實

國土保育與管理  

2. 配合流域綜合治理計畫，進行

土地使用規劃與檢討  

3. 加強海岸地區管理，因應氣候

變遷與防災  

4. 確保農地總量，並維護糧食生

產環境  

5. 整合產業發展需求，提升產業

發展競爭力 

6. 檢討各級土地使用計畫，促使

產業土地活化與再發展  

7. 落實集約城市理念，促進城鄉

永續發展  

8. 擬定都會區域及特定區域計

畫，促進跨域資源整合 

內政部 1. 地方級重要濕地納入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 

2. 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地

方級重要濕地之核心保育

區及生態復育區」，為兼顧

保育與開發目的，提供有

條件開發之彈性空間，以

達國土有效利用，並加強

管制條件，規範該類地

區。 

3. 地方級重要濕地範圍內土

地，應依下列規定管理： 

（1） 考量土地所在之環境特

性與資源敏感情形，劃設

環境敏感地區，並予以劃

分為災害、生態、文化景

觀、資源利用及其他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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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年期 
(民國) 

計畫內容 訂定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性 

型，針對不同敏感程度進

行差別管理。 

（2） 對於依法劃設之各種保

護(育)區，應透過土地使用

管制，維護保護區域內之

生物多樣性及其棲息環

境，並於總量管制原則

下，適度提供學術研究、

生態旅遊、休閒、育樂活

動、環境教育及自然體驗

等活動使用。 

（3） 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土地

得繼續為原有之使用。但

其使用違反其他法律規定

者，依其規定處理。 

國土空間

發展策略

計畫 

99 基於對國土計畫之檢討，並考量國

土情勢之轉變及國土空間結構之發

展，提出安全自然生態島、優質生

活健康島及知識經濟運籌島等國土

空間發展願景，並以一點多心網絡

佈局模式發展，建構中央山脈保育

軸、西部成長管理軸、東部策略發

展軸、離島生態觀光區、海洋環帶

及河域廊帶，依此建立北、中、南

等城市區域，以指導國土保育、海

洋資源、農業發展及城鄉發展等 4

種功能分區之國土空間結構。 

行政院 1. 推動沿海濕地保育，辦理

劣化及重要濕地復育，闢

建人工濕地，加強民間團

體認養濕地。 

2. 國土資源中除法定生態保

育地區外，其他如濕地、

水體、大型綠地空間及農

地生產空間等應結合公

路、綠廊道、河廊等形成

網絡系統，並納入區域整

合性的土地利用與空間計

畫中，由點、線、面整合

佈局，建構綠色基礎設施

與地景生態網絡。 

國家氣候

變遷調適

政策綱領 

103 以「保護海岸自然環境，降低受災

潛勢，減輕海岸災害損失」為「海

岸領域」之總目標，並考量臺灣沿

海社經發展現況及海岸地形環境之

差異特性，以避災、減災、減量及

促進永續發展進行海岸地區管理。 

行政院 1. 保護及復育可能受氣候變

遷衝擊的海岸生物棲地與

濕地。 

2. 因應氣候變遷的可能衝

擊，檢討海岸聚落人文環

境、海洋文化與生態景觀

維護管理之工作體系。 

整體海岸

管理計畫 

106 為達成維繫自然系統、確保自然海

岸零損失、因應氣候變遷、防治海

岸災害與環境破壞、保護與復育海

岸資源等目標，依海岸管理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 8 條及第 44 條

規定，應研訂「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以下簡稱本計畫）」，以綜整海岸

管理之課題與對策、落實海岸地區

之規劃管理原則、協調相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之分工，指導相關計畫

內政部 1. 落實海岸保護與防護管理

機制。 

2. 劃設特定區位與規範適當

利用原則，以促進海岸地

區之永續利用。 

3. 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保障

公共通行與親水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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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年期 
(民國) 

計畫內容 訂定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性 

修正或變更，以有效指導海岸土地

之利用方向，健全海岸之永續管

理。 

國家濕地

保育綱領 

106 為全國濕地保育最高指導原則，確

立總體規劃與推動濕地之 保育策

略。 

內政部 1. 以維護保育濕地生態系統

為首要標的，濕地防洪防

災功能為輔。  

2. 強化範圍內之濕地保育與

其周圍環境之連結，以生

物遷徙路徑規劃 

3. 系統性生態廊道，建構空

間生態網絡，拓展物種棲

息地與健全生態系。  

4. 依照濕地保育標的與功能

進行分區管制，制定各分

區使用規範。  

5. 動態管理監控環境數據，

尤其是危及生態平衡與生

物多樣性之威脅。  

6. 提供科學研究與濕地環境

教育之場域，鼓勵民眾參

與關心濕地環境，推展國

際合作機會。  

7. 範圍內必要之設施物，須

符合濕地保育法第 16 條規

定。 

生物多樣

性推動方

案 

89 本推動方案訂定各部會之權責職

掌，藉各部會間的互動、協調及落

實推動生物多樣性工作，以達成本

土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利用之目

的，進而提升臺灣國際競爭力。 

行政院 本計畫符合我國生物多樣性工

作之國家整體目標如下: 

1. 保育我國的生物多樣性。  

2. 永續利用生物及其相關資

源。  

3. 公平合理地分享由生物資

源所帶來的惠益。  

4. 提升大眾維護生物多樣性

的意識及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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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3-1、永安重要濕地上位計畫示意圖 

圖 3-1、永安重要濕地上位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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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計畫 

    本計畫回顧相關計畫包含原高雄縣政府委辦之相關規畫研究計畫，以及他

機關之計畫，茲將各計畫之重點內容與本計畫關係，彙整如下： 

表 3-2、永安重要濕地相關計畫彙整表 

計畫名稱 
計畫 

年期 
委託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性 

消失中的濕地森林-

記臺灣紅樹林 

84 臺灣省特有生

物研究保育中

心 

初步描述永安重要濕地紅樹林面積與面臨之威

脅。 

高雄縣永安鄉濕地

自然公園整體環境

規劃 

85 高雄縣政府 高雄縣政府於民國 85 年提出「永安紅樹林自然

公園整體規劃」，預計將舊鹽田的百分之四十

（約 130 公頃）作為保育工作與環境規劃之用，

分為紅樹林復育區、文化史蹟區、濕地演化區、

濕地生態實驗區、生態敏感區、防風林區與蓄

洪防災區。 

高雄縣 98 年度海岸

資源委託調查及監

測先期計畫 

98 高雄縣政府農

業處 

永安重要濕地為生態敏感與文化景觀敏感區

域。 

100 年度永安重要

濕地整建工程 

100 高雄市政府工

務局養護工程

處 

以低度開發輔以減量設計手法，並進行物種、

環境監測及復育，兼顧生態教育及觀光遊憩功

能，使該濕地不僅得以保存，更兼具教育意涵，

讓市民能夠親自體驗濕地自然環境之美，遊憩

觀光發展與珍惜資源、環境保護互利互存之需

求。 

高雄市永安重要濕

地與梓官蚵仔寮濕

地劃設自然保留區

規劃案 

102 高雄市政府都

發局 

為建立完整的高雄市濕地廊道，委請高雄市野

鳥學會於永安重要濕地與梓官蚵仔寮濕地進行

調查與評估，以作為未來保留區之規劃。 

「鹽灘地生態調

查」委託試驗 1 式 

102 台灣電力公司 為結合綠色概念及落實社會責任，正視灘地生

態保育及維護生物多樣性，進行了紅樹林復育

和景觀維護，冀望藉此棲地調查與復育案，了

解目前區內上述行動對灘地生物的影響，進一

步提出棲地維護及保育之策略，給予灘地正確

的利用概念。因此本案將依循濕地型棲地之目

標願景，進行整體規劃及細部設計，在兼顧發

電廠、鹽業文化歷史、紅樹林生態及珍貴遷移

性鳥類資源之面向下，重新創造興達灘地在經

濟發展及生態保育的價值。 

「易淹水地區水患

治理計畫」高雄市

管區域排水北溝排

102 經濟部水利署 北溝排水系統位於高雄永安區濱海，本計畫採

區域排水標準「10 年重現期洪峰流量，25 年

重現期洪峰流量不溢堤」，綜合治水對策係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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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 

年期 
委託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性 

水系統規劃報告 現況環境、既有排水設施及土地權屬分佈等因

素，下游區域則利用公有土地及永安濕地進行

滯(蓄)洪及分洪。現況總面積約 110 公頃，  

未來開發需保留 200,000 立方公尺有效滯洪空

間(EL+0.2~-1.5m)。 

高雄市茄萣、永安

重要濕地周遭地形

水深測量及相關測

量作業計畫 

103 高雄市政府 量測永安重要濕地之地形、水位等。 

永安暫定重要濕地

分析報告書 

104 高雄市政府 原永安重要濕地範圍再確認 

永安鹽田濕地背景

環境生物及社會長

期調查研究與濕地

保育利用計畫 

100-

107 
高雄市政府 針對永安重要濕地進行長期生態及周邊環境資

料蒐集調查，以因應後續生態保育、環境教育、

生態旅遊的規劃，作為生態研究之基礎資料，

並提供台電與市府未來利用計畫之參考。另進

行各項「教育推廣」活動，使當地居民以及民

眾，認識濕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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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3-2、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相關計畫示意圖 

圖 3-2、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相關計畫示意圖

 消失中的濕地森林-記台灣紅樹林 

 高雄縣永安鄉濕地自然公園整體環境規劃 

 高雄縣 98 年度海岸資源委託調查及監測先期

計畫 

 100 年度永安重要濕地整建工程 

 高雄市永安重要濕地與梓官蚵仔寮濕地劃設自

然保留區規劃案 

 高雄市茄萣、永安重要濕地周遭地形水深測量

及相關測量作業計畫 

 永安暫定重要濕地分析報告書 

 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永安鹽田濕地背

景環境生物及社會長期調查研究與濕地保育利

用計畫 

 「鹽灘地生態調查」委託試驗 1 式 

 「易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高雄市管區域排

水北溝排水系統規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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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法規研析 

    濕地保育法第 2 條規定：「濕地之規劃、保育、復育、利用、經營管理相

關事務，依本法之規定；其他法律有較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與濕地保

育相關之法規，包含濕地保育、空間分布、水域資源維護、環境生態與資產保

護、觀光遊憩及環境教育等相關類別，各類別所涉之法規、施行細則及其相關

辦法等，綜合整理如表 3-3 與圖 3-3。 

表 3-3、永安重要濕地濕地相關法規彙整表 

類別 法規 涉及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濕地

保育 

濕地保育法 

內政部/高雄市政府 

濕地保育法施行細則 

實施重要濕地保育致權益受損補償辦法 

許可使用濕地標章及回饋金運用管理辦法 

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 

重要濕地評定變更廢止及民眾參與實施辦法 

濕地影響說明書認定基準及民眾參與準則 

衝擊減輕及生態補償實施辦法 

環境 

生態 

環境基本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文化資產保存法 文化部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 文化部/高雄市政府 

古蹟管理維護辦法 文化部/高雄市政府 

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 文化部/高雄市政府 

野生動物保育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市政府 

野生動物保育法施行細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市政府 

動物保護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市政府 

動物保護法施行細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市政府 

水域

資源 

海岸管理法 內政部營建署/高雄市政府 

水汙染防治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水汙染防治法施行細則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高雄市政府 

水利法與水利法施行細則 經濟部水利署/高雄市政府 

觀光 

遊憩 

發展觀光條例 

 

交通部/高雄市政府 

 

環境

教育 

環境教育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高雄市政府 

環境教育法施行細則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高雄市政府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輔導獎勵辦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空間

分佈 

國土計畫法 內政部/高雄市政府 

區域計畫法與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 內政部/高雄市政府 

都市計畫法與都市計畫法施行細則 內政部/高雄市政府 

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內政部/高雄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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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3-3、相關法規研析示意圖 

圖 3-3、相關法規研析示意圖 

四、小結  

    本計畫將遵循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及國家重要濕地保育綱領等上位計畫之指

導，相關研究計畫之成果，作為本計畫自然環境、生態資源、社會經濟環境分

析、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及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之參考。相關法規之研析，將作為

本計畫後續執行及經營管理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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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水資源系統、生態資源與環境之基礎調查及分析 

一、地理環境 

    永安重要濕地位於高雄市永安區，早期同臺南安平一帶屬沙洲形態，而隨著

漂砂作用的累積效應，及移民開墾人口數量逐漸增加，沙洲型態逐漸轉變被闢為

鹽田及漁塭用地。 

    從生態區位來看，本濕地位於臺灣西南海岸重要濕地廊道，除了可提供周邊

鄰近濕地如四草濕地及茄萣暫定重要濕地的鳥類相互移動利用外，另本濕地亦位

於亞洲鳥類之遷移路徑，因此扮演臺灣西南海岸與全球鳥類完整棲地利用之關鍵

角色。 

(一)地形 

    永安重要濕地位於沿海地帶，原為曬鹽用地，地形平緩低窪，依據最新 103

年「永安暫定重要濕地分析報告書」地形測量顯示，濕地北側與中央較低窪，高

程約 EL-1.0~-1.4m。南側地形較高，其中位於原烏樹林製鹽株式會社辦公室前道

路兩側的瓦盤結晶池高程約為 EL-0.2~-0.7 m 之間。西側靠永達路的大蒸發池高

程約為 EL-0.4~-0.9 m，東側大蒸發池較深，高程約為 EL-0.9~-1.3 m。周圍土堤、

海堤、道路圍成封閉區域，東側為磚砌結構，東北側海堤頂部高程約為 EL+1.0~1.5 

m。一般而言，濕地多在海平面以下，約為 EL-0.3~-1.4 m 上下；基地內鹽埂、道

路高程約在 EL+0~0.2 m 上下，西側雜木林區約為 EL+0.2~1.0 m 上下，濕地外

圍鄰近的太陽能光電廠區則為 EL+1.4~1.8 m 上下(圖 4-1)。 

(二)土壤和地層： 

    依據中央地質調查所資料顯示，本區所在地層屬第四紀地層中的沖積層(圖

4-2)，其內容物大抵為黏土、粉沙、沙和礫岩，土質呈微鹼性，富含氯化鈉及硫

酸鈉等可溶性鹽類。荒廢鹽灘鹽度極高，引水溝渠附近土地鹽度為 27‰左右，為

紅樹林集中生長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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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根據永安暫定重要濕地分析報告書(103)，本計畫加繪保育利用計畫

範圍 

圖 4-1、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地形示意圖 

圖 4-1、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地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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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地質調查所、本計畫繪製 

圖 4-2、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地質示意圖 

圖 4-2、永安重要濕地地形示意圖 

二、氣候 

    永安重要濕地位於高雄，氣候屬於亞熱帶季風型氣候，根據中央氣象局氣

象高雄測站所提供的資料顯示，近 9 年的平均溫度在攝氏 25.3 度，溫差 32

度，高溫落在 7 月至 9 月，最熱溫度約達 38 度，低溫在每年 11 月至翌年 3

月，最冷溫度接近 5 度（圖 4-3）。 

    雨量集中在 5 月到 9 月之梅雨季與颱風季，其中受颱風的影響最大(圖 4-

4)。在 98 年 8 月八八風災，永安地區降下 1000 公釐以上的雨水，造成濕地內

嚴重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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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本計畫繪製 

圖 4-3、高雄地區近 9 年溫度趨勢圖 

圖 4-3、高雄地區近 9 年溫度趨勢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本計畫繪製 

 圖 4-4、高雄地區近 9 年降雨圖  

圖 4-4、高雄地區近 9 年降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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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文 

(一)濕地水源、水位與水量 

    永安濕地早期因曬鹽，可以透過人工渠道引海水進入，現今因濕地周邊設置

水閘門，形成封閉型濕地。因此濕地內的水源來源主要是每年 4 月至 9 月雨季的

天然降雨與周邊魚塭排水，其次為防洪排水。 

    根據洪(108)自 106 年 10 月至 107 年 4 月調查指出，濕地內南側 22 公頃的

水位變化約在低於海平面 24 至 37 公分，平均水位約低於海平面 30 公分。水量

的部分，南側 80%的區域地形位於-0.67 公尺至-0.34 公尺，換算成水位高低差大

約為 30 公分，再搭配濕地面積換算，南側滿水位的水量約可達 6.6 萬立方公尺。 

(二)排水系統 

    根據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102)，與永安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調查顯

示(106)，濕地周邊水利設施共包含 6 座抽水站、3 座大型閘門系統(其中一座損

壞封閉)、1 座小水閘門、2 條大排水溝(圖 4-5)、濕地南側有約 2 條周邊漁塭之管

線排入。濕地內及北區興達鹽灘地排水，主要由 1-4 號抽水站運作，排水目的除

了調控防汛期水勢外，也因應台電太陽光電系統工程，使光電區基地填高而減少

蓄洪量所設置，可單向將水體抽排至公溝(1、2、3 號抽水站)及興達內海(4 號抽

水站)。 

    另為因應近年極端氣候可能造成的淹水問題，根據經濟部 102 年核定之「易

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高雄市管區域排水北溝排水系統規劃報告中指出，永安

濕地有先天之調洪功能，可以吸納部分北溝排水洪峰量，進行滯(蓄)洪及分洪，

未來開發需保留 20 立方公尺的有效滯洪空間。操作機制為永安濕地與北溝排水 

0K+724 處(1 號閘門)連接之閘門平時關閉，當外水位達到規定值時，關閉興達抽

水站防潮閘門(2 號)，並開啟北溝排水 0k+724 處閘門(1 號閘門)進行分流。發布

豪大雨特報時，以機械抽排方式，先降低濕地內水位，當北溝排水水位高於規定

值時，自然溢流進入濕地，蓄洪期間不操作抽水機，退水後，滯洪池自然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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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本計畫加繪 
濕地內抽水站座標：1 號站 22050’19.42”，120012’51.78”。2 號站 22050’37.50”，120012’46.76”。3 號站

22050’38.12”，120012’46.58”。4 號站 22050’53.53”，120012’18.66”。 

圖 4-5、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與周圍水系示意圖 

圖 4-5、永安重要濕地周圍水系示意圖 
 

 (三)潮汐 

    永安濕地內雖沒有與外海連通感潮，因此本節所描述之潮汐為永安區外海潮

汐變化。根據中央氣象局民國 98 年至 107 年每月潮位統計資料顯示，高雄永安

測站之平均朝位介於 0.15 至 0.42 公尺，最高高潮位出現在 8 月，約+1.217 公尺，

最低低潮位出現在 1 月，約-0.624 公尺(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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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本計畫繪製 

圖 4-6、高雄地區近 9 年(98 至 107 年)潮汐圖 

圖 4-6、高雄地區近 9 年(98 至 106 年 12 月)潮汐圖 

四、水質 

    自 102 年至 107 年永安濕地保育行動計畫監測顯示，有 2 處監測點位於濕

地範圍內，分別是 1 號抽水站（樣點 1）與南區瓦盤池（樣點 2）(圖 4-7)，歷

年水質趨勢圖顯示，濕地水質不同年間有變動(圖 4-8)。分析結果濕地範圍內濁

度平均為 43.1NTU，總懸浮固體平均為 203.7mg/L，BOD5 平均為 27.0mg/L，

氨氮平均為 2.3mg/L，導電度平均為 46.1 ms/cm，水溫平均 29.7℃，鹽度平均

30.6‰，pH 值平均為 8.5，溶氧量平均為 7.5mg/L，硝酸鹽氮平均為 2.2 mg/L，

總磷平均為 1.1 mg/L，化學需氧量平均為 124.1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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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7、永安重要濕地水質監測位置圖 

圖 4-7、永安重要濕地水質監測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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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8、永安重要濕地各項水質結果比較圖 

圖 4-8、永安重要濕地各項水質結果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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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營建署公告之「排水進入重要濕地之入流水水質項目及限值」(附錄

三)顯示，濕地水質之濁度、BOD5、NH3-N、導電度、溫度、鹽度、pH、DO、

NO3-N、TP 有低於或是與地方級入流水水質限值無顯著差異，僅懸浮固體量、

COD 高於限值，主要因濕地水位較淺，加上北區大面積旱地，風力作用下增加

水中懸浮固體量(圖 4-8)。本計畫未來於水質管理保護利用計畫章節，以「重要

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規定為主，進行水質監測。 

五、生態資源 

     依據民國 100 年至 107 年永安重要濕地背景環境生物及社會長期調查研究

與監測成果報告書調查報告，永安重要濕地與北邊興達鹽灘地，共記錄到動物

89 科 214 種(附錄四)，哺乳動物 3 科 6 種，鳥類 28 科 98 種，兩生動物 2 科 3

種，爬行動物 4 科 6 種，昆蟲 22 科 61 種，魚蝦蟹類 17 科 27 種，貝類及底棲

生物 13 科 13 種。其中包括臺灣特有亞種 6 種(褐頭鷦鶯、斑紋鷦鶯、白頭翁、

樹鵲、大卷尾、小雨燕)，瀕臨絕種保育類 2 種(黑面琵鷺、遊隼)，珍貴稀有保

育類 6 種(唐白鷺、白琵鷺、紅隼、魚鷹、小燕鷗、紅嘴鷗)，其他應予保育之

野生動物 4 種(黑尾鷸、半蹼鷸、紅尾伯勞、眼鏡蛇)(表 4-1)。 

表 4-1、永安重要濕地與北邊興達鹽灘地 100 至 107 年各類動物調查結果 

動物類群 目 科 種 特有 特亞 
保育類 

I II III 

哺乳動物 3 3 6 0 0 0 0 0 

鳥類 11 28 98 0 6 2 6 3 

兩生動物 1 2 3 0 0 0 0 0 

爬行動物 1 4 6 0 0 0 0 1 

昆蟲 5 22 61 0 0 0 0 0 

魚蝦蟹類 7 17 27 0 0 0 0 0 

貝類與底

棲生物 
9 13 13 0 0 0 0 0 

總計 37 89 214 0 6 2 6 4 

備註:保育類等級，I 為瀕臨絕種保育類，II 為珍貴稀有保育類，III 為其他

應予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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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哺乳動物 

    共調查到 3 目 3 科 6 種，分別為食蟲目尖鼠科臭鼩，囓齒目鼠科小黃腹

鼠、鬼鼠及田鼷鼠，翼手目東亞家蝠及摺翅蝠。小黃腹鼠與臭鼩為常見的物

種，田鼷鼠於 101 年度後未再觀察到。 

(二) 鳥類 

    共調查到 12 目 28 科 98 種。特有(亞)種部份，分別是褐頭鷦鶯、斑紋鷦鶯、

白頭翁、樹鵲、大卷尾、小雨燕 6 種臺灣特有亞種。保育類部分黑面琵鷺與遊隼

為瀕臨絕種保育類，唐白鷺、白琵鷺、紅隼、魚鷹、小燕鷗、紅嘴鷗為珍貴稀有

保育類，黑尾鷸、半蹼鷸、紅尾伯勞為其他應予保育動物。數量與常見鳥類則是

以蒼鷺、大白鷺、夜鷺、高蹺鴴、反嘴鴴、東方環頸鴴為主。ㄧ級保育類黑面琵

鷺於 102 年度 3 月首次在永安重要濕地出現，同年單日紀錄到最大量有 78 隻；

103 年單日最大量為 26 隻，104 年與 105 年單日最大量為 26 隻，106 年單日最

大量為 128 隻，數量有逐漸增加之趨勢。 

(三) 兩生動物 

    共調查到 1 目 2 科 3 種，分別為叉舌蛙科澤蛙與虎皮蛙，以及赤蛙科的貢

德氏赤蛙，族群量不大，且隨季節、年間變動。 

(四) 爬行動物 

    共調查到 1 目 4 科 6 種，分別為有鱗目守宮科蝎虎，石龍子科長尾南蜥、

多線南蜥，黃頷蛇科臭青公、南蛇，蝙蝠蛇科眼鏡蛇。蝎虎與多線南蜥為永安

重要濕地優勢的物種。 

(五) 昆蟲 

    共調查到 4 目 22 科 61 種，常見物種包含鱗翅目粉蝶科日本紋白蝶、臺灣

黃蝶，小灰蝶科毛眼小灰蝶、波紋小灰蝶、角紋小灰蝶，蛺蝶科雌紅紫蛺蝶，

枯葉蛾科青枯葉蛾、擬三星燈蛾，毒蛾科臺灣黃毒蛾、小白紋毒蛾，草螟科甜

菜白帶野螟蛾。鞘翅目瓢蟲科六條瓢蟲、楔斑溜瓢蟲、波紋瓢蟲、錨紋瓢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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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瓢蟲、赤星瓢蟲，金龜子科絨毛金龜、青銅金龜、大十三星瓢蟲，金花蟲科

小黃溝腳葉蚤、甘藷龜金花蟲。蜻蛉目蜻蜓科侏儒蜻蜓、高翔蜻蜓、彩裳蜻

蜓、猩紅蜻蜓、褐斑蜻蜓，細蟌科青紋細蟌、紅腹細蟌。直翅目斑腿蝗科短角

異斑腿蝗，蝗科長頭蝗，錐頭蝗科紅后負蝗。 

(六) 魚蝦蟹 

    共調查到 6 目 17 科 27 種，常見為慈鯛科吳郭魚，鮰形目胎鱂魚科帆鰭胎

生鱂魚、大肚魚，鰻鱺目鰻鱺科白鰻魚，鼠鱚目虱目魚科虱目魚，鯔形目鯔科

大鱗龜鮻，十足目長臂蝦科東方白蝦，對蝦科草蝦，方蟹科臺灣厚蟹、雙齒近

相手蟹、德氏仿厚蟹、褶痕擬相手蟹、神妙擬相手蟹，地蟹科兇狠圓軸蟹。 

(七) 貝類 

    共調查到 9 目 13 科 13 種，常見為簾蛤目似殼菜蛤科似殼菜蛤。中腹足目

海蜷科栓海蜷、網目海蜷、燒酒海蜷、錐蜷科流紋蜷、山椒蝸牛科栗色山椒

螺。頭楯目粗米螺科褐皮粗米螺。原始腹足目蜑螺科石蜑螺。數量最多的為流

紋蜷及山椒蝸牛。 

(八) 植物 

    永安重要濕地與北區興達鹽灘屬於廢棄鹽田的類型，植物可以生長的範圍

有限。濕地內主要種類是海茄苳、欖李等海岸潮間帶植物，多半分布在周圍的

土堤或是道路上。全區共計有 34 科 109 屬 145 種維管束植物(表 4-2)，其中有

75 種為外來種植物，栽培植物有 1 種，為種植於製鹽株式會社建築物前花壇中

的朱槿。植物出現頻度方面，欖李、海茄苳在全區皆有出現；其次為海馬齒。 

表 4-2、永安重要濕地各類植物調查結果 

分類群 科 屬 種 

雙子葉植物 30 81 105 

單子葉植物 4 28 40 

外來種 19 54 75 

栽培種 1 1 1 

合計 34 109 145 

資料來源：永安鹽田濕地保育行動計畫(100 年至 1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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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當地社會、經濟之調查及分析 

一、人口 

    永安區共有永安里、永華里、新港里、鹽田里、保寧里、維新里六個里。

根據高雄市民政局民國 102 年至 106 年的人口統計顯示，永安區人口數成長趨

勢平緩，僅維新里有逐年成長，且是本區有最多的人口數，平均為 4001 人占全

區 28%，濕地所在之鹽田里因鹽田文化的式微人口最少，平均僅有 435 人，占

全區 3% (表 5-1、圖 5-1)。 

表 5-1、102 年至 106 年永安區各里歷年人口數統計表 

年份 102 103 104 105 106 平均 比例% 

永安里 1828 1810 1786 1787 1775 1797 13 

永華里 2170 2163 2159 2153 2112 2152 15 

新港里 2839 2797 2754 2735 2678 2761 20 

鹽田里 439 439 437 433 428 435 3 

保寧里 2895 2954 2971 2952 2945 2944 21 

維新里 3959 3962 4009 4027 4050 4001 28 

總計 14130 14125 14116 14087 13988 14089 100 

資料來源：高雄市民政局，本計畫彙整。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1、102 年至 106 年永安區各里人口數比例 

圖 5-1、102 年至 106 年永安區各里人口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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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經濟 

    永安濕地內目前無任何經濟產業進行，但因周邊均為養殖產業，故此章節

列出永安區的產業經濟為主。 

(一) 一級產業 

    永安區一級產業以漁業為主。依據 100 年至 105 年高雄市漁業年報顯示，本

濕地範圍所涉及之永安區，漁業可分成沿海漁業與內陸養殖 2 種。沿海漁業產量

累積為 197.36 公噸，產值累積為 40900.08 千元，各占高雄市總產量 2%與總產值

4%(表 5-2)。內陸養殖包含鹹水魚塭與淡水魚塭，鹹水魚塭累計產量為 52871.05

公噸，產值累積為 10496435 千元，各占高雄市總產量 47.5%與總產值 56.5%(表

5-3)。淡水魚塭累計產量為 3758.09 公噸，產值累積為 542423.1 千元，各占高雄

市總產量 3.7%與總產值 5.8%(表 5-4)。鹹水魚塭養殖面積累計為 5351.18 公頃，

占高雄市養殖面積 45.2%；淡水魚塭養殖面積累計為 140.58 公頃，占高雄市養殖

面積 1.5%(表 5-5)。 

表 5-2、100 年至 105 年漁業產量與產值一覽表 

漁業產量(公噸) 

年份 

地區 
105 104 103 102 101 100 累計 

永安區 21.72 30.02 28.9 36.21 36.19 44.32 197.36 

高雄其他區 2189.75 2165.53 1417.72 1526.86 1123.87 1374.82 9798.55 

合計 2211.47 2195.55 1446.62 1563.07 1160.06 1419.14 9995.91 

漁業產值(千元) 

年份 

地區 
105 104 103 102 101 100 累計 

永安 5805.95 無資料 8063.13 7872 8503 10656 40900.08 

高雄其他區 373478.3 20215.56 187548.7 190165 168243 182366 1122017 

合計 379284.3 20215.56 195611.8 198037 176746 193022 1162917 

資料來源：高雄市漁業年報，本計畫彙整 

 

表 5-3、100 年至 105 年內陸養殖-鹹水魚塭產量與產值一覽表 

產量(公噸) 

年份 

地區 
105 104 103 102 101 100 累計 

永安區 3398.73 10332.8 10338.04 10996.94 8885.92 8918.62 528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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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其他區 7856.2 9407.59 8261.24 11053.11 12913.09 8990.06 58481.29 

合計 11254.92 19740.39 18599.27 22050.07 21799.01 17908.68 111352.3 

產值(千元) 

年份 

地區 
105 104 103 102 101 100 累計 

永安區 815550.58 2176765 2394336 1910144 1616822 1582817 10496435 

高雄其他區 1257535.8 1427711 1346732 1326848 1495280 1234716 8088822 

合計 2073086.4 3604476 3741067 3236992 3112102 2817533 18585257 

資料來源：高雄市漁業年報，本計畫彙整 

 

 

表 5-4、100 年至 105 年內陸養殖-淡水魚塭產量與產值一覽表 

產量(公噸) 

年份 

地區 
105 104 103 102 101 100 累計 

永安區 無資料 42 1182.88 1029.54 934.23 569.44 3758.09 

高雄其他區 11232.88 13226.3 15255.84 19527.03 18981.72 19483.37 97707.14 

合計 11232.9 13268.3 16438.71 20556.6 19915.95 20052.81 101465.3 

產值(千元) 

年份 

地區 
105 104 103 102 101 100 累計 

永安區 無資料 3780 179510.8 114858.9 144748 99525.41 542423.1 

高雄其他區 1359350 1087893 1142408 1873335 1629669 1637207 8729862 

合計 1359350 1091673 1321918 1988194 1774419 1736733 9272287 

資料來源：高雄市漁業年報，本計畫彙整 

 

表 5-5、100 年至 105 年內陸養殖-鹹、淡水魚塭養殖面積一覽表 

鹹水魚塭(公頃) 

年份 

地區 
105 104 103 102 101 100 累計 

永安區 897.54 939.02 925.56 848.69 934.66 805.71 5351.18 

高雄其他區 978.84 1118.32 901.33 1039.32 987.4 1473.4 6498.61 

合計 1876.38 2057.34 1826.89 1888.01 1922.06 2279.11 11849.79 

淡水魚塭(公頃) 

年份 

地區 
105 104 103 102 101 100 累計 

永安區 無資料 25.2 37.21 18.05 46.37 13.75 140.58 

高雄其他區 1565.69 1603.79 1645.25 1483.28 1407.24 1678.09 9383.34 

合計 1565.69 1628.99 1682.46 1501.33 1453.61 1691.84 9523.92 

資料來源：高雄市漁業年報，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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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級產業 

    依據 106 年高雄市經濟統計年報，本濕地範圍所涉及之永安區，其二級產業

場所工廠登記家數為 98 間，永安區前三大排名工業，排名第一者為金屬製品製

造業 35 家，占全區 35.7%，第二名分別為機械設備製造業 11 家、基本金屬製品

製造業 11 家，分別占全區 11.2%，第三名橡膠原料及人造纖維 10 家，占全區

10.2%。 

三、人文景觀資源 

    依據高雄市政府都市發展局規劃報告，永安重要濕地及所屬之永安區規劃

為濱海生態遊憩帶，可結合海岸、濕地復育與河川整治，發展河岸親水與海域

觀光遊憩。因此將濕地範圍內及周邊鄰近景點具有歷史文化、產業休閒、自然

生態等匯整如下： 

(一) 古蹟 

    本濕地範圍內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之直轄市定古蹟共計 1 處，為原烏樹林

製鹽株式會社辦公室(表 5-6)。 

表 5-6、永安重要濕地範圍內及其周邊文化資產一覽表 

項目 說明 

古蹟 

資產名稱 原烏樹林製鹽株式會社辦公室 

主管機關/

管理人 
高雄市文化局/台灣電力公司興達發電廠 

位置 永安重要濕地 

指定/登錄

理由 

1. 明永曆 18 年(1664)，臺灣軍備圖內即標誌本地為鹽埕；清

雍正 5~12 年(1727~1735)臺灣輿圖即標誌本地為烏樹林

庄。該地即為鳳山縣瀨東場原址。 

2. 此區後有宿舍，旁有倉庫，應是當地曬鹽產業設施的證

物。 

3. 磚砌及洗石子施作精緻，具有研究日治時期建築工藝之價

值。 

4. 本建築物正立面為臺灣洋樓式建築，山牆中間有渦捲紋及

草葉紋組成的徽章飾，該徽章為烏樹林製鹽株式會社的標

誌。 

級別 市定(直轄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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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公告日期

文號 
97/05/21 府文資字第 0970116482 號 

照片 

 

資料/圖片來源：高雄市文化局(107) 

(二) 廟宇 

    依據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民國 107 年)顯示，永安區廟宇共有 17 間，其

中有 6 間鄰近永安重要濕地，由北往南分別是玄德宮、南瑞宮、新港宮、永安宮、

天后宮、玉佛宮(表 5-7、圖 5-2)。 

表 5-7、永安重要濕地範圍周邊廟宇一覽表 

行政區/里 廟名 教別 主祀神明 創立年代 

(西元年) 

新港里 玄德宮 道教 福德正神 民國 69 年 

(1980) 

鹽田里 南瑞宮 道教 天上聖母 民國 63 年 

(1974) 

新港里 新港宮 道教 五府千歲 民國前 34 年

(1877) 

永華里 永安宮 道教 天上聖母 民國前 40 年

1871 

永安里 天后宮 道教 天上聖母 民國 90 年 

(2001) 

永安區 玉佛宮 道教 觀世音菩薩 民國 80 年 

(1991) 

資料來源：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民國 1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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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聚落 

    永安重要濕地原為烏樹林鹽場，於日治時期所開闢的鹽田，因曬鹽工作需大

量人力進行，因此鹽田周邊興建以閩南三合院式建築與當時流行的洗石子外牆建

構宿舍區，以便招募大量鹽民前來工作，逐漸形成鹽村聚落。隨著鹽場關閉後數

十年，106 年鹽田里人口數 428 人，社區組織協會 1 處，為高雄市永安區鹽田社

區發展協會。因鹽村有嚴重的人口外流及老化問題，因此社區協會以老人照顧與

推動社福醫療為主。近年社區積極推動鹽文化活動，利用社區的住家牆面進行彩

繪，以鹽為主題彩繪出過往鹽村的工作情況、平日生活內容。 

  

 

 

圖 5-2、永安重要濕地周邊永安鹽田社區彩繪巷 

圖片來源：鹽田社區發展協會(民國 107) 

 (四) 其他文化祭典 

    濕地周邊的永安區公所，自民國 99 年起舉辦一年一度的「石斑魚文化節」，

突顯永安區的石斑魚產業特色，近年除了舉辦石斑魚相關的系列活動外，也將永

安重要濕地納入活動景點之一，透過遊園巴士讓參與民眾拜訪濕地，也因為石斑

魚節活動時間正值候鳥季節，遊客可以觀賞到種類繁多的水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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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與周邊人文景觀資源分佈圖 

圖 5-3、永安重要濕地內與周邊人文景觀資源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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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土地及建築使用現況 

    本計畫位於高雄市永安區屬於人工濕地，就土地權屬、土地使用分區以及

土地及建築使用現況進行分析，土地權屬及所屬功能分區詳見附錄五。 

一、土地權屬、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一) 土地權屬 

    根據高雄市地政局所提供之地籍圖及地籍資料彙整得知，濕地地籍均位於

永安區烏樹林段。目前永安重要濕地之土地權屬共計 26 筆，總面積為 412,500

公尺(圖 6-1，附錄五)。其中台灣電力公司 21 筆，面積為 410,589.64 平方公

尺，佔保育利用範圍 99.54%；高雄市政府 2 筆，面積為 667 平方公尺，佔

0.16%；國有地 3 筆，面積為 1,243.36 平方公尺，佔 0.3%(表 6-1)。另本濕地原

公告地籍烏樹林 684-9 地號及 825 地號等 2 筆土地，配合台灣電力公司燃氣機

組更新計畫進行土地分割，修正為烏樹林段 684-18 地號及 825-1 地號。 

表 6-1、永安重要濕地土地權屬表 

土地權屬 土地面積(m2) 比例(%) 

台灣

電力

公司 

烏樹林段 681、682、682-3、682-4、682-

5、682-6、682-16、682-29、683-1、684、

684-1、684-3、684-4、684-8、684-9、

684-12、684-15、684-18、775-3、825、

825-1 共 21 筆土地 

410,589.64 99.54 

高雄

市政

府 

烏樹林段 682-7、682-8 共 2 筆土地 667 0.16 

國有

地 

烏樹林段 683-6、775-7、775-9 共 3 筆土

地 

1,243.36 0.3 

合計 412,500 100 

(二) 土地使用分區 

    永安重要濕地主要位於非都市土地之一般農業區，與部分特定專用區(圖 6-

2，表 6-2)，地目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國土保安用地、水利用地及交通用

地(圖 6-3，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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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永安重要濕地土地使用分區表 

土地使用分區 土地面積(m2) 比例(%) 

非都市

土地 

一般農業區 394,176.5 95.56 

特定專用區 18,323.5 4.44 

合計 412,500 100 

表 6-3、永安重要濕地土地使用編定表 

土地使用編定 土地面積(m2) 比例(%)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396,843 96.2 

國土保安用地 9,743 2.36 

水利用地 3,250 0.79 

交通用地 2,664 0.65 

合計 412,500 100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本計畫繪製 

圖 6-1、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土地權屬分布圖 

圖 6-1、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土地權屬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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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全國土地使用分區資料系統(107)，本計畫加繪保育利用計畫範圍 

圖 6-2、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圖 6-2、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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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本計畫繪製 

圖 6-3、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非都市土地使用編定示意圖 

圖 6-3、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非都市土地使用編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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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物現況調查 

    永安重要濕地內包含一座市定古蹟，西邊緊鄰台電太陽能綠能發電機組，

另為每年 4 月至 9 月雨季時期，濕地能充分發揮蓄水洪功能與遊客進入濕地之

安全，台電施作抽水閘門與防護圍籬。周邊重要建物以濕地教育解說中心與賞

鳥設施為主，各建物詳述如下表 6-4，其相對位置如圖 6-4。 

表 6-4、永安重要濕地內部與周邊建物現況調查一覽表 

建物名稱 照片 

原烏樹林製鹽株式會社辦公室(設施位置編號 5) 

濕地內最明顯之結構物為原烏樹林製鹽株式會社辦公

室，於 97 年由高雄縣政府指定為產業設施類之縣定

古蹟，高雄縣市合併後，目前為市定古蹟。古蹟範圍

共 1.3 公頃，其中包含主建築為兩層仿巴洛克式之臺

灣洋樓式建築、兩側有倉庫，及周邊鹽鹵池和瓦盤遺

跡。台灣電力公司於民國 95 年進行整建，並負責管

理，目前無任何使用計畫，也並無對外開放，僅於永

安石斑魚節時開放民眾參觀。 

 

 

 

 

賞鳥亭(設施位置編號 2) 

有四處賞鳥設施，分別位於鹽保路 1 處、永達路 1

處、濕地內 2 處。由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規

劃設計，市府及台灣電力公司出資施工。 

 

 

紅樹林復育區(設施位置編號 6) 

台灣電力公司於濕地東北側規劃三區紅樹林復育區，

並設有兩座水泥便橋跨越鹽田引水溝供參觀者進入。

西側兩區已有種植紅樹林幼苗，東側一區則完成排水

基礎設施。 

 

 

 

抽水幫浦站(設施位置編號 10) 

位於濕地東北側之抽水幫浦站，由台灣電力公司建

置，將濕地內之水體抽排至公溝中。亦設有閘門控制

濕地水體流入興達鹽灘北側內，於防汛時期扮演重要

角色，但僅能單向將濕地內之水體排出，無法將連接

公溝之興達內海之海水抽入濕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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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名稱 照片 

紅樹林柵欄設施(設施位置編號 4) 

濕地北、西及南面四周目前均設有鐵網柵欄，阻絕民

眾及野狗隨意進入，降低對當地棲地之干擾 

 

 

永安重要濕地生態教育中心(設施位置編號 14) 

永安重要濕地生態教育訓練中心為由新港國小鹽田分

校閒置校舍改建，提供作為環境教育及永安石斑魚文

化節活動展覽空間。目前由中山大學派員進行管理，

每月提供生態解說活動。 

 

 

台電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施位置編號 3) 

台電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占地 10 公頃，裝置容量

4.6MW，於 98 年動工，民國 100 年完成啟用，為目

前臺灣最大太陽光電設置場(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

會，102；台電月刊 12 月號 )。此工程最初設置區位

於目前濕地範圍內，歷經與環保團體及地方代表協商

折衷後，改為目前場址所在地。台電為促進國內太陽

光電產業，因此建置此系統，以落實節能減碳、綠色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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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6-4、永安重要濕地內與周邊現有建物分佈圖 

圖 6-4、永安重要濕地內與周邊現有建物分佈圖 

 

 

 

 

 

8. 紅樹林復育池(排水基礎設施) 

9. 水閘門(調控濕地水位) 

10. 抽水幫浦站(1號機) 

11. 維修電塔便道 

12. 維修堤防便道 

13. 舊廢曬鹽田瓦盤 

14. 永安重要濕地生態教育中心 

1. 濕地入口 

2. 賞鳥亭 

3. 台電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 

4. 紅樹林柵欄設施 

5. 烏樹林製鹽株式會社辦公室 

6. 紅樹林復育池 

7. 連接紅樹林復育池之便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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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有交通運輸系統 

(一) 道路交通路線 

    到達永安重要濕地可利用國道、省道、縣道等，外縣市民眾可由中山高高

科交流道，接南科高雄園區中山高聯絡道路，接路科二路，接路科九路，進入

保興二路，進入省道 17，進入鹽保路即可抵達。高雄市民除了國道外，也可利

用省道 1 號與 17 號分別前往濕地(圖 6-5)。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6-5、進入永安重要濕地聯外道路示意圖 

圖 6-5、進入永安重要濕地聯外道路示意圖。 

(二) 自行車道 

    目前濕地周邊已有規劃自行車步道，由阿公店溪河堤連結至永新漁港、新

達海堤遊樂區開發、濕地南側之鹽保路，至省道 17 串連至北邊茄萣暫定重要濕

地公園(圖 6-6)，並於永安濕地周邊新設公共腳踏車租借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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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本計畫繪製 

圖 6-6、進入永安重要濕地自行車道路示意圖 

圖 6-6、進入永安重要濕地自行車道路示意圖。 

(三) 大眾運輸 

    目前可抵達濕地之大眾運輸工具，僅高雄客運之 8019 路線公車，接駁由捷

運南崗山站、岡山轉運站至濕地(塭仔邊站)之民眾，公車班次平日一天四班，

假日一天僅三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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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具重要科學研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價值之應優

先保護區域 

一、具重要科學研究價值 

    永安重要濕地富含豐富的生態資源，包括多種遷移性鳥類、繁殖水鳥，底

棲生物及魚類，這些物種仰賴濕地提供多樣性的資源及可躲藏的棲地得以生

存，且此濕地為人工濕地，範圍適中，內有水閘門可調控水位，周邊又有魚塭

排放水，相當適合做為濕地生態系的科學研究場域。 

二、具文化資產價值 

(一) 古蹟 

    濕地範圍內有依文資法公告直轄市定古蹟 1 處，為原烏樹林製鹽株式會社

辦公室。古蹟由磚砌及洗石子精緻施作，具有研究日治時期建築工藝之價值，

建築物正立面為洋樓式建築，山牆中間有渦捲紋及草葉紋組成的徽章飾，該徽

章為烏樹林製鹽株式會社的標誌。 

(二) 曬鹽文化 

    永安重要濕地原為「烏樹林鹽場」，開闢於民國前四年(日治時期 1908

年)，鹽工由本地的庄民擔任，後來為增加曬鹽效率，雇請北門鹽場有經驗的鹽

工來此曬鹽，隨著鹽工數量增加，在鹽場一側形成聚落，也就是今日的「鹽田

里」，光復後烏樹林鹽場繼續曬製民生用鹽，直到民國 73 年讓售予興達火力發

電場，結束 76 年的鹽業歷史。目前濕地內與周邊，留下廣大的瓦盤鹽灘及儲滷

池、引水渠道、排水溝等的景觀，是重要的文化資產，宜有適當管理與維護，

以保存濕地曬鹽文化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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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7-1、永安重要濕地內與周邊具文化資產價值區域分佈圖 

圖 7-1、永安重要濕地內與周邊具文化資產價值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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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生態及環境價值 

(一) 遷移性鳥類過境度冬及生物多樣性保護區域 

    永安重要濕地位於高雄濕地生態廊道上，是許多保育類候鳥南遷北返的過

境與度冬地點，周圍的野生動物，也因覓食或繁殖的需求而休憩於永安重要濕

地。自民國 102 年起，陸續有黑面琵鷺在此濕地活動，且數量逐年增加，因

此，若能維護濕地生態環境的完整，不僅能強化生物多樣性，讓動植物得到完

善的保育，也能提供野生動物於廊道間移動及隱蔽的空間，甚至將會是黑面琵

鷺向南串連的基地。 

(二) 重要生態物種項目及活動範圍 

    根據民國 100 年至 107 年高雄市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生態資源調查結果

與國際鳥盟永安濕地重要野鳥棲息地(IBA)之鳥種，本計畫列出 7 種重要生態物

種包含：黑面琵鷺、蒼鷺、大白鷺、高蹺鴴，鸕鶿、雁鴨科與東方環頸。黑面

琵鷺為瀕危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全球數量約 4 千隻，每年有一批族群會穩定

利用永安濕地；高蹺鴴與東方環頸鴴則是濕地內近年有穩定繁殖的物種；鸕鶿

與雁鴨科與濕地水位深淺有關聯，可作為永安濕地水位的指標物種；最後則是

在永安濕地有大量族群的大白鷺、蒼鷺。這些重要物種介紹如下，牠們在濕地

的主要活動範圍詳見圖 7-2。 

(1) 黑面琵鷺 

    黑面琵鷺自民國 102 年起有黑面琵鷺拜訪濕地的紀錄後，濕地內因水位的

差異，族群逐漸往南區遷移，102 年最大數量為的 78 隻，103 年 26 隻，104 與

105 年 90 隻，106 年達到 128 隻(表 7-1)。黑面琵鷺目前是白天利用此濕地停棲

休息與覓食。黑面琵鷺主要活動範圍在濕地南側 22 公頃，覓食區域偏好水深

18 至 35 公分的水域環境，休息區域則以裸露灘地為主。 

(2) 蒼鷺 

    蒼鷺自 100 年度起記錄到 564 隻次，逐年增加到 104 年度 1425 隻次，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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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106 年都超過 2 千隻次(表 7-1)，在臺灣濕地中能涵養如此大量族群量殊為

少見。蒼鷺主要活動範圍為可從裸露灘地至水深 40 公分的水域環境。 

(3) 大白鷺 

    大白鷺族群自 100 年度 194 隻次，族群數量逐年增加，至 106 年度累計有

1167 隻次(表 7-1)。大白鷺主要活動範圍為可從裸露灘地至水深 40 公分的水域

環境。 

(4) 高蹺鴴 

    高蹺鴴數量相當多，而且利用濕地繁殖，除 101年及 103年數量較少外，

其餘年間多達 1千隻次，近兩年都超過 2千隻次，這些數量可能顯示濕地的環

境變化(表 7-1)。高蹺鴴主要活動範圍在濕地南側 22 公頃，偏好水深 10 公分以

內的淺灘地淺灘地為主，繁殖區域則偏好裸露灘地。 

(5) 鸕鶿 

    鸕鶿 105 年前數量在 100 隻次以下，到 106 年數量達到 1174 隻次，可能顯

示濕地的環境變化(表 7-1)。鸕鶿偏好水深 30 公分以上的水域環境。 

(6) 雁鴨科 

    雁鴨科在 100 年至 104 年數量都在 500 隻次以下，隨著近年南區水位調

控，105 年度記錄到 1009 隻次，106 年度為 858 隻次，雁鴨科受水位深淺影響

甚大，因此挑選雁鴨科作為水位變化觀測物種(表 7-1)。雁鴨科主要活動範圍在

濕地南側 22 公頃，覓食區域偏好水深 12 至 30 公分的水域環境，休息區域則偏

好水深 12 公分以內之淺灘地為主。 

 (7) 東方環頸鴴 

    IBA 公告時，東方環頸鴴數量達上萬隻次，目前歷年數量則在 300 至 1300

隻次間變動 (表 7-1)。東方環頸鴴偏好水深 7 公分以內的淺灘地淺灘地為主，

繁殖區域則偏好裸露灘地。 

    作為鳥類食物來源的魚類及底棲生物的數量，也因濕地水域環境變動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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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變化，若不能提供定穩定的食物來源，上述的重要鳥種也會受到影響，因此

也將魚類、底棲生物作為觀測指標。重要生態物種之分布範圍，魚類與底棲生

物為全區，鳥類分布範圍如圖 7-2。 

表 7-1、永安重要濕地重要鳥種數量(當年觀測最大值) 

物種名稱 數量 

朱鷺科 黑面琵鷺 

年度(民國)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永安濕地(最大隻數) 0 0 78 26 90  90  128  130 
北側興達鹽灘(最大隻數) 0 0 1 3 37 12 0 0 

 

 

鷺科 蒼鷺 (鷺科) 

年度(民國)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永安濕地數量(隻次) 564 292 732 748 1425  2371  2032  

北側興達鹽灘數量
(隻次) 

119 196 511 399 404 714 178 
 

大白鷺 

年度(民國)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永安濕地數量
(隻次) 

194 38 1693 476 883  458  1167  

北側興達鹽灘 

數量(隻次) 
527 29 546 557 728 742 200 

 

長腳鷸科 高蹺鴴 

年度(民國)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永安濕地數量
(隻次) 

1114 87 1274 13 713 2430  2728  
 

鸕鶿科 鸕鶿 

年度(民國)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永安濕地數量
(隻次) 

1 0 119 122 0 26 1174 
 

雁鴨科 雁鴨科 

年度(民國)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永安濕地數量
(隻次) 

136 4 475 262 387 1009 858 
 

琵嘴鴨 

年度(民國)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永安濕地數量
(隻次) 

5 0 131 58 127 349 513 
 

小水鴨 

年度(民國)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永安濕地數量
(隻次) 

92 0 144 186 130 227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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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名稱 數量 

鴴科 東方環頸鴴 

年度(民國)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永安濕地數量
(隻次) 

1139 842 538 848 1345 294 1119 
 

資料來源:高雄市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永安重要濕地背景環境生物及社會長期

調查研究與監測(民國 100年-106年)。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7-2、永安重要濕地重要鳥類利用區域 

圖 7-2、永安重要濕地重要指標物種鳥類利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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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課題與對策 

課題一：生態保育與能源開發如何共存。 

說  明：永安重要濕地西鄰太陽能光電廠，北接興達鹽灘未來設置新燃氣機組，

雖然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15 公頃作為兩者間的緩衝區，以降低開發時對濕

地造成之衝擊，但大型機組進出所發出的噪音、震動與施工干擾等可能

會影響濕地鳥類活動，未來新機組正式營運後，亦可能對濕地帶來其他

影響。永安濕地的生態保育與能源應如何共存呢?又如何仰賴良好的減輕

衝擊及管理措施，使民眾除了可以透過濕地了解自然生態與文化外，也

可以就近了解燃氣與綠能兩種能源的各項電力建設。 

對  策： 

1. 持續監測生態及環境，作為未來推動濕地通盤檢討與提供電廠針對

周邊環境設置、規劃友善措施的基礎資料。 

2. 台電與相關專家學者合作，以因應未來鄰近廠區營運過程，有汙染

或是其他人為操作影響濕地生態時，擔任溝通窗口與提供環境改善

對策。 

3. 未來可活化濕地西側教育解說中心，於中心內設置能源相關展示模

型與解說資源。 

4. 由台電公司、高雄市政府與學術機構，或民間生態團體合作，推動結

合環境保育與能源開發各項教育活動。 

5. 於基地邊界及施工便道臨永安濕地側設置施工圍籬，降低對周邊之

擾動。交通路線並做好抑制揚塵措施，詳細文字說明詳見附錄七。 

6. 鄰近濕地範圍整地採分區施工，避開候鳥之度冬期(9月至次年5月)，

減少設置施工照明、警示燈且架設高度低於施工圍籬，避免於夜間

施工，詳細文字說明詳見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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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二：濕地安全與人為活動管理。 

說  明：永安重要濕地過往為鹽田，裡面有許多引海水的溝渠、滷池、古蹟等，

地勢凹凸不平，因為部分設施被水所淹蓋，如有民眾誤闖濕地內部，將

有危險之虞，此外，計畫範圍內未來可能設置設施供居民進入休閒遊憩，

或讓民眾進入環境教育區參與環境教育及曬鹽文化體驗，需兼顧濕地的

遊憩壓力，及人為活動安全問題。 

對  策： 

1. 為避免誤闖濕地內部，使遊客發生意外，可利用圍籬或土堤等規範遊

憩路線，確保遊客遊憩安全。 

2. 環境教育區及核心保育區為顧及民眾安全及生態保育之需要，除主管

機關同意或明智利用項目內允許之特定節慶參訪活動及曬鹽文化體

驗外，其餘時段民眾進出需經申請，且須由管理人員帶領採團進團出

的方式進行導覽，以降低濕地的遊憩壓力，並顧及人為活動安全。 

3. 倘若未來於其他分區設置設施，建議採取低度開發，盡量保持原生態

環境，並設置步道及規範。 

課題三：永安重要濕地教育推廣及社區參與。 

說  明：永安重要濕地因為長期受管制，當地居民幾乎無法進入利用，因此對

於濕地生態不甚了解。因此，未來建議結合周邊產業和濕地生態，推動

濕地保育，同時結合社區與地方團體推廣環境教育，以兼顧濕地教育推

廣及社區參與。 

對  策：永安重要濕地坐擁豐富的生態及文化基礎及周邊的解說教育設施，未

來可朝向以公私合作的模式，由地方團體單位或社區協會，以認養或受

委託的方式協助經營管理，逐步培育永安濕地環境教育能量，辦理宣

導、環教活動，導覽濕地人文生態，更可於未來進一步將濕地生態特色

與地方產業串連，推動濕地特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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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四：永安重要濕地水量、蓄水滯洪、水質管理措施。 

說  明：南臺灣之氣候型態多呈現夏季多雨，冬季乾燥，且濕地的水源除了天

然降雨與周邊魚塭排放水外，並無其他感潮或是能補充的乾淨海水。由

於魚塭排水營養鹽高，若無雨水稀釋或是乾淨的海水補充，很容易因高

濃度的氮、磷等營養物質，引起藻類及其他浮游生物的迅速繁殖造成優

養化；此外隨著近年天氣型態改變，時而連續乾旱，時而轉為短時間強

降雨，因此如有適當的水量管理措施，除可適時補充水源，也可以因應

未來氣候異常對濕地生態系統造成衝擊，如降雨量減少導致濕地內水位

過淺甚至乾涸，或是因暴雨無法及時宣洩造成的淹水，進而直接減少對

濕地底棲生物與魚類生存及對候鳥利用棲息的影響。 

對  策： 

1. 未來可以善用濕地地形高低，營造濕地水體自主流動循環，使濕地

水體不需靠外力被動循環更新，可將過多的營養鹽由抽水閘門排出

濕地，讓乾淨水源流入，維持水質避免優養化。 

2. 評估規劃針對濕地水域地形，適度營造低漥凹谷或水底堤等深淺不

同的環境，於濕季時儲存水量，避免整體濕地完全乾涸的情況，也

可配合氣候異常時進行水位調控，確保濕地生態系統的韌性。 

3. 永安濕地因地勢低於海平面，可作為天然儲水池，因在雨季時期可容

納外來水體，故對於水質之要求在 4 月至 9 月雨季期間免受「重要濕

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之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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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重要濕地保育利用原則與構想 

一、規劃原則 

1. 維持棲地環境多樣性，提供各類生物利用。  

2. 強化分區明智利用與管制，基於濕地保育法明智利用精神，將濕地分區管

理，取得生態與人為利用間的平衡，以達永續發展。  

3. 善用本濕地豐富之生態資源，推廣濕地環境教育。 

二、保育利用規劃構想 

(一) 規劃理念 

1. 維持棲地環境的穩定性與生物多樣性 

    永安重要濕地內以遷移性水鳥為主。濕地內也有多樣性的棲地類型如開放式

水域、紅樹林灘地、防風林等。開放式水域有廣大的水域面積提供多數的鷸鴴科、

黑面琵鷺、鸕鶿等在此覓食與棲息。紅樹林灘地主要由紅樹林構成，林相茂密，

提供了秧雞科鳥類極佳的休憩環境。防風林區域位主要由木麻黃、銀合歡、紅樹

林、蘆葦與禾本科植物組成，裡面有 2 處深池，被樹林包圍，除了提供喜鵲築巢，

及少數鳩鴿科鳥類停棲外，主要是鷺科停棲使用，形成鷺鷥林；此外因隱蔽性高

也成為雁鴨科、小鷿鷈利用的區域。因此在棲地的維護上建議保持原狀。 

   永安重要濕地目標在維持整體生物多樣性，需同時考量上述鳥類的水位需求，

因此搭配濕地原有的地形自然高低起伏，與先前的水位分析研究，建議永安濕地

的水位控制在低於海平面約 30 公分左右，可保留較多的鳥類多樣性。 

2. 強化分區明智利用與管制 

    透過濕地保育法之明智利用管理精神，規劃濕地分區管理機制，落實生態

保育並降低人類活動之干擾，提供臺灣西南部候鳥過境、停棲之重要棲地，在

西南沿海生物廊道上扮演重要角色。取得生態保育及濕地經濟發展的平衡。 

3. 善用本濕地豐富之生態資源，推廣濕地環境教育 

    永安重要濕地兼具教育、休閒、科學研究、氣候變遷調節等多面向濕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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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未來規劃應遵循明智利用精神，以生態保育為主，兼顧水質淨化、調節都

市微氣候、提供市民自然觀察、休閒遊憩、環境教育等全方位濕地功能。 

(二) 規劃構想 

    依濕地保育法第 16 條所述，得依現地情況及需求，劃設各分區做為適當

管制與未來推動濕地保育的依據，本濕地劃分為核心保育區、環境教育區及其

他分區。 

（1） 核心保育區：此區面積大且連續無分隔，鳥類種類與數量眾多，為中大

型水鳥如黑面琵鷺、大白鷺、蒼鷺的覓食、休息利用地，同時也是高蹺

鴴、東方環頸鴴繁殖地點，周邊有連續的紅樹林包圍濕地，人為活動干

擾甚少，因此規劃此區為生物活動與生存空間，僅提供研究使用，人為

干擾應降至最低。 

（2） 環境教育區：主要提供遊客環境展示、解說及觀賞等低強度使用，降低

對環境生態之干擾與破壞，因此本區依使用目的分成二區，環教一區為

有條件性開放，作為導覽解說、環境教育活動場域。在不開放參觀的時

期，此區也可為紅樹林植物及鳥類之保育棲地；環教二區為濕地南側及

東側賞鳥設施與步道為主，民眾可自行前往參觀，或透過專業導覽人

員，進行深度自然探索。 

（3） 其他分區：濕地北側緊鄰興達電廠未來新燃氣機組開發地，為減輕環境變

遷衝擊，劃設 15 公頃其他分區，作為開發與保育之緩衝區域。為兼顧能

源開發、在地居民利用與維護濕地生態現況之永續經營考量，此區域之西

側臨興達路約 1.5 公頃範圍內，規劃具有生態教育、符合在地居民共同維

護利用之場域，如低密度設計之生態公園、步道、運動場域及公共服務設

施(提供具備多功能集會空間、體能競技及生態教育、展示與閱覽等功能

之多功能活動中心(含停車場等其他附屬設施)，其餘區域則維持部分生態

原貌以維護濕地生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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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及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一、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疇 

(一) 法律依據  

    依據濕地保育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主管機關認為鄰接重要濕地之其他

濕地及周邊環境有保育利用需要時，應納入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一併整

體規劃及管理。」 

(二) 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  

    本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詳參圖 10-1，總面積為 56.25 公頃，大部分為

台灣電力公司產權。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0-1、永安重要濕地及保育利用計畫範圍示意圖 

圖 10-1、永安重要濕地及保育利用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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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濕地系統功能分區  

    本濕地依據濕地保育法第 16 條，按濕地功能分區劃設原則共劃分 3 個分

區，分別是核心保育區面積 20.74 公頃，環境教育區面積 20.51 公頃，其他分區

面積 15 公頃，總面積合計 56.25 公頃(如圖 10-2)，各功能分區編號、面積、劃

設區域及管理目標請參見表 10-1 及表 10-2。 

(一) 核心保育區  

    為落實生態平衡、生物多樣性之目標，維持與保護豐富自然環境以提供遷

移性鳥類在此棲息、覓食與繁殖。  

1. 劃設原則：為保護濕地重要生態，依據現況自然生物資源豐富及濕地重要

生態物種主要活動範圍，且不受人為因素干擾或影響之區域。 

2. 劃設區域：依現況以濕地南側之水域(包含部分烏樹林段段號 681、682、

682-3、682-6、682-7、682-8 六塊土地)，劃設具生態保育價值之區域，劃

設面積為 20.74 公頃。  

3. 劃設管理目標：  

(1) 為保護濕地重要生態，以容許生態保育及研究使用為限。  

(2) 持續監測本濕地各種生態、水質與水文資料。 

(二) 環境教育區  

    推動濕地生態環境與曬鹽文化教育，以現有設施之環境保育與教育場域，

分成二區作為環境教育區。  

1. 劃設原則：維持自然生態環境避免人為過多干擾異動，現有鹽田文化、環

教設施及自然生態豐富之區域。 

2. 劃設區域：依現況分成環教一區為濕地北側之水域(包含部分烏樹林段段號

682-4、682-5、682-16、682-29、683-1、683-6、684、684-1、684-3、684-

4、684-8、684-12、684-15、684-18、775-3、775-7、775-9、825-1 共 18 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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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環教二區為濕地周邊現有步道、賞鳥牆，寬度約 2-3 公尺，兩區總

劃設面積為 20.51 公頃。 

3. 劃設管理目標：  

(1) 提供環境展示、解說、體驗使用之環境教育場域，並設置必要解說與維護

設施。 

(2) 既有道路、古蹟與防洪安全維護。 

(3) 民眾進出需經申請，且須由管理人員帶領採團進團出的方式進行，以降低

濕地的遊憩壓力，並顧及人為活動安全。 

(三) 其他分區  

    其他供符合明智利用原則之使用，考量濕地北區緊鄰興達電廠未來燃氣機

組，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15 公頃作為緩衝區，以減輕環境變遷衝擊，兼顧能源開

發與維護濕地現況。  

1. 劃設原則：為保護與減輕北區施工影響濕地，作為緩衝區域並依現況採低

強度友善使用。 

2. 劃設區域：台灣電力公司興達發電廠所屬興達鹽灘南側，面積為 15 公頃 

3. 劃設管理目標：為保護與減輕北區施工影響濕地，建議採取低度開發，以

維持地形、地貌及生態原貌為原則，並維持部分區域為水域環境，提供水

鳥覓食與棲息。保護與減輕北區施工影響濕地，若需開發規劃，建議採取

低度開發，低密度設計之生態公園、步道、運動場域及公共服務設施(提供

具備多功能集會空間、體能競技及生態教育、展示與閱覽等功能之多功能

活動中心(含停車場等其他附屬設施)，其餘區域則維持部分生態原貌以維護

濕地生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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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0-2、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功能分區示意圖 

圖 10-2、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功能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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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永安重要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劃設區域及管理目標 

功能

區分 
編號 

面積  

(公頃) 
劃設區域 管理目標 

核 

心 

保 

育 

區 

核心 20.74 

核心區包含部分烏樹林段段號

681、682、682-3、682-6、

682-7、682-8 六塊土地。 

1. 為本濕地核心保育區。  

2. 為保護濕地重要生態，以

容許生態保育及研究使用

為限。  

3. 持續監測本濕地各種生

態、水質與水文資料。 

環 

境 

教 

育 

區 

環教一 19.77 

濕地北側之水域，包含烏樹林

段段號 682-4、682-5、682-

16、682-29、683-1、683-6、

684、684-1、684-3、684-4、

684-8、684-12、684-15、684-

18、775-3、775-7、775-9、

825-1 共 18 塊土地。 

1. 提供環境展示、解說、體

驗使用之環境教育場域，

並設置必要解說與維護設

施。 

2. 既有道路、古蹟與防洪安

全維護。 

3. 民眾進出需經申請，且須

由管理人員帶領採團進團

出的方式進行，以降低濕

地的遊憩壓力，並顧及人

為活動安全。 

環教二 0.74 

為濕地周邊現有步道、賞鳥

牆，包含烏樹林段段號 682、

682-3。 

其 

他 

分 

區 

其他 15.0 

台灣電力公司所提供之 15 公

頃緩衝區，包含 684-9、825。 

為保護與減輕北區施工影響濕

地，若需開發規劃，建議採取

低密度設計之生態公園、步

道、運動場域及公共服務設施

(提供具備多功能集會空間、體

能競技及生態教育、展示與閱

覽等功能之多功能活動中心(含

停車場等其他附屬設施)。 

三、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本保育利用計畫之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如下 10-2：。 

表 10-2、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一覽表 

功能

區分 
編號 

面積  

(公頃)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時間 
備考 

項目 時間 

核 

心 

保 

育 

區 

核心 20.74 

1. 現有維修道路、防護圍籬與

曬鹽瓦盤等既有維護管理使

用之硬體設備 

2. 生態保育、監測及科學研究

之設備。  

3. 水位調控、觀測、維護、水

源保護之設備。 

4. 常態性清潔維護、防洪安全

維護等相關作為。 

全年 需向濕地主管機關申請

並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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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區分 
編號 

面積  

(公頃)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時間 
備考 

項目 時間 

5. 其他經向中央或濕地主管機

關申請同意核准後，得施作

維護生態環境之設備項目。 

6. 重要動植物資源保護與禽流

感防禦，得設置警告、宣導

及防護隔離等設施。 

環 

境 

教 

育 

區 

環教一 19.77 

1. 公用及治理設施：維修道

路、防護圍籬、電塔、便

橋。 

2. 景觀步道設施：賞鳥牆、平

台、古蹟、曬鹽瓦盤。 

3. 水利設施：管線、抽水站及

簡易水閘門。 

4. 生態保育、監測及科學研究

之設施。 

5. 水位調控、觀測、維護、水

源保護之設施。 

6. 常態性清潔維護、防洪安全

維護等相關作為。 

7. 在未違反文化資產保存法等

相關法令規定的前提下之市

定古蹟修繕管理維護相關計

畫及設施。 

8.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環境教

育、環境展示解說相關必要

服務設施。 

9. 重要動植物資源保護與禽流

感防禦，得設置警告、宣導

及防護隔離等設施。 

全年 需向濕地主管機關申請

並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 

環教二 0.74 

1. 公用及治理設施：維修道

路、防護圍籬。 

2. 景觀設施：賞鳥牆、引水及

排水設施。 

3.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環境教

育、環境展示解說相關必要

服務設施。 

4. 重要動植物資源保護與禽流

感防禦，得設置警告、宣導

及防護隔離等設施。 

全年 需向濕地主管機關申請

並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 

其 

他 

分 

其他 15.0 

1. 既有維管使用之圍籬、人

行步道、步道等硬體設

施。 

全年 需向濕地主管機關申請

並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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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區分 
編號 

面積  

(公頃)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時間 
備考 

項目 時間 

區 2. 生態保育、監測及科學研

究之設施。 

3. 水位調控、觀測、維護、

水源保護與引水及排水之

設施。 

4.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圍籬、

低密度設計之生態公園、

步道、運動場域及公共服

務設施(提供具備多功能集

會空間、體能競技及生態

教育、展示與閱覽等功能

之多功能活動中心(含停車

場等其他附屬設施)。 

5. 公用及治理設施：電塔、

維修電塔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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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 

一、濕地水質定期監測 

    水質調查以地面水為調查項目，水質採樣點為濕地內大排與各流入與流出

濕地之出入點如圖 11-1，共設置 4 個採水點進行採樣。檢測頻度為每季（春、

夏、秋、冬共四季）量測 1 次，每次量測 2 時段次（早上 9 點及下午 2 點）。進

行的分析項目包括水溫、濁度(NTU)、酸鹼值(pH)、導電度(EC)、鹽度、溶氧量

（DO）、懸浮固體(SS)、生化需氧量（BOD5）、化學需氧量(COD)、氨氮（NH３

-N）、硝酸鹽氮(NO3-N)與總磷(TP)等 12 項(表 11-1)。採樣之水樣本遵照適當之

水樣保存辦法攜回實驗室，並依照環境檢驗所編定之方法檢驗之。分析結果將

比對有無符合「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淤給水投入標準」。配合 4 月至 9 月雨

季時期蓄水、滯洪之需要，水利相關主管機關得依水利法相關規定，進行水門

調控。 

    詳細調查資料上傳至國家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資料庫，調查成果應製表

分析，換算為河川污染指數，適時反應並提供水質調查資料予主管機關參考。

如發現水質嚴重污染情事，應即向主管機關通報，立即進行監測，並採取緊急

應變及恢復措施(詳「拾參、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 

表 11-1、重要濕地建議水質監測調查項目及頻率一覽表 

項目 監測頻率 基礎監測項目 進階調查項目 備註 

水溫(℃) 每季 1 次 ●  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

蓄水淤給水投入標準 

濁度(NTU) 每季 1 次 ●  可用於判斷濕地水體

是否有過多懸浮微粒 

酸鹼值(pH) 每季 1 次 ●  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

蓄水淤給水投入標準 

導電度(EC) 每季 1 次  ● 導電度為鹽度的另一

種表示方式，檢測儀

器會一同顯示，也可

做為另一種判斷或是

呈現方式。 

鹽度(Sal) 每季 1 次  ● 環保署全國水質監測項

目，海域相關環境需檢

測鹽度。 

溶氧量(DO) 每季 1 次  ● 環保署全國水質監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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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監測頻率 基礎監測項目 進階調查項目 備註 

懸浮固體(SS) 每季 1 次 ●  目，可計算「河川污染

程度指標」，作為判定河

川水質污染程度。 

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

蓄水淤給水投入標準 

生化需氧量

(BOD5) 

每季 1 次 ●  

化學需氧量

(COD) 

每季 1 次 ●  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

蓄水淤給水投入標準 

氨氮(NH3-N) 每季 1 次 ●  環保署全國水質監測項

目，作為判定河川水質

污染程度。 

硝酸鹽氮

(NO3-N) 

每季 1 次 ●  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

蓄水淤給水投入標準 

總磷(TP) 每季 1 次 ●  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

蓄水淤給水投入標準 

葉綠素 a 每季 1 次  ● 為優養指標 

 

 

水質監測座標:  

1#22.836105°、120.211017° 2#22.838644°、120.211298° 

3#22.837118°、120.210780° 4#22.835079°、120.214419°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1-1、永安重要濕地建議水質監測點位置示意圖 

圖 11-1、永安重要濕地建議水質監測點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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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濕地水源管理 

    永安重要濕地水源多仰賴天然降雨，周邊魚塭排水，維持目前濕地生態系

尚屬穩定的狀態。 

(一) 水源、水量、水位管理設施  

    濕地水源管理設施，包括水閘門及抽水站等。濕地周邊水利設施共包含 6 座

抽水站、3 座閘門系統(其中一座損壞封閉)、2 條大排水溝(詳「肆、水資源系統、

生態資源與環境之基礎調查及分析」圖 4-5)，抽水站由台灣電力公司進行管理，

水閘門則視每年 4 月至 9 月雨季時期，視高雄市政府蓄水滯洪需求進行調度。 

(二) 濕地水量、水位管理  

    本濕地原為曬鹽用地，整體地勢平緩，僅有部分區域水深較深，不同季節的

降雨差異會直接影響水位高低，依據相關人為濕地之水量管理研究(邱文雅等，

2000；陳治勛等，2005)，顯示人為濕地之水量管理，係依個別濕地之型態及重點

保育生物標的而有不同的標準。依據本計畫永安濕地目前挑選出的重要保護鳥種，

包含黑面琵鷺、鷺科、雁鴨科與鷸鴴科，牠們所需的適合水位各自不同。永安重

要濕地目標在維持整體生物多樣性，需同時考量上述鳥類的水位需求，因此搭配

濕地原有的地形自然高低起伏，與先前的水位分析研究，建議永安濕地的水位控

制在低於海平面約 30 公分左右，可保留較多的鳥類多樣性。目前濕地內緊鄰 1

號抽水站，有設置一小型水檔板(圖 6-4 編號第 9)，以調控濕地內的水位高低，

當濕地水位高於檔板高度時，水會隨著地勢自然流向此水檔板，並以自然溢流的

方式，流入 1 號抽水站，之後再由抽水站抽出過多的水量。 

    至於至洪期間，則依據經濟部 102 年核定之「易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高

雄市管區域排水北溝排水系統規劃報告，永安濕地進行滯(蓄)洪及分洪操作機制

為，永安濕地與北溝排水 0K+724 處(1 號閘門)連接之閘門平時關閉，當外水位

達到規定值時，關閉興達抽水站防潮閘門(2 號)，並開啟北溝排水 0k+724 處閘

門(1 號閘門)進行分流。發布豪大雨特報時，以機械抽排方式，先降低濕地內水

位，當北溝排水水位高於規定值時，自然溢流進入濕地，蓄洪期間不操作抽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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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水後，滯洪池自然排水。為維持濕地調洪，配合 4 月至 9 月雨季時期蓄水、滯

洪之需要，水利相關主管機關得依水利法相關規定，進行水門調控。 

三、濕地水質標準建立 

    本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周邊有養殖魚塭，因此水的來源除自然降雨

外，多來自養殖漁塭排出廢水。為使濕地生態得以維持穩定、平衡，應儘量保

持濕地範圍內的水質與水量穩定，建議除定期進行水質監測外，本計畫將參考

近 5 年監測結果，建立本濕地每季水質管理標準。(表 11-2)。 

表 11-2、永安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一覽表 

項目 5 年監測結果 地方級限值 未來管理目標 

水溫 28.8±2 不得超過濕保法第十五條

第一項第四款水資源系統

中水體基礎調查之當季平

均溫度攝氏正、負二度。 

主管機關得參

考近 5 年監測

結果訂定 

鹽度(Sal) 34.0±9.3 - 

酸鹼值(pH) 8.3±1 不得超過本法第十五條第

一項第四款水資源系統中

水體基礎調查之平均值

正、負一。 

溶氧(DO) 7.25±0.82 - 

導電度(EC) 50.8±12.77 - 

生化需氧量

(BOD) 

27.69±4.91 25.5（mg/L） 

懸浮固體

(SS) 

204.97±85.76 25.5（mg/L） 

氨氮 

(NH3-N) 

1.9±2.66 8.5（mg/L） 

化學需氧量

(COD) 

144.19±41.29 85.0（mg/L） 

硝酸鹽氮

(NO3-N) 

4.32±3.89 42.5（mg/L） 

總磷(TP) 1.09±0.67 2.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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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及其他維護管理之規

定或措施 

    永安重要濕地計畫範圍內之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維護管理之規

定或措施，依據濕地保育法第 16 條與第 25 條相關法令規定外，應依本保育利

用計畫之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辦理。 

一、濕地保育法第 25 條規定 

    非經主管機關許可，重要濕地範圍內禁止從事下列行為。但其他法律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 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及改變原有水資源系統。  

(二) 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更濕地地形地貌。  

(三) 破壞生物洄游通道及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  

(四) 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或傾倒污(廢)水、廢

棄物或其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污染物。  

(五) 騷擾、毒害、獵捕、虐待、宰殺野生動物。  

(六) 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砍伐、採集、放生、引入、捕撈、獵捕、

撿拾生物資源。 

二、管理規定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管理規定，分為共同管理規定及各功能分區管理規

定，分述如下： 

(一) 共同管理規定 

1. 在不違反其他相關法律規定下，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既有維護道路、景觀

設施維護、遊客安全維護、教育研究、歷史文化資產從來現況之使用。 

2.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得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濕地主管機關備查設

置、拆除水資源保護措施，魚塭放流口控管及防洪水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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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得為生態保育、水域管理，經主管機關同意辦理清淤、拷潭、移除外來種

等行為。 

4. 重要動植物資源保護與禽流感防禦，得優先於環教教育區設置警告、宣導

及防護隔離等設施。 

5. 得為生態資源保護、遊客安全，經主管機關備查設置宣導生態及人文景觀

之保育研究及解說教育設施。 

6.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若因復育需要新植植栽時，應以(適地)原生種為限，

不引入外來種。 

7. 濕地內之水門使用，依據經濟部 102 年核定之「易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

畫」高雄市管區域排水北溝排水系統規劃報告中指出，永安濕地有先天之

調洪功能，可以吸納部分北溝排水洪峰量，進行滯(蓄)洪及分洪，未來開

發需保留 20 立方公尺的有效滯洪空間。操作機制為永安濕地與北溝排水 

0K+724 處(1 號閘門)連接之閘門平時關閉，當外水位達到規定值時，關閉

興達抽水站防潮閘門(2 號)，並開啟北溝排水 0k+724 處閘門(1 號閘門)進

行分流。發布豪大雨特報時，以機械抽排方式，先降低濕地內水位，當北

溝排水水位高於規定值時，自然溢流進入濕地，蓄洪期間不操作抽水機，

退水後，滯洪池自然排水。為維持濕地調洪，配合 4 月至 9 月雨季時期蓄

水、滯洪之需要，水利相關主管機關得依水利法相關規定，進行水門調

控。 

8. 禁止任何污染水質之行為。現有排入濕地之於溫排水在符合其他規定下從

來現況之使用，未來新增計畫排放之污水，應符合「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

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規定。 

9.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得從來現況之維護各級道路之維護、必要之公共服務

設施、公用設備及為保護環境必要之相關設施。 

10.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禁止從事下列行為。但經主管機關許可或其他法律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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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意丟擲垃圾、傾倒垃圾、任何事業廢棄物，包括農漁業事業廢棄物、

營建廢棄物廢土及放置違章構造物及其他破壞自然環境。  

（2） 人為干擾野生動物之行為，如食物烹煮燒烤、放風箏、天燈、拖曳傘、

廣告氣球、熱氣球、遙控飛機、空拍機或輕航機等(台電設廠及濕地測量

用之航照、遙測設備之飛行載具不在此限)。  

（3） 其他經高雄市政府與台灣電力公司公告禁止事項。 

11. 濕地內堤防及圍籬旁等邊界，容許預留 2 至 4 米維修便道，車輛可通行做

防險搶汛及巡檢維護(修)使用。 

(二) 各功能分區管理規定 

    本重要濕地視生態資源及環境共劃設 3 種功能分區，包括核心保育區、環

境教育一區、二區及其他分區。各功能分區管理規定如下表 12-1。 

表 12-1、各功能分區管理規定一覽表 

功能

區分 
編號 

面積 

(公頃) 
管理規定 

核 

心 

保 

育 

區 

核心

一 

20.74 核心保育區之土地以保護濕地重要生態、維護生物多

樣性為目的，容許生態保育及研究使用為限。其生態

資源、水源資源、土地及硬體設施之利用應依下列規

定： 

1. 相關業務人員(包含台灣電力公司及高雄市政府相

關業務人員)得為生態保育、科學研究及維護管理

進出本區。門禁管制由台灣電力公司管理。 

2. 得為生態保育、研究、棲地與水位調整維護及安

全需要，經主管機關備查設置之必要設備。 

3. 非經主管機關備查之相關計畫，不得採樣動植物

標本。研究人員須與台電公司簽訂進出土地協議

書及切結書。 

4. 除配合永安石斑魚節節慶活動，非經土地所有權

人與主管機關之備查，不得於候鳥度冬期間 9 月

至次年 5 月〉於核心保育區攝影、錄影、搭蓋攝

影帳篷等干擾行為，另水鳥繁殖及育雛期間，應

避開巢區及育雛領域範圍。 

5. 動力機械及交通工具除從事必要之管理維護、防

洪安全等行為，不得進出本區。候鳥度冬期間〈9

月至次年 5 月〉，除公設解說亭、棧道、水防道

路、電塔便道及公溝防波堤外，不得有車輛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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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區分 
編號 

面積 

(公頃) 
管理規定 

他任何動力機械交通工具等干擾行為。  

6. 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野放或引進生物。 

7.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管制事項。 

環 

境 

教 

育 

區 

環教

一 
19.77 

環境教育區為推動濕地環境教育，供環境展示解說使

用及設置必要設施，其土地利用及建築物應依下列規

定： 

1. 得依相關法律規定並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後，辦理合法建築物或工程設施之改建或修建。 

2. 得經主管機關備查設置環境展示、解說使用所設

置之必要設施，其外型設計、建材與色彩應與自

然環境調和且應避免過多人工設施。  

3. 允許從來現況之清潔維護管理工作。 

4. 因復育需要進行植栽時，應以(適地)原生種為

限。 

5. 除從事必要之管理維護、防洪安全等行為，應減

少從事動力機械及交通工具的頻度以維持生態現

況。 

6. 非經主管機關備查之研究計畫，不得採樣動植物

標本。 

7. 環教一區得配合當地節慶活動或為推廣環境教育

與生態保育觀念，由管理單位人員帶領團進團

出。 

8. 環教一區遊客未經許可不得離開步道或規範區

域，但緊急避難時，不在此限。水鳥繁殖及育雛

期間應以臨時告示牌，勸阻人群靠近巢區及育雛

領域範圍。 

9. 非經主管機關備查，環教一區候鳥度冬期間〈9

月至次年 5 月〉，除公設解說亭、棧道、水防道

路、電塔便道及公溝防波堤外，不得有車輛或其

他任何動力機械交通工具等干擾行為。 

10. 環教二區得允許自由進出、攝影，但應禁止任何

影響騷擾野生動植物之行為及減少非必要之動力

機械或交通工具進入施作。 

環教

二 

0.74 

其 

他 

分 

區 

其他

一 

15.0 本區為台灣電力公司興達電廠所提供之開發緩衝區，

鄰近永安重要濕地，此區主要用來緩衝未來興達鹽灘

新燃氣機組設置時對濕地造成之衝擊，以及未來作為

永安區居民休閒使用，以容許從來之現況使用為主，

其生態資源、水源資源、土地利用及建築物應依下列

規定： 

1. 得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濕地主管機關同意，

新增、增建或修建建築物、景觀硬體設施、生態

公園或雜項工程，但應以生態保育為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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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區分 
編號 

面積 

(公頃) 
管理規定 

並提供部分水鳥覓食與棲息。 

2. 除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外之相關開發計畫應依濕地

法第 20 條所列之行為，應先徵詢中央主管機關

之意見。 

3. 區內因復育需要進行植栽時，應以原生種為限。 

4. 水鳥繁殖及育雛期間應以臨時告示牌，勸阻人群

靠近巢區及育雛領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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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 

一、擬定目的 

    為使濕地環境在遭受破壞、污染、水質異常、生物大量死亡等緊急事件發

生或有發生之虞，能立即透過各種傳訊工具，將濕地影響狀況迅速控制及通

報；並協調相關機關及污染者，採取各種必要之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防止擴

大並減輕對濕地影響，特訂定本緊急應變計畫，有關緊急應變啟動機制，係以

本計畫範圍內查有濕地保育法第 25 條第 1-4 款行為，並依破壞情形研判採取緊

急措施為原則，如涉樹林火災等事件請通知該權責機關。 

二、應變層級分類 

(一) 第一級  

 緊急事件發生時，其程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屬第一級災害： 

1. 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超過「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

放淤給水投入標準」每日引水量限值，或改變原有水資源系統致魚類等水

中生物 50 隻以上且未達 100 隻死亡。 

2. 遭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更濕地地形地貌超過該處重要濕地 5％以

上且未達 15％面積。 

3. 破壞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超過核心保育區或「具重要科學研

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價值之應優先保護區域」5％以上且未達 15％

之面積。 

4. 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或傾倒污（廢）水、

廢棄物或其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污染物致重要生態物種 15 隻以上且

未達 30 隻死亡，或黑面琵鷺死亡 3 隻以下，或紅樹林植物 50 植株以下因

非自然因素死亡，或污染重要濕地 5％以上且未達 15％面積。 

(二) 第二級  

 緊急事件發生時，其程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屬第二級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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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超過「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

放淤給水投入標準」每日引水量限值，或改變原有水資源系統致魚類等水

中生物 100 隻以上且未達 200 隻死亡。 

2. 遭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更濕地地形地貌超過該處重要濕地 15％以

上且未達 30％面積。 

3. 破壞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超過核心保育區或「具重要科學研

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價值之應優先保護區域」15％以上且未達 30％

之面積。 

4. 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或傾倒污（廢）水、

廢棄物或其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污染物致重要生態物種 30 隻以上且

未達 50 隻死亡，或黑面琵鷺死亡 3 隻以上且未達 5 隻，或紅樹林植物 50

植株以上且未達 100 植株以下因非自然因素死亡，或污染重要濕地 15％以

上且未達 30％面積。 

 (三) 第三級  

緊急事件發生，其程度在上述第一級及第二級範圍以上，或程度超過其因應能

力，雖已取得其他支援，仍無法應變時，或其程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屬第

三級污染災害： 

1. 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超過「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

放淤給水投入標準」每日引水量限值，或改變原有水資源系統致魚類等水

中生物達 200 隻以上死亡。 

2. 遭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更濕地地形地貌超過該處重要濕地 30％以

上面積。 

3. 破壞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超過核心保育區或「具重要科學研

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價值之應優先保護區域」30％以上面積。 

4. 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或傾倒污（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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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或其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污染物致重要生態物種 30 隻以上且

未達 50 隻死亡，或黑面琵鷺死亡 5 隻以上，或紅樹林植物 100 植株以上因

非自然因素死亡，或污染重要濕地 30％以上面積。 

三、應變處理措施 

(一) 受委辦濕地管理機關接獲緊急事件通報，應通知相關機關並派員前往勘

查，瞭解該事件對生態影響，視事件現場狀況啟動濕地環境監測調查，同

時依法查處並依各應變層級研判是否需啟動緊急應變措施，如涉水污染、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寒害與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重大病害等事件通知

該權責機關，並配合辦理相關作業。 

(二) 經研判不需啟動緊急應變機制，依法查處污染或肇事者，要求其清除及控

制污染物質或恢復原狀，並持續監督其改善情形。 

(三) 經研判如需啟動緊急應變機制，依各應變層級進行緊急應變措施依說明如

下，情況特殊者，濕地範圍內得由管理機關決定啟動應變層級： 

1. 第一級應變處理措施 

（1） 受委辦濕地管理機關成立應變小組就濕地受影響情形及環境調查監測結

果進行研判，協調相關權責機關，並通知濕地主管機關。 

（2） 應變小組應分別針對濕地環境受影響樣態，聯繫相關學術機構或民間組

織等專業單位提供應變處理諮詢，並協調相關單位提供相關圖資、水控

制閘門、清理濕地內廢棄物或污染控制清除及環境維護措施等協助，小

組各成員應依權責協助或處置、水質、生態及土地影響評估。 

（3） 應變小組應責成污染或肇事者清除及控制污染物質或恢復原狀等處理改

善計畫，必要時進行後續求償復育作業。  

（4） 應變小組成員為高雄市政府、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永安區公所等。 

2. 第二級應變處理措施 

（1） 濕地主管機關接獲通報後成立應變中心就濕地受影響情形及環境調查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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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結果進行研判，協調相關權責機關，依權責進行分工，並通知高雄市

政府。 

（2） 應變中心分別針對濕地環境受影響樣態，聯繫學術機構或民間組織等專

業單位提供應變處理諮詢，進行督導及應變處理作業。必要時得視事件

現場情況，成立現場應變小組，即時執行相關應變措施。 

（3） 應變中心成員為高雄市政府、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永安區公所等。 

3. 第三級應變處理措施 

（1） 高雄市政府接獲通報後成立應變中心就濕地受影響情形及環境調查監測

結果進行研判，協調臺北市相關權責機關，依權責進行分工，並通知內

政部營建署。 

（2） 應變中心分別針對濕地環境受影響樣態，聯繫學術機構或民間組織等專

業單位提供應變處理諮詢，進行督導及應變處理作業。必要時得視事件

現場情況，成立現場應變小組，即時執行相關應變措施。 

（3） 應變中心成員為內政部營建署、高雄市政府、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永安區公所等。 

(四) 若緊急事件對濕地影響持續擴大則依應變層級分類提升應變層級。 

(五) 完成緊急應變處理後，並依環境監測調查結果，檢視對環境影響原因是否

解除，如未解除，應持續追蹤，監督應變處理措施並通報。如對環境影響

原因已解除，則進行恢復措施，並依法查處。 

四、恢復措施 

高雄市政府應要求污染或肇事者應提出濕地水質、生態及土地影響及恢復措施

方案，經諮詢學術機構或民間組織等專業單位後，並要求其限期改善，受委辦

濕地管理機關應持續追蹤改善情形。相關恢復措施應考量濕地水質、生態及土

地性質及受影響情形並經專業評估後執行，建議如下： 

(一) 遭破壞濕地之棲地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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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要物種植物補植。 

(三) 重要物種育苗孵育。 

五、應變作業流程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3-1、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標準作業流程圖 

圖 13-1、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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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財務與實施計畫 

一、實施計畫 

    本計畫之實施計畫規劃原則，係以濕地生態資源調查、水質調查、維護生

物多樣性及濕地生態資源推廣作為規畫構想；考量財務及配合通盤檢討，爰本

計畫推動計畫期程採以五年作為計畫規劃，未來配合通盤檢討進行調整。  

(一) 濕地生態及環境資源調查計畫  

1.計畫目標  

    透過生態及環境資源調查分析，確實掌握濕地生態環境概況與變化，如水

位高低是否影響水鳥利用與分布情況、濕地內不同植被型態是否影響鳥類棲息

與利用，外來物種是否影響濕地原生生物、以及未來是否需要進行棲地營造之

關聯性，歸納各項生態相關保育建議，以利後續作為經營管理、解說導覽、環

境教育內容、通盤檢討或其他相關計畫參考依據。 

2.工作內容  

（1） 於計畫範圍內進行有關生態系與遊憩人數調查工作，包括鳥類、蜻蛉

目、底棲螺貝類、魚蝦蟹類、植物、水位高低及濕地內相關之緊急事故

處理，並將調查資料登錄濕地資料庫。  

（2） 蜻蛉目、底棲螺貝類、魚蝦蟹類建議每年、每季進行生態資源調查，鳥

類則是每年、每月進行調查，哺乳類、兩生類、爬蟲類與植物每隔 3 或

5 年進行一次調查，並訂定調查方法(附錄六)。 

（3） 針對濕地水鳥是否是否對養殖漁業造成負面影響，可視情況進行鳥類追

蹤繫放與養殖魚塭之相關研究，以釐清永安濕地之野鳥對養殖魚塭之影

響。 

（4） 外來物種與濕地原生物種之影響：調查紀錄外來物種出現季節、數量、

利用區域，釐清外來物種是否有繁殖增加族群數量或是擴大活動範圍。 

（5） 水位調查則於濕地內安置水位表，紀錄每月濕地內水位變化情形，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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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進行水位變化與生物族群分布、數量等關聯性分析。 

（6） 調查成果應定期上傳國家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資料庫，累積生態基礎

資料。 

（7） 重要物種資料及濕地內相關之緊急事故發生及後續處理結果，建議列冊

存檔，適時反應並提供資料於相關單位參考，以利未來保育措施擬訂與

修正。 

（8） 其他有助於濕地生態資源調查及棲地維護之工作項目。  

(二) 濕地水質採樣檢測分析計畫  

1.計畫目標  

    建立本重要濕地水質標準，定期監測水質變化，並訂定各項水質監測管理

目標。  

2.工作內容  

（1） 本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所規劃的檢測點及方法(詳見第拾壹章第一節)，

建議每季監測一次為原則，確保水質安全，未來得視需要增加檢測頻

率。  

（2） 原則上每季定期監測水質並分析，水質監測調查建議項目為水溫、濁

度、酸鹼值(pH)、導電度(EC)、鹽度、溶氧量（DO）、懸浮固體(SS)、生

化需氧量（BOD5）、化學需氧量(COD)、氨氮（NH３-N）、硝酸鹽氮(NO3-

N)與總磷(TP) 等 12 項。 

（3） 詳細調查資料應定期上傳國家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資料庫，調查成果

應製表分析，換算為河川污染指數，適時反應並提供水質調查資料給予

主關機關參考。 

（4） 本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公告實施後，新增的開發或計畫之排水如進入

重要濕地，其入流水質則應符合「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

入標準」規定。  



                  永安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 民國 108 年 

77 

(三) 濕地水質改善與棲地維護計畫  

1.計畫目標  

    本重要濕地水源來源有限，需增加能進入濕地的水源，有助於活化濕地水

域環境與維護棲地品質。  

2.工作內容  

（1） 評估規劃合適的引進水來源與規劃濕地內水流動路線。  

（2） 未來施作前之評估與規劃建議邀請專家討論，施作中須隨時監測水質、

生物資源有無異常。 

（3） 本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公告實施後，新增的開發或計畫之排水如進入

重要濕地，其入流水質則應符合「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

入標準」規定。 

（4） 建立志工系統，推動濕地生態巡守員，進行濕地內、周邊及教育中心清

潔整理，監控生物、水質與水位異常現象。 

（5） 濕地內若遇大面積汙染、生物死亡或是外來物種影響濕地原生物種時，

應即時通報主管機關，並委託相關單位處理，以維護棲地品質。 

(四) 永安重要濕地環境教育推廣計畫 

1.計畫目標  

    善用濕地生態、曬鹽文化與周邊鹽村聚落資源，加強宣傳濕地保育觀念並

提供多元之環境教育內容與體驗。 

    鄰近永安重要濕地有一座由高雄市政府改建之解說教育中心，原係為鹽田

分校，有完善的活動空間可容納團體遊客利用，現由高市府、學術單位與在地

有意願民眾共同參與，構成主要經營管理主體。未來可研擬將鄰近社區納入參

與機制，招募志工及整合、串連地方資源作為本計畫之目標。  

2.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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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覽制度依「環境教育法」辦理。  

（2） 提供各級學校之戶外教學場地，與進行環境教育課程，讓永安重要濕地

成為遊客參訪、學習的據點。  

（3） 善用濕地生態資源、曬鹽文化、周邊鹽村聚落，並與台灣電力公司合

作，推廣綠能發電與減碳，發展具特色及多樣之環境教育方案，並搭配

參與式棲地服務達到從做中學或寓教於樂之效果。  

（4） 辦理社區參與濕地經營管理培訓課程。  

（5） 結合社區協會及環保志工隊等組織協助棲地管理與營造。  

（6） 推動永安重要濕地及周邊地區共同發展之平台，整合地方資源，發展地

方經濟。  

（7） 與大學端共推「大學社會責任合作計劃」，作為大學與環境之間的溝通平

台，使大學專業知識能直接變成推動環境教育的助力。 

二、預估經費需求 

    以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為範圍，預估實施計畫未來 5 年之經費需求

如表 14-1。 

表 14-1、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經費預估表 

實施計畫名稱及 

工作項目 

計畫實施年期與經費需求(萬元) 
經費支應對象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濕

地

調

查

及

管

理

計

畫 

濕地生態及環

境資源調查 
70 70 70 70 70 

台灣電力公司 

濕地水質採樣

檢測分析 
20 20 20 20 20 

台灣電力公司 

濕地水質改善

與棲地維護 
60 60 60 60 60 

台灣電力公司 

永安重要濕地

環境教育推廣 
70 70 70 70 70 

台灣電力公司 

保育利用計畫

通盤檢討 - - - - 50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養護工程處 

小計 220 220 220 220 270  

註： 

1. 本實施計畫經費預估表，以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為範圍，經費將視年度預算審定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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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2. 濕地生態及環境資源調查計畫，包括鳥類、昆蟲、底棲螺貝類、魚蝦蟹類、植物、水位高低

及濕地內相關之緊急事故處理，並將調查資料登錄濕地資料庫。  

3. 濕地水質採樣檢測分析計畫，預計每季檢測 1 次，共 4 個測點，12 個檢測項目，並包括緊

急事故水質採樣。  

4. 濕地水質改善與棲地維護計畫，包含增加引進水來源與規劃濕地內水流動路線，推動巡守員

進行清潔整理，與大面積汙染或生物死亡，即時通報主管機關，並委託清運單位處理，維護

棲地品質。  

5. 永安重要濕地環境教育推廣，包含社區參與濕地經營管理培訓，發展特色及多樣環教方案，

生態講座。 

6. 本表經費係參照 100-106 年度高雄市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永安鹽田濕地之捌經費需求

分配概估表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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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永安重要濕地與茄萣暫定重要濕地相對位置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永安重要濕地與茄萣暫定重要濕地相對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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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永安重要濕地近 3 年遊客、活動情形 

 

類型 民國 104 民國 105 民國 106 

生態教育

解說 

9 場次 

(國中小教師/社團) 

12 場次 

(國中小學生/社團) 

13 場次 

(國中小學生/社團) 

生態監測

志工培訓

活動 

1 場次 

(鳥類調查/解說培

訓) 

2 場次 

(鳥類調查/解說培

訓) 

2 場次 

(鳥類調查/魚類調

查) 

教育中心

遊客解說

服務 

12 場次 

(散客/預約解說) 

16 場次 

(散客/預約解說) 

19 場次 

(散客/預約解說) 

濕地保育

利用座談

會 

1 場次 

(濕地聯合座談會) 

1 場次 

(濕地聯合座談會) 

1 場次 

(濕地聯合座談會) 

成果說明

會 

1 場次 

(石斑魚節) 

1 場次 

(石斑魚節) 

2 場次 

(石斑魚節) 

平日遊客

人數 

2167 6717 8648 

預約團體

人數 

390 419 682 

生態講座

人數 

180 354 785 

 

  

永安濕地含教育中心近年活動場次(左)及濕地參訪人數(右)趨勢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活動場次統計資料自民國 101至 106年，人數資料自民

國 104年至 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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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排水進入重要濕地之入流水水質項目及限值 

 

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項目 限值 備註 

國際級 國家級 地方級 

水溫 不得超過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水資源系統中水

體基礎調查之當季平均溫度攝氏正、負二度。 

以重要濕地範圍或

重要濕地保育利用

計畫指定重要濕地

內之地點為準。 

氨氮 5.0（mg/L） 7.5（mg/L） 8.5（mg/L） 

硝酸鹽氮 25.0（mg/L） 37.5（mg/L） 42.5（mg/L） 

總磷 2.0（mg/L） 2.0（mg/L） 2.0（mg/L） 

生化需氧量 15.0（mg/L） 22.5（mg/L） 25.5（mg/L） 

化學需氧量 50.0（mg/L） 75.0（mg/L） 85.0（mg/L） 

懸浮固體 15.0（mg/L） 22.5（mg/L） 25.5（mg/L） 

酸鹼值 不得超過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水資源系統中水

體基礎調查之平均值正、負一。 

 

 

海域地面水體汙染程度指標（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 

分級 

基準值 

氫離子濃

度指數 

(pH) 

溶氧量 

(DO) (mg/L) 

生化需氧量 

(BOD) (mg/L) 

大腸桿菌群 

(CFU/100mL) 

甲 7.5-8.5 5.0 以上 2 以下 1,000 個以下 

乙 7.5-8.5 5.0 以上 3 以下 － 

丙 7.0-8.5 2.0 以上 6 以下 － 

 

 

河川污染程度指標（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 

水質/項目 
懸浮固體

(SS) mg/L 

溶氧量 

(DO) mg/L 

生化需氧量

(BOD5) mg/L 

氨氮 

(NH3N) mg/L 

污染指標 

積分值 

未/稍受污染 20 以下 6.5 以上 3.0 以下 0.50 以下 2.0 以下 

輕度污染 20-49 4.6-6.5 3.0-4.9 0.50-0.99 2.0-3.0 

中度污染 50-100 2.0-4.5 5.0-15 1.0-3.0 3.1-6.0 

嚴重污染 100 以上 2.0 以下 15 以上 3.0 以上 6.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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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永安重要濕地物種名錄(100 年至 107 年累計名錄) 

哺乳類 

目 科 種 學名 
保育 

等級 

特有/特

亞 
外來種 

翼手目 蝙蝠科 東亞摺翅蝠 Miniopterus schreibersii    

  東亞家蝠 Pipistrellus abramus    

食蟲目 尖鼠科 鼩鼱 Suncus murinus    

齧齒目 鼠科 鬼鼠 Bandicota indica    

  田鼷鼠 Mus caroli    

  小黃腹鼠 Rattus lo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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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 

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 名 
保育 

等級 

特有/ 

特亞 
外來種 

鸊鷉目 鸊鷉科 小鸊鷉 Tachybaptus ruficollis    

鹱形目 鸕鶿科 鸕鷀 Phalacrocorax carbo    

 鷺科 蒼鷺 Ardea cinerea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大白鷺 Egretta alba    

  唐白鷺 Egretta eulophotes II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中白鷺 Egretta intermedia    

  栗小鷺(栗葦鷺) Ixobrychus cinnamomeus    

  黃小鷺(黃葦鷺) Ixobrychus sinensis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鹮科 白琵鷺 Platalea leucorodia II   

  黑面琵鷺 Platalea minor I   

  埃及聖鹮 Threskiornis aethiopicus   V 
雁形目 雁鴨科 尖尾鴨 Anas acuta    

  琵嘴鴨 Anas clypeata    

  小水鴨 Anas crecca    

  赤頸鴨 Anas penelope    

  白眉鴨 Anas querquedula    

  赤膀鴨 Anas strepera    

鷹形目 隼科 遊隼 Falco peregrinus I   

  紅隼 Falco tinnunculus II   

 鷹科 魚鷹 Pandion haliaetus II   

鶴形目 秧雞科 白腹秧雞 Amaurornis phoenicurus    

 秧雞科 白冠雞（白骨頂） Fulica atra    

  紅冠水雞 Gallinula chloropus    

鴴形目 長腳鷸科 高蹺鴴(長腳鷸) Himantopus himantopus    

  反嘴鴴(反嘴長腳鷸) Recurvirostra avosetta    

 鴴科 東方環頸鴴 Charadrius alexandrines    

  小環頸鴴 Charadrius dubius    

  鐵嘴鴴 Charadrius leschenaultii    

  蒙古鴴 Charadrius mongolus    

  劍鴴 Charadrius placidus    

  金斑鴴 Pluvialis dominica    

  太平洋金斑鴴 Pluvialis fulva    

  灰斑鴴 Pluvialis squatarola    

  小辮鴴 Vanellus vanellus    

 鷸科 磯鷸 Actitis hypoleu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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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 名 
保育 

等級 

特有/ 

特亞 
外來種 

鴴形目 鷸科 翻石鷸 Arenaria interpres    

  尖尾濱鷸（尖尾鷸） Calidris acuminata    

  黑腹濱鷸（濱鷸） Calidris alpina    

  漂鷸 Calidris canutus    

  滸鷸（彎嘴濱鷸） Calidris ferruginea    

  紅胸濱鷸(稺鷸) Calidris ruficollis    

  雲雀鷸（長尾濱鷸） Calidris subminuta    

  田鷸 Gallinago gallinago    

  寬嘴鷸 Limicola falcinellus    

  半蹼鷸 Limnodromus scolopaceus III   

  斑尾鷸 Limosa lapponica    

  黑尾鷸 Limosa limosa III   

  中杓鷸 Numenius phaeopus    

  紅領瓣足鷸 Phalaropus lobatus    

  流蘇鷸 Philomachus pugnax    

  黃足鷸 Tringa brevipes    

  鶴鷸 Tringa erythropus    

  鷹斑鷸 Tringa glareola     

  青足鷸 Tringa nebularia    

  白腰草鷸 Tringa ochropus    

  小青足鷸(澤鷸) Tringa stagnatilis    

  赤足鷸 Tringa totanus    

鸛形目 鷗科 黑腹燕鷗 Chlidonias hybrida    

  白翅黑燕鷗 Chlidonias leucopterus    

  紅嘴鷗 
Chroicocephalus 

ridibundus 
II   

  鷗嘴燕鷗 Gelochelidon nilotica    

  燕鷗 Sterna hirundo    

  小燕鷗 Sternula albifrons sinensis  II   

  鳳頭燕鷗 Thalasseus bergii     

鴿形目 鴿科 野鴿 Columba livia    

  珠頸斑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佛法僧目 翡翠科 翠鳥 Alcedo atthis    

燕雀目 鶺鴒科 灰鶺鴒 Motacilla cinerea    

  西方黃鶺鴒 Motacilla flava    

  東方黃鶺鴒 Motacilla tschutschensis    

 燕科 赤腰燕 Cecropis striolata striolata    

  家燕 Hirundo rustica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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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名 科名 中文名 學 名 
保育 

等級 

特有/ 

特亞 
外來種 

燕雀目 燕科 棕沙燕 Riparia paludicola    

 伯勞科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III   

  棕背伯勞 Lanius schach    

 葦鶯科 東方大葦鶯 Acrocephalus orientalis    

 扇尾鶯科 斑紋鷦鶯 Prinia crinigera  特亞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褐頭鷦鶯 Prinia inornata flavirostris   特亞  

 鶲科 黃尾鴝 Phoenicurus auroreus    

  野鴝 Calliope calliope    

 鵯科 白頭翁 Pycnonotus sinensis  特亞  

 鴉科 灰喜鵲 Cyanopica cyanus   V 

  樹鵲 Dendrocitta formosae  特亞  
  喜鵲 Pica pica sericea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特亞  

 繡眼科 綠繡眼 Zosterops japonicus    

 麻雀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麻雀 Passer montanus    

 八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V 

  家八哥 Acridotheres tristis tristis   V 

  栗尾椋鳥 Sturnus malabaricus   V 
雨燕目 雨燕科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特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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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生爬行動物 

目 科 種 學名 
保育 

等級 

特有/特

亞 
外來種 

無尾目 叉舌蛙科 澤蛙 Fejervarya limnocharis    

  虎皮蛙 Hoplobatrachus rugulosus    

 赤蛙科 貢德氏赤蛙 Hylarana guentheri    

有鱗目 黃頷蛇科 臭青公 Elaphe carinata    

  南蛇 Ptyas mucosa    

 蝙蝠蛇科 眼鏡蛇 Naja atra III   

 守宮科 疣尾蝎虎 Hemidactylus frenatus    

 石龍子科 長尾真稜蜥 Eutropis longicaudata    

  多線真稜蜥 Eutropis multifasciata   V 

 
 

 

 

 

 

 

 

 

 

 

 

 

 

 

 

 

 

 

 

 

 

 

 

 

 

 

 

 

 

 

 

 

 



                  永安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 民國 108 年 

89 

昆蟲 

目 科 種 學名 
保育等

級 

特有/特

亞 

外來

種 

鱗翅目 鳳蝶科 青鳳蝶(青帶鳳蝶) Graphium sarpedon connectens    

  花鳳蝶(無尾鳳蝶) Papilio demoleus    

  玉帶鳳蝶 Papilio polytes polytes    

 粉蝶科 遷粉蝶(淡黃蝶) Catopsilia pomona    

  島嶼黃蝶(黑緣黃粉蝶) Eurema alitha esakii    

  亮色黃蝶(臺灣黃蝶) Eurema blanda arsakia    

  黃蝶(荷氏黃粉蝶) Eurema hecabe    

  白粉蝶(日本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小灰蝶科 豆波灰蝶(波紋小灰蝶) Lampides boeticus    

  細灰蝶(角紋小灰蝶) Leptotes plinius    

  大娜波灰蝶 Nacaduba kurava therasia    

  藍灰蝶(沖繩小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迷你藍灰蝶(迷你小灰蝶) Zizula hylax    

 蛺蝶科 波蛺蝶(樺蛺蝶) Ariadne ariadne pallidior    

  金斑蝶(樺斑蝶) Danaus chrysippus    

  幻蛺蝶(琉球紫蛺蝶) Hypolimnas bolina     

  雌擬幻蛺蝶(雌紅紫蛺蝶) Hypolimnas misippus    

  眼蛺蝶(孔雀蛺蝶) Junonia almana     

 弄蝶科 白斑弄蝶(狹翅弄蝶) Isoteinon lamprospilus formosanus    

  黑星弄蝶 Suastus gremius    

 枯葉蛾科 青枯葉蛾 Trabala Vishnou guttata     

  普三星燈蛾 Utetheisa pulchelloides     

 毒蛾科 小白紋毒蛾 Orgyia postica    

  臺灣黃毒蛾 Porthesia taiwana     

 草螟科 甜菜白帶野螟蛾 Spoladea recurvalis    

 尺蛾科 鋸波姬尺蛾 Antilycauges pinguis    

鞘翅目 瓢蟲科 六條瓢蟲 Cheilomenes sexmaculata    

  七星瓢蟲 Coccinella septempunctata    

  波紋瓢蟲 Coccinella transversalis     

  茄二十八星瓢蟲 Henosepilachna vigintioctopunctata     

  錨紋瓢蟲 Lemnia biplagiata    

  赤星瓢蟲 Lemnia sau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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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科 種 學名 
保育等

級 

特有/特

亞 

外來

種 

鞘翅目 瓢蟲科 橙瓢蟲 Micraspis discolor    

  楔斑溜瓢蟲 Olla v-nigrum Mulsant    

  龜紋瓢蟲 Propylea japonoca     

  大十三星瓢蟲 Synonycha grandis    

 金龜子科 青銅金龜 Anomala expansa    

  絨毛金龜 Pachyserica sp.     

 步行蟲科 雙斑光鞘步行蟲 Lebidia bioculata    

 金花蟲科 甘藷龜金花蟲 Cassida circumdata    

  黑斑紅長筒金花蟲 Coptocephala bifasciata    

  小黃溝腳葉蚤  Hemipyxis nigricornis     

  四紋溝腳葉蚤 Hemipyxis quadripustulata     

 天牛科 菊紋虎天牛 Chlorophorus anticemaculatus      

蜻蛉目 春蜓科 粗鉤春蜓 Ictinogomphus rapax    

 晏蜓科 烏帶晏蜓 Anax nigrofasciatus     

 蜻蜓科 褐斑蜻蜓 Brachythemis contaminata     

  猩紅蜻蜓 Crocothemis servilia servilia    

  侏儒蜻蜓 Diplacodes trivialis     

  高翔蜻蜓 Macrodiplax cora    

  善變蜻蜓 Neurothemis ramburii    

  杜松青蜓 Orthetrum sabina    

  薄翅蜻蜓 Pantala flavescens    

  彩裳蜻蜓 Rhyothemis variegata arria    

  夜遊蜻蜓 Tholymis tillarga    

  海霸蜻蜓 Tramea transmarina euryale    

 細蟌科 紅腹細蟌 Ceriagrion latericium ryukyuanum    

  青紋細蟌 Ischnura senegalensis    

直翅目 斑腿蝗科 短角異斑腿蝗 Xenocatantops brachycerus    

 蝗科 長頭蝗 Acrida turrita    

 錐頭蝗科 紅后負蝗 Atractomorpha sin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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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蝦蟹 

 目 科 種 學名 
保育 

等級 

特有/特

亞 
外來種 

魚 鱸形目 麗魚科 莫三比克口孵非鯽 Oreochromis mossabicus   V 

   尼羅口孵非鯽 Oreochromis niloticus niloticus   V 

   吉利非鯽 Tilapia zillii   V 

  鰕虎科 青斑細棘鰕虎 Acentrogobius viridipunctatus   V 

   小鯔鰕虎 Mugilogobius parvus    

   彈塗魚 Periophthalmus modestus    

  鯧科 銀鯧(白鯧) Pampus argenteus    

  鯻科 花身鯻 Terapon jarbua    

 鱂形目 花鱂科 食蚊魚 Gambusia affinis   V 

   帆鰭花鱂 Poecilia velifera   V 

 鯔形目 鯔科 大鱗龜鮻(豆仔魚) Chelon macrolepis    

 鼠鱚目 虱目魚科 虱目魚 Chanos chanos    

 海鰱目 大眼海鰱科 大眼海鰱 Aristichthys nobilis    

 鰻鱺目 鰻鱺科 日本鰻鱺(白鰻魚) Anguilla japonica    

蝦 十足目 長臂蝦科 東方白蝦 Exopalaemon orientis    

  指蝦蛄科 大指蝦蛄 Gonodactylus chiragra    

  蝦蛄科 口蝦蛄 Oratosquilla oratoria    

  匙指蝦科 多齒新米蝦 Neocaridina denticulata    

  對蝦科 草蝦 Penaeus monodon    

蟹 十足目 方蟹科 德氏仿厚蟹 Helicana doerjesi    

   臺灣厚蟹 Helice formosensis    

   神妙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pictum    

   褶痕擬相手蟹 Parasesarma plicatum    

   雙齒近相手蟹 Perisesarma bidens    

   字紋弓蟹 Varuna litterata    

  地蟹科 兇狠圓軸蟹 Cardisoma carnifex    

  梭子蟹科 青蟳 Scylla serr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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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類與底棲動物 

目 科 種 學名 
保育 

等級 

特有/特

亞 
外來種 

簾蛤目 似殼菜蛤科 似殼菜蛤 Mytilopsis sallei    

 貽貝科 黑蕎麥蛤 Vignadula atrata    

 櫻蛤科 櫻蛤 Angulus sp.    

中腹足目 海蜷科 栓海蜷 Cerithidea cingulata cingulata    

 錐蜷科 流紋蜷 Thiara riqueti    

 山椒蝸牛科 山椒蝸牛 Assiminea sp.    

頭盾目 粗米螺科 粗米螺 Eoscaphander fragilis    

原始腹足目 蜑螺科 豆石蜑螺 Clithon faba    

沙蠶目 沙蠶科 多毛蟲 Perinereis sp.    

無柄目 藤壺科 紋藤壺 Amphibalanus amphitrite    

端足目 鉤跳蝦科 扁跳蝦 Platorchestia sp.    

顫蚓目 顫蚓科 絲蚯蚓 Tubifex sp.    

雙翅目 搖蚊科 
搖蚊幼蟲 

(紅蟲) 
Chironomus sp.    

 
 

 

 

 

 

 

 

 

 

 

 

 

 

 

 

 

 

 

 

 

 

 



                  永安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 民國 108 年 

93 

附錄五、土地地籍清冊與濕地功能分區對應表 

編號 縣市 行政區 段 地號 土地所有權人 管理單位 面積(m2) 功能分區 部分涉及濕地 

1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681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150 核心  

2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682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113,326 核心/環教(二) 部份 

3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682-3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106,574 核心/環教(二) 部份 

4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682-6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638 核心  

5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682-7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22 核心  

6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682-8 高雄市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645 核心  

7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682-4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6,997 環教(一) 部份 

8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682-5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219 環教(一)  

9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682-16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937 環教(一)  

10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682-29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121,85 環教(一)  

11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683-1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10,213 環教(一)  

12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683-6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302 環教(一) 部分 

13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684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35,067 環教(一)  

14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684-1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9,743 環教(一) 部分 

15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684-12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10,661 環教(一) 部分 

16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684-15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2,350 環教(一)  

17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684-18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94,764 環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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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縣市 行政區 段 地號 土地所有權人 管理單位 面積(m2) 功能分區 部分涉及濕地 

18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684-3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10,887 環教(一)  

19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684-4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4,795 環教(一)  

20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684-8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12,415 環教(一)  

21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775-3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1,747 環教(一)  

22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775-7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 環教(一)  

23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775-9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 環教(一)  

24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825-1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11,488 環教(一)  

25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684-9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736,158 其他 部分 

26 高雄市 永安區 烏樹林段 825 台灣電力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4,9842 其他 部分 

備註：本表面積欄位之數值為該筆地號全部面積，部分涉及濕地欄位意旨該地號部分屬於濕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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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生物調查方法 

陸域生態：包含動植物之種類、數量、歧異度、分布、優勢種、保育種、珍貴

稀有種。 

(1) 鳥類：每月調查一次，調查人員透過目視與鳴叫聲的辨識，並使用 10 倍雙

筒望遠鏡及 40 倍單筒望遠鏡輔助觀察，記錄發現的鳥種、數量及利用的微

棲地環境，每個點每次紀錄 10 分鐘。 

(2) 蜻蛉目：每季調查一次，透過掃網、徒手採集及並使用望遠鏡輔助觀察。 

(3) 濕地魚、蝦、蟹：每季調查一次，利用蜈蚣網(長度 5 公尺，邊框大小為

30x45 公分，網目 0.9x0.9 公分)、四角形蟹籠(長度 60 公分，寬 45 公分，

高 19 公分，網目 0.4 公分)與塑膠蝦籠(內徑 14.5 公分，長 38 公分)，分別

放置在魚蝦蟹類活動的範圍內，陷阱內放米糠或是秋刀魚為誘餌。所有陷

阱於下午 15:00 放置，經過 1 夜後至隔天上午 8:00 開始回收與巡視有無捕

獲。 

(4) 貝類：每季調查一次，以 50*50 cm 小面積標框定量篩洗，並以網目 1 mm

的篩網篩選貝類動物。過篩後的小型生物以酒精保存，在實驗室鑑定，記

量各種類的個體數，並計算標框貝類動物密度。 

(5) 植物：調查植物種類與相對豐度，包括所有人工栽植及野生的物種，並設

置樣方，使用 1x1 平方公尺的樣方，計算覆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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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1、鳥類觀測點位置 

監測座標 

A1 22.835184° 120.210370° 

A2 22.835910° 120.212905° 

B1 22.839591° 120.206651° 

B2 22.840245° 120.209385° 

B3 22.840624° 120.212269° 

圖 7-2-2、蜻蛉目調查穿越線位置 

監測座標(穿越線起始位) 

1  22.836477° 120.208424° 

2  22.837342° 120.208794° 

3  22.838173° 120.211509° 

4  22.837318° 120.210860° 

  

圖 7-2-3 貝類採樣點位置 

監測座標: 

1  22.837118° 120.210780° 

2  22.836867° 120.211429 

圖 7-2-4、魚蝦蟹類陷阱置位 

監測座標(穿越線起始位) 

1  22.836684° 120.208569° 

2  22.837758° 120.21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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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5 植物調查區塊(穿越線起始位) 

1  22.836477° 120.208424° 

2  22.837342° 120.208794° 

3  22.838173° 120.211509° 

4  22.837318° 120.210860° 

 

調查穿越線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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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電廠新增機組計畫的重點及環評相關重點，包含

計畫環境影響及因應策略 
 

(一)開發行為之目的： 

台電公司肩負著提供台灣地區充裕電力及配合國家長期發展之重任，多年以來不

斷致力於電源規劃與開發工作。政府於 100 年 11 月 3 日宣布新電力政策，核三廠機組

屆齡後不再延役，因應南部地區用電成長需求，未來興達電廠供電角色將更為重要。依

據我國政府機關 105 年公布之新能源政策內容，未來電力發展將以「核四停建、核一、

二、三廠不延役」及「擴大使用天然氣，降低現有火力發電廠之污染與碳排放」等原則

方向推動。台電公司考量電源供應的重要性，以及未來電力需求，亟須推動本項燃氣機

組更新改建計畫。 

本計畫採先建後拆方式進行燃氣機組更新，待 3 部新燃氣複循環機組(總裝置容量

390 萬瓩以下)商轉後，將陸續拆除既有廠區 5 部燃氣機組、開關場、冷卻水塔及相關

設備；另規劃設置海水淡化廠一座，供廠內發電製程用水。 

(二)開發內容： 

1.地理區位：本計畫預定地位屬高雄市永安區，其均為台電公司自有土地，開發面積約

81.89 公頃[其中預定地約 78.3 公頃(土地面積未來依地政事務所謄本為準)及既有廠區

部分區域約 3.59 公頃]。 

2.主要設施：3 部燃氣複循環機組(氣渦輪機、汽輪機、熱回收鍋爐等輔助設備)總裝置容

量 390 萬瓩以下、煙囪、開關場、燃料供應設備、海水淡化系統、循環水系統、生水

系統、環境保護措施等其他相關系統與附屬設施。 

3.工程項目、量體、配置：開發計畫包括整地工程、排水工程、管線工程、環保工程、

建築物工程、機電工程、景觀工程及臨時設施。電廠更新改建計畫內容包括主要發電

設施及營運區、其他附屬設施、燃料供應規劃及環保設施等四個主要部分，廠區佈置

詳見圖 1。 

4.公共設施及公共設備：規劃包括天然氣計量站/處理站、液氨儲槽區、廢水處理廠、水

處理廠/除礦水槽、回收水處理區/回收水槽、生水儲槽/飲用水槽及消防/生水傳送泵房，

與主發電設備連接。 

施

工

階

段 

1.工作內容 
整地工程、排水工程、管線工程、環保工程、建築物工程、機電工程、景

觀工程及臨時設施 

2.施工程序 
土木工程(整地工程、排水工程、管線工程、環保工程及臨時設施)→建築物

工程→機電工程→景觀工程 

3.施工期間 
至各機組取得電業執照、水污染防治許可證與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等後

商轉。 

4.環保措施 設置臨時性環保設施、植生綠化、施工圍籬及執行環境監測計畫 

5.土方管理 

挖方量 

(m3) 

填方量 

(m3) 

借(棄)土方量 

(m3) 

借土來源或 

棄土去處 

54.1 萬方 

(實方) 

152.7 萬方 

(實方) 

141 萬 

(鬆方) 

回填土方來源： 

1. 回填本計畫開挖土方或由

台電公司其他廠區所擁有

可利用之土方。 

2. 土方交換。 

3. 外購土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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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運

階

段 

1.一般設施 燃氣複循環機組及其他相關系統與附屬設施 

2.環保設施 植生綠化、空污防制、廢污水處理廠、廢棄物貯存設施 

3.各項排放

物承諾值 

1.空氣 

(1)污染排放物：氮氧化物小時值負載>70% 5 ppm(dry, 15%O2)、年均值 5 

ppm，推估 3 部燃氣機組合計氮氧化物(NOx)排放量約 1,735 公噸/年。 

(2)溫室氣體（以二氧化碳當量計）(3 部燃氣機組排放量約 993.68 萬公噸

CO2e/年，估算過程詳見第 7.1.4 節) 

2.水 

(1)水量 

用水量/來源 
製程用水 

重覆利用率 

廢（污）水產生量/排放量及 

承受水體 

1,432CMD 

自來水公司、

海水淡化廠、

回收水 

全區(廠)用水回

收率：

64.7%~69.0% 

1. 廢水產生量約 787CMD(不包括非定期廢

水量)。 

2. 本計畫廢水採近零排放規劃。 

3. 廢水處理廠仍規劃放流口，其最大排放

量 59 CMD，以供緊急排放需求時，排入

無尾溝(地區排水路)。 

(2)水質  

水質項目 

最大限值

或 

範圍 

排放總量 
法規 

標準 

放流水規範

之水質項目 

符 合 放 流

水 標 準 之

發 電 廠 放

流 水 水 質

項 目 及 限

值 

1. 本計畫廢水採近零排放規

劃。 

2. 廢水處理廠仍規劃放流

口，其最大排放量 59 

CMD(不包括非定期廢水

量)，以供廢水緊急排放需

求時，排入地區排水路。 

放流水標準 

3.廢棄物 

廢棄物名稱 廢棄物產生量 貯存/清除/處理方式 

一般事業廢棄物 約 17.7 萬公噸/年 委由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妥善清

理/回收。 

實際廢棄物產生量以廢棄物清理

計畫書為主。 

混合五金廢料 約 20 公噸/年 

公告應回收之廢

棄物 
約 240 公噸/年 

4.毒性化學物質 

運作物質及運作量將依循「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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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廠區佈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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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施工期間及營運期間生態減輕對策 

 

一、陸域植物生態保護對策 

1. 棲地保護圍籬 

施工前於施工擾動範圍邊緣設置棲地保護圍籬，避免機具或土

方等擾動行為，施工期間圍籬毀損應進行更換，保護圍籬若需暫時

拆除，應確認無擴大棲地擾動面積疑慮，並盡速恢復保護圍籬。 

2. 稀有植物 

計畫區南側永安濕地現有大量欖李生長，區內也有欖李小苗，

計畫區內欖李多數分布於計畫區西北側，而計畫範圍外周邊亦發現

高雄茨藻及流蘇菜生長，保育對策將盡可能減少工區擾動，降低因

開發的可能影響。 

3. 紅樹林補植規劃 

有關本計畫區西北側 3.5 公頃紅樹林，將規劃利用區內以下適

當地點，以小苗或胎生苗進行紅樹林等面積補植，且模擬原有紅樹

林樹種狀況比例(欖李與海茄苳面積比例約 4:1)，並營造類似原有之

水域狀態棲地： 

(1)區內保育區 

(2)計畫區綠帶 

(3)配合保育計畫之南側 15 公頃緩衝區 

(4)計畫區東北側綠地 

(5)滯洪池四周 

4. 綠化區域引入在地原生植栽為限 

計畫範圍建築區域應減少整地面積，保留部分接近自然之鹽灘

地或紅樹林植被，建物周邊若有植栽需求應選擇計畫範圍周邊可見

之原生種為限，並選擇原自然棲地(鹽灘地、紅樹林、海岸造林地、

開放水域)可自然演替生長的物種。 

5. 施工前生態友善措施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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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施工人員教育訓練，施工過程機具放置與材料堆積等區域

嚴格規範，不得超出既有計畫範圍；嚴格控管施工廢水、廢土之處

理流程，並將廢料使用降至最低，保持計畫區周遭環境狀態，降低

生態衝擊之目的。 

二、陸域動物生態保護對策 

1. 施工便道 

為減輕施工車輛行經替代道路對鄰近生態造成之影響，本計畫

預定替代道路臨濕地側，設置施工圍籬，減少對於鄰近地區南側濕

地之噪音影響。 

2. 分區整地 

整地期間將避開彩鷸繁殖期(8~12 月)，且因彩鷸大部分棲息於

計畫區西北側殘存水域環境，配合將西北側 3.5 公頃紅樹林等面積

補植，於適當地點營造類似棲地，降低其影響。 

3. 架設施工圍籬 

基地邊界選擇架設具隔音效果之臨時隔音牆或施工圍籬，如密

接式施工圍籬等，工程採取適當的隔音及防振措施，包括使用符合

低噪音和低振動標準的機具，避免大量機械(如單一工作項目同時發

動數個工作面開始施作包含機組試運轉，需較多機械同時作業，整

地回填作業、渠道開挖作業、地質改良作業等)同時進行施工作業，

降低對周邊及水域環境的擾動。 

永達路烏林投社區段設置之施工照明及施工警示燈，降低架設

數量並低於施工圍籬高度，將光線侷限於道路避免溢散到永安濕地，

減少對棲息於永安濕地及周邊之動物的影響。 

4. 避免夜間施工 

除遇必要之連續性工程外，避免夜間進行工程，減少燈光照明

和工程噪音對周邊棲地干擾，必要之連續性工程係指依一般工程常

規或慣例，無法逕為暫停或中止、或者暫停或中止將使品質或安全

有虞之工作，如混凝土澆置、滑模作業、全套管施工、安全及環保

設施設置作業，基樁施工、鋼構單元組立作業、物料吊運及機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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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轉等，一般夜間時段係指晚上 11:00 至翌日上午 7:00。 

5. 實施施工人員生態保育教育訓練 

實施施工人員生態保育教育訓練，禁止刻意干擾、捕捉、驚嚇

野生動物，若看到受傷保育類野生動物個體應向有關單位通報。 

6. 周邊環境保護對策 

禁止施工污水進入永安濕地，並每日定時灑水以降低施工揚塵，

減少周邊環境、水域及植栽之影響。設置沉砂池、截流溝等設施降

低施工作業污水或泥沙對鄰近水體干擾，將放流廢水處理至符合標

準後再排放。禁止廢棄物被任意傾倒，納入施工自主檢查項目與驗

收查核中。有關應關注物種之施工階段影響減輕保育對策擬定如表

1 及表 2。另外亦整理施工期間陸域植物及陸域動物之生態保護對策

如表 3。 

7. 配合現有鳥種及植被營造生態環境 

除規劃已盡量縮減實質開發面積為 35.5 公頃僅佔 27%，為進一

步減輕本案開發對生態影響，將利用保育區、滯洪池、綠地，進行

棲地營造，初步規劃如圖 2 所示，具體作為說明如下: 

(1) 滯洪池採自然生態設計手法，於工程完工後表面採非結構性之

自然護    坡，配合地景設計。 

(2) 滯洪池四周列入做為欖李等紅樹林原生植栽補植區域規劃考

量地點。 

(3)  保持部分區域為原生態樣貌，維持做為候鳥休憩覓食生態區

域及列入做為欖李等紅樹林原生植栽補植區域規劃考量地點。 

(4) 廠區綠帶規劃步道、觀景設施等與環境互動設施，提供民眾作

為生態教育之友善環境。 

(5) 東側道路採用植生等遮蔽圍籬之景觀設計，減輕環境衝擊。 

(6) 生態工法滯洪池建議植栽包含： 

A. 紅樹林補植範圍：欖李、海茄苳 

B. 滯洪池內: 香蒲等適性適地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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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廠內其他綠帶 

a.草本植物:蘆葦、白茅  

b.喬木:蒲葵、無患子 

c.灌木:月橘、草海桐 

d.藤本:忍冬、馬鞍藤 

三、水域生態之保護對策 

1. 計畫區內施工廢水，達符合排放標準後排放。 

2. 施工時工區周邊設置截流溝，避免暴雨沖刷至周邊排水路，使濁

度增加進而影響到養殖用水。 

四、海域生態之保護對策 

1. 地表逕流方面，本計畫於工區適當地點設置臨時沉砂池，於各開

挖面採行臨時覆蓋及阻水設施，以減少泥沙沖刷造成鄰近海域水

質污染，同時亦可避免對於鄰近海域生態影響。 

2. 施工人員生活污水方面，本計畫將視需要設置流動廁所，並由合

法業者定期清運，依法妥善處理，或設置套裝污水處理設備，妥

善收集並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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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計畫應關注物種施工階段影響減輕保育對策對照表 

位

置 
物種 施工階段影響減輕保育對策 

計

畫

區

內 

黑面琵鷺 

1. 實施施工人員生態保育教育訓練，禁止刻意干擾、驚嚇黑面琵鷺，

若看到受傷個體應向有關單位通報。 

2. 於基地邊界架設具隔音效果之臨時隔音牆或施工圍籬，如密接式施

工圍籬等，工程採取適當的隔音或防振措施，包括使用符合低噪音

和低振動標準的機具，並避免大量機械同時進行施工作業。 

3. 除遇必要之連續性工程外，避免夜間施工，減少燈光照明和工程噪

音降低對周邊棲地干擾。 

彩鷸 

1. 為避免影響彩鷸繁殖，計畫區西北側殘存水域環境，應避開每年

8~12 月整地。 

2. 實施施工人員生態保育教育訓練，禁止刻意干擾、驚嚇彩鷸，若看

到受傷個體應向有關單位通報。 

3. 於基地邊界架設具隔音效果之臨時隔音牆或施工圍籬，如密接式施

工圍籬等，工程採取適當的隔音或防振措施，包括使用符合低噪音

和低振動標準的機具，並避免大量機械同時進行施工作業。 

4. 除遇必要之連續性工程外，避免夜間施工，減少燈光照明和工程噪

音降低干擾。 

眼鏡蛇 
採取分區整地方式，透過擾動促使眼鏡蛇離開原棲地，降低直接傷害到

個體的機會。 

魚鷹 
1. 禁止施工污水進入永安濕地及周邊水域環境，定時灑水以降低施工

揚塵，減少水域污染，維持水域棲地環境品質。 

2. 禁止廢棄物被任意傾倒，納入施工自主檢查項目與驗收查核中，維

持水域棲地環境品質。 

3. 於基地邊界架設具隔音效果之臨時隔音牆或施工圍籬，如密接式施

工圍籬等，工程採取適當的隔音或防振措施，包括使用符合低噪音

和低振動標準的機具，並避免大量機械同時進行施工作業。 

4. 除遇必要之連續性工程外，避免夜間施工，減少燈光照明和工程噪

音降低對周邊棲地干擾。 

小燕鷗 

紅隼 

紅尾伯勞 

遊隼 

計

畫

區

外 

 

黑面琵鷺 

1. 為減輕施工車輛行經替代道路對鄰近生態造成之影響，故於闢設時

將於兩側架設具隔音效果之臨時隔音牆或施工圍籬，將減輕其衍生

之環境影響。 

2. 禁止廢棄物被任意傾倒，納入施工自主檢查項目與驗收查核中，維

持水域棲地環境品質。 

3. 於基地邊界架設具隔音效果之臨時隔音牆或施工圍籬，如密接式施

工圍籬等，工程採取適當的隔音或防振措施，包括使用符合低噪音

和低振動標準的機具，並避免大量機械同時進行施工作業。 

4. 除遇必要之連續性工程外，避免夜間施工，減少燈光照明和工程噪

音降低對周邊棲地干擾。 

小燕鷗 1. 禁止施工污水進入永安濕地及周邊水域環境，並應定時灑水以降低

施工揚塵，減少水域污染，維持水域棲地環境品質。 魚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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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置 
物種 施工階段影響減輕保育對策 

唐白鷺  2. 禁止廢棄物被任意傾倒，並納入施工自主檢查項目與驗收查核中，

維持水域棲地環境品質。 

3. 於基地邊界架設具隔音效果之臨時隔音牆或施工圍籬，如密接式施

工圍籬等，工程採取適當的隔音或防振措施，包括使用符合低噪音

和低振動標準的機具，並避免大量機械同時進行施工作業。 

4. 除遇必要之連續性工程外，避免夜間施工，減少燈光照明和工程噪

音降低對周邊棲地干擾。 

白琵鷺 

黑鸛  

東方白鸛 

諾氏鷸 

半蹼鷸 

黑嘴鷗 

玄燕鷗 

白眉燕鷗 

鳳頭燕鷗 

水雉 

黑鳶 

花鵰 

燕隼 

遊隼 

紅隼 

紅尾伯勞 

東方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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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態保育對策及其效益說明 

影響情形 保育對策 減輕影響效益說明 

1.欖李、海茄苳等紅

樹林生長於計畫區

域西北側，施工期

間可能對其造成影

響。 

有關本計畫區西北側

3.5 公頃紅樹林，將規劃利用

區內以下適當地點，以小苗

或胎生苗進行紅樹林等面積

補植，且模擬原有紅樹林樹

種狀況比例(欖李與海茄苳

面積比例約 4:1)，並營造類

似原有之水域狀態棲地： 

(1)區內保育區 

(2)計畫區綠帶 

(3)配合保育計畫之南側 15

公頃緩衝區 

(4)計畫區東北側綠地 

(5)滯洪池四周 

將可營造本計畫區內原

有紅樹林之水域狀態棲

地，並配合北側留設綠地

與南邊保育區及緩衝區

串聯整合，藉以達成南北

綠地及緩衝區串聯之生

態整合。  

2.可能因施工行為影

響南邊永安濕地與

鳥類。 

於施工範圍南區劃設 15 公

頃緩衝區，與永安濕地核心

區域距離 500 公尺以上。  

可避開鳥類南北飛行路

線並維持一定距離使影

響降至最低。 

3.施工噪音可能影響

鄰近濕地生態。 

劃設施工圍籬，將可降低噪

音音量 3~5 dB(A)，經評估後

其噪音音量約為 42.1~44.1 

dB(A)。 

施工音量低於鳥類應可

接受音量 (50 dB(A))以

下，降低對鳥類影響。 

4.整地期間可能會影

響彩鷸繁殖。 

對於區內保育類鳥種 (彩

鷸)，於整地期間將避開彩鷸

繁殖期(8~12 月)，且因彩鷸

大部分棲息於計畫區西北側

殘存水域環境，配合將西北

側紅樹林等面積補植，於適

當地點營造類似棲地，降低

其影響。 

避開繁殖期整地將可降

低對彩鷸的影響，並且營

造類似棲地，使彩鷸也有

足夠的生存空間。 

5.其他區外保育類鳥

種，並無直接影響 

為加強生態保育，仍將於計

畫區內綠地、保育區及滯洪

池等，考量各種保育類鳥種

之生態特性，進行棲地營造。 

經由必要之生態營造，達

到南北串聯生態整合功

能，將可持續發展當地鳥

況，兼顧能源開發與維護

濕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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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施工期間陸域植物及陸域動物之生態保護對策 

階段 項目 生態保護對策 

施工 

期間 

陸域植
物 

 棲地保護圍籬：施工前於施工擾動範圍邊緣設置棲地保護圍
籬，避免機具或土方等擾動行為，施工期間圍籬毀損應進行
更換，保護圍籬若需暫時拆除，應確認無擴大棲地擾動面積
疑慮，並盡速恢復保護圍籬。 

 減少工區擾動：降低稀有植物因開發的可能影響。 

 紅樹林補植規劃：本計畫區西北側 3.5 公頃紅樹林，將規劃
利用區內以下適當地點，以小苗或胎生苗進行紅樹林等面積
補植，且模擬原有紅樹林樹種狀況比例(欖李與海茄苳面積比
例約 4:1)，並於(1)區內保育區、(2)計畫區綠帶、(3)配合保育
計畫之南側 15 公頃緩衝區、(4)計畫區東北側綠地、(5)滯洪
池四周營造類似原有之水域狀態棲地。 

 綠化區域引入在地原生植栽為限：計畫範圍建築區域應減少
整地面積，保留部分接近自然之鹽灘地或紅樹林植被，建物
周邊若有植栽需求應選擇計畫範圍周邊可見之原生種為限。 

 施工前生態友善措施教育訓練：進行施工人員教育訓練，施
工過程機具放置與材料堆積等區域嚴格規範，不得超出既有
計畫範圍。 

陸域動
物 

 施工便道：本計畫預定替代道路臨濕地側，設置施工圍籬。 

 分區整地：整地期間將避開彩鷸繁殖期(8~12 月)，且因彩鷸
大部分棲息於計畫區西北側殘存水域環境，配合將西北側
3.5 公頃紅樹林等面積補植，於適當地點營造類似棲地。 

 架設施工圍籬：基地邊界選擇架設具隔音效果之臨時隔音牆
或施工圍籬，採取適當的隔音及防振措施，避免大量機械同
時進行施工作業。永達路烏林投社區段降低施工照明及施工
警示燈架設數量並低於施工圍籬高度。 

 避免夜間施工：除遇必要之連續性工程外，避免夜間進行工
程，減少燈光照明和工程噪音對周邊棲地干擾。 

 實施施工人員生態保育教育訓練：實施施工人員生態保育教
育訓練，禁止刻意干擾、捕捉、驚嚇野生動物，若看到受傷
保育類野生動物個體應向有關單位通報。 

 周邊環境保護對策：避免施工污水進入永安濕地，並每日定
時灑水以降低施工揚塵，減少周邊環境、水域及植栽之影
響。設置沉砂池、截流溝等設施降低施工作業污水或泥沙對
鄰近水體干擾，將放流廢水處理至符合標準後再排放。禁止
廢棄物被任意傾倒，納入施工自主檢查項目與驗收查核中。 

 

 

 

 

 



                  永安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 民國 108 年 

109 

 
圖 2本計畫棲地營造具體作為 

 











項次 棲地營造具體作為

1
滯洪池採自然生態設計手法，於工程完
工後表面採非結構性之自然護坡，配合
地景設計

2
保持部分區域為原生態樣貌，提供候鳥
休憩覓食生態區域

3
滯洪池四周邊坡做為欖李等紅樹林原生
植栽補植區域

4
規劃步道、觀景設施等與環境互動設施，
提供民眾作為生態教育之友善環境

5
東側道路採用植生等遮蔽圍籬之景觀設
計，減輕環境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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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陸域植物生態保護對策 

針對外來植物以手拔或除草機刈除，連續清除方式將依「林務

局小花蔓澤蘭、銀合歡清除辦法」。 

二、陸域動物生態保護對策 

在符合公共安全前提下，減少燃氣發電廠南側之照明設施，

並採用收斂式照明燈具，以減少周邊生物的光害影響。營運期間陸

域植物及陸域動物之生態保護對策整理如表 4。 

三、周邊環境保護對策 

於發電廠周界進行樹木栽植，營造較完整鬱密之樹林環境及水

域環境，提供鳥類、蜻蜓等物種棲息，並可減少人為活動擾動之干

擾。 

四、關注物種之保護對策 

因應計畫區開發造成的棲地類型改變及營運後新增干擾，配合

關注物種之生態特性研擬營運階段保護對策，降低營運階段可能帶

來的負面影響。對策擬定如表 5 所示。 

五、水域生態之保護對策 

1. 妥善處理營運中排放污水，達符合排放標準之後排放，以降低污

染程度。 

2. 妥善處理營運中所產生的塵土及周邊設置截流溝，避免暴雨沖刷

至河川，使濁度增加進而影響到養殖用水。 

六、海域生態之保護對策 

1. 為維護興達電廠附近海域生態，機組之運轉廢水將以近零排放為

原則，優先作為廠區回收用水，減少對鄰近海域生態之影響。 

2. 應使距排放口500公尺處之綜合溫升在各種潮位及流況下均不會

超過4 °C，以符合環保署水污染防治法「放流水標準」之溫差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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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配合南北綠地及緩衝區串聯，進行棲地營造 

北側保持部分區域為原生態樣貌，維持做為候鳥休憩覓食生態區域

及列入做為欖李等紅樹林原生植栽補植區域規劃考量地點，另規劃滯

洪池內部維持原地貌，僅周邊堤岸設施，而保育區也維持原地形地

貌未整地開發，本計畫並將於上述綠地及保育區，採行以下措施進

行棲地營造： 

1. 保育區維持原地形地貌。 

2. 採自然工法，儘量減少水泥設施，開關場做綠化包覆。 

3. 保持潮濕吸引水鳥 

4. 採原生種多層植栽，建議樹種包含： 

(1) 紅樹林補植範圍：欖李、海茄苳 

(2) 滯洪池內:臺灣萍蓬草、香蒲 

(3) 廠內其他綠帶 

a.草本植物:蘆葦、白茅  

b.喬木:蒲葵、無患子 

c.灌木:月橘、草海桐 

d.藤本:忍冬、馬鞍藤 

八、依 107 年永安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草案建立五大參與機制 

本公司將配合市府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營造維護濕地環

境、落實濕地明智利用目標以及推動永續環境教育，具體內容如表

6 所示，工作項目包括持續的環境監控，作為推動濕地通盤檢討之規

劃資料，並設置溝通窗口提供環境改善對策。將活化環境教育進行

學術或民間團體合作，同時會維護濕地安全，以降低濕地遊憩壓力

並顧及人為活動安全，並結合社區與地方團體來推廣社區參與。 

九、邀請地方居民討論，如何與學術單位、保育團體組成立生態保育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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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營運期間陸域植物及陸域動物之生態保護對策 

階

段 

項目 生態保護對策 

營

運 

期

間 

陸域植物  外來植物刈除：針對外來植物以手拔或除草機刈

除，連續清除方式係依「林務局小花蔓澤蘭、銀

合歡清除辦法」。 

陸域動物  收斂式照明燈具：減少燃氣發電廠南側之照明設

施，並採用收斂式照明燈具，以減少周邊生物的

光害影響。 

 周邊環境保護對策：於發電廠周界進行樹木栽

植，營造較完整鬱密之樹林環境及水域環境，提

供鳥類、蜻蜓等物種棲息並可減少人為活動擾動

之干擾。 

 

表 5 本計畫關注物種營運階段減輕影響保育對策 

位
置 

物種 營運階段減輕影響保育對策 

計
畫
區
內 

黑面琵
鷺 

除規劃已盡量縮減實質開發面積為 35.5 公頃僅佔 27%，為
進一步減輕本案開發對生態影響，將利用保育區、滯洪池、
綠地，進行棲地營造，初步規劃具體作為說明如下: 

 滯洪池採自然生態設計手法，於工程完工後表面採非結
構性之自然護坡，配合地景設計。 

 滯洪池四周列入做為欖李等紅樹林原生植栽補植區域
規劃考量地點。 

 保持部分區域為原生態樣貌，維持做為候鳥休憩覓食生
態區域及列入做為欖李等紅樹林原生植栽補植區域規
劃考量地點。廠區綠帶規劃步道、觀景設施等與環境互
動設施，提供民眾作為生態教育之友善環境。 

 東側道路採用植生等遮蔽圍籬之景觀設計，減輕環境衝
擊。 

 生態工法滯洪池建議植栽包含： 

A.紅樹林補植範圍：欖李、海茄苳 

B.滯洪池內: 香蒲等適性適地植物 

C.廠內其他綠帶 

a.草本植物:蘆葦、白茅  

b.喬木:蒲葵、無患子 

c.灌木:月橘、草海桐 

d.藤本:忍冬、馬鞍藤 

彩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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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置 

物種 營運階段減輕影響保育對策 

眼鏡蛇 
發電廠周邊及與永安濕地間周界間營造生物棲地供生物棲
息利用 

遊隼 
 在符合公共安全前提下，減少燃氣發電廠南側之照明設

施，並採用收斂式照明燈具，以減少周邊生物的光害影
響，降低對永安濕地等棲地的光害影響。 

小燕鷗 

魚鷹 

紅隼 

紅尾伯
勞 

 發電廠內綠地為其可利用之棲地。 

計
畫
區
外 

黑面琵
鷺 

 在符合公共安全前提下，減少燃氣發電廠南側之照明設
施，並採用收斂式照明燈具，以減少周邊生物的光害影
響，降低對南側緩衝區及永安濕地等棲地的光害影響。 

魚鷹 

小燕鷗 

唐白鷺  

白琵鷺 

黑鸛  

東方白
鸛 

諾氏鷸 

半蹼鷸 

黑嘴鷗 

玄燕鷗 

白眉燕
鷗 

鳳頭燕
鷗 

水雉 

黑鳶 

花鵰 

東方鵟 

燕隼 

遊隼 

紅隼 

紅尾伯
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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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維持生態功能經營管理行動規劃 

項目 
經營管理行動 

配合永安濕地保育利用計畫 本案規劃保育區域 

溝通窗

口 

台電將與相關學者合作，擔任溝通窗口與提供環境改善對

策，以因應對濕地生態有影響之污染或是人為操作。 

環境監

控 

持續監測生態及環境，作為推動濕地通盤檢討與提供電廠針

對周邊環境設置、規劃友善措施的基礎資料。 

環境教

育 

(1)活化濕地西側教育解說中心，

於中心內設置能源展示模型與

解說資源。 

(2)由台電公司、高雄市政府與學

術機構，或民間生態團體合

作，推動結合環境保育與能源

開等教育活動。 

(1)設多功能中心(含電力展示

區)等友善措施，供民眾

使用。 

(2)由台電公司與學術機構，

或民間生態團體合作，推

動結合環境保育與能源開

發等教育活動。 

濕地安

全 

(1)可利用圍籬或土堤等規範遊憩

路線以避免民眾誤闖濕地內

部。 

(2)環境教育區及核心保育區為顧

及民眾安全及生態保育之需

要，除主管機關同意或明智利

用項目內允許之特定節慶參訪

活動及曬鹽文化體驗外，其餘

時段民眾進出需經申請，且須

由管理人員帶領採團進團出的

方式導覽，以降低濕地的遊憩

壓力並顧及人為活動安全。 

(3)其他分區建議採低度開發，盡

量保持原環境，並設置步道及

規範。 

- 

社區參

與 

結合社區與地方團體推廣環境教

育，以兼顧濕地教育推廣及社區

參與。 

結合社區與地方團體推廣環

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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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生

態保育

經費 

五年 1,150 萬補助協助生態保

育，後續配合規劃檢討提撥經

費。 

比照保育利用計畫經費比例

編列提撥生態保育基金，預

估 5 年 600 萬。本計畫棲地

營造欖李等補植工程設置費

用約為 2,100 萬、賞鳥步道

工程約 120 萬，後續每年編

列維護費用。 

註：監測項目及內容將優先引用台電公司既有計畫之環境監測成果，若尚有不足再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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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開發行為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 

壹、陸域植物 

一、施工期間 

(一)棲地損失 

計畫範圍位於電力設施預定地的開發面積 78.3 公頃，其中自然與近自

然棲地約 54.8 公頃(含鹽灘地、紅樹林、海岸造林地、開放水域)，15.3 公

頃以人工棲地為主(含人工裸露地、既有道路、銀合歡入侵地、景觀植栽區

與小面積建物)，開發行為影響植物生長環境主要為紅樹林棲地，及其他近

自然棲地如鹽灘地、海岸造林地、開放水域，各類型面積與範圍如表 1。 

 

表 1 計畫區內棲地類型狀況 

棲地類型 公頃 

 

鹽灘地 47.2 

人工裸露地 12.8 

紅樹林 6.4 

道路 1.9 

海岸造林地 1.0 

銀合歡入侵地 0.4 

開放水域 0.2 

景觀植栽 0.2 

建物 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二) 物種衝擊 

計畫範圍預定進行部分整地與興建工程，受到整地直接影響的稀有植

物為欖李，其他物種以西南部海岸鹽灘地生長的原生植物，或廣泛分布於

全島的外來植物為主。受影響的原生植物如假海馬齒、高雄飄拂草、海茄

冬、爪哇磚子苗、海雀稗等。 

二、營運期間 

(一)棲地與生物相改變 

營運期間原自然棲地(含鹽灘地、紅樹林、海岸造林地、開放水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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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為建物、景觀植栽區域，與原棲地環境差異大，亦造成生物相由原本

偏好自然棲地之物種，轉變為偏好人工棲地之物種，恐減少稀有生物生存

棲地空間之可能。本計畫已盡量縮減實質開發面積為 35.5 公頃佔 27%，生

態用地、綠地及保育區佔 65%，並將規劃進行 3.5 公頃紅樹林等面積補植

及多項棲地營造規劃，評估生態影響可能性已大幅減輕。 

(二)增加外來植物入侵潛勢 

計畫範圍內生長有大花咸豐草、大黍、紅花野牽牛、銀膠菊與銀合歡

等外來植物，這些外來植物偏好擾動後開闊向陽的裸露地，工程施作有可

能增加此類棲地面積，擴大外來植物入侵範圍，佔據原生植物生長空間，

造成原生種比例下降，進而影響周邊棲地品質。 

 

貳、陸域動物 

一、施工期間 

本計畫調查範圍內地景由多樣環境鑲嵌而成，包含舊鹽田荒地(無植被且暫

無利用土地)、草生地(舊鹽田覆蓋鹽地鼠尾栗、裸花鹼蓬、蘆葦等草本植物)、

紅樹林(計畫區內外)、靜水域(計畫區內埤塘、永安濕地及計畫區外魚塭)、緩流

(計畫區內舊鹽田槽溝及計畫區外魚塭水道)、公園及人工建築(含聚落建物及馬

路)等，大多為人為擾動後的環境。計畫區內雖因管制而少有人為干擾，但因積

水消退且地表多裸露無植被，棲息於計畫區內的動物種類甚少；而緊鄰計畫區

的永安濕地，則為本計畫調查區域中擁有多樣鳥類的敏感自然棲地，本計畫之

開發對其預期將有一定影響。另外本計畫調查及文獻資料有不少受關注之動物，

因此亦從物種角度分析本計畫開發之可能影響。詳細的棲地環境及關注物種衝

擊評估如下。 

(一)棲地環境衝擊評估 

本計畫影響棲地環境類型包含欖李紅樹林、舊鹽田荒地、草生荒地及

靜水域埤塘，本計畫範圍鄰永安濕地約 500 公尺，調查於永安濕地發現的

鷺科及鷸、鴴科鳥類，為黑面琵鷺、鷺科及鷸、鴴科候鳥的重要棲息及覓

食地。「道路開發對彰化濱海地區水鳥棲息地的影響分析及相關減輕保護模

式建立之可行性與試驗」(公路總局，2010)文獻資料顯示，距台 17 線越近

鳥類隻次越少，約在距台 17 線 350 公尺外鳥類隻次開始快速增加，其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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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鳥類適應性最差。參考台 17 線噪音測量值和台 61 線噪音預測值來計算，

鳥類開始增加的 350 公尺處的噪音量為 49.99 dB(A)，因而推測彰化濱海地

區鳥類偏好噪音量低於 50 dB(A)的棲地。 

本計畫區距離電力設施邊界 500 公尺處之黑面琵鷺主要棲息範圍，在

未設置施工圍籬時，施工面噪音模擬計算結果為 47.1 dB(A)。而永達路施

工運輸噪音傳遞至永安濕地內黑面琵鷺主要棲息範圍則約為 44.7dB(A)，經

採行設置施工圍籬後，可阻隔噪音量約 3～5 dB(A)，上述施工面及運輸噪

音仍小於濱海地區鳥類偏好噪音量的棲地(低於 50 dB(A))，故評估本計畫

施工噪音對濕地影響有限。 

過境期的遷徙鳥類因長途飛行，在遷徙途中停留的區域需要能夠提供

其補充能量及休息，因此棲地品質對於遷徙鳥類很重要，而新公告永安濕

地位處本計畫南側，屬「重要野鳥棲地」(Important Bird Area，簡稱 IBA)，

本計畫對過境期及度冬期永安濕地內的水鳥相將須觀測注意是否有影響。 

經評估主要影響為紅樹林及草生植被被移除，水域環境被填平，將轉

變為建物、景觀植栽區域，與原棲地環境差異大，彩鷸等原棲地內棲息物

種無可利用之棲地。 

計畫間接影響： 

1.永安濕地鄰近基地約 500 公尺，會有直接的各類施工擾動，推測較不

耐噪音等人為干擾的水鳥將會移動到它處棲息。 

2.計畫區鄰近永安濕地，計畫區南側施工時機具、運輸車輛噪音合成音

量已超過 50 dB(A)，對棲息於永安濕地內的鳥類可能造成干擾。 

3.周邊人為擾動增加(噪音及光害)，可能僅有對人為干擾耐受度較高的

鳥種會繼續於此處棲息。 

4.施工揚塵可能影響水質，會對依賴水域環境的水鳥、蜻蜓(包含稚蟲)

和爬行類生態受到影響。 

(二)保育類等關注物種之衝擊評估 

本計畫最主要影響區域為開發基地受影響較大者為可能於此區域棲息

的保育類彩鷸，其分布狀況如圖 1 所示，彩鷸主要分布在基地西北側緩流

草生地及東南側槽溝。其他紀錄中保育類如魚鷹及紅隼會於此區域盤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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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觀察到魚鷹停棲於計畫區東側堤防旁的立桿上；紅尾伯勞因覓食需棲

枝多棲息於欖李分佈區；小燕鷗於開發基地內的紀錄，為飛行經過的個體。 

 (一)彩鷸 

彩鷸為普遍分佈之留鳥，偏好棲息於低海拔濕地環境，如水田、沼澤、

河邊等，兩季調查都於計畫區西北側殘存水域發現少量彩鷸族群棲息，此

環境可供其繁殖、棲息及覓食，而本計畫於計畫區外 1,000 公尺範圍內雖

有類似計畫區內的淺水濕地環境，但穿越線調查並無彩鷸發現紀錄，因此

計畫區西北側的水域環境，可能是本區域較適合彩鷸棲息活動的棲地。 

本計畫開發將造成物種彩鷸等物種無適宜之草澤棲息空間，施工若於

繁殖季進行亦可能造成個體傷害。本計畫開發對本區彩鷸的影響評估為中

等至嚴重。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1 彩鷸調查範圍內(計畫區內及區外 1,000m 範圍)棲地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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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魚鷹 

在臺灣魚鷹為冬候鳥，但近年夏季也有零星個體紀錄，本計畫兩季調

查都有魚鷹的發現紀錄，第 1 季為上空盤旋個體、第 2 季停棲於東北側邊

界上的立樁。魚鷹偏好在大面積有豐富魚源的水域環境覓食，常停棲於水

域旁的立樁、枝條，目前計畫區內已無積水，推測應僅是短暫停棲個體。 

主要影響應為機具噪音及人為活動，將使魚鷹避開計畫區活動。但計

畫區周邊環境仍有大面積水域可供其捕食，又魚鷹飛行能力強移動距離大，

因此影響應屬輕微。 

 (三)紅隼 

在台灣紅隼主要為過境或冬候鳥，偏好盤旋於平坦之裸露地、草生地，

或站在突起物上找尋獵物。計畫區內觀察到紅隼在鹽田荒地上空飛行或定

點，計畫調查範圍現況僅有計畫區的裸露鹽田荒地及草生地為適合其利用

之環境，但計畫區內調查發現之哺乳類及爬蟲類種類及數量都少，非紅隼

合宜的覓食棲地，台 17 以東的農墾地應為其偏好的棲地類型。 

主要影響應為機具噪音及人為活動，將使紅隼避開計畫區活動。台 17

以東的農墾地為其偏好的棲地類型，且紅隼飛行能力強移動距離大，因此

影響應屬輕微。 

 (四)小燕鷗 

在臺灣小燕鷗為留鳥，偏好於大面積水域覓食，夏季繁殖於水域環境

旁寬闊平坦的砂礫地。第 1 季調查於計畫區內有一筆紀錄(鹽田上空飛過)，

因同期調查永安濕地棲息有 62 隻個體，研判屬於返回永安濕地棲息的個

體，計畫區內現況已無積水但夏季調查並未發現繁殖巢位，研判非其覓食、

繁殖等利用之環境。 

主要影響應為機具噪音及人為活動，使小燕鷗避開計畫區活動，但計

畫區內並無繁殖紀錄，也無適合棲地，因此影響應屬輕微。 

 (五)紅尾伯勞 

紅尾伯勞為普遍常見之冬候鳥，每年 9 月至隔年 4 月於臺灣度冬，偏

好棲息於樹林邊緣或有棲枝的草地，捕捉爬蟲類或是大型昆蟲為食。調查

範圍內多紅尾伯勞偏好之棲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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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區因施工擾動及棲地改變將不適合紅尾伯勞利用，但周邊多其適

合環境，因此影響應屬輕微。 

本計畫亦整理調查範圍與周邊區域內，歷年觀察紀錄(中山大學相關調

查報告、永安濕地暫定重要濕地分析報告書、鳥類觀察紀錄網站如 e-bird 與

野鳥學會鳥類資料庫等)中，列出應關注物種與可能受影響者，作為擬定環

境保護對策依據，詳表 2。依 104 年電廠紅樹林復育及生態系之研究完成

報告，實質開發區域已盡量避開鳥類飛行活動區域詳圖 3，鳥類喜好飛行

於大區域水域(如計畫區東側及外圍魚塭)。本案實質開發區域盡量避開鳥

類分布及活動頻繁區域，詳如圖 4，並實質提升生態緩衝規劃。 

二、營運期間 

 (一)保育類等關注物種衝擊評估 

1.彩鷸：發電廠的噪音及光害影響，可能造成周邊棲地品質劣化。 

2.魚鷹：計畫區內可利用之覓食棲地縮小。 

3.紅隼：計畫區內可利用之覓食棲地縮小。 

4.小燕鷗：電廠的噪音及光害影響，可能造成周邊棲地如永安濕地棲地

品質劣化。 

5.紅尾伯勞：紅尾伯勞較適應人為活動的干擾，發電廠內的綠地為紅尾

伯勞可利用之棲地，周邊也多其適合棲地，營運後影響應屬輕微。 

本計畫亦整理調查範圍與周邊區域內，歷年觀察紀錄(中山大學相關調

查報告、永安濕地暫定重要濕地分析報告書、鳥類觀察紀錄網站如 e-bird 與

野鳥學會鳥類資料庫等)中，列出應關注物種與其在營運階段可能受影響者，

作為擬定環境保護對策依據，詳表 3。 

(二)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 

本計畫將配合高雄市政府規劃之保育利用計畫，減少對於生態衝擊，

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1.保育利用計畫範圍：考量濕地北區緊鄰興達電廠未來燃氣機組，台灣

電力公司劃設 15 公頃作為緩衝區，以減輕環境變遷衝擊，兼顧能源

開發與維護濕地現況，故本計畫範圍包含內政部公告之地方級永安重



                  永安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 / 民國 108 年 

123 

 

要濕地範圍全區 41.25 公頃，15 公頃緩衝區域，總面積為 56.25 公頃。

有關保育利用計畫功能分區詳下表 4，其示意圖如圖 2。 

2.計畫年期：依據濕地保育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本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訂計畫年期為 25 年」。爰以保育利用計畫核定公告為起始

年，計畫年期為 25 年，每 5 年進行通盤檢討 1 次，計畫目標年預計

為民國 132 年。 

3.計畫目標： 

a.確保濕地生態功能，營造維護濕地環境，提供穩定棲地以維護生物

多樣性。 

b.維護濕地滯洪功能，規劃合宜之功能分區，落實濕地明智利用目標。 

c.結合濕地生態資源、周邊曬鹽文化聚落與遊憩功能，推動永續環境

教育。 

4.保育利用計畫經費：未來將配合市府辦理相關濕地保育計畫，以永安

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為範圍，預估未來實施計畫之經費五年近千萬，

未來依此計畫將可達到濕地生態的維護及永安重要濕地環境教育的

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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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施工階段關注物種之衝擊評估 

物種 

保

育

級 

資料來

源 

調查範圍出現位

置 

物種棲地偏好 
遷留習性與 

季節 
施工階段主要影響 

影響程

度評估 
本

計

畫 

其 

它 1 

計畫

區 

計畫區外

1000m 

範圍 

彩鷸 II ✔ ✔ ● ○ 低海拔水域環境 全年(留鳥) 
棲息空間縮小，施工過程亦可能造成個體傷

害。 

中等至 

嚴重 

魚鷹 II ✔ ✔ ● ● 有豐富魚源的水

域環境 

9 月~4 月 

(冬候鳥) 
機具噪音及人為活動，使其避開計畫區。 

輕微或 

無影響 

紅隼 II ✔ ✔ ● ● 裸露地或草生地 
9 月~4 月 

(冬候鳥) 
機具噪音及人為活動，使其避開計畫區。 

輕微或 

無影響 

小燕鷗 II ✔ ✔ ● ● 大面積水域覓食 
全年 

(留鳥) 
機具噪音及人為活動，使其避開計畫區。 

輕微或 

無影響 

紅尾伯勞 III ✔ ✔ ● ● 
樹林邊緣或有棲

枝的草地 

9 月~4 月  

(過境、冬候鳥) 

施工擾動及棲地改變將不適合紅尾伯勞利用，

但周邊多其適合環境。 

輕微或 

無影響 

黑面琵鷺 I  ✔  ● 

大面積濕地、河

口及魚塭等水域

環境 

9 月~4 月  

(冬候鳥) 

黑面琵鷺近年於永安濕地內有穩定度冬紀錄

(本年度於 10 月 16 日有 11 隻進駐棲息)，計畫

區內現況已無積水，應非其覓食、棲息等利用

之環境，運輸車輛噪音及人為活動，將使其避

開永安濕地北側深水區及西側，使其棲息利用

區域減少，故對其影響輕微至中等。 

中等或

輕微 

唐白鷺  II  ✔   海岸附近的濕地

環境覓食 

9 月~4 月 

 (過境、冬候鳥) 

計畫區內現況已無積水，應非其覓食、棲息等

利用之環境，施工階段機具、運輸車輛噪音及

人為活動，將使其避開永安濕地北側及西側，

使其棲息利用區域減少，故對其影響輕微。 

輕微 

白琵鷺 II  ✔   

大面積濕地、河

口及魚塭等水域

環境 

9 月~4 月 

(冬候鳥) 

黑鸛  II  ✔   大面積濕地環境 
9 月~4 月 

 (過境、冬候鳥) 

東方白鸛 I  ✔   
平原大面積濕地

環境 

9 月~4 月 

 (冬候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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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 

保

育

級 

資料來

源 

調查範圍出現位

置 

物種棲地偏好 
遷留習性與 

季節 
施工階段主要影響 

影響程

度評估 
本

計

畫 

其 

它 1 

計畫

區 

計畫區外

1000m 

範圍 

諾氏鷸 I  ✔   

河口、海岸泥灘

及沼澤、鹽田、

水田等濕草地 

秋季及春季 

(過境鳥) 
計畫區內現況已無積水，應非其覓食、棲息等

利用之環境，施工階段機具、運輸車輛噪音及

人為活動，將使其避開永安濕地北側及西側，

使其棲息利用區域減少，故對其影響輕微。 

輕微 

半蹼鷸 III  ✔   

河口、潮間帶泥

灘、瀉池及鹽田

等淺水沼澤 

秋季及春季  

(過境鳥) 

黑嘴鷗 II  ✔   
泥灘或大型養殖

水塘 

9 月~4 月     

(冬候鳥) 
計畫區內現況已無積水，應非其覓食、棲息等

利用之環境，施工階段機具、運輸車輛噪音及

人為活動，將使其避開永安濕地北側及西側，

但鷗科及燕鷗科鳥類於永安濕地多利用露出

水面之地面，使其棲息利用區域減少，故對其

影響輕微。 

輕微 

玄燕鷗 II  ✔   
海洋中小型島嶼

或礁岩 

5 月~8 月     

(夏候鳥) 

白眉燕鷗 II  ✔   
海洋中小型島嶼

或海岸礁岩 

5 月~8 月     

(夏候鳥) 

鳳頭燕鷗 II  ✔   

近海小型島嶼，

在河口沙洲群集

或覓食 

5 月~8 月    

 (夏候鳥) 

水雉 II  ✔   

繁殖期棲息於有

浮葉植物之埤塘

環境，非繁殖期

棲息於濕地環境 

  全年      

(留鳥，4 月~10

月繁殖期具領域

性，非繁殖期常

成群出現。) 

計畫區內現況已無積水，應非其覓食、棲息等

利用之環境，故對其影響輕微。 

輕微或 

無影響 

黑翅鳶 II  ✔   

乾燥的疏林草

原、廢耕田、短

草開闊地 

全年        

(留鳥) 計畫區及周遭環境非偏好棲地類型，應是永安

地區空中盤旋紀錄。 

施工階段：計畫區非其覓食、棲息等利用之環

境，故對其無影響。 

無影響 
東方蜂鷹 II  ✔   

中高海拔森林環

境 

全年 

(留鳥) 

大冠鷲 II  ✔   
中低海拔森林環

境 

全年 

(留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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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 

保育級 資料來源 

調查範圍

出現位置 
物種棲地偏好 

遷留習性與 

季節 
施工階段主要影響 

影響程

度評估 

本

計

畫 

其 

它 1 

計

畫

區 

計畫

區外

1000m 

範圍 

鳳頭蒼鷹 II  ✔   

中低海拔森林，

能適應森林較茂

密的公園綠地 

全年        

(留鳥) 計畫區及周遭環境非偏好棲地類型，應是永安

地區空中盤旋紀錄。 

施工階段：計畫區非其覓食、棲息等利用之環

境，故對其無影響。 

無影響 
灰面鵟鷹 II  ✔   

中低高海拔森林

環境 

9 月~4 月     

(過境、冬候鳥) 

赤腹鷹 II  ✔   
中低海拔森林環

境 

9 月~4 月     

(過境、冬候鳥) 

黑鳶 II  ✔   

港口、河川、魚

塭、水庫之水域

環境及其周邊樹

林 

全年        

(留鳥) 

計畫區內現況多為裸露荒地，棲息生物甚少，

應非其覓食、棲息等利用之環境，故對其影響

輕微。 

輕微或 

無影響 

花鵰 II  ✔   

開闊沼澤平原旁

的疏林、平地草

原 

9 月~4 月     

(過境、冬候鳥) 

在台灣主要為稀有過境候鳥，計畫調查範圍僅

計畫區為適合其利用之環境，但台 17 以東的

農墾地為其偏好的棲地類型，且移動能力佳移

動距離大，影響應屬輕微。 

輕微或 

無影響 
東方鵟 II  ✔   

海岸旁開闊短草

地、裸露地及附

近疏林 

9 月~4 月     

(過境、冬候鳥) 

燕隼 II  ✔   

疏林丘陵地、開

闊草地及海岸林

緣 

秋季及春季  

(過境鳥) 

遊隼 I  ✔   
棲地型態多樣且

廣泛 

全年 

(留鳥)或 9 月~4

月(過境、冬候

鳥) 

遊隼覓食主要為中小型鳥類，而計畫區目前優

勢鳥類為鷺科及鹮科等中大型鳥類，施工階段

計畫區內中小型鳥類如鳩鴿科、鵯科數量會受

植被移除影響而減少，遊隼移動能力佳且移動

距離大，影響應屬輕微。 

輕微或 

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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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其它」表示本案外之觀察或調查，相關資料來源包含中山大學 2011-2016 永安鹽田濕地調查研究與監測、永安濕地生態調查報告、永安暫定重要濕地分

析報告書、高雄市野鳥學會網頁永安濕地介紹、eBird Taiwan 永安鹽田觀察紀錄、宜蘭縣野鳥學會鳥類資料庫(200302-201510 永安地區觀察紀錄)。 

註 2：●-有調查到、○-未調查到，但可能潛在有分布。 

物種 

保育級 資料來源 

調查範圍

出現位置 
物種棲地偏好 

遷留習性與 

季節 
施工階段主要影響 

影響程

度評估 

本

計

畫 

其 

 它 1 

計

畫

區 

計畫

區外

1000m 

範圍 

東方澤鵟 II  ✔   
大面積高莖草生

地或草澤 

9 月~4 月 

(過境、冬候鳥) 

計畫區及周遭環境非偏好棲地類型，應是過境

紀錄。 

施工階段：計畫區非其覓食、棲息等利用之環

境，故對其無影響。 

無影響 

環頸雉 II  ✔   
大面積草生地或

農墾地 

全年 

(留鳥) 

計畫區非偏好棲地類型，應是台 17 線以東農

耕區的紀錄。 

施工階段：計畫區非其覓食、棲息等利用之環

境，故對其無影響。 

無影響 

燕鴴 III  ✔   低海拔開闊環境 
9 月~4 月 

(過境、冬候鳥) 

黃鸝 II  ✔   
高大喬木的樹林

環境 

全年(留鳥)        

或 9 月~4 月 

(過境、冬候鳥) 

計畫區非偏好棲地類型，應是興達火力電廠一

帶樹林密集區的紀錄。 

施工階段：計畫區非其覓食、棲息等利用之環

境，故對其無影響。 

無影響 

白尾鴝 III  ✔   
低中海拔茂密樹

林環境 

全年 

(留鳥) 

八哥 II  ✔   
中低海拔疏林、

開闊區域 

全年 

(留鳥) 

本計畫調查僅記錄到與八哥棲地需求相似的

外來種白尾八哥及家八哥，相關調查資料並無

明確發現地點，推測應該在區外 1000m 範圍

外，故施工階段對其應無影響。 

無影響 

眼鏡蛇 III  ✔ ● ○ 山區或農墾地 
全年。天冷季節

較少出沒。 

本計畫調查並未發現眼鏡蛇，但中山大學歷年

調查曾於計畫區有多筆紀錄，然近年則未有相

關紀錄。計畫區西北側多草生地，是眼鏡蛇偏

好的棲地類型。 

施工階段對眼鏡蛇主要影響在於棲地空間縮

小，且爬行類移動能力較差，施工階段個體易

受到機具傷害。 

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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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營運階段關注物種之衝擊評估 

物種 

保

育

級 

資料來源 
調查範圍出現位

置 

物種棲地偏好 
遷留習性與 

季節 
營運階段主要影響 

影響程

度評估 
本

計

畫 

其

它
1 

計

畫

區 

計畫區外

1000m 

範圍 

彩鷸 II ✔ ✔ ● ○ 低海拔濕地環境 全年(留鳥) 
發電廠的噪音及光害影響，可能造成周邊棲地

如永安濕地棲地品質劣化。 

中等至 

嚴重 

魚鷹 II ✔ ✔ ● ● 有豐富魚源的水

域環境 

9 月~4 月 

(冬候鳥) 
計畫區內無魚鷹可利用之棲地。 

輕微或 

無影響 

紅隼 II ✔ ✔ ● ● 裸露地或草生地 
9 月~4 月 

(冬候鳥) 
計畫區內無紅隼可利用之棲地。 

輕微或 

無影響 

小燕鷗 II ✔ ✔ ● ● 大面積水域覓食 全年(留鳥) 
發電廠的噪音及光害影響，可能造成周邊棲地

如永安濕地棲地品質劣化。 

輕微或 

無影響 

紅尾伯勞 III ✔ ✔ ● ● 
樹林邊緣或有棲

枝的草地 

9 月~4 月 

(過境、冬候

鳥) 

紅尾伯勞較適應人為活動的干擾，發電廠內的

綠地為其可利用之棲地，周邊也多適合棲地。 

輕微或 

無影響 

黑面琵鷺 I  ✔  ● 

大面積濕地、河

口及魚塭等水域

環境 

9 月~4 月    

(冬候鳥) 

發電廠的噪音及光害影響，可能造成周邊棲地

如永安濕地棲地品質劣化。 

中等或

輕微 

唐白鷺  II  ✔   海岸附近的濕地

環境覓食 

9 月~4 月    

(過境、冬候

鳥) 

發電廠的噪音及光害影響，可能造成周邊棲地

如永安濕地棲地品質劣化。 
輕微 

白琵鷺 II  ✔   

大面積濕地、河

口及魚塭等水域

環境 

9 月~4 月    

(冬候鳥) 

黑鸛  II  ✔   大面積濕地環境 

9 月~4 月    

(過境、冬候

鳥) 

東方白鸛 I  ✔   平原大面積濕地 9 月~4 月    



 

129 

 

興
達
電
廠
燃
氣
機
組
更
新
改
建
計
畫
環
境
影
響
說
明
書

 
 
 
 

 
 
 

 
 

 
 
 
 

 
 
 

 
 
 

 
 
 

 
 
 

 
 
 

 
 
 

 
 
 

 
 
 

 
 
 

 
 
 

 
第
七
章

 

  台
灣
電
力
公
司

 
 

 
 
 

 
 
 

 
 
 

 
 
 

 
 
 

 
 
 

 
 
 

 
 
 

 
 
 

 

7
-1

2
9
 

物種 

保

育

級 

資料來源 
調查範圍出現位

置 

物種棲地偏好 
遷留習性與 

季節 
營運階段主要影響 

影響程

度評估 
本

計

畫 

其

它
1 

計

畫

區 

計畫區外

1000m 

範圍 

環境 (冬候鳥) 

諾氏鷸 I  ✔   

河口、海岸泥灘

及沼澤、鹽田、

水田等濕草地 

秋季及春季 

(過境鳥) 

 

物種 

保育級 資料來源 

調查範圍出

現位置 
物種棲地偏好 

遷留習性與 

季節 
營運階段主要影響 

影響程

度評估 

本

計

畫 

其

它
1 

計

畫

區 

計畫

區外

1000m 

範圍 

半蹼鷸 III  ✔   

河口、潮間帶泥

灘、瀉池及鹽田

等淺水沼澤 

秋季及春季 

(過境鳥) 

發電廠的噪音及光害影響，可能造成周邊棲地

如永安濕地棲地品質劣化。 
輕微 

黑嘴鷗 II  ✔   
泥灘或大型養殖

水塘 

9 月~4 月    

(冬候鳥) 

玄燕鷗 II  ✔   
海洋中小型島嶼

或礁岩 

5 月~8 月    

(夏候鳥) 

白眉燕

鷗 
II  ✔   

海洋中小型島嶼

或海岸礁岩 

5 月~8 月    

(夏候鳥) 

鳳頭燕

鷗 
II  ✔   

近海小型島嶼，

在河口沙洲群集

或覓食 

5 月~8 月    

(夏候鳥) 

水雉 II  ✔   

繁殖期棲息於有

浮葉植物之埤塘

環境，非繁殖期

棲息於濕地環境 

全年 

(留鳥，4 月

~10 月繁殖期

具領域性，非

發電廠的噪音及光害影響，可能造成周邊棲地

如永安濕地棲地品質劣化。 

輕微或 

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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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期常成群

出現。) 

黑翅鳶 II  ✔   

乾燥的疏林草

原、廢耕田、短

草開闊地 

全年       

(留鳥) 計畫區及周遭環境非偏好棲地類型，應是永安

地區空中盤旋紀錄。 

營運階段：計畫區非其覓食、棲息等利用之環

境，故對其無影響。 

無影響 東方蜂

鷹 
II  ✔   

中高海拔森林環

境 
全年(留鳥) 

大冠鷲 II  ✔   
中低海拔森林環

境 
全年(留鳥) 

 

物種 

保育級 資料來源 

調查範圍出

現位置 
物種棲地偏好 

遷留習性與 

季節 
營運階段主要影響 

影響程

度評估 

本

計

畫 

其

它
1 

計

畫

區 

計畫

區外

1000m 

範圍 

鳳頭蒼

鷹 
II  ✔   

中低海拔森林，

能適應森林較茂

密的公園綠地 

全年(留鳥) 

計畫區及周遭環境非偏好棲地類型，應是永安

地區空中盤旋紀錄。 

營運階段：計畫區非其覓食、棲息等利用之環

境，故對其無影響。 

無影響 
灰面鵟

鷹 
II  ✔   

中低高海拔森林

環境 

9 月~4 月    

(過境、冬候

鳥) 

赤腹鷹 II  ✔   
中低海拔森林環

境 

9 月~4 月    

(過境、冬候

鳥) 

黑鳶 II  ✔   

港口、河川、魚

塭、水庫之水域

環境及其周邊樹

林 

全年       

(留鳥) 

發電廠的噪音及光害影響，可能造成周邊棲地

如永安濕地棲地品質劣化。 

輕微或 

無影響 

花鵰 II  ✔   

開闊沼澤平原旁

的疏林、平地草

原 

9 月~4 月    

(過境、冬候

鳥) 

台 17 以東的農墾地有更多適合利用的環境，故

計畫區的環境變化對其影響輕微。 

輕微或 

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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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鵟 II  ✔   

海岸旁開闊短草

地、裸露地及附

近疏林 

9 月~4 月    

(過境、冬候

鳥) 

燕隼 II  ✔   

疏林丘陵地、開

闊草地及海岸林

緣 

秋季及春季 

(過境鳥) 

遊隼 I  ✔   
棲地型態多樣且

廣泛 

全年(留鳥)      

或 9 月~4 月    

(過境、冬候

鳥) 

永安濕地、台 17 以東的農墾地均為鳥類群聚數

量較多的環境，故計畫區的環境變化對其影響

輕微。 

輕微或 

無影響 

東方澤

鵟 
II  ✔   

大面積高莖草生

地或草澤 

9 月~4 月    

(過境、冬候

鳥) 

計畫區及周遭環境非偏好棲地類型，應是過境

紀錄。 

營運階段：計畫區非其覓食、棲息等利用之環

境，故對其無影響。 

無影響 

 
 
 

物種 

保育級 資料來源 

調查範圍出

現位置 
物種棲地偏好 

遷留習性與 

季節 
營運階段主要影響 

影響程

度評估 
本

計

畫 

其

它
1 

計

畫

區 

計畫

區外

1000m 

範圍 

環頸雉 II  ✔   
大面積草生地或

農墾地 

全年       

(留鳥) 
計畫區非偏好棲地類型，應是台 17 線以東農耕

區的紀錄。 

營運階段：計畫區非其覓食、棲息等利用之環

境，故對其無影響。 

無影響 

燕鴴 III  ✔   低海拔開闊環境 

9 月~4 月    

(過境、冬候

鳥) 

黃鸝 II  ✔   
高大喬木的樹林

環境 

   全年(留鳥)        

或 9 月~4 月

(過境、冬候

鳥) 

計畫區非偏好棲地類型，應是興達火力電廠一

帶樹林密集區的紀錄。 

營運階段：計畫區非其覓食、棲息等利用之環

境，故對其無影響。 

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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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尾鴝 III  ✔   
低中海拔茂密樹

林環境 

全年       

(留鳥) 

八哥 II  ✔   
中低海拔疏林、

開闊區域 

全年       

(留鳥) 

本計畫調查僅記錄到與八哥棲地需求相似的外

來種白尾八哥及家八哥，相關調查資料並無明

確發現地點，推測應該在區外 1000m 範圍外，

故施工階段對其應無影響。 

無影響 

眼鏡蛇 III  ✔ ● ○ 山區或農墾地 

全年。 

(天冷季節較少

出沒) 

眼鏡蛇棲地於施工階段即遭清除，因此營運前

計畫區眼鏡蛇可利用之棲地已大幅減少，故營

運影響輕微。 

輕微 

註 1：「其它」表示本案外之觀察或調查，相關資料來源包含中山大學 2011-2016 永安鹽田濕地調查研究與監測、永安濕地生態調查報告、永安暫定重要濕地分

析報告書、高雄市野鳥學會網頁永安濕地介紹、eBird Taiwan 永安鹽田觀察紀錄、宜蘭縣野鳥學會鳥類資料庫(200302-201510 永安地區觀察紀錄)。 

註 2：●-有調查到、○-未調查到，但可能潛在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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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永安重要濕地功能分區 

功能分區 功能說明 

核心保育區 
維持與保護自然環境以提供遷移性鳥類在此棲

息、覓食與繁殖。 

環境教育區 推動濕地生態與曬鹽文化教育 

其他分區 

供符合明智利用原則之使用，含台電公司提供 15 

公頃作為緩衝區 

A.將採低度開發，以維持地形、地貌及生態原貌。 

B.維持至少一定水深，提供部分水鳥覓食與棲息。 

C.若需開發規劃，將以生態公園、步道、運動場域

設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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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永安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 

圖 2 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功能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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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4 年電廠紅樹林復育及生態系之研究完成報告 

圖 3 實質開發區域已盡量避開鳥類飛行活動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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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標誌為保育類動物，白色標誌為一般物種 

      資料來源：內政部 107 年永安重要濕地分析報告書 

圖 4 已避開並串聯南北鳥類分佈地點 

黑面琵鷺

黑面琵鷺

紅尾伯勞

黑面琵鷺

小燕鷗

鷺科

鷸鴴

鷸鴴

黑面琵鷺 黑面琵鷺

黑面琵鷺

黑面琵鷺
黑面琵鷺

黑面琵鷺

黑面琵鷺

鷸鴴
鷸鴴

鷸鴴

鷺科

鷺科

澤鷺

猛禽

魚鷹

雁鴨

遊準

紅隼

小燕鷗

實質開發
35.5公頃

串聯南北綠
地及緩衝區

永安濕地
41.25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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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水域生態 

依據調查結果，目前並未發現有保育類水域生物，然而開發地點緊鄰在地養

殖區，養殖區在換水的過程中對於水質的要求會特別重視，因此在開發的階段需

留意是否造成鄰近水質變化，以避免不必要的紛爭。 

在預定污水排放口到出海口之間的水道還有牡蠣養殖戶，由於二枚貝都是

濾食性生物，2011 年國家重要濕地計畫亦曾於永安濕地內一筆白鰻採獲資料，

雖不知是否為人為養殖溢入或是由外圍潟湖進入，因著牡蠣養殖與潛在的鰻苗

族群，須著重污水排放口位置規劃與排放水質的管理，以減輕影響可能性。 

另外，開發地區亦鄰近重要濕地，工程進行期間，廢污水、廢棄物、油脂、

揚塵等，可能將導致附近水域水質遭受污染、濁度增加進而影響水域生物棲息，

需妥適注意規劃處理以避免影響。 

 

肆、海域生態 

一、施工期間 

本發電計畫施工作業主要位於興達電廠東南側發電設施預定地北側區

域，施工區域除於既有海堤內施設取排水設施，並未進行規劃築堤等海事

工程，不會直接影響鄰近海域，對於鄰近海域生態影響較輕微。 

二、營運期間 

本發電計畫發電廠營運期間將進行溫排水排放，而海水溫度升高所導

致生態的影響，主要係因海中生物之代謝速率改變，然各類海中生物對於

水溫之競爭能力有所不同，將可能使區域內生物量與個體量產生變化；此

外，由於不同生物於此等環境變化中之適應能力不同，亦將造成生物族群

組成產生改變。大多數生物最適生存溫度大多與環境中最溫暖之季節一致，

若海水溫度超越該最適溫度，將對生物體某些生理反應造成不可恢復之傷

害。而一般水溫高低對海域生物之生長抑制程度，可由相關研究資料

(Schubel,J.R.等，1978)得知，在熱帶及亞熱帶地區當海域水溫超過 34～35

℃時，則部份海域生物之生長將受抑制，即生物正常新陳代謝將受影響。 

參考 105 年度興達發電廠環境監測計畫，於本發電計畫鄰近海域進行

水質調查結果顯示，該海域表面水溫約介於 22.3℃～31.7℃之間。根據本

次溫排水模擬結果顯示，營運後循環水量為 152 CMS 時，在最差情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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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排放口 500 公尺處之綜合溫升在各種潮位及流況下均不會超過 4℃，

距離排放口 500 公尺處近綜合溫升介於 2.67℃~3.28℃，可符合法規標準。 

 

伍、電廠歷年監測數據分析 

本案利用長期海域監測資料，並使用有效的分析工具及方法將生態系中環

境和生物的數據加以整合，依此建構了真實的鄰近海域生態系模式，故在做預測

本次開發行為影響時，已實質掌握並瞭解了鄰近海域的生態運作方式及各因素

間量化的關聯係數。而據此對於施工及營運期間影響評估結果如下： 

一、施工期間 

施工期間既有電廠持續運作，持續有溫排水排放，影響程度並未改變。

而未來新燃氣機組原則將使用原有取排水設施，於既有設施更外側海域並

無相關海域工程的施作，因此預期在新機組施工期間並不會對海域生態產

生直接影響。 

二、營運期間 

營運期間影響分析，乃依據環保署公告之「海洋生態評估技術規範」

中「海域生態影響預測摘要說明表」的格式，以 1~3 個“+ (或-)”的強度

表示，並加上影響期間(長期/短期)、可回復性程度及影響範圍進行說明說

明，如表 5 及表 6。依興達電廠歷年海域生態監測數據進行大數據分析建

構之生態系模式，可量化天然氣管線工程造成底質攪動(海域懸浮物增加)

對生態的量化影響，天然氣管線工程造成施工之局部海域的底棲生物及魚

類被掩埋及逃離的效應，詳表 7。 

綜合分析，未來燃氣機組啟用後，附近海域生物變動的因素甚為複雜，

可能包數個括環境及生物因子，而摘要表則客觀清楚的呈現各種變因間之

相對影響程度，也釐清了興達電廠施工及運轉對海域生態影響的”貢獻度”。 

附近海洋生態的變化，「季節變動」、「河川淡水注入」及「懸浮物」等

自然因子仍然是重要主導原因；至於電廠之「加氯效應」對排放口附近有

限海域的「仔稚魚族群量」預測將有一個”-”號的負面影響，「溫排水效應」

則對「底棲生物族群量」及「螺貝類族群量」有一個”+”號的正向效應，而

這兩項新加入環境的因素，將不會造成顯著的連鎖效應，影響既存的生態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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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電廠在長期排放溫排水對海域生態的累加影響，經由將「溫排水

(鹵水)的排放時間」(以年為單位)做為估計「溫排水時間累積效應」重新進

行模式建構的結果，發現無論在表層或底層生態系，對生物均為不顯著影

響，詳見圖 5 及圖 6。 

然而海水淡化廠排放之鹵水於溫排水導流堤內排放，經鹵水鹽度擴散

模擬，評估結果於排放口 500公尺處，高低潮位時鹽度增量已小於 0.01 psu，

相較於不同季節(乾濕季)受到河川淡水注入導致的海水鹽度劇烈變動，前

者的影響程度低且範圍小，且依美國加州水資源管理委員會提出的”海水

鹵水排放到海水中的管制(Management of Brine Discharges to Coastal Waters)

”研究報告顯示，鹽度要超過 40 psu 才會對海中蝦、棘皮動物影響，超過

50 psu 對魚類才會造成影響，故預測海淡廠的鹵水排放對本海域的生態系

統影響相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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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符合「海洋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格式之興達電廠新增燃氣機組後海域生態影響預測摘要表 

 
註:0.1≦+(-):<0.3；0.3≦++(--)≦0.6；+++(---)>0.6; ns: not significant 

  

浮游動物族

群量
仔稚魚族群量 魚類族群量

底棲生物族

群量
季節變動

河川淡水注

入(-)
懸浮物 加氯效應 溫排水效應

長期/短期影響 長期 長期

可回復性程度 高 高

影響範圍
溫排放口附

近海域

溫排放口附

近海域

浮游植物族群量 ++ ns ns

浮游動物族群量 - - ns ns

仔稚魚族群量 + -- - - ns

仔稚魚多樣性 + +++ - + ns

底棲生物族群量 - ++ ns +

底棲生物多樣性 - ns

魚類族群量 + + ns ns

魚類多樣性 + ++ ns ns

生物因素 自然因素 電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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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符合「海洋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格式之興達電廠新增燃氣機組後經濟性漁獲生物影響預測摘要表 

 
註:0.1≦+(-):<0.3；0.3≦++(--)≦0.6；+++(---)>0.6; ns: not significant 

 

  

螺貝類族群量 蝦類族群量 蟹類族群量
游泳性魚類

族群量
季節變動

河川淡水注

入(-)
懸浮物 加氯效應 溫排水效應

長期/短期影響 長期 長期

可回復性程度 高 高

影響範圍
溫排放口附

近海域

溫排放口附

近海域

螺貝類族群量 - -- ++ ns +

蝦類族群量 + ns ns

蟹類族群量 ++ + -- ++ + ns

游泳性魚類族群 + ++ + ns

附底性魚類族群 - ns

生物因素 自然因素 電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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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符合「海洋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格式之興達電廠天然氣管線工程海域生態影響預測摘要表 

 

表1、符合「海洋生態評估技術規範」格式之興達電廠天然氣管線工程海域生態影響預測摘要表

浮游動

物族群

仔稚魚

族群量

魚類族

群量

底棲生物

族群量

季節

變動

河川淡水

注入(-)
懸浮物 加氯效應

溫排水效

應

天然氣管線工

程-底質攪動

天然氣管線工

程-掩埋影響

長期/短期影響 長期 長期 短期 短期

可回復性程度 高 高 高 高

影響範圍
溫排放口

附近海域

溫排放口

附近海域

施工之局部海

域

施工之局部海

域

浮游植物族群量 ++ ns ns

浮游動物族群量 - - ns ns -
仔稚魚族群量 + -- - - ns -

仔稚魚多樣性 + +++ - + ns

底棲生物族群量 - ++ ns + ---
底棲生物多樣性 - ns ---
魚類族群量 + + ns ns ---
魚類多樣性 + ++ ns ns ---
註:0.1≦+(-):<0.3；0.3≦++(--)≦0.6；+++(---)>0.6; ns: not significant

生物因素 自然因素 電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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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興達電廠鄰近海域表層生態系模式(RMSEA=0.076) 

 

圖 6 興達電廠鄰近海域底棲生態系模式(RMSEA=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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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永安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初審會

議委員意見修正對照表 

 107年 5月 25日 

出席 

單位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因大部分的土地仍屬台電所有，保育利

用計畫及濕地範圍台電應有管理權。  

1. 感謝台電建議，因大部分的土地仍屬台

電所有，保育利用計畫及濕地範圍台電

應有管理權。新增文字描述於P58表10-

2。 

2. 有關分區部分台電建議如下：  

(1) 建議濕地南側約 22 公頃劃設為核心

保育區，濕地北側劃設為生態復育區

或環境教育區，古蹟附近劃設曬鹽體

驗區。  

(2) 太陽光電廠原本即不在公告濕地範

圍，建議不要劃入保育利用計畫範圍。  

(3) 濕地內既有道路排除於核心保育區

外，劃設為環境教育區或管理服務區。  

2. 有關建議 2回覆如下: 

(1) 濕地北側已改為環境教育區，詳見

第玖章、第拾章。 

(2) 已將光電廠排除範圍。 

(3) 修正文字描述，納入允許明智利用

項目，詳見 P58表 10-2。 

3. 建議濕地北側明智利用可加入農、漁、

鹽業等項目。 

3. 濕地北側明智利用項目撰寫於第拾章

P54(二)。 

4. 有關民眾訴求 1.5 公頃生態公園將劃

設於 15 公頃其他分區中，內容請以綠

地、植被等簡易綠化為原則。 

4. 新增文字描述於第拾章 P55(三)其他分

區、P58表 10-2。 

5. 為減緩電廠建設造成交通擁擠問題，本

公司考量於濕地東側東堤旁另開闢建

廠工程用道路供貨車、工程車進出。  

5. 有關台電提出東側預訂做為電廠開發

替代道路，敬請台電公司提出規劃設計

報告，以利團隊進行評估。另依據濕保

法第 20 條與 27 條，若在濕地內申請

開發或利用者應擬具濕地影響說明書

提送濕地主管意見核定後，再徵詢中央

主管機關之意見。 

6. 基於安全考量建議濕地內相關活動以

限制性開放為原則。 

6. 新增文字描述於第捌章 P46-47課題一，

P57表 10-1、P58表 10-2。 

7. 為古蹟及圍籬周邊既有道路建議保留

修繕及進出空間。 

7. 修正文字描述，納入允許明智利用項

目，詳見 P58表 10-2。 

8. 有關本公司土地用地在保育利用計畫

分區範圍擬訂後，建請由貴府協助同意

變更地目提供地價稅優惠事宜。 

8. 依據市府意見:有關地價稅節稅及地目

變更等事宜，建請俟保育利用計畫核定

公告後，洽本府地政局及財政局辦理後

續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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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單位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城 鄉 發

展 分 署

書 面 意

見 

1. 本計畫係依濕地保育法第 3條第 3項規

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高雄

市政府所擬訂，請將封面及摘要表中，

擬定機關「內政部」更正為「高雄市政

府」。 

1. 已修正詳見封面。 

2. 摘要表中，「本案提交內政部重要濕地

審議小組審核結果」一欄右側請增列

「府級」，以利本計畫經貴府專案小組

審查會議通過後之資料填寫。 

2. 已增列，詳見摘要表。 

3. 計畫書第 1頁，暫定重要濕地評定公告

係由內政部辦理，且本濕地公告名稱為

永安重要濕地（地方級），爰相關文字

及圖說請配合修正，例如計畫名稱、計

畫書第 1頁，「永安鹽田重要濕地經國

家重要濕地評選程序評定，依據行政院

107年 2月 8日台內營字第 1070802169

號公告，核定為地方級重要濕地。」，

建議調整為「永安暫定重要濕地經內政

部 107 年 2 月 8 日台內營字第

1070802169號公告，核定為地方級重要

濕地。」；「本計畫範圍係依行政院公

告之地方級永安鹽田重要濕地範圍全

區，……」，建議調整為「本計畫範圍

係依內政部公告之地方級永安重要濕

地範圍全區，……」。另建議本計畫以

核定公告為起始年，計畫年期為 25年。

另為利與國際級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

書圖一致，建議圖 1-1重要濕地範圍以

藍線表示，保育利用計畫範圍以紅線表

示(可參閱營建署城鄉分署保育利用計

畫製圖說明，如附件)。 

3. 已修正相關文字描述，詳見第壹章、P2

圖 1-1。 

4. 表 3-1，有關「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與

本計畫關聯，所述內容與本計畫關聯性

不足，請再調整；「生物多樣性推動方

案」中與本計畫關聯僅說明該方案之整

體推動目標，與本計畫關聯性不足，請

再調整。 

4. 有關修正全國區域計畫、生物多樣性推

動方案與本計畫關聯，詳見 P5、P7表 3-

1。 

5. 計畫書第 4 頁，相關計畫請納入 100-

106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

之核定計畫內容。 

5. 已將 100-106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

動計畫之核定計畫內容納入，詳見 P9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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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單位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6. 計畫書第 5頁，「海岸法（草案）」現

已公告實施，請配合修正名稱；本計畫

範圍無涉自然保留區及野生動物保護

區，相關法規建議刪除。 

6. 海岸法已修正詳見 P11 表 3-3。另本計

畫雖無涉自然保留區及野生動物保護

區，但本濕地有保育類物種，故仍將相關

法規納入，P11表 3-3。 

7. 計畫書第 26頁，「土地使用現況調查」

建議以濕地範圍圖標示濕地周邊土地

使用情形；「建物現況調查」建議相關

說明結合圖 6-5，以濕地範圍圖標示所

述建物及周邊設施分布，以利瞭解相

關位置與本計畫關聯性。 

7. 「土地使用現況調查」已刪除，修正為土

地使用分區 P31(二)、圖 6-2與 6-3。另

建物現況調查已修正，詳見 P35、36 表

6-1、P37圖 6-4。 

8. 計畫書第 28頁，有關土地權屬部分，

以下建議提供參考： 

（1） 請依本計畫範圍進行土地權屬列表

說明，並於每筆地號加註所屬功能分

區。 

（2） 原永安區烏樹林段 684-9及 825等 2

筆地號部分涉及永安重要濕地範圍，

台電公司已將該 2 筆地號辦理地籍

分割，請於本計畫進行土地地籍修

正，並在此章節中進行說明。 

（3） 圖 6-6 請套繪本計畫範圍，以利辨

識。 

（4） 本濕地範圍請依本部公告範圍進行

套繪，相關圖資可洽本分署。 

8. 有關建議 8回覆如下: 

(1) 已修正詳見附錄一。 

(2) 已修正說明詳見 P31(一)與附錄一。 

(3) 已套疊圖層，詳見 P32圖 6-1。 

(4) 已按公告範圍進行套繪，詳見圖 1-

1、4-1、4-5、6-1、6-2、6-3、7-2、

10-2。 

9. 第柒章，建議依本計畫範圍內重要價

值、文化資產及科學研究等面向進行

探討、說明。相關內容可參考本部已公

告之保育利用計畫內容。 

9. 已參考四草、大肚溪口、洲仔重要濕地

等版本，重新編寫，詳見第柒章 P40-45。 

10. 第捌章，有關課題與對策，以下建議提

供參考： 

（1） 課題一，永安重要濕地範圍業經內政

部公告確認，建議課題研討宜以本計

畫範圍之問題為主。因本計畫範圍緊

鄰台電公司興達電廠燃氣機組更新

改建計畫，對於綠能政策推動與生態

保育之平衡及原先台電所設置圍籬

等後續處理方式，宜有具體對策，爰

建議課題一內容酌予調整。另依濕地

保育法內容，並無禁止進入相關規

定，對於圍籬設置之必要性，請市府

與台電公司協調，惟經評估後續仍有

10. 第捌章依建議重新撰寫，詳見 P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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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禁止進入之規劃，建議宜有相關

法源作為依據。 

（2） 課題二，對策應有後續如何推動環境

教育推廣及社區參與方式等規劃，依

目前計畫內容尚無法瞭解其作法。 

（3） 計畫書第 21 頁曾提及，本濕地水源

不穩定，將影響螺貝類、候鳥棲息等

問題，建議納入課題與對策中說明。 

11. 第玖章，重要濕地保育利用原則與構

想，以下建議提供參考： 

（1） 圖 9-1請套繪本計畫範圍；功能分區

顏色請參考本分署保育利用計畫製

圖說明。 

（2） 依規劃構想，本計畫功能分區包含核

心保育區、環境教育區、管理服務區

及其他分區，惟管理服務區及其他分

區並非本計畫範圍(如圖 1-1與圖 9-

1無法對應)，請說明原因，並請釐清

本計畫範圍為何。 

11.有關建議 9回覆如下: 

(1) 已修正計畫範圍，功能分區顏色修

正 P56圖 10-2。 

(2) 已依台電建議將太陽能廠排除，並

修正保育利用範圍，詳見 P56圖 10-

2。 

 

 

 

12. 第拾章，建議刪除重要濕地明智利用

檢核表。本章節內容請參考本部已公

告之保育利用計畫。 

12.檢索表已刪除，重新撰寫第拾章，詳見

P53-59。 

 

13. 第拾壹章，請說明七項監測指標為

何？並請以圖示標註水質監測點位。

另有關水質建議標準，請參考「重要濕

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

準」，或俟經累積相關資料後再行訂

定。 

13. 已修正水質檢測項目為 12項，見 P60

表 11-1。水質監測點位詳見 P61圖 11-

1。水質建議標準之描述修正於 P62-

63。 

 

14. 第拾貳章，建議功能分區名稱依濕地

保育法第 16條規定。建議本章節內容

與第拾章進行整合，說明個功能分區

中之允許明智利用項目、時間及管理

規定。 

14. 已重新撰寫第拾貳章，詳見 P64-67。 

 

15. 第拾參章，建議參考本部已公告之保

育利用計畫內容酌予調整。 

15. 已重新撰寫第拾參章，詳見 P68-73 

16. 第拾肆章，財務與實施計畫應針對本

計畫必要經營管理項目進行經費編

列，建議調整。相關內容請參考 

16. 已重新撰寫第拾肆章，詳見 P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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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計畫書中所引述之調查資料，請註明

來源並請納入附錄。 

17. 計畫書中所引述之調查資料，已註明

來源並納入附錄六。 

 

高 市 府

工 務 局

工 程 企

劃處 

1. 依內政部公告名稱修正為永安重要

濕地(地方級)。  

1. 已修正詳見封面。 

2. 審核摘要表，擬定重要濕地保育利用

機關為高雄市政府。 

2. 已修正，詳見摘要表。 

3. 目錄拾貳名稱：保育、復育、限制或

禁止行為、維護管理之規定或措施。 

3. 已修正章名稱，詳見目錄與內文 P63。 

4. P.1 永安重要濕地依內政部公告為地

方級重要濕地。  

4. 已修正詳見 P1一、濕地範圍描述。 

5. P.1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請包含台電公

司承諾保留濕地北側 15 公頃土地

緩衝區。  

5. 已修正詳見 P1二、保育利用計畫範圍

與圖 1-1。 

6. P.2 圖 1-1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應包含

濕地北側 15公頃土地。  

6. 已修正圖 1-1。 

7. P.5相關法規其中海岸法已通過。  7. 海岸法已修正詳見 P11表 3-3。 

8. P28 土地權屬，請依公告濕地範圍 

26.筆土地(附錄三)敘明。  

8. 土地權屬已修正為 28筆，詳見P31(一)

與 P32圖 6-1、附錄三。 

9. P33課題與對策，是否依 P1 濕地計畫

目標去研擬及敘明。  

9. 已重新撰寫詳見第捌章 P46-49。 

10.P36規劃構想，濕地劃分區名稱請與圖

9-2統一。  

10.重新撰寫詳見第玖章 P50-52。 

11.P37 管理服務區所在為台電太陽能光

電廠區並不在保育利用計畫範圍。  

11.已刪除管理服務區，重新劃定保育利

用範圍，詳見 P1、P2 圖 1-1、P56 圖

10-2。 

12.P37 其他分區-永續利用區(濕地北側 

15公頃土地)，為保育利用計畫範圍，

應維持生態原貌，開發規劃以生態公

園為限。  

12.增加其他分區之允許明智利用說明，

詳見 P54第二節、P58表 10-2。 

13.P44 規劃區位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

理規定，依相關法令規定及現況使用。 

13.明智利用與管理規定已重新撰寫，詳

見第拾章與第拾貳章。 

14.P.47 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是否另以

繪製處理作業流程表表示。  

14.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作業流程圖繪製

於 P73圖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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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P52 財務與實施計畫請明列維護永安

重要濕地生態之計畫期程、計畫目標、

計畫名稱、計畫實施年期及經費需求，

是否未來配合通盤檢討進行調整。  

15.財務與實施計畫已重新撰寫詳見第拾

肆章。 

16.P64附錄三地籍清冊，編號 23,26，部

分土地屬濕地範圍，台電公司已完成

土地分割，請修正。(分割完成地號 

684-18(全部)及 825-1(全部))。  

16. 地籍清冊已更新詳見附錄三。 

17.檢視計畫書修正錯字及相關圖例不清

晰部分。  

17. 本文文字與圖例均已修正。 

 

18.經營管理與土地所有權人權責區分。 18. 修正於附件一，詳列各筆土地之所有

權人與權責區分。 

高 市 府

工 務 局

養工處 

1. 標題及內文「永安鹽田重要濕地(地方

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請依公告名

稱修正為「永安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

利用計畫(草案)」。 

1. 全文修正濕地名稱為永安重要濕地。 

2. 內文年份是西元年還是民國年應統一。 2. 統一為民國年。 

3. 本次簡報部分修正內容見請補正至保

育利用計畫書中。 

3. 簡報部分已修正納入計畫書內文。 

第壹章  

1.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 p.1 內容、p.2 圖 

1-1 與 p.38 圖 9-2 範圍不一，應釐

清確認。  

2. 計畫年期請加入每 5 年進行通盤檢討 

1 次。  

3. 圖 1-1 圖標題重複，比例尺不夠明確

建請再調整。 

第壹章 

1. 已修正詳見 P1、P2 圖 1-1、P52 圖 10-

1。 

2. 已納入文字詳見 P1三。 

3. 已調整比例尺詳見 P2圖 1-1。 

第貳、参章  

1. 保育利用定位是滯洪?傳產?保育及環

教?建議可在明確，也可以條列式呈現，

另如生態資源的詳細資料因後面章節

已有詳列，不應再重複繕寫。  

2. 相關法規及計畫研析法令皆未更新，應

再檢視修正。 

第貳、參章 

1. 濕地定位重新撰寫詳見 P3。生態資源已

刪除。 

2. 相關法令已更正詳見 P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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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肆章  

1. P.9 地形測量結果請敘明文獻，應不是

「本團隊之地形測量結果」。  

2. 圖 4-1、4-2 過於模糊且看不出區別，

應放置清楚的圖示、顏色標明。  

3. 土壤和地層資料依據?  

4. 圖 4-2 來源?第 4 區是哪裡，地點不 

5. 明應加強敘明。  

6. 氣候資料近 5 年、近 6 年前後不一且

不明確(不知道是哪 6 年)應再修正。  

7. 因永安重要濕地範圍從暫定濕地 131 

公頃公告為 41.25 公頃，過去保育行

動計畫調查範圍與現在濕地範圍有異，

數據統計及撰寫上應再注意修正。  

8. 生態資源把物種全部列出來是否有必

要?建議除列物種外能增加歸納以及棲

地內生物特色、主要觀測物種等，才能

去分析寫第柒章節。  

 

9. 表 4-2、圖 4-9 看不出時間點 9.  圖 

4-10 可刪除（這是通盤性的計畫，不是

監測調查報告，所以可以不用放）。 

第肆章 

1. 地形測量已修正文字與補上文獻來源，

詳見 P13、14圖 4-1。 

2. 原圖 41-、4-2已刪除。 

3. 土壤與地質資料已補上資料來源詳見

P13(二)、P15圖 4-2。 

4. 原圖 4-2已刪除。 

5. 氣候年份資料已修正詳見 P15-16。 

6. 有關文中資料呈現，氣象與潮汐中央氣

象局提供永安區與高雄市測站資料，水

質僅列出濕地內資料，生態資料考量鹽

灘與濕地相互關連因此呈現整體資料，

並於內文說明呈現方式詳見 P20。 

7. 生態資料考量鹽灘與濕地相互關連因

此呈現整體資料，並於內文說明呈現方

式詳見 P20。 

8. 表4-2已補上文獻資料與時間詳見P23。

原圖 4-9已刪除。 

9. 原圖 4-1已刪除。 

第伍章  

1. 人口是什麼時候的資料，資料來源為

何?  

2. 產業型態建請依農林漁牧、工商及服務

業普查統計資料分一、二、三級產業比

例撰寫(可參考四草保育利用計畫)。  

3. 人文古蹟可寫濕地內或周邊非常重要

的就好，另大紀元報導當依據是否妥當

請再評估。 

第伍章 

1. 人口資料已補上資料來源詳見 P24一、

人口。 

2. 產業型態重新撰寫詳見 P24-26。 

3. 大紀元文字描述已刪除。人文古蹟重新

撰寫詳見 P26-30。 

第陸章  

1. 現有交通運輸及設施系統應再簡化。  

2. 土地使用現況應由國土測繪中心分析

土地使用現況及土地使用地類別，非跟

產業型態重複。  

3. 土地權屬分析內容應為土地權屬部分

就好。 

第陸章 

1. 現有交通運輸修正於 P38-39。 

2. 土地使用現況已修正於 P31(二)、P33圖

6-2。 

3. 土地權屬重新描述於 P31(一)、P32 圖

6-1。 

第柒至玖章  

1. 第柒章應撰寫永安重要濕地內應優先

保護之物種或區域，水質監測、生物相

調查等，則應放到後面章節。  

第柒至玖章 

1. 已重新撰寫第柒章，詳見 P40-45。 

2. 已重新撰寫第捌章，詳見 P46-48。 

3. 已重新撰寫第玖章，詳見 P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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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玖章規劃理念、原則和構想應符合本

計畫定位與目標，規劃構想除分區外應

有其他的部分，分區則應撰寫於第拾

章。  

3. 圖 9-1 濕地範圍不對，鳥類分布情況

看不出顏色，1-8 字太小  

4. 圖 9-2 和 p.36 文字對應不起來，應 

5. 釐清修正。 

 第拾至拾肆章 

1. 第拾章檢核表建議刪除，分區應放在此

章節，並呈現明智利用項目。明智利用

項目的部分，請分區列，可以允許做的

事情都要在這裡列出，沒列的就不能

做，請參考其他保育利用計畫修正。  

2. 第拾壹章「依據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

標準」必要檢測項目為「水溫、氨氮、

硝酸鹽氮、總磷、生化需氧量、化學需

氧量、懸浮固體、酸鹼值」8 項，其他

有必要之檢測項目，建請撰寫理由，再

者，p.35 提到的水位控制，是否濕地內

有水位檢測的需求，可考量。  

3. 水質標準建立憑據為何?  

4. 第拾貳章分區與現況不一致，應重新繕

寫。並建請參酌其他濕地保育利用計畫

撰寫方式修正。  

5. 第拾参章請參酌 106 年 5 月 2 日內

政部營建署函送之「國際級及國家級重

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緊急應變及恢復

措施」辦理。  

6. 第拾肆章財物與實施計畫建議可參考

其他保育利用計畫撰寫修正，經費部分

修改 

第拾至拾肆章 

1. 已重新撰寫第拾章，詳見 P53-59。 

2. 已重新撰寫第拾壹章，詳見 P60-62。 

3. 已修正文字描述 P62、P63表 11-2。 

4. 已重新撰寫第拾貳章，詳見 P64-67。 

5. 已重新撰寫第拾參章，詳見 P68-73。 

6. 已重新撰寫第拾肆章，詳見 P74-77。已

修正表描述 P76表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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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委員意見修正對照表 

 107年 7月 19日 

出席 

單位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林 委 員

惠真 

在定位方面，明列出滯洪池、維持生物多樣

性、及鹽業文化與環 境教育。如果先後順序

代表其重要性，請問滯洪池的功能請明確 說

明；尤其是水門控制是哪個單位的權責? 

感謝委員建議，有關濕地定位章節，已修

正順序為(一)生物多樣性，(二)濕地滯

洪，(三)環境教育。水門控制描述於

P3(二)與 P18(一)排水系統。 

生物多樣性之維持有沒有更明確的方式?例

如如何維持棲地多樣 性，目前棲地又是分為

哪幾類?欖李族群僅次於台南，這個特色 如

何凸顯? 

生物多樣性的維持最有用的方法是維護

棲地，永安濕地的棲地類型大致可分成

開放式水域、紅樹林灘地、防風林，詳細

描述寫於 P4(一)節。欖李特色則於環境

教育中宣傳讓民眾能親身體驗。 

鹽業文化與環教功能，不知過去三年在此區

從事這類活動的次數 與人數是多少，以便判

斷發展的條件。 

有關環教活動次數、人數描述於 P5，統

計表寫於 P80附錄一。 

雖是人工濕地，水進、水出的位點及水量紀錄

攸關濕地地貌的演替，請補充說明 

有關濕地地形、地貌原則上近 8 年未有

很大的變動。水進、水出的點位資料詳見

P18圖 4-5。濕地水量進出量，多為天然

降雨、魚塭排水，排出多為防洪排放，上

述均無紀錄。 

台電所提之生態公園的意象很模糊，目的與

功能要明述，否則無 法判斷其必要性。當地

居民或 NGO 之訴求或希望爭取的設施應 

該列明，以免未來面積或項目膨脹或不同。 

感謝委員建議，有關台電生態公園的意

象，因緩衝區地主仍屬於台電，因此詳

細規劃尚須由台電提出，本計畫目前了

解狀況為，緩衝區中有 5公頃的範圍將

作為生態運動公園。 

錯字請修正：p.31 第  9 行 "近 "行、p.54 

(一)3(3)-干擾 XX、p.81 

文字修正 P32、P55。 

2.2.D.2"無"螺貝與無脊椎"生"物-應為"動"物、

p.97 6.相關法"歸" 納入、p.98 第 12 行 檢"

所"表、p.98 第 14-16 行頁碼弄錯請統 一再

檢查全部、p.102    第柒至玖章頁碼要更新。 

已修正文字，頁碼更新。 

李 委 員

培芬 

整個報告是以市府的立場撰寫，完全忽略了

本塊地主要地主的權益考量。請考慮納入台

電公司的意見，同時，因應國家電力的需 求，

也請放寬本次所規劃的其他分區之管制措

施。 

感謝委員建議，本保育利用書撰寫過程

多次與地主台電討論，也參考台電版本

納入計畫書中，不論是分區劃設，還是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均有依照台電需求

撰寫。 

請將本濕地之土地所有權屬的資料說明清

楚，附錄一之清冊面積超過本濕地之面積，似

乎不正確。並請說明高市府之土地面積與本

濕地之百分比。 

附錄一之土地面積是各地籍面積，有些

地籍僅部分為濕地範圍。高市府土地面

積總計 2718m2，佔濕地面積 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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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單位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p.3「超過 110 種」，但其後內容均為 98 種。 有關 P3文字描述超過 110種，為文獻累

計數量，而 98種為 100年至 107年調查

物種名錄。 

圖 4-1 之深度內容似與事實不合? 有關圖 4-1 地形圖是於 103 年度進行測

量之結果，近年濕地也未有在地形、地貌

進行大面積變更土方或是其他施工工

程，因此仍能與現況相符。 

請說明每年黑面琵鷺在此的停棲利用情形和

其分布狀態? 

有關黑面琵鷺的數量、利用、分布位置詳

見 P43(1)觀測物種與 P46圖 7-2。 

許多內容仍請以地圖方式展現，如永安各里

人口、生物資源在此之分布、圖 7-1。 

人口數量撰寫方式是參考四草、七股與

多數的保育利用計畫方式呈現，生物資

源分布詳見 P46圖 7-2。 

圖 6-3 中國土保安用地在哪。 已修正顏色，詳見 P35圖 6-3。 

許多圖以黑白方式展現，呈現效果太差，並請

加上本濕地之範圍，以利後續之審查。 

感謝委員建議。 

有關 p.43 中提及黑面琵鷺 102 年紀錄到 

116 隻次，不知各次之總計或單次隻出現?表 

7-1 之內容亦須釐清其意義，若為每年之 總

計畫面臨有重複計數而有誇大之錯誤，請改

善。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正黑面琵鷺數量，以

當年最大量呈現，詳見 P44表 7-1。 

東方環頸鴴為何是復育物種，請再考慮或請

說明原因。 

已修正為觀測物種。 

從圖 7-2 之內容既然其他分區有那麼多的

蒼鷺出現，比較理想的作為是維持自然，不要

做任何之開發才對!同時，是否也應考慮未來

新建電廠之安全性。 

感謝委員建議，其他分區台段目前規畫

僅 5 公頃做為生態運動公園，其餘面積

盡量維持自然。但日後北區燃氣機組運

作時，仍須以電廠安全為主。 

本案之規劃使用分區並沒有考量到遊客動

線，環境教育之行為，建議可再做合理的思

考。 

遊客動線依台電地主建議，遊客進出須

由台電人員帶入，並在規定的既有道路

活動。本計畫將再與台電討論提出更適

合、合理的規劃。 

整體而言，台電在此區域是主要的大地主，但

卻似乎是有責任卻無權力，頗為奇特。 

感謝委員建議，有關台電行使權利之相

關文字，撰寫於第玖至拾參章節。如第玖

章 P52 各區進入均須取得台電同意，並

在台電人員陪伴下進入；第拾章 P58-59

明智利用項目台電可進行常態性維護清

潔；第拾貳章各功能分區管理規定一覽

表；第拾參章緊急應變措施也將台電納

入。 

財務與實施計畫中，有關資源調查和水質採

樣之內容建議能夠分析，以利後續之通盤檢

討考量。 

所有調查資料均作為分析以利後續通盤

檢討考量。相關文字描述於 P74(一)1.計

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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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單位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目前所規劃的其他分區建議能納入更多的台

電需求考量，以利後續之新建電廠需求。 

感謝委員建議，有關各分區的規劃，有參

考台電之需求，撰寫於第玖至拾參章節。

如第玖章 P52 各區進入均須取得台電同

意，並在台電人員陪伴下進入；第拾章

P58-59 明智利用項目台電可進行常態行

維護清潔；第拾貳章個功能分區管理規

定一覽表；第拾參章緊急應編措施也將

台電納入。 

p.46「推動相對發電對環境友善....」，有點怪? 已修正描述、詳見 P47對策一之 1.。 

水的來源是濕地維持的必要因素，請說明本

濕地水之來源和後續之維持可能性。 

相關描述寫於 P50對策四、P62二、濕地

水源管理章節。 

p.42 水位調節造成族群數量變動，請問這是

誰執行的改變? 

有關此變動，目前觀察結果是與台電進

行北區電廠籌備有關，近 5 年期間逐漸

將北區水抽乾，使得鳥類往南移動利用。 

黑面琵鷺屬於朱鷺科而非是鷺科(p.43)  已修正 P44。 

翁 委 員

義聰 

圖 1-1 之 2 種範圍線之色系改完淺色或底圖

改為淡色以利閱讀。 

感謝委員建議，已將底圖修正，詳見 P2

圖 1-1 

P3第 9行：最後且最大的覓食 中繼站 => 重

要的覓食中繼站之一。 

已修正，詳見 P3 

p.4 及 p.85：黑尾鷸為新公告之保育類 III，表

4-1 亦請修正。 

已修正，詳見 P4、P21 表 4-1，附錄四

P87。 

P.9：民國 104 年 8 月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養護

工程處曾委託詮華國土測繪有限公司及崑山

科技大學編製一本「高雄市永安濕地保育利

用計畫(定稿本)」請參閱。 

已附上詳見 P10與參考文獻 P79第 14項。 

P.22：建請請增列鷸鴴科重要食源，牙蟲科 

Hydrophilidae 之大員牙蟲 Berosus tayouanus

及搖蚊科 Chironomidae 台南搖蚊 Nilodorum 

tainanus 等。 

有關 P22(二)鳥類，主要是描述鳥類資

源，因此未將鳥類食物資源寫入，以避免

混淆。 

P55 之生態公園應明定面積及位置，以呼應

(符合)民眾需求。 

感謝委員建議 

P56 鹽場辦公室古蹟之東北方(原環教區右半

邊)，建議修改為生態復育區。 

感謝委員建議，有關生態復育區，目前與

台電討論傾向維持為環境教育區，但會

進行遊客總量管制，民眾進入也需申請，

未開放期間，則可讓生物休養生息，在運

作上也算是復育的一種方式。 

P57：環教區(二)應有寬度(如 X 公尺)。 已敘明 2-3公尺，詳見 P56。 

P58：環教區(一)納入文化相關規定，如(1).市

定古蹟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應研擬管理維護計

畫，依此管理維護計畫所規定之管制事項辦

理；並允許(2).生態保護、監測及科學研究；

感謝委員修正，原 P58文字修正於 P59，

其中環教一區，在與台電討論可行性後，

未放入委員建議的(4)。環教二區文字描

述修正於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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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單位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3).環境教育、環境展示解說使用，經主管機

關許可得設置相關必要服務設施；(4).經主管

機關許可之生態復育與管理措施。環教區(二)

及其他分區：應種植原生種(如朴樹、椬梧…

等)，不應種植外來種。 

P57：表 10-2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表是否可簡

化如下： 

功能分

區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核心保

育區 

1. 生態保護、監測及科學研究。 

2.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棲地維護措

施。 

生態復

育區 

1. 生態保護、監測及科學研究。 

2.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生態復育與管

理措施。 

3.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棲地改善，提

供鳥類棲息與繁殖。 

環境教

育區 

1. 生態保護、監測及科學研究。 

2.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經其主管機

關許可得設置相關必要服務設

施。 

3. 環境教育、環境展示解說使用，

並得設置相關必要服務設施。 

4.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生態復育、改

善與管理措施。 

其他分

區 

1. 生態保護、監測及科學研究。 

2. 依水利法之防護行為及工程。 

3. 合乎河川管理辨法。 

4. 進行賞鳥、生態旅遊、解說、休

憩使用或其他環境教育活動。 

5.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生態復育、改

善與管理措施。 

6.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合法設

施之修建、改建或增建。 
 

有關表 10-2主要是參考四草、七股計畫

書撰寫，在考量本濕地的特殊性，仍分細

節撰寫。 

P58 其他分區之右半邊應增加「5.棲地改善」。 有關其他分區，目前傾向維持自然，故不

納入棲地改善。 

P61 如利用火力發電廠之溫排水，其引水順序

建議先進入其他分區之生態公園，再進入其

他分區之棲地改善區及環教區，再進入生態

復育區；是否進入核心區，則可討論。 

有關電廠溫排水，在台電的建議下，尚不

適用本濕地，故已修正刪除。 

P76 之表最下列增加「小計」一列。 已附上小計一列，詳見 P78。 

附錄三內容之各分區應與本保育利用計畫相

符，非原來研究時期之分區，例如…北區之 1、

3 區等，建請修正。 

原附錄三已刪除。 

附錄四，P90：表倒數第 3 行「蝦蛄科」，請

刪除。 

已參考臺灣物種名錄 TaiBif修正，詳見

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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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單位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P22 第 13行方蟹顆臺灣厚蟹、雙齒…。倒數

第 2行粗米螺擬似為褐皮粗米螺。 

原 P22文字已修正，詳見 P23(六)魚蝦蟹

節；(七)貝類。 

P43-43 所提列的表 7-2 擬似為表 7-1 之誤

植。 

已修正為 7-1。 

表14-1經費表中棲地改善與棲地維護費建議

提高。 

感謝委員建議，已提高維護費用。 

其他分區之最北邊與未來電廠建議有土堤及

潮溝做為明確區隔。 

感謝委員建議，此部分工程會再與台電

討論。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滯洪的相關設施由台電負責維護，但是抽水

站及水閘門開關控制及開關時間，因涉及地

方淹水問題，應由市府操作。 

目前是依據降雨情勢，由永安區公所通

知調控水閘門。 

生物多樣性的管理、遊客總量管制、開放時間

應於計畫書中敘明。 

有關生物管理、遊客總量管制、開放時

間，參考台電需求，描述於 P55-56、P58-

59(表 10-1、10-2) 

台電有安全維護的責任，也有管理經營的權

利。在經營管理上，本公司會請學術單位及相

關團體共同審查計畫，或擬計畫由市府同意

後執行。 

感謝台電建議，有關台電行使權利、經營

管理之相關文字，撰寫於第玖至拾參章

節。如第玖章 P52 各區進入均須取得台

電同意，並在台電人員陪伴下進入；第拾

章 P58-59明智利用項目台電可進行常態

性維護清潔；第拾貳章各功能分區管理

規定一覽表；第拾參章緊急應變措施也

將台電納入。 

溫排水溫度比一般常溫海水高 7-10°C，進入

濕地可能帶來衝擊，不適合。 

感謝台電建議，濕地水源來源已刪除溫

排水。 

濕地現在水源是雨水和魚塭排水，是否有優

養化或其他問題，我們無法控制，執行上會有

困難。 

有關水質維護，依據目前現況與濕地生

物間尚屬穩定，而優養化的問題還需再

與其他專家學者討論。 

烏樹林株式會社目前似有畫在核心保育區

中，惟該古蹟周邊適於作為曬鹽體驗及鹽田

瓦盤歷史等環境教育資源，請再釐清分區。 

已修正分區。 

其他分區中，總量管制、人口管制、未來遊覽

車是否可進入等，應再預留一些可能性。 

已依台電建議修正，撰寫於第玖至拾參

章節。如第玖章 P52 各區進入均須取得

台電同意，並在台電人員陪伴下進入。 

其他分區目前連道路都沒有辦法開闢，希望

本塊土地可以由台電規劃處理，本公司可以

將該區規劃為林蔭茂密的生態廠，讓很多 遊

客可以來拜訪，也讓環保團體雙贏，以後人多

的時候還會需要 停車場、廁所，所以應預留

交通和人口的可能性。 

本計畫將尊重台電地主權利人之需求。

也期望能相互討論。 

經費建議增加，如果市府預算不足台電可多

支出預算。 

感謝台電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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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堤道路本公司不會蓋，但是東堤本身就有

一個維修道路，從鹽保路進來，另還有許多在

核心保育區的既有道路，應允許既有的維修，

維持允許小型車輛進出。 

於文中允許明智利用章節敘明，允許台

電對於經常性維護安排。 

古蹟和既有設備的修繕，建議不用每件都呈

報市府核准。 

除了常態性維護外，古蹟部分建議仍須

依市定古蹟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應研擬管

理維護計畫，依此管理維護計畫所規定

之管制事項辦理。此部分會再與市府討

論。 

城 鄉 發

展 分 署

書 面 意

見 

計畫書第 11 頁，表 3-3，考量本計畫為法定

計畫建議撰寫方式宜避免使用「+」表示相關

內容，請直接將法令名稱列出。另查尚無「地

方級重要濕地委託經營管理實施辦法」及「地

方級重要濕地經營管理許可收費回饋金繳交

運用辦法」等法令，請刪除。 

已修正，所有法規條文均放全名。另雖然

本濕地為地方級，但仍希望於未來，濕地

能有類似生態基金的運作，因此仍保留

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經營管理許可

收費回饋金繳交運用辦法。 

計畫書第 20頁，附錄二並非「排水進入重要

濕地之入流水水質項目及限值」，請再檢核。 

已修正為附錄二。 

計畫書第 31頁，有關(一)土地權屬，建議可

考量調整為：「目前永安重要濕地之土地權屬

為台灣電力公司 19筆、高雄市政府 5筆及國

有地 3筆，共計 27筆（圖 6-1，附錄一）。

另本濕地原公告地籍烏樹林 684-9 地號及

825 地號等 2 筆土地，配合台灣電力公司燃

氣機組更新計畫進行土地分割，修正為烏樹

林段 684-18地號及 825-1地號。」 

感謝建議，已依照意見修正文字描述，詳

見 P32。 

計畫書第 34 頁，圖 6-3，請增加咖啡色圖例

代表意義。 

已修正圖例顏色 P35。 

計畫書第 43 頁，表 7-1，請註明資料來源。

並請檢核計畫書中所引述之調查資料皆須註

明來源。 

已附上資料來源詳見 P45。 

有關第捌章課題與對策部分，建議如下： 

 課題一之對策 2.，「台電設置生態顧問，

在未來停工營運期提供環境改善對策」，

目前是否已訂定停工條件？請針對該對

策再加強說明；另對策 4，考量市府為地

方級重要濕地主管機關，宜納入市府共

同參與推動相關活動。 

 課題二之對策 2，如有總量管制及限制活

動之必要性，請市府將相關管制計畫併

納入本計畫草案中，以作為後續經營管

理依據；對策 3，建議納入課題三。 

 課題四之對策 1、2，有關抽排水是否有

 

 課題一之對策 2文字內容已修正，對

策 4也將市府納入。 

 課題二之對策 2 之管制計畫已新增

文字描述，詳見 P48。 

 有關課題二之對策 3，台電建議維持

納入於課題二。 

 課題四之對策 1、2，有關抽水目前

尚無依據，僅排水有相關法令依據，

在與台電商討後，目前初步對策是

於濕地設置儲水槽，承接天然降雨，

做為日後濕地水質、水位調整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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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依據，若無，建議將相關管理措

施納入管理規定中明訂。後續如確有抽

水注入本濕地之必要性，請市府注意重

要濕地入流水相關規定。 

來源。 

圖 9-1 及圖 10-2，功能分區顏色請參考本分

署保育利用計畫製圖說明（前次已提供）。圖

9-1 及 10-2 之核心保育區範圍不同，請再檢

核。 

圖 9-1 未畫設概念圖，因此範圍僅是一

個大致的範圍，圖 10-2為正式的分區圖，

兩圖有意義上的差異，因此範圍不同。另

圖 10-2已依保育利用製圖說明修正區塊

表示方式。 

計畫書第 57頁，表 10-2，建議允許明智利用

項目中，可列出相關設備或設施，例如環境監

測設備、水利設施、景觀步道設施、養殖使用

及當地養殖漁業發展相關設施、公共服務設

施、公用設備及為保護環境必要之保護或治

理設施等，其餘管理作為可納入管理規定中。 

已列出相關設備或設施，詳見 P58-59 表

10-2之說明欄。 

計畫書第 60頁，圖 11-1，建議在濕地南側 2

條魚塭管線排水處加設水質監測點。 

原圖 11-1 之 1、4 即為設置水質監測點

魚塭管線排水處。 

計畫書第 64頁，(二)個功能分區管理規定，

目前規劃功能分區為 3種，請修正。 

已修正刪除，詳見 P66(二)。 

計畫書第 65頁，表 12-1，建議意見如下： 

 核心保育區之管理規定: 

1. 「核心保育區內……研究人員，非經許

可，不得進入調查……或採樣動植物標

本。」建議調整為「核心保育區內……研

究人員，非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不

得採樣動植物標本。」 

2. 「有關人員、動力……之規定，依本計畫

規定辦理。」惟未見相關規定說明，請補

充。 

3. 「非經主管機關之許可……或從事其他

干擾行為。」建議調整為「非經主管機關

之許可，不得於候鳥度冬期間於核心保育

區攝影、錄影、搭蓋攝影帳篷等干擾行

為。」 

4. 請明定候鳥度冬時間及指定許可範圍。 

5. 「……除公設解說亭……外，禁止人

員……交通工具進入。」建議調整為「……

除公設解說亭、棧道……外，不得有車輛

或其他動力機械交通工具等干擾行為。」 

 環境教育區之管理規定 

1. 建議第 4點刪除。 

2. 建議第 5、6點納入共同規定中。 

 

 核心保育區文字修正 

1. 已調整。 

2. 有關動力機械、交通運輸乃指台電

進行經常維護使用之器械。 

3. 已調整。 

4. 已調整，詳見第 5點。 

5. 已調整。 

 

 環境教育區 

1. 有關第 4 點，本計畫書考量台電安

全管理需求，修正文字內容。 

2. 已納入共同規定中，文字描述詳見

P66(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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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第 69頁，三、緊急應變措施，建議參

考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重要濕地保育利用

計畫內容。 

感謝委員建議，有關緊急應變措施將參

考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重要濕地保育

利用計畫內容。 

計畫書第 74頁，建議刪除「建議與高雄市政

府討論後」文字。 

已刪除詳見 P76(二) 2.工作內容。 

計畫書第 76頁，表 14-1，主辦機關為高雄市

政府，協辦機關可納入各相關部會。 

已納入詳見 P78 表 14-1。 

有關本計畫內相關資料彙整宜更新至 107 年

度資料。 

由於 107 年度尚在監測中，故本計畫書

資料除了生態、水質資料為 106年度外，

其餘均更新至 107年度。 

建議刪除明智利用檢核表 已刪除 

高 市 府

水利局 

P17、圖 4-5抽水站 6與閘門 2標示位置請對

調。 

感謝委員建議，已對調詳見 P18圖 4-5。 

本濕地亦具有滯洪功能，排入之洪水恐難規

範符合 P64第 3點”排入標準”。 

已修正文字描述，詳見 P66 3. 

依據經濟部核定之”北溝排水系統規劃報

告”本濕地肩負分擔 20萬噸滯洪功能，有關

滯洪洪水與保育利用之影響，建議與台電興

達電廠後續開發計畫協調配合。 

感謝委員建議，有關滯洪洪水與保育利

用之影響，將與台電興達電廠後續開發

計畫協調配合。 

本濕地範圍內之既有閘門、抽水設備皆由台

電興達電廠操作及管理。 

感謝委員提供資訊。 

高 市 府

工 程 企

劃處 

P.31 永安濕地土地權屬台電公司 20 筆、高

雄市政府 3 筆、國有地 3 筆，共計 26 筆。 

永安濕地土地權屬台灣電力公司應有 21

筆。 

P.52 圖 9-1 與圖 10-2 不一致，請確認核心保

育區範圍。 

圖 9-1 未畫設概念圖，因此範圍僅是一

個大致的範圍，圖 10-2為正式的分區圖，

兩圖有意義上的差異，因此範圍不同。另

圖 10-2已依保育利用製圖說明修正區塊

表示方式。 

P.57 功能分區劃設區域，各分區請一致性列

出地號。環教一地號 468-4 是否應 683-4？

P.77 附錄一地籍清冊，684-18、825-1 管理

單位應為台電公司。漏列 683-4 地號。 

各區列出地號。有修正環教一區地號。

683-4為太陽能光電廠已刪除，468-8為

範圍外也已刪除。684-18、825-1修正為

台灣電力公司。683-4 未納入濕地保育利

用範圍。 

P.57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一覽表核心保育區，

有關水閘門、抽水站皆不在其範圍，為何有

第 2、3 項防洪安全維護。常態性清潔維護

行為應不需由主管機關同意。 

已修正文字，常態性清潔維護乃指古蹟

修繕，核心區內垃圾、死魚、枯樹之清潔。 

P.58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一覽表環境教育區，

區內合法現有道路、建築物…新建、增建、

改建…，依目地事業主管機關法規辦理並經

主管機關許可。常態性清潔維護行為應不需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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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管機關同意。 

P.58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一覽表各區，請再盤

點現有設施及各管理機關為何。例環教一：

古蹟、瓦盤，依圖 9-1 位於核心區。 

已修正為環教區。環教二區管理單位附

上”高雄市政府字樣”P59 表 10-2。。 

P.58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一覽表其他分區，第

1、2 項刪除，保留 3、4 項，說明加註：如

有濕地法第 20 條所列之行為，應先徵詢中

央主管機關之意見。 

第 1、2 點保留，並以加註文字，P59 表

10-2。 

P.58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一覽表，古蹟若在環

教一，石斑魚節是否列入明智利用項目。 

已將石斑魚節納入，詳見 P69表 12-1。 

P.64 第 4 點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各級道路之

維護……皆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法規

辦理並經主管機關許可。 

已補增文字 P66第 4點。 

P.64(二)各功能分區管理規定，……共劃設 3

種功能分區，刪除生態復育區，環境教育區

加註一區、二區。 

已修正 P66-67(二)。 

P.65 核心保育區第 2 點，「肓」→「育」錯

字訂正。第 5 點候鳥度冬期間，依 P.50 敘述

12 月至 3 月，是否直接載明。 

已修正 P67。第 5點已補上期間。 

P.65 環境教育區，第 1 點區內合法建築

物………，皆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法

規辦理並經主管機關許可。 

已納入文字 P67表 12-1。 

P.66 其他分區，以開發生態公園為限。如有

濕地法第 20 條所列之行為，應先徵詢中央

主管機關之意見。 

已納入文字，詳見 P68表 12-1。 

P.67 第一項，文字訂正→「緊急應變」。

二、應變層級分類，各分級判定以生物死亡

數量及地形地貌破壞面積比例計算，是否有

執行困難？僅提供台北市政府南港 202 兵工

廠及周邊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供

參。 

第一項文字已修正，詳見 P69。 

P.75 鄰近永安濕地…………解說教育中心，

係為鹽田分校，後續將作為里活動中心。 

有關解說中心已補上”係為鹽田分

校”，但目前未獲得日後做為”里民活

動中心”之消息，故未納入此段文字。 

P.76 經費預估表，主辦機關/協辦機關：高雄

市政府/台電公司？加列合計欄位。 

已補上，詳見 P78表 14-1。 

P.77 附錄一地籍清冊，684-18、825-1 管理

單位應為台電公司。漏列 683-4 地號。682-

3、682-4 地號部分涉及濕地。 

684-18、825-1 修正為台灣電力公司。

683-4未納入濕地保育利用範圍。682-3、

682-4已補上部分。 

P.79 附錄二台電濕地土地分割公文應不需要

檢附。 

已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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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市 府

園藝科 

內文公溝及無尾溝名詞應統一。 已統一為公溝 

全文文字流暢度及錯別字請再檢視調整修

正。 

感謝委員建議，有修正。 

第貳章 

 P.3「最後且最大的覓食中繼站」請補充

文獻依據，並 p.4 請確認 IBA年份。 

 P.3濕地定位「(三)推動珍貴鹽業文化與

環境教育資源」內文件請再調整文字流

暢度。 

 P.4 因 107 年度調查尚未完成，請斟酌

是否等到本年度調查完成後再更新「依

據 100年至 107年調查顯示…」。 

 

 最早是 1999年公告，但目前官網只

顯示”最新”公告年份為 2004年，

為避免困擾，已刪除日期。 

 已調整文字內文。 

 年份已修正為 106年度。 

第肆章 

 P.13 地形測量中「瓦盤結晶池、大蒸發

池……」難辨識位置，建請於圖示中補充

標示。 

 P.17 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102)後

面參考文獻沒有放到。 

 水文排水系統及排水方向建議參酌水利

局及台電意見調整。 

 P.19 圖 4-8 是否有更淺顯易懂的表達方

式? 

 P.20「附錄二」不符。 

 P.23(八)植物內文和表格文字未符。 

 

 地形圖不建議在上面標示細節，故

修正文字描述。 

 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102)後

面參考文獻編號為 8。 

 已修正。 

 在測試過折線圖後 目前此種圖形

是較佳方式。 

 已修正附錄二與本文內文。 

 已修正，詳見 P24文字描述。 

第伍章 

 P.24 一級產業的章節，因為一級產業包

含農林漁牧，如果永安區一級產業是以

漁業為大宗，請於章節初始先敘明「永安

區一級產業以漁業為主」或先敘明永安

區一級產業農林漁牧的比例。另 p.25-26

表格中空白處是無資料還是 0，請備註。 

 P.28(三)聚落章節中，鹽田里人口數 446

人與前面人口數不符，請確認。 

 

 已將章節初始敘明「永安區一級產

業以漁業為主」。另 p.25-26表格中

空白處以補上無資料。 

 原 P28人口數已修正，詳見 P29(三)

聚落。 

第陸章 

 P.34 圖 6-3 圖例顏色有誤請再調整確

認。 

 P.35-36內文都寫西元年請再調整。 

 P.39不要寫增加公車班次。 

 

 已修正圖例顏色，詳見 P35 圖 6-3。 

 西元年已調整為民國年。 

 公車班次已刪除，詳見 P40。 

第柒至捌章 

 P.42 請確認 IBA 年份，另文字中(表 7-

2)為誤繕。 

 P.43表 7-1容易誤解，請調整表達方式。 

 

 最早是 1999年公告，但目前官網只

顯示”最新”公告年份為 2004年，

為避免困擾，已刪除日期。另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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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單位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第捌章課題與對策請再整體調整，因為

許多項目是還沒有做或是不一定會做

的，所以文字應增加彈性空間。如「以抽

水馬達抽取無尾溝海水注入濕地…」、

「善用濕地地形高低，營造濕地水體自

主流動循環……」等，此外，請斟酌是否

加入防汛課題。 

已修正為 7-1。 

 表 7-1 呈現方式已修正，詳見 P44-

45。 

 有關水源引進方式，技術問題會再

與台電討論，至於營造濕地水體，則

是日前曾與台電生態研究人員初步

討論。防汛課題簡略描述於文字內。 

第玖至拾貳章 

 P.52圖 9-1和 p.56 圖 10-2不同，請確

認範圍。 

 規劃理念、規劃構想和功能分區的內容

建議文字再斟酌調整，避免前後矛盾。 

 第拾章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建請修正為允

許之設備、設施及硬體。相關總量管制及

研究調查等作為及行為的項目請挪移至

第拾貳章管理規定中。 

 P.58 環教一區中的水閘門位置為何未見

於水文章節中。 

 P.65 分區管理核心保育區的管理規定

內，巡邏人員有市府嗎? 

 「依據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標準」必

要檢測項目為「水溫、氨氮、硝酸鹽氮、

總磷、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量、懸浮固

體、酸鹼值」8項，其他有必要之檢測項

目，建請撰寫理由。 

 水源管理中，水位多低時要抽水?抽水來

源為何?抽水來源如何確立符合「重要濕

地內灌溉排水…標準」地方級濕地水質

限值?又以滯洪功能為重的永安濕地，於

北溝 1 號閘門開起將水排入時，是否要

再驗水質標準呢? 

 濕地監測水位現況是否已有水位表? 

 

 圖 9-1 為劃設”構想圖”，圖 10-2

則是實際劃設圖。其呈現方式是參

考四草、七股計畫書撰寫。 

 有略作調整。 

 已於說明欄修正文字允許之設備、

設施及硬體，總量管制與研究調查

行為，參考四草、七股計畫書撰寫方

式，敘明於原章節。 

 環教一區之水閘門位於水文章節

中，P18圖 4-5的圓圈 1。 

 巡邏人員除台電人員外，解說中心

駐站人員會於外圍巡視濕地內部有

無異常，若有則會依相關程序通報

回主管機關，解說人員目前由市府

經費運作。 

 水質檢測理由詳述於 P60-61 表 11-

1。 

 有關抽水量、來源，本保育利用計畫

書僅先撰寫建議規劃項目，詳細規

劃尚需與台電討論寫於施行細則。

北溝閘門引進水多為汛期排水，已

於文中敘明汛期排水不納入濕地水

排放標準。 

 目前台電有設置水位表。 

第拾參至拾肆章 

 P.67 重要指標物種黑面琵鷺和蒼鷺是否

會有衝突，又因附錄三重要指標物種寫

的是黑面琵鷺和東方環頸鴴，請再確認。 

 緊急應變措施中應變處理機關應再調整

為高雄市政府。 

 第拾肆章內容請依第玖至拾貳章修正後

內容再調整文字。 

 第拾肆章經費預估表每年經費總額以

130 萬元為原則，主辦機關/協辦單位應

 

 重要指標物種選定黑面琵鷺，原附

錄三依營建署建議已刪除。 

 緊急應變措施中應變處理機關已修

正整為高雄市政府，詳見 P70-P73與

圖 13-1。 

 相關文字已修正 

 相關經費、機關名稱已修正，詳見

P77表 14-1，經費目前先編列至 140

萬，第一年有棲地維護、第五年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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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單位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為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台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 

 附錄三明智利用檢核表請刪除。 

盤檢討故為 190萬元。 

 原附件三已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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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永安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第二次

複審會議委員意見修正對照表 

 107年 10月 2日 

出席 

單位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李 委 員

培芬 

有關欖李之內容僅在 p.3 有敘述，卻不見於

生態資源之說明。 

有關欖李描述於 P3 補充文獻資訊，並於

P23(八)植物介紹已補充相關描述。 

P.4 所提之深池在哪？有多深？ 濕地內有一處賞鳥牆，深池即位於牆後，深

池周邊為木麻黃、銀合歡、欖李、蘆葦與禾

本科植物包圍，形成鷺鷥林，主要是鷺科停

棲使用，此外因隱蔽性高也成為雁鴨科、小

鷿鷈利用的區域。依據地形資料顯示高埕

約 0.7公尺。 

P.4 提及茄萣濕地，但未見有地圖之呈現，

請補充。 

茄萣濕地與永安濕地相距約 5 公里，相對

位置圖詳見附錄一。 

P.15 圖 4-1 之地形示意圖似乎與現況不吻

合。 

地形圖係高市府 103 年委託測量結果，已

補上引用來源。 

P.21 提及「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3 種」，

應為 4 種才對。另外，此處所提之保育類請

補充其物種名。 

已修正並補充其物種俗名。 

P.24 提及 8 個樣區在哪？在 p.96 也未見有

地圖呈現。 

P23永安濕地植物相調查，是將調查範圍劃

分為 8區進行，因欖李、海茄冬全區都有分

布，故修正文字為全區。有關未來植物調查

方法詳述於 P93、P95。 

P.25 提及永安區各里，仍請提供地圖展現

各里之位置和濕地之關係。 

已修正。 

P.29 似乎少了圖 5-2 之引用。 已補上。 

各附錄之出現順序請依在文內之出現順序

排列。 

已按內文出現時間調整順序。 

圖 6-2 土地使用分區資料似乎與事實不符，

或可補充其資料之時間。 

圖 6-2 土地使用分區資料來自全國土地使

用分區資料查詢系統，系統更新時間顯示

為 2018年。修正土地使用分區文獻資料時

間，詳見 P33。 

請確認本濕地之防汛責任、遊客安全責任

及經營維護責任。並請說明誰需負責環教

之經費支援？ 

遊客安全及經營維護由台灣電力公司負

責，防汛期間有滯洪需要時，由永安區公所

根據資訊，通知台灣電力公司，啟動相關措

施。 

本案既為地方級，依據濕地保育法之規定，

市府應是主要的主管機關，但在 p.69 處卻

仍有「先徵詢中央主管機關之意見」，似乎

無此必要性。 

已作修正，詳見第拾參章。 

建議表 14-1 之各項計畫可再作適當之整合感謝委員建議，表 14-1已重新調整，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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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單位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以縮減其數目。就中央所審之保育利用計

畫內容而言，也有這種趨勢，此舉也較有利

於各計畫之發包情形。 

見 P77。 

有關附錄中各項生物名錄請更新至最新

（如 107 年）。 

已更新至 107年，詳見附錄四。 

P.3 提及本區有 110 種鳥類，但 p.21 中僅 98

種？請補充說明。 

鳥種類數來自從高雄市野鳥學會歷年紀

錄，與近年調查資料顯示，累計超過 110種

的鳥類出現在這塊區域，相關文字修正於

P3。P21 之 98 種為 100 年至 106 年中山大

學調查結果，不包括之前的調查紀錄。 

圖 4-8 之呈現效果不佳，請用表的方式展

現。 

感謝委員建議，試過將 5 年水質數據以表

呈現不利閱讀。 

建議報告書納入台電公司之建議修正意

見。 

台電公司相關建議以納入本文，詳見台電

意見回覆欄。 

文內之「生態保護」建議改為「生態保育」。 已修正。 

P.43 提及「因台電在…」等內容建議略做修

定，特別是刪除台電之文字。 

相關文字已刪除修正，詳見 P42。 

「溼」請改為「濕」。 已修正。 

翁 委 員

義聰 

表 12-1 之核心區、環教區及其他分區管理

規定內容請加上「水鳥繁殖及育雛期間應

避開巢區及育雛領域範圍，環教區及其他

分區則以臨時告示牌，勸阻人群靠近。 

已在表 12-1修正 

P.52 倒數第 3 行：「此區域『亦』為台電公

司……濕地現況」，但參考圖 7-2 重要指標

物種利用區域分析圖，其他分區應保留至

少 1/3 的範圍維持經常性水深 20 至 30 公

分。 

文字已修正詳見 P50、P54。 

P.56（三）其他分區 3.劃設管理目標，建議

加上「應保留至少 1/3 的範圍維持經常性水

深 20 至 30 公分」。 

文字已修正詳見 P54。 

P.58、p.60、p.69 其他分區加上：提供部分

的水鳥覓食與棲息。 

已修正文字，詳見 P54、P67表 12-1。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濕地維護及遊客安全由本公司負責，但防

洪安全涉及永安區公所及水利局權責，本

公司僅負責配合開關水閘門。 

相關文字修正詳見 P61-62。 

經費補助由台電負責，但因未來台電仍有

其他可能的合作研究計畫，希望經費及計

畫項目不要設限於保育利用計畫中。 

本草案之財務及實施計畫經費，為執行保

育利用計畫所需，未來台電若有其他濕地

相關研究計畫，自然不限於保育利用計畫

經費，感謝台電公司為保育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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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單位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第拾章及第拾貳章節修正意見如本日提供

之書面資料。 

 第二次複審會議台電公司修正意見(1)  

107.10.05 

第拾章及第拾貳章節修正意見如本日提供

之書面資料。 

 第二次複審會議台電公司修正意見

(1)107.10.05 

P12 表 3-3 建議刪除”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

濕地經營管理許可收費回饋金繳交運用辦

法”，因永安濕地係屬地方級。 

感謝台電建議，雖然永安重要濕地為地方

級，但仍希望於未來可以有其他經費來源

作為後續管理基金，故仍保留”國際級及國

家級重要濕地經營管理許可收費回饋金繳

交運用辦法”主要參考其精神，規劃適合地

方級的運作。 

P43(二)重要生態物種項目及範圍 

(1)觀測物種-黑面琵鷺黑面琵鷺自民國 102

年起有黑面琵鷺拜訪濕地地記錄，之後數

年因台電在北邊興達鹽灘水位調節，族群

數量逐漸減少，而南區濕地內數量逐漸增

加，102 年最大數量為的 78 隻，… 

已刪除與修正文字描述，詳見 P42。 

P48 課題二之對策 2.環境教育區及核心保

育區為顧及民眾安全及生態保育之 需

要，除經營單位主辦之特定節慶參訪活動

及曬鹽文化體 驗外，其餘時段民眾進出

需經申請，且須由台電公司人員管理人員

帶領採團進團出的方式進行導覽，以降低

濕地的遊憩壓力，並顧及人為活動安全。 

4.相關管制計畫及活動限制規則，另述明

於管理施作手冊中，作為後續經營管理之

依據。 

已修正，詳見 P47 課題二-對策 2。 

第 4 點已刪除 

P48 課題三之對策 永安重要濕地解說教育

設施已多數完工，可依據「高雄市公園管

理自治條例」及「高雄市公園認養及委託

經營管理辦法」委託地方團體單位，… 

已刪除 

P50 課題四之對策 1.未來可以設置儲水槽

利用無營養鹽的天然降雨，適時引入濕

地。 

3.評估規劃針對濕地水域地形，營造低漥

凹谷或水底堤等 深淺不同的環境，或是

於濕地內設置蓄水池，於乾季時儲存水

量，避免整體濕地完全乾涸的情況，也可

配合氣候異常時進行水位調控，確保濕地

生態系統的韌性。 

1.已刪除 

3.已刪除 

P52(二)規劃構想 (2)環境教育區：主要提

供遊客環境展示、解說及觀賞等低強度使

用，降低對環境生態之干擾與破壞，因此

因第玖章為規劃構想，因此詳細的導覽行

為等文字描述寫於第拾、拾貳章節，本段文

字重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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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單位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本區依  

  使用目的分成二區，環教一區為有條件

性開放，進入人員需經申請，在台電人員

管理人員帶領下採團進團出的方式參觀，

環教一區將結合利用緊鄰濕地的太陽能光

電廠、現 

  有之原烏樹林製鹽株式會社辦公室古蹟

與瓦盤鹽田，作為導覽解說、環境教育活

動場域。在不開放參觀的時期，此區也可

為紅樹林植物及鳥類之保育棲地；環教二

區為濕地外圍步道與賞鳥牆為主，民眾可

利用已有之賞鳥亭自行前往參觀，或透過

專業導覽人員，進行深度自然探索。 

P56(三)其他分區 3.劃設管理目標：為保

護與減輕北區施工影響濕地，建議採取低

度開發，盡量維持生態原貌，若需開發規

劃，建議以生態運動公園、步道、運動場

域設施等。 

已刪除 

 第二次複審會議台電公司修正意見

(2)  107.10.05 

 第二次複審會議台電公司修正意見

(2)  107.10.05 

表 10-2、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一覽表，核心

區第 6點：6.請加列「圖 6-4、永安重要濕

地內與周邊現有建物分佈圖」的現有設施。

(項目 6~8) 

有關圖 6-4建物等，與表 10-2相對應描述

如下： 

圖 6-4建物 表10-2相對應描述 

紅樹林復育池、連

接紅樹林復育池之

便橋 

歸類於第 2 點生態

保育、監測及科學

研究之設備 

紅樹林復育池 (排

水基礎設施) 

歸類於第 3 點水位

調控、觀測、維護、

水源保護之設備。 
 

表 10-2、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一覽表，環教

一第 9點：9.請加列「圖 6-4、永安重要濕

地內與周邊現有建物分佈圖」的現有設施。

(項目 6~8) 

關圖 6-4建物等，與表 10-2相對應描述如

下： 

圖 6-4建物 表10-2相對應描述 

水閘門(調控濕地

水位)、抽水幫浦

站(1 號機) 

歸類於第 3 點水利

設施：管線、抽水站

及簡易水閘門。 
 

表 10-2、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一覽表，環教

二： 

1. 公用及治理設施：維修道路、防護圍

籬。 

2. 景觀步道設施：步道、鹽保路賞鳥

牆、永達路賞鳥牆、引水及排水設

已修正，詳見 P58 環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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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單位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施。 

3. 環境教育、環境展示解說相關必要服

務設施。 

表 10-2、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一覽表，其他

分區： 

1. 既有維管使用之圍籬、人行步道、步

道等硬體設施。 

2. 生態保護、監測及科學研究之設施。 

3. 水位調控、觀測、維護、水源保護之

設施、引水及排水設施。 

4.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圍籬、步道、生態

公園等景觀或公共服務設施。 

5. 開發行為以維持生態為原則，開發規

劃以生態公園為限。 

3.已修正，詳見 P58 其他分區 

5.已刪除 

拾貳、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及其他

維護管理之規定或措施之二、管理規定(一) 

共同管理規定文中所有濕地主管機關允許

建議改為”備查”。另第 10 點(2)建議增加(台

電設廠及濕地內之測量不在此限)等文字 

已修正”備查”，P64 2.、5.；補充文字描述

於 P66。 

表 12-1、各功能分區管理規定一覽表核心

區： 

1. 相關業務人員(包含台灣電力公司及高

雄市政府相關業務人員)得為生態保

護、科學研究及維護管理進出本區及

執行相關研究工作。門禁管制由台灣

電力公司管理。  

2. 得為生態保護、研究、棲地與水位調

整維護及安全需要，經主管機關許可

備查設置之必要設備。 

3. 非經主管機關許可備查之相關計畫，

不得採樣動植物標本。研究人員須與

台電公司簽訂進出土地協議書及切結

書。  

4. 除配合永安石斑魚節節慶活動，非經

土地所有權人與主管機關之許可備

查，不得於候鳥度冬期間於核心保育

區攝影、錄影、搭蓋攝影帳篷等干擾

行為。  

5. 動力機械及交通工具除從事必要之管

理維護、防洪安全等行為，不得進出

本區。候鳥度冬期間〈9 月至次年 5

月〉，除公設解說亭、棧道、水防道

已修正詳見 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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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單位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路、電塔便道及公溝防波堤外，不得

有車輛或其他任何動力機械交通工具

等干擾行為。  

6. 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野放或引進

生物。 

7.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管制事項。 

表 12-1、各功能分區管理規定一覽表環教

區： 

1. 得依相關法律規定並經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後，辦理合法建築物或工

程設施之改建或修建。 

2. 得經主管機關許可備查設置環境展

示、解說使用所設置之必要設施，其

外型設計、建材與色彩應與自然環境

調和且應避免過多人工設施。   

3. 允許從來現況之清潔維護管理工作，

但應減少。OK P67 環教 

4. 因復育需要進行植栽時，應以原生種

為原則。 

5. 除從事必要之管理維護、防洪安全等

行為，應減少從事動力機械及交通工

具的頻度以維持生態現況。 

6. 非經主管機關允許備查之研究計畫，

不得採樣動植物標本。OK P67 環教 

7. 環教一區得配合當地節慶活動或為推

廣環境教育與生態保育觀念，由管理

單位人員帶領團進團出。 

8. 環教一區遊客未經許可不得離開步道

或規範區域，但緊急避難時，不在此

限。 

9. 非經主管機關許可備查，環教一區候

鳥度冬期間〈9 月至次年 5 月〉，除公

設解說亭、棧道、水防道路、電塔便

道及公溝防波堤外，不得有車輛或其

他任何動力機械交通工具等干擾行

為。OK P67 環教 

10. 環教二區得允許自由進出、攝影，但

應禁止任何影響騷擾野生動植物之行

為及減少非必要之動力機械或交通工

具進入施作。 

已修正詳見 P67 



 

172 

 

出席 

單位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表 12-1、各功能分區管理規定一覽表其他

分區： 

1. 得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濕地主管

機關同意，新增、增建或修建建築

物、景觀硬體設施、生態公園或雜項

工程，但應以生態保育為優先考量。 

2. 除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外之相關開發計

畫應依濕地法第 20 條所列之行為，應

先徵詢中央主管機關之意見。 

已修正詳見 P67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城 鄉 發

展 分 署

（ 書 面

意見 

計畫書第 7頁，表 3-1，建議避免將草案計

畫列為上位計畫。 

已刪除詳見 P7表 3-1。 

計畫書第 83頁，附錄二之「排水進入重要

濕地之入流水水質項目及限值」，請註明為

「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

標準」。 

已修正，詳見附錄三 P83。 

附錄三、地籍清冊，建議名稱調整為土地地

籍清冊與濕地功能分區對應表。另本濕地

原公告地籍烏樹林 684-9 地號及 825 地號

等 2筆土地，已修正為烏樹林段 684-18地

號及 825-1 地號，亦請於附錄三中一併更

新。 

已修正，詳見附錄五 P93。附錄五已加入

684-18地號及 825-1地號。 

有關第捌章課題與對策部分，建議如下： 

(1) 課題一之對策 4.，建議將「建請」修正

為「由」。 

(2) 課題二之對策 4，有關管理施作手冊建

議併本計畫研擬。 

(3) 課題四之對策 3，有關設置蓄水池部分

建議一併納入表 10-2 允許明智利用項

目中。 

有關第捌章課題與對策部分，建議如下： 

(1) 已修正詳見 P46。 

(2) 已刪除管理施作手冊，日後待本計畫草

案核定後，再行研擬提出。 

(3) 經委員會議討論後已刪除蓄水池。 

 

圖 10-2，功能分區顏色仍請再檢視修正。 本計畫草案功能分區圖已按保育利用計畫

製圖教學檢製。 

計畫書第 59頁，表 10-2，建議允許明智利

用項目中，可列出相關設備或設施，例如環

境監測設備、水利設施、景觀步道設施、養

殖使用及當地養殖漁業發展相關設施、公

共服務設施、公用設備及為保護環境必要

之保護或治理設施等，其餘管理作為可納

入管理規定中。有關核心保育區說明欄中

「目前現有允許之設備……、防護圍籬。」

及「景觀步道設施:曬鹽瓦盤。」等內容調

整至允許明智利用項目欄位中；環教一說

明欄中「功用及治理設施:……、便橋。」、

已修正，詳見表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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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審查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景觀步道設施:……曬鹽瓦盤。」及「水

利設施:……簡易水閘門。」等內容調整至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欄位中，而允許明智利

用項目中第 3、4點可調整至管理規定。環

教二部分同前。 

計畫書第 65頁，表 12-1，核心保育區之管

理規定:「有關人員、動力……之規定，依

本計畫規定辦理。」依其文字係有相關規

定，惟未見相關管理規定說明，請補充。 

已修正，詳見表 12-1。 

建議本計畫面積計算至小數點第 2位。 已修正。 

計畫書第 70頁，有關緊急應變章節內容請

參考南港 202兵工廠重要濕地（地方級）保

育利用計畫進行調整。考量地方級重要濕

地主管機關為地方政府，應變小組成員宜

由地方機關(單位)組成，並由貴府成立各

級應變中心，視災害嚴重程度通知內政部

及協調相關單位協助處理。 

第拾參章已參考南港 202 兵工廠重要濕地

（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進行修正。 

高 雄 市

永 安 區

公所 

簡報未符 20 萬立方公尺滯洪量，汛期水位

下降至 10 公分以下，請敘明後續保育利用

計畫濕地範圍如何維護管理運作。 

以水利局意見為依歸。 

現況閘門及水道未位於保育利用計畫範圍

內或範圍內的設施，後續施作如何劃分施

作單位。 

閘門及水道不屬本計畫範圍內的設施，後

續施作以水利局意見為依歸。 

p.63（一）水源管理設施內說明水閘門則視

汛期防洪需求由永安區公所進行調度，請

修正管理依據，請依北溝規劃治理報告進

行閘門排水計畫管理，而非由區公所調度。 

已修正。 

本 府 水

利局 

有關永安濕地負擔北溝排水系統防洪功

能，入流機制及 20 萬噸滯洪量，請依經濟

部核定之「易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市管

區域排水北溝排水系統規劃報告」設計之

（詳如附件 1 至 3） 

日後遵照辦理。 

本 府 工

務局（工

程 企 劃

處） 

P.72 緊急應變措施，第二級及第三級由營

建署及內政部於接獲通報後成立應變中

心，惟永安濕地已公告為地方級重要濕地，

由中央機關成立應變中心，是否妥適，請再

考量。(可參閱台北市政府南港 202 兵工廠

及周邊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 

依參考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重要濕地

(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修正。 

P.85 地籍清冊，其中 684-18、825-1 土地所

有權人為台電公司，管理單位請刪除高雄

市政府工務局。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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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府 工

務局（養

護 工 程

處） 

計畫內各地圖上請補充標示北溝。 部分圖片因為版面呈現主題，故維持原圖，

如古蹟、交通等圖。 

P.11 請再調整表達方式以避免誤會。 已修正詳見圖 3-2。 

第參章法規請寫全名。 已修正詳見表 3-3，P12。 

P.15 圖 4-1 建議將高程直接標示於示意圖

中，俾利看出水位高低及流向。 

有關圖 4-1 高程乃根據永安暫定重要濕地

分析報提供之圖片。 

P.21 表 4-1 中鳥類、魚蝦蟹類及貝類之”

目”數與 P.22、P.23 章節(二)、(六)、(七)所

述不同，請查明何者為是？ 

已修正 

P.22 物種數量與內容核對有誤差，請再釐

清。 

已修正詳見 P22。 

P.32(一)土地權屬所述高雄市政府土地權屬

為 3 筆，然 P.84 附錄三地及清冊上所列高

雄市政府工務局所有為 5 筆，請查明何者

為是？ 

已修正 

P.42 建議可以以更清楚的呈現方式標示文

化資產區域。 

已修正詳見圖 7-1。 

P.43-44 全部都是觀測物種嗎?建議可以於

文字中補充說明列觀測物種的用意。 

已修正文字。 

P.52 構想圖建議可以以泡泡圖或其他方式

呈現。 

已調整詳見 P51。 

P.57 環境教育二區範圍因永達路步道不在

濕地範圍內，請再確認並一併修正本案保

育利用計畫圖（草案）。 

永達路步道已刪除 

P.72 表 13-1 建議刪除。 已刪除。 

P.74 請增加土壤及空氣污染的部分。 依城鄉分屬建議拾參章節重新調整，圖已

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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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規劃單位研析意見 

(陳情意見參採及回應) 

00

1 
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

公司興達

發電廠 

(一) 

原文內容: 

頁碼/項目:P46/課題一、

對策 2: 

台電設置生態顧問，以因

應未來鄰近廠區營運過

程，有汙染或是其他人為

操作影響濕地生態時，擔

任溝通窗口與提供環境改

善對策。 

陳請理由: 

考量本公司具有濕地生態

保育專業背景之人員有

限，如設置生態顧問，經

常性職務可能無法維持長

久;再者，本濕地生態環

境背景應是在地專家學者

會比較了解，如有影響濕

地生態事情發生，在地專

家學者較能提供改善對

策。 

(二) 

原文內容: 

頁碼/項目:P54/(三)其他

分區、3.劃設管理目標: 

為保護與減輕北區施工影

響濕地，建議採取低度開

發，以維持地形、地貌及

生態原貌為原則，並維持

至少三分之一範圍水深

20 至 30 公分，提供部分

水鳥覓食與棲息，若需開

發規劃，建議以生態公

園、步道、運動場域設施

等。 

陳請理由: 

1. 依照現有地勢，在冬

季枯水期是乾涸狀態

(如 108.01.10 拍攝照

片)，倘須維持至少三

分之一範圍水深 20 至

30 公分，以現況來看

實有困難。(現況冬季

即使不抽水亦會乾涸) 

2. 如維持至少三分之一

範圍水深 20 至 30 公

分，可能得改變原地

形地貌，因本區同時

(一) 

建議將”台電設置生

態顧問…”修正為”

台電與相關專家學者

合作…”。 

 

(二)  

建議刪除”並維持至

少三分之一範圍水深

20 至 30 公分，提供部

分水鳥覓食與棲

息”。 

(三) 

建議將”台電公司人

員…”修正為”管理

人員…”，使內容可

以前後文字一致。 

(四) 

建議將”生態公園”

加入，使內容可以前

後文字一致。 

(五) 

建議刪除《國際級及

國家級重要濕地經營

管理許可收費回饋金

繳交運用辦法》。 

(六) 

為符合現況及濕地保

育利用計畫，建議於

草案第 31 頁之（二）

土地使用分區項下，

增訂「依濕地保育法

第 16 條第 3 項規定，

重要濕地範圍應配合

檢討變更使用地類別

為生態保育用地」。 

說明： 

(一) 

已將 P46/課題一、對策 2:修正為”台電與

相關專家學者合作…”。 

(二)  

建議刪除”並維持至少三分之一範圍水深

20 至 30 公分，提供部分水鳥覓食與棲

息”。 

(三) 

已將頁碼/項目:P56/表 10-1、環教一二、管

理目標 3.”台電公司人員…”修正為”管

理人員…”，使內容可以前後文字一致。 

(四) 

已將頁碼/項目:P56/表 10-1、其他、管理目

標與 P54/(三)其他分區、3.劃設管理目標，

文字修整一致為” 3.保護與減輕北區施工

影響濕地，若需開發規劃，建議採取低度

開發，如生態公園、步道、運動場域設施

等”。 

(五) 

已刪除《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經營管

理許可收費回饋金繳交運用辦法》，詳見

P12 表 3-3。 

(六) 

有關土地變更等相關事宜建議請土地所有

權人向相關主管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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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規劃單位研析意見 

(陳情意見參採及回應) 

係本公司新燃氣機組

規劃的保育區，應符

合《非都市土地開發

審議作業規範》之保

育區使用行為相關規

定。 

3. 未來本公司新燃氣機

組興建完成，廠區基

地高程將會高於本

區，基地與本區緊

鄰，即有高低對比，

降雨雨水自然會溢流

至本區，可形成一低

窪集水空間，因此不

須再特別強調維持水

深。 

(三)  

原文內容: 

頁碼/項目:P56/表 10-1、

環教一二、管理目標 3.: 

民眾進出需經申請，且須

由台電公司人員帶領採團

進團出的方式進行，以降

低濕地的遊憩壓力，並顧

及人為活動安全。 

陳請理由: 

上段文字與 P54/3.劃設管

理目標:(3)，民眾進出

需經申請，且須由管

理人員帶領採團進團

出的方式進行，以降

低濕地的遊憩壓力，

並顧及人為活動安

全。有文字不一致情

形。 

(四) 

原文內容: 

頁碼/項目:P56/表 10-1、

其他、管理目標: 

為保護與減輕北區施工影

響濕地，建議採取低度開

發，如步道、運動場域設

施等。 

陳請理由: 

上段文字與 P54/(三)其他

分區、3.劃設管理目

標，…建議以生態公園、

步道、運動場域設施等。

有文字不一致情形。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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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規劃單位研析意見 

(陳情意見參採及回應) 

原文內容: 

頁碼/項目:P12/表 3-3、濕

地保育、法規欄第 3 項: 

陳請理由: 

永安重要濕地為地方級濕

地，未有《國際級及國家

級重要濕地經營管理許可

收費回饋金繳交運用辦

法》之適用，此顯有適法

性之違誤。 

(六) 

考量「核心保育區」及

「環境教育區」係為保護

濕地重要生態及推動環境

教育所劃設，已不能作為

本公司發電業務相關用

途，其原編定之「特定目

的事業用地」已失所依

據。 

00

2 
黃捷 1.「財務與實施計劃」章節

僅簡短描述將建立平

台並整合地方資源、發

展地方經濟，未見更具

體規範或實施原則，以

保障永安區民之地方

民生、經濟需求。 

2.「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

章節中，未明確界定黑

面琵鷺死亡數量為 1

至 2 隻時，屬於何種應

變層級，致使應變層級

判準有所疏漏，恐造成

日後緊急應變過程之

障礙。 

3. 本次永安重要濕地(地

方級)保育利用計畫擬

定過程，未充分納入地

方民意，或邀請地方民

意代表進行相當程度

之討論。 

1.「財務與實施計劃」應

詳列各實施計劃未來

在人員聘用時，除有

專業需求之調查或採

樣分析工作，工作人

員應優先聘任或聘任

ㄧ定比例以上設籍周

圍鄰里之居民，以保

障當地居民之就業機

會，且專業調查人員

或採樣分析人員招募

時，若有符合專業條

件之在地居民，亦應

優先聘任。 

2.應明確界定黑面琵鷺

死亡數量為 1 至 2 隻

時，當屬何種應變層

級。 

3.未來進行保育利用計

畫通盤檢討時，應秉

持公開透明、公民參

與之精神，邀集地方

民意代表之居民，進

行充分討論，使保育

利用計畫能符合當地

生態保育、地方發展

之需求。 

1. 感謝委員建議，有關「財務與實施計劃」

章節第(四)永安重要濕地環境教育推廣計

畫，計畫目標修正為” 未來可研擬將鄰近

社區納入參與機制，招募志工及整合、串

連地方資源作為本計畫之目標”，詳見

P73。至於”除專業需求之調查或採樣分析

工作，工作人員應優先聘任或聘任ㄧ定比

例以上設籍周圍鄰里之居民，以保障當地

居民之就業機會”，原則上可以優先聘任

在地居民，但於本文中不另特別註記，以

方便未來機關配置相關業務。 

2. 已將黑面琵鷺死亡數量為 1 至 2 隻時，歸

屬於第一級應變層級，詳見 P66。 

3. 感謝委員建議，未來進行保育利用計畫通

盤檢討時，應秉持公開透明、公民參與之

精神，邀集地方民意代表之居民，進行充

分討論，使保育利用計畫能符合當地生態

保育、地方發展之需求。 

00

3 
鄭仲傑

(社團法

人台灣

濕地保

 1.實施計畫建議單獨列

出未來濕地經營管理

計畫，內容朝向以民

間團體運作或輔導地

1. 濕地管理計畫，由主管機關視需要及實際

情況施行。 

2. 有關表 12-1 管理規定之建議，台灣電力

公司為兼顧開發與保育永續發展，將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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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規劃單位研析意見 

(陳情意見參採及回應) 

護聯盟

秘書長) 

方參與、培力，創造

地方就業、自主經營

的機會，逐步達到以

濕地保育帶動地方發

展的目標。 

2.表 12-1、各功能分區

管理規定一覽表，有

關核心保育區之管

理規定，第一點提到

業務人員進出本區

進行生態保育、科學

研究及維護管理，門

禁管制由台電公司

管理；另外第三點，

研究人員須與台電

公司簽訂進出土地

協議書及切結書。本

濕地土地所有權人

台電公司既已同意

劃設為國家重要濕

地，建議相關管理權

責應統一歸到濕地

主管機關。 

3.現階段興達電廠燃氣

機組更新改建計畫

環評審議中，保育團

體、高雄市政府及台

電公司等多方單位，

仍積極協商、研議能

兼顧供電穩定、減少

空汙、保留濕地的可

行方案。建議本計畫

在符合法令期程前

提下，後續再參酌前

述環評案後續之決

議，保留、爭取未來

重新恢復原有永安

濕地 130 公頃的濕地

範圍或保育利用計

畫範圍的可能，除確

保原有的生物棲地

外，同時亦能擴大地

方未來發展生態觀

光、旅遊等經濟利

基。 

4.地方極力爭取於 15

公     頃緩衝區(其

他分區 )設置多功能

活動中心，相關意見

應予重視。惟活動中

心的設置以服務人

土地部分提供為重要濕地用地。高雄市政

府係主管機關，有督導權利，台電公司系

地主身分，基於所有權有經營管理權力，

為使永安重要濕地未來能更有效執行明

智利用，台灣電力公司接受高雄市政府督

導，執行相關經營管理。 

3. 站在生態保育角度，期望能多方兼顧，後

續若本計畫在符合法令期程前提下，除了

參酌前述環評案後續之決議，但也須兼顧

在地居民之需求，調整濕地範圍或保育利

用計畫範圍。 

4. 有關 15 公頃其他分區之用途，以配合與

滿足台電因應國家能源政策推動、高市府

保育濕地之用心與在地居民需求為優先

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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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規劃單位研析意見 

(陳情意見參採及回應) 

群、人為使用為目標，

區位選擇應以地方聚

落內或緊鄰週邊地區

為宜，提升活動中心

的使用率並發揮其功

能，而非選在距離聚

落較遠、鄰近濕地、電

廠的區位設置，如此

不甚合理且難以利

用，未來的使用、維護

管理難以確保而成為

國人詬病的蚊子館。

建議相關單位應協調

整合適當區位及資

源，新設或改建現有

建物來設置活動中

心，回應地方需求。 

00

4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

荒野保護

協會 

深化永安重要濕地教育推

廣及社團參與 

保育利用計畫捌之三

提及，當地居民因長期

管制無法進入利用濕

地，對濕地不甚了解，

甚至排斥 劃設重要濕

地的存在。要使居民接

受、認同濕地，除辦理

宣導、環教活動，導覽

濕地人問生態，建議應

將積極促成居民生活

與濕地連結，使用生態

旅遊成為當地重要收

入來源之ㄧ: 

1.協助培訓在地居民成

為專業濕地解說員 /

導覽員，以帶團解說

為業; 

2.組成地方團體經營管

理解說員，同時參與

濕地之經營管理，創

造濕地特色與生態旅

遊賣點; 

3.台電回饋地方之經費

主要用在濕地維護、

人員培訓、組織維持; 

4.市政府配合生態旅遊

路線開發，請交通局

改善地方大眾交通運

輸，加強旅客觀光意

願 ;請觀光局以高雄

市濕地生態廊道為觀

光主題，加強宣導。 

以期使施地與當地居

有關第捌章課題三濕地教育推廣及社區參

與，詳細的實施計畫請卓參 P73-74 第拾肆

章第一節第(四) 永安重要濕地環境教育推

廣計畫。本計畫也期望未來濕地能與與當地

居民共生共榮，共創多贏局面，未來營運過

程期間，相關執行細節業務單位也會召集相

關單位、團體研商。未來實際推行時，所提

各點納入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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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單位研析意見 

(陳情意見參採及回應) 

民共生共榮，共創多

贏局面。 

本建議為初步規劃方

向，確實執行細節仍應

另行召集相關單位、團

體研商。 

00

5 
財團法人

地球公民

基金會 

根據《濕地保育法第 5 條》

的保育及明智利用原則 :

應推動濕地系統之整體

規劃，並考量具生態網絡

意義之濕地及濕地周邊

環境和景觀，達成濕地復

育、防洪滯洪之目標。必

要時，得於適當地區以適

當方式闢建人工濕地。 

ㄧ、為保育珍稀、瀕危及

特需保育生物，應復育

濕地，提供充足面積的

棲地: 

1. 永安鹽灘地為國際瀕

危鳥類──黑面琵鷺

的重要停棲點，歷年出

沒數量皆高於全球總

數的 1%，依據聯合國

拉薩姆公約之標準，達

到國際級濕地之標準。

國際鳥盟亦列為重要

野鳥棲地(IBA)。可見

本區擔負重大的保育

責任。 

2. 根據國際鳥盟研究，至

少需要 300 公頃才足

以支持 1 處黑面琵鷺

的衛星棲地。永安、茄

萣鹽灘地的總面積剛

好可支持 1 處過冬棲

息地。 

3. 然而檢視歷年衛星空

照圖，永安鹽灘地北側

於 2015 年遭台電公司

開挖溝渠，導致約 80

公頃的濕地乾凅，失去

棲地功能。根據高雄市

野鳥學會、中山大學歷

年生態監測資料，永安

濕地歷年的黑面琵鷺

數量自此百餘之銳減

至 40~100 隻左右。可

見棲地面積縮減對黑

面琵鷺保育的嚴重衝

請將北側鹽灘地(詳見

附圖)ㄧ併納入計畫範

圍，並投入經營管理措

施，回復濕地環境。 

一. 濕地北側也是鳥類棲地，未來台電任何

利用計畫，應有保育措施，同時也應有

滯洪計畫。 

二. 本計畫是以保育及明智利用原則下規

劃，台灣電力公司為整個濕地與興達鹽

灘地土地產權所有者，本保育利用計畫

也尊重台電推動明智利用及保育之意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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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單位研析意見 

(陳情意見參採及回應) 

擊! 

4. 北側鹽灘地的地貌、水

紋皆南側重要濕地相

關聯，而具有生態網絡

意義。因此建議ㄧ併劃

入計畫範圍，並重新蓄

水、復育鹽灘棲地，以

利黑面琵鷺等珍稀物

種之保育工作。 

二、為有效減緩永安地區

的水患，應保留充足的

滯洪空間: 

1. 隨著極端降雨頻率上

升，既有防洪設施將不

堪 負 荷 ， 例

如:2018/8/23 降下大豪

雨，其 24 小時最大降

雨量高達 447mm，超

過既有區域排水 25 年

的保護頻率(430mm)，

導致永安、新港兩聚落

淹水。 

2. 由此可見，保留北側低

漥鹽灘地、擴大滯洪空

間，將有效緩解淹水情

形。 

3. 此外，利用現成的濕地

作為滯洪空間，亦省去

新建排水設施的鉅額

支出、等待時間，並免

除工程執行上的阻礙

與風險，具有可行性。 

00

6 
財團法人

高雄市野

鳥學會 

一、興達電廠燃氣電廠更

新     計畫目前正

進行環評中，本會與

相關團體正積極參

與，爭取所小開發面

積；因此北側之 15 公

頃緩衝區請保留地

貌現況，引進水源，

增加鳥類利用的棲

地。 

二、保育利用計畫書未呈

現過去永安濕地完

整之保育鳥類分布

圖。現有的保育利用

計畫範圍如何維持

原先 130 公頃濕地的

鳥類種數和數量。 

三、45 頁，重要鳥類利用

一、台電對外進行『生

態電廠國際競圖』

應加以落實，尋求

兼顧生態、發電與

社區福祉的最小

面積開發方案，以

便和本計劃相結

合，達到最好的保

育與滯洪效果。 

二、請完整呈現永安濕

地歷年鳥類調查

紀錄與全區分布

紀錄；並提出經營

管理目標。如不可

行，是否有其他的

棲地補償或替代

方案? 

三、請重新修正重要鳥

一、 有關”北側之 15公頃緩衝區請保留地貌

現況，引進水源，增加鳥類利用的棲地”

相關文字描述詳見 P65 表 12-1 其它分

區管理規定，另『生態電廠國際競圖』

之結果與建議請台電公司參酌。 

二、 保育利用計畫書主要呈現重要生態物

種，這些重要生態物種已是由歷年調

查資料彙整挑選出來。雖保育利用計

畫範圍僅以公告之重要濕地 41.25 公

頃與 15 公頃緩衝區，然 P43 表 7-1 有

呈現永安濕地與北區興達鹽灘歷年鳥

類數量資料。濕地管理計畫，由主管

機關視需要及實際情況施行。補償或

替代方案仍需台電公司參考提出。 

三、 已修正圖 7-2 重要鳥類利用分布圖。 

四、 有關環境教育區一之範圍，因配合在地

居民之需求，環教一區未來於非繁殖

季、候鳥過境期，作為瓦盤鹽田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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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與現況有落差，

例如高蹺鴴也廣佈

在辦公室西側鹽田，

鸕鶿已東側深水區

為主，反嘴鴴為近年

大量增加的物種。 

四、51 頁，環教ㄧ面積過

大(19.77 公頃)，原本

永安濕地面積 130公

頃，皆為過境與度冬

候鳥棲息覓食利用

之棲地；現今範圍保

育利用計畫範圍縮

減為原面積之 43%。

建議環教ㄧ之分區

以道路兩側到辦公

室紅磚、人行道範圍

或必須之賞鳥、環教

設施範圍為限。 

五、54 頁，緩衝區之劃設

管理目標:『若需開發

規劃，以生態公園、

步道、運動設施場域

設施等』。本區之設

施建議屬於市政建

設之範疇，基於濕地

面積已大幅縮減，不

建議列入保育利用

計畫，以降低對濕地

之干擾與衝擊。 

六、65 頁，其他分區 15 公

頃。有鑑於興達電廠

環評進行中，市府及

民間團體要求燃煤

電廠提前除役及降

載，同時縮小開發面

積，故建議調整範圍

與面積。 

七、71 頁，哺乳類、兩生

類、爬蟲類與植物每

五年進行ㄧ次調查，

是否有誤? 

八、74 頁，經費需求，偏

重監測調查經費，輕

日常維護管理。 

九、93 頁，民眾訴求 1.5

公頃生態公園。102

頁回覆意見提到 5 公

頃的範圍將作為生

態運動公園?何者為

真? 

類利用分布圖。 

四、請依圖示黃線面積

縮減! 

五、對於社區民眾之需

求，可考量納入環

境教育活動，或強

化現有自然中心、

社區活動中心之

功能。 

六、其他分區增加北邊

黃色範圍，依環評

審查結果實際調

整。 

七、請修正。 

八、水路的暢通維修與

各水域水位調控

所需之閘門建置，

應納入先期棲地

營造費用；後續的

維管人力人事費

也需如上題。 

九、若需開闢生態公園

則應以最小面積

規劃且有獨立出

口，並做好與濕地

噪音、人為活動隔

離。ㄧ併納入。 

十、相關設施應結合現

有自然中心，將遊

客導入鹽田社區，

加強活化，不應設

置在濕地。 

十一、請重新邀請社區

居民、民間社團，

針對永安濕地保

育利用計劃與社

區共榮進行討論。 

十二、政府應就濕地面

積減免其現行支

付之稅金。 

十三、同時呼籲台電納

入生態電廠規劃

設計中，以達到生

態、生產、生活共

贏的局面 

推動鹽務文化。因此目前仍維持 19.77

公頃，待 5 年通盤檢討時，再依現況與

需求調整範圍。 

五、 未來會視社區民眾需求，納入環境教育

活動，來強化現有之自然中心。 

六、 感謝建議，站在生態保育角度，期望能

多方兼顧，後續若本計畫在符合法令期

程前提下，未來參酌環評案後續之決

議，也兼顧在地居民之需求，調整濕地

範圍或保育利用計畫範圍。 

七、 有關哺乳類、兩生類、爬蟲類與植物調

查頻度，由歷年調查結果顯示永安濕地

哺乳類、兩生類、爬蟲類與植物組成變

動不大，因此不需進行每年監測調查，

目前修正為”每隔 3 或 5 年進行調查”，

詳見 P71(2)。 

八、 目前並無建置水閘門需求，水閘門之維

修管理、人事費用均為台電負責，本計

畫編列棲地維修費用應屬足夠。 

九、 初審時生態公園民眾建議 1.5 公頃，但

之後民眾要求改為 5 公頃，本計畫依審

查委員意見，並未詳細寫明生態運動公

園面積，以利日後雙方協調。未來生態

公園規劃，意見作為重要參考。 

十、 計畫尊重台電地主權利，並未將停車

場、廁所等字樣寫入內文。 

十一、 後續若本計畫在符合法令期程

前提下，再邀請社區居民、民間社團，

針對永安濕地保育利用計劃與社區共

榮進行討論。 

十二、 有關就濕地面積減免其現行支

付之稅金等相關事宜，建議請土地所有

權人向相關主管機關辦理。 

十三、 感謝建議，規劃單位同意所提出

建議，請台電列為重要參考，以達到生

態、生產、生活共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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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規劃單位研析意見 

(陳情意見參採及回應) 

十、106 頁，【將該區規劃

為林蔭茂密的生態

廠，讓很多遊客來拜

訪還會需要停車場、

廁所】 

十一、保育利用計畫歷次

審查會議未邀請在

地社區、民間團體參

與，未來落實恐有困

難。 

十二、台電同意永安濕地

成為國家重要濕地

使用之作為，具有碳

匯、生態保育、滯洪、

生態觀光的效益。 

十三、地方里長訴求爭取

多功能活動中心等

設施，面積需求與功

能應具體化。 

00

7 
高雄市茄

萣生態文

化協會

(鄭和泰) 

ㄧ、永安濕地是高雄市很

重要的候鳥過冬棲

息的地點。 

一、永安濕地應完整的

保留，不宜分割做

任何的使用，應做

為生態保育、生態

旅遊的地點，建議

完整保留，不宜分

割。 

感謝建議，本計畫以保育及明智利用原則下

規劃，台灣電力公司為整個濕地與興達鹽灘

地土地產權所有者，本保育利用計畫也尊重

台電推動明智利用及保育之意願。 

00

8 
永安區鹽

田里黃福

來里長 

電廠在此開發長期污染使

地方受害，希望 41.25 公

頃 (濕地 )可以開發成公

園，帶動地方發展，不然

至少 15公頃(緩衝區)也要

給地方開發公園、多功能

活動中心等使用 

 有關緩衝區相關設施，詳見表 10-1。 

00

9 
永安區永

安里郭憲

明里長 

15 公頃(緩衝區)範圍建議

劃設在靠興達路旁邊那側

（太陽能發電場北側），給

地方使用 

 在專家學者建議、台電規劃等考量下，維持

其他分區地面積與位置。 

01

0 
永安區新

港里何應

成里長 

1. 中央開會地方都沒

有獲得訊息，但NGO

都知道，台電公司污

染地方，要開發時都

沒有參考地方意見。 

2. 希望 15 公頃(緩衝

區)要做多功能活動

中心或大型地方運

動場等，給地方開

發，給地方使用，不

要因為人數(口)少或

偏鄉就不重視。一定

要聽地方的意見，和

 1.感謝里長建議。 

2.有關其他分區之設施詳見表 10-1。 

3.明智利用的原則，就是能將濕地與人結合，

相互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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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規劃單位研析意見 

(陳情意見參採及回應) 

地方充分討論，不要

人進來，又出去，我

們賺不到錢。 

3. 一定要注重地方意

見，要以｢人｣為主，

而不是以鳥為主。 

011 永安區保

寧里莊守

義里長 

1. 看鳥的人看一看就

走了，茄萣濕地就很

大了，去那裏看就好

了，濕地對永安沒什

麼幫助。 

2. 當初地方活動中心

答應給我們蓋，卻又

沒有給我們蓋，應該

至少把這 15 公頃(緩

衝區)給地方使用。 

 1.根據多年調查，兩處濕地是候鳥過境時相

互利用的棲地，彼此相輔相成，讓臺灣能有

豐富的鳥類資源。 

2.目前其他分區的設施詳見表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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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高雄市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審議小組

審議「永安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第 1 次會議紀

錄委員意見修正對照表 

時間：108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二) 

出席單位 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台電公司 一、台電公司是土地所有權人，有

經營權、管理權，永安濕地未來經

營管理及濕地範圍內抽水站、堤防

等設備維修及生態公園、多功能活

動中心等相關友善措施等經費，台

電公司願意全力配合評估規劃建

置，與市府及民間團體共同合作規

劃經營。 

感謝台電公司對生態保育的貢

獻，未來期望能與台電公司、市

府及民間團體共同合作規劃經

營。 

永安區公所 一、依照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

第 4 次會議決議，有關里長建議規

劃生態公園或興建多功能活動中心

等議題，請納入保育利用計畫及新

設電廠計畫中一併評估。 

二、保育利用計畫附錄十公民團體

陳情意見綜理表，請納入 108 年 1

月 31 日公開展覽說明會中，里長

所提出之訴求。 

一、會將地方需求(多功能活動中

心)列入計畫中，並低密度開發為

原則。詳見表 10-1 其他分區。 

二、已納入，詳見附錄十。 

 

 

社團法人高

雄市野鳥學

會 

(林昆海) 

一、過去的民間意見請納入，回復

情況。 

二、台電提供土地作為濕地的行為

應予以肯定，建議給予稅賦的減免

與鼓勵。 

三、提醒高雄市政府、台電公司應

將永安濕地視為【國家級】濕地管

理！永安濕地與茄萣濕地為一整體

不可分割的候鳥棲地，具國家級濕

地的重要性和價值，對於高雄市發

展國際觀光、生態保育、形象提升

有重要的意義。 

一、過去的民間意見詳見附錄

十。 

二、感謝高雄鳥會的建議。 

三、有關國家級之建議，未來將

持續關注濕地內的鳥類資源，於

5 年通盤檢討時，作為是否提升

為國家級濕地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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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單位 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四、建議分區的面積進行調整，環

教區高達 19 公頃，依現況無法管

理，也沒有配套措施。 

五、P74 保育利用計畫工作項目

中，水質改善與棲地維護的經費第

一年 60 萬，之後每年 10 萬元。請

問濕地管理人力有幾位？排水渠道

損壞、棲地維護的人力成本應該沒

有納入計畫考慮，建議修正。 

六、北邊的其他分區和興達電廠燃

氣機組預定地的介面請謹慎維持濕

地原貌，擴大生態效益；避免用硬

式的人造物圍籬或樹林綠帶做隔

離。 

七、如何加強社區的參與感，鹽務

辦公室得以發揮環教、觀光的效

益，且不干擾周邊的水鳥生態，須

有配套措施。 

四、配合當地居民之期望，希望

未來能於環教區進行曬鹽文化推

廣與相關展示，因此仍保留 19 公

頃。 

五、感謝委員意見，有關水質與

棲地維護經費，在台電的協助下

調整費用，詳見表 14-1。 

六、感謝建議，依照保育利用計

畫文中，均有對其他分區述明” 

為保護與減輕北區施工影響濕

地，若需開發規劃，建議採取低

度開發”等文字。此外以台電目前

廠區規畫也有設計相關的保護措

施。 

七、會加強推動環境教育，讓當

地認識濕地的重要性。進行環境

教育時，加強宣導，降低干擾。 

薛美莉委員 一、計畫目標永安重要濕地定位，

應強調台電公司定位之重要性及濕

地由台電公司跟高市府共同經營管

理執行，降低高雄市政府督導權利

並說明重要維護物種。鳥類 110 種

與 P22 的數量不符，近年(100~107

年)查資料顯示，請說明資料來

源。 

二、永安重要濕地定位，建議增列

敘述(四)發揮濕地生態服務功能。 

三、上位與相關計畫應包含台電公

司的計畫。 

四、保育利用計畫內用字正確性如

台電、臺灣、濕地、回顧相關計畫

舊高雄縣政府、茄萣暫定重要濕

地、對應西元或民國年份統一等用

一、有關共同經營管理等文字述

明於 P3 第一段。鳥類 110 種為本

計畫 100~107 年與高雄鳥會之前

長期累積之物種數。 

二、有關生態服務功能，本濕地

定位章節中(一)重要鳥類度冬棲息

地與豐富的濕地生物資源，(二)洪

汛期天然蓄水池，(三) 珍貴的鹽

業文化與環境教育資源，均與濕

地所能發揮之生態功能有相關。 

三、感謝委員建議，目前台電公

司之計畫屬於非公開內部文件，

故上位計畫先以國家相關的重要

計畫為主。 

四、"台灣電力公司”為註冊商

標，故確認為”台灣”，其餘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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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單位 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字，請修正。 

五、水資源系統、生態資源與環境

之基礎調查及分析中，氣候年均溫

度及不同天的最高最低溫差及年雨

量，另水質是否受潮汐影響等敘

述，請酌予修正。 

六、生態資源中最常出現雁鴨沒有

被關注到，建議可加強論述，另魚

蝦蟹中表示最常見為白鯧，請確

認。建議「目」不用書寫，蝦蟹類

以另外一項敘述。P23 

七、產業經濟，一級產業、二級產

業中，與永安濕地的相關性應敘

明，如養殖業的排入等。 

八、曬鹽文化於本濕地極為重要，

建議在財務計畫中應有相對應的作

為。 

九、濕地安全與人為活動管理，著

重引導民眾或遊客不進入濕地。 

十、財務計畫過於保守，環境教育

經費未顧及人力及未來鹽業文化與

魚業文化、硬體維護經費及後續濕

地功能發展等，請再考量調整。 

獻書名仍保留”台灣”或是”臺灣”

不另做修正。茄萣濕地已修正為

茄萣暫定重要濕地。已修正為”

原”高雄縣政府。 

五、永安濕地為封閉水域不受潮

汐影響。 

六、有關雁鴨科，的確是濕地一

個重要的物種，然因興達鹽灘與

永安濕地水位之影響，仍在監測

中，故暫不納入關注物種。魚類

常見種類已修正為吳郭魚詳見

P23。 

七、一級產業與二級產業章節主

要描述濕地所在之永安區的產業

經濟型態。 

八、有關財務計畫中為考量日後

運作之彈性，故僅列出(四) 永安

重要濕地環境教育推廣計畫，作

為主要進行方針。 

九、本濕地有列出總量與遊客管

制，詳見表 12-1。 

十、有關財務計畫中環境教育相

關細節，為考量日後運作之彈

性，故僅列出目標作為進行方

針，細目並未列出。 

楊磊委員 一、計畫目標建議增加濕地碳匯及

水質淨化的功能。 

二、將濕地滯洪功能更改為蓄水功

能，可以協助減緩洪水水患。 

三、應確保濕地生態服務功能，營

造維護濕地環境，並將生物多樣性

加上水質淨化碳匯功能敘述在內容

中。 

一、已增加相關文字說明，詳見

P4。 

二、已將本文”滯洪功能”更改為

蓄水功能。 

三、已增加相關文字說明，詳見

P4。 

四、感謝委員建議，目前環教區

因應在地民眾需求，有納入曬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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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單位 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四、濕地功能分區環境教育區，建

議濕地曬鹽與未來生態電廠環境教

育相結合。 

五、其他分區做低密度開發之景觀

可與生態電廠結合。 

六、未來興達電廠以做生態電廠理

念規劃，可將居民要求設施與電廠

整體生態景觀配合一致性，濕地環

境與生態電廠結合就是未來環境教

育場域。 

與未來生態電廠環境教育相結

合。 

五、其他分區目前依表 10-1 與

10-2 之規範做低密度開發，且台

電也有意願將之景觀與生態電廠

結合。 

六、感謝委員建議。 

 

羅柳墀委員 一、保育利用計畫內容呈現跟未來

台電經營管理構想及未來計畫應相

互配合。 

二、在濕地範圍外可預見之工程施

作，應考量施工後可恢復性並將施

工衝擊降至最低之安全距離及後續

環境恢復，以達到永續明智方式利

用。 

三、保育利用計畫經費預估表，水

質改善與棲地維護經費等預估太保

守，考量可再調整以增加維護能

量。 

一、目前保育利用計畫，在多次

與台電、市府與專家學者的協助

討論下，內容參考台電經營管理

構想。 

二、感謝委員的提醒與建議，目

前其他分區不僅是保育利用用

地，也是作為未來台電施工與濕

地的緩衝區域，未來可將施工衝

擊降至最低及後續環境恢復，以

達到永續明智方式利用。 

三、感謝委員建議，相關經費已

做調整詳見表 14-1。 

鄭仲傑委員 一、永安濕地擁有相當豐富的生

態、文史資源，且為黑面琵鷺等重

要保育類鳥種的棲地，建議應列為

國家級或國際級。 

二、台電公司所提興建電廠燃氣機

組更新改建計畫尚在環評階段，雖

與本計畫無直接關連，建議後續本

計畫相關水質及生態監測計畫仍應

將整體興達鹽灘地納入監測，而不

僅限於目前的重要濕地範圍。 

三、永安濕地歷年已執行相當多的

一、有關國家級之建議，未來將

持續關注濕地內的鳥類資源，於

5 年通盤檢討時，作為是否提升

為國家級濕地的考量。 

二、感謝委員建議，自 107 年濕

地範圍公告後，台電公司仍相當

善意同意本團隊進行”興達鹽灘”

全區域調查，尤其是鳥類資源調

查，至於水質因為北區已乾涸故

無採樣點進行。 

三、保育利用計畫未來實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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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單位 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生態調查及環境規劃、保育措施等

工作，本計畫是否能有簡要的爬梳

及彙整相關計畫報告內容，除說明

與本計畫所研擬的功能分區及明智

利用項目的關聯性外，其中如有適

宜且符合現況環境條件及未來保育

目標之項目亦可再納入，以便未來

爭取相關資源投入執行。 

四、永安區一級產業以漁業為主，

其中尤以鹹水魚塭養殖之面積、產

量及產值佔高雄市約五成左右，建

議本計畫未來的實施計畫應嘗試將

永安濕地保育利用結合周邊養殖產

業(如環境教育、漁業體驗、友善

養殖等)，作出示範，扭轉當地居

民長期對濕地的誤解，進而認同、

支持未來相關濕地保育工作。 

五、現況兩處魚塭排水進入永安濕

地，建議補充說明魚塭排水之水

質、水量概況，對濕地水質影響如

何，並評估以該排水之周邊魚塭作

為未來優先合作進行友善養殖之示

範區。 

六、現有交通運輸系統中有關自行

車道部分，目前永安濕地已新設公

共腳踏車租借站。 

七、圖 10-1、P59 圖 11-1 黑白印刷

不易辨識濕地範圍界線。 

八、圖 10-2 各分區之允許明智利

用項目，未來是否有可能須進行棲

地營造或復育工作/工程以維續或

改善生態環境之必要，若有，建議

列入明智利用項目。 

九、共同管理規定第 6 點，新植植

每 5 年有通盤檢討，其中如有適

宜且符合未來現況環境條件及保

育目標之項目亦可再納入。 

四、有關爭取當地居民長期對濕

地的認同、支持未來相關濕地保

育工作，期望在之後的營運滾動

過程，相關單位能嘗試將永安濕

地保育利用結合周邊養殖產業(如

環境教育、漁業體驗、友善養殖

等)，作出示範，並無之後的通盤

檢討再提出進一步適合之作為與

對策。 

五、感謝委員建議，未來將納入

之後的調查項目。 

六、感謝委員意見，已於相關章

節補充說明，詳見 P39。 

七、感謝委員建議。 

八、經過台電、市府與相關學者

建議，目前棲地不建議進行”大幅

度”之棲地營造或復育工作工程。 

九、感謝委員建議，已增加相關

文字描述，詳見 P63 與表 12-1。 

十、感謝委員建議，空拍機之使

用雖能獲得環境影像監測資料，

但未來之調查團隊，仍應與台電

公司商討後施行。 

十一、目前的相關作業，已與市

府與相關專家學者討論，並參考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重要濕地

(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 

十二、預算表已調整詳見表 14-

1。 

十三、感謝委員建議，會納入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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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單位 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栽不單以原生種為限，更應以適地

原生種為宜。 

十、共同管理規定第 10 點(2)，空

拍機為現況常用的簡易環境影像監

測工具，建議未來在適當、合理的

使用前提下，應可不完全禁止其使

用。 

十一、採樣蒐證作業建議列表說明

相關作業與其對應的管理/權責機

關或單位比較清楚、易讀。 

十二、表 14-1 經費表，濕地水質

改善與棲地維護工作，從第 2 年開

始每年僅估列 10 萬元，經費明顯

偏低，應調高經費以符合未來棲地

管理之需。P74 

十三、實施計畫建議以整體的濕地

經營管理計畫整合棲地維護計畫及

環教推廣計畫等，經營管理計畫應

涵蓋棲地維護、人才培育、地方資

源整合及環境教育等面向，如此可

綜合性、整體性思考濕地發展，同

時避免因為過多小而零碎的實施計

畫所造成的行政作業增加及執行單

位紛亂的困擾。 

來經營管理。 

 

蔡季陸委員 在滯洪池入口處、出口處設置流量

計，以分析滯流量效益及方便監

控。 

目前配合水利局最新規劃，濕地

僅做蓄水功能。 

王讚豐委員 一、建議補充黑面琵鷺 107 年數

據。 

二、教育推廣及社區參與之對策，

建議可再多加補充敘述。 

一、已增加 107 年黑面琵鷺數量

詳見 P43 表 7-1。 

二、有關社區推廣之策略，在考

量當地居民可操作性，規劃相對

應之策略。 

王妙珍委員 財務與實施計畫，建議實施計畫內

容應可涵蓋經營管理，計畫預算可

預算表已調整詳見表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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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單位 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再調整增加。 

水利局 一、保育利用計畫有關「滯洪池」

專有名詞文字敘述請再考量修正。 

二、相關圖示是否標示興達電廠新

場址與永安重要濕地之相對位置。 

一、本文已將滯洪功能修正為蓄

水功能。 

二、相關重要圖示均有標示興達

電廠新場址與永安重要濕地之相

對位置。 

營建署城鄉

發展分署

(書面資料) 

一、永安重要濕地（地方級）保育

利用計畫審核摘要表，請補充公開

展覽及說明等資訊；另「本案提交

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核結

果」欄位，請修正如下： 

本案提交重要濕地 

審議小組審核結果 1. 依○年○

月○日「○○審議小組」專案小組

審查會議通過。 

2. 經○年○月○日「內政部重要

濕地審議小組」○年度第○次會議

審議通過。 

二、計畫書第 66 頁，第拾參章，

建議意見如下： 

      1.有關緊急應變啟動機制，

係以本計畫範圍內查有濕地保育法

第 25 條第 1-4 款行為，並依破壞

情形研判採取緊急措施為原則，如

涉樹林火災等事件請通知該權責機

關。 

      2.建議濕地受破壞情形宜具

體標示面積或數量，例如遭挖掘取

土變更地形地貌或污染面積 15%以

上且未達 30%面積，或魚類等水中

生物 50 隻以上且未達 100 隻死亡

等文字敘明。建議相關內容可參考

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

一、已補上相關文字。 

二、 

1.已補上相關文字，詳見 P66。 

2.有關汙染範圍與生物死亡數量

等，已與台電、市府與相關專家

開會討論，維持目前之文字內

容。 

3.已修正濕地主管機關為高雄市

政府。 

三、有關表 14-1 之主管機關，因

土地所有權仍屬於台電公司，經

過多次開會討論，台電主張由公

司負責，仍維持原文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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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單位 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畫。 

      3.考量地方級重要濕地主管

機關為地方政府，有關緊急應變措

施，宜由市府成立各級應變中心，

視災害嚴重程度通知內政部，並由

市府協調相關單位協助處理。建議

可參考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重要

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 

三、計畫書第 74 頁，表 14-1，本

濕地主管機關為高雄市政府，請將

表內主辦機關更正為高雄市政府，

協辦機關可納入內政部及各相關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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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議「永安重要濕地

（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第 1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意見

修正對照表 

時間：108 年 7 月 29 日(星期四) 

單位 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營建署 一、 課題與對策 

（一） 本計畫臨近新建興達燃氣廢電廠，

又涉及舊燃煤發電廠之拆卸，施工

期間將干擾候鳥之度冬棲息及覓

食，勢將影響候鳥停棲區域及廊道

之改變，故就施工時程之安排，如

所避開候鳥之度冬期，宜有具體安

排及承諾，並納入課題與對策內容

中。 

（二） 工程施工期間產生之廢棄物堆置及

施工機具之配置，以及進出路線，

須考量對本濕地生物資源之可能干

擾。 

（三） 課題四對策 3 提及洪氾期間免受

「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

水投入標準」之約束 1 節，請說明

原因，並定義「洪氾」時期及敘明

相關規定。 

 

(一) 有關本計畫臨近新建興達燃氣廢電

廠，於施工期間可能之干擾，在與

台電討論後回覆如下，相關文字補

充於 P48 課題一之對策 5、6 點： 

1. 台電公司於基地邊界及施工便道臨

永安濕地側設置施工圍籬，降低對

周邊之擾動。交通路線並做好抑制

揚塵措施。 

2. 鄰近濕地範圍整地採分區施工，避

開候鳥之度冬期，減少設置施工照

明、警示燈且架設高度低於施工圍

籬，避免於夜間施工。 

 

(二) 有關工程施工期間產生之問題，與

台電討論後回覆如下： 

1. 施工期間產生之廢棄物，依廢棄物

清理法規定，委託廢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立即處理運離。 

2. 施工機具及土方堆置，依環保法令

規定，於既有廠區劃設一暫置區，

作為臨時設施用地。 

3. 於基地邊界及施工便道臨永安濕地

側設置施工圍籬，降低對周邊之擾

動。交通路線並做好抑制揚塵措

施。 

(三) 經市府水利局建議，永安濕地宜作

為天然儲池，不納入永安地區滯

洪、防洪系統(水利局已另規劃其他

用地做為滯洪池)。故已將本計畫中

有關”洪氾”等相關文字刪除，詳見

P49、50。並將修整永安濕地定位

為”天然蓄水池”。詳見 P3、5、

49、60、65。 

 二、 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允許明智利用

項目及管理規定、濕地系統功能分

區及其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

為、維護管理之規定或措施 

 

 

 

(一) 本文中其他分區的利用，已是在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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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針對「其他分區」的規劃使用，宜

有更深入的討論，以確保濕地保育

利用計畫的價值。 

（二） 核心區的劃設原則、保育物種及目

標價值請再補充說明。 

（三） 計畫第 50頁及圖 9-1有關規劃構想

1 節，相關文字與圖說應避免與功

能分區混淆，請予以調整。 

（四） 計畫書第 62-63 頁共同管理規定，

第 2、4、5 項提及可設置相關設施，

建請整合納入表 10-2 允許明智利

用項目，以利後續執行。 

（五） 第拾貳章共同管理規定第 8 點提及

洪氾期間免受「重要濕地內灌溉排

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之約束

1 節，應清楚定義「洪氾」時期為何

及清楚敘明相關規定，以免造成後

續執法困擾。 

（六） 對於尚有疑慮之設施，建議於表 10-

2 增列及納入「需經中央或濕地主

管機關同意項目」。 

（七） 表 10-2 之說明欄無內容，請確認該

欄位的內容。 

經多次與台電公司討論、當地居民

與相關 NGO 團體的意見整合後，

提出能符合多數人需求之規劃。對

在地居民期望的價值就是能有多功

能活動中心，讓在地居民休閒活動

使用；生態教育中心則台電公司係

以推動環境教育功能為主。 

(二) 核心區的規劃理念旨在維持棲地環

境的穩定性與生物多樣性，以及提

供鳥類覓食、休息與繁殖之場域。

因此本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在秉持”

維持生物多樣性”之原則下，列舉

數種屬於”永安濕地之重要物種”並

詳述其原因，詳細內容說明請參見

第柒章-三 P44-46；另有關核心區

劃設原則請參見第玖章 P51-52，以

及第拾章-二濕地系統功能分區

P54。 

(三) 為避免圖 9-1 與第拾章功能分區混

淆，已刪除圖 9-1。 

(四) 原計畫書第 62-63 頁共同管理規

定，第 2、4、5 項提及可設置相關

設施，已整合納入表 10-2 允許明智

利用項目，第 2 項納入核心保育區

項目的 5 點；第 3 項納入核心保育

區項目的 6 點，環境區一之第 9

點，環境二之第 4 點；第 5 項納入

核心保育區項目的 4、5 點，環境

區一之第 2、6、7、8 點，環境二

之第 3 點，詳見 P57-59。 

(五) 經市府水利局建議，永安濕地宜作

為天然儲池，不納入永安地區滯

洪、防洪系統(水利局已另規劃其他

用地做為滯洪池)。故已將本計畫中

有關”洪氾”等相關文字刪除，詳見

P49、50。並將修整永安濕地定位

為”天然蓄水池”。詳見 P3、5、

49、60、65。 

(六) 已於表 10-2 核心保育區項木欄文字

增列”需經中央或濕地主管機關同

意項目”P57-58。 

(七) 表 10-2 之說明欄已補充相關文字，

詳見 P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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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水資源保護級利用管理計畫 

（一） 濕地範圍內之水質採樣監測，其監

測項目較為一般性，建議針對水質

優養化程度、生態指標等進行分析，

提升監測層級。 

（二） 計畫書第 19 頁有關潮汐分析部分，

建請補充潮汐對本濕地水文之影

響。另永安濕地之部分水質項目尚

不符「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

淤給水投入標準」，宜訂定具體改善

計畫。 

 

(一) 監測項目依據”保育利用操作作業

程序”修正並增加葉綠素 a 分析作

為優養化指標，詳見 P60-61 表 11-

1。 

(二) 永安濕地屬於封閉性且無趕潮，因

此對濕地影響甚小。另部分水質項

目尚不符合標準，目前本濕地週邊

包含養殖魚塭排放水，水質易受到

周邊土地使用之影響，為使濕地生

態得以穩定，目前仍維持定期執行

水質監測，建立水質管理標準，以

利日後與漁塭養殖業者討論與訂定

改善計畫。 

 四、 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 

（一） 計畫書圖 13-1 有關緊急應變及恢

復措施標準作業流程有誤，請調整。 

（二） 第拾參章有關應變層級分類應有具

體數據，不宜以「小/大面積」、「水

位低」、「少數」或「大量」等模糊

文字說明，將造成後續應變層級難

以判斷之情形。 

（三） 第拾參章有關緊急應變措施，本濕

地為地方級且主管機關為高雄市政

府，最高啟動層級應為高雄市政府，

有關各層級啟動機關及方式請予以

修正。建議可參考已核定公告之「南

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重要濕地（地

方級）保育利用計畫」相關內容調

整。 

 

(一) 圖 13-1 有關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標

準作業流程已修正調整，詳見

P72。 

(二) 應變層級分類已修正為有具體數據

文字說明，詳見 P68-70。 

(三) 已參考「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重

要濕地（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

相關內容調整。詳見第拾參章全

文。 

 五、 財務與實施計畫 

（一） 在保育利用計畫的經費運用上，建

議除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應擴

及到電廠所在的鹽灘地，或可複合

環評相關監測計畫。 

（二） 表 14-1 經費預估表為後續編列預

算之依據，目前主辦機關明列「台

灣電力公司」，請確認相關經費是否

由「台灣電力公司」負責編列支應。

如確為「台灣電力公司」支應，請

敘明。至屬於「高雄市政府」應編

列預算之項目請另列表格呈現，以

 

(一) 保育利用計畫的經費運用上，與台

電討論後回覆如下： 

1. 監測範圍含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

與北側施工區域，有關新建燃氣機組

(鹽灘地)及既有機組之監測調查方

法將依相關環境影響說明書辦理，其

中之監測項目、點位、頻率等為公開

項目，本公司可提供，供保育利用計

畫參考整合。 

2. 按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與電廠所

在的鹽灘地之面積比例，適度增加經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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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說明如何分配。 

（三） 本濕地鄰近火力電廠、燃煤電廠及

太陽能電廠，其對濕地生態之影響

值得探討，宜在保育利用計畫中納

入長期監測研究。 

（四） 濕地範圍內設置有紅樹林復育區，

惟紅樹林之合適範圍宜先做評估，

並納入研究項目，避免造成負面影

響。 

 

(二) 表 14-1 經費預估表前四項相關經費

由台灣電力公司負責編列支應，第

5 項通盤檢討費用由高雄市政府編

列預算執行，內容文字已修正，詳

見 P76。 

(三) 有關周邊相關電力設施之影響，目

前仍維持定期執行鳥類監測，建立

基礎資料，以利通盤檢討時討論與

訂定長期研究計畫。 

(四) 有關紅樹林復育區乃台電公司於濕

地公告為地方級濕地前所進行之固

碳研究，現已終止進行復育。 

 一、 其他應補充或修正事項 

（一） 全國國土計畫已於 107 年 5 月公告

實施，本計畫之上位計畫應將全國

國土計畫納入，並闡述與本計畫間

之關係。 

（二） 計畫第 6 頁及圖 3-1 提及「高雄市

區域計畫（草案）」，本計畫為法定

計畫，應以核定版為主，並請於表

3-1 補充相關內容。 

（三） 表 3-2「永安鹽田濕地背景環境生物

及社會長期調查研究與濕地保育利

用計畫」，營建署非委託機關，請予

以修正 

（四） 表 3-3、圖 3-3 相關法規彙整提及

「藍色公路」、「高雄市公園管理自

治條例」及「高雄市公園委託經營

管理及認養辦法」，請確認法規名稱

及與本濕地之關聯。如確有關係，

應於適當章節補充說明。 

（五） 圖 4-7 及圖 4-8 建請改為直式，並

請留意圖片解析度。另圖 4-7 及圖

7-1 建請彩色印刷，以利閱讀，如仍

以黑白印刷，請調整圖片色差以利

判讀。 

（六） 有關第伍章人口分析部分，請以濕

地範圍所在里別為主，說明濕地範

圍內之人口或周遭分佈情形；另產

業分析部分，請以濕地範圍所在位

置為主，說明是否有一二級生產活

動或周邊產業活動，以及目前土地

 

(一) 已將全國國土計畫與本計畫關係之

相關文字內容呈現於 P6。 

(二) 原計畫書第 6 頁及圖 3-1 提及「高

雄市區域計畫（草案）」，已修正並

將相關文字補充於表 3-1，詳見 P8-

9。 

(三) 已修正委託機關為高雄市政府，詳

見 P11 表 3-2。 

(四) 有關「藍色公路」、「高雄市公園管

理自治條例」及「高雄市公園委託

經營管理及認養辦法」相關文字刪

除，詳見 P13-14 表 3-3 與圖 3-3。 

(五) 已將圖 4-7 及圖 4-8 改為直式呈

現，詳見 P21-22。 

(六) 有關人口分析已增加”濕地所在之

鹽田里”相關文字 P26。另產業分析

部分，濕地範圍內並無任何產業活

動，故本計畫內為提供周邊與永安

區的產業活動。土地使用現況詳述

於第陸章。 

(七) 已補充本計畫範圍內台灣電力公司

與公有土地（國有地與高雄市政府

土地）之面積與比例，詳見 P33 表

6-1。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非都市

土地使用地類別等各分區或用地別

之面積與比例述明於 P34 表 6-2、

6-3。 

(八) 依照環保署環評大會決議，要求台

電邀學者專家、民間團體成立【生

態保育小組】生態顧問協助濕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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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現況。 

（七） 第陸章，附表請補充本計畫範圍內

台灣電力公司與公有土地（國有地

與高雄市政府土地）之面積與比例

及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非都市土

地使用地類別等各分區或用地別之

面積與比例。 

（八） 請說明由台電公司設置生態顧問之

原因或理由。 

（九） 設置多功能活動中心是否為環評承

諾事項？請說明。 

（十） 請補充未來賞鳥之規劃，以避免對

鳥類及周圍居民產生干擾。 

（十一） 緩衝區內興建多功能活動中心

案，宜有周延規劃及管理機制及配

套措施。 

（十二） 興達燃氣機組設置對濕地生態

影響程度、生態公園及多功能活動

中心規劃、及本濕地物種指標、長

期監測規劃、多功能活動中心與生

態教育中心之區隔等內容，請補充。 

（十三） 附錄五所列面積，請標示千分位

符號，並請說明該面積是指該筆地

號全部面積亦或僅涉及濕地範圍之

面積。 

（十四） 本濕地主管機關為「高雄市政

府」非「台灣電力公司」，計畫書第

141 頁相關意見回應請予以修正。 

（十五） 除「台灣電力公司」外，計畫內

「台灣」一詞請統一修正為「臺灣」。 

 

營管理事宜。 

(九) 多功能活動中心為台電公司承諾設

置一處可讓在地居民休閒活動使

用。 

(十) 永安濕地目前遊客賞鳥以外圍賞鳥

牆為主要地點，民眾無法任意進入

濕地干擾鳥類，若有進入濕地需求

之民眾，其規範詳見表 10-1 濕地系

統功能分區之管理目標 P57。 

(十一) 有關緩衝區內相關規劃及管理機

制及配套措施，本團隊在與台電

討論後，目前得知生態公園及多

功能活動中心規劃於緩衝區(臨永

達路 1.5 公頃範圍內)。另台電成

立「永安重要濕地生態保育管理

委員會」並擬訂章程，專責永安

重要濕地範圍及周邊生態保育措

施以及多功能活動中心管理等。

因其他分區(緩衝區)之多功能中心

案，因其他分區(緩衝區)之多功能

中心案，目前台電初步構想為外

觀:以融合大自然與當地周遭濕地

環境為原則，例如外牆建材可用

植生牆、砌石或石板牆或洗石子

等大自然材料之運用，符合綠建

築之節能規劃。 

(十二) 有關達燃氣機組設置對濕地生

態影響程度，以及生態公園及多功

能活動中心規劃等，台電公司回覆

如下： 

1. 生態公園規劃構想: 

(1) 規劃概念:以符合自然，減少人工

硬體設施之自然生態環境，鋪面

的配置，做到防風固砂、防止水土

流失、涵養水源等功能，提供附近

居民可休閒散步、運動等環境。 

(2) 設施內容:a.透水鋪面佳之自然步

道(例如健康步道)及簡易運動設

施、b.栽種適合當地生長之原生

樹種。 

2. 多功能活動中心規劃構想: 

(1) 外觀:以融合大自然與當地周遭

濕地環境為原則，例如外牆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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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植生牆、砌石或石板牆或洗

石子等大自然材料之運用，符合

綠建築之節能規劃。 

3. 長期監測計畫: 

(1) 本公司自 103 年起至目前為止，

自辦研究計畫如「電廠紅樹林復

育及生態系之研究」、「興達電廠

發電設施預定地南側 22 公頃鳥

類棲地營造及經營研究」、「永安

濕地水深與水鳥群集之棲地經

營管理研究」及「永安濕地植被

分析及鳥類群聚動態研究」等，

研究報告內容可展現濕地環境

監測成果及生態保育實績。 

（十三） 附錄五所列面積，已標示千分

位符號，並以補充該面積是指該筆

地號全部面積亦或僅涉及濕地範圍

之面積，詳見附錄五。 

（十四） 已修正原計畫書 141 頁相關意

見回應濕地主管機關為「高雄市政

府」，詳見 P142。 

（十五） 已將除「台灣電力公司」外，計

畫內「台灣」一詞統一修正為「臺

灣」。 

社團法人高雄

市野鳥學會

（含書面意

見） 

（一） 永安濕地原面積 130 公頃，南邊劃

設 41.25 公頃之地方級濕地及 15 公

頃其他分區；北邊鹽灘經環保署環

評大會審查決議，台電將以最小面

積（35 公頃）興建燃氣機組，其餘

區域做為生態保育及綠地緩衝之

用；感謝台電提供永安鹽灘作為國

家重要濕地使用，對於減碳、因應

極端氣候變遷善盡社會企業責任，

請依濕地保育法在明年濕地日給予

公開獎勵，同時研擬稅賦減免之具

體方案！ 

（二） 本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只討論南邊的

濕地是不夠的！台電承諾以最小面

積（35 公頃）興建燃氣機組，其他

區域並保留原始地貌地形，因此其

他分區 15 公頃與南北濕地的串連

(一) 有關台電提供元鹽灘地作為濕地之

稅賦減免方案，日後與經發局討

論。 

(二) 有其他分區 15 公頃與南北濕地的

串連，台電公司目前尚在內部規劃

中，已傳達相關訊息。 

(三) 本保育利用計畫旨在維持棲地環境

的穩定性與生物多樣性，以及提供

鳥類覓食、休息與繁殖之場域。因

此本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在秉持”維

持生物多樣性”之原則下，列舉數

種屬於”永安濕地之重要物種”並

詳述其原因，詳細內容說明請參見

第柒章-三 P44-46，所列舉之物種

有包含所提及之短腳鷸鴴科、需要

深水的雁鴨科與黑面琵鷺。 

(四) 有關紅樹林復育區乃台電公司於濕

地公告為地方級濕地前所進行之固



 

200 

 

單位 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非常重要，務必保留水路連通與濕

地的串聯效果。 

（三） 請問永安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的目標

鳥種是什麼？計劃書內容並未具體

描述目標鳥種與分區棲地之經營管

理作法。目標鳥種是黑面琵鷺？蒼

鷺？還是東方環頸鴴？建請在候鳥

過境期間（8-10 月、4-5 月）降低水

位，讓短腳的鷸鴴科水鳥得以覓食

休息，其他期間再調高水位，提供

黑面琵鷺及雁鴨科利用。 

（四） 紅樹林對於在泥灘地的冬候鳥是限

制因素！因此需限制在潮溝、或特

定範圍中。北部海岸已有大量移除

紅樹林之案例，請勿隨意復育種植

紅樹林。 

（五） 永安濕地的管理單位和權責如何區

分？土地屬於台電所有，目前濕地

內的管理也歸台電公司，然而目前

永安生態教育中心為高雄市政府委

託中山大學管理，日後對於水位之

調控、人員之管制和環教區之規劃

並未具體分工。依照環保署環評大

會決議，要求台電邀學者專家、民

間團體成立【生態保育小組】協助

濕地經營管理事宜，也請納入保育

利用計畫中。 

（六） 永安濕地具有國家級濕地的條件，

請仿照關渡自然公園，委託專業的

鳥類生態團體經營管理。 

（七） 計畫書 54 頁，其他分區應維持原地

形、地貌及生態原貌為原則。銜接

南北濕地水域環境，水體連通，提

供水鳥最大之棲息、覓食環境。 

（八） 計畫書 65 頁，其他分區：硬體設施、

公園等以生態保育優先考量，面積

不得超過 10%。 

（九） 計畫書 69 頁，緊急應變時程？成立

專案小組需多久時間？小組之組成

名單為何？ 

（十） 濕地內巡查之交通宜以電動、低噪

音、低污染者為優先。 

碳研究，現已終止進行復育。 

(五) 本公司邀集學術單位、保育團體及

地方居民，與本公司組成「永安重

要濕地生態保育管理委員會」並擬

訂章程，落實執行永安重要濕地範

圍及周邊生態保育措施，章程已明

定組成生態保育工作小組。 

(六) 感謝建議，未來可以再與高市府、

台電團隊討論委管事宜。 

(七) 其他分區為符合明智利用原則之使

用，考量濕地北區緊鄰興達電廠未

來燃氣機組，台灣電力公司提供 15

公頃作為緩衝區，以減輕環境變遷

衝擊，兼顧能源開發與維護濕地現

況，並於計畫書中 P51(一)述明” 
在不破壞生態保育，以維持現況為

主，低強度棲地維護管理為輔，朝

向生態平衡環境及生物多樣性發

展”，於 P55(三)、P57 表 10-1 其他

分區述明”若需開發規劃，建議採

取低度開發”等文字。 

(八) 原計畫書 65 頁，其他分區之建設

面積會依相關規定辦理，不再另敘

明於計畫書中。 

(九) 有關緊急應變、成立專案小組需多

久與小組之組成請詳見第拾參章 

(十) 感謝建議，濕地內巡查之交通將考

量以電動、低噪音、低污染者為優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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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1 （一） 由主要利害關係人（包含民眾、鳥

會、學研生態專家…等）組成小組，

建立對話機制，尤其對「其他分區」

的規劃使用，有更深入的討論，以

確保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的價值。 

（二） 在保育利用計畫的經費運用上，建

議除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應擴

及到電廠所在的鹽灘地，或可複合

環評相關監測計畫。 

（三） 核心區的劃設，其目標價值請再確

認，論述內容可再強化。 

（一） 本計劃書之內容，均由主要利害

關係人（包含民眾、鳥會、學研生

態專家…等）透過多次會議，蒐集

統整各方意見所撰寫，其他分區

的規劃使用及管理機制及配套措

施，本團隊在與台電討論後，目前

得知生態公園及多功能活動中心

規劃於緩衝區(臨永達路 1.5 公頃

範圍內)。另台電成立「永安重要

濕地生態保育管理委員會」並擬

訂章程，專責永安重要濕地範圍

及周邊生態保育措施以及多功能

活動中心管理等。因其他分區(緩

衝區)之多功能中心案，屬於台電

建設新廠之規劃內，故暫不納入

本保育利用計畫書內。 

（二） 保育利用計畫的經費運用上，與

台電討論後回覆如下： 

1. 監測範圍含濕地保育利用計畫

範圍與北側施工區域，有關新

建燃氣機組(鹽灘地)及既有機

組之監測調查方法將依相關環

境影響說明書辦理，其中之監

測項目、點位、頻率等為公開

項目，本公司可提供，供保育

利用計畫參考整合。 

2. 按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與電

廠所在的鹽灘地之面積比例，

適度增加經費。 

（三） 核心區的規劃理念旨在維持棲地

環境的穩定性與生物多樣性，以

及提供鳥類覓食、休息與繁殖之

場域。因此本濕地保育利用計畫

在秉持”維持生物多樣性”之原

則下，列舉數種屬於”永安濕地之

重要物種”並詳述其原因，詳細內

容說明請參見第柒章-三 P44-46；

另有關核心區劃設原則請參見第

玖章 P51-52，以及第拾章-二濕地

系統功能分區 P54。。 

委員 2 （一） 基於永安濕地臨近新建興達燃氣廢

電廠，又涉及舊燃煤發電廠之拆卸，

(一) 有關本計畫臨近新建興達燃氣廢電

廠，於施工期間可能之干擾，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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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期甚長，而在施工期間將干擾候

鳥之度冬棲息及覓食，且又因長期

跨年施工之干擾，勢將影響候鳥停

棲區域及廊道之改變，故就施工時

程之安排，如所避開候鳥之度冬期，

宜有具體安排及承諾，並納入計畫

書第 46 頁之課題與對策內容中。 

（二） 承上，上述工程施工新產生之廢棄

物堆置及施工機具廠之配置，以及

進出路線，均宜顧慮對永安濕地生

物資源之可能干擾。 

（三） 依計畫書第 19 頁，永安濕地之部分

水質項目尚不符「重要濕地內灌溉

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宜

由台電會同地方政府訂定具體改善

計畫。 

（四） 有關在緩衝區內興建多功能活動中

心案，宜有周延規劃及管理機制，

而不宜僅以建蔽率及容積率限制，

而宜有配套措施。 

台電討論後回覆如下，相關文字補

充於 P48 課題一之對策 5、6 點： 

1. 台電公司於基地邊界及施工便道臨

永安濕地側設置施工圍籬，降低對

周邊之擾動。交通路線並做好抑制

揚塵措施。 

2. 鄰近濕地範圍整地採分區施工，避

開候鳥之度冬期，減少設置施工照

明、警示燈且架設高度低於施工圍

籬，避免於夜間施工。 

(二) 有關工程施工期間產生之問題，與

台電討論後回覆如下： 

1. 施工期間產生之廢棄物，依廢棄物

清理法規定，委託廢棄物清除處理

機構立即處理運離。 

2. 施工機具及土方堆置，依環保法令

規定，於既有廠區劃設一暫置區，

作為臨時設施用地。 

3. 於基地邊界及施工便道臨永安濕地

側設置施工圍籬，降低對周邊之擾

動。交通路線並做好抑制揚塵措

施。 

(三) 永安濕地屬於封閉性且無趕潮，因

此對濕地影響甚小。另部分水質項

目尚不符合標準，目前本濕地週邊

包含養殖魚塭排放水，水質易受到

周邊土地使用之影響，為使濕地生

態得以穩定，目前仍維持定期執行

水質監測，建立水質管理標準，以

利日後與漁塭養殖業者討論與訂定

改善計畫。 

(四) 有關緩衝區內相關規劃及管理機制

及配套措施，本團隊在與台電討論

後，目前得知生態公園及多功能活

動中心規劃於緩衝區(臨永達路 1.5

公頃範圍內)。另台電成立「永安重

要濕地生態保育管理委員會」並擬

訂章程，專責永安重要濕地範圍及

周邊生態保育措施以及多功能活動

中心管理等。因其他分區(緩衝區)

之多功能中心案，目前台電初步構

想為外觀:以融合大自然與當地周遭

濕地環境為原則，例如外牆建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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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植生牆、砌石或石板牆或洗石子

等大自然材料之運用，符合綠建築

之節能規劃。 

委員 3 （一） 緊臨環教區有目前全台最大之太陽

能光電設置廠，該設施對濕地生態

之影響值得探討，宜在保育利用計

畫中納入監測研究。 

（二） 濕地範圍內之水域部分，雖列有水

質採樣監測，但其監測項目為一般

性，建議能對水質優養化程度、生

態指標等進行分析，提升監測層級。 

（三） 濕地範圍內設置有紅樹林復育區，

惟紅樹林之合適範圍宜先做評估，

在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宜將之納入

研究項目，避免復育之餘造成失控

的負面影響。 

（四） 本濕地鄰近火力電廠、燃煤電廠及

太陽能電廠，是反映這些能源對生

態環境影響很好的地點，若能將此

濕地做為監測點，並將之做為長期

監測之據點之一，其資料會很有價

值。 

（一） 太陽能光電廠不在保與利用計畫

範圍內，然經討論台電公司同意

本計畫將此區納入監測範圍。 

（二） 監測項目依據”保育利用操作作

業程序”修正並增加葉綠素 a 分

析作為優養化指標，詳見 P60-61

表 11-1。 

（三） 有關紅樹林復育區乃台電公司於

濕地公告為地方級濕地前所進行

之固碳研究，現已終止進行復

育。 

（四） 有關周邊相關電力設施之影響，

目前仍維持定期執行鳥類監測，

建立基礎資料，以利通盤檢討時

討論與訂定長期研究計畫。 

委員 4 （一） 請問台電興達燃氣機組設置對濕地

之影響是否有分析報告？請補充說

明。 

（二） 至於生態公園的規劃如何？多功能

活動中心規劃如何？請補充。 

（三） 請問是否有訂出物種指標？及長期

監測生態規劃？請補充。 

（四） 永安濕地生態資源豐富，電廠轉型

對生態影響程度，請補充說明。 

（五） 目前學校改為生態教育中心，與未

來多功能活動中心之區隔，請補充

說明。 

(一) 本公司委請顧問公司製作「興達電

廠燃氣機組更新改建計畫濕地生態

專案調查報告」，內容含施工及營

運階段生態保護對策，盡可能降低

對濕地的干擾。 

(二) 在與台電討論後，目前得知生態公

園及多功能活動中心規劃於緩衝區

(臨永達路 1.5 公頃範圍內)。 

1. 生態公園規劃構想: 

(1) 規劃概念:以符合自然，減少人

工硬體設施之自然生態環境，鋪

面的配置，做到防風固砂、防止

水土流失、涵養水源等功能，提

供附近居民可休閒散步、運動等

環境。 

(2) 設施內容:a.透水鋪面佳之自然

步道(例如健康步道)及簡易運

動設施、b.栽種適合當地生長之

原生樹種。 

2. 多功能活動中心規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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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觀:以融合大自然與當地周

遭濕地環境為原則，例如外

牆建材可用植生牆、砌石或

石板牆或洗石子等大自然材

料之運用，符合綠建築之節

能規劃。 

(三) 本保育利用計畫旨在維持棲地環

境的穩定性與生物多樣性，以及

提供鳥類覓食、休息與繁殖之場

域。因此本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在

秉持”維持生物多樣性”之原則

下，列舉數種屬於”永安濕地之重

要物種”並詳述其原因，詳細內容

說明請參見第柒章-三 P44-46。監

測計畫與方法詳見附錄六。 

(四) 電廠轉型對生態影響程度，屆時

將參考環境影想說明書中之資

料，以及施工前、中、後之調查

結果。 

(五) 目前將舊鹽田分校改為生態教育

中心進行解說教育，而其他分區

內未來多功能活動中心，依台電

初步規畫構想，目的讓在地居民

休閒活動使用。 

委員 5 （一） 本計畫草案經高雄市政府委託中山

大學專業團隊調查規劃，並與相關

單位及在地民眾多次溝通討論，大

致獲得一定共識，亦能掌握整體保

育利用計畫重點內容，個人原則同

意。 

（二） 基於全國國土計畫已於 107 年 5 月

公告實施，且高雄國土計畫（草案）

亦將於 109 年中公告實施，建議本

計畫之上位計畫應將全國國土計畫

納入，並闡述與本計畫間之關係。 

（三） 計畫草案中圖 13-1 有關緊急應變

及恢復措施標準作業流程有誤，提

供個人修正內容參修（如附圖）。 

（四） 本濕地雖係地方級，但仍具有紅樹

林生態與多種重要鳥類遷徙棲息之

功能。個人敬佩台電公司能改變土

地使用用途，提供環境保護與教育

使用，並期望台電公司比照過去墾

(一) 感謝委員鼓勵與同意。 

(二) 已將全國國土計畫與本計畫關係之

相關文字內容呈現於 P6。 

(三) 圖 13-1 有關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標

準作業流程已修正調整，詳見

P72。 

(四) 感謝委員對台電的鼓勵，台電公司

也期望能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對環

境、生態、保育提供一己之力。 

(五) 在與台電討論後，目前得知生態公

園及多功能活動中心規劃於緩衝區

(臨永達路 1.5 公頃範圍內)。 

1. 生態公園規劃構想: 

(1) 規劃概念:以符合自然，減少

人工硬體設施之自然生態環

境，鋪面的配置，做到防風固

砂、防止水土流失、涵養水源

等功能，提供附近居民可休

閒散步、運動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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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核三電廠敦親睦鄰、貢獻國家社

會做法，於本計畫獲得通過實施後，

在未來實施方案中能多編列經費，

結合學術與保育團體之專業專業能

力，落實本計畫目標。 

(2) 設施內容:a.透水鋪面佳之自然

步道(例如健康步道)及簡易運

動設施、b.栽種適合當地生長之

原生樹種。 

2. 多功能活動中心規劃構想: 

(1) 外觀:以融合大自然與當地周

遭濕地環境為原則，例如外

牆建材可用植生牆、砌石或

石板牆或洗石子等大自然材

料之運用，符合綠建築之節

能規劃。 

委員 6 （一） 請說明台電、國有地與高雄市政府

土地面積所佔之比例 

（二） 請說明土地使用現況及周邊產業活

動。 

（三） 台電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對濕地及鳥

類活動之影響，請補充。 

（四） 提案單位為高雄市政府，為何由台

電設置生態顧問？ 

（五） 計畫書第 74 頁保育利用計畫經費

預估表包括台電、高雄市，請說明

如何分配。 

（六） 核心區的保育物種為何？範圍劃設

之原則為何？請說明。 

（七） 多功能活動中心是否為環評承諾？

請說明。 

（八） 未來賞鳥之規劃宜說明，以避免對

鳥類及周圍居民產生干擾。 

(一) 已補充本計畫範圍內台灣電力公司

與公有土地（國有地與高雄市政府

土地）之面積與比例，詳見 P33 表

6-1。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非都市

土地使用地類別等各分區或用地別

之面積與比例述明於 P34 表 6-2、

6-3。 

(二) 產業分析部分，濕地範圍內並無任

何產業活動，故本計畫內為提供周

邊與永安區的產業活動。土地使用

現況詳述於第陸章。 

(三) 根據多年調查顯示，太陽光電發電

系統對濕地及鳥類活動之影響不大

(不影響遷移或是致鳥類死亡)。 

(四) 台電公司為盡企業社會責任，同意

設置生態顧問，對濕地保育做貢

獻。 

(五) 有關財務與實施計畫，已依委員建

議明列經費支應對象，通盤檢討費

用由市府編列預算執行，詳見 P76

表 14-1。 

(六) 核心區的規劃理念旨在維持棲地環

境的穩定性與生物多樣性，以及提

供鳥類覓食、休息與繁殖之場域。

因此本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在秉持”

維持生物多樣性”之原則下，列舉

數種屬於”永安濕地之重要物種”

並詳述其原因，詳細內容說明請參

見第柒章-三 P44-46；另有關核心

區劃設原則請參見第玖章 P51-52，

以及第拾章-二濕地系統功能分區

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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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多功能活動中心為台電公司承諾設

置一處可讓在地居民休閒活動使

用。 

(八) 永安濕地目前遊客賞鳥以外圍賞鳥

牆為主要地點，民眾無法任意進入

濕地干擾鳥類，若有進入濕地需求

之民眾，其規範詳見表 10-1 P57 環

教區之管理目標。 

台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 

（一） 台電公司是本計畫範圍內土地持有

比例最大的所有權人，未來會配合

市府進行環境及人員進出管理與執

行相關生態環境監測調查計畫，並

提供必要經費支應。 

（二） 其他分區內設置多功能活動中心是

地方居民的訴求，希望能在該區域

規劃室內運動場區或兼具教育展示

館等。建議委員考量在生態與地方

需求平衡條件下，能一併納入本計

畫執行，未來生態公園及多功能活

動中心設置，本公司會結合各界意

見進行規劃設計。 

（三） 計畫書第 54 頁及 57 頁，在其他分

區內容提及多功能活動中心部分，

建議修正一致。 

(一) 感謝台電公司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對環境、生態、保育提供一

己之力。 

(二) 感謝台電公司提供多功能活動中

心初步規畫構想。 

(三) 原計畫書 54 頁及 57 頁，在其他

分區內容提及多功能活動中心部

分，已修正文字描述，詳見

P55、57-59。 

高雄市政府 （一） 地方民眾並非反對劃設，在公展說

明會上主要表達能兼顧生態與經濟

考量，在其他分區能有供民眾使用

的活動中心，相關規劃設置方向，

市府未來會與台電公司進行討論。 

（二） 有關財務與實施計畫內將依委員建

議明列經費支應對象，通盤檢討費

用由市府編列預算執行。 

（三） 今日會上各委員針對保育利用計畫

提出修正建議部分，市府與規劃單

位會再與台電公司進行討論。 

(一) 其他分區之多功能中心目的提供民

眾使用的活動中心，相關規劃設置

方向，已與台電公司進行討論。 

(二) 有關財務與實施計畫，已依委員建

議明列經費支應對象，通盤檢討費

用由市府編列預算執行，詳見 P76

表 14-1。 

(三) 有關保育利用計畫修正部分，已與

市府、台電公司進行討論。 

營建署城鄉發

展分署 黃副

分署長明塏 

（一） 其他分區內設置多功能活動中心，

建議除低密度開發外，也可以將限

高或地下化等條件納入考量，並配

合濕地周邊景觀進行規劃設計。 

（二） 計畫書第 71~74 頁財務實施計畫部

份，高雄市政府為本濕地之主管機

關，通盤檢討經費原則應由市政府

編列支應。 

(一) 有關其他分區內設置多功能活動中

心，會以低密度開發，目前依據在地

民眾需求，樓高以一層為主，台電公

司也將配合濕地周邊景觀進行規劃

設計。 

(二) 有關財務與實施計畫，已依委員建

議明列經費支應對象，通盤檢討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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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議本次會議釐清修正方向後，續

召開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 

用由市府編列預算執行，詳見P76表

14-1。 

(三) 謹遵辦理。 

濕地保育小組

（含書面意

見） 

（一） 計畫第 6 頁及圖 3-1 提及「高雄市

區域計畫（草案）」，本計畫為法

定計畫，應以核定版為主，並請於

表 3-1 補充相關內容。 

（二） 表 3-2「永安鹽田濕地背景環境生物

及社會長期調查研究與濕地保育利

用計畫」，本署非委託機關，請予

以修正。 

（三） 表 3-3、圖 3-3 相關法規彙整提及

「藍色公路」，請確認法規名稱及

與本濕地之關聯。如確有關係，應

與相關章節（如第伍章產業或第陸

章交通）補充說明。 

（四） 表 3-3、圖 3-3 相關法規彙整提及

「高雄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及「高

雄市公園委託經營管理及認養辦

法」，請釐清與本濕地之關聯。如

確有關係，請於適當章節補充說明。 

（五） 計畫第 19 頁有關潮汐分析部分，建

請補充潮汐對本濕地水文之影響。 

（六） 圖 4-7 及圖 4-8 建請改為直式，並

請留意圖片解析度。另圖 4-7 及圖

7-1 建請彩色印刷，以利閱讀，如仍

以黑白印刷，請調整圖片色差以利

判讀。 

（七） 有關第伍章人口分析部分，建請以

濕地範圍所在里別為主，說明濕地

範圍內之人口或周遭分佈情形。 

（八） 有關第伍章產業分析部分，建請以

濕地範圍所在位置為主，說明濕地

範圍內是否有一二級生產活動。 

（九） 第陸章，請附表說明簡要說明個台

灣電力公司與公有土地於濕地範圍

內之面積與比例。 

（十） 第陸章，請附表說明非都市土地使

用分區、非都市土地使用地類別等

各分區或用地別之面積與比例。 

（十一） 第捌章課題四對策 3 及第拾貳

章共同管理規定第 8 點提及洪

氾期間免受「重要濕地內灌溉

(一) 原計畫書第 6 頁及圖 3-1 提及

「高雄市區域計畫（草案）」，已

修正並將相關文字補充於表 3-1，

詳見 P8-9。 

(二) 已修正委託機關為高雄市政府，

詳見 P11 表 3-2。 

(三) 有關「藍色公路」相關文字刪

除，詳見 P13-14 表 3-3 與圖 3-

3。 

(四) 「高雄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及

「高雄市公園委託經營管理及認

養辦法」相關文字刪除，詳見

P13-14 表 3-3 與圖 3-3。 

(五) 永安濕地屬於封閉性且無趕潮，

因此對濕地影響甚小。 

(六) 已將圖 4-7 及圖 4-8 改為直式呈

現，詳見 P21-22。 

(七) 有關人口分析已增加”濕地所在之

鹽田里”相關文字 P26。 

(八) 產業分析部分，濕地範圍內並無

任何產業活動，故本計畫內為提

供周邊與永安區的產業活動。 

(九) 土地使用現況詳述於第陸章已補

充本計畫範圍內台灣電力公司與

公有土地（國有地與高雄市政府

土地）之面積與比例，詳見 P33

表 6-1。 

(十) 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非都市土

地使用地類別等各分區或用地別

之面積與比例述明於 P34 表 6-2、

6-3。。 

(十一) 經市府水利局建議，永安濕地

宜作為天然儲池，不納入永安

地區滯洪、防洪系統(水利局已

另規劃其他用地做為滯洪池)。

故已將本計畫中有關”洪氾”等

相關文字刪除，詳見 P49、

50。並將修整永安濕地定位為”

天然蓄水池”。詳見 P3、5、

49、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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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

之約束 1 節，應清楚定義「洪

氾」時期為何及清楚敘明相關

規定，而非以模糊字眼排除相

關規定，以免造成後續執法困

擾。 

（十二） 計畫第 50 頁及圖 9-1 有關規劃

構想 1 節，相關文字與圖說應

避免與功能分區混淆，請予以

調整。 

（十三） 計畫書第 62-63 頁共同管理規

定，第 2、4、5 項提及可設置相

關設施，建請整合納入表 10-2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以利後續

執行。 

（十四） 第拾參章有關應變層級分類應

有具體數據，不宜以「小/大面

積」、「水位低」、「少數」或

「大量」等模糊文字說明，將造

成後續應變層級難以判斷之情

形。 

（十五） 第拾參章有關緊急應變措施，

本濕地為地方級且主管機關為

高雄市政府，最高啟動層級應

為高雄市政府，有關各層級啟

動機關及方式請予以修正。 

（十六） 表 14-1 經費預估表為後續編列

預算之依據，目前主辦機關明

列「台灣電力公司」，請確認相

關經費是否由「台灣電力公司」

負責編列支應。如確為「台灣電

力公司」支應，請敘明。至屬於

「高雄市政府」應編列預算之

項目請另列表格呈現，並請於

表 14-1 新增濕地主管機關「高

雄市政府」。 

（十七） 附錄五所列面積，請標示千分

位符號，並請說明該面積是指

該筆地號全部面積亦或僅涉及

濕地範圍之面積。 

（十八） 本濕地主管機關為「高雄市政

府」非「台灣電力公司」，計畫

(十二) 為避免圖 9-1 與第拾章功能分

區混淆，已刪除圖 9-1。 

(十三) 原計畫書第 62-63 頁共同管理

規定，第 2、4、5 項提及可設

置相關設施，已整合納入表 10-

2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第 2 項

納入核心保育區項目的 5 點；

第 3 項納入核心保育區項目的

6 點，環境區一之第 9 點，環

境二之第 4 點；第 5 項納入核

心保育區項目的 4、5 點，環境

區一之第 2、6、7、8 點，環境

二之第 3 點，詳見 P57-59。 

(十四) 應變層級分類已修正為有具體

數據文字說明，詳見 P68-70。 

(十五) 第拾參章有關緊急應變措施，

已修正本濕地為地方級且主管

機關為高雄市政府，最高啟動

層級應為高雄市政府，詳見

P70-71。 

(十六) 有關財務與實施計畫，已依委

員建議明列經費支應對象，通

盤檢討費用由市府編列預算執

行，詳見 P76 表 14-1。 

(十七) 附錄五所列面積，已標示千分

位符號，並以補充該面積是指

該筆地號全部面積亦或僅涉及

濕地範圍之面積，詳見附錄

五。 

(十八) 已修正原計畫書 141 頁相關意

見回應濕地主管機關為「高雄

市政府」，詳見 P142。 

(十九) 已將除「台灣電力公司」外，

計畫內「台灣」一詞統一修正

為「臺灣」。 

(二十) 已於表 10-2 核心保育區增列”

需經中央或濕地主管機關同意

項目”等文字。 

(二十一) 表 10-2 之說明欄已補充相關

文字，詳見 P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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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1 頁相關意見回應請予以

修正。 

（十九） 除「台灣電力公司」外，計畫內

「台灣」一詞請統一修正為「臺

灣」。 

（二十） 對於委員針尚有疑慮之設施，

建議於表 10-2 增列及納入「需

經中央或濕地主管機關同意項

目」。 

（二十一） 表 10-2 之說明欄無內容，請確

認該欄位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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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議「永安重要濕地

（地方級）保育利用計畫」第 2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意見

修正對照表 

時間：10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四) 

單位 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初步建議 一、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允許明智利用項

目及管理規定、濕地系統功能 分區及其

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維護管

理之規定或措施 

1. 請再加強補充說明各功能分區劃設原

則。 

2. 相關施工對於候鳥之度冬期影響濕地

的時間，請予以明確補充影響月份。 

3. 請加強補充「其他分區」的規劃理

想、土地使用強度(如相關設施之規

模)、規劃內容的適切性。 

4. 表 10-2 之備考「濕地管理機關」宜修

正為「濕地主管機關」  。 

5. 共同管理規定第 7 點及第 8 點部分，建

議永安濕地仍應保有滯洪功能，以確

保周邊聚落安全，請再洽相關單位修

正相關水門之使用規範。 

二、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 

1. 建議就生態功能(如鳥類)，提出適切

水位調整方案，並加強補充水位及閘

門管理之內容。 

2. 請於第肆章補充水源、水量、水位、

水質及水管理現況，再據以於第拾壹

章敘以未來的操作策略。 

3. 有關水閘門調度及管理方式內容請與

相關單位討論後修正。 

三、財務與實施計畫 

建議針對不同植被型態對鳥類棲息及營造

之關聯性納入計畫內加強研究。 

四、其他相關事項 

1. 請就第 1 次專案小組委員意見加強論

述，並納入計畫內修正。 

2. 第參章上位及相關綱領、計畫之指導

事項： 

(1) 請確認「高雄市區域計畫」是

否已核定，計畫年期為是否有

誤 植情形。 

(2) 請補充電廠新增機組計畫的重

一、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允許明智利用

項目及管理規定、濕地系統功能 分區及

其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維護

管理之規定或措施 

1. 相關文字修正於第玖章之一、規劃

原則與二、保育利用規劃構想 P53-

54。 

2. 有關候鳥度冬文字補充於 P50 課題

一對策 6；P68 表 12-1 核心保育區

管理規定 5；P69 環教區管理規定

9。 

3. 相關文字修正於 P54(二)規劃構想、

(3)其他分區。台電公司補充內容如

下： 

 其他分區規劃提供 15 公頃作為開

發與保育之緩衝，以地區生態保育

之永續經營考量，透過維持部分生

態原貌及低密度設計生態公園、公

共服務設施等規劃，台電與民眾共

同維護濕地生態現況。前項公共服

務設施為符合當地居民需求，且考

量鄰近地區已無相關公共設施用地

可供使用，本公司承諾在其他分區

西側臨興達路約 1.5 公頃範圍內，

提供具有生態教育、符合在地居民

共同維護利用之場域，設置具備多

功能集會空間、體能競技及生態教

育、展示與閱覽等功能之多功能活

動中心(含停車場等其他附屬設

施)」。 

 該 1.5 公頃多功能活動中心用地之

使用分區為「特定專用區」、「特定

目的事業用地」，法定建蔽率

60%、容積率 180%，配合「永安

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明智利用

項目，台電公司承諾折減原土地使

用強度，以建蔽率 30%為上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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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及環評相關重點，包含計畫

環境影響及因應策略。 

3. 第肆章水資源系統、生態資源與環境

之基礎調查及分析： 

(1) 本濕地主要水源就屬天然降雨或

開放北溝閘門引入進入，或者 

二種均有，關係經營管理，宜論

述清楚 

(2) 潮汐對本濕地水文如無直接影

響，應在報告書中敘明，或評估 

免列非與本濕地相關潮汐之介紹

內容。(P20(二)潮汐) 

(3) 請加強補充說明主要保育物種之

資訊。 

(4) 現場觀察到族群數相當多的埃及

聖䴉，雖屬非保育類外來鳥種， 

仍宜增述以資完整。 

4. 有關第伍章產業分析部分，應在報告書

中敘明相關濕地內產業活 動，其他

周邊產業活動相關內容可以適當調降

比例。 

5. 第捌章課題四對策 3 及第拾貳章共同管

理規定第 8 點提及洪氾期間免受「重

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

標準」之約束 1 節，應於計畫內說明那

些規定免受約束？且應有法條明確授

權，以避免有違法之虞。 

6. 請於第玖章加強補充對濕地重要生態價

值論述，包含棲息地、鳥類等。 

五、人民陳情意見處理 台電公司擬以興

建多功能活動中心為地方回饋，其位址請

考量居民 交通便利性、未來使用率，

建議多與當地居民協商。 

值，採低密度規劃設計，提供當地

居民使用，以期達成地方共榮。 

4. 表 10-2 之備考「濕地管理機關」

已修正為「濕地主管機關」，P59-

61。 

5. 已修正內文文字，永安濕地仍應保

有滯洪功能，P3(二)、P4(二)、P52

課題四、P67 第 7 點。 

二、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 

1. 相關文字補充於第拾壹章二、水源管

理一節 P64、65。 

2. 相關文字補充於三、水文 P19。未來

的操作策略補充於第拾壹章二、水源

管理一節 P64、65。 

3. 根據經濟部 102 年核定之「易淹水地

區水患治理計畫」高雄市管區域排水

北溝排水系統規劃報告，有關水閘門

調度及管理方式內容修改於 P19(一)

排水系統。 

三、財務與實施計畫 

感謝委員建議，相關文字修正於 P74 第

拾肆章(一)1.計畫目標。 

四、其他相關事項 

1. 針對第 1 次專案小組委員意見，修正

於計畫書，修正部分已黑色底線標

示。 

2. 第參章上位及相關綱領、計畫之指導

事項： 

(1) 經確認「高雄市區域計畫」為

草案，已刪除草案計畫相關說

明 P8。 

(2) 因新增機組未在保育利用計畫

範圍，故電廠新增機組計畫的

重點及環評相關重點詳見附錄

七 P99-143。 

1. 第肆章水資源系統、生態資源與環

境之基礎調查及分析： 

(1) 濕地水源文字描述修正於 P19

三；水文(一)濕地水源、水位

與水量。 

(2) 永安濕地內雖沒有與外海連通

感潮，因此本節所描述之潮汐

為永安區外海潮汐變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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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文字詳見 P20(三)潮汐。 

(3) 主要保育物種之活動範圍及水

位偏好，補充文字於 P45、

46(二)。 

(4) 有關埃及聖䴉在永安濕地行動

計劃歷年報告均有寫於名錄與

調查中，因本計畫主要針對重

要鳥種進行規劃，此外目前的

調查結果尚未有埃及聖䴉與其

他鳥類有競爭現象，故未將外

來種鳥類納入議題。 

7. 永安濕地內目前無任何產業進行，但

因周邊均為養殖產業，故第伍章第

二節仍有相關描述，詳見 P28。 

8. 「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

投入標準」第二條指出排水進入重要

濕地之入流水水質項目及限值如下

表。但重要濕地為以污水處理為目的

之人工濕地者，或該流域已有相關污

染整治計畫者，依該計畫內容規定。 

因永安濕地有配合「易淹水地區水

患治理計畫」高雄市管區域排水北

溝排水系統規劃報告，洪汛期間永

安濕地有滯洪池之功能，在氾時期

須容納外來水體。為顧及永安區域

居民安全，因此於保育利用計畫書

中敘明” 為維持濕地調洪，配合 4

月至 9 月雨季時期蓄水、滯洪之需

要，水利相關主管機關得依水利法

相關規定，進行水門調控”。 

9. 本濕地的重要生態價值既為維持棲地

環境多樣性，提供各類生物利用；

濕地分區管理，取得生態與人為利

用間的平衡，以達永續發展。另有

關濕地棲息地描述，與重要鳥類

等，分別述於 P53 一、規劃原則與

二保育利用規畫構想。 

五、人民陳情意見處理 有關地方居民

之陳情意見，台電公司多次與當地居民

協商，目前已針對在地需求於其他分區

設置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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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發言要點 

社團法人高雄

市野鳥學會

（含書面意

見） 

1. 呼籲高雄市政府與台電公司儘速依

環評審查決議：邀請生態團體與學者

【成立生態保育小組】，進行永安濕

地的體檢與後續維管工作。 

2. 擴大永安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涵

蓋到北邊興達電廠燃氣機組更新範

圍廠 區外之保育用地，以連結南邊國

家重要濕地範圍，形成南北串連的濕地

生態， 降低興達電廠燃氣機組興建

之濕地面積減少與衝擊。 

3. 永安濕地的水質不佳，請規劃單位提

出永安濕地乾淨安全水源的規劃方

案，並要求台電公司提出整修水路設

施和建立水位調控之機制。 

4. 針對 108 年 7 月 29 日第一次專案小

組會議，有關興達燃氣機組施工台電

承諾將採分區施工並避開候鳥之度

冬期；候鳥之度冬期為 10 月至翌年 4 

月，請台電公司確實執行列入施工計

畫書。 

5. 有關里長質疑濕地鳥類可能對養殖

漁業的負面影響，建議高雄市政府、

永安區漁會專案委託第三方公正學術

單位進行鳥類追蹤繫放與養殖魚塭之

相關研究，以釐清永安濕地之野鳥對養

殖魚塭之影響，透過科學研究釐清濕地

野鳥與魚塭之關係。 

 

1. 有 關 生 態 保 育 小 組 台 電 公

司 已 有 規 劃 邀集學術單位、保

育團體及地方居民，組成「永安重

要濕地生態保育管理委員會」並擬

訂章程，落實執行永安重要濕地範

圍及周邊生態保育措施，章程已明

定組成生態保育工作小組。另保育

利用計畫書 P50 課題一之對策 2.也

有納入相關文字說明。 

2. 為配合國家能源需求，以及兼顧濕

地生態保育，目前的保育利用範圍

乃經過長年討論而劃設，雖未能盡

如人願，但在討論過程期間，也有

15 公頃的其他分區作為緩衝區，以

降低興達電廠燃氣機組興建之濕地

面積減少與衝擊。 

3. 目前永安濕地部分水質尚未符合標

準，但對生物影響層面不大(未有

生物大量死亡情事發生)，除了台

電新燃煤廠區規劃，有水路設施調

整計畫外，另有高市府水利局北溝

排水系統規劃，有關永安濕地乾淨

安全水源的規劃方案，目前仍與台

電、市府收集建議與討論中。故僅

能先以監測水質為主。 

4. 有關興達燃氣機組施工之生態保護

對策，台電公司提供之文件附於表

後之附錄。 

5. 感謝委員建議，此方案有助於釐清

濕地鳥類是否對養殖漁業的負面影

響。未來會建議高雄市政府專案委

託第三方公正學術單位進行鳥類追蹤

繫放與養殖魚塭之相關研究，以釐清

永安濕地之野鳥對養殖魚塭之影響。 

財團法人地球

公民基金會 

1. 建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擴大至東北側

興達鹽灘地範圍，以利完整管理。 

2. 建議於保育利用計畫及經營管理過程

建立監督機制，例如水位高低影響濕

地生態多樣性及滯洪功能，然而不同組

織對滯洪水位有不同見解，建議市府提

供公開的審議機制，讓民眾多方參與。 

 

1. 為配合國家能源需求，以及兼顧濕

地生態保育，目前的保育利用範圍

乃經過長年討論而劃設，雖未能盡

如人願，但在討論過程期間，也有

15 公頃的其他分區作為緩衝區，以

降低興達電廠燃氣機組興建之濕地

面積減少與衝擊。 

2. 感謝委員建議，目前的滯洪功能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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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經濟部 102 年核定之「易淹水地

區水患治理計畫」高雄市管區域排

水北溝排水系統規劃報告所制定，

而濕地內對於水鳥之水位調控，目

前以台電洪(108)研究報告初步設置

水為標準。然隨時間與環境變動，

未來可能均需要再做調整，可透過

每 5 年的通盤檢討，讓不同組織對

滯洪水位之見解，一起商討修正。 

高雄市永安區

新港里何應成

里長 

有關其他分區 15 公頃中建議開發之生態

公園部分，請台電妥善規劃，與市府 及

地方多溝通。 

感謝里長建議。有關 15 公頃的規劃，

台電初步構想如下： 

地方居民代表持續提出運動公園、多功

能活動中心等設施之回饋要求，考量居

民交通便利性與未來使用率，台電公司

利用各次會議溝通說明將規劃利用 15

公頃緩衝區西端臨興達路側約 1.5 公頃

空間，採低密度開發方式設置多功能活

動中心(含停車場等其他附屬設施)，作

為地方友善措施。援此，台電公司承諾

願意全力配合高雄市政府推動回饋措

施，符合當地居民需求下，提供滿足當

地居民期望之擁有具備多功能集會場

所、運動場域、圖書閱讀及生態教育功

能等之生態公園及多功能活動中心。 

高雄市永安區

永華里里林明

春里長 

附近鳥類會至周邊魚塭覓食，恐將相關

傳染病傳染至附近魚塭。 

感謝里長建議，有關針對濕地水鳥是否

是否對養殖漁業造成負面影響，以於計

畫書中 P76(一) 濕地生態及環境資源調

查計畫補充相關文字。 

高雄市永安區

保寧里莊守義

里長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已經夠大或可再縮

小，有關其他分區 15 公頃的規劃內容建 

議移至鹽保路附近，以利地方及休閒產

業發展。 

感謝里長建議，鹽保路區域因面積廣大

且為主要水鳥利用區域，故不建議將其

他分區 15 公頃的規劃內容建 議移至鹽

保路附近。 

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委員與相關單位發言要點 

委員 1 

(劉委員小蘭) 

1. 相關施工對於候鳥之度冬期影響濕

地的時間，請予以明確補充影響月

份。 

2. 有關其他分區規劃內容及相關設施

之規模、水位調整及閘門管理、主

要保育物種等資訊，請於下次會議

及計畫書中加強補充說明。 

3. 請就第 1 次專案小組委員意見加強

論述，並納入計畫內修正。 

1. 相關施工對於候鳥之度冬期影響濕

地的時間，文字補充於 P50 課題一

對策 6。 

2. 其他分區規劃內容及相關設施之規

模補充文字詳述於 P54(二)規劃構

想。水位調整及閘門管理補充文字

詳述於 P19(一)、(二)。主要保育

物種補充文字詳述於 P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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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針對第 1 次專案小組委員意見，

修正於計畫書，修正部分已黑色底

線標示。 

委員 2 

(黃委員明耀) 

1. 依現場勘查動植物資源豐富，並符

合重要濕地劃定條件。 

2. 台電公司擬以興建多功能活動中心

為地方回饋，其位址請考量居民交

通便利性、未來使用率，建議多與

當地居民協商。 

1. 感謝委員鼓勵。 

2. 根據了解，台電公司長久以來於地

方睦鄰共榮皆不遺餘力，在長期聆

聽居民心聲，反應鄰近地區已無相

關公共設施用地可供使用，地方居

民代表持續提出運動公園、多功能

活動中心等設施之回饋要求，考量

居民交通便利性與未來使用率，台

電公司利用各次會議溝通說明將規

劃利用 15 公頃緩衝區西端臨興達

路側約 1.5 公頃空間，採低密度開

發方式設置多功能活動中心(含停

車場等其他附屬設施)，作為地方

友善措施。援此，台電公司承諾願

意全力配合高雄市政府推動回饋措

施，符合當地居民需求下，提供滿

足當地居民期望之擁有具備多功能

集會場所、運動場域、圖書閱讀及

生態教育功能等之生態公園及多功

能活動中心。 

委員 3 

(湯委員曉虞) 

請問台電公司與居民達成共識的內容為

何？ 

本案仍積極廣納在地鄉親意見，鄉親目

前主要關注方向為其他分區 15 公頃中

可利用面積、利用方式及利用限制，已

由核火工處委託顧問公司進行相應規

劃，未來將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

境影響評估審查小組第 360 次會議」審

查決議(三)籌備永安重要濕地生態保育

管理委員會，並於成員納入在地鄉親，

以期在溼地管理部分與在地意見達成共

識。 

委員 4 

(許委員文龍) 

1. 經安排現勘了解，本濕地有多種類

水鳥且數量不少棲息於此，確具有

保育利用價值。現場觀察到族群數

相當多的埃及聖䴉，雖屬非保育類

外來鳥種，仍宜增述以資完整。此

外本濕地主要水源就屬天然降雨或

開放北溝閘門引入進入，或者二種

均有，關係經營管理，宜論述清

楚。 

2. 其餘草案內容大致完整，原則同意

1. 有關埃及聖䴉在永安濕地行動計劃

歷年報告均有寫於名錄與調查中，

因本計畫主要針對重要鳥種進行規

劃，此外目前的調查結果尚未有埃

及聖䴉與其他鳥類有競爭現象，故

未將外來種鳥類納入議題。另濕地

水源等文字描述修正於 P19 三；水

文(一)濕地水源、水位與水量。 

2. 感謝委員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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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適修後依法定程序續辦，俾本濕

地保育 利用計畫核定後儘速推動各

項相關工作，並落實明智利用。 

委員 5 

(陳委員亮憲) 

1. 請再加強補充說明各功能分區劃設

原則。 

2. 建議就生態功能(如鳥類)，提出適切

水位調整方案。 

1. 相關文字修正於第玖章之一、規劃

原則與二、保育利用規劃構想

P53。 

2. 相關文字補充於第拾壹章二、水源

管理一節 P64、65。 

委員 6 

(李委員君如) 

1. 請補充水源、水量、水位、水質及

水管理現況，再敘以未來的操作策

略。 

2. 請補充電廠新增機組計畫的重點及環

評相關重點，包含計畫環境影響及因

應策略。 

3. 請補充對濕地重要生態價值論述，

包含棲息地、鳥類等。 

4. 請補充對「其他分區」的規劃理想，

土地使用強度及內容的適切性。 

1. 相關文字補充於三、水文 P19。未

來的操作策略補充於第拾壹章二、

水源管理一節 P64、65。 

2. 興達電廠燃氣機組更新改建計畫相

關說明如附錄 

3. 本濕地的重要生態價值既為維持棲

地環境多樣性，提供各類生物利

用；濕地分區管理，取得生態與人

為利用間的平衡，以達永續發展。

另有關濕地棲息地描述，與重要鳥

類等，分別述於 P53 一、規劃原則

與二保育利用規畫構想。 

4. 相關文字修正於 P54(二)規劃構想、

(3)其他分區。台電公司補充內容如

下： 

(1) 其他分區規劃提供 15 公頃作為

開發與保育之緩衝，以地區生態

保育之永續經營考量，透過維持

部分生態原貌及低密度設計生態

公園、公共服務設施等規劃，台

電與民眾共同維護濕地生態現

況。前項公共服務設施為符合當

地居民需求，且考量鄰近地區已

無相關公共設施用地可供使用，

本公司承諾在其他分區西側臨興

達路約 1.5 公頃範圍內，提供具

有生態教育、符合在地居民共同

維護利用之場域，設置具備多功

能集會空間、運動場域及圖書館

功能等多功能活動中心(含停車

場等其他附屬設施)。 

(2) 該 1.5 公頃多功能活動中心用地

之使用分區為「特定專用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法定建

蔽率 60%、容積率 180%，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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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

明智利用項目，台電公司承諾降

低開發強度，折減原土地使用強

度，以建蔽率 30%為上限設計

值，採低密度規劃設計，提供當

地居民使用，以期達成地方共

榮。。 

委員 7 

(吳委員俊宗) 

建議針對不同植被型態對鳥類棲息及營

造之關聯性納入計畫內加強研究。 

永安濕地主要鳥類組成為水鳥，因此未

來研究與分析著重於水位變化與水鳥利

用。而會利用植被的鳥種多為陸鳥與留

鳥，以及像夜鷺、黃小鷺等鳥類，其不

同植被類型與環境與利用鳥種，已述明

於 P53(一)規劃理念。然而之後的生態

調查除了鳥類資源調查外，也會進行植

物相調查(附錄六)，仍可以進行不同植

被型態與鳥類棲息關係分析。 

高雄市永安區

公所 

1. 計畫書中 62 頁水源管理設施，有關

水閘門調度及管理方式內容不甚妥

適，請予以修正。 

2. 計畫書 65 頁第 7 點請依據高雄市工

務局及水利局 107 年 10 月份召開會

議決議內容修正相關水門之使用及規

範規定。 

1. 已修正相關文字描述詳如 P64(一) 

水源、水量、水位管理設施。 

2. 針對永安濕地滯洪功能，已依據經

濟部 102 年核定之「易淹水地區水

患治理計畫」高雄市管區域排水北

溝排水系統規劃報告，修改於 P10

表 3-2、P19 水文章節、P67 第 7

點。 

台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 

1. 台電屬土地所有權機關，本機關對於

濕地進出安全維護有法律上責任，並

保有經營管理權責。 

2. 本機關將挹注相關經費及全力維護濕

地，並請學術單位及相關團體共同維

護 濕地生態及保育利用計畫之措

施，積極將民眾所需之利益提出最好

的狀態。 

3. 第 1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修正回應對

照表中提及：「永安濕地宜作為天然

儲池，不納入永安地區滯洪、防洪系

統(水利局已另規劃其他用地做為滯

洪池)」。 建議永安濕地仍應有滯洪

功能，以確保周邊聚落安全，請依據

高雄市工務局及水利局 107 年 10 月

份召開會議決議內容調整濕地內水門

之使用及規範規定。 

1. 尊重台電為土地所有權機關，相關

濕地進出安全維護，與經營管理權

責文字均納入計畫書內，詳見表 10-

1、10-2、表 12-1。 

2. 感謝台電公司對生態保育之支持與

貢獻。 

3. 針對永安濕地滯洪功能，已依據經

濟部 102 年核定之「易淹水地區水

患治理計畫」高雄市管區域排水北

溝排水系統規劃報告，修改於 P10

表 3-2、P19 水文章節、P67 第 7

點。 

高雄市政府 1. 針對其他分區 15 公頃部分，會再與

台電及居民進行討論並補充資料內

1. 其他分區 15 公頃部分，台電公司

提供相關補充資料，並補充於



 

218 

 

單位 委員意見 執行單位回覆 

容於計畫書內。 

2. 針對水閘門管理，閘門部分是屬台

電財產，初步建議請台電及居民協

商水閘門開啟時間。 

3. 目前台電已檢送水資源管制計畫書

進本府水利局進行審查，未來將有

相關規定管理水閘門。有關入流口

的水閘門管理，建議台電以溢流堰

的方式辦理，減少人員的操控。 

P54(二)規劃構想。 

2. 針對水閘門管理，根據經濟部 102

年核定之「易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

畫」高雄市管區域排水北溝排水系

統規劃報告，其調度及管理方式內

容修改於 P19(一排水系統)。 

3. 水資源管制計畫書待市府核定後，

再補充於保育利用計畫書內。 

濕地保育小組

（含書面意

見） 

1. 補充之「高雄市區域計畫」計畫年

期為 109 年，請確定是否已核定。 

2. 有關建議補充潮汐對本濕地水文之

影響 1 節，如依照回應內容無直接

影響，應在報告書中敘明，或評估

免列非與本濕地相關潮汐之介紹內

容。 

3. 有關第伍章產業分析部分，如依照

回應內容無任何產業活動，應在報

告書中 敘明，其他周邊產業活動相

關內容可以適當調降比例。 

4. 第捌章課題四對策 3 及第拾貳章共

同管理規定第 8 點提及洪氾期間免

受「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

給水投入標準」之約束 1 節，應於

計畫內說明那 些規定免受約束？且

應有法條明確授權，以避免有違法

之虞。 

5. 有關本次修正後之表 10-2 備考，

「濕地管理機關」宜修正為「濕地

主管機關」。 

6. 針對委員建議後續生態研究內容

等，可納入本計畫財務與實施計畫

內加強研究或調查。 

1. 經確認「高雄市區域計畫」為草

案，計畫年期為 102 年(P8)。 

2. 永安濕地內雖沒有與外海連通感

潮，因此本節所描述之潮汐為永安

區外海潮汐變化，相關補充文字詳

見 P20(三)潮汐。 

3. 永安濕地內目前無任何產業進行，

但因周邊均為養殖產業，故第伍章

第二節仍有相關描述，詳見 P28。 

4. 「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

投入標準」第二條指出排水進入重

要濕地之入流水水質項目及限值如

下表。但重要濕地為以污水處理為

目的之人工濕地者，或該流域已有

相關污染整治計畫者，依該計畫內

容規定。 

因永安濕地有配合「易淹水地區水

患治理計畫」高雄市管區域排水北

溝排水系統規劃報告，洪汛期間永

安濕地有滯洪池之功能，在氾時期

須容納外來水體。為顧及永安區域

居民安全，因此於保育利用計畫書

中敘明” 為維持濕地調洪，配合 4

月至 9 月雨季時期蓄水、滯洪之需

要，水利相關主管機關得依水利法

相關規定，進行水門調控”。 

5. 表 10-2 之備考「濕地管理機關」

已修正為「濕地主管機關」，P59-

61。 

6. 已將委員、里長等建議後續生態研

究內容等，補充於 P76 第一節(一) 

濕地生態及環境資源調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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