濕地保育法施行細則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細則依濕地保育法（以 本細則授權依據。
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一條規定訂
定之。
第二條 相關單位或團體依本法 一、訂定暫定重要濕地申請書應備
第十二條第二項申請公告暫定
內容，及中央主管機關得逕為
重要濕地，應檢具下列書圖文
公告暫定濕地之程序與應辦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事項。
一、申請書。
二、本條文相關單位或團體之用詞
二、濕地範圍圖，其比例尺不小
亦包含機關、機構等意旨。
於二萬五千分之一。
三、濕地符合本法第八條各款之
一內容。
四、濕地現況、照片及緊急情況
之說明。
五、其他應表明之事項。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申請
後，應於十五日內完成初審，經
審查須予補正者，應通知申請單
位或團體於接獲通知書之日起
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
正仍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經前項初審合格者，中央主
管機關應邀集專家學者、申請單
位或團體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現場勘查，經評估該濕地具有本
法第八條所定事項者，逕予公告
暫定重要濕地，並以書面通知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單位或團
體及土地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
理人。
第三條 前條暫定重要濕地之現 訂定公告暫定濕地等應辦事項之
場勘查、公告及通知程序，中央 期限。
主管機關應於現場勘查之日起
三十日內完成。
第四條 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 訂定緊急情況逕行公告為暫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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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予公告為暫定重要濕地，經評 要濕地後，如評定為未具重要濕地
定為非重要濕地者，中央主管機 價值者之處理規定。
關應即公告廢止暫定重要濕
地，並以書面通知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申請單位或團體及土地所
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
第五條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 訂定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之年
一款所定計畫年期為二十五年。期。
第六條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 一、為落實濕地保育明智利用精
八款所定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
神，並考量因應氣候變遷之調
管理規定應考量重要濕地條
適與漸進之精神，亦即各重要
件、議題與管理之必要性等因素
濕地條件不同、待解決議題不
訂定下列事項：
同及每一階段應改善或復育
一、生物資源允許利用之時間、
策略或措施不同，爰訂定允許
範圍及方式。
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得
二、水資源允許利用與排放之地
視實際必要性擬具之事項。
點及基準。
二、為加強重要濕地保育，土地使
三、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允許利用
用及相關設施應符合明智利
行為與土地容許使用項
用精神，故第三款訂定重要濕
目、建築及設施等規定。
地保育利用計畫涉及都市計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予適
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部分，應
時、適地、適量、適性永續
於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
利用之事項。
規定中訂定容許之土地使用
項目。
第七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九 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檢討應考
條辦理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 慮事項。
檢討時，應考量重要濕地內生物
資源、水資源、土地及環境變遷
等因素，並檢討執行成效作適度
調整。
第八條 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 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辦理變更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主管機關 時機。
得隨時檢討變更或廢止：
一、配合本法第九條規定。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
三、配合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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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調查監測與科學研究證
據，有緊急保護特定物種及
其棲息環境之必要者。
第九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定義從來之現況使用。
所稱從來之現況使用，指該使用
行為至本法認定基準日時，仍持
續進行之狀態或行為。
第十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 一、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濕地內
所定簡易設施，為從來之現況使
得為從來之現況使用，同條第
用所需，包括下列設施：
三款亦顧及從來之現況使用
一、以竹、木、塑膠、角鋼、鐵
有一定新增設施之需求。考量
絲網等材料所搭建固定之
濕地生態保育及既有使用權
便道（橋）、棧道、棚架、
益，故訂定簡易設施相關認定
網室、溫室、網籠、圍籬、
規範。
欄杆及工寮等。
二、經歷年執行濕地業務勘查，目
二、其他經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
前濕地內普遍存在、符合本法
業主管機關認定對濕地生
意旨之簡易設施，包括農業生
態衝擊較小者。
產之網室、溫室、網籠等，漁
業生產及觀光活動所需之碼
頭、棧道、欄杆、圍籬、工寮，
以及前述使用與既有建物所
需衍生之設施等，其中存有許
多為無固定基礎、臨時性之簡
易設施。為便於後續許可之認
定及避免造成民眾困擾，參考
河川管理辦法之用詞「設置簡
易固定設施或構造物」並予以
明列。
三、另因濕地樣態眾多，各種使用
所需之簡易設施無法詳列，故
增列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機制。
第十一條 私有土地權利人依本 為考量簡易設施所需規模不同，爰
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申請增設 修正為依土地面積之比例認定。並
簡易設施，規定如下：
參考「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規
一、設施高度不得超過三點五公 定累計申請面積不得超過申請土
尺。
地面積之百分之十。
二、新增單一設施投影面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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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八十平方公尺。
三、擴建原設施，其申請面積不
得超過原設施面積之百分
之五十。
前項規定經主管機關會商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
此限。
第十二條 私有土地權利人依本 一、訂定申請設置簡易設施及變更
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增設
使用面積之檢附文件。
簡易設施或使用面積變更者，應 二、簡易設施或使用面積之變更如
檢具申請書及下列書圖文件向
亦屬建築法、水利法、農業發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展條例、漁業法、發展觀光條
一、國民身分證影本，其屬法人
例及其他法規規定應申請許
者，應檢具法人登記證明文
可者，若申請文件有重複之情
件及代表人身分證明文
形，基於便民及減少行政作業
件；為政府機關者，免附。
之原則，該項性質重複之文件
二、重要濕地增設簡易設施或變
得予免附。例如農糧署已訂定
更使用面積說明書，包括簡
六種農業溫室標準圖樣及相
易設施或變更使用面積之
關申請書圖文件，內容相當細
名稱、目的、種類、地點、
緻，包括申請人、面積、土地
數量、材料或面積等。
權屬等基本資訊，甚或足以判
三、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分區
斷是否對濕地生態造成影
證明。
響，故申請文件有重複者，得
四、位置略圖及設施配置圖，其
免與重複。
比例尺不得小於五百分之
一。
五、土地使用同意書。但土地為
申請人單獨所有者，免附。
六、簡易設施週邊環境現況。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文
件。
第十三條 主管機關收受申請重 訂定增設簡易設施或變更使用之
要濕地增設簡易設施或變更使 審查、補正及准駁等規定。
用面積許可後，應於三十日內完
成審查；經審查須予補正者，應
通知申請人於接獲通知書之日
起三個月內補正。
申請人得於前項補正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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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滿之日前，申請展延一個月；
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第一項申請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予許可：
一、增設簡易設施或變更使用面
積顯不合理或無經營管理
之必要。
二、增設簡易設施或變更使用面
積有破壞重要濕地環境之
虞。
三、違反本法或其他法令規定。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應將許可使 一、訂定主管機關對簡易設施及或
用之簡易設施及變更使用坐落
變更使用之管理。
土地之資料予以套繪、造冊，並 二、為利重要濕地長期管理，前述
建置資料庫列管。
簡易設施或變更使用類型，以
及所坐落之土地等相關資
訊，應提供相關電子圖資及檔
案函送中央主管機關以供彙
整。
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辦理本法第 明定重要濕地及週邊地區之開發
二十七條第一項之審查，得準用 或用行為應實施開發迴避衝擊減
本法第七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 輕及生態補償之審查，由本法第七
規定。
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審議小組為
之。
第十六條 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 訂定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報復育成
項復育成果應至少每季報中央 果備查之周期。
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七條 依本法第四十條第一 補充說明濕地保育法通過後，國際
項規定，視同國際級與國家級重 級與國家級重要濕地內從來之現
要濕地者，其從來之現況使用認 況使用認定基準日。
定基準日，為本法施行之日。
第十八條 本法所定重要濕地、暫 訂定重要濕地、暫定重要濕地及其
定重要濕地及其限制事項或禁 限制事項或禁止之行為與重要濕
止之行為與重要濕地保育利用 地保育利用計畫之生效基準日。
計畫之效力，自公告之日起生
效。
第十九條 主管機關得就重要濕 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公告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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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育利用計畫之研擬、從來之 家重要濕地涉及國家公園、自然保
現況使用增設變更及經營管理 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及野生動物
之許可、開發迴避衝擊減輕及生 重要棲息環境，為利後續執法，經
態補償之審查、處罰及其他相關 本部一百零三年十月二十七及二
事項委任所屬機關（構）或委託 十九日「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
其他機關（構）辦理。
未來管理機制研商會議」決議「保
育利用計畫之擬定、經營管理及相
關許可，與後續違法處分，依現行
既有管理模式及權責範圍委託原
管理機關管理，並優先委託具濕地
保育權責機關」，爰訂定本條以為
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權限移轉之
法規依據。
第二十條 本細則自本法施行之 本細則之施行日期。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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