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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國土保育與海洋資源分組) 

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資料 

壹、 開會時間：108年 12月 31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貳、 開會地點：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文心樓 801會議室 

參、 主持人：王召集人小璘              

肆、 主持人致詞 

伍、 業務單位報告 

一、 「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依國土計畫法第 12條第 2 項規定：

「國土計畫擬訂後送審議前，應公開展覽 30日及舉行公聽

會。」。本府業自 108年 9月 12日起公開展覽 30天，並辦理 22

場公聽會及加開 2場座談會(原市區、和平區場次)。 

二、 考量本市國土計畫(草案)範疇甚廣，本府依內政部營建署函送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後續審議作業注意事項」，建議應

組成專案小組討論。就上開計畫草案審議機制，前經提至 108年

11月 15日「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次會議確認，分別組

成「城鄉與農業發展」、「國土保育與海洋資源」之專案小組進行，

並以討論議題分組進行與意見收斂，針對各專案小組不同意見或

無法決定部分，則提至大會審議裁示(專案小組組成及邀請內政

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如附件 2)。 

三、 就「國土保育與海洋資源專案小組」預定討論議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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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育與海洋資源專案小組各場次預定討論議題表 

場次 預定討論主題 備註 

1、2 1. 國土防災(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國土復育

促進地區等) 

2. 國土保育(含環境特性、自然空間保育構

想、國土保育地區模擬成果等)及土地使

用管制原則 

3. 海洋資源(含環境特性、海域保育或發展

構想、海洋資源地區模擬成果等)及土地

使用管制原則 

 

3 1.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參採情形( 國土保

育、海洋資源發展部分) 

2. 就第 1場次委員徵詢意見回應 

➢ 陳情人列席說明 

➢ 視審議情形，可併同

「城鄉與農業發展專

案小組」共同召開。 

備註:各場次議題視審議情形，另予彈性調整。 

陸、 規劃單位簡報 

柒、 綜合討論(討論議題如附件 1) 

捌、 臨時動議 

玖、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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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土保育與海洋資源專案小組第 1次會議討論議題 

議題一、國土防災(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等) 

【1】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說明： 

  (一)本計畫（第四章）依據「臺中市氣候變遷行動綱領」盤點出極端氣候對於

本市重大衝擊議題，提出相關因應調適構想及策略，並透過指認調適區位

(行政區)，以指導易致災地區調適作為，如下表所示： 

臺中市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構想彙整表 

領域 情境 調適作為 調適區位 

災害 

土石流與 

山崩地滑 

1.山坡地保育防災。 

2.推動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評估及高災害風險區與潛在危 

  險地區的劃設。 

和平區、東勢區、新

社區 

海平面上升 
1.檢討海平面上升後內水排水功能受衝擊之地區。 

2.調查沿海土地利用狀況，保護侵蝕地區。 

大安區、清水區、梧

棲區、龍井區 

極端降雨 
1.推動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評估及高災害風險區與潛在危 

險地區的劃設。 
全市 

水資

源 

豐水期短 

枯水期長 

1.強化旱災防範與緊急應變-跨區水資源調度。 

2.水環境污染控制、淡水水資源永續利用。 

3.推動多元供水方案，強化雨水、再生水等替代水資源 

  之開發、推動與應用。 

縣市管區域排水路 

農業

生產

及生

物多

樣性 

枯水期過長 1.加強推動農業節水灌溉措施。 

臺中市農業分布區

域 颱風侵襲頻率

增加、 

極端降雨 

1.農業資訊調查與預警制度建置，建立災後應變機制。 

維生

基礎

設施 

極端降雨 

(淹水) 

1.落實維生基礎設施維修養護，以提升其調適能力。 

2.檢討建築、道路工程、下水道系統、堤防等基礎設施 

  災害防護能力與設計標準及維修養護作業。 

3.規劃受衝擊之因應措施，減少災害損失，並確保各設  

  施可立即恢復運作，協助實行救援行動。 

4.老舊及受損橋梁整建與改建作業。 

全市 

海岸 
海嘯、 

海平面上升 

1.加強港口、漁港防護措施。 

2.考量海平面上升因素，研擬海岸地區水災防護措施。 

3.疏散高危害風險海堤堤後居民與產業，預留堤頂溢流 

大安區、清水區、梧

棲區、龍井區沿海地

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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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情境 調適作為 調適區位 

  緩衝地區。 

4.海岸地區土地使用整體防護策略研究。 

土地

使用 

颱風侵襲頻率

增加、 

極端降雨 

1.氣候變遷衝擊因應、災害影響納入檢視土地使用規劃 

  管理。 

2.配合總合治水對策，檢視土地使用管制之保水及透水 

  機制。 

3.都市設計準則及建築管理。 

4.規劃都市綠帶及藍帶。 

5.公共設施用地應降低開挖率與落實透水舖面規定，以 

  提高地表透水率。 

6.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將相關都市基盤設施一併納 

  入檢討，以及修訂都市計畫有關雨水貯留、滯洪、防 

  洪等相關機制及法規。 

7.針對脆弱度較高的都市地區，在評估容受力的考量下，適當

調整土地使用。 

全市都市計畫區 

  (二)其中（第四章）就本市氣候變遷影響示意圖(如下圖 1)，參考「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淹水潛勢示意圖係以一日暴雨 600mm 作為底

圖，有關自然脆弱度圖範例底圖以一日雨量 600mm，在此情境下，本市大

甲區、大安區、外埔區、清水區、梧棲區、沙鹿區、大肚區及龍井區皆位

於淹水潛勢範圍。惟依據中央氣象局統計資料，台灣近年月平均雨量位於

100-200mm，雖豪大雨日有增加的趨勢，且綜整近年日降雨量資訊(包含颱

風時期)多未超過一日暴雨 400-500mm，爰建議改以一日降雨 500mm修正淹

水潛勢示意圖(如下圖 2)，較符合實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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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中市氣候變遷影響示意圖 

 

 

 

 

 

 

 

 

 

 

 

 

圖 2  臺中市氣候變遷影響示意圖(建議下修淹水潛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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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另就海平面上升對策，考量清水區、梧棲區及龍井區影響較顯著，爰建議

針對漁港、港口防護監測措施、提高海堤防護設施設計標準、沿海地區都

市計畫區利用公共設施設置滯洪池、增加透水面積減少地表逕流及檢討電

力、油氣供輸系統抗災能力進行指導。 

(四)有關氣候變遷衝擊災害，如土石流與山崩地滑、海平面上升、極端降雨與

淹水等，於本計畫（第八章）亦已指導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事項及實施

事項，如下表: 

地方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彙整表 

類別 應辦及配合事項 主辦機關 辦理時程 

玖、 

加強國土防減

災管理 

1.在相關防洪排水系統未建置完成前，應適度調整都市計畫地

區之容積率，及非都市土地使用強度，降低淹水風險地區之

人口與產業密度。 

2.山區公共工程及山區道路設應配合防災與安全需求，定期檢

討並改善其安全、排水及水土保持功能。 

3.土石流、山崩地滑高潛勢地區或地質高敏感地區，應適度調

降土地使用強度，並逐步將影響範圍內之聚落遷移至安全地

區，減輕可能發生之災情。 

4.本府應將海綿城市(Spongecities)及低衝擊開發(LID)概念納

入都市設計審議規範，加強建築基地及公共設施都市逕流吸

收設計標準，增加都市防洪減災能力。 

主辦機關： 

都市發展局、

地政局、建設

局 

協辦機關： 

水利局、民政

局、社會局 

經常辦理 

拾壹、 

國土保育措施

及環境敏感地

區檢討 

1.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據以辦理災害防救事項，並建置災害

潛勢基礎資料，供相關單位研擬防災應變措施。 

2.對於都市化程度較高或土地重劃地區之都會地區，推動流域

綜合治水，兼顧防洪、生態、親水景觀及資源永續利用之目

標，在河川流域上中下游應規劃興建調洪水庫、滯洪池、雨

水入滲與貯蓄及地下分洪等設施，有效降低都市河段洪峰流

量，全面改善淹水風險。 

3.持續推動市區排水、雨水下水道設施建設、疏濬、維護和管

理工作。 

4.配合土地利用監測計畫，加強對違規使用及超限利用之查

處，並嚴處不法行為。 

5.山坡地超限利用，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應主動輔導改善、查報

裁罰，恢復山坡地應有之水土保持功能。 

6..為降低天然災害發生對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所產生之衝擊及

保護具有特殊價值資源，請環境敏感地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其主管法令，加速劃設公告之。 

7.請水利主管機關整合各水庫管理機關，重新檢討水庫集水區

範圍。 

8.水庫集水區範圍內人口集居地區，應優先建設雨、污水下水

主辦、協辦 

機關： 

臺中市政府、

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經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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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應辦及配合事項 主辦機關 辦理時程 

道系統。 

9.劃定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並予公告。 

提請討論： 

(一)請各委員、內政部營建署就本議題相關章節內容，以及本議程所提下修淹

水潛勢示意圖提供意見。 

(二)請本府相關機關就前述說明內容及本議題相關章節內容提供意見，倘如有

修正意見或補充資料，請會後 1 週內提供，俾利納入本計畫或技術報告書

補充後提送審議： 

1. 環境保護局(執行本市氣候變遷行動綱領經驗)、消防局(執行本市災害

防救深耕計畫或相關防救災之應變與管理機制之經驗) 提供本議題相關

意見。 

2. 都市發展局(熱島效應之退燒計畫、降低都市計畫區土地利用強度、海

綿城市與低衝擊開發之都市設計規範)、地政局(降低非都市計畫區土地

利用強度)、建設局(山區道路防災與安全改善)、水利局(土石流與山崩

地滑、淹水、沿岸海平面上升因應)、民政局與社會局(里鄰災害防救應

變與整備、災害救助等。)就本議題及「地方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

辦事項及實施機關彙整表」提供相關意見。 

 (三) 請規劃單位配合說明下修淹水潛勢示意圖修正草案內容，另依各組委員意

見與本章調適策略，於計畫(第三章)所提臺中市六大策略分區，補充國土

保育面向土地使用指導原則，以提供下位計畫或相關建設或開發之依循。 

【2】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說明： 

  (一)本計畫（第七章）依據國土計畫法(第五章國土復育第 35~37 條)及「全國

國土計畫」指導，就本市土石流高潛勢地區、嚴重山崩地滑、嚴重地層下

陷、流域有生態環境劣化或安全之虞、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質敏

感或對國土保育有嚴重影響等地區依序指認與評估，成果整理如下表所示: 

 



8 

環境與災害類型 所在區域 

土石流高潛勢地區 主要危害範圍為大甲溪中游支流地區。 

嚴重山崩、地滑地區 主要分布於和平、東勢、新社、太平、霧峰、石

岡、豐原等地之山區及坡地，此外市境內沿台 7

甲線有大量大規模崩塌潛勢地區。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無 

流域有生態環境劣化或

安全之虞地區 

淹水潛勢範圍廣泛，自沿海至內陸均為可能淹水

範圍，另有大部分山區位於水庫集水區範圍及保

安林地內，應加強流域生態保護。 

 

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

化地區 

態環境較敏感地區包括沿海濕地(如高美濕地)及

位於和平區之雪霸、太魯閣等國家公園地區。 

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土

保育有嚴重影響之地區 

本計畫參據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地

質敏感區、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高度土壤液化

地區、火山爆發警戒區等環境條件，可知以土壤

液化為例，沿海一帶液化潛勢較高，尤其以清水、

龍井、梧棲一帶為最。 

(二)考量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現已有相關法令管制，劃設國土復育促進地

區因涉及未來民眾土地使用權益，需審慎評估，爰本計畫未提出「國土復

育促進地區」之建議，僅揭露「大梨山地滑區」供作各目的事業機關爾後

劃設之參考(詳計畫第 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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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論： 

（一）請各委員、內政部營建署就本議題相關章節內容提供意見。 

（二）請相關機關就前述說明內容及本議題相關章節內容提供意見，倘如有修

正意見或補充資料，請於會後 1 週內提供，俾利納入本計畫或技術報告

書補充後提送審議： 

1. 經濟部水利署、本府水利局(土石流、山崩地滑與淹水災害、流域生態

保護) 

2. 本府農業局(重要生態或濕地環境) 

3. 本府都市發展局(建造管理科)(地震與土壤液化) 

4. 本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和平區公所(大梨山地滑區、和平區或原住

民族土地高潛勢災害) 

議題二、國土保育(含環境特性、自然空間保育構想、國土保育地區模擬成果等) 及

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說明： 

(一) 本計畫（第二章）就自然環境與資源現況、災害與環境敏感地區進行盤點，

並提出本區域相關發展課題與對策(第 2-27~2-28頁)，以及自然與文化資源

保育構想(第 3-8~3-10頁)。 

(二) 另於計畫（第六章）依「全國國土計畫」及「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

劃設作業手冊」指導劃設「國土保育地區及其分類」(詳下表及示意圖，另

劃設條件於第 6-1頁、本市劃設情形於第 6-7頁)。 

國土保育地區劃設原則彙整表 

分區/分類 全國國土計畫(107 年 4 月)劃設原則 劃設參考指標 

國
土
保
育
地
區 

第一類 

1.位處山脈保育軸帶(中央山脈、雪山山脈、阿里山山

脈、玉山山脈、海岸山脈)、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

河口濕地等地區內，具有下列條件之陸域地區： 

(1)具保育自然價值之自然區域、地形、植物及礦物

之區域。 

(2)於重要特殊或多樣繁複之野生動物棲息環境，為

(1)自然保留區 

(2)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 

(3)國有林事業區內之自然

保護區與國土保安區、保

安林地、其他公有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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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分類 全國國土計畫(107 年 4 月)劃設原則 劃設參考指標 

保育野生動物，維護物種多樣性，與自然生態之

平衡需要，應加強保護之地區。 

(3)具有生態及保育價值之原始森林，具有生態代表

性之地景、林型，特殊之天然湖泊、溪流、沼澤、

海岸、沙灘等區域，為維護森林生態環境，保存

生物多樣性，所應保護之國有林、公有林地區；

及為涵養水源及防止災害等目的，所劃設保安林

地。 

(4)為保障水資源供應及維護水庫功能，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公告水庫蓄水範圍。 

(5)為確保飲用水水源水質，避免有砍伐林木、礦石

採取及相關污染水源水質之行為，所應劃定區域。 

(6)符合國土保育性質，或屬於水資源開發、流域跨

區域治理之水系或經公告之水道。 

(7)沿海富含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地及生態廊道，或

生態景觀及自然地貌豐富特殊，及具有重要海岸

生態系統，為保護與復育海岸資源劃定地區。 

(8)海岸河口具生態多樣性及重要保育物種，具有水

資源涵養功能之濕地。 

2.位於前 1.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區、自然保護區 

(4)水庫蓄水範圍 

(5)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

區、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

離內之地區 

(6)公告河川區域線 

(7)一級海岸保護區(與其他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

設原則重疊者) 

(8)國際、國家級重要濕地(核

心保育及生態復育區) 

第二類 

1.鄰近山脈保育軸帶、河川廊道、重要海岸及河口濕地

周邊地區內，具有下列條件之陸域地區： 

(1)國公有林地，依永續使用及不妨礙國土保安原

則，發展經濟營林、試驗實驗、森林遊樂等功能

地區。 

(2)高山丘陵易因地質脆弱鬆軟或坡向特殊，致重力

承載不足並產生坡度災害之地區。 

(3)河川野溪周邊因地質敏感及坡地特性，易因水土

混合及重力作用後，夾帶土石沿坡面或河道流動

所造成災害地區。 

(4)山坡地經實施土地可利用限度分類，查定為宜加

強保育地之地區。 

(5)為維護自來水供應之水質水量，就水源保護需要

所劃定之地區。 

2.現況尚未劃定使用分區及編定使用地之離島。 

3.位於前 1.範圍內之零星土地，應一併予以劃入。 

(1)國有林事業區內之林木

經營區與森林育樂區、大

專院校實驗林地、林業試

驗林 

(2)地質敏感區(山崩地滑) 

(3)土石流潛勢溪流(以土石

流影響範圍為主) 

(4)山坡地查定加強保育地 

(5)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涉及森林區、山坡地保育

區、風景區為主)。 

第三類 國家公園計畫地區。 國家公園計畫 

第四類 

都市計畫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具有下列條件

者： 

1.水源(水庫)特定區、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內保護或保

育相關分區或用地，符合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劃設條

都市計畫之保護區、河川區

(與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重

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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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分類 全國國土計畫(107 年 4 月)劃設原則 劃設參考指標 

件者。 

2.其他都市計畫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符合

國土保育性質，屬水資源開發、流域跨區域治理之水

系或經公告之水道範圍內者。 

 

臺中市國土保育地區分類模擬示意圖 

 (三)未來國土計畫全面轉軌後，都市土地、國家公園土地仍依都市計畫法、國家

公園法及相關計畫進行管制，其餘土地依循內政部刻正研訂「國土計畫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予以管制，以及各類型環境敏感地區之土地使用指導，暫不

另訂本市地域性土地使用管制內容，爾後如有需求再行於本計畫通盤檢討時

增訂，以上原則，提請討論。 

提請討論： 

（一）請各委員、內政部營建署就本議題相關章節內容提供意見。 

（二）請相關機關就前述說明內容及本議題相關章節內容提供意見，倘如有修正

意見或補充資料，請會後 1 週內提供，俾利納入本計畫或技術報告書補充

後提送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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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濟部水利署、本府水利局、農業局、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和平區公

所就計畫(第 2-27~2-28 頁)所提本市坡地超限與違規利用、保全水庫集

水區環境之因應對策等內容提供意見。 

2.雪霸、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劃設因涉及國家

公園計畫之範圍)；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綜合企劃科)(「國土保育

地區第四類」劃設涉及都市土地範圍保護區、河川區之範圍)；地政局(「國

土保育地區及分類」劃設內容)。 

議題三、海洋資源(含環境特性、海域保育或發展構想、海洋資源地區模擬成果等) 

及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說明： 

(一) 本計畫（第二章第 2-5~2-6頁）就海岸(域)資源現況進行盤點，並提出本區

域相關發展課題與對策(第 2-28 2-30 頁)，以及海域保育與發展構想(第

3-10~3-11頁)。 

(一) 另於計畫（第六章）依「全國國土計畫」及「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

劃設作業手冊」指導，就本市海域範圍之公告各類保護(育)區分布狀況、使

用現況與區位許可案件，劃設「海洋資源地區及其分類」(詳下表及示意圖，

另劃設條件於第 6-2~6-3頁、本市劃設情形於第 6-8~6-9頁)。 

(三)未來國土計畫全面轉軌後，都市土地、國家公園土地仍依都市計畫法、國家

公園法及相關計畫進行管制，其餘土地依循內政部刻正研訂「國土計畫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予以管制，以及各類型環境敏感地區之土地使用指導，暫不

另訂本市地域性土地使用管制內容，爾後如有需求再行於本計畫通盤檢討時

增訂，以上原則，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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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資源地區劃設原則及條件彙整表 

功能分區/分類 全國國土計畫(107 年 4 月)劃設原則 

海
洋
資
源
地
區 

第一類 

1.第一類之一：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 

2.第一類之二：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於申請許可之特定海域範圍(包括水面、水

體、海床或底土等)，設置人為設施，管制人員、船舶或其他行為進入或通過之使

用。 

3.第一類之三：屬第一類之一及第一類之二以外之範圍，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核定前，經行政院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其

使用需設置人為設施且具排他性者。 

第二類 

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區，於核准使用之特定海域範圍(包括水面、水體、海床或底土

等)，未設置人為設施；或擬增設置之人為設施，能維持其相容使用者。除特定時間外，

有條件容許人員、船舶或其他行為進入或通過之使用。 

第三類 其他尚未規劃或使用之海域。 

 

臺中市海洋資源地區分類模擬示意圖 

提請討論： 

（一）請各委員、內政部營建署就本議題相關章節內容提供意見。 

（二）請相關機關就前述說明內容及本議題相關章節內容提供意見，倘如有修正

意見或補充資料，請會後 1 週內提供，俾利納入本計畫或技術報告書補充

後提送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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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濟部水利署、本府經濟發展局、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就計畫(第

2-28~2-29頁)所提「海岸管理法」所訂一級海岸保護區影響沿岸漁業作

業、離岸風力發電對於海域生態或漁業經濟發展競合等內容提供意見。 

 (三)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本府文化局、文化資產處就本計畫(第 2-29~2-30頁)

提出水下文化資產保存議題等內容提供意見。另查就水下文化資產圖資部

分，本府前已函請文化部查詢，經該部 107 年 11 月 20 日文資物字第

1073013018 號函復本市管轄海域範圍，尚無涉已劃設之水下文化資產保

護區、列冊管理或其他適當保存方式之水下文化資產等，倘有相關圖資請

於會後一週內提供。 

(四)「海洋資源地區及分類」劃設內容請地政局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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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內政部及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專案小組組成委員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本市國土計畫委員部分) 

專案小組委員 加邀委員 

召集人 副召集人 小組成員 

張容瑛

(臺北大

學都市

計劃研

究所副

教授) 

陳璋玲(成功

大學水利及

海洋工程學

系教授) 

陳紫娥(前東華大

學環境學院及自

然資源與環境學

系教授)、游繁結

(中興大學水土保

持學系兼任教授) 

賴宗裕(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賴美蓉(逢

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教授)、黃書

禮(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全

球變遷與永續科學中心主任)、郭城孟(臺灣

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教授)、 

官大偉(臺灣原住民教授學會理事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臺中市國土計畫審議會】 

城鄉與農業發展專案小組 

召集人 副召集人 小組成員 

黃崇典

(本府秘

書長) 

黃文彬(都市

發展局局長) 

吳存金(地政局局長)、陳大田(建設局局長)、葉昭甫(交通局局

長)、蔡精強(農業局局長)、張峯源(經濟發展局局長)、范世億(水

利局局長)、吳志超(環境保護局局長)、林益陸(原住民族事務委

員會主任委員)、林左裕(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林宗敏(前省住

宅及都市發展處處長)、林志盈(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楊龍士(逢甲大學資深副校長/土地管理學系榮譽教授)、王大立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林良泰(逢甲大學建

設學院院長)。 

國土保育與海洋資源專案小組 

召集人 副召集人 小組成員 

王小璘

(前朝陽

科技大

學設計

學院教

授) 

吳志超(環境

保護局局

長)、張梅英

(逢甲大學土

地管理學系

副教授) 

黃文彬(都市發展局局長)、吳存金(地政局局長)、蔡精強(農業局

局長)、范世億(水利局局長)、林益陸(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

委員)、吳建威(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長)、周天穎(逢甲大學土地

管理學系特聘教授)、吳全安(海洋公園管理處前處長)、郭瓊瑩(中

國文化大學景觀系所副教授兼系主任兼所長)、謝政穎(逢甲大學

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副教授)、洪粹然(財團法人觀樹教育基

金會執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