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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國家公園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草案公開展覽說明會 

-第 5 場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5 年 11 月 3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 

貳、地點：臺南市將軍區青鯤鯓朝天宮地下 1 樓賞賓會 

參、主持人：張處長維銓               

肆、宣布開會 

伍、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報告：（略） 

陸、意見表達與交流： 

發言人 發言內容 初步回應 

陳 OO 議員 當地的公職人員（里長）

是人民選出來的，理應

當出席說明會，替地方

爭取權益，但今天四個

里都沒有來。 

本處於會議召開前，均

以公文函寄國家公園公

展草案範圍內涉及行政

里別之里辦公處，未來

本處會再加強聯繫與邀

請。 

當初，我們在抗爭濱南

工業區開發案（七輕），

目的就是為了追求更好

的未來，抗爭濕地保育

法也是如此。台江一開

始在規劃時，僅包含安

南區，後因臺南縣蘇縣

長考量濕地保育，一併

把七股潟湖納入國家公

園，而這次台江變更範

圍至北端的扇形鹽田，

把近六千多甲劃入國家

公園，這不合理，我認

為應交由居民決定。 

納入通檢人陳案辦理。 

每回當颱風或雨季來臨 納入通檢人陳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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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曾文溪上游洩洪

後，溪口水位就已經接

近河堤高度了，這樣是

需要保育管制什麼，而

且未來如果範圍劃入

後，曾文溪橋興建計畫

更難上加難，建議將臺

61 線以東範圍取消。 

臺南縣原定位馬沙溝為

國際級遊艇碼頭，如今

縣市合併後，核心移去

安平歷史港區，馬沙溝

的發展卻不受重視。 

非屬計畫通盤檢討作業

內容。 

請反對劃入者舉手（約

35 名舉手）。 

地方意見，在國家公園

計畫委員會審議時，本

處將予以說明。 

馬沙溝李聖

宮朱 OO 先

生 

濕地守護聯盟選我為代

表，代表與民眾溝通很

重要，照理說以前沒經

過溝通就實施的都應該

算違法。 

感謝指教，未來會持續

加強與民眾溝通。 

周 OO 先生

（不具名） 

政府需要關心民眾的心

聲，地方不歡迎國家公

園。以前先民靠海養家

活口，沒錢買房子，政

府也不關心。 

非屬計畫通盤檢討作業

內容。 

塭寮都是做農漁使用，

不會非法蓋農舍，所以

不需要限制這麼多。 

有關興建塭寮，已納入

台江國家公園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草案之保護

利用管制原則。 

臺南漁民權 國家公園範圍是以臺 非屬計畫通盤檢討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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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促進會郭

OO 先生 

61 線以西的國有地，扣

除科工區為主。當初劃

到大潮溝的私有地，也

是我去抗議。 

內容。 

建議可以先把扇形鹽田

及臺區鹽田劃為一般管

制區，因為保護區的管

制較嚴格。 

納入通檢人陳案辦理。 

我同意將城西一帶變更

為城西保安林特別景觀

區，不知對掩埋場的運

作影響為何? 

有關特別景觀區之管制

使用依國家公園法及其

相關規定辦理。 

吳 OO 先生 當初 375 減租政策放寬

農地權利給農民，如今

應也如此，我認為東魚

塭這塊不適合再擴大，

放寬權利給地方民眾。 

本次通盤檢討於考量漁

民權益與保育目的下，

將七股海埔堤防以北區

域，劃設為東魚塭特別

景觀區，同時為維護特

別景觀區內鹽田濕地水

文環境及既有合法養殖

業之養殖需要，於保護

利用管制原則中，規範

得依相關規定，申請設

置水產養殖管理設施，

並不會限制現有水產養

殖使用。 

在許市長時代，台江國

家公園草創初期規劃比

現在更大，且也只納入

國有地。 

本次通盤檢討國家公園

範圍劃設原則仍以公有

地為原則。 

台江國家公園屬於第二

代的國家公園，面積有

非屬計畫通盤檢討作業

內容，有關建議納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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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萬九千多公頃，應可

運用現代水利工程，改

善魚塭環境，並減少汙

染。 

續經營管理參考。 

陳 OO 先生

（不具名） 

雲嘉南濱海風景區跟台

江國家公園重疊範圍很

多，想要知道管理權如

何劃分，並經費是如何

運用? 

有關本處與雲嘉南濱海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管轄

管制重疊乙節，行政院

103 年 3 月 10 日院臺建

字第 1030010925 號函

已明確指示，將俟本次

通盤檢討公告實施後，

與雲管處協商，並就國

家公園部分加強說明。 

有具體的計畫說明未來

劃為景觀區、保護區，

會有什麼發展嗎? 確定

不會因換了政府後就換

了腦袋，政策朝夕令改?
另外，為什麼將軍區公

所都不曉得說明會事

宜? 

1.通盤檢討係對於國家

公園計畫範圍及土地

使用檢討，非實質建設

計畫之推動，有關實質

建設計畫推動，將納入

後續經營管理研議。 

2.本處於會議召開前，

均以公文型式函寄涉

及區公所，惟出席與否

由各機關視其業務自

行衡量，難以強制要求

出席。 

扇形鹽田說是景觀獨

特，但我看也沒多少人

在維護，只會管制對地

方發展並無助益。 

扇形鹽田若納入國家公

園範圍，其相關管理維

護將納入後續經營管理

辦理；若未納入範圍則

屬地方政府權責。 

青鯤鯓發展 將軍區面積不小，但台 1.七股鹽場一 (扇形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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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周 OO

先生 

江國家公園卻只來關心

過一次，也不與當地民

眾溝通，難道我們被冷

落嗎?  

青鯤鯓這裡有一座國家

級鹽田，全臺灣不見第

二個，再加上周圍的三

四座燈塔，景觀獨特，

但為什麼都沒發展。 

田)、二工區若納入國

家公園範圍，其相關

管理維護將納入後續

經營管理辦理。 

2.將軍區鯤鯓里與鯤溟

里未來將納入國家公

園家園守護圈範圍，

將加強與地方溝通，

並透過家園守護圈，

與社區合作，如活動

辦理、協助行銷等。 

未來如果劃入後，是不

是代表管制變嚴，居民

都沒有魚、螃蟹可抓了? 

對於國家公園區內之漁

民既有漁業行為，已納

入台江國家公園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草案之保

護利用管制原則。 

周 OO 小姐

（不具名） 

請問台江國家公園的範

圍是怎麼界定的?一般

管制區的限制又到哪

裡? 

1.國家公園之範圍劃設

原則以公有地為主，故

呈畸零不規則形狀，不

易清楚劃分。就此部

分，未來本處將加強說

明。 

2.本次通盤檢討公告後

將提供各里辦公室大

比例尺計畫圖，供里民

查閱。 

沿海地區，會興建排水

建設，避免當雨量過大

時，有災害發生。但劃

入國家公園範圍後，是

不是代表工程會受到影

1.國家公園成立之宗旨

係為保護國家特有之

自然風景、野生物及

史蹟，並供國民之育

樂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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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居民的生存權益會

因此受到影響? 

2.當有災害發生時，人

民生命安全當然列為

優先考量，搶修均依

相關規定辦理。 

扇形鹽田沒建設，劃為

特別景觀區後，也沒有

說明會有什麼建設。 

扇形鹽田若納入國家公

園範圍，其相關管理維

護將納入後續經營管理

辦理；若未納入範圍則

屬地方政府權責。 

OOO 先 生

（不具名） 

劃再久也沒有用，先對

地方有建設，居民才會

同意，台江如對當地有

建設，可以五年後再考

慮劃入。 

納入通檢人陳案辦理。 

柒、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