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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央社即時新聞網 | 晚報新聞 | 2015-07-01 (11:52)  

網站(URL連接) | 社會新聞  

字數: 667 words 

反中科廢水 數百竹塘反中科廢水 數百竹塘反中科廢水 數百竹塘反中科廢水 數百竹塘鄉鄉鄉鄉民北上抗議民北上抗議民北上抗議民北上抗議  

 

 

文字快照：http://www.cna.com.tw/news/aSOC/201507015008-1.aspx 

 

（中央社記者魏紜鈴台北1日電）環署今開中科二林園區開發環評範疇界定會議，數百名彰

化竹塘鄉民北上抗議，反對放流水流經竹塘，讓2250公頃面積的良田變毒田。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今天上午召開中科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二階環評範疇界定會議，反中
科四期園區廢水流經竹塘自救會號召數百人，由竹塘鄉長帶領數十名村長、議員及民意代
表，一早從彰化出發北上，到環保署大門前抗議。  

自救會指出，竹塘是濁水米最大產地，中科四期廢毒水管線若經竹塘排到濁水溪，這些有

毒廢水管線行經每年地層下陷3至5公分的地方，若發生爆管，會造成房屋傾斜倒塌引發公
安危險。  

自救會也遞交陳情書給環評委員，陳情書內強調，竹塘鄉是全台最優良米鄉，竹塘米參加

94年全國稻米品質競賽獲優勝、95年全國稻米品質競賽獲亞軍，2007、2009、2010、

2012和2013獲全國十大經典好米、2014全國名米產地冠軍賽台梗9號組冠軍。因此，強烈
反對優良米鄉變成毒米之鄉的惡名，來毒害竹塘鄉。  

自救會認為，全台不受污染的鄉鎮已不多，日前台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教授周志龍曾公
開指出，竹塘鄉因為沒有污染工廠，是全國保留最好的特定農業區鄉鎮之一，希望政府將
它視做寶地來保護。  

「這次範疇界定會議，將放流水流經竹塘鄉並以鄉內濁水溪自強大橋西側1公里河床放
流」，自救會說，這已犯下重大錯誤，竹塘鄉是良田寶地，一旦放流水管經過恐被污名
化，影響所有農牧生產產值。  

自救會也憂心，只要灌溉水輪灌或缺水時，當地沿岸農田灌溉用的水是濁水溪伏流水，所
以只要流放水一經此排放，勢必污染水源及農田。到了枯水期，更可能把污水重金屬物質

或有毒物質經累積於汛水期滲透良田，可見影響多大。104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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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蘋果日報網 | 晚報新聞 | 2015-07-01 (10:16)  

網站(URL連接) | 蘋果即時  

字數: 456 words 

中科排中科排中科排中科排污污污污恐影響灌恐影響灌恐影響灌恐影響灌溉溉溉溉 竹塘 竹塘 竹塘 竹塘６６６６百百百百鄉鄉鄉鄉親北上抗議親北上抗議親北上抗議親北上抗議  

 

 

文字快照：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ife/20150701/639089/%

E4%B8%AD%E7%A7%91%E6%8E%92%E6%B1%A1%E6%81%90%E5%BD%B1%
E9%9F%BF%E7%81%8C%E6%BA%89%E3%80%80%E7%AB%B9%E5%A1%98%EF%
BC%96%E7%99%BE%E9%84%89%E8%A6%AA%E5%8C%97%E4%B8%8A%E6%
8A%97%E8%AD%B0 

 

環保署今天召開中科四期(二林園區)二階環評範疇界定延續會議，彰化縣竹塘鄉動員14輛遊

覽車600名鄉親，由竹塘鄉長莊宜洌帶隊北上到環保署前抗議，抗議竹塘是濁水米最大產
地，但中科四期毒廢水管線將經過竹塘，排到濁水溪，恐嚴重污染灌溉水及飲用地下水，
誓死反對開發，環保署由綜計處長朱雨其出面接受陳情書，才結束抗議活動。  

抗議者除高舉抗議布條，並準備12稻草人及許多稻穗，希望廢水不要污染濁水溪。莊宜洌

說，這些有毒廢水管線，行經每年地層下陷3-5公分的地方，若發生爆管，會污染喝的水及
農作物，也會造成房屋傾斜、倒塌等等引發的公安危險。  

竹塘鄉農會總幹事詹光信說，竹塘鄉是全台最優良米鄉，2013年獲得十大經典好米，2014

年獲得全國名米產地冠軍賽台梗九號組冠軍，但這次中科四期規劃以竹塘鄉濁水溪自強大
橋面側一公里河床上放流，恐將污染水源，若為了中科營運要將竹塘米陪葬，將會抗爭到

底。（洪敏隆⁄台北報導）  

彰化縣竹塘鄉600鄉親北上環保署抗議中科排污廢水。洪敏隆攝  

環保署綜計處長朱雨其(左)接受竹塘鄉親陳情書。洪敏隆攝  

警方嚴陣以待，以防突發狀況發生。洪敏隆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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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由時報電子報 | 晚報新聞 | 2015-07-01 (10:46)  

網站(URL連接) | 新聞  

字數: 744 words 

竹塘竹塘竹塘竹塘鄉鄉鄉鄉600人北上抗議 中科二階環評添變數人北上抗議 中科二階環評添變數人北上抗議 中科二階環評添變數人北上抗議 中科二階環評添變數  

 

 

文字快照：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365472 

 

彰化竹塘鄉600名鄉親上午於環保署前陳情，反對中科四期園區廢水流經竹塘。（記者羅沛
德攝）  

2015-07-01 10:15  

〔記者蔡穎⁄台北報導〕日前才和解的中科四期二林園區計畫又生變數。近600位憂心農田受
污染的竹塘鄉親今北上環保署抗議，要求廢水另找適當排放處；環保署最後由綜計處處長

出面接下陳情書，二階環評範疇會議則按照時程在9點半開始。  

中科管理局日前才和二林當地居民達成和解，條件為二階環評須納入流行病學調查、提供
農路水路，和環評未完成前廠商不得再進駐等；不過，彰化縣竹塘鄉居民對中科四期放流
水經過竹塘有疑慮，今天由自救會會長紀宗成率隊北上抗議。  

抗議居民多數手拿汽笛，並抬出多具稻草人，抗議中科四期恐讓竹塘良米變毒米；竹塘鄉

農會總幹事詹光信表示，竹塘鄉是全台最優良米鄉，曾多次榮獲全國10大經典好米殊榮，
不希望中科的放流水來毒害竹塘鄉。  

反中科廢水自救會會長紀宗成表示，中科四期的放流水經竹塘鄉並在濁水溪自強大橋側1公
里河床上放流，是不該犯的錯誤，因為竹塘可能因此被污名化，影響當地農業的產值，讓
產品的行銷受創。  

紀宗成說，若中科稱符合放流水標準不影響生態，為何管路不設計流放至其他地點，卻要

排到較中科園區高出14~18公尺的竹塘？他希望農政單位為農民發聲，中科應另找適當的廢
水排放處。  

竹塘婦女邱淳毓全家6人清晨5點就搭車北上抗議，她表示，鄉親很擔心良米變毒米，農產

品行銷受影響，這次一共包下15台遊覽車，近600人北上抗議。環保署最後由綜計處處長出
面接下陳情書，二階環評範疇會議照常舉行。  

彰化竹塘鄉600名鄉親上午於環保署前陳情，反對中科四期園區廢水流經竹塘。（記者羅沛
德攝）  

彰化竹塘鄉600名鄉親上午於環保署前陳情，反對中科四期園區廢水流經竹塘。（記者羅沛
德攝）  

彰化竹塘鄉600名鄉親上午於環保署前陳情，反對中科四期園區廢水流經竹塘。（記者羅沛
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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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廣播公司全球資訊網 | 晚報新聞 | 2015-07-01 (12:30)  

網站(URL連接) | 中廣新聞  

字數: 394 words 

中科四期恐造成中科四期恐造成中科四期恐造成中科四期恐造成污污污污染 竹塘染 竹塘染 竹塘染 竹塘鄉鄉鄉鄉民北上抗議民北上抗議民北上抗議民北上抗議  

 

 

文字快照：http://www.bcc.com.tw/newsView.2600885 

 

環保署今天(1號)再度審查中科第四期的開發計畫的範疇界定，在會前將近六百個當地居民
和農民，北上到環保署門口抗議。當地居民指出，中科四期的放流水流經竹塘，排到濁水
溪當中，有污染灌溉和飲用水的疑慮，要求中科另外尋找適當的廢水排放地。  

(余曉涵報導)  

將近六百位的彰化竹塘鄉居民和農民1號北上到環保署陳情和抗議，要求中科四期的放流水
不要經過竹塘，避免污染灌概和飲用水。竹塘鄉農會總幹事詹光信指出，竹塘鄉種出的米
長期以來都是冠軍米，不過一但中科四期規劃的放流水經過竹塘鄉，恐會污染水源，到時
候不僅是當地居民和農民的生計會有問題外，相關農產品也可能出大問題。  

竹塘鄉民代表會代表紀宗成也指出，雖然中科現在保證沒有問題，但難保時間一久，因為
年久失修或外在因素，會造成水管破裂，進一步造成污染。  

最後，環保署綜計處處長朱雨其出面接受民眾的陳情書，而在會議中也決議將中科四期放
流水的管線，不經過竹塘鄉列為選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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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聯合新聞網 | 晚報新聞 | 2015-07-01 (11:52)  

網站(URL連接) | 即時新聞  

字數: 408 words 

全台最優良米全台最優良米全台最優良米全台最優良米鄉鄉鄉鄉「「「「竹塘米竹塘米竹塘米竹塘米」」」」遭中科廢水遭中科廢水遭中科廢水遭中科廢水汙汙汙汙染染染染？？？？鄉鄉鄉鄉民抗議民抗議民抗議民抗議  

 

 

文字快照：http://udn.com/news/story/2/1027527 

 

600多名竹塘鄉民上午到環保署抗議，指中科廢水在彰化縣竹塘鄉濁水溪自強大橋面側一公
里河床上流放，將導致全台最優良米鄉「竹塘米」遭到汙染，使良田變毒田。  

環保署上午召開中科四期(二林園區)二階環評範疇界定延續會議，彰化縣竹塘鄉動員14輛遊

覽車600名農民到環保署抗議。抗議者高舉抗議布條，還準備稻草人及許多稻穗，要求廢水
不要汙染濁水溪。  

竹塘鄉長莊宜洌說，竹塘是濁水米最大產地，但中科四期毒廢水管線將經過竹塘，排到濁

水溪，有毒廢水管線行經每年地層下陷3-5公分的地方，若發生爆管，會汙染飲用水及農作
物灌溉用水，甚至造成房屋傾斜、倒塌等公安危險，竹塘鄉民誓死反對開發。  

竹塘鄉農會總幹事詹光信說，竹塘鄉是全台最優良米鄉，2013年獲得十大經典好米，2014

年獲得全國名米產地冠軍賽台梗九號組冠軍，這次中科四期規畫以竹塘鄉濁水溪自強大橋
面側一公里河床上放流，恐將汙染水源。  

彰化竹塘鄉民上午到環保署抗議，指控中科四期開發案恐汙染農地。記者劉開元⁄攝影  

分享  

facebooktwitterp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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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yam蕃薯藤 | 晚報新聞 | 2015-07-01 (11:02)  

網站(URL連接) |  

字數: 73 words 

反中科廢水數百竹塘反中科廢水數百竹塘反中科廢水數百竹塘反中科廢水數百竹塘鄉鄉鄉鄉民北上抗議民北上抗議民北上抗議民北上抗議  

 

 

文字快照：http://n.yam.com/cnabc/fn/20150701/20150701126479.html 

 

中央社記者魏紜鈴台北2015年7月1日電）環署今開中科二林園區開發環評範疇界定會議，

數百名彰化竹塘鄉民北上抗議，反對放流水流經竹塘，讓2250公頃面積的良田 ...  

自救會指出，竹塘是濁水米最大產地，中科四期廢毒水管線若經竹塘排到濁水溪，這些有

毒廢水管線行經每年地層下陷3至5公分的地方，若發生爆管，會造成房屋傾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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