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宗翰議員提案新制定「臺南市新設置畜牧場管理 

自治條例草案」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時  間：中華民國109年11月30日(星期一)上午10時 

貳、地  點：本會2樓大會議廳  

參、主持人：法規委員會召集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記  錄：劉貞秀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附錄四)  

伍、公聽會進行程序：(發言內容詳如附錄一) 

(一)主持人引言 

(二)提案人立法意旨及草案說明 

(三)專家學者發言 

(四)市府各局處回應 

(五)綜合討論 

(六)主持人結論 

陸、散會：中午12時20分。 

 

備註:附錄二、公聽會現場各單位書面意見 

附錄三、會後郵寄書面意見及mail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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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公聽會錄音整理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大家早！臺南市政府各單位還有臺南市議會各同仁、所有與會的貴賓大家好！今天

是11月30日星期一，我們召開這個公聽會歡迎所有與會人員一起來關心。為了讓制定臺

南市法規能夠更周延，減少很多的爭議，所以臺南市議會在這次的會期中，經過黨團協

商跟大會的決議，我們在擬制臺南市新的自治條例，或是針對既有的法規，如果裡面攸

關市民重大權益的修改時，我們會新增加一個公聽會的程序，作為以後議會審查議案的

參考。當然從法律上來講，公聽會、聽證會、說明會的程序跟效力各有不同，公聽會最

簡單講，就是公部門來聽取民眾的意見。所以今天臺南市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的

這個草案，就是希望廣泛來聽與會大家的意見，對於這個條文的內容、規定，是不是有

不適當的地方。公聽會結束之後就會把這次的會議紀錄提供給議會，作為日後修法、審

案時的參考。為了確保大家表達意見的時間跟表達意見機會，麻煩請大家共同配合幾件

事情，我們尊重彼此的意見表達，所以請幫我們確認也互相提醒，請把手機關靜音或切

到震動。如果有緊急的事情要聯絡、打電話的話，請你到會場之外，儘量不要影響到場

內其他人的發言，也不要影響到會議的進行。我們尊重彼此的意見表達，請不要打斷或

是干擾其他人的發言，我們也請依照議會人員的計時提醒。首先先介紹這次出席的貴賓，

我們先介紹地主，就是議會的議員，包含這次案子的提案人李宗翰議員。 

李議員宗翰： 

大家早安、大家好。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還有陳昆和議員、尤榮智議員、張世賢議員，以及本席穎艾達利，還有沈家

鳳議員也派助理到場。學者專家方面，我就依照名單上的順序介紹，我們分別邀請到嘉

南藥理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米孝萱教授、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科學與畜產系翁瑞奇

教授、行政院農業委會畜產試驗所蘇天明副研究員。臺南市政府出席的人員包含農業局

謝耀清局長、農業局畜產科張耀仁科長、環境保護局陳幸芬副局長、環境保護局空氣及

噪音管理科楊朝全科長、法制處朱瑞麟專門委員、法制處法制行政科曾博欣科長。業者

團體代表，包含臺南市養豬協進會曾勝誠理事長、臺南市養鹿協會陳慶宗理事長、臺南

市養雞發展協會郭代表，臺南市蛋雞協進會黃文哲理事長、臺南市養鴨協會林路拾總幹

事，還有各區公所的代表，新化區礁坑里羅萬來里長。有沒有與會貴賓沒有介紹到的？

沒有，如果有漏掉了請原諒，並且提醒我一下，待會再補充報告。在李宗翰議員說明這

個草案之前，我們先講好發言規則，我們會設定鈴聲並且舉牌提醒，第一次鈴響時代表

時間剩下1分鐘，第二次鈴響就請你停止發言。現在請李宗翰議員簡單說明一下「臺南市

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的立法意旨跟草案內容，時間10分鐘，李議員請。 

李議員宗翰： 

謝謝穎艾達利議員，非常感謝，因為他是法規委員會的召集人，所以今天特別撥冗

來主持這場公聽會，能夠聽到大家的意見。我相信很多局長，包括農業局也好、環保局

也好、法制處也好，常常讓我們在議會裡面問：局長，為什麼我們臺南市的自治法規，

從屏東到彰化都已經寫好了，獨獨只有臺南沒有，放了快要10幾年了。很多縣市的業者

知道臺南沒有任何的法規能夠限制他，他只要來申請我們就要接受，所以變成我個人真



3 
 

的忍不住了，因此透過很多議員一起連署，希望推動這個法案。這個法案的內容其實非

常簡單，重點報告給大家聽聽看，第五條第五項、第六項、第七項大家可以先翻閱。第

五條第五項裡面提到，我有參考全國每個縣市，最輕的100公尺；最重、最遠的寫到1,000

公尺，那是臺東的標準。雲林300、500公尺，別的縣市真的沒有寫那種100公尺的。但是

重點是距離嗎？不只，接下來我們繼續看第五條第七項，他的設備有明確要求，如果養

雞、養豬、養鴨大概要有什麼樣的設備。尤其現在我們看到溪北地區的議員都來到現場，

就知道這件事情在我們那個區域非常嚴重。颳北風時我們聞到雞屎味、透南風時我們聞

到牛屎味，很多議員接電話接到手軟，所以今天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不只是距離方面

的問題要處理，第二項設備的方面臺南市政府也應該要來要求。剛剛跟大家報告過，設

100公尺的縣市他對設備的要求非常明確，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要講養雞的，因為我剛好

學習過養雞，有開放式的，也有水濂式的，也有像工廠一樣完全包起來，完全看不出來

的。這是一個養雞場，當然我們要求他的設備，不要再用開放式的了，因為只要用開放

式的，不只1,000公尺，就算2、3公里還是都聞得到。尤其是晚上，就算你沒有到街上，

每戶真的都聞得到。我不是特別針對哪家廠商，因為別縣市的廠商來到臺南，找一下地

方的人士，說也想要跟地方好好在一起，所以就設置了，但設置後設備不更新，又跟村

莊的距離非常近，我們要怎麼跟民眾解釋呢？跟他們說不好意思!他們於法有據，還是不

好意思!臺南市根本沒有立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的意見，希望我們推動這個法案的過程，

不要影響到讓業者真的無法生存下去，但很不好意思!要讓我們能夠對民眾交代，為了地

方的發展，不是市區的人吃雞肉、鄉下的人聞雞屎，絕對不是這樣，我們要替我們這個

地方主張我們自己的價值。所以等一下我們相信一定會聽到大家的意見，尤其也有很多

鄉親跟業者向宗翰指導5-6(第五條第六款)這一條，如果要擴廠時，我們能不能增加飼養

量？跟大家報告，不管是哪一個縣市都沒辦法再增加，如果真的買太小，可能要另外再

申請一張執照。當然如果要增加擴大，增加他的環保設備，大家都可以支持，甚至經費

我們大家也都可以幫你爭取。但是大家知道，報5千卻飼養1萬、報2萬卻飼養4萬的，這

些大家不要講破，大家也都知道哪家廠商有時多少會有這種狀況。如果這個放行了，可

能大家會非常困擾，所以以上三點先報告給大家知道，5-5(第五條第五款)的1,000公尺，

這是我的版本。5-6(第五條第六款)關於擴建方面，不好意思不能增加。5-7(第五條第七

款)部分，可能請大家要詳細看清楚，我們自己的產業裡面，這次有要求到什麼樣的規範?

大致的內容大家可以慢慢看，但是最主要討論的內容就是這三條，大家講出的意見，我

相信議會也好、市府也好，絕對都可以商量，在此再次感謝每一位業者、民意代表，代

表了地方的發展以及我們希望的價值一起來打拼，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平安如意，感謝

大家。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宗翰議員簡單的說明，各位手上應該都有會議資料跟法條的內容，如果沒有的

話請舉手，我讓工作人員把資料送上來。我在這裡也補充介紹一下，到場的還有蔡筱薇

議員、李啓維議員、許又仁議員、謝龍介議員服務處的代表主任，以及養雞協會的周國

泰代表，謝謝各位的出席。接下來我們邀請專家學者提出建言，原則上每人時間5分鐘，

第一次鈴響代表時間剩下1分鐘、第二次鈴響請停止發言，首先邀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動

物科學與畜產系翁瑞奇教授，翁教授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科學與畜產系翁教授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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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在座各位議員，還有在座的各位畜牧前輩，還有其他臺南市的朋友。我想

就我自己的專業而言，整個自治條例裡面，其實剛才李議員也提到各縣市有在訂，從宜

蘭一直到屏東，好像大家現在看到臺南沒有訂，全部集中到臺南來，確實是一個壓力，

但是以我自己在畜牧界南北跑的經驗來看的話，其實每個縣市還要注意到它自己的文化

背景，為什麼是文化背景？為什麼宜蘭會訂100公尺？因為雪隧通了之後真的沒有辦法，

很多人就跑雪隧，宜蘭的農民就被訂100公尺。為什麼屏東訂300公尺？因為屏東最開始

在發展農復會的時候，那時候就在推廣用豬屎、尿來灌溉農田，所以我們養20隻母豬就

可以免做廢水處理。慢慢我們可以發現到，雲林也有一個背景，就是他們那邊有一個六

輕，所以他們有很多土地開發會跟歷史、文化背景有交錯的地方。當然臺南以我自己的

了解，尤其是養牛有一個很大的專業區，臺南也有一個很大的研究輔導單位，就是蘇天

明博士他們的單位。其實我想我們還是要把歷史背景放進去自治條例考量，我們要怎麼

放進去。關於這個自治條例，就像剛剛李議員講的，我們不是要讓農民活不下去，但是

要讓農民能夠升級。所以我比較建議的是：第一，現在的農業升級，我們可以發現，從

民國50、60年到現在接近40幾年，這些設備其實都已經開始老舊了，所以我比較建議的

是：第一，我們剛才談的第五點，針對畜牧場的形式，把它往前放，不要放到第七點(第

五條第七款)，要先明確的講，如果要新設、改建或擴建，一定要先符合這個規定。確實

如果把水濂、密閉式畜舍，還有高床，其他動物不見得要用高床，或根本不能使用高床，

這個有可以修改的部分。我認為把設備先設置好，先談設備，把它談得很清楚，而且有

規範了之後，再來談距離、資源化再利用方面。確實如果現在資源化，廢水達到20%的話，

已經比以前改變很多了，其他縣市的話，現在從5%、10%慢慢改變，現在臺南市如果訂20%

的話，事實上標準很高，是比其他縣市更高，因為其他縣市根本沒有土地去灌的話，它

只好回到水濂裡面去，所以這裡訂20%事實上已經是高標準的了。設備資源化先訂了之後，

然後再來訂所謂的距離，我認為距離1,000公尺事實上是過分嚴苛了，因為如果真的去看

畜牧跟歷史發展，會發現這1,000公尺，如果廢氣處理得很好的話，其實真的不需要1,000

公尺，我個人認為如果能維持在300公尺，而且能夠維護到臺南原有的畜牧特色的話，這

樣或許會比較緩和一點，這個條例訂下去就不會有這麼多衝突。當然還要看將來臺南市

有沒有所謂專業區的設置，如果有專業區的設置的話，是另外一個利基，可以讓農民到

那邊去持續發展，讓新一代的農民能夠持續發展，以上我針對這方面概括說明。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翁教授，我補充介紹到場的還有陳怡珍議員、周麗津議員。接下來請嘉南藥理

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米孝萱教授，時間5分鐘，謝謝。 

嘉南藥理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米教授孝萱： 

謝謝主持人，各位在座的議員、臺南市局處的長官、各位與會先進，還有農業界的

代表大家好。今天非常高興能夠受邀才參加這場公聽會，我自己本身的專長是空氣污染

方面，所以我也跟大家報告一下，剛剛李議員一開始針對自治條例所做的背景說明中，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們學校邀請了一位國外的學者到學校交流，這是去年之前，

後來他到臺南高鐵站，時間不算太晚，但是一下車他走出來後就跟我說，為什麼這附近

的味道這麼濃厚？等到他當天活動結束之後離開高鐵站，這個味道還是久久沒有散去，

我們很尷尬，當然我們也的確碰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因為它算是在一個城鄉發展比較

邊陲的地方，如果是在市區的話，議員們應該會更辛苦，要接民眾的陳情，當然環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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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常常收到民眾的陳情跟反映要解決這類的問題。針對李議員所提的這個自治條例草案

裡面，有一件事情我不太清楚的是，在第五條第七款提到畜牧場應依其申請類型，設置

下列設施，但是看起來只有豬、雞、鴨、鵝，像剛剛有介紹到養鹿協會，然後也有養牛、

羊的，針對其他的家畜不知道會不會涵蓋在這裡面。我非常贊成剛剛屏科大教授的意見，

的確把距離納入考量是一個不得已的條件，如果污染源，就是產生異臭味，我想農畜牧

業大概比較容易被大家陳情的，都是因為有異味，可能因為畜養的家禽、家畜數量多到

自身的防治設備已經沒辦法控制，或者是沒有防治設備去處理，導致周遭民眾的陳情。

因為異味又是一個非常感官的東西，所以真的不是看得到、看不到，就不會察覺到這樣

的情況。我覺得可能在增設的類型上，是不是也應該把這幾個飼養的種類也列進去。另

外就是設備，我想剛剛提到了農業升級，我也認為污染防治的設備、條件也應該同步要

升級，因為事實上農畜產業也算是傳統產業，傳統產業過去在防治設備的改善上，往往

會討論到升級或者是購置改善的成本太高。事實上我們在學校做相關研究也發現，有一

些技術、方法基本上已經可以改善這樣的情形，所以我還是回歸到農牧業應該要符合基

本的防治、基本的法規標準跟要求之後，然後再來討論設限的距離。主要還是因為有很

多屢遭陳情的業者，當然可能沒有增設或新設的需求，但是怎麼在這個自治條例中要求

既存的業者也要併同改善，我想如果要求新設業者要改善，當然就不能不回頭來要求既

設業者也同樣要改善，這樣子的標準才會比較一致、比較公平。我想其他縣市的自治條

例裡面其實都有提到水、廢棄物……，謝謝。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米老師，待會如果有時間再讓米老師補充，接下來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實

驗所蘇天明副研究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實驗所蘇副研究員天明： 

各位臺南市畜牧業的各產業代表，還有在場各位大家好，我是畜產試驗所蘇天明，

就目前今天看到的這份自治條例草案裡面覺得有一些可以討論的空間，包括第三條第一

項第七款，目前大部分所定的自治條例建置，除了雲林縣有把禽畜糞尿資源化設施列入

他的自治條例之外，其他縣市目前是還沒有。這個資源化設施其實在申請農業用地做農

業設施的審查辦法中是屬於畜牧設施，不一定是在畜牧場內，所以我建議自治條例名稱

中的「畜牧場」，是不是要把它修改為「畜牧設施」？這個是第一個。然後，我呼應一下

剛才翁教授所說的距離部分，目前在這個自治條例裡面已經訂定必須是要一個密閉式的

畜禽舍，那密閉式的畜禽舍是不是必須要距離學校、廠房、商店1,000公尺以上？我覺得

幾公尺是為了承辦同仁去做界定，還有要新擴建畜牧場的這些業者有個依據，但是1,000

公尺是不是有什麼科學證據說一定要距離1,000公尺？而且其實在環保法令裡面已經有

相關的一些規定，包括周界氨的濃度不可以超過1PPM，或者是異味30或50這些，所以我

會比較建議1,000公尺真的有點難度，是不是可以適度把它縮短？另外，目前把畜牧場跟

資源化設施放在一起，資源化設施可能對畜牧場會有一些生物安全的疑慮，所以要不要

讓畜牧場跟資源化設施還是應有些適當的距離。有關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款，廢水資源化

再利用達20%這個部分，我個人比較傾向是不是用放流水減量20%以上，因為基本上我們

現在希望減水、減廢，尤其現在這些資源化再利用要找到20%以上的能力還是有一些困難，

所以是不是先從放流水的排放量來界定。另外，在第五條第一項第八款後面提到隔離綠

帶，我建議後面再加「或」，因為禽的部分，如果隔離綠帶的話，或許對禽流感會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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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疑慮，大概是這樣子。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副研究員，待會邀請市政府分享，我們先補充介紹，現場有臺南市議會郭信良

議長，還有王家貞議員服務處的代表申小姐。 

議長郭信良： 

主持人穎艾達利議員，還有李宗翰議員，現場的張世賢議員、許又仁議員、李啓維

議員、尤榮智議員、蔡筱薇議員、周麗津議員、陳怡珍議員，還有沒叫到的嗎？沈家鳳

議員的秘書、里長。因為臺南市政府有設一個自治條例，本會李宗翰議員也提了一個，

我們就要併案，這個自治條例設下去之後衝擊很大，我去地方跑行程的時候，了解到有

些可能會造成業者窒礙難行的地方，或者是對業者有多大的衝擊。今天開這個公聽會，

就是希望你們可以提出目前的困境，還有這個法令通過的話，業者會遇到什麼困難，沒

有辦法在這個法令中適合你們現在的模式，如果可以改，我們就修改；如果不能改，在

文字上看怎麼處理，所以今天召開這個公聽會就是這個意思。因為張世賢議員身體的關

係要去醫院檢查，所以等一下麻煩主持人先給張世賢議員說一下話，希望將整個過程紀

錄下來，提供未來委員會審查自治條例時能夠在各方面多加注意，對於不適當或者是窒

礙難行的地方能夠充分了解，這個是臺南市議會的創舉，希望符合大家的需求與需要，

也能夠注重地方民意的聲音，又能夠兼顧環保，也能夠讓業者生存下去的空間，謝謝主

持人，麻煩主持人再繼續，謝謝。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感謝議長。補充介紹盧崑福議員的洪秘書到場，也請大家見諒，因為剛剛議長特別

提到張世賢議員因為另有要事，我們先把分享時間原本就預定議員發言，每人時間3分鐘，

第一次鈴響時代表時間剩下30秒，第二次鈴響時請停止發言，我們先請張世賢議員發言。 

張議員世賢： 

謝謝主持人，各位專家、各單位的主管、與會的各位貴賓、議會同仁，大家早、大家

好！我想這個公聽會本來就要開，也要到地方開，不能只開一場，公聽會一定要到地方

去開。第二、本人在黃偉哲擔任市長時，就已經向他反映、提議了，這個自治條例拖了

一、兩年了，讓各縣市要養豬、養鴨的業主有這個空間設置在臺南市，尤其是設在溪北，

這是最不應該，到現在局長也已經換人了，現在才在開這個自治條例。問題不是距離的

問題，大家都是內行的，要先跟地方附近的人民取得共識與同意才能設置，這是最重要

的，最是痛苦，直接面對空氣與環境污染的就是在地的居民，所以這點一定要列入，不

能沒有列入，讓在地、附近的居民大家有共識、同意後才讓他設置，這是最重要的。至

於現在已經設置的這些舊牧場，我們要鼓勵他們，讓他們汰舊換新，要取締他們也有難

度，一定要鼓勵他們換新的，這樣對空氣才能有所改善，我沒有太多話可以說，就說到

這裡，局長要記得，民意第一重要，要傾聽民意，要取得大家的共識才能設置，我希望

這點要列入，感謝各位，抱歉我先失陪了，謝謝。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張世賢議員，接下來請市政府相關單位發言，首先請謝耀清局長發言，時間5分

鐘，第一次鈴響時代表時間剩下1分鐘，第二次鈴響時請停止發言，謝局長請。 

農業局謝局長耀清： 

大會主持人穎艾達利議員以及各位議員、各位畜牧界的先進，以及關心畜牧法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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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要修正的這些民眾好朋友，還有專家。我想剛剛主持人也說過，公聽會就是公部門

要來聽取民眾的意見，所以我簡單舉三點向大家報告。首先也要感謝李宗翰議員做自治

條例的提案，所以我們才有這場公聽會，才有這個時間跟大家坐在一起探討。其實跟大

家報告，一個合法的牧場，它的土地要合法，目前有兩個法令在管理，一個叫做區域計

畫法、一個叫做都市計畫法，分別管理非都市計畫內及都市計畫內的土地，要符合法令。

第二，要合法的話，建築物要合法，要先取得建築執照跟使用執照，他才能夠依照畜牧

法申請登記畜牧場，所以一個畜牧場要合法，他的土地、建築物要根據法令登記，所以

大概要經過四個法令才可以。合法之後是不是就沒事了？有事情！有什麼事情呢？未來

這些廢棄物要受到廢棄物清理法的管制，而且它的空氣、臭味，剛剛專家也說過，會透

過空氣污染防治法管理，包括隔界臭度，新場不能超過30，舊場不能超過50，這些都有

規定。另外污水也會受到水污染防治法的規範，所以一個牧場基本上從興建、完成興建

一直到以後的管理，要受到差不多七、八個法令的管理，所以並不是沒有管理。為什麼

臺南市遲遲沒有制定這個自治條例？因為畜牧法等相關法令就有規範，其他7個縣市訂有

自治條例，大概都是要求距離的問題，剛剛也有專家、議員表示距離不是問題，要如何

讓這些牧場的臭味不會影響到居民，讓他們的生活品質更高，這才是重點，所以李宗翰

議員大概也有往這方面思考，也搜集了非常多資料，令人佩服。第二點、針對牧場，市

府也有一個版本，針對生物安全距離的部分，就是議員所提的5-5(第五條第五款)，為什

麼畜牧場在有建築物的地方是500公尺呢？因為我們考慮到生物安全的問題，就是周圍如

果比較多人的，就容易把病菌帶到畜牧場，會影響到牧場的生物安全。另外，就是考量

到家禽廠會抽風出去處理，會透過一些水洗、除臭的設備後才去排放廢氣。有關防止揚

塵，107年我們也有拜託宜蘭大學某教授做過相關的研究，而且臺南地狹人稠，如果要蓋

一個新牧場可能有困難，所以我們訂定500公尺。另外，剛剛專家也有提到禽畜糞尿資源

化中心，就是堆肥場，它傳播疫病的風險更大，所以我們訂為1公里，這是第一小點。第

二是關於5-6(第五條第六款)，目前臺南有2,200場的牧場，我們要鼓勵這些牧場是不是

能更新它的設備，所以我們也有相關計畫在支持，我們規定原有的場要擴建，會限制它

的面積，我們是支持把舊廠擴建得更好。但本來附近都沒有住戶，未來有住戶的話要怎

麼辦呢？我們有一個專區設置的規劃，這些場應該不能在這邊飼養了，要搬到專區，我

們大概有設置了專區的規範。另外一點就是對應到議員所提5-7(第五條第七款)，很詳細

地搜集很多資料，大概是目前一些比較先進的畜禽設施也好，或者是污染防制設施也好，

但是我想技術會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進步，我們也一直在搜集外國的資料，所以我們未

來會用公告的方式，以上報告。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農業局謝局長，接下來請環保局陳幸芬副局長報告。 

環境保護局陳局長幸芬： 

大會主持人穎艾議員，還有李議員、在座很多關心的議座、很多畜牧業的團體，以

及關心議題的各界代表大家好。環保局大概有三點的數據讓大家知道，也跟這個議題有

關係。依據環保局的陳情資料來統計分析，今年1月到10月陳情畜牧業臭味的大概有667

件，比例還蠻高的，尤其溪北地區大概佔了65%。針對這些陳情案件，環保局接到很多電

話，所以我們也必須組成聯合稽查小組。我們也進一步統計分析陳情人的住所跟附近畜

牧業的距離，發現白天大概400公尺，等於白天時，附近400公尺的畜牧業會影響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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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到600公尺遠，這個味道也會影響到他，為什麼？晚上因為氣壓下降，大家對味道的

感覺會比較敏銳，所以大概會有400到600的距離，這個是我們從陳情案件的統計數據所

做的一些分析。第二點、我想剛才也有講到資源化比例的問題，在此也跟各位報告，法

令上針對廢水、糞尿的資源化比例其實是有規定的，針對200頭的養豬場、500頭的養牛

場的畜牧業，在111年11月他的資源化比例要達到5%，在116年11月要達到10%，大概在法

令上有這樣的規定。如果以李議員提出的20%的資源化比例來看，我們可以算一下過去我

們推廣的狀況，如果以20%的資源化比例，增加1,000頭豬的養豬場，可能必須要搭配的

稻米，或者是目前臺南市大部分資源化都是和硬質玉米搭配比較多，農作物大概是6.8公

頃這樣的搭配面積處理，這是我們根據法令還有過去的推動數據。第三點、其實市府團

隊不以開罰為目的，我們希望不管對民眾或是畜牧場來講是雙贏的，除了永續發展、產

業發展之外，也能夠採取一些環境友善的措施，包括總量的觀念。目前環保局也跟農業

局聯合推動沼渣、沼液做為農地肥化的使用，也很感謝臺南市很多畜牧場支持政府的政

策，也了解到目前的狀況已經必須要走向資源化，資源化的好處不只減少廢水排放的污

染問題，也可以減少空氣污染。目前臺南市已經有112間的畜牧場使用，每年核准的施灌

總量到達23萬公噸、施灌面積也到達177公頃，我們如果去換算、訪談這些農作戶，大概

節省450萬的肥料。我為什麼要跟各位報告這些數據，其實也讓各位了解，希望透過這樣

的輔導、行政管制的作法，能夠讓環保跟產業的發展能夠達到雙贏的目標，以上謝謝。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陳副局長，我們補充介紹現在到場的黃麗招議員，謝謝黃議員。接下來請臺南

市政府法制處朱瑞麟專委發言。 

法制處朱專門委員瑞麟： 

各位議員、各位貴賓大家好！每個人對事情的看法都有不同的觀察角度，也有不同

的價值判斷，雖然大家可能都有不同的主張，但是應該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公聽會的目

的就是要聽取各方大家不同的意見，協調出大家可以接受的方案。如果沒有大家可以接

受的方案，也希望能夠協調出一個雖不滿意但是可以接受的方案，等一下我們就廣泛聽

取大家的意見，謝謝。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沒有補充意見了嗎？ok，今天這個會本來是安排到12點結束，11點55分還有留給主

持人時間，但是我想公聽會最大的目的是希望能夠廣泛聽取大家的意見，所以我不會特

別區隔是議會同仁或是協會代表、一般的市民民眾。接下來一直到11點57分，原則上都

開放讓大家進行綜合的意見提供，當然如果後面還有必要的話，我們再邀請剛剛還沒有

發言完畢的，包含學者專家或臺南市政府的意見，原則上每個人發言的時間都是3分鐘，

第一次鈴響代表時間剩下30秒，第二次鈴響請停止發言，包含議員同仁也一樣，請見諒。

當然我們也是類似議會發言的規則，希望大家都有發言權，所以如果你要延長發言或是

第二次發言的話，能不能先讓準備第一次發言的朋友先發言，現在開始進行意見的交換，

我們沒有用登記的方式吧？ 

尤議員榮智： 

因為今天是公聽會，要聆聽地方的心聲。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對，我們也是希望這樣，但是看大家的意見，先請陳昆和議員，時間3分鐘，陳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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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陳議員昆和： 

主持人、各局處官員、議會同仁，不好意思因為我是法規委員會的委員，所以這個

案進到法規委員會，我再來表達意見，但是我在場有一些意見必須要先提出。第一點要

請農業局跟環保局特別注意，西海岸最髒的河川應該就是將軍溪，我在總質詢時提過，

我覺得我們現在在關心這個自治條例的訂定，這是非常正面且重要的。過去縣市合併後

的第一屆、第二屆都忽略，其實對黃市長也是表達肯定。這個自治條例的訂定，我覺得

主管機關要思考，針對畜牧場的設置將來可能產生的污染，我們的管理成本，既然叫做

管理自治條例，我希望針對溪北，因為溪北比較大，針對整個臺南市，我希望做個管理

基金制度。否則將來處理污染的事情時，跨到環保局、農業局，大家會散成一片。今天

我們沒有訂定，業者都一直想要進來，我要說的是將軍溪是最受污染的，將軍溪是二仁

溪污染的兩倍以上，所以大家都在關切這個議題，不只是空污的議題，而是整個環境的

問題。自治條例的第二條，可能要去思考一下，農業局是不是獨立的單位？如果農業局

不是獨立的單位，我們的名稱要弄清楚，不要「本市農業局」，要是「臺南市政府農業

局」。臺南市是一個法人，臺南市下面有臺南市政府，所以我們在法規制定的時候，這

麼法制面的建立要內行一點，其他的我在法規委員會再提。但是我希望針對管理基金在

法規委員會開會之前就有，否則我對這個自治條例會有意見，謝謝。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陳昆和議員，我再說明一下，請大家在發言前先告訴大家，你代表的單位或大

名，因為我們要做會議紀錄，我們都會做會議紀錄，接下來哪一位要發言呢？ 

臺南市養鴨協會林總幹事路拾： 

謝謝主持人、李議員、各位議員、各位長官！特別謝謝局長，我是農林廳退休後到

臺南市服務，今天談這個問題，我本來是不想來，後來想想我還是要來。因為我原來在

農林廳的時候是畜政科組長，負責臺灣省農林廳的牧場登記證，我也當技正、秘書室的

副主任。所以對牧場登記的法規、沿革，我非常清楚。對於這個管理自治條例，我也分

析了各縣市的條例，所謂訂這個自治條例的目的是目前的畜牧法，或是有關畜牧場的登

記問題似乎有不周延的地方，才需要臺南市政府自己來訂一個條例。我現在聽到很多問

題，像臺南市也有很多的鵪鶉畜牧場，現在農委會還沒有公布，可能要到明年才會公布

指定的動物別，我看嘉義縣有把鵪鶉列下去了，我的第一個建議，因為臺南有很多鵪鶉

場，把鵪鶉列下去，農委會還沒有規定，我們跟別的縣市一樣也增列一個規定。第二點、

別的縣市也是叫做新設置畜牧場，我覺得這個「新」要去掉，「設置」就好了，設置的範

圍包括現有的位址擴增，或者是現有的飼養登記場要怎麼讓它合法化。剛剛畜試所(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建議綠籬的問題，那個真的對禽流感有影響，所以可能要廢掉。

再來是密閉式或者是開放式，我們定調就好，不要改負壓或是水濂，農委會有鼓勵水濂，

就是密閉式的水濂，它是有補助的，開放式的……，謝謝。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再次請教一下，您是養鴨協會的林總幹事嗎？ 

臺南市養鴨協會林總幹事路拾： 

對。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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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大家待會發言的時候，請告訴我們你的代表單位，讓我們方便紀錄，如果有第

二次發言需要再舉手就好，接下來請上排的發言者。 

臺南市養豬協進會曾理事長勝誠： 

主持人、各位議員、各位貴賓大家好，我是臺南市養豬協進會的理事長曾勝誠，我

第一次發言。針對臺南市的地方自治法，我也非常認同臺南市議會設置地方自治法，但

是我的前提是要取得共識，產業要生存、百姓要生存，不能讓產業無法生存，所以我個

人提出幾點建議，在此提供大會採納。第一點，雖然剛才很多專家提到距離不是問題，

但事實上就是有訂這個距離，所以我在此建議，是不是設置自治區300公尺、醫院或是學

校500公尺，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我們應該把廟宇排除，因為鄉下很多田中央就會擺一

尊神像也是不合法的，如果用那個點來算距離，可能臺南市就變成沒有辦法申請，所以

是不是能夠排除廟宇。第三點，已設的畜牧場擴建或改建，因為原本已經合法，不應該

受到新的地方自治法的限制，不追溯既往。第四點，現在政府鼓勵翻修或者是更換現代

化設施，農委會也在鼓勵水濂、負壓、智能的，改善臭味跟污染源，這點是不是能適度

讓人家增加隻數？在現有的場所改善設備花了這麼多錢下去了，當然以業者來講就是希

望能趕快回收，不然花了這麼多錢，現在花這些是非常傷本的，這也是政府的政策。再

來第五點是用水來源，我們都用自來水，因為現在牧場需要申請自來水，是不是建議從

源頭，因為現在自來水要申請排設一米要3,000元的建設費用，對我們業者來說實在吃不

消，是不是如果有人同意，田主同意要讓我們設置水表在那邊，我們可以自己申請叫水

電業者把它遷進牧場裡面，這樣是不是比較有變通的方法，在此建議。第六點、關於經

營說明會，我建議不要訂這個說明會，否則新的牧場可能都無法設置了。現在新設置的

牧場都符合新的法規、有新的設備，如果在地方辦這個說明會，可能就無法達成了，可

以再說一下嗎？ 

主持人：（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理事長，先看看有沒有其他朋友要發言的嗎？如果沒有你再第二次發言。 

中華民國養雞協會蛋種雞組黃組長烈文： 

大家好，我是中華民國養雞協會蛋種雞組的組長，我姓黃，黃烈文，第一次發言。

蛋種雞組就是負責生產臺灣所有的蛋雞，臺灣只有五家而已。我特別說明一下我的背景，

我是臺南子弟，也是承接以前舊的傳統，可能我的鄰居也在抗議、對我不滿，但是我有

心要改變，做最新的設備，以繼續延續這個行業。但是我所遇到的困難就是大家都不理

解，因為蛋種雞的溶氧量是最低的。畜牧法所有四隻腳、兩隻腳，全部禽類都包含在裡

面，但是不是可以思考，行業類別裡面的特殊溶氧量的考量，因為這對環境負載是最少

的，我們也提供最好的設備，但是這點完全不被民眾所接受，人家就是抗議你養雞。所

以像剛才理事長說的，他應該是在說第六條的第十三項，最後一段申請人要辦理說明會，

這個文字寫得非常模稜兩可，因為他不是專業，我們要去辦說明會的時候，這是我自己

遇過的，所有不明究理的左鄰右舍來寫陳情書、抗議，你就不用蓋了，我們討論 300、500

都是多的，當然我也贊同剛剛李議員提供的，我們一定要立法，不能把所有東西都集中

在臺南，我也問過局長我們要有安全防疫的機制，但是這個距離，我呼應的是一般住宅

300，離學校機關 500，但是一些廠房沒有登記的也要放在計算裡面，這個是太不合理，

所以這部分大家都是學者專家，都有專業的學術背景。對於這種說明會，完全沒有立論

基礎、完全沒有專業考量之下來影響專業的申請，我覺得這個很不合理，這對有心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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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是很大的衝擊，既然有各位長官的審核、各位議員、專家的看法，我何必要來辦這

個說明會？這個制定的法又從何而來？以上是我的個人意見，謝謝。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黃理事長，還有沒有其他？ 

中華民國養雞協會蛋種雞組黃組長烈文： 

我不是理事長，是組長。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黃組長，不好意思。還有沒有其他參與者要發言的？請。 

臺南市養雞協會代表周國泰： 

主持人、各位長官、學者專家、女士先生大家好，我是臺南市養雞協會理事長指派

我來的，也是中華民國農林會協會的常務監事，利用這個機會，我們知道就像謝龍介議

員所說的臺南市是「綠到出汁」的地方，但是「綠到出汁」並不是不好，一團和氣大家

一起來處理事情。我相信市長這麼親民、愛民，他和議會這些同仁所制定的法規應該會

符合民意，所以臺南市養雞協會在法規的條文我們沒意見，因為市政府絕對去參考相關

單位和實際上市民的需求來制定，我們就靜待良策的出爐。但是有兩點建議要說，根據

畜牧法的規定，養雞的雞屎一定要和相關有機肥化製場簽約，但是我們找不到有機肥化

製場來簽約，這是工廠的量不足，如果百姓知道了每間雞場都去檢舉，政府單位接到檢

舉就一定要依法處理，我們畜牧業者處罰的罰單接不完，所以一直要求如果接到檢舉的

話，目前在有機肥工廠不足的情況下，是不是能夠有一些變通的方式？當然農委會也曾

建議，雞屎不要整個賣掉，把它混合加水發酵，就比照負壓雞舍把空氣抽出去，可是抽

空氣出去，想請問學者專家是不是算製造空氣污染？我的建議，當然是我們提出意見，

我們希望有解套，在配套不足的情況下，譬如臺東希望有一千包雞屎，由相關單位制定

三聯單，不夠就四聯單、五聯單，向公所遞單申請，申請後的單子就是他的通行證，雞

屎、豬屎可以運到臺東、花蓮給農民使用。但運去之後他一定要放在一個規劃的地方覆

蓋起來，經過一個月後，公所人員去現勘後就可以放行讓他放在農地。第二個建議，總

統可以在他就任之前，農地上的非法工廠、低污染的工廠都可以就地合法了，我們要求

的是緊鄰部落甚至在 100 公尺內，當然這個距離由相關單位去制定，合法的畜牧場是不

是能比照變更地目、繳稅金增建等方式。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抱歉!我們都照時間，還有要發言的嗎？ 

臺南市養豬協進會曾理事長勝誠： 

我第二次發言，剛才沒講完。申請牧場現在牽涉到農業畜牧設施，新的裡面有一個

規定，如果距離訂定有疑慮，要申請建築師，我覺得周界距離需要請建築師來簽證嗎？

如果還要請建築師來簽證，還要花一筆很大筆錢，以往都沒有，為什麼要設一條需要建

築師的簽證？謝謝。(備註：條文說明：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二款若距離認定上有疑慮者，

得請申請人提供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做確認。)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下一位。 

臺南市蛋雞協進會黃理事長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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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各位長官、各位媒體大家好，我是蛋雞協進會理事長黃文成，第一次發言。

我覺得時代在進步，要訂這個法律是應該的，但是臺南市屬於農業縣市，有一些設備都

是差不多 60幾年留下的，所以我認為現在要立法以前，舊有與新設要分開，尤其數量越

大越污染，所以這個要考慮在內。再來關於排泄物的問題，這種農業排泄物是沒有毒的，

希望不要歸類為廢棄物，因為歸類為廢棄物和資源再利用是完全不同的，廢棄物有廢清

法在管理，所以我們希望用勸導的方式，不要列入法律內，謝謝。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還有沒有要發言的？ 

臺南市養雞協會代表周國泰： 

大家好，我是農林會協會常務監事，再次發言。剛才所說的第二點是希望如果剛好

鄰居、相鄰的禽畜牧場，市政府是不是可以考量讓它離牧，當然是比照變更他的使用方

式捐地捐款。還有一點是健康自評書，養雞戶三個加起來超過 250 歲了，要叫一個老人

寫健康自評書，有時候簽名簽錯了，要用擦子擦掉重寫，健康自評書如果有寫錯，應該

有幾次輔導機會，不要疏漏就罰五萬元，感謝大家謝謝。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還有哪邊？ 

臺南市養鴨協會林總幹事路拾： 

我是養鴨協會林總幹事，第二次發言。第四條「得」暫停公告一年，我要特別反映

一下，臺灣省只有臺南市禁止肉雞含瘦肉精產銷一年，我不知道公文的壓力是從哪裡來？

因為整個畜牧或家禽的市場目標，農委會、畜產會他們都有訂定，我們現在是一定超過

自己的目標，就自己暫停，所以這個非常不合理。再來第五條第二款的 80％，一般農業

區都可以，但是都市計畫農業區是 60％，這個地方原來都有規定，可能要再補充一下。

我贊成第六條的居民說明會取消，我贊成如果針對學校，比如說 300，可以做比較嚴格的

規定，但是一般我希望能開放到 1 千公尺。再來第七條的用水證明，我建議加入農田水

利會會員證明、自來水證明或是合法的地下水證明，把這個加入會比較完整。再來就是

第六條的環境保護機關，因為最近我碰到一個是國家重要濕地證明，農民要申請還要跑

到經濟部專門的機構營建署來申請，其實臺南市政府的森林保護區就有資料，所以我建

議副局長，像這個類似的問題，市府內部就可以請森林保護科提供資料，重要濕地證明，

你看該地區又不是在沿海濕地、河川旁邊，哪有國家重要濕地的問題？審查的時候往往

會拖很久，一拖就是 2、3個月，謝謝。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發言。補充介紹，現場有蔡育輝蔡議員到現場。謝謝蔡議員共同關心。我們在

下一次發言之前大家先醞釀一下，剛才其實有些問題已經牽涉到局處，甚至是學者這邊

專業的部分，是不是請農業局局長一樣用 3 分鐘時間，就剛剛所聽到的部分意見來跟提

問交流，農業局謝局長請。 

農業局謝局長耀清： 

謝謝主持人。剛才有聽到各位畜牧界的朋友講到距離的問題，先跟大家報告，現在

這個版本是李議員所提出，非常感謝!剛才包括市府用字的部分，未來如果我們有版本可

以提出，我們會小心。第二點，距離的問題也有說要放寬到 300，有的要 500，還有廟的

部分，跟大家報告，距離的問題我們現在市府設定的立場是一定要合法，包括工廠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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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列入考慮，廟也是要有合法登記，才會列入距離的限制。另外也有組長講到行業別，

應該要考量溶氧量的問題，這會牽涉到畜牧法的本法，我們本來也是建議畜牧法要修正，

要設置標準，每種動物養多少數量，應該要有全國性一致，不要讓各縣市定的距離標準

都不同，一個國家應該要有最好的標準。還包括污染防治設備，要怎麼不會有臭味，揚

塵會降到最低，最新的設備應該也要模組化，我們本來有做建議，原本這個自治條例年

初就要提出來，和農委會溝通所以有延遲，到這個會期還沒提出這個版本。另外不溯及

既往的部分也有理事長提出，希望不要溯及既往，因為今天是針對新設的牧場，舊有的

牧場有前輩說到都是 20、30年前就蓋的設備，我也希望把這些設備變成比較高生物安全

的，比較不會有疫病發生，比較不會有臭味溢出，廢棄物可以循序漸進去處理的，所以

我們是贊成不溯及既往，原來的地應該考量設備來做更新，我們現在也和農委會在洽談，

是不是可以有新牧場生物污染防治的更新計畫來做改善，他們也有正面回應，希望以後

舊的牧場可以變成最新的牧場，大概先做這樣的回應。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局長。剛剛有涉及一些環保的部分，是不是環保局做一個意見的表達？ 

環境保護局陳副局長幸芬： 

剛才有先進提到濕地的問題，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有些簡化、便民的措施，已經有公

告哪些區有重要濕地、哪些區沒有，如果這個區沒有重要濕地的地方它不用申請，就可

以直接核准；如果這個區剛好有重要濕地，因為很多地號裡面沒辦法確認，所以還是要

請申請人去跟內政部營建署申請證明文件。我想現在已經非常簡化便民，所有的公文範

例等等其實都已經線上化，直接可以提出申請，我想這個時間上應該也很快速，以上補

充說明，謝謝。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真的很感謝大家都按照這個時間規則，這樣會讓這個會議進行更有餘裕，可

以提供大家意見交換。提案人這邊有點意見想表達，我們一樣照 3分鐘的時間。 

李議員宗翰： 

非常感謝大家。剛才針對議題的部分，其實我也可以跟大家報告，臺東 1 千，完全

沒有得談，就是 1 千；雲林的部分剛才養鴨協會總幹事也有說到，離學校 1 千公尺，其

他部分 300、500，當然我也跟大家報告，距離 1千是地方民眾的盼望，希望透過用最遠

的方式，大家可以來討論，到底怎麼改變可以保障大家的生活權利。剛才環保局有說，

白天的時候 400公尺大家就一直打電話 ；晚上因為空間可以吞忍污染的量變少，所以到

100公尺，其實我們沒辦法把臭味這個東西驗出來，但大家聞得到，大家會打電話，所以

這部分我相信值得大家思考，另外最重要的部分是，設備的更新剛才也有很多前輩都有

提出來，包括自來水、增加飼養的量、建築師、健康自評書的部分，我相信未來我們的

版本也會和市府互相探討。最後雞屎是廢棄物這件事，其實是我們最頭痛的，我相信溪

北議員，還有在「我是新營人」等社團裡面，偷把雞屎倒在田岸邊的也好，他倒的是不

是廢棄物？不是廢棄物，是做為再利用之名把它丟出去，但是產生的代價是整個村莊、

整個新營，甚至整個溪北地區都有那個味道，當然我們也希望這個東西可以往好的方向，

大家好好把它改變。重點是大家在賺錢，我相信也非常歡迎大家來臺南賺錢，不過這裡

的生活品質、民眾的生活目標，他們希望的臺南市要變成什麼樣子，其實我們也要顧好，

所以最後補充一個部分，這些法條我絕對都可以再修，也可以配合市府提一個版本，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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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公聽會的內容，其實剛才也有議員在說，地方的座談會，他說要開說明會，當然我願

意支持，因為第十三條就是希望地方的意見，設備更新絕對也有做到，地方要開說明會，

我個人贊同，但業者就要好好思考一下，因為到新營出來不是只有業者而已，今天你的

聲音，我相信大家聽到也會覺得一樣。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提案人，補充介紹一下，現場還有盧崑福盧議員到場，以及蔡秋蘭蔡議員到場。

接下來還是補充，屏科大的翁瑞奇翁老師有個想法。 

甜心畜牧場徐紫珊： 

你好，我是甜心畜牧場徐紫珊，我在 10分鐘前才知道今天有這個公聽會，我不反對

臺南市畜產自治條例，但是不能把有機畜牧納在裡面。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不好意思!麥克風稍微調整一下。 

甜心畜牧場徐紫珊： 

臺南市畜產自治條例不能包含有機畜牧，並且你們要訂的時候，要訂定有機畜牧設

立鼓勵與辦法。我 9 月份有去參加說明會，但是農業局交給市議會的報告居然把我的聲

音完全一個字都漏掉，我覺得你們很厲害，我剛剛才發現今天有這個說明會，所以我就

來了。你們這個畜產自治條例我沒有反對，但是裡面條例的精神完全違背有機農業促進

法，臺南市議會如果要訂定臺南市畜產自治條例，你就必須把有機畜牧排除在外，因為

你們這整部臺南市畜產自治條例違背有機農業促進法，可以嗎？並且要訂定的同時，你

們還要訂定有機畜牧場設立鼓勵辦法，不然怎麼辦？一塊素地過去他怎麼知道你要做有

機還是慣型？我再重複一次，有機畜牧是完全沒有臭味，所以你用這個管理有機畜牧場

的條件不存在；第二，有機畜牧的養殖方式是完全沒有污染，糞便是落地分解，沒有雞

屎、豬屎，我們更沒有臭味，因為糞便全部落地分解，我們也沒有廢水，所以裡面這個

盥洗的限制對有機完全不合理。還有市價的畜牧如果價格崩盤，市政府或議會去訪招，

你知道有機農業促進法裡有規定，每四年要如何提升有機農業的比率，並且每四年要報

請行政院核定，其實這個條例跟有機農業促進法真的是互相違背，因為有機的畜牧在臺

灣開始要啟動，連它都比不上，有機畜牧是提升臺灣有機農業最重要的領頭羊，因為有

機畜牧完全使用臺灣有機本土雜糧。臺南市畜產自治條例訂立在有機農業促進法之後，

我相信議會的委員們應該也願意一同承擔有機農業促進法的立國精神，以後臺灣要成為

有機島。所以我相信我今天的反彈，我希望議會諸委員可以知道，也希望你們可以給一

個回覆，我的表達是這樣子，謝謝。 

Ingay Tali 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徐小姐，今天這個性質是公聽會，不是說明會，所以在回覆的部分沒有這個處

理，也請尊重議程安排。剛才有說中場階段，先讓局處做短的意見交流，我一直強調是

意見交流，不是回覆、不是回答、不是承諾，當然我們會把所有的意見列入會議紀錄裡

面，所以才請各位一定要把名稱說明清楚，在座有很多議會先進同仁在場，不好意思!先

請翁老師，因為屏科大翁老師這邊有一個剛剛沒講到的要補充。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科學與畜產系翁教授瑞奇： 



15 
 

謝謝。我想針對剛才提到的水資源再利用達 20％的計畫，這部分不管是新、舊，剛

才副局長有提到這部分，所以這部分應該要重新再去探討，因為 20％真的是太高，臺南

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土地可以去再利用，所以這部分是不是一定要重新再去考量，謝謝。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翁老師，對，第三次。 

臺南市養鴨協會林總幹事路拾： 

不好意思!我的意見特別多，第六條規定一定要污染防治計畫，農委會的規定是一定

規模以上才要，養了 2、300隻的豬一定要這樣，農委會有一定的規定可以列入。再來的

十三款(實為第六條第二項)，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我覺得三分之二的部分就拿掉，坦

白說二分之一以上就不容易了，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這個前後矛盾。第七條，使用執照

拿到以後三個月內，萬一使用執照合法了，超過三個月你要不要核可？所以我覺得這三

個月應該要去掉，只要拿到使用執照，隨時都可以申請，謝謝。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各位發言，接下來盧議員發言時間三分鐘，請。 

盧議員崑福： 

主持人、各位，農業局長，我告訴你，我們是外行的，剛才聽你們說，這是議會所訂

出來的，議會寫的嗎？還是你們寫的？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議員提案。 

盧議員崑福： 

你們是專業，但我們在議事廳問法條時，就是養雞、養鴨、養豬的人他們的權益，

和住戶的權益要平等均衡，在我的任期內，這本裡面看完覺得太複雜，你們看怎麼樣，

我聽聽你們的意見而已，所以今天我的發言帶保留，未來可能會有書面上的一些提議，

我想聽你們說說看，重點是今天譬如說法令設下去，又要開公聽會，比如 500 公尺內規

定不能養雞、養鴨、養豬，500公尺外是不是符合規定？符合規定又要開公聽會！你知道

現在的文化，里長也要來囉嗦，等一下地方人士也要來囉嗦，這樣到底有沒有辦法設立？

所以這個考量你們的專業，你們一定要提供讓我們知道，我在這裡保留，未來我要提出

書面發言權，以上。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盧議員，我們這個不是議會的質詢，你也不用擔心。跟大家報告一下，公聽會、

說明會、聽證會，個別有法律相關的規定，公聽會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聽取不同的意見、

想法，這邊不是做一個質詢，先跟大家報告，也不要讓市府太緊張。許又仁議員，不好

意思!因為剛剛尤榮智議員有先談，麻煩尤榮智議員。 

尤議員榮智： 

公聽會主持人、學者專家、市府各科室主管、畜牧界各位理事長、各行各業的專業

人士，剛才一位是專家學者，我們是畜牧業的專家，不是學者，所以我剛才不先說，讓

畜牧界先說，他們說完後，我們來看要怎麼做，蒐集一些資料，人要生存，畜牧業也要

生存。很多事情他們飼養 30 年、40 年，他們清楚他們的專業為何，但是新設的規定太

硬，譬如第五條的 1千公尺，剛才蘇副研究員也說太硬，不要訂到 1千公尺，500公尺就

好，甚至外圍有 300、500的。剛才翁教授也說，第六條廢水資源化再利用 20％是針對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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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有的畜牧場，那也太嚴格，畜牧界業者向我反映：我這麼老了，不能飼養，設備

都用了，既然有辦法養 1 千隻，這樣也沒關係，那個地方就是他們在那邊養，我從小時

候就在溪北長大，養雞、養鴨、養豬、養牛都知道，他們生意經營很差，現在新設的那

麼硬，我覺得對畜牧界不公平，今天是公聽會，未來自治條例要通過，也是要經過議會

才有辦法，所以我覺得今天多聽畜牧界的意見，主管或是專家他們也都有意見，所以東

西如何修改，讓畜牧業生存，這才重要 ，因為他一生都在做畜牧業。有時候沒有去處理、

安排輔導，處理事情不要太硬，輔導勸導就好，未來他們當然有改善的地方，因為養久

了知道有沒有違規，他們也會逐漸清楚一些事情，我希望我們在這場公聽會要聽業者意

見，未來自治條例提送議會時可以修改，謝謝。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剛剛是許又仁議員，再來是李小姐，還有後面的黃小姐。許又仁議員。 

許議員又仁： 

我剛剛很認真聽，聽完之後對於「臺南市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產生了

疑慮，我認為是不是有設這個條例的必要性？原因是不溯及既往，不溯及既往的話，如

果我們條例訂得比較鬆，就是開放讓畜牧者的條件容易進入；如果設置比較嚴，那就等

於保障現有及既往的業者。但是既然鬆跟嚴之間產生了一個市場機制的變化，當然這個

自治條例的訂定是從嚴，如果就環境保護的概念來處理的話，就像剛才環保局在談；如

果從嚴就會產生一個現象，農業局應該要告訴我，如果這個自治條例訂下去，用嚴格的

規定，就有搶建、搶設的狀況，如果搶建、搶設的狀況出現，就是代表這個畜牧業實在

是太好賺，所以大家才要來搶。如果沒有搶設、搶建的狀況，代表畜牧業在現有的法令

之下就有市場機制存在，這樣去訂就很奇怪，是不是有這樣的必要性？問題出在哪裡？

這樣訂一個說明會，如同條例裡面說的，畜牧業者要辦理社區說明會難度太高，距離１

千公尺，現在都市計畫裡面有些住宅區不斷變化，本來得設、可以設，現在變成不能設，

是住宅區在排除我，還是我在排除社區？是我的權益影響了大家，還是住宅區的權益影

響我？所以這個東西產生了疑慮，我認為要不要設置自治條例必須思考，除非你現在告

訴我，就像現在所謂的工廠輔導法裡面，廠商因為受到這個大限的影響，所以就搶著去

登記合法化，我們這邊的情形是不是這樣？現在是新設置自治條例，所以加了一個「新」

的時候會有問題出現，如果沒有這個情形，還需要設嗎？設這個條例來綁誰？還是要促

進什麼人？設條例的目的是要綁誰，還是促進產業發展？如果是新設置自治條例，是要

促進產業發展，當然裡面的條文有細細斟酌的必要性；如果不是，與現有法令衝突，那

我們真的要多考慮，因為我剛才聽下來，有太多衝突點存在，因為時間有限，我大概可

以寫一篇出來，如果自治條例就相關的衝突點我都可以寫出來，謝謝。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許又仁議員，我們接下來是蔡秋蘭蔡議員。 

蔡議員秋蘭： 

大會主持人穎艾達利、各位委員，還有我們所有協會的理事長，議會好同事。我在

此報告讓大家瞭解一下，過去的農業可以說是由養豬、養雞、養鴨來成家，今天自治條

例要綁新的，就像剛才又仁說的，你是要綁新的設場人，還是要綁舊的？你知道這些養

雞、養鴨、養豬的養殖戶都非常辛苦，狀況差了多久了你知道嗎？今天議會有新的自治

條例要設這條法令，你有從底層去了解各位在座各位代表人，他們到底有什麼心聲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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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嗎？譬如之前要申請時所碰到的困難，農業局應該都了解，每一個養豬戶也好、養雞

也好，若要申請一個合法禽舍，都非常困難，今天綁東、綁西，要再加一個條例，實在

不合，而且今天公聽會要讓更多人了解，不是這幾個人在這邊就有代表性，這真的很重

要，而且每個養豬、養雞、養鴨的人都真的非常辛苦，你看他們景氣差多久了，尤其是

現在的美豬要進口，對他們來說是個傷害，今天又來綁這些有的沒的，我覺得非常不適

合，我保留發言權，希望今天能有個好的解決，謝謝。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蔡秋蘭議員，我們不是大會，不用保留大會發言權。穿黑衣服的小姐，請告訴

我名字、代表。 

臺南市養豬協會李總幹事鎂瑛： 

主持人、各位長官、各位前輩大家好，我是臺南市養豬協會總幹事李鎂瑛，第一次

發言。我們協會裡面對這個版本，因為之前農業局也有提一個版本，今天議會又有一個

版本，我們希望整合這些版本之後，可以給我們一個正確，而且是大家可以接受的版本，

不要你有你的版本、我有我的，到時候決議出來到底是那個版本，我們完全不知，希望

可以這樣。再來針對各項意見，我們有寫了一份意見書，到時候希望可以用書面呈現。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不好意思!中間那位我們一直忽略您，待會您先發言，接著是灰色衣服這位，再來是

許小姐這邊，好嗎？ 

有機放養畜禽生產者協會代表蘇少儀： 

主持人、在座各位謝謝！我是代表有機放養畜禽生產者協會，這是一個籌組中的組

織。我想剛才翁教授講的，他講的是畜產所謂的集約飼養的極端，我們現在正在發展的

是另一個極端，就是放養。我個人的建議是，這個條例的第五條第一項第七款，第一目

和第二目，關於豬和雞的部分，我是建議以飼養密度和距離的關係來求取距離，所以牧

場設置的地點，飼養頭數的密度和距離有個正相關的比例，以上是我的意見，謝謝。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接下來請灰衣服這位先生。 

有機畜牧甜心畜牧場代表馬伯煌： 

我代表有機畜牧甜心畜牧場第二次發言。這個自治條例我們已經很清楚表達意見，

可是一直被忽略。一般的畜牧叫慣型畜牧，不應該包含我們，我們有「有機農業促進法」

的法源。這個新設的條例，其實它的精神我跟議會各位議員報告一下，它是新場幾乎不

准設、舊場幾乎是不准擴充，它的精神是這樣，但有機畜牧它是要促進，拜託請記住這

條，慣型的畜牧管理辦法不能管理有機畜牧，上次把我們遺漏很糟糕，這次我們要求一

定要列入這部分，有機畜牧的管理辦法要另訂之，不受這個新辦法的規範好不好？在座

的官員有沒有聽到？上次也說有聽到，可是還是把我們遺漏。我跟議會各位議員報告一

下，其實臺南市市長黃偉哲跟農業局局長，在新設的畜牧裡面其實都已經早就不通過了，

新設的幾乎早就不通過了，今天再設這個管理辦法，其實人家都已經不准的行政命令、

行政辦法，是要將這個責任歸給議會，壞人讓你們當，才會設這個管理辦法讓你們通過。

抱歉!所以我要說出這個重要精神。再來，有機畜牧我們是全臺灣唯一，跟各位報告，我

們是全臺灣唯一，我們的有機豬這個月已經要正式認證完成，我們有一個有機雞肉認證、

一個有機雞蛋認證，這在臺南是非常驕傲的事情，如果把我們的管理辦法設置在這個慣



18 
 

型裡面，限制我們的新設、限制我們的促進，講句很難聽的話，你們是在綁有機，不是

在促進有機，許議員你聽得懂嗎？他就是要綁有機，不是要促進有機。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大家的意見，我這邊先暫時中評一下，因為剛才有提到法規的問題，我們這邊

不是已經確定哪一個版本，是包含市政府提供，以及議員提供的版本，甚至包含還在擬

案當中的議員版本，這些我們拿一個可以做討論的一個前提的東西，今天並沒有在決定

哪個版本，這是一定要跟大家說明的。第二，我們當然也相當重視慣型農法或有機農業、

畜牧業，但是有機畜牧業還是畜牧業，所以我們現在整個在處理，我的意思是這個有機

或慣型的部分是要另外管，或排除在哪些法規之外，它會有一個法制度的邏輯，所以今

天並沒有說就不要，或一定納進去，當然很感謝有機的各位單位提供這個意見，大家都

會注意到，可能有些議員同仁不見得知道那些事情，所以會有這些誤會，不敢說幫你們

講話，就是先讓大家知道是這麼一回事。剛才翁老師有特別說有個意見想要補充。翁老

師先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動物科學與畜產系翁教授瑞奇： 

我只有三句話，大家不管牛豬雞鴨羊，不管你我，我們都生活在共同的一塊土地上，

所以今天不要去分慣型的或是有機的，剛才大家也都提到。第二，其實我們在這塊土地

裡面，我們要怎麼樣去合理、有效利用這些資源，所以我剛才提到 20％，土地要再去利

用的時候真的要考量到這個問題；第三，不管有機的、慣型的，其實我們共同這塊土地

上，疾病傳播是一樣的，300公尺、500公尺，不是有機業就不會傳染，或是密閉就不會

傳染，沒有那回事，所以不要用字面上去看待這個資源的共用狀況，其實大家都一樣，

不要因為多了有機，它就特別，沒有有機叫做慣型，其實不是，動物疾病都會傳染，我

們在同一塊土地上，大家一起來解決。還有剛才提到的，確實臺灣真正在處理有機肥的

工廠，化製廠全臺灣剩 3 家，所以臺南也必須要注意到這個問題，剛才有位提出雞糞沒

有辦法解決，確實!臺灣合法化的製廠剩 3家，這個我想屏東也有這個困難，還是要提出

來給大家做參考。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翁老師。我還是提醒一下，我們表訂時間就是 11點 57分，我 12點就會結束這

個會議，但是不代表這個會議的討論或意見的提供就結束了，臺南市議會這個地方不會

搬家，所以如果各位有另外要補充的，或有書面意見，都非常歡迎大家提供給臺南市議

會的法規委員會，這些資料全部都會公開，包含公開給市議會同仁參考、給關心這個議

題的市民朋友共同去看，拜託如果還有意見要表達，覺得不吐不快，也不用擔心時間到

就沒辦法。我相信有很多東西是更需要數據、資料，可能是口頭上講不清楚的，所以不

用擔心。提案人這邊想要補充。 

李議員宗翰： 

謝謝主持人。我在想我剛才到底應不應該離開提案人的身分跳下去跟大家討論，因

為一項一項回答真的解釋不完，我只能向大家報告，大家的心聲我絕對都有聽到。提案

內容也絕對不是按這份下去執行，為什麼？這份是我參照全臺灣各縣市訂出來，可以號

稱最嚴格的版本，為什麼？基北桃竹苗中彰雲嘉南，我跟大家報告過，彰化到屏東都有

設自治條例，只有臺南沒有，這個案提出來一定會受到很大的爭議，不過它的血、它的

肉、它的骨差不多有 85％是從雲林那裡來的。所以有的議員，當然我絕對當然不是在指



19 
 

涉什麼人，連提案內容都沒有看，就說自己沒專業，要來這邊看看要處理什麼工作，要

保留他的意見，當然這沒問題。85％是從雲林來，雲林可以接受，為什麼這個版本大家

不能接受？因為我也跟大家報告過，5-5(第五條第五款)的１千公尺從臺東來的，5-6(第

五條第六款)、5-7(第五條第七款)也是從別的縣市，最嚴格的標準提供給大家參考，未

來我們要怎麼改變，讓臺南市可以更好。為什麼要推出最嚴格的版本？因為屏東到彰化，

整個嘉南平原剩下臺南沒設，這 2、3年來全部跑來臺南，惟獨在溪北地區，那邊的民眾

在埋怨、怨嘆，農業局長的版本為什麼推不出來？為什麼透過議會來推這個版本？是有

原因的，講破很難聽，跟大家報告今天透過這個公聽會收集大家的意見，目的本來就在

我的計劃內，我推出最嚴格的版本，聽聽大家的意見，到時就會有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

版本出來，剛好精銳盡出，聽聽大家的聲音，也才知道大家為什麼樣的立場在講話，為

了人民、為了個人、為了產業，我相信大家在這邊今天都聽得到，未來要不要在新營召

開，我個人非常贊同，不過我也要跟大家報告，在新營聽到的意見可能沒辦法像今天這

麼溫和，所以我們的產業、議員到時候來也可以再思考看看，為了臺南的發展，希望大

家一起努力，謝謝大家。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提案人。許又仁議員這邊當作最後一次的發言，還是要再陳述一下，如果各位

有書面資料、會後意見要補充，或有想講但是來不及講的，拜託務必提供給臺南市議會

法規委員會，等一下法規委員會工作人員請留一個 email 和電話讓大家可以登記聯絡，

好嗎？又仁議員，時間稍微短一點好嗎？ 

許議員又仁： 

最嚴格的版本是不是最好的版本？這要思考，各縣市裡訂定自治條例，過去是什麼

樣的過程，是否有經過民意討論，這你要去了解。農業局的版本有拿出來嗎？今天有放

進去嗎？沒有!這就是這個公聽會的落差，農業局的版本應該拿出來和李宗翰的版本對照，

今天開這個公聽會才有深入的意義，農業局要檢討。第三點，今天這個版本是不是能夠

促進整個產業的發展，還有包括環境的保育，包括剛才李宗翰議員提的，因為臺南市沒

訂，所以所有的畜牧業都跑來臺南市設置場區，要有數字出來，如果沒有數字這就很奇

怪，對不對？有數字嗎？多了多少場？這些場有經過法令的處理？在環保方面是否也有

相對的法治處理？接下來，在座的場商我想了解，因為沒人講到，所謂新設置畜牧場的

自治條例裡面，包括擴建，因為沒有這個自治條例就沒辦法擴建了嗎？如果這個沒有自

治條例就無法擴建，那是不是中央的法令規範就相當嚴格了？還是到底是什麼情形？現

在都沒辦法增建嗎？ 

某女性與會者： 

它是綁，以後要綁擴建，不讓我們擴建。 

許議員又仁： 

所以現在有這個自治條例就能擴建，還是用中央法令就能處理？我們要做思考，到

時也是給我們數字，對不對？今天說都移來臺南市了，所以我們在這裡聽東聽西，聽完

之後我才會產生疑慮，認為臺南市訂這個自治條例的必要性，跟中央法令對照的過程中，

我們是不是有所促進？這要檢討，好嗎？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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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許又仁許議員，這非常重要，這就是為什麼今天要開公聽會，也是為什麼我們

要先提供一個版本，不管這個版本是市政府的版本，或是市議會任何一個議員提供的版

本，有一個版本出來大家就可以討論，有溝通交流之後大家會衍生更多意見，這個自治

條例最起碼也要下次議會程序委員會排定審查，才會開始審查，所以最少有一、兩個月

的時間，我指的不是通過而是送臺南議會做討論，所以時間其實還是有的，不管是哪位

的意見，包含有機、慣型也好，或是各個畜牧場的同業、關心的朋友都可以提供，真的

歡迎大家提供，我們希望大家共同來關心政治、參與政治。不好意思!我剛才自己也疏忽

掉，最後的時間給黃麗招議員，結束之後就正式結束。 

黃議員麗招： 

謝謝主持人，現場各位業者、畜牧業的前輩及各位貴賓，今天在此開公聽會其實也

是要廣泛聽聽大家的聲音，然後再來分析這個版本裡面的法則。因為據我所知，中央已

經有一套辦法，地方也希望能夠再嚴格把關，相信今天各位畜牧業的業者在這邊能夠充

分的發聲，我也希望藉著今天的公聽會，請農業局這邊回去，應該剛剛都有紀錄非常清

楚，回去也稍稍再做衡量，一方面也希望能站在畜牧業的聲音，為他們未來的生意稍微

做處理，不要因為法律一直要綁得很嚴格，有時候也是要站在他們的立場上來衡量，我

也希望能夠製造雙贏，剛才我有特別聽到有機的部分，時代的進步，我也希望畜牧業能

夠慢慢朝著這個方向發展，能夠帶動地方，減少環境污染，也是要保護我們自己，這是

我簡單的建議，謝謝。 

主持人：（Ingay Tali穎艾達利議員） 

謝謝黃麗招黃議員，我想很重要，不怕意見多，只怕大家不照規則，包含發言規則、

將來訂的法規規則，今天很感謝大家共同分享、意見交流，剛才也跟法規委員會確認了，

待會或將來可能會提供意見的，可以跟法規委員會工作人員要臺南市議會的地址，或者

是直接寄到法規委員會的 email，我們非常歡迎，今天非常感謝出席的所有議員同仁，還

有市政府的相關局處、三位專家學者跟提案人，再次謝謝大家，希望臺南市議會真正變

成人民的議會，大家共同來關心臺南市的政治發展，請大家待會到報到處這邊領餐盒，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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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公聽會現場各單位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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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會後郵寄書面意見及mail意見(截至109年12月9日止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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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公聽會簽到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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