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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第 9 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9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貳、 開會地點：本部營建署第 601 會議室 

參、 主持人：花主任委員敬群 (吳副主任委員欣修代)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紀錄：林維昱 

伍、 發言要點：如附件 

陸、 決議： 

一、 確認上次(109年度第 8次)會議紀錄 

決定：會議紀錄確認。 

二、 報告事項 

第一案：「依濕地保育法第二十條規定徵詢中央主管機關意見行政程序作

業要點」案。 

決定：本案洽悉。並請作業單位函發各級政府(各機關)本要點(詳附

件)，俾利轉知申請開發或利用者參考。 

三、 討論事項 

第一案：新竹縣「竹北蓮花寺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案，提請討論。 

決議：依濕地保育法第 8 條規定，重要濕地評定在考量本濕地之生物

多樣性、自然性、代表性、特殊性及規劃合理性和土地所有權

人意願等條件下，盱衡現狀案址為軍事管制區且本案土地所有

權管機關(國防部陸軍司令部、軍備局)為維軍訓場運用權益已

明確函復不同意劃設為地方級重要濕地，新竹縣政府亦表示願

意尊重軍方意見下，決議本案現階段暫時不列入地方級重要濕

地。本案後續依程序辦理核定及公告作業： 

(一)蓮花寺濕地現階段雖未能賦予法定濕地地位，然因濕地條件具珍

稀食蟲植物獨特性並不會被忽視，中央會持續給予經費補助支持。 

(二)本案現階段不列入重要濕地，但仍受軍方「要塞堡壘地帶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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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管理，依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維持

相關使用。 

(三)基於濕地生態保育作業需要，本案仍請軍方(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軍備局)依所函復之公文說明事項，持續同意得申請進入實施採樣

研究工作，並協助保育團體及研究單位人員進出管制。 

(四)為濕地棲地維護工作需要，在不影響國軍演訓任務下，請軍方(國

防部陸軍司令部、軍備局)適度檢討，對申請進入之時數、人數進

行彈性調整提供，俾共同維護濕地。 

(五)未來本區如軍方任務解除，請告知新竹縣政府，續由縣府依循濕

地保育法相關程序提報，並重新納入重要濕地評定作業。 

柒、 會議結束：下午 3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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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發言要點（各委員姓名於發文時謹以代號表示） 

 報告事項 

第一案：「依濕地保育法第二十條規定徵詢中央主管機關意見行政程序作業

要點」案。 

一、經濟部水利署 

（一） 討論案所附附表中涉及水利署辦理或補助案件共有 4件，其徵詢中

央主管機關所引據濕地保育法卻分別為第 20 條第 1 項之第 3 款、

第 5款及第 6款，請問如何界定? 

（二） 考量水利事業之特殊性及時效急迫性，且相關工程亦依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訂頒「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規定辦理生態檢核作業，建

議在「依濕地保育法第 20 條規定徵詢中央主管機關意見行政程序

作業要點(草案)」第四點，增納「興辦水利事業計畫」。 

二、濕地保育小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認有性質單純者，可用本要點第四款第(五)

點：「其他經本部認定屬性質單純無影響重要濕地之虞者」辦理。以

協助作為行政作業簡化認定。 

 

 討論事項 

第一案：新竹縣「竹北蓮花寺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審議案 

一、委員 1. 

（一） 建議新竹縣政府與營建署持續監測本濕地內珍稀植物的族群與棲

地狀況，未來如土地所有權人軍方立場有改變時，再請縣府或保育

團體提報申請重要濕地評定，目前原則同意暫不評定為地方級濕

地。 

（二） 建議軍方更積極支持本濕地保育工作，例如保育團體-荒野保護協

會提案對其工作人員與工作時數放寬限制。本小組在此善意提醒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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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如未來這些珍稀植物真的消失不復見，對軍方的形象也會有負

面影響，請軍方以實際行動支持並參與濕地保育。 

二、委員 2. 

（一） 本案所呈現之濕地珍稀植物資料是僅有在蓮花寺濕地內，其重要性

已超越新竹縣甚至是全臺灣。 

（二） 本案在尊重土地權管單位軍方意見下，現階段雖不劃為濕地，惟為

濕地內珍稀食蟲植物之存續，保育團體需配合植物生長時期進行復

育工作，請軍方就其所提之人數及時數限制同意給予放寬，以利保

育工作。 

三、委員 3. 

（一） 本案既經營建署會同新竹縣政府及軍方多次協調，衡酌本區食蟲植

物重要棲地之存續，並在尊重軍方射擊演訓任務必要性，同意依濕

地保育小組意見，本案現階段暫不列入重要濕地。 

（二） 軍方在不影響演訓下，請持續同意保育團體申請進入實施採樣研究

工作，協助研究單位及人員進出管制，並請軍方同意對其人數及時

數進行放寬，作其適度彈性調整。 

（三） 未來本區如軍方任務解除，請告知新竹縣政府，續由縣府循濕地保

育法相關程序提報，並重新納入重要濕地評定作業。 

四、委員 4. 

本案有列為重要濕地之必要性，基於軍方之限制與條件同意暫不

列為濕地。但建請軍方依縣政府與保育團體維護之需求，提供給予最

大之便利性與支持。 

五、委員 5. 

本案國防部多次表達不同意列入地方級重要濕地，雖範圍涉及食

蟲植物重要棲地，惟因土地權屬為軍方所有，並由軍方劃為靶場使

用，有射擊訓練安全之疑慮。歷經多次協調仍未獲軍方首肯，為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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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管制區人員安全，建議仍維持現行制度，公務或研究人員應由軍

方人員陪同，在安全無虞之情況下再行進入為宜，爰同意本案在尊重

國防部意願下，現階段暫時不列如重要濕地。 

六、委員 6. 

以尊重目前討論決議之下，軍方宜適度有彈性開放時段及增加保

育人員數。 

七、委員 7. 

（一） 尊重土地所有權人軍方表達維持演訓場地完整之意見，並支持濕地

保育小組建議。 

（二） 惟本案瀕危植物之保育與復育確有其必要性，建議在暫時不列入重

要濕地之前提下，各方仍應持續進行相關濕地保育與復育工作。 

八、委員 8. 

本案基於保護珍稀植物的立場，請軍方與保育團體協商，並請軍

方釋出最大誠意，給予進入研究保育工作之人員最大配合與協助。 

九、委員 9. 

（一） 本次與會機關及委員都認同蓮花寺濕地有其劃設濕地之條件，然考

量土地所有權管單位國防部現階段仍有軍事演訓需求，且已函復不

同意劃設為地方級重要濕地，爰本案現階段暫時不列入重要濕地。 

（二） 蓮花寺濕地現階段雖未能賦予法定濕地地位，然因濕地條件具珍稀

食蟲植物獨特性並不會被忽視，中央會持續給予經費補助支持。 

（三） 蓮花寺濕地因受要塞堡壘地帶法管制下得存續。在不影響國軍演訓

任務下，對本濕地棲地維護工作需有增加專業人力及作業時數部

分，請國防部適度檢討並提供保育團體協助，對申請進入之時數、

人數進行彈性調整，使其復育工作順利，俾共同維護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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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一） 「坑子口訓練場」位於本部軍事管制區，本區依要塞堡壘地帶法規

定嚴格管制下，有效減少人為外部侵入及破壞，得以保持濕地復育

區之完整。 

（二） 本區因為國軍靶場射擊演訓場地，基於安全考量，為避免人員誤闖

管制區，爰不宜劃為濕地。 

（三） 因濕地復育區位於軍事管制區範圍內，本部同意持續維持現行作法

以減輕人力負荷，並同意保育團體定期或不定期進入實施保育研究

調查與棲地維護工作，亦能維持本軍演訓任務使用，共創雙贏局面。 

（四） 保育團體因為棲地維護工作需要，需放寬進入管制區內濕地之時數

及人數限制部分：在非射擊演訓時段是可行，會後本部將作檢討後

再正式發函給荒野保護協會，包含人數與時數部分。 

十一、新竹縣政府 

（一） 「竹北蓮花寺暫定重要濕地」位在軍事管制區內，濕地內存有珍稀

之食蟲植物。感謝內政部長期給予計畫補助經費，並有賴保育團體

對本濕地保育維護長期投注人力，本區也因軍方嚴格管制下減少外

部及人為干擾，使得珍稀食蟲植物存續。 

（二） 本案從 105年起辦理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作業迄今，因位於軍方軍

事管制區範圍，本府會同內政部與土地所有權管(單位)軍方在相關

場合(立法院、營建署、本府及地方)召開多次協調會議，仍未能獲

得軍方同意劃設濕地，本府立場仍是建議濕地能完成劃設，成為縣

轄第一處法定地方級濕地，亦會尊重軍方立場及各方意見看法。 

（三） 本案後續仍請內政部持續挹注補助經費，以利辦理本棲地維護研究

工作，本府會持續協助保育團體與軍方進行協調，並會加強與軍方

及民眾宣導教育工作，以維本濕地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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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濕地保育小組 

（一） 依濕地保育法第 8條規定(略以)，重要濕地考量該濕地之生物多樣

性、自然性、代表性、特殊性及規劃合理性和土地所有權人意願等。 

（二） 竹北蓮花寺暫定重要濕地公告面積約 1.2公頃，位於新竹縣竹北市

貓兒錠段拔子窟小段 49-10 地號內。土地管理單位為國防部軍備

局，現作為營區「坑子口」訓練場射擊任務使用。本濕地範圍經縣

府檢討後，有 4種食蟲植物及伴生 3種稀有植物為本濕地最重要之

生態資源。 

（三） 有關土地所有權人劃設意願：本案謹依本法第 7條、第 8條規定辦

理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審議作業，歷經 3 次提報本會討論(106 年

度第 8 次會議、107 年度第 5 次會議及 109 年度第 1 次會議)，復

經本部、本部營建署會同新竹縣政府邀集軍方(國防部陸軍司令

部、軍備局等)溝通協調數次，109年 6月 17日再召開「竹北蓮花

寺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協調會議(本部次長會同縣府秘書長聯合

主持)並邀集國防部(陸軍司令部、軍備局、陸軍裝甲兵訓練指揮部

將領)、林思銘立法委員、林為洲立法委員、荒野保護協會及有關

單位討論；會後本部並就軍方對「坑子口訓練場」劃為濕地及對濕

地保育法適用疑義於 109 年 7 月 10 日行文逐一說明後，軍方仍維

持原本立場(即維持現行作法，不同意劃設為地方級重要濕地)，並

行文函復說明： 

1.國防部軍備局 109年 8月 20日函復(略以)：「本案經陸軍司令部評

估，因復育區位屬要塞堡壘地帶法暨靶場射擊管制區，實質上已達

濕地保育目的，在不影響執行戰演訓任務下，亦同意得申請進入實

施採樣研究工作，爰建議維持現行作法，不同意本案劃設為濕地」。 

2.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109 年 10 月 13 日函復(略以)：「復育區因位屬

要塞堡壘地帶法暨靶場射擊管制區，實質上已達濕地保育目的，在

不影響執行戰演訓任務下，亦同意民間機構得依申請進入實施採樣

研究工作，本部決議維持現行作法，不同意貴署所提劃設為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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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維本軍訓場運用權益」。 

（四） 本案經新竹縣政府檢討，考量案址為軍事管制區，非經申請核准皆

不得進入，亦有達濕地範圍之棲地管制，如不劃設為濕地，未來仍

受現有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限制；且如欲於該區域實施保育植物採樣

研究者，經軍方確認當日未排訂射擊或演訓任務，始可由訓場管理

單位派員陪同作業，經新竹縣政府評估為本區食蟲植物重要棲地之

存續，建議列為地方級重要濕地，但原則尊重軍方之劃設意願。 

（五） 綜上，依濕地保育法第 8條規定，重要濕地評定在考量並尊重土地

所有權人劃設意願下，盱衡現狀案址為軍事管制區且本案土地權管

機關(軍方)不同意劃設為地方級重要濕地，新竹縣政府亦表示願意

尊重軍方意見，爰建議本案現階段不列入地方級重要濕地。 

（六） 因地方級重要濕地後續主管機關為地方政府，對於地方級暫定重要

濕地再評定建議，中央主管機關原則尊重地方政府規劃。本案如不

列入重要濕地，但仍受軍方「要塞堡壘地帶法」及現有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管理，依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維持相關使用。 

（七） 後續建議：基於濕地生態保育作業需要，本案仍請軍方(國防部陸

軍司令部、軍備局)依所函復之公文說明事項，持續同意得申請進

入實施採樣研究工作，並協助研究單位及人員進出管制。未來本區

如軍方任務解除，請告知新竹縣政府，續由縣府依循濕地保育法相

關程序提報，並重新納入重要濕地評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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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列席團體及民意代表意見摘要紀錄 (依所提供之書面意見 

        及現場發言順序) 

討論事項第一案：新竹縣「竹北蓮花寺暫定重要濕地再評定」審議案 

一、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 張正敏分會長 

（一） 「竹北蓮花寺濕地」現為臺灣珍稀濕地植物的最後方舟，9種標的

植物中不乏臺灣特有種，本濕地不僅是全臺唯一的棲地，對桃園

草、大井氏燈心草而言，更為全球唯一的棲地，是國家的珍貴自然

資產，實應給予蓮花寺濕地正式濕地的地位。 

（二） 本協會在此進行棲地維護 23 年，從最早珍稀濕地植物數量瀕危到

目前能維持其族群數量大致穩定。然濕地內整個族群數量現仍處在

稀少狀況中。目前人為復育多為室內溫室栽種，本協會復育之最終

目的是希望能使其在野地自行生長。 

（三） 本協會感謝內政部、新竹縣政府、軍方及各界對蓮花寺濕地之重

視，本案期間召開多次協調會討論，本協會也至地方進行說明宣

導，以求能務盡維護本濕地。 

（四） 有關後續棲地維護工作需協助事項：軍方前於 108年 12月 24日來

文限制荒野保護協會志工進入蓮花寺濕地工作的時數及人數限制

僅能有 7人。然對棲地守護工作而言，每次進入皆需進行鋤草、維

護整理棲地及調查族群數量分布等，僅 7人其人力嚴重不足。 

（五） 本協會願意配合軍方進行人員管制作業，期盼軍方能協助同意放寬

時數及人數限制，從明(110)年度起至少放寬到 15 人(此為最低之

人力需求)，以利保育工作順行。本協會願盡民間最大力量來守護

蓮花寺濕地，這是全臺灣的珍貴濕地。 

二、樹黨新竹黨部 許育綸代表 

（一） 本案對軍方其實是不用擔心劃設濕地後使用會受限，濕地劃設一樣

是會尊重土地所有權人意見，軍方仍可維持原來演訓使用管制，保

育團體也可經由申請進入管制區內濕地進行棲地維護工作，兩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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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衝突。 

（二） 本案仍期盼能完成蓮花寺濕地法定劃設，使之成為新竹縣第一處法

定地方級濕地。讓蓮花寺濕地在全國濕地地圖上能有一席之地。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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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濕地保育法第二十條規定徵詢中央主管機關意見
行政程序作業要點(草案) 

一、為利各級政府於濕地保育法（以下簡稱本法）之重要濕地或

暫定重要濕地範圍內，辦理相關事項或其計畫有影響重要

濕地之虞，須依本法第二十條規定徵詢中央主管機關（內政

部，以下簡稱本部）意見時有一致性之作業程序，特訂定本

要點。 

二、本作業要點之適用對象如下： 

（一）屬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情形。 

（二）屬濕地影響說明書認定基準及民眾參與準則第四條第一項各

款規定之情形。 

三、符合前點規定者，各級政府應請開發或利用者檢送徵詢意見書

圖文件（格式如附件），向本部徵詢意見，其辦理程序如下： 

（一）本部作業單位辦理書圖要件查核。 

（二）由本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委員組成專案小組提供審查意見，

必要時得辦理現地會勘。 

（三）提報本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會議討論。 

（四）依會議決議函送會議紀錄提供徵詢意見。 

四、本部作業單位依前點第一款辦理書圖要件查核，若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逕依行政程序簽報後以部函提供徵詢意見，免依

前點第二款及第三款程序辦理： 

（一）檢討或變更區域計畫、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其計畫範

圍雖包含重要濕地，但內容未涉及重要濕地。 

（二）檢討或變更區域計畫、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其內容係

配合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變更為適當之土地使用分區或

用地。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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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興辦事業計畫或開發計畫，配

合重要濕地降低其使用強度者。 

（四）屬其他保育型法令如國家公園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文化資

產保存法或森林法等目的事業計畫所定之措施。 

（五）其他經本部認定屬性質單純無影響重要濕地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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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依濕地保育法第二十條規定徵詢中央主管機關意見應

檢附書圖文件 

一、依濕地影響說明書認定基準及民眾參與準則第三條規定應檢附

書圖文件： 

（一） 基地面積、位置及地籍資料。其位於水域或屬未登記土地

者，並應提供座標數位資料。 

（二） 開發或利用計畫之目的、性質、規劃構想與圖說、用水來源

與排水位置圖及相關簡要內容。 

（三） 土地使用現況、基地所在水系及集水區範圍。 

（四） 開發或利用行為相關計畫書圖文件。 

（五） 各級政府得視需要提供實地環境調查研判資料。 

二、依濕地影響說明書認定基準及民眾參與準則第四條第一項各款

規定，詳細說明開發或利用行為是否有下列破壞、降低重要濕

地或生態功能之情形： 

（一） 有干擾（騷擾）重要濕地內重要物種及破壞其繁殖地、覓食

地、遷徙路徑或其他重要棲息地之虞。 

（二） 有污染、減少或改變重要濕地內之水質、水量或水資源系統

之虞。 

（三） 挖掘、取土、填埋、堆置、變更重要濕地地形地貌或減少其

水域面積，有影響天然滯洪功能之虞。 

（四） 有危害該重要濕地之明智利用之虞。 

（五） 有破壞或威脅該重要濕地受評定之其他重要價值之虞。 

（六） 是否為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認有必要應擬具濕地影響說明書

之開發或利用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