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復鄉馬太鞍濕地大華大全排水(芙登溪) 

水環境改善計畫」提案工作坊討論會議及現勘 
    為有效推動「馬太鞍濕地擴大建設計畫」，本案辦理與在地民眾之訪談及工作

坊等相關公民參與事項、意象蒐集與雙向溝通討論，將其相關資訊公開於縣府網

站，茲彙整地方意見訪談及工作坊辦理情況。 

    本計畫於110年04月25日(星期日)上午9:00至14:00辦理工作坊。工作坊地

點: 光復鄉公所臨時辦公處會議室，地址：光復鄉大全村中山路一段216巷8號

(原大全國小舊址)，詳細工作坊議程如下表: 

「光復鄉馬太鞍濕地大華大全排水(芙登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提案工作坊 

及現勘議程表 
日
期 時  間 主  題 課程內容 引導人 

4 
月 
25 
日 

09:00-09:30 報到  分組及領取資料 縣府同仁 
09:30-09:40 長官致詞  建設處長官 
09:40-10:00 環境簡介及計

畫說明 
 馬太鞍濕地環境簡介 
 治理計畫構想說明 

宋長虹博士 
吳昌鴻執行長 10:00-10:30 分組討論(I)  創意發想(綠燈時間) 

10:30-10:50 小組分享(I)  分組代表報告 
 構想分類盤整 

10:50-11:00 休息茶敘(交流時間) 
11:00-11:10 概念引導  必要條件及宜有條件說明 宋長虹博士 
11:10-11:30 分組討論(II)  想法聚焦及排序(紅燈時間) 

宋長虹博士 
吳昌鴻執行長 11:30-11:50 小組分享(II)  分組代表報告 

 共識建立及優序訂定 

11:50-12:20 總結討論  意見交流 
建設處長官 
宋長虹博士 
吳昌鴻執行長 

12:20-12:30 午餐用餐(餐盒) 
12:30-14:00 現勘 
14:00- 散會賦歸 

 

 

 

 

 

 



    本計畫透過工作坊辦理，向在地民眾與公民團體闡述計畫構想，並邀集洄瀾風

生態顧問公司吳昌鴻執行長，分享濕地生態現況，讓民眾通盤了解整體計畫內容

後，分組進行討論，分別於兩階段提出計畫願景與計畫改善建議，並經由各小組

推派代表彙整整組意見與其他組別分享，廣納各單位與不同團體的需求與建言，

於會後邀集縣府長官、地方團體、在地居民共同勘查計畫河段現況(相關活動紀錄

如下附圖與附表)。 

  

  

  

  



  

  

  

光復鄉馬太鞍濕地大華大全排水(芙登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提案工作坊 

及現勘辦理活動照片 

 

 

馬太鞍大華大全排水(芙登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工作坊願景回饋結果統計表 

項次 工作坊參與者 計畫願景 

1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 
農村景觀科 科長 
連宮瑩 

1.景觀滯洪池及環境教育意義之「光復

鄉和樂廣」。 

2 
不具名意見 馬太鞍濕地的生態功能及環境的觀光

人文資源。 



3 
不具名意見 1. 原生樹種、水生植物的保存。 

2. 生態工法無水泥的建築。 
3. 親子共遊的綠色空間。 

4 
不具名意見 可以有很自然的親水環境，水質乾

淨、安全。 

5 

生態團隊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 
范力仁 

1.Palakaw 數、分布增加。 
2.環境教育(少水泥)、親水休閒功能。 
3.減少外來種。 
4.本土種繁殖、溪濱帶空間增加。 
5.減少污染源。 

6 
花蓮縣政府 水環境委員 
鍾豔𡚾𡚾 

1.依然可以補魚。 
2.景觀看起來自然。 

7 
不具名意見 1. 自然、較少的水泥設施。 

2. 沒有人造步道、階梯、自然的親

水。 

8 

光復鄉 鄉長 
林清水 

1. 落實濕地法令執行，不可隨意填土

建築，濕地可永續。 
2. 計畫可以減少水患，增加休閒觀光

之機能。 
3. 計畫執行，生態文化保持。 

9 

光復鄉 太平村長 
李金土 

1.親水護岸採階梯式施做，而車子不能

通行。 
2.本案涉及保留地和傳統流域也請告知

耆老會議參與。 
3.後續辦理相關教育工作坊，透過教育

喚起學生對濕地重視。 

10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生態檢核團隊 
錢詩傑 

1.應兼顧安全和生態。 

11 

荒野保護協會 花蓮分會會長 
鍾秀網 

1.恢復原樣貌，不要過多水泥構造原住

民捕魚權益。 
2.濕地功能恢復、優化水質、原生種魚

類復育、稀有植物復育保種。 

12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水利科 科長 
張世佳 

1.在地種物種復育、文化保存。 
2.防洪安全，提供溢淹範圍。 
3.結合觀光，帶動在地就業。 

13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鯉魚潭管理站 
技正兼站主任 
蔡威平 

1.兼容生態、觀光、帶動地方觀光產業

的地方。 
2.具有環境教育場域，親子共遊的環

境。 



14 
花蓮縣政府農業處 
農村景觀科 科長 
連宮瑩 

1. 水質改善。 
2. 水環境生態工法(去水泥化) 。 
3. 安全帶洪、排水環境。 

15 

不具名意見 1. 成為馬太鞍獨特的人文生態自然溪

流公園。 
2. 去水泥河岸恢復自然園生態溪流符

合國家級濕地。 
3. 河岸護堤植栽綠意成林。 

16 

不具名意見 1. 水質清澈，魚類生態可親水垂釣，

河堤樹林護岸。 
2. 原住民 Lakaw 回復原貌部落傳統重

現汲水文化景觀。 

17 

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 
主任秘書 
楊合玉 

1. 河岸去水泥化。 
2. 濕地/農地活化(不填土墊高、水質

優化等) 。 
3. 在地居民、外來客可慢行漫遊的自

然場所。 
4. 濕地的滯洪觀念一致。 

18 

不具名意見 1. 環山道路拓寬至大興銜接。 
2. 積水問題最大解決問題。 
3. 規劃光復鄉綠地公園成最佳休閒地

方。 
4. 綠建築環境改善。 

19 

不具名意見 1. 依原河道行水，河道旁美化環境，

清除河道中雜木，河道旁可做美

化。 
2. 滯洪池美化景觀，洪水時洩洪設

施。 

20 

不具名意見 1. 保持生態環境的優勢。 
2. 水路流通的順暢性。 
3. 維持部分交通便利與安全性。 
4. 道路規劃要完整。 
5. 農田活化與有上生態。 

21 

不具名意見 1. 白鷺橋下游可以去水泥化結合滯洪

池達到防洪、休憩、傳承生態功

能。 
2. 濕地原有排水溝、灌溉溝要順暢。 
3. 滯洪池和清水溪出口要有牽引作

用，把鐵橋下單車道去除。 
4. 白鷺橋如土地可行加大河道。 



22 

生態團隊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專案執行 
江暐凡 

1. 希望可以在濕地看到石頭做成的堤

岸，且水生植物(原生的)恣意生長在沿

岸的生態工法的石堤護岸上。且不要

太多的草皮廣原，而是樹叢水林交界

的綠色空間。 

 

馬太鞍濕地大華大全排水(芙登溪)水環境改善計畫便利貼回饋結果統計表 

項次 生態意見 
1 棲地營造。1.在地物種。2.保育物種。(原為人文意見) 
2 原生魚類、植物的增加復育。(原為人文意見) 
3 本土樹種保種育苗，環境改善後自然生態可以復原。 
4 洄游魚類通道橫向阻隔降低，濱溪植物帶供生長繁殖。 
5 自導式導覽牌(植物、生態的解說)。 

 
 

項次 人文意見 
1 原住民特色、增加收益、環教場域。(原為生態意見) 
2 新建築概念，ex:高腳屋。(原為生態意見) 

3 
了解當地居民的需求與期望，配合當地特有湧泉及濕地環境，用生

態工法及兩岸緩坡設施讓居民在安全環境下與溼地環境結合。 
4 芙登溪改善緩坡堤同時兼顧水安全與生態環境。 
5 建立了解芙登溪生態生活的散步道。 
6 年齡階層認養 lakaw。 
7 想要繼續以傳統方式捕魚，讓當地人可以食用，觀光客可以體驗。 
8 餐廳油水分離處理。 

 
 

項次 水環境建設意見 
1 大華大全排水出口重新規劃，不要再與光復溪主流對沖影響排洪。 
2 上游土石流潛勢，溪流配合防止土砂避免土砂災害。 
3 光復溪河床高度加以控制，讓大華排水出口減輕對光復溪水流正沖的壓力。 
4 護堤植物栽種。 
5 45 公頃之滯洪池面積廣闊，建議設置生態棲地中島。 
6 疏洪道 130m 之渠道設計應以自然河道概念規劃設計。 

7 
芙登溪與光復溪匯流口為光復溪攻擊灣易，於洪汛期造成芙登溪回湧情形，

雖規劃於下游設置滯洪池但應考量匯流口導水設施。 
8 豬舍汙水。利:離牧，金錢誘因。害:連續罰退場。 
9 生活汙水:定期檢驗、未達開罰、自主檢汙(標) 



10 畜牧排水要先淨化(過濾)之後再排入芙登溪，改善生活排 
11 滯洪池要兼具水質淨化、生物棲地復育之責任。 

12 
足夠大的土地(購賣、契約、租用)利用全區濕地的淨化功能，可採小區域的

建立(鑲嵌型)方式。 
13 減少水泥構造物，增加護坡植物，水質改善。 
14 具景觀滯洪池及環境教育意義”光復河樂廣場”。 
15 分段清淤不能一次全清。 
16 河岸去水泥化，匯流口優先再往上游。 
17 滯洪池。1.濕式。2.水質淨化(簡易式) 

 
 

項次 其他 
1 台電高壓電能不能地下化?  
2 盤點芙登溪國有土地範圍。 
3 開會應通知芙登溪周邊居民、地主、長老。 
4 原排水灌溉系統清淤暢通。 
5 傾倒廢土查核(水泥塊、柏油渣)。 
6 廢除鐵橋下自行車道。 
7 去水泥化維持防洪線。 
8 巡守隊、志工隊維館基金 

9 
利用溪流的生態人文觀光活動，應負擔一定原生物種棲地維管責任(巡守、外

來種移除等) 

 
 

類型 整理分類後意見後數 
生態意見 5 
人文意見 8 
水意見 17 
其他 9 
總計 39 

  



馬太鞍濕地大華大全排水(芙登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各組便利貼回饋結果照 

  

  

 
 



正 本
檔 號：

係存年限：

花蓮縣政府 開會通知單

320070 
桃困市中壢區中華路一段805巷21弄1

8號

受文者：亞磊婁缸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20日
裝 發文字 號：府建水字第110007689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工作坊及現勣議程、赧名表、意見表

、,＇：·
己

． 

開會事由：推動「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提案召開「光復鄉馬太鞍

濕地大華大全排水（芙登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工作坊討

論會議及現勒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10年4 月 25 日（星期日）上午9時

打 開會地點：光復鄉公所臨時辦公處會議室，地址：光復鄉大全村中

山路一段216巷8號（原大全國小舊址）

主持人：召集人鄧處長子榆

聯絡人及電語：黃武道技士 03-8224127

線

出席者：副召集人張副處長志豪、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薯第九河）11局、鄧委員明
星、劉委員泉源、盧委員孟嘉丶鍾委員寶珠、本縣環境景觀總顧問鍾委員豔女
丈、 內政部營建署、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束區規劃隊、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行政晓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丶交通部觀
光局花束縱谷國家風景區箸理處、花蓮縣環境保護局、本府農業處、本府觀光
處、本府原住民行政處、本府建設處都市計畫科、花蓮縣第19屆議員丶花蓮縣
光復鄉民代表會、花蓮縣光復鄉公所、馬太鞍部落會議蔡主席義昌丶財困法人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地球公民基金會花束辨公室、花蓮縣釺鳥學會丶環頸雉
的家永漬發展協會丶台灣環境保護聯盟花蓮分會丶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花
蓮縣環保工作促進會、花蓮棋門永續生活協會、 涸瀾風生態有限公司、觀察家
生態顧間有限公司、財困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花蓮縣光復鄉大華社
區發展協會、花蓮縣光復鄉大全社區發展協會、花蓮縣光復鄉大馬太鞍社區發
展協會、花蓮縣光復鄉香草場社區發展協會、花蓮縣光復鄉大安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光復鄉大進社區發展協會、花蓮縣光復鄉大華村辦公處、花蓮縣光復
鄉大安村辦公處、花蓮縣光復鄉大進村辦公處、花蓮縣光復鄉大全村辦公處丶
花蓮縣光復鄉大平村大馬村辦公處丶財政部國有財產薯北區分署花蓮辦事處丶
亞磊敖妍工程 顧問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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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提案召開「光復鄉馬太鞍濕地大

華大全排水(芙登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工作坊討論會議及現勘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0年4月25日（星期日）上午9時

貳、 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參、 會議地點：光復鄉公所臨時辦公處(原大全國小舊址) 

肆、 主持人：鄧處長子榆                        記錄：黃武道 

伍、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冊) 

陸、 業務單位說明：

一、 本府依循經濟部訂頒「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水與環境)-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將本案提報爭取補助辦理整體水環境改善，

以提升營造水域及水岸環境，建立親水、優化水質、生態友善之永

續美質環境。 

二、 本次工作坊除向各位說明擬對馬太鞍濕地大華大全排水(芙登溪)相

關環境改善規劃方案外，含綠色護岸、植生綠化、生態滯洪池、環

境教育解說平台及步道設施、生態環境及水質調查等，期使排水環

境改善兼顧濕地環境營造，以均衡地方發展，也希望聽取地方民眾

及與會單位之卓見納入規劃設計之參考。 

三、 待會工作坊結束後，請勞駕各位大家一起赴濕地實地踏勘環境並請

不吝提出建言。 

四、 本府將儘速完成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編製後，依程序提報中央爭取

經費辦理。 

柒、 出席單位及人員綜合意見：

一、 光復鄉 林鄉長清水 

(一)計畫應落實濕地法令執行，不可隨意填土建築，讓濕地可永續。

(二)減少水患，增加休閒觀光之機能。

(三)計畫執行，維持生態文化保持。

主辦單位回覆： 

(一)將依據濕地保育法相關限制或禁止行為、維護管理之規定，由濕

地管理機關權責辦理。

(二)敬悉，遵照依指示納入核辦後續規劃設計階段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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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光復鄉太平村李村長金土 

(一) 親水護岸採階梯式施做，而車子不能通行。 

(二) 本案涉及保留地和傳統流域也請告知耆老會議參與。 

(三) 後續辦理相關教育工作坊，透過教育喚起學生對濕地重視。 

主辦單位回覆： 

(一) 納入核辦後續規劃設計階段考量。 

(二) 邀請地方耆老或部落會議參與一事，將一併函請光復鄉公所協助

聯絡週知。 

(三) 本案獲核辦後，於規劃設計階段時，仍會召開地方說明會議或工

作坊，並依教育宣導性質將函請光復鄉教育會或學校派員參加。 

 

三、 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 鍾分會長秀綢 

(一) 恢復原始樣貌，不要過多水泥構造原住民捕魚權益。 

(二) 濕地功能恢復、優化水質、原生種魚類復育、稀有植物復育保

種。 

主辦單位回覆： 

敬悉，將納入核辦後續規劃設計階段考量，一併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四、 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 楊主任秘書和玉 

(一) 河岸去水泥化。 

(二) 濕地/農地活化(不填土墊高、水質優化等)。 

(三) 打造在地居民、外來客可慢行漫遊的自然場所。 

(四) 濕地的滯洪觀念一致。 

主辦單位回覆： 

敬悉，將納入核辦後續規劃設計階段考量。 

 

五、 生態團隊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江專案執行暐凡 

希望可以在濕地看到石頭做成的堤岸，且水生植物(原生的)恣意

生長在沿岸的生態工法的石堤護岸上。且不要太多的草皮廣原，

而是樹叢水林交界的綠色空間。 

主辦單位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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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悉，將納入核辦後續規劃設計階段考量。 

 

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計畫應兼顧安全和生態。 

主辦單位回覆： 

知悉，已以考量兼顧。 

 

七、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鯉魚潭管理站 蔡站主任威平 

(一) 兼容生態、觀光、帶動地方觀光產業的地方。 

(二) 具有環境教育場域，親子共遊的環境。 

主辦單位回覆： 

知悉，將朝規劃願景目標辦理。 

 

八、 花蓮縣環境景觀總顧問 鍾委員豔女殳 

(一) 工作坊提供的航照圖上應該詳細標明河川名稱、道路名稱、重要

機關、店家等的名稱，有助於非專業背景參與者的認知。 

(二) 有民意地方代表、村長和環保團體代表來參加，讓這次工作坊很

有意義；但整體參與者民間人士比例偏低，芙登溪兩岸在地居民

也應該多邀請幾位。 

(三) 現勘時工作人員應帶著規畫圖，配合說明規劃的位置、方位，把

課題提出然後再開始討論，才能夠引導到想解決的方向上。 

主辦單位回覆： 

(一) 謝謝委員建議，遵照辦理。 

(二) 謝謝委員提醒，後續辦理相關工作坊討論時，定會竭誠邀請更多

在地居民共同參與。 

(三) 謝謝委員建議，如委員所述未來注意辦理。 

 

九、 本府農業處農村景觀科 連科長宮瑩 

(一) 計畫營造應朝景觀滯洪池及環境教育意義之「光復鄉和樂園區」

邁進。 

(二) 期望改善水質，使用水環境生態工法(去水泥化)施作。 

(三) 打造安全帶洪、排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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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回覆： 

知悉，謝謝指教。 

 

十、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書面意見) 

(一) 經查案涉「馬太鞍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之濕地系統

功能分區「環境教育區」及「其他分區」，請縣府釐清本案是否

符合本部106年8月29日公告之「馬太鞍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

用計畫」之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 

(二) 倘符前開規定，相關規劃請參酌芙登溪生態熱點及敏感區位規

劃，落實環境保護措施，並納入濕地環境教育功能。 

(三) 計畫內容倘非屬「馬太鞍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允

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內容： 

1. 請依「濕地保育法」第20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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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濕地影響說明

書認定基準及民眾參與準則」第3條規定檢附相關書圖文件，

徵詢本部意見。 

2. 本分署刻辦理「馬太鞍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

通盤檢討作業，本案內容若經貴府評估宜納入允許明智利用

項目範疇，請於本分署後續規劃及審議階段，適時提出建

議。 

主辦單位回覆： 

(一) 謝謝提醒，敬悉。 

(二) 本案尚為提報階段，後續獲核辦後，將依相關管理規定提出相關

書圖文件。 

 

十一、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花蓮辦事處(書面意見) 

花蓮縣政府倘確有公務或公共用途需用國有地，請依國有財產法

第38條及「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

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之規定循序辦理撥用事宜。 

主辦單位回覆： 

目前本案尚屬提報階段，後續通過審查核辦後，將依據相關撥用要點

循序辦理撥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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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便利貼回饋結果統計表： 
項次 生態意見 

1 棲地營造。1.在地物種。2.保育物種。(原為人文意見) 
2 原生魚類、植物的增加復育。(原為人文意見) 
3 本土樹種保種育苗，環境改善後自然生態可以復原。 
4 洄游魚類通道橫向阻隔降低，濱溪植物帶供生長繁殖。 
5 自導式導覽牌(植物、生態的解說)。 

 
項次 人文意見 

1. 原住民特色、增加收益、環教場域。(原為生態意見) 
2 新建築概念，ex:高腳屋。(原為生態意見) 
3 了解當地居民的需求與期望，配合當地特有湧泉及濕地環境，用生

態工法及兩岸緩坡設施讓居民在安全環境下與溼地環境結合。 
4 芙登溪改善緩坡堤同時兼顧水安全與生態環境。 
5 建立了解芙登溪生態生活的散步道。 
6 年齡階層認養 lakaw。 
7 想要繼續以傳統方式捕魚，讓當地人可以食用，觀光客可以體驗。 
8 餐廳油水分離處理。 

 
項次 水意見 

1 大華大泉排水出口重新規劃，不要再與光復溪主流對沖影響排洪。

(原為人文意見) 
2 上游土石流潛勢，溪流配合防止土砂避免土砂災害。(原為人文意

見) 
3 光復溪河床高度加以控制，讓大華排水出口減輕對光復溪水流正沖

的壓力。(原為人文意見) 
4 護堤植物栽種。 
5 45公頃之滯洪池面積廣闊，建議設置生態棲地中島。 
6 疏洪道130m 之渠道設計應以自然河道概念規劃設計。 
7 芙登溪與光復溪匯流口為光復溪攻擊灣易，於洪汛期造成芙登溪回

湧情形，雖規劃於下游設置滯洪池但應考量匯流口導水設施。 
8 豬舍汙水。利:離牧，金錢誘因。害:連續罰退場。 
9 生活汙水:定期檢驗、未達開罰、自主檢汙(標) 
10 畜牧排水要先淨化(過濾)之後再排入芙登溪，改善生活排 
11 滯洪池要兼具水質淨化、生物棲地復育之責任。 
12 足夠大的土地(購賣、契約、租用)利用全區濕地的淨化功能，可採

小區域的建立(鑲嵌型)方式。 
13 減少水泥構造物，增加護坡植物，水質改善。 
14 具景觀滯洪池及環境教育意義”光復河樂廣場”。 
15 分段清淤不能一次全清。 
16 河岸去水泥化，匯流口優先再往上游。 
17 滯洪池。1.濕式。2.水質淨化(簡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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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其他 

1 台電高壓電能不能地下化? (原為水文意見) 
2 盤點芙登溪國有土地範圍。(原為人文意見) 
3 開會應通知芙登溪周邊居民、地主、長老。(原為生態意見) 
4 原排水灌溉系統清淤暢通。 
5 傾倒廢土查核(水泥塊、柏油渣)。 
6 廢除鐵橋下自行車道。 
7 去水泥化維持防洪線。 
8 巡守隊、志工隊維館基金 
9 利用溪流的生態人文觀光活動，應負擔一定原生物種棲地維管責任

(巡守、外來種移除等) 

 
類型 原意見數 整理分類後意見後數 
生態意見 6 5 
人文意見 12 8 
水意見 15 17 
其他 6 9 
共 39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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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便利貼回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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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綜合回覆意見：(略) 

壹拾、 會議結論： 

謝謝各位的參與，本次工作坊及現勘之建言，本府盡速完成相關提案

作業程序規定，一併將意見綜整納入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中再行補正

後，提報中央爭取補助經費。 

壹拾壹、 散會13時00分。 



























推動「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提案召開「光復鄉馬太鞍濕地大華大全

排水(芙登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工作坊討論會議及現勘意見回覆表 

光復鄉公所 林鄉長清水 

審查意見 回覆意見 

一、 計畫應落實濕地法令執行，不可

隨意填土建築，讓濕地可永續。 

將依據濕地保育法相關限制或禁止 

行為、維護管理之規定，由濕地管 

理機關權責辦理。 

二、 減少水患，增加休閒觀光之機

能。 

敬悉，遵照依指示納入核辦後續規 

劃設計階段考量。 

三、 計畫執行，維持生態文化保持。 

光復鄉太平村李村長金土 

一、 親水護岸採階梯式施做，而車子

不能通行。 

納入核辦後續規劃設計階段考量。 

二、 本案涉及保留地和傳統流域也請

告知耆老會議參與。 

邀請地方耆老或部落會議參與一 

事，將一併函請光復鄉公所協助聯 

絡週知。 

三、 後續辦理相關教育工作坊，透過

教育喚起學生對濕地重視。 

本案獲核辦後，於規劃設計階段 

時，仍會召開地方說明會議或工作 

坊，並依教育宣導性質將函請光復 

鄉教育會或學校派員參加。 

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 鍾分會長秀綢 

一、 恢復原始樣貌，不要過多水泥構

造原住民捕魚權益。 

敬悉，將納入核辦後續規劃設計階

段考量，一併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二、 濕地功能恢復、優化水質、原生

種魚類復育、稀有植物復育保種。 

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 楊主任秘書和玉 

一、 河岸去水泥化。 敬悉，將納入核辦後續規劃設計階

段考量。 二、 濕地/農地活化(不填土墊高、水

質優化等)。 

三、 打造在地居民、外來客可慢行漫

遊的自然場所。 

四、 濕地的滯洪觀念一致。 

生態團隊洄瀾風生態有限公司 江專案執行暐凡 

一、 希望可以在濕地看到石頭做成的

堤岸，且水生植物(原生的)恣意生

長在沿岸的生態工法的石堤護岸

敬悉，將納入核辦後續規劃設計階

段考量。 



上。且不要太多的草皮廣原，而是

樹叢水林交界的綠色空間。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一、 計畫應兼顧安全和生態。 知悉，已以考量兼顧。 

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鯉魚潭管理站 蔡站主任威平 

一、 兼容生態、觀光、帶動地方觀光

產業的地方。 

知悉，將朝規劃願景目標辦理。 

二、 具有環境教育場域，親子共遊的

環境。 

鐘景觀總顧問豔𡚾𡚾 

一、 工作坊提供的航照圖上應該詳細

標明河川名稱、道路名稱、重要機

關、店家等的名稱，有助於非專業

背景參與者的認知。 

謝謝委員建議，遵照辦理。 

二、 有民意地方代表、村長和環保團

體代表來參加，讓這次工作坊很有

意義；但整體參與者民間人士比例

偏低，芙登溪兩岸在地居民也應該

多邀請幾位。 

謝謝委員提醒，後續辦理相關工作

坊討論時，定會竭誠邀請更多在地

居民共同參與。 

三、 現勘時工作人員應帶著規畫圖，

配合說明規劃的位置、方位，把課

題提出然後再開始討論，才能夠引

導到想解決的方向上。 

謝謝委員建議，誠如委員所述未來

將注意。 

本府農業處農村景觀科 連科長宮瑩 

一、 計畫營造應朝景觀滯洪池及環境

教育意義之「光復鄉和樂園區」邁

進。 

知悉，謝謝指教。 

二、 期望改善水質，使用水環境生態

工法(去水泥化)施作。 

三、 打造安全帶洪、排水環境。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書面意見) 

一、 經查案涉「馬太鞍重要濕地(國家

級)保育利用計畫」之濕地系統功

能分區「環境教育區」及「其他分

區」，請縣府釐清本案是否符合本

部 106 年 8 月 29 日公告之「馬太

鞍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

畫」之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允許明智

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 

謝謝委員提醒，敬悉。 



二、 倘符前開規定，相關規劃請參酌

芙登溪生態熱點及敏感區位規劃，

落實環境保護措施，並納入濕地環

境教育功能。 

謝謝委員提醒，敬悉。 

三、 計畫內容倘非屬「馬太鞍重要濕

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允許

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內容： 

(一) 請依「濕地保育法」第 20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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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濕

地影響說明書認定基準及民

眾參與準則」第 3條規定檢

附相關書圖文件，徵詢本部

意見。 

(二) 本分署刻辦理「馬太鞍重要

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

畫」通盤檢討作業，本案內

容若經貴府評估宜納入允許

明智利用項目範疇，請於本

分署後續規劃及審議階段，

適時提出建議。 

本案尚為提報階段，後續獲核辦

後，將依相關管理規定提出相關書

圖文件。 

四、 有關計畫內圖例所述濕地範圍應

為保育利用計畫範圍，請釐清並調

整相關圖說。 

謝謝提醒，將調整圖說範圍及圖

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花蓮辦事處(書面意見) 

一、 花蓮縣政府倘確有公務或公共用

途需用國有地，請依國有財產法第

38 條及「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

「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

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之規定

循序辦理撥用事宜。 

目前本案尚屬提報階段，後續通過 

審查核辦後，將依據相關撥用要點 

循序辦理撥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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