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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4月 日荒野臺南分會舉辦了第一次 走讀

曾文溪 活動， 於這次是第一次，整個行

程 河烏來進行規劃 以後就 參與成員輪流規

劃 。這次走讀的河段是 出海口～國姓大橋 ，

我事先規劃的主題是 青 蛇大擺盪：從台江內

海到曾文溪三角洲的滄桑變 。不過事後想想，

如果把主題改為 曾文溪三角洲在保育與開發間

的拔河 可能更為明確。

年以前，現在的七股區與安南區絕大

部分地方都在 台江內海 內，那時的曾文溪

是從現在的將軍溪 以前稱 漚汪溪 出海。

年的大洪水造成台江內海淤積浮覆，也造

成曾文溪第一次大改道，主流改從現在的鹿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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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溪三角洲開發與保育的拔河
——第一次 走讀曾文溪 報告

溪出海，還有一個南分流就是現在流入鹽水溪

排水的 曾文溪排水 。 年以後曾文溪主

流才是從現在的曾文溪口出海。每次河道變遷，

都會造成重大災難，因此曾文溪就被稱為 青

蛇 。在這長期擺盪的過程中，形成了今天的曾

文溪三角洲，而台江內海如今也只剩下七股潟湖

與四草湖。因此，我們的第一次走讀，就以這個

曾文溪三角洲 作為走讀的範圍。

七股鹽田：濱南工業區、國際機場與國家溼地

我們一行十二位夥伴，分乘三輛汽車，上午

八點整從臺南東區裕文圖書館集合出發，第一站

來到將軍區的扇形鹽 與青鯤鯓漁村。沿路欣賞

沒有鹽的鹽 風光，到潟湖岸邊的台區觀海樓。

在台區觀海樓看到的是 年臺灣製鹽株式會

荒野臺南分會舉辦 走讀曾文溪 系列活動，將曾文溪分成 12 段，預

計從 201」 年 4 月起，每個月用一天或兩天時間腳踏實地去認真了解曾

文溪及其相關環境議題，思考荒野在這些議題中該有的立場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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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下，我們看到這個臺灣的極西點，如何一點

一點地被海水侵蝕，海岸後退，防風林倒塌，連

燈塔也後退了好多 這不就是國土的流失麼？曾

文溪上游沙源被水庫攔截，不但造成水庫淤積，

也造成沿海海岸後退 曾文水庫排沙 道工程就

是以補充海岸沙源作為說帖理 之一，只是耗費

鉅資的水利工程常常要到完成以後才知道結果如

何，否則，當年建造曾文水庫時，為什麼不知道

該弄個排沙道？而且連新建的南化水庫也沒有排

沙的設計，只好現在才來亡羊補牢

曾文溪口海埔堤防是在 年開始興建的，

年完成 當年說的目的是把這裡的泥灘地

開 為海埔新生地，作為農漁業使用 但是在

年時，臺南縣政府就已經提出 七股地區

綜合開 計畫 ，要在這裡開 七股工業區

燁聯鋼鐵與臺南縣政府於 年正式提出在這

裡興建大煉鋼廠 就在這裡準備大展宏圖的時

候，一種國際級的嬌客在這裡出現了，這就是黑

面琵鷺 當海埔堤防進行中時，這裡被鳥友們看

到有幾十隻黑面琵鷺 堤防完工後，在這裡圍出

來的淺水區域引來黑面琵鷺越聚越多，到

年已經有 隻 於當時估計全世界只有

隻，曾文溪口的棲息地頓時成為國際保育組織矚

目的焦點

年農委會公告黑面琵鷺為瀕臨絕種野

生動物，究竟要黑面琵鷺還是要大煉鋼廠，成了

一 痛苦的抉擇 從開 派的觀點來說，這個好

不容易圍出來的要當工業區的地方，被那些可惡

的黑面琵鷺霸占了 他們用了許多方法想把黑面

琵鷺趕走，包括放炮 槍殺等等，但都無濟於事

年環保署終於將這裡的大煉鋼廠計畫退回

此後大煉鋼廠與東帝士的七輕合作轉向七股鹽

規劃濱南工業區，請看上文 蘇煥智當選縣長

後， 年農委會與臺南縣政府分別公告曾文溪

口北岸黑面琵鷺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與野生動

物保護區 年內政部評選曾文溪口溼地為國

際級溼地， 年確定範圍 年台江國家

公 也把這裡整個劃入 看來，黑面琵鷺已經成

為臺南之光，保護黑面琵鷺成了臺南人的榮耀

尾聲

我們此行的最後一站是到曾文溪口南岸，這

裡有著正在 生的一 環境議題：城西垃圾掩埋

場與防風林的拔河 臺南 政府在這裡已經有一

座城西焚化爐，也同時在這裡興建垃圾掩埋場

掩埋場的一 二期已經掩埋完畢，第三期快要滿

了，因此 政府決定要在這裡興建第四期掩埋

場 問題是：焚化爐與海岸間有一大片相當廣闊

綿長的防風林，這裡的防風林已經納入台江國家

公 第四期掩埋場場址就在國家公 範圍內的

防風林裡面，必須砍伐七公頃的防風林 防風林

內生態豐富，而且是一種極稀有的生物—— 臺

灣暗蟬 的最大棲息地 這件案子一直到環評通

過後才被外界 覺，引起保育界的強烈抗議，尤

其臺南社大台江分校 在臺南社大台江分校的

力下，臺南 政府已經宣 本案暫緩，但願以後

不會再起死回生

因為時間已超過三點，我們沒辦法進入防風

林內好好感受防風林內的生態之美，曾文溪口的

環境議題也不止上述的這些，以後有機會時，還

可以繼續來曾文溪口地區做更深度的探索 在曾

文溪口南岸的青草崙堤防上，拍完合照後，宣

第一次 走讀曾文溪 利結束 面對浩瀚的曾

文溪口，我們相信，這個美麗的曾文溪，需要更

多的理解 更多的守護

眼前最急迫的事，可能是應該站出來協 溼

地管理單位 居民與其他保育團體，尋求共識，

滿解決

社所開闢的臺灣第一個現 化鹽 ，而在青鯤鯓

扇形鹽 所看到的則是臺灣製鹽總廠在 年

才完成的最新鹽 在這兩點之間相連的廣大鹽

，面積遼闊，當臺灣鹽業整個結束以後，這一

片水鄉澤國究竟何去何從，成了各方角力的焦點

故事開始於 年 這一年一 超大型開

計畫在這個鹽 區域 場，這就是所謂 濱南

工業區 燁聯與東帝士集團聯合提出在七股鹽

與潟湖北部開 濱南工業區，總面積 公

頃，興建一貫作業大煉鋼廠與石化綜合廠 通稱

七輕 ，這個計畫在 年年底通過環評

但是這 開 案遭受當時擔任立委的蘇煥智強烈

反對 蘇煥智在反濱南的聲浪中，於 年當

選臺南縣長 濱南案才逐漸沉寂， 年經濟

部正式終止濱南工業區案

蘇煥智當選縣長後， 即於 年提出 南

部國際空港暨自 貿易港區計畫 本來，在七

股地區建設國際機場，在 年時也曾 當時

縣長陳唐山提出，當時計劃的場址在潟湖西北未

浮出的沙洲 但是蘇煥智提出的地點已經轉移到

七股 將軍間的鹽 機場 公頃，自 貿

易港區 公頃，包括自 貿易區與航太工業

區 人費解的是：當年蘇煥智以保護黑面琵鷺

作為反濱南的理 ，難道國際機場對黑面琵鷺就

不會構成威脅？國際機場案並沒有得到交通部的

支持，主要原因是高鐵通車後，到桃 搭飛機已

經沒什麼困難了

濱南工業區 與 國際機場 兩敗俱傷之

後，這個廣袤鹽 何去何從還是一個重大議題

年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 成立，範圍

包括這裡的整大片鹽 ，這是交通部轄下以 展

觀光為目的的組織，北門 袋的 水晶教堂

高跟鞋教堂 就是他們的傑作 他們也真的在

年 月開始規劃在這裡的鹽 上設輕航機

跑道 高空跳傘，民航局也準備開放空域， 政

府 議會都表示支持，最後因黑琵保育協會反

對而作罷 年 台江國家公 成立時，

雖然北界達到青山漁港南岸，但是範圍只在潟湖

與沙洲，並沒有真正觸及這片鹽

真正對鹽 出路造成重大影響的是 內

政部評選 七股鹽 溼地 為 國家級溼地

年內政部公告確定國家溼地範圍時， 七

股鹽 溼地 的保育利用計畫範圍更擴大到幾乎

全部的鹽 這一來，鹽 溼地的劃設招來當地

住民強烈反對 我們一行人在青鯤鯓時，在分會

長黑琵引領下，與當地居民晤談 當地居民毫不

掩飾地表達他們對鹽 溼地劃設的疑慮與恐懼

他們本來可以自 地在鹽 裡面採集漁產，他們

擔心劃設為溼地以後可能被禁止，從而影響他們

的生計 我們的夥伴雪鴞說得好： 型塑出來的

對立，其實差別在意願而已 願意就能找出方法，

不願意也就有一百種理 如果不想讓當地居

民被政客操弄，官方 保育團體與當地居民間，

需要有更多的溝通 很可能，荒野保護協會有義

務為大家尋求共識，找出解決的方法

曾文溪口北岸：海埔堤防、七股工業區與黑面琵鷺

中午在龍山社區吃過當地的海產之後，我

們一行前往臺灣極西點的國聖燈塔，然後沿著西

海岸到曾文溪口黑面琵鷺主棲地的海埔堤防，接

著到正王府看曾文溪北岸的九塊厝堤防 在野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