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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意見陳述與回覆說明內容

以下會議紀錄儘量採逐字記載，其實際內容以現場錄

影、錄音為準。

【主持人致詞】

黃文雄(國科會副主任委員)：各位鄉親，各位朋友還有賴委員，

兩位共同主持人大家早安，正如剛才講我非常高興回到

我的故鄉，把中部科學園區把他做好，同時也要感謝各

位朋友百忙之中來參加我們的聽證會。那麼中科后里園

區的開發，我今天是主人，剛才司儀也介紹過我是國家

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黃文雄，我在石岡長大，在大甲

溪的中游，剛也介紹我右手邊是李博士，我左手邊是我

們的朱會長來共同來主持。中科后里園區包括后里及七

星基地，相關園區開發的計畫實際上都已經審定在案，

今天舉辦第二次聽證會主要目的是就第一次聽證會大家

所提出的意見，需要進一步釐清的問題，再次廣泛聽大

家對園區開發的建議。其實中部科學園區我想將來都會

變成大家的好鄰居，我們科學園區管理局的同仁，包括

我自己在內，都是從竹科到南科到中部園區，所以經驗

非常豐富。那麼各位種種關心，我想大家是愛之深，責

之切這是可以體會的，剛才正如委員所講到的，其實大

家關心這塊土地，不只是為我們這一代的繁榮，其實是

為我們下一代永續發展在努力，所以我現在是主持人，

是中立的；不過如果是國科會的立場來講，我相信我們

中部科學園區，會成為台灣最好的科學園區，剛剛講到

我們的局長和我們很多的同仁都是身經百戰，從南到北

其實也包括我自己在內，所以我想聽大家的意見集思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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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提供我們中科管理局很多，可以改善可以進步的一些

參考，為了讓各位了解這次聽證會的內容，等下正如司

儀所講的，我會請中科管理局的同仁來說明今天討論的

議題，這議題其實是基於我們上次聽證會各方好的意

見，我們把他歸納整理比較重要的東西，可以具體來推

動的事情，那麼剛才司儀也把規則給宣布，請各位在詳

讀我們的會議資料有關會場規則及發言規則，那麼主辦

單位也張貼在四周有這個規則的資料，請各位參考，因

為這次聽證會非常踴躍，所以我們為了把握時間，而且

要維護每位發言人的權利，發言時間非常有限，務必請

各位遵守我們的規則，使我們這次聽證會，有效果而且

順利進行。最後我們是預祝今天聽證會圓滿成功，各位

朋友各位鄉親身體健康事業順利，謝謝。

【議題一、中科用水計畫】

郭鴻裕（農委會農業試驗所研究員）：主持人、大家好。整個中

科最重要就是供水問題，從水資局的資料來講，他是自

來水嚴重設施不足、備源能力不足、長期水源不足。他

的處理辦法是：第一個是提高自來水抄見率至全省 65%；

第二個是大安、大甲溪聯合供應系統；第三個是第三套

供水設備。最重要的其實是調撥農業用水每日 13 萬噸，

這些經費總共 220 億。所以我們要問：全民負擔 220 億

符合不符合，有 没 有 經 濟 效 益 ？他的影響是什麼？投資

220 億的供水只服務幾家廠商，請問你們這樣子有社會正

義？此外你們還認為調撥農業用水勢必在行，而且理直

氣壯，請問你們的根據法源基礎是什麼？水利會同意調

撥農業用水的法源根據又是什麼？在調撥農業用水有幾

個議題需要提：什麼場合需要調撥農業用水？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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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枯旱缺水是怎樣定義？幾月到幾月？第三個，枯水期

是不是長期沒降雨，假 如 長期 没 降雨，農業是不是需水

殷切，農作物會枯死，你們怎樣子來認為廠商的經濟效

益，必須犧牲農民的代價？目前的技術，可不可以一年

前就預測要缺水休耕？如果農民前一年就購買花卉種子

卻因為被調撥農業用水休耕，那你們怎麼賠償？(參閱

「附件 1-1」郭鴻裕提供之圖資)

朱增宏（會議主持人）：在兩分鐘內提出問題很多，請問開發單

位準備如何來回答這麼多的問題呢？

游志祥（中科管理局技士）：我先就簡單這幾個問題來做一個統

整的回覆。有關所提到的調撥農業用水的部分，我要先

強調 13 萬噸的部分是由水利署已經核定我們的用水計畫

書，來做大甲大安的聯合調度，是沒有所謂的移撥農業

用水的問題。所謂的枯旱期是怎樣定義，目前的定義是

10 月到翌年 4 月。枯水期如果是全台乾旱的話，我們會

依照經濟部頒的「農業用水調度使用作業協調要點」來

辦理，這裏面最主要的依據是依照當年的農家賺款，以

滿足他的農家賺款來做合理的補償措施，這些補償的費

用我們會核實依照這個規定來辦理補償。(參閱「附件 1-

2」中科會場提供圖資)

朱增宏：對，你是回答說，13 萬噸每天的這個用水，是水利署提

供的這個計畫，不會用到大安大甲。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還是說，你的意思是說不會調撥到農業用水，因為水利署

的這個有大安大甲的計畫？因為他的問題是提出，你們有

3 個，其實有 4 個用水，抄見率、大安大甲聯合用水計

畫，還有第三套供水計畫及農業用水，你的回答是說不會

用到農業用水，除非枯水期，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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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志祥：我這邊要跟各位說明強調是說，園區用水計畫，因為園

區也是用水單位，我們所有的用水必須經過全國的水利主

管機關─水利署來核定這個計畫，他核定計畫的時候當然

就會有一個全盤的考量的配套措施。他的原則，我們跟他

協調跟他目前核定的結果就是，利用大甲、大安，這個整

個區域性來做調度，目前所規劃出來的年期的部分，是不

會影響到整個農業用水的部分。

朱增宏：好，我想請問一下，那你們有什麼…？他的意思就是

說，不會影響到農業用水。

郭鴻裕：我剛剛已經提過了，在水利署，在后里墩北活動中心的

裏面講到，就是要調撥農業用水，我不相信，你們不會去

調撥農業用水這件事情，我覺得是有點逃避這種責任。

朱增宏：我想釐清一個問題，到底會不會調撥農業用水，應該是

你們一直質疑的問題，是不是有水利署可以來說明嗎？到

底會不會調撥農業用水？我再說明一下，他們有在問的是

法源基礎跟你們的程序正義。怎麼決定這個要不要調撥農

業用水？

林元鵬（水利署科長）：主席、各位鄉親、各位代表大家好。針

對剛剛郭委員提問的一個，有關於調撥農業用水的部分，

我是水利署的代表，在這邊來做一個很簡要的說明。事實

上這個用水計畫是我們水利署來核定的。原則上這個計

畫，我們不能說他一定不會用到農業用水，而只能講說，

一般一個平水年，就是正常的一個水文年，他是不需要用

到農業用水。但是遇到枯旱的狀況，那枯旱的狀況事實

上，也不只這個科學園區用到農業用水，全省很多的工業

區、民生用水都會去移用農業用水。我想這是國家為穩定

整個民生跟產業的一個用水政策，必須要做的部分。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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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計畫的執行的過程裏面，他有一個預估的用水的時

程，可 能 在 我 們 整 個 工 程 還 没 全 面推 展 完 成 之 前 ，可能有

一、二年時間，有可能需要用到部分的農業用水，但這個

農業用水並不會影響農民的灌溉，因為我們事實上是請水

利會這邊是做加強灌溉管理。所謂加強灌溉管理就是說，

平常因為我們水是讓他流到圳裡面，就流到大海。但是我

們是希望藉由多一點人力去管理整個閘門，跟一些操作過

程，讓他原來要流到海裡的水可以節約下來，那這個節約

下來的水，事實上也不僅可以供應給中科這邊用，事實上

民生用水我們希望藉由這些水節約下來來使用。當然這些

條件下都必須要在滿足農業基本的耕作權利，還有就是保

育用水及耕作權利的條件下，我們才移用出來。所以經過

這整個計算以後，我們認為整個中科這個三期的基地所需

要用水，我們事實上是可以經過這些措施來滿足，所以我

們才由水利署這邊來核發整個用水計畫的一個過程。那當

然剛剛郭委員談到說有關這一個法源依據，事實上這個在

我們水利法裡都有明確的規範，我們才可以做這個行為。

以上說明。

朱增宏：謝謝林科長。所以我想你主要的說明就是，基本上是在

枯旱的期才會調撥，而且這個調撥的狀況是，不是只有農

業，其他也會需要，但是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是你們現在

還 有 其 他 的 工 程 還 没 有 完 成 ，如果完成了其實就不會的，

工程完成之前這是會的。第二個你們之所以調撥的理由是

你們要加強灌溉管理，而且第三個條件是你們會保留農業

用水，保留保育用水，換句話說不會影響農業用水跟保育

用水，那這個部分你們覺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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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鴻裕：我們是覺得在剛剛一開始，我特別是拿水利署的簡報資

料，而且是對長官的簡報資料；去年 95 年 12 月 20 日的

簡報資料，你還恭請裁示。你已經講明長期是缺水的狀

況，水怎麼還夠，我從來不相信你們。水流來流去你當然

是這麼說。可是我覺得你剛剛的解釋對大家來講根本就是

不夠，因為你們的用水計畫需求裡就是要移用農業用水 13

萬立方公尺每日，我覺得你忽視掉了你們自己的資料。

朱增宏：可不可以打斷你一下，因為他說是不會，那你的根據是

什麼？他的說明是說不會。

郭鴻裕：請倒回去原來的（投影片）；請問大安溪灌區加強灌溉

移調 13 萬噸，這難道是二、三年的事嗎？你看看你們的

供水計畫，供水需求的線，你這 13 萬難道是…，你看你

保留苗栗才 5 萬噸，第一個淨水廠一天就 20 萬噸，你這

比例成比例嗎？你說的過去嗎？(參閱「附件 1-1」郭鴻裕

提供圖資)

朱增宏：你的意思是說，不可能是在短期是嗎，短期內不可能？

郭鴻裕：從他們的計畫書裏面是 99 年到 102 年。

朱增宏：都還不可能完成這個計畫？所以必須…。

郭鴻裕：對，甚至是到 110 年，你看這個…。

朱增宏：這跟農業用水有什麼關聯？

郭鴻裕：因為現在就是自來水的抄見率太低了，所以這些水不

夠，水都漏光了，所以他們要到 110 年抄見率才可以提高

到 65%，所以長期來講，你根本補不起來這個缺洞的。

朱增宏：換句話說，在 110 年之前，抄見率不可能提高到 65%，

所以換句話說，其實你水是不可能照你所說的，是夠的，

是不是這個意思？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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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元鵬：我想，首先跟郭委員報告一下，我們事實上整個有關用

水部分，事實上我們一直在規劃，所以老實講，我個人不

曉得說你拿到這個版本是不是最新的版本，事實上我們水

利署針對整個的用水部分，我們是一直在做一個規劃，跟

一些工程的一個進展。

朱增宏：請問一下，一直規劃的意思是什麼？那你剛剛講說如果

你有新的版本，你現在有新的版本嗎？

林元鵬：我們事實上用水計畫核定的時候，就是有用水計畫的核

定版本，原則上，我們整個水源我剛剛有報告過，大概農

業用水部分，我們事實上是，針對這個計畫，因為農業用

水移用的部分，事實上我剛剛有報告過，不一定是針對這

個案件，可能是整個民生用水…。

朱增宏：你就針對這個案件。

林元鵬：對，我就針對這個案件講就是說，我們原則上的一個策

略來講就是，農業用水的部分，我們原則上是將來有一個

大安大甲聯合運用的整體大台中改善工程去推動，那推動

完成以後，大概 101 年推動完成，整個用水是可以滿足

的。但是在整個過程裡面，大概有一、二年，二、三年的

時間，他的用水會比較緊一點，所以在枯旱年時候，可能

會有一點，可能需要來跟農業用水這邊做協助。事實上我

剛剛有報告過，我們如果遇到這一種狀況的時候，我們跟

水利會這邊做協助，我們是希望採取加強灌溉管理的措

施，就是在不影響農民的權益下，然後來做一些加強管

理，把那一點點水量移用出來，來當做給廠商來使用，所

以 我 想 應 該是 没 有 違背 我 剛 剛 講 的 意 思 。

朱增宏：我請問兩點，換句話說，你的意思是在 101 年之前還是

有可能會調撥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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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元鵬：是。

朱增宏：但是你的調撥方法是加強灌溉管理，是不是這個意思？

林元鵬：是、是，我大概確定是這個方向。

朱增宏：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郭鴻裕：我有一個問題需要…，請問中科環評通過是在什麼時

候？是不是 95 年 6 月 30 日？在這個計畫，你的用水計畫

是在那一年提出，跟上級提出報告？是在 95 年 12 月 20

日。(參閱「附件 1-1」郭鴻裕提供圖資)

朱增宏：你的意思是說環評通過以後，才提出這個用水計畫？

郭鴻裕：是。我就知道你們會故意來，我特別提出來，你們這一

個報告是在環評之後做的，根本在環評的時候，你根本用

水計畫，那你現在還在改來改去，整個用水計畫可以這樣

輕易改來改去，這表示沒有計畫嗎！(參閱「附件 1-1」郭

鴻裕提供圖資)

朱增宏：水利署，你可以說明一下嗎？他主要是質疑說，你的水

是，等於是配合環評來調整的，你的計畫都是用環評之後

才來調整的，才計畫的。

郭坤明（中科管理局副局長）：主席，我是中科管理局，我針對

這一點，我跟大家說明一下，我們的產業引進跟整個核配

用地的部分，我們也都遵照包括環評委員，跟現在很多人

的關心，我們也一直在努力、在調整。用水計畫書到現在

我們當然是要繼續地去修正，修正的目的是要讓它更符合

實際的狀況，依照目前我們真正引進的產業別，依照現在

真正每個廠商生產所需要用水的部分，我們也希望說把它

修正得比較符合我們真實的需要，所以我們到現在還持續

地在修定這個計畫，但這種修定是一種健康的、良性的修

定，讓他符合實際的需求，並不是說他沒有計畫。原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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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裏面用的 13 萬 7 千噸的水，這是確定的。剛才講到

說 98 年到 101 年水利署認為有可能會因為這個枯旱要移

用一些農業用水的部分，事實上，目前我們已經努力地在

調整我們目前用水的時程，那現在看起來我們在新修正會

送給水利署的版本裡面，我們也會把 98 年到 101 年中科

這邊需要用水的量的時程往後再延一點，避免說，如果說

工程兩、三年之內沒辦法完成的時候，造成台中，大台中

地區用水的緊張，我們會主動地把一些需要用水的部分往

後挪，不要讓他這種現象發生。

朱增宏：謝謝你的說明。你的意思是說，其實你的用水計畫不斷

地調整是正常的，而且是健康的。那你說 13.7 萬噸這是

確定的，是什麼意思？因為剛剛講那個是農業用水喔？

郭坤明：13.7 萬噸指的是中科整個的園區裡面所有的廠商比照目

前滿載的生產量，我們向水利署核配的用水計畫書，每天

是 13.7 萬噸。但是目前在生產的期程是按步就班，慢慢

地裝機進來的，所以時程上我們會努力地去調控。

朱增宏：是滿載才會用到這麼多，如果沒有的話你們會是慢慢去

調控的。我倒是不太明瞭的一點，環評之後再去調整用水

計畫，這個是可以接受的嗎？不知道李老師對這個問題有

没 有 什 麼看 法 ？没 有 。好，我們就請繼續。

郭鴻裕：請跳到第 11 張。剛剛提到調撥農業用水是要用，根據

這個調撥農業用水，枯旱期調撥農業用水的補償要點來

做。那要問的是，農民收益影響有多大？如何補償？那剛

剛是講說你們有一個賠償要點，是多少錢？請說出來。環

評書有沒有敘述當地的農業產業？有沒有各類栽培面積？

有沒有擬定不同作物的栽培賠償？還是一致都是一樣的價

格？如果因為調撥農業用水而影響民生收益怎麼樣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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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實施要點有沒有法律來源，該要點是用什麼作物為基礎

來估算農民的補償？本地的花農、果農栽培成本是多少？

環評書有沒有估算，農業需要用水的時程跟經濟的關連，

關連產值是多少？從人口社會安定的效益又是怎麼樣？資

料的數據是從何而來？調查的評估內容是怎麼樣？方法是

怎麼樣？由誰執行？調查的報告跟原始資料存放在那邊？

由誰保管？再來其次是蔬菜、果農、花農需要前一年跟國

外訂貨，你們在中間假如是突然說要喊停水休耕，那這個

農田水利會要不要負責賠償？那一年中突然宣佈休耕的

話，農田水利會要不要負責賠償？那法律的基礎又是怎麼

樣？有沒有透過公開的說明？所謂剛剛講的來自於灌溉的

加強管理是怎麼樣說？效率又怎樣評估？是那一個單位做

的？誰來評鑑這樣的一個可信度？那些條件、水量、金

額、經費，有那些法源基礎？有沒有透過公開的程序？

OK，我問到這邊。(參閱「附件 1-1」郭鴻裕提供圖資)

朱增宏：我發現有一個問題。各位我們在座的長官，就是說，好

像民間團體第一個上台的，就是當地也是民眾代表，第一

個上台的就提出這麼多問題，可是我們如果在聽證裏面，

每個限定只有兩分鐘，這個問題我們不可能因為只是時間

過了就算了，因為這些問題還是繼續存在呀。那如果民眾

沒有獲得一個比較明確答覆的話，那很顯然這個時間，這

個聽證會就變成只是表面，我們只是把這時間 RUN 完了，

其實也沒有獲得答案，那這樣的聽證有什麼意思呢？所以

我就是在想說，因為剛剛這個問題這麼多，包括剛剛農業

用水，我還想請問就是郭老師你們對於剛剛農業用水的說

法，你們覺得可以了嗎？你們可以同意那個說法嗎？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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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我們要，既然是一個聽證程序，那個問題我們必須有

一個解決，一個很明確的解決。

郭鴻裕：我想大部分的農民都認為，因為之前水資局在后里鄉跟

農民的解釋裏面，農民都已經相當地反對，因為所謂大甲

溪、大安溪的聯合供應用水就是調撥農業用水，只是把它

隱藏在裡面，我 覺得 開 發 單 位 從 來 没 有 正 視 這 個 問 題。那

在那邊的調撥農業用水，農民都認為不可行，絕對會影響

到他們的權益，開發單位一再地在逃避這些問題，那事實

上剛剛的幻燈片，我也有找出來，事實上是整個有 60

張，那當然是需要一些時間討論，只是說我們礙於兩分

鐘，我們沒辦法在這樣的時間裏面表達出來。

朱增宏：你現在又提了另一個新的問題。你認為因為大安、大甲

聯合用水，根據水利署的說法，他是在 101 年以後，他是

可以完成的，可以再不用調撥農業用水的，但是你現在的

說法是說，大、大甲聯合用水就是農業用水，那這個是非

常大的爭議，你的證據跟你的資料說明在那裏？

郭鴻裕：這個在水利署中區水資局曾經在今年的 7 月 14 日，應

該是在后里鄉的墩北活動中心裏面，曾經舉辦了一個環評

說明書之前的說明會，裏面就有這些資料，我今天沒帶

來，不過我相信那些資料是存在的。

朱增宏：好，請，謝謝。

鐘文傳（中科管理局組長）：我是中科營建組，我直接負責我們

中科整個用水的調度，用水的計畫。我中科營建組，我姓

鍾。我本身參加中區水資源局的各項的評選，這個都是我

去參加的資料。我們可以肯定的就是說，一直到民國 100

年中科都不會用到農業用水，所以現在水利署跟我們協

調，為什麼不會用到農業用水？因為這個大甲、大安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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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環境的那個聯合輸水工程規劃，水利署提出了 300 多

億、200 多億的計畫；6 月份在那邊辦說明會，他也邀請

我去參加，那時 候 我 没 有 空 ，我請我們同事去參加。在這

個計畫裏面其中有一項，水利署這邊補助 1 億多給台中農

田水利會，他要從后里的公館圳，從大安溪那邊調撥水到

大甲溪這邊，所以說這個 1 億多花下去的話，台中農田水

利會這個水可以從大甲溪調撥到大安溪這邊，可以供給公

館地區的農民使用，所以說就不會再缺到這個水。那這個

中科這邊的用水只是佔那個大台中地區 130 萬噸裏面的差

不多不到十分之一，滿載的話，滿載應該是 100 多年，目

前是，現在是才用到 4300 噸，可能差不多 2、3 年之內才

會用到 2、3 萬噸，是這樣的情形；所以說用水計畫我們

中科跟水利署，跟自來水公司，跟台中農田水利會這一、

二年來，從那個環評通過之後，我們一直在修正，所以修

正之後，我們目前是，我們中科承諾不用到農業用水，不

調撥農業用水。這是中科的說明。

朱增宏：中科不調撥農業用水，好，那請問…。

郭鴻裕：我們再往前調到第 2 張的幻燈片。這 没 有把他釐清楚，

開發單位從來不認帳。OK 這是水利署自己評估的，我相信

這個資料是存在水利署，你們怎麼樣檢討現況？這個，你

們自己提出有一個中科效應，未來用水將要增加 40 萬

噸，請問 40 萬噸的用水每日是多少？是 160 萬…。

鐘文傳：郭委員，這個計畫不是針對中科，是針對大台中地區，

2、3 百億是針對大台中地區，包括彰化，我們往北包括苗

栗。

郭鴻裕：不要再提彰化，你還要把彰化的水抽回來。我問你，彰

化那邊的水要抽回來，你這樣叫作幫忙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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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文傳：這個你看，一日是 40 萬噸，中科到一百多年的時候才

13 萬噸啊，怎麼會是 40 萬噸，所以說這個 40 萬噸是包括

整個大台中地區。

郭鴻裕：你的中科效應是不是包括中科一、二期？

朱增宏：没 有 ，他的說法是說，他這整個計畫是指大台中地區的

每天 40 萬噸，但如果中科的…。我們現在只是談中科會

不會用到農業用水，他的關鍵影響到底是什麼？

郭鴻裕：那我們今天把大甲溪所有的水管都切斷，台中會不會缺

水？請回答，會不會缺水？請說，佔多少？

鐘文傳：大甲溪的水源切斷，是嗎？

郭鴻裕：不是，把鯉魚潭淨水場的水切斷，台中會不會缺水？

鐘文傳：那就缺了啊。鯉魚潭一天可以供應 80 萬噸啊。

郭鴻裕：問題是鯉魚潭的水從那來？

鐘文傳：石岡壩這邊一天可以供應 110 萬噸，所以他現在一天是

170 萬噸，那是聯合調度啦。

郭鴻裕：請問你，鯉魚潭的水是從那來的？

朱增宏：我覺得聽不太懂，你可不可以說明一下，為什麼你說切

斷鯉魚潭的水，跟中科用水有什麼關聯？

郭鴻裕：因為他剛剛提說，所謂中科只用 13 萬噸，講的是后里

園區，今天我們討論的是后里園區。可是，事實上中科

一、二期是在台中大雅地區，那他這邊水其實也是不夠

的，你的水是給大台中區用，其實就是你講的中科效應

嗎？這是你們自己的簡報，不是我做的啊。

朱增宏：請問這樣有清楚嗎？他的問題，我想你們應該是更清

楚。你可不可以先釐清一下他的問題，好不好？因為畢竟

我們不是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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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元鵬（水利署水源經營組科長）：我想這個我來說明一下。事

實上這個有關於 40 萬噸這個部分，因為這個中科一、二

期大概用到 14.5，我 如 果 没 有 記 錯 的 話，那三期是 13 點

多，所以總共是 27 點多…28.3 多嗎？那事實上我們整個

考慮，當時是中科進駐以後很多產業相繼投入，事實上這

個部分，我們如果以中科來講的話，是增加 28 點多。但

我們事實上在考慮整個需求的時候，不僅只有考慮這個 28

點多，因為你要把那個自來水漏水率加進來，所以才會跑

到 3、40，所以才有 3、40 這個量。但是我必須要再說

明，事 實 上 郭委 員 講 的 並 没 有 錯 ，其實鐘組 長他 講 的 也 没

有錯，只是我要說明就是說整個這個大台中穩定工程計

畫，這個計畫我們當初的考慮並不是完全考慮中科來用，

因中科如果三期的話他的量是有限的，但是我們是考量整

個台中地區他的整個淨水場備源能力是不夠的，所以我們

主要的錢，220 億裏面主要的錢最主要就花在淨水廠，要

滿足整個台中地區，因為台中地區除了有鯉魚潭 80 萬噸

淨水場以外，還有豐原淨水廠老舊問題，增加 80 萬噸不

是要給中科用的，是整個台中來使用，很多錢花在管線汰

換部分，因整個台中地區從 921 地震以後漏水率達 3、4

成左右，整個抄見率只有 5 成出頭，整個台灣來說是最

低，所以大台中整穩定工程計畫，除了滿足台中地區民生

用水以外，抽換管線使整個抄見率提升，是這個計畫最主

要功能。以上先作這樣補充，謝謝。

朱增宏：對不起，我想黃副主委一直提醒我時間的問題，不過我

覺得如果今天我們用水是農民最關心的，可是這個問題。

其實也許水利署是對的，可是一直講不清楚，農民可能也

聽不懂，或者是一直不了解他旳道理何在，其實你們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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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也一直存在。所以是不是可以。這樣他的解釋你聽得懂

了嗎？這樣子變成…。

郭鴻裕：因為水利署的計畫他是有一個供需的圖，那我們看供需

的圖。Ok，這是他們每一個階段，比方說這個每日穩定供

應這 157 萬噸，這提升有一個措施以後可以提升到 170，

然後最後整個大台中就是 183 萬噸。那這個是，紅線是需

水的一個估算，那在這邊的話，事實上是有一些特別提到

的就是大安溪的灌區加強灌溉管理，那其實裡面包括所謂

的大甲溪、大安溪的聯合調度，他的水是先流到淨水場，

剩下的水再留給后里圳去給農民灌溉，那這樣農民的水圳

本來從大安溪直接引進后里圳，或者是從大甲溪引到內埔

圳，那你現在先把人家攔掉了，然後剩下的水才給你用，

這不是調撥農業用水？(參閱「附件 1-1」郭鴻裕提供圖資)

朱增宏：好，這樣你聽懂了嗎？我覺得你可不可以先說明他的，

如果你要說他不對的話，請你告訴我他錯在那裏？好不

好？然後你們的正確的說法是什麼？

林元鵬：其實我剛剛一直在講的，郭委 員 講 並 没 有 錯 ，我不是要

反駁他；我一直在解釋說，事實上由這個圖來看，事實上

整個大台中穩定供水計畫，事實上之前有報行政院，那院

也 還 没 核 下 來 ，也都還有一些意見我們在作修正。但是我

前提是要朝這個方向去規劃；那我們由這個圖來看，因為

我剛剛有點近視我也看不是很清楚，事 實 上 我 們 裏面也 没

有說，我們要的話也是加強農業用水這邊，加強灌溉管理

這邊，事實我剛剛也有跟你報告過，就是說我們必要時

候，我們是用加強灌溉管理的方式，那所節餘下來的

水…。(參閱「附件 1-1」郭鴻裕提供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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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增宏：剛剛說的一點我有聽懂，就是你們是把水引進到后里淨

水場，但是多的才給農業用水；那他質疑這一點就是，這

個時候，你其實就是在用到調撥農業用水。因為你用多的

你才給農業用水，這是他的說法，是不是這樣？郭老師你

的說法是這樣嗎？

鐘文傳：那個不是；灌溉用水不是從那個淨水場再流到灌溉用

水。當然后里地區的灌溉用水是從后里有一個水力發電

廠，從那個水力發電場經過后里圳直接下來的，直接從大

安溪下來的，跟那個淨水場沒有關係。

朱增宏：不同在哪裏？

郭鴻裕：我是覺得后里假如那一天有參加墩北村的說明會的農友

是不是可以站出來，說明剛剛水利署說的是錯的。

朱增宏：有 没 有 農民 可 以 說明 一下 ？錯在那裏？你可不可以很清

楚…，請你到前面來好不好？

馮詠淮(后里鄉公館村村長)：這問題就出在，因為他在后里圳跟

那個公館圳的上游，他把水移到水庫，然後再轉到淨水

場，那不是變成，他是變相的轉用農業用水。

朱增宏：他的意思是說你后里圳跟公館圳上游轉到…。

馮詠淮：對他們現在就要用兩條管線，一條就是由石岡壩，一條

又從大安溪那邊引到淨水場，到鯉魚潭或到淨水場，這不

是你直接，是很間接地，直接由上游把農業用水引到淨水

場去，那不是用到灌溉用水嗎？

郭坤明：我想我大概了解這個意思。就是說，西瓜這麼大塊，中

科來以後把人家切一部分去啦，那你 說没 把 人 家 吃 掉 ，哪

有可能？所以我們同仁也都不要去爭辯，因為我們大家講

的都對，但是政府在做事情的時候，不是說，你今天中科

來把人家這個西瓜吃走了，就叫他不要來；相反地，你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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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吃的，你要補回去，了解我的意思嗎？我們吃人家

的，西瓜這麼大塊，所以我們幫忙把西瓜做大，這是我們

的目的。所以為什麼我們協助去做后里淨水場第一期的 20

萬噸，這會讓他的供水量增多，也是這樣。那剛剛大家質

疑的，没 有 錯 。大安溪水，地表的表面水被引到淨水場之

後，流下去的水是不是就少？當然少了。可是少了之後，

水利署他這邊算過，仍然是符合下游目前農業灌溉的需水

量，是這樣子的一個用意。所以這樣子分去，轉作民生跟

工業用水的淨水場，這個計畫大家要去支持啦。

朱增宏：也 就 是 說他 有 引 進 去 没 有 錯 ，他現在同意了，因為引進

去以後農業用水的確用了，但是他認為剩下的水是夠用

的。這是一個關鍵對不對？被引進去以後，剩下的農業用

水是夠下游要用的，這個夠不夠，誰可以說明？

張富發(后里鄉民代表)：我跟你講啦。

朱增宏：請問您是？

張富發：我張富發張代表。我跟你講我后里鄉的，現在就是說，

你每日幾萬噸，你自己去想辦法，我們現都已經缺了，那

你還要從這裏撥過去，農業都不夠了，所以說你們自己要

去做一個水庫，蓄水池，儲貯好，你自己去想辦法，你不

用再來吵這些，水拿去就好。最重要就是說，你用多少

水，你自己去想辦法，你哪需要再做大，你怎樣做大，做

大有什麼用？就是說，你自己要用的，你自已去想辦法，

自己去做一個水庫，自已去做一個蓄水池，去儲水；要如

何儲水，那是你家的事。你不能來害我們這些農民，害我

們這些民生要吃的，那工廠較大、較重要喔，我們這些就

不重要？

朱增宏：好，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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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基讚(台中縣議員)：主持人，我可以補充。我是高基讚高議

員。我想理論跟實際往往是有差距，理論跟實際呀。現在

講的都是理論，絕對不會移撥，實際上到最後一定會移

撥。那移撥的嚴重在哪一個地方？因為后里這個地區，后

里、外埔這地區都是經濟作物。經濟作物像剛剛我們郭教

授講的，很多花種可能一年前就要訂了，花種 1 公頃大約

要 600 萬的花種。訂進來之後，錢繳了，繳了之後，你突

然講說水不夠了，要移撥你的農業用水，臨時通知說要停

耕、休耕，那這個時間絕對不夠的。

朱增宏：高議員，我可不可以先…，你這個問題我們待會在處

理。我們先處理到底農業用水會不會調撥？剛剛張代表講

的就說是不足的，我現在要問的就是說到底現在他們用了

這麼多水，因為剛剛中科的組長說法就是說，他把這個水

用了，但是你們不用擔心，我不會影響到農業用水。這是

一個關鍵嗎，誰可以說明這個關鍵？水利會，好不好？這

個，王組長。我現在要處理就是你前面剛剛…，這樣你清

楚問題嗎？王組長，請你說明一下，到底你們從這個后里

圳、公館圳引用水後進入后里淨水場之後，下游的農業用

水會不會影響？

王榮華(台中農田水利會組長)：主席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是台中

農田水利會管理組長。有關台中農田水利會在枯旱期，這

個水確實是有不足，但是我們經過中水局，中區水資源局

的調度，在歷年都還是能夠滿足我們一期稻作的春耕用

水，我們當然是要加強我們的灌溉管理來提供農業用水給

工業用水用。除了加強灌溉管理外，本會也是有計畫，就

是說，我們這個從大安溪取水，這個經過我們的灌區卓蘭

圳、卓蘭灌區還有這個后里灌區。現在問題是后里灌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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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比較缺水，那我們是希望從這個大安溪做這個連絡水

路，從這個后里…，不要從…。我們現在是，后里圳也是

從大安溪取水，卓蘭圳也是從大安溪取水，我們是計畫從

這個卓蘭圳那邊做連絡水路，然後給石壁坑圳，然後連絡

到這個后里圳。這個就是說把河川引用水的滲漏損失減少

到最低。我們做連絡，就是說在水從大安溪引水的這個，

水的滲漏損失這個大概在 3 成半以上，我們如果做連絡水

路，我們可以把這個滲漏損失節省到百分之 5 以下，或

者…。就是說能夠節省大概，可能節省 3 成的農業用水這

個滲漏損失。所以說本會除了加強灌溉以外，還要做我們

從工程從大安溪的上游卓蘭圳那邊一直做連絡水路到后里

圳，也許可以克服，不會影響我們農民灌溉用水的權益。

這是我的補充，謝謝。

朱增宏：王組長你稍等一下，我請問你。你剛剛的意思是說，其

實農民現在也是枯旱期水，也是不足的，那所以你必需透

過工程的改善，從卓蘭引大安溪的水經過石壁坑圳到后里

圳，中間因為過去有損失 30%以上，現在你要把這個補回

來，透過工程把他補回來，所以你這個農業用水就不會損

失了，對不對？就有水了。可是我們現在討論的不是這個

問題，我們說的是說這個引用水之後進入后里淨水場，接

下去農業用水沒有水了。他們的問題是這樣，那你現在是

說提升這個損耗率把他彌補了，給農業用水，那工業用水

呢？中科用的水呢？

王榮華：那也就是說，本來這個滲漏損失比較大，這個還需再透

過中區水源局調度給我們農業用水，那如果我們有做工程

設施，我們能夠調節水加強灌溉管理這個，那這個水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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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這個不用再…，就是說中水局可以不必再調度給農業

用水。

朱增宏：你現在這個說法是跟水利署剛剛的說法是完全矛盾的，

他們的說法是加強管理，所以這個水可以給中科用，你現

在的說法是加強管理，所以不必再由水利署調水給你用。

王榮華：灌溉管理以外，還要再做工程連絡水路，減少這個…，

水本來都是從大安溪引水。那這個水經過大安溪那個河

床、石頭，滲漏損失很大，所以這個水量就消失了，我們

做連絡水路，這個水量就能夠保持住，減少大概 2、3 成

以上的這個水源，所以這個水量就可以節省給工業用水。

朱增宏：你剛剛的說法，現在你已經有兩種說法了。第一個你說

彌補至 30%的水就可以給農業用水，就不必再缺水，就不

必再由水利署調水給你用，那你現在的說法…。

王榮華：這是我們的規劃，我們的規劃案這樣子。我們水利會一

直在加強水源的節省水源還有調度水源，把水管理好，同

時也要加強灌溉管理。

朱增宏：好，謝謝你，你稍等一下。我真的還是聽不懂，我不知

道你們真的聽得懂他的說法嗎？就是到底節省 30%是給農

業用水還是給中科用？

陳欽全(后里鄉花農)：主持人，大家好，我來補充，我是后里鄉

的花農。我姓陳。我自出生就在后里，所以我很了解后

里，從以前開始，每一年的冬天自 10 月就後就沒水，對

嗎？這應該水利局知道嗎。我們后里鄉的花卉是由 9 月份

開始種，那 10 月份就開始缺水，要是說夏天沒颱風的話

那缺水期更早對不對。那我住在那邊，由 10 月到明年的 3

月，就是在后里地區、外埔地區他們種的花卉用最多嗎，

可是那個時候是缺水期、是一個枯水期。那鯉魚潭水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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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在大安溪的上游對不對？那大安溪的上游是在那個士林

水壩嘛，在 枯 水 期 我 知 道没 有 水 的 話，全部水都引到鯉魚

潭水庫嘛，所以在下游全部都沒有水。那水利署這邊說，

你從卓蘭要做引水道，但是士林水壩根本就沒放水，你去

做什麼引水道，所以請你說明一下，因為我時常去士林水

壩看。謝謝。

朱增宏：我先釐清他的問題，就是他說如果是花農，因為這邊是

高經濟作物嘛，如果是花農通常是 9 月開始種，如 果 没 有

颱風的話，可能 10 月開始缺水，或者是更早。這個時

候，如果你鯉魚潭是設在大安溪上游，你就把水引走了。

枯水期同時也是他們最需要用水的時期，那這個時候你把

水引走了，他的意思就說這個時候他更需要水，他 更 没 有

水。那你剛剛的說法是，這個時候你可從那邊去引水…，

可以引…。

陳欽全：他是說可以用卓蘭那邊去做引水道，因為卓蘭是在下游

了，已經不是在引水壩。

朱增宏：所 以 没 有 水 可 以 引 ？

陳欽全：對對，謝謝。

王榮華：我報告一下，我們這個大安溪這個灌區，卓蘭是在比較

上游，從這個鯉魚潭的士林壩下來，這個就是那個士林

橋…，那個士林壩白布帆橋那邊。我們的卓蘭灌區是從白

布帆橋那邊取水，取大安溪的水來灌溉，然後經過中間有

石壁坑村；在這個南岸，還有再下游就是后里圳，后里圳

是在最下游，卓蘭是在后里灌區的上游。他這個水，當然

現在就是做一些連絡水路或者是大甲溪輸水工程，這個主

要就是能夠補充后里灌區不足的水量，或者是在這個乾

旱，或者是在這個豐水期有颱風大雨的時候把那些攔水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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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壞掉的時候，他可以從這個大甲溪輸水管線來補充后里

圳。這個是如果說，大甲溪輸水管線完成後，對我們后里

地區目前的…以往的情形可能會改善很多。這一點我補

充，謝謝。

朱增宏：你說改善很多，是改善農業用水，可是他說沒水，這到

底誰可以證明誰對誰錯？

陳欽全：他現在是說可以從大甲溪引水，大甲溪低，大安溪及后

里圳較高，由甲溪引水要引到那裡？幾年以後完成？我現

在是說農民最擔心的是你們說不會缺水，那到底誰要去負

責，每年枯水期時士林水壩要放多少水給我們，給我們保

證就好，我們要的就是水，謝謝。

郭鴻裕：現在整個問題是這樣，整個大台中地區用水為大甲溪及

大安溪，大甲溪有石岡水壩攔水，大安溪是鯉水潭水庫，

而鯉水潭水庫的水是從卓蘭更上游士林堰攔水打隧道引水

至鯉魚潭水庫，而農民所有水圳都在士林堰以下地區，包

括后里、大甲、苑裡及大安地區農田都靠大安溪來用水，

這些水都被攔至鯉魚潭水庫再到后里淨水場，剩下再分給

農民使用。那中科還未開發前，水就緊張了，再拿掉 40

萬噸的水，那水還夠嗎？自己在評估裡說明長期水源不

足，那怎麼生水出來呢？我實在搞不清楚，這根本不是很

實際的計畫。考考你啦，你們的水文站在那裡？記錄是多

少的水？請告訴我們，而枯旱期到底有沒有水，水文站資

料是否能調出來，每次我們要查詢都鎖起來。

朱增宏：水文資料，是誰回答？

王榮華：有關每年枯旱期時，水都由士林壩來調度，我們是透過

中水局由士林壩放水給下游農業用水，這個用水量除了生

態用水外，就是農業用水。目前農業用水是在大安溪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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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作攔水堰引水進來，即利用就近的土石堆積起來引水使

用，目前還算可以滿足后里灌區及卓蘭灌區之一期春耕用

水；因為我們有與中水局及電力公司訂用水契約，以利控

制水量，即將水儘量儲存在鯉魚潭水庫，儘量把農業用水

節省，所以若有不足的情形，我們再透過中水局及電力公

司調水，所以大安溪的水是足夠的。但是這個水經過河

川，大家都知道砂石的滲漏水量很大，所以本會一直有規

劃構想，從上游施作固床工及連絡水路，由白布帆橋經過

卓蘭圳、石壁坑圳、后里圳將水資源連貫及調控；另外就

是加強灌溉管理，也許可以度過大甲溪輸水管線未完工

前，我們可以勉強供應農業用水，不要影響農民權益。

朱增宏：我一直聽不懂喔，如果大甲溪的工程還未完成前，其他

的措施都要解決農民的用水，你就是一直告訴我們水是不

夠，所以要有一些措施去改善；但是我們在問的是，現在

不僅是不夠而且還要撥水給中科，那當然更不夠、更沒有

水啊！那請問水利署針對此問題如何回答？你們一直沒有

解決這個問題，你可以聽懂我的爭議點嗎？

林元鵬：我想我嘗試解釋看看，因為我想大家的競合點很多，首

先我先回應剛剛鐘組長所講的。因為現在整個中科三期之

製程有往後延，當初整個大台中穩定工程方案，這我剛剛

一直強調不只針對中科，因大台中地區整個用水都不足，

最主要是淨水場不夠及漏水率太多。而談到農業用水部

份，可能目前有比較拮据一點，目前農業用水供應方式，

事實上，水利署、自來水公司及水利會在供水部分有努力

在協調，且訂定一些計畫在執行；原則上目前用水儘量不

要充分供應給農業用水，在中科未進駐之前部份來打折而

不供應太多，因供應太多亦會流至海裡。水並不是不給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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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用，而是蓄存在水庫裡面，建水庫的目的就是為了調豐

蓄枯，在枯水期能夠使用。所以當農業用水較缺乏時，水

利署就會與他們合作，多放些水給他們使用，這幾年調控

下來大部分均能滿足。那談到中科引進以後，那剛剛我談

到很多農業用水之渠道、漏水未改善的條件下，目前是滿

足的，那未來如果再增加一些渠道修復及管理加強以後，

短期用水，有必要的話我們會跟水利會合作，把水加強灌

溉管理以後，這水就可以充分給台中地區使用，當然包含

中科的水。

朱增宏：我釐清一點，剛剛說中科發展期程可能會延後，用水就

不需這麼急了，那透過興建淨水場、將漏水率降低，這樣

就比較有水，如果萬一中科要水就可給，而不是調撥農業

用水，但是我現在聽出來你與王組長所說的有些不同，他

說透過這些改善就可以解決原本農民缺水的問題，你聽的

出這差別嗎？

林元鵬：所以你的意思是目前已經缺水嘛。

朱增宏：那他的說法是不足嘛，目前僅能給一期使用，但是農民

還是不夠用，所以要花些錢改善，降低漏水率，才可以解

決農民缺水的問題，這是剛剛王組長的說法，你們倆個的

說法並不同。

林元鵬：我想我不是反駁王組長，其實王組長講的是對的，那我

可能沒有辦法去表達他的意思。當然目前農業用水如何去

充分使用，目前合作的模式是，儘量在豐水期將多餘的水

留至水庫，必要時可給老百姓用，目前的狀況是這樣，我

想與王組長講的差不多意思。那當然農民可能會說水不太

夠。

朱增宏：枯水期才是關鍵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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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元鵬：水不夠用原因很多，有可能渠道漏水或灌區末端，有很

多因素，那目前整個灌區之管理原則上是滿足的，那當然

現況是如此條件，中科引進後也希望維持原來條件。

朱增宏：所以這一點已經跟王組長不同了嘛，是不是？

林元鵬：應該沒有不同。

朱增宏：剛剛王組長的說法是，調整以後可以解決農民還在缺水

的問題，可以請農民回答嗎？剛剛的意思是這樣嗎？因為

我覺得這個言語溝通，我們要花時間將它釐清。

陳献 宗 （中華民國製酒促進發展協會理事長）：主席，大家好，

我針對王組長所言，他說農業灌溉水平常不缺，我長期務

農，長期以來枯水期一定缺水，假如說不缺水，那為何農

民還要打井抽水，且抽水過來用還要遭受處罰，請王組長

回答此問題並重視農民。

朱增宏：等一下，你是說枯水期水是不夠的，是嗎?

陳欽全：絕對是不夠的啦，而且剛剛開會討論也沒有找外埔鄉，

要求要重新開會。這也是一個問題，且剛剛都在說生態，

假如將水攔截後，那生態不就破壞了嗎？這是很重要的問

題，還有一項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大安溪及大甲溪的水不

只中科要用，連苗科亦要用，大家都不知道這個問題，苗

科用水量是多少？這是要負責任的。

朱增宏：你是說苗栗科學園區嗎？好，謝謝你，如果能夠將問題

釐清那最好。

蔡奇昌(立法委員)：主席，我是立法委員蔡奇昌，我說明一下這

個問題，這樣討論不會有結論啦。大家看這個表格就知

道，大家在講會缺水，另一邊講不會缺水，其實關鍵點就

在這張表上；各位看 99 年為關鍵點，紅色線為整個地區

需要用水量，藍色線為目前政府不管用啥方法可以供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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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量，所以 99 年開始紅色線之需求遠大於政府每日 157

萬噸。剛剛中科所言 99 年或是 101 年水量是沒問題，大

家相信這樣的水沒問題嗎？這是第一個。那從 99 年每日

157 萬噸的量增加，中科與相關水利單位說會增加到每日

170 萬噸，如何解決？他們說包括蓋淨水場、水利會所言

使滲透率降低，所以用這些方法使供水量可提升至 170 萬

噸，當然他劃藍色虛線，這是啥意思呢？就是說還未施作

不知道可否如期完工的意思。所以結論是，如果這張表是

真的，紅色線為老百姓農業、工業及家庭用水，關鍵為我

們能相信政府能在 99 年以後能用此方法解決缺水之問題

嗎？政府做得到就沒有缺水之問題，政府做不得則當然到

99 年後就沒有水。所以回過頭來，剛剛我們郭委員一直在

強調的是什麼？就是在質疑政府無法保證承諾做的到，此

表過去政府給大家承諾的事項，環評前環評後不一樣。那

當然，中科要開發，那水利署當然要做符合水資源的計

畫，第一次做用量假如不足那當然水利署會修正為水量足

夠。所以郭委員才會說，奇怪環評時說水不足，為啥環評

後就說水足夠呢？那我跟郭委員報告，政府要開發中科，

不管是真是假，政府就是要想辦法使水量足夠。所以關鍵

點為台灣長期不相信政府，這個可不可以解決嗎？(參閱

「附件 1-1」郭鴻裕提供圖資)

朱增宏：你相信蓋淨水場及提升灌溉水管理，但農民認為這些措

施都會影響農民之農業用水。

蔡奇昌：問題就在於用水不足，農民用水都包含在紅色線，農民

用水不足之原因為 99 年用水提升產量沒增加時，供需不

均衡當然缺水。若用紅色線而言就已經不足了，所以剛剛

水利署、中科、水利會都解釋蓋淨水場及提升灌溉管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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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方法就足夠用水，大家要相信嗎？那第二問題就是，剛

剛鄉親及郭委員也有提起，最後如果有不足情形，那政府

要如何賠償？剛剛農民亦提出 9 月種花需要水，雖然剛剛

一直講那些措施，但農民也站在他們的立場說水不足，我

們看這條紅線就知道水不夠啊，所以接下去政府官員要告

訴我們，如何做到這些措施呢？假如做不到的話，是誰要

下台呢？總要講清楚啊，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啊。

朱增宏：我想還有一個問題，剛剛郭委員提出這張圖時，水利署

還說這圖不是最新的圖，那是不是應該拿出最新的圖才能

說明，民眾到底可不可以相信。

蔡奇昌：假設我們先相信這張圖好囉，這張圖就已經告訴你水量

已經是不足，不足如何解決這裏有交代。

楊瓊櫻(立法委員)：聽證會主席，我想聽證會之目的，在民眾及

政府的立場，提出這張圖還不能達成共識；聽證會的目

的，兩方意見不一樣，雙方提出自己有利的立場點、方法

或方式，才能達成共識，這是聽證會最主要的目的。今天

政府部門所提出的根本不足以拍胸膛保證，那聽證會三位

主持人應先處理此問題，不然老百姓如何與你們溝通，無

法達成共識。所以本人建議，接下來政府官員發言要負

責，是否可以是要拍胸膛保證的，剛剛的說明已經讓主席

聽不懂，這如何叫老百姓相信呢？這對老百姓不公平。

朱增宏：我想之所以再開一次聽證會，目的就是希望要釐清啊，

過去談水資源就是一直無法說服民眾，這水資源是足夠

的，這個問題不可能私下去談的，因為民眾就是不相信

啊；那我的目的也就是要釐清政府的說法，合理我們就要

相信，你們可不可以很清楚的說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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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元鵬：我想我跟主席報告，剛剛蔡委員是很切中這個主題的，

針對這張圖有關移用農業用水的部份我提出質疑，倒不是

這張圖不對，我們 4 月份有一個報行政院的版本，而這是

去年 12 月的版本，所以裡面多多少少會有不一樣。

朱增宏：如果用這張圖，農民認為水還是不夠，然後因為水不

夠，你們談的補償為賺的錢來做補償，但農民認為這是不

可能，因為先損失且亦為長期問題。

林元鵬：我接續蔡委員的意見，在整個大台中地區在平水年的供

水勉強是夠的，后里為管線末端用水量本來就比較不夠。

如果將來中科引進以後，中科亦承諾整個期程會調整，未

來應不致於影響農業用水。如果有影響的話，後續農民與

政府談補償讓農民損失降低，我想這個才是重點。

朱增宏：我倒是有一個問題，環評是根據什麼通過用水計畫？

林元鵬：我們依據當初提出整個進駐時程。

朱增宏：現在沒有解決的問題，你們說夠用，但農民認為不夠

用，你這個夠用的方式，是要拿我們的水去用。

蘇次郎(外埔鄉民代表會主席)：當初開會我都有去參加，當初是

說中科會使用灌溉用水，會自行想辦法，那現在卻要拿農

民的水，這是用騙的啊，這對嗎？

朱增宏：他們說沒有用到灌溉水，而是說將那些原本漏掉的水修

補起來後供中科用，這個說法你們不同意嗎？這是沒有使

用到灌溉水。

詹德健（后里鄉農業保護協會）：節水措施為漏水控制好，那你

知道地下水從哪裡來嗎？地下水為河川滲透成地下水，那

本案沒有進入二階環評哪知道后里、外埔、大甲、大安有

多少使用地下水。登記水權約 210 幾口，使用水井罐蓋或

私用大概 4千七百多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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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增宏：上游滲漏水都補了移用，但下游 4 千多口水井引用地下

水灌溉，上游的水都攔走了，換句話亦會影響下游地下水

農業用水水量，請提出說明。

王榮華：依據台中水利會了解報告，地下水水源補充亦可從生態

用水保留來補充。

朱增宏：這個評估量夠不夠，評估之資訊及報告資料是否有經過

環評。

鐘文傳：大安溪之生態基流量每秒 2.7 噸，一天約為 60 萬噸

天，足夠補充灌溉用水。

朱增宏：即使攔截還是足夠的。

詹德健（農業保護協會成員）：地下水到底是滲透還是基流量？

此計畫都強調枯水期休耕，休耕就沒水滲透到地下，那生

態地下水從何而來。加強灌溉營運措施抽取地下水保持農

民用水，都沒地下水了還抽地下水。

朱增宏：換句話說枯水期還有 60 萬噸的基流量？

郭鴻裕：對不起，所有條件都讓數據講話，請問大安溪及大甲溪

的水文站在哪裡？水利署所設立的水文站在哪？可是農民

卻說河川根本是斷流的，哪裡來的基流量？

朱增宏：是不是斷流或是有沒有基流量是一個科學的事證，這個

證據在哪裡？

郭鴻裕：我們查過在日據時代實際去測枯水期，大安溪是 0，大

甲溪剩 0.2 立方公尺每秒，基流量是你設計的，可是沒有

水哪裡來的基流量？

鐘文傳：剛剛郭委員是說，大安大甲溪到冬天一點水都沒有，但

是一點水都沒有就是說河川已經死囉，但大安大甲溪不可

能死的，怎麼會沒有基流量呢？很多學者及專家都在這，

怎麼可能都沒有水，這不可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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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鴻裕：我請當地的農民證明一下好囉。

朱增宏：枯水期到底有無基流量補充地下水？

游志祥：我補充一下，依據水利署資料，大甲溪的部份，德基水

庫、八寶堰、石岡壩，士林堰，基流量為 2.7cms，也就是

每天 60 多萬噸。

朱增宏：時間是啥時間？枯水期有無此基流量？

游志祥：要維持這樣的基流量，枯、豐期均維持此基流量。

郭鴻裕：我請問你水文站在哪裡？大安溪最下游之水文站在那

裡，大甲溪又在哪？

游志祥：透過水利署蒐集之資料顯示大甲溪從白鹿橋站測得資料

平均流量為 58 cms，最高流量約為 124，大安溪卓蘭站平

均流量為 34cms，最高流量為 86cms。

朱增宏：他已經回答，你的問題？

郭鴻裕：請問白鹿橋站在哪個鄉？和平鄉嘛，在台中縣哪一邊，

是不是山上。卓蘭是在后里的上游，我們討論的是后里的

事情，你們跟我說那裡有基流量怎麼可能呢？農民都已經

跟你說了。

朱增宏：水文測站之資料很上游，農民用水在下游，基流量的數

據就不正確。

游志祥：因為水文資料是水利署在主導，我們調查到的資料，卓

蘭站是后里最鄰近之測站，故我們以此測站做說明。

鐘文傳：義里大橋就有一個義里站，在后里基地旁邊，是大安

溪，在下游也有一個河口站，都有充足的水文資料。

郭鴻裕：請問這是由水利署網站調閱，只有在颱風才有一個 peak

出現，枯水期低於 10（白鹿橋站）。

朱增宏：那數據怎會差異那麼多呢？我的問題是這樣。

鐘文傳：應該是一站一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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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增宏：是啊，那因為后里在下游，所以他是問下游有沒有這麼

多基流量，聽懂問題嗎?

鐘文傳：大安溪最下游是 2.7cms。

朱增宏：那這樣夠不夠？

郭鴻裕：請你們將數據拿出來，就水利署的資訊，最上游就是在

卓蘭啊，了不起是義里大橋，且它還斷掉了；那大甲溪最

上游的文水站是白鹿橋，請問白鹿橋以下還有幾個水堰，

以及東勢及新社要不要取水。

朱增宏：白鹿橋下有很多取水口要用的，但你用白鹿橋的水文資

料說明，他們質疑無法解釋下游還有基本基流量，這是他

的質疑。

鐘文傳：冬天基流量(大安出海口)最低為 2.7 噸每秒。

朱增宏：那你們說沒有，請問你的的數據呢?

郭鴻裕：我建議主席，一個請大安鄉鄉民現場說明，另一個假如

允許的話，我可以拿照片證明。

朱增宏：照片可以證明嗎？我覺得還是要有一個測量的數據。

詹德健：剛剛他說大安溪河口那邊，我剛剛就說是地下水，下游

虎眼一、二圳都是使用地下水，所以大安溪也是地下水，

上游攔截後根本就都沒有了。

柯坤利（外埔鄉民眾）：剛剛官員說大安溪還有基本流量，我可

以在這邊說沒有，整個河床是乾的，我常常經過台以省

道。

朱增宏：那他為什麼說還有 2.7cms？

柯坤利：這個很懷疑啊，冬天根本是乾的啊。

鐘文傳：去那邊看怎會看的到，河川流水有流線啊，其他都是種

植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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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鴻裕：現在是雨季，當然有水啊，我們講的是枯旱季，我們知

道水會變來變去，這是事實，但我們討論的是乾旱時間。

朱增宏：他們有提出河口資料，那你們現在是沒有提出數據，那

民眾只是透過肉眼觀測，可能不是很精確，那現在問題

是，假如沒有經過二階環評。

柯坤利：重點是我們平常農業用水就很缺乏，現在又要拿去用，

那就絕對缺水，就這樣簡單，如何賠償？

張豐年：我常常在觀測這些測站，水利署提出這些水文數據可不

可靠？請問水源監測如何測？請解釋？

朱增宏：你這個問題是?請解釋。

張豐年：好，整條河床這麼寬沒人測，只用機器設置於當地，河

川這麼長如何監測？

朱增宏：那至少他有一個數據是 2.7cms。

張豐年：問題是他怎麼測的，因為能測的只有固定一點向下而

已。

朱增宏：你就是質疑他的測點。

張豐年：而且很多機器是壞的，能測的清楚如台北員山，他們的

測點很多，可以測得清楚我相信，你們的數據都大有問

題。

戴秀雄(逢甲大學教授)：其實我本來應該是中立的，現場聽下來

我覺得有幾個問題。第一個，數據可以算得出來，但怎麼

算得是大問題。大安溪及大甲溪河川很寬，分流很多每條

都小小的且有一定流速，我們不知計算公式是如何算，若

今天測得這個流速而換算整河床寬度的話，那對不起，幾

乎一年裡除了颱風天外河床沒有滿水狀況，故算出來之數

據可以天差地別。那我個人的看法，誠如主席所說這根本

吵不完，但是我為整個計算模式是否只有環評委員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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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整個計算模式是否要請水工人員計算過？另外一點水

利署剛剛提過最後是補償，這我認為是個罪惡觀念，今天

不談農業用水不夠而先談補償，起碼農業用水與工業用水

是平等的，今天問題處理不了應有處理方案。我們將需求

曲線，中科若逐步開工進駐，用水量會逐漸增加，數據是

如何推估算進需求曲線內，如果沒有估算進去，那很可能

不到 99 年就突破現在用水量，那怎麼辦？說的難聽一

點，數據每個人都會做，那沒有意義。今天我個人提的觀

念只有一個，就是不管數據如何跑，一定有它的模型(公

式)在，那數據也可以是騙人的，如果今天沒有結論，那

可不可以找雙方可信任之中立團體重新估算數據模型。

朱增宏：謝謝你，我整理一下，原先說法攔水可加強管理就可

用，現在質疑攔掉後下游農業用水就沒有了，地下用水會

影響，下游到底有沒有基本基流量？你們提了數據，但戴

老師及張醫師提出測量之方法會影響數據，此數據不夠證

明下游就有足夠基流量，必須經過整個完整評估，由第三

公認單位，另包括戴老師所提用水預估曲線是根據什麼得

出，那這些在環評過程中應有討論？

郭坤明：主席，針對剛所提的問題我再補充說明，從討論過程我

們知道，中科與農民都是用水單位，都在水利單位調度之

下來檢討，這些數據並不是造假，亦不是中科以往都欺

騙，因沒機會說明清楚。那剛剛所說的 2.7 基流量，它是

在評估模式中，為了做生態保育用，水利單位規劃放下來

的量。

朱增宏：你是說它不是實際的數據？

郭坤明：當然不是實際的，所以誤差就是這樣來的。基流量是水

利單位要做計畫用水，必須考量河川主體，例如我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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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水體是大安溪，生態保育用途用多少基流量，從上游

計算下來，所有的模式當然要依據這樣去計算，目標是朝

向滿足保育需求，但不足時用其他淨水措施去修復，所以

不是在爭執數字，數據的部份向大家做這樣的說明。第二

個部份廠商之數據，中科憑什麼相信廠商用水量？我們依

每個半導體、光電廠商生產片數換算而得，此數據參考竹

科與南科之經驗，我們有信心管控。最後來講補償是一種

罪惡，我們也不是說今天要跟大家談補償，可是我們一再

強調在不移用農業用水情況下，讓水利署去調度水源，只

有在嚴重區域性枯旱期。我們也瞭解大家辦了創業貸款買

種子，種高經濟花卉作物，當然不希望輪作及休耕，這我

們都了解，中科進駐後希望亦能滿足農業用水需求。

朱增宏：你的說法釐清，2.7cms 不是實際測量數據，只是模式預

估，如有是模式預估，不就印證農民的擔心嗎？農民問題

於枯旱期，你們就是在爭枯旱期的水嗎？

郭坤明：枯旱期是整個區域，水利署剛剛有說明很清楚，不只中

科缺水，農民、民生用水、其他工業區都受影響，現在國

家制度是由水利署主導做調度，我們也是用水單位。

朱增宏：我只是想釐清爭議到底在哪裡？你們原本說攔截水、降

低漏水率，所謂加強管理給中科用，因此你們的推論是這

樣就不會用到農業用水。

郭坤明：這些與當初環評跟大家報告是一致的。

朱增宏：但是現在問題是你將它攔截後，下游就沒有水可以補充

地下水，而且這部份的推估並沒有經過二階段環評，只是

現在你們提出模式去滿足你們用水計畫標的。

郭坤明：我聽主席所說，我的了解其實地下水模式是很複雜，包

括剛剛水利會要去修復圳路，其實修復圳路影響地下水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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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這是很低的，但在環評裡應該跑的模式及評估，都很完

整且有向大家做報告。

朱增宏：這個議題我想已經差不多，他們的說法，加強管理提供

用水，到底會不會影響下游的農業用水，環評時有討論，

但爭議還是存在，所以今天才召開這個討論會，只有模式

的評估沒有實際數據，且沒有經過二階環評作詳細推估及

討論，我可以大約說明是這樣嗎？三位主持人？除非你們

還有其他關於水資源的問題。

郭鴻裕：剛剛講到地下水，水利署的資料很清楚，沿岸的地下水

均是由大甲及大安溪地下滲流進去，所以現在一切作為，

就是在影響大甲、大安、苑裡甚至到梧棲這一塊的地下

水。

朱增宏：不要重複。

郭坤明：主席，針對你剛剛的爭點，我還是要回應，環評已經定

稿定案，所以沒有所謂二階環評的問題。

朱增宏：我知道，只是剛剛提出地下水問題。

郭坤明：評估是一種策略，是按現有資料及技術去評估，且環保

署審查也已經做成結論定稿，其中有許多需施作的措施，

包含中科要求廠商製程回收率，其實是整個配套的措施，

在環評裡面是這樣去面對問題。

朱增宏：等一下我們會整理剛剛的說法，請問還有沒有？

戴秀雄：我補充一下，地下水位降低的事情從來是件大事，地下

水位下降有可能造成地層下陷，在每個國家來講，這絕對

是環評極為重要之項目，如果發覺此項沒做過第二階段環

評，我們足以質疑為什麼沒有進入?地下水文必需計算，

我舉個例子：德國萊茵河整治，其兩邊騎帶式中間挖深的

方式，為了防止地下水位降低，每年以等量之挖掘量及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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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運輸量從上游放土石下去。這個東西沒有必要做環評

嗎？如果不能計算，那我想台灣唸水文及唸水利的人全部

去撞牆算了，那我個人的主張是，如果有這麼重要性，是

不是整個環評程序應重新審查。

朱增宏：剛剛已經說明，結論我們三各主持人會討論。

郭鴻裕：其實還有兩個問題，請問水利會有沒有賣水給中科簽約

了沒？內容為何？誰來簽約？多少水量？時間、金額，經

費的運用法源基礎為何？透過何種公開、合法程序？最重

要的是水利會有沒有徵詢后里、外埔地區水利會會員之意

見？如何徵詢？有無記錄？在場后里、外埔地區水利會會

員是否證明？會長有無權利在未徵詢當地農民意見的情況

下，就決定調撥農業用？符合水利會那一條章程？有無達

到保障會員權益之任務？未經農民同意而調撥農業用水造

成農民的損失差額是否由台中水利會負責？有無違法？要

不要負責賠償？特別提醒，農田水利會組織章程第十五

條，水利會違背法令或章程或其他不當措施，會員得按實

際所受損害，請求賠償，是不是水利會要負責？影響的範

圍包含台中縣一半的農田。(參閱「附件 1-1」郭鴻裕提供

圖資)

游志祥：中科管理局先做說明，整個園區用水在豐水期不移撥農

業用，唯一移撥時間是全台嚴重枯旱期，此時中科也是用

水單位亦是受害者，中科用水部分依經濟部農業用水調度

使用協調要點辦理，至於所說費用…。

朱增宏：不是中科的問題，是要問水利會。

王榮華：水利會的任務是秉承政府推行農業水利政策。

朱增宏：可不可以簡單回答，簽約了嗎？現場有無水利會成員可

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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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榮華：我就是水利會的管理組長，目前沒有與中科或那個單位

簽約；配合政府政策，於協調中答應調用農業用水給工業

用水。

朱增宏：那你這個答應有沒有經過一個程序？

王榮華：本會有發文給水利署。

朱增宏：經過農民同意？

王榮華：我們在水利會小組長聯席會議有提及。

朱增宏：在座有沒有小組長可不可以說明？

朱增宏：時間？有沒有紀錄呢？

王榮華：在水利會小組長聯席會議有提及水利會配合政府政策可

能會調動水利會之農業用水，但本會亦站在農業用水優

先，滿足農民用水，剩餘之水再調度給工業用水，這些都

有會議記錄。

朱增宏：是一個報告，不是決議，那你們清楚?

郭鴻裕：我有意見；在環評書裡水利會與中科至少有公函條件可

供應 7.5 萬噸每日用水量，現在又說沒有，那環評書給的

資料都是錯誤的。

王榮華：合約是沒有，但公文是有的，簽約是要第三公正人在場

証明。

朱增宏：但是你發函不是?

王榮華：表示同意，同意答應會調農業用水給中科用。

朱增宏：同意的程序只是在會議中說明就夠嗎？我只是要問根據

你們的章程就夠嗎？因為這應該是很大的事情。

王榮華：在不影響農民會員用水前提，我們調度。

朱增宏：會不會影響根據什麼?

王榮華：就是滿足春耕用水及作物需求，就是不影響農業用水就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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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鴻裕：就是說當地小組長沒有被諮詢，而且諮詢時間是環評前

還是環評後，換句話程序順序如何？

朱增宏：這應該要有會議記錄，什麼時候？什麼時候發函同意，

未來是否簽約，都要有會議程序。

郭鴻裕：組織章程第 15 條農民受到不當措施，沒有全部農民答

應將水賣給中科，而你們賣了，違反第 15 條不當措施而

影響農民收益，水利會要不會承諾賠這筆錢。

朱增宏：基本上你是在質疑有沒有違反第十五條，可不可以就回

答有沒有違反？

王榮華：我剛剛報告不影響農民用水權益之下，水利會的水才調

度農業用水，這是大前提。

朱增宏：所有的程序我不清楚，你自己認為有沒有違反第十五

條？

王榮華：沒有，就是不影響農民用水權益之下，水利會的水才調

度農業用水。

郭鴻裕：所以后里、外埔、大安、大甲、苑裡、清水、梧棲之灌

區的農民保證不會缺水，是不是這樣？

朱增宏：也就是說都不會缺水，措施未完成前就不應該給水，理

論上是不影響。

王榮華：於特殊乾旱期，其他一般水文年的水，都是調度農業用

水加強灌溉管理做連絡水路提供工業用水，除了特別枯旱

期可能會影響。

朱增宏：問題就是在特殊乾旱期，那枯旱期會不會影響？

王榮華：枯旱期無法保證，全省缺水水利會也沒水。

朱增宏：你剛剛是說滿足農業用水後才會給中科。

王榮華：本會是這樣在規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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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鴻裕：水利會的意思，農民假如休耕，那中科在前一天就停止

營運了是不是？

朱增宏：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農民優先。

王榮華：這牽涉到特殊乾旱年，可能就要運用農業用水調度條例

辦理。

朱增宏：所以換句話說，特殊乾旱期若引用經濟部法令就可以調

撥用水，這個說明成立？

郭鴻裕：條例是民生用優先、農業其次，工業第三。

朱增宏：此條是農業優先不能將工業調至農業前。

水利會：水利會就是服務農民，不影響農民用水前提下，再調度

農業用水提供工業用水。

朱增宏：如果在枯旱期根據水利會章程、作業要點，都不可以，

也就是農民沒水，中科前一天也沒水用，應該是農民優

先，這是爭點，請就此回答。

林元鵬：我負責停灌休耕事項，從民國 92-95 年都是我在辦理，

在平水年，正常下雨狀況下，都不用移用農業用水；而當

枯旱期時，水利會亦沒作為，為什麼？因為那時主管機關

會強勢介入，依水利法規定第 19 條民生用水不足時，政

府考慮整個民生用水不足，可以限制其它標的用水，包含

工業、農業等很多用水，優先滿足民生；那現在台灣地

區，產業與民生用水都混用在一起，很難區分工業或民生

用水，所以一般來講，停灌休耕時遇到很極端枯旱下，會

犧牲農業用水權益，在很極端的枯旱期。

朱增宏：這是水利法准許的嗎？在極端情形下犧牲農業用水給工

業用。

林元鵬：准許的。不是農業用水，而是犧牲其他標的用水，水的

用途包括：水利用水、農業用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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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增宏：換句話說，不會把工業用水調到農業用水之前，農業用

水還是不會被犧牲？

林元鵬：我們應該這樣說，很難區分民生與工業用水，通出去管

線就一起；早期用水標的分為：民生、農業、工業、水利

等等次序；但目前水利法已修正，第一個為不區分標的，

因為時空背景改變，水利法制定在民國 50 幾年，經過幾

十年來演進，台灣整個經濟產值工業與農業均重要，所以

不分這部分，而將來整個農業用水調度作為亦會修法，在

工業及民生不足會做此行為，遇到很極端狀況下我們會做

這樣的作為，正常是不會，台中從來沒有辦過休耕。

朱增宏：水利法可能會修正，這分類不符合發展，在極端狀況下

會調整工業用水標的做管理。

郭鴻裕：極端枯水期如何定義？例如桃園不缺水，台中缺水，用

此條件列出向農民說明。今天是農民用水前把大安溪、大

甲溪的水攔走，給科學園區用，再向大家說水庫沒水了，

農民就得接受所謂的極端枯水嗎？請講清楚，例如：年降

雨量低於多少才是極端枯水。

朱增宏：在修法時就有定義吧！

林元鵬：我很擔心花太多時間在這上面，事實上這很複雜，我們

是考慮長期，例如以台中現在一天民生用水 130 萬噸左

右，我們會預估水庫狀況與河川流量等狀況條件可供應多

少，我們是這樣考慮，事實上有很複雜公式與模式完整機

制在運算。

朱增宏：已經答覆，枯水期定義是一套複雜措施，還有問題？

張豐年：剛剛所講這套理論，我基本上不同意的，說工業用水與

民生用水是混在一起，是種夾帶過關。

朱增宏：不是說法是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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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豐年：若有兩套，也非常簡單，請工廠將管線關起來即可，這

樣的說法是種夾帶過關，有辦法解決。

朱增宏：中科應是用專管，不可能調撥來用。

林元鵬：我跟各位報告，事實上各位質疑不是不對的，以現行水

利法規定是民生用水，所以我們修正水利法是這幾年來遇

到這樣狀況，工業與民生合在一起，有些農民質疑，那依

水利法是民生用水就可以停灌休耕，他們沒有話講，但為

什麼工業可以，但這是考慮整個國家狀況。

朱增宏：可不可以很簡單回答，是否修法農業用水將來是可以調

撥的。

林元鵬：修法的目標是把民生與工業都列進來，也就是民生、產

業用水不足時可以限制其他標的，但要給予補償，是未來

修法方向。現況是台中目前未停灌休耕，停灌休耕像桃

園、新竹都是管線合一，所以也面臨此狀況，事實上沒辦

法分的很清楚，以台中地區來講，將來有專管面臨適法行

為問題，所以要修法，已送行政院修法中。

郭鴻裕：這個問題是這樣，今天我說你今天晚上將屋子交給我，

你會不會同意？你絕對不會同意的，這些水利設施是農民

繳很多稅去做的，他們應有水權存在的，今天水利會大筆

一揮把水給園區用，農民所受損失，水利會要不要付錢。

朱增宏：水利會也注意到此事，有適法性問題要修法，請問有新

的問題？是不是關於水資源最後一個問題？

郭鴻裕：抄見率是很關鍵之重要問題，是否做的到，現在每年完

成百分之多少？依計畫是 0.8％，技術上可行嗎？過去每

年做了多少？因 921 地震造成抄見率很低，到 94 年是 54

％最後要高到 65％，要花 12 年時間，到 110 年，缺水到

110 年而不是 101 年。水公司 96 年預算虧 3.39 億，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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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水價為 83 年，新投資會不會增加自來水公司之營運

成本，為了中科調整水費民意會答應嗎？有沒有機會提高

抄見率？有沒有評估？評估資料在何處？誰負責調查？

朱增宏：水利單位做得到嗎?如果做得到會不會增加水成本，只

為了中科而增加成本，社會正義問題？

郭鴻裕：請問你是不是自來水公司？

林元鵬：我是水利署代表，自來水公司也是我們督導。

郭鴻裕：自來水公司賠錢，你要不要賠？

林元鵬：那是不是要請自來水公司，我不敢講啦。

朱增宏：你是要請自來水公司？

郭鴻裕：是，因為所有管線都是自來水公司在處理。

朱增宏：請問自來水公司有人嗎？可能沒有，請問郭老師要不要

水利署說明?

郭鴻裕：那他能夠答應做得到。

朱增宏：這不是答應的問題，聽證會，說明清楚就好。

林元鵬：我嘗試做說明，很多工程有它的限制條件與未來之不確

定性，大台中穩定工程方案裡面有很重要一環，就是提升

漏水率改善。剛剛有談到台中是全省漏水率最高的，原因

是 921 地震造成的管線脫落，整個台灣漏水率約 7 成，唯

獨台中就 5～5.5 成之間，比其他縣低於 10 百分比，整個

計畫請自來水公司編列巨額預算，預計花 10 年，把管線

做改善，但很困難。

朱增宏：既然很困難，且改善期間要花 10 年，用水會不會有問

題。

林元鵬：主席剛剛講的很重要，剛剛那個需求線從 202 降到

183，需求線包含目前已經在推動之工業及民生未來成長

量都加進來，未來預估台中為 202 萬噸。這是在：1.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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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用水量節省下來從 300 公升降到 280 公升；2.提升

抄見率，將漏水率改善才能降到 183。從資料來看是這

樣，當然自來水公司一定要推動，是大台中穩定工程最主

要內容，這部分我們會與水公司ㄧ起努力。

朱增宏：投資這樣多，會不會影響水費？

林元鵬：這部分我想台灣地區水費不是很合理，已經一、二十年

沒有調整水價，雖然投資但也增加效益，這部分我沒辦法

回答，因為屬於產業及財務結構。

朱增宏：雖花十年但還是要做，增加投資但也提高效益，基本上

水費他不能回答，但有一點：未來是否需要 202 萬噸或

183 萬噸，還有討論空間，人口有可能沒增加那麼多等

等，未來用水需求可能不用達到那麼多，所以透過這些方

案可以達到需求。

郭鴻裕：換句話說，抄見率不確定性是很高，在環評提高抄見率

保證供水沒問題，是造成環評委員造成判斷錯誤。另一個

問題，中科效應裡所有提供三個效應裡，有二個是調撥農

業用水，另一個是抄見率做不到；換句話說，調撥農業用

勢在必行，此種情形如何對農民交代，農民的錢是不是要

接受所謂枯旱期調撥農業用水要點，水利會要不要付這筆

錢。

朱增宏：抄見率不會那麼快改善，這我們都同意，問題是 101 年

會不會需要 202 萬噸用水量？

林元鵬：剛剛說 202 是預估線，是依據會進駐多少人口及產業發

展時期，那事實上，根據我們這幾年用水計畫都有查核，

其實用水每年都有減少，因通常都會保守估計；例如預估

用 10 萬噸但實際只用 5 或 6 萬噸，所以我們每年都會核

減。那剛剛談的是，假如將所有需求量相加是 202，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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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是假如漏水率能降低，那需求量才能降至 183，並不

是那個的影響，而是漏水量的降低與人用水量減少。

郭鴻裕：可是現在就是因漏水而缺水，補償缺水還是很困難，要

錢、要時間、要很多工程，這些都做不到。

林元鵬：這我要說明，沒有說做不到，而是要克服很多困難，但

是一定要做；台中是台灣漏水率最高地方，並不是因為中

科，這本來就應該去推動的工作，只是將來推動，因挖馬

路改管線不能影響交通，將來也要做一套最先進好的作

為。

朱增宏：這些困難度會不會影響最終原來答應給中科用水，會不

會影響？如果不會影響就沒有關係，如果會影響則要移用

農業用水。

林元鵬：我必須要談，政府做任何重大工程，都有預定時程，我

們只能說會依照原定時程來趕辦。

郭鴻裕：所以這些資料都是不確定性的，評估都沒有評估，隨便

寫個 65%，這樣的資料給環評會審查是有問題的。

朱增宏：剛剛的說法與環評差別的那裡。

郭鴻裕：抄見率是有技術性的困難，有些不確定性。

朱增宏：你說明一下環評書有什麼差別。

林元鵬：剛講 65%是合理的量，若為了滿足中科提升到 80％是不

合理的，但 65％是全省平均的量，剛我強調要讓台中漏水

率與其他縣市至少要維持平均水準，我想這是合理的，那

在環評裡亦是這樣講，沒有任何改變。

郭鴻裕：台北市自來水公司評估過台北市管線要換要 30 年，一

年要 15 億，在這樣條件下評估，是隨便冒然提出；我要

求提出評估資料在環評寫的 65%是可信的，現在沒有提

出，也說有很多不確定性，因此我們環評不知在審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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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請求主席能夠了解，在這些不確定供水條件下，因

中科引起的影響農民權益總共估算大約 6 萬～8 萬人，這

些人之生計如何處理，是很大問題，並不是休耕補償一分

地 4500 元過半年的生活，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水利會

所做的措施農民可以要求賠補，他們要不要承認這一點。

朱增宏：你有什麼其他的問題，請簡單說。

張豐年：剛剛所談這些措施問題都沒有答覆。在沒有開源之下，

現在任何措施只是互為排擠而已，就是這邊用那邊就沒

有，影響範圍不只這邊而已，石岡水壩上游、八寶圳、葫

蘆墩圳這些水，事實上跑到哪裡？豐原、大雅、台中市等

都是從這邊來，所以大甲溪的水可能不夠，所以為什麼水

資源局有大肚攔河堰計畫，事實上就是取台中市尾水，那

為什麼要取尾水？表示我們的水缺的非常嚴重，那麼大肚

攔河堰的水要供給彰濱、雲林等遠處，烏溪是取台中市尾

水，而台中市用水又是從大安、大甲溪，換句話說，從南

部水不足搶到大安溪的水，這是非常嚴重的。光要解決中

科問題，希望全盤考量，要有總量管制概念，不是說沒總

量要給多少就給多少，沒有那麼多地方蓋水庫。

朱增宏：未來還有大肚堰，也預期未來水是不足的，他質疑應總

量控管，而不是單獨談中科。

林元鵬：我想他剛剛所談是很有水的觀念，水是區域性不是點，

之所以說明點對點的關係，是方便說給民眾了解；事實

上，大台中地區水是互相調配的，台中的水有可能是從苗

栗過來的，也有可能支援苗栗，用水也有可支援彰化。簡

單講，大肚堰最主要功能是提供離島六輕及彰濱使用還有

台中港附近許多新興工業區，大肚堰與中科是完全脫離關

係，事實上水也很遠很難調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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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增宏：水資源我們討論很多，三位主持人，包含我要對這議題

針對雙方做釐清是很困難的，休息一下，我們討論一下再

做簡單結論。

朱增宏：謝謝，我想這個說是小結，其實就是說這不見得是一個

所謂的結論，那這一個小結，我們待會還可以最後再來

做，來修改來 review。我想說明一點，類似這樣的聽證

會，其實一次真的是不夠，你看一個問題就花掉這麼多的

時間，包括我們在座 3 位主持人，可能都要去釐清都有困

難，所以我以下說的就是 4 點，那請大家聽聽看，這 4 點

並不是結論，也不是共識，而是剛剛我們花了將近一個多

鐘頭，我們到底在說什麼？在爭議什麼？這爭議的焦點到

底在哪裏？那有一些問題可能，今 天 其 實 可 能 還 是 没 有 辦

法釐清的，未來如果還有機會，其實應該要，我是建議我

們主管單位、政府、或者是相關開發單位，有機會應該要

再釐清。第 1 個，其實有 5 點，第 1 個就是關於到底因為

中科的設置會不會調撥農業用水，雙方的說法是有不同

的，有差異的。這個差異到目前為止，今 天 是 並 没 有 相 互

的認同。第 2 個，但是，枯水期會調撥農業用水，這個可

能性是高的，而且水利會也好，包括這個水利署也都同

意、承認，但是呢，既然枯水期也缺水，農民當然也缺

水，那為什麼可以調撥呢？這就涉及到適法性的問題，那

這個適法性的問題，水利署做法是要去修改水利法，將產

業用水跟民生用水提升一個平等的一個優先性來考量。這

是修法的問題。第 3 點，那至於整個大自然的水夠不夠

用，會不會缺水，會跟不會有落差，到目前為止是有落

差，而且這個基本的落差有兩個很重要的地方是：關於基

流量到底多少，水利署單位提出來的是一個預估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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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一個實際的調查的數據，而這個到底有多少基流

量，會不會影響到下游地下水，跟下游引用地下水，下游

取用地下水來灌溉，那這一點尚缺乏。雖然環境影響評估

已經通過了，那電腦預估的模式通過了，但實際上的估算

並沒有一個第三的公證單位或者是學術單位來 verify，來

驗證他。但是基本上環評是通過了。第 4 個水利會到底有

沒有發函，有 没 有 同 意 給 用 水 呢 ？今天我比較確定的一點

就是，雖然同意了，但是他不是一個發函的同意方式，而

不是一個具體地簽約的方式。那至於於未來詳細的內容，

雖然有一個，有會議紀錄，有備忘錄，但是並沒有具體地

簽約。第 5 點，關於抄見率的問題，民眾這邊比較質疑的

是，不是說本身你的目標不好，而是說在達到這個目標的

過程中，困難度、可能性，會不會影響中科的用水量，以

及影響到底調撥農業用水要用到多少等等這些問題。我們

剛剛花了這麼多的時間在討論，就是這 5 點，這 5 點。有

一些清楚了，有一些是還待繼續釐清，好不好，不知道兩

位主持人是不是同意？如果同意，我們就接下去下一個議

題。

周 晋 澄 (台灣大學獸醫學系教授)：抱歉，對剛剛的那個決議，有

一個我必須要釐清一下。我是環評委員，過去的喔。Ok，

那我們在做環評程序完全沒有談到下游的評估，所以剛剛

聽起來是有提到說下游有用模式評估，這可能要修正，謝

謝。

朱增宏：也就是說在，你的說的是第 3 點，到 底 有 没 有 水 的 部

分，下游到底會不會用？會不會影響，這 個 連 模 式 都没

有，並 没 有 。謝謝你的修正。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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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郭鴻裕會場提供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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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中科會場提供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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