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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彰顯臺灣海洋國家特色，加強海域、海岸地區資源保育及土地使用管

理，「國土計畫法」及「海岸管理法」近年已陸續通過，依「區域計畫法」將

已登記土地外之地籍線起，至領海外界線範圍間之未登記水域，納入區

域計畫之實施範圍。因應近岸海域、海域區及海洋資源地區海域空間使

用，解決不同類型用海與海洋環境保護及傳統用海產業間之衝突，已成為

永續發展重要課題。本研究首先蒐集國外海洋空間規劃案例及發展趨勢，

以作為國內海洋空間政策與管理之借鏡參考。延續並參考營建署相關研

究蒐集建置資料及規劃成果，同時依據海域區既有合法使用現況進行調

查分析，以作為建立用海秩序與機制進行檢討。探討各海域空間使用分

區特性及功能分區競合關係，並依據海域區位許可使用規定之九大使用

項目，考量不同的海域使用之特性因子，以建立海域空間重疊使用優先排

序原則，並探討現行海域使用類型與國土計畫法中海洋資源發展地區銜

接之構想。最後研提海域空間規劃利用與管理制度之具體作法及建議，

作為未來進行海域與海岸空間規劃與永續發展管理之重要參考。

Abstract
Taiwan’s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recently passed the 

National Land Planning Act and the Coastal Management Act to ensure 
sustainable land development, ocean preservation, conservation of coastal 
resources, and better management of land use. In addition, the Regional 
Plan Act effectively extends the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land to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coastal areas. This study extends previous research by 
the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on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unregistered land in marine areas. In line with current definitions of ocean 
range, we collected and digitized sea charts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base 
map. An integrated information platform of marine, coastal, and land areas 
was set up in a GIS system. By reference to offshore distances and water 
depths, marine use management and sub stage-zoning can be planned 

關鍵詞：海域與海岸空間規劃、海域區許可、海洋空間政策、永續發展
Keywords:  marine and coastal spatial planning, marine 

zoning permits, marine spatial polic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assessing the density and nature of use in tidal zones, coastal areas, 
internal waters, and territorial waters. Marine zoning is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marine resource conflicts in current marine using. According to 
the ninth kinds of the marine zoning permit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sustainable resource use and the different properties of marine uses to 
establish the priority principles of the overlap existing use in marine zoning.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how the link between marine zoning permits 
and marine resources development zoning. Finally, this study proposes 
management guidelines for spatial zoning in marine areas that provide an 
important framework for balancing the maintenanc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sustainable use, and the potentia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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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從1994年聯合國海洋法實施後，全球重要海洋國家包括美

國、加拿大、澳洲、中國、印尼等已從認知海洋、利用海洋，演

變到保護海洋。這些海洋國家對海洋與海岸之規劃、管理與保護

作為，值得我們高度重視與學習。「政府間海洋委員會（Inter-

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IOC)」對於未來海洋之永

續利用、保護與管理，特別於2001年於法國巴黎召開「全球海

洋會議」，為2002年於南非召開「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議」預

作準備，與二十一世紀是人類開發利用海洋之新世紀相呼應。維

護《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確立之國際海洋法律原則，維護海洋健

康，保護海洋環境，確保海洋資源之可持續利用和海上安全。

依據區域計畫法之會議結論略以：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將海域列入內水之觀念而言，則其範疇為自海岸線至領海外界線

均視為海域。另依據海岸管理法中之定義，其中「近岸海域」定

義為：以平均高潮線往海洋延伸至30公尺等深線，或向海6公里所

涵蓋之海域，取距離較長者，但不超過領海範圍。而國土計畫法

中對於國土功能分區所增設之海洋資源地區，其適用範圍亦於該

法第三條第一款中說明關於國土計畫範圍，採廣義之定義，我國

管轄權涵括陸域、海岸及海域等三部分。因此海域區採廣義定義

可涵蓋我國目前使用海域範圍為主。為配合前述將「海域區」納

入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辦理，營建署於103年10月公佈直轄市

縣（市)海域區管轄範圍，以加強縣市區域計畫對海岸及海域地區

的管理，並利未來區域計畫與國土計畫範圍之接軌。我國雖於104

年2 月4日公布了《海岸管理法》，但因水深30 公尺或離岸3 浬的

「近岸海域」範圍過於狹窄，無法含括國家管轄的完整海域，諸

多海域使用（如海上風場的建置)或無法可管，或可能相互衝突，

欠缺通盤規劃。「國土計畫法」於105年1月6日公布，為落實國土

永續發展，加強海域、海岸地區資源保育及土地使用管制，「國

土計畫法」將臺灣土地分為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

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係以現行土地使用管制制度為基礎，

分別將土地使用管制範圍延伸至領海及近岸海域，以確立主權、

突顯海洋國家特色。國內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需求、海洋潔淨能

源及離岸油氣技術提升，創造新的海岸與海洋開 發活動，使海域

空間的使用，面臨來自不同利害關係人之壓力與利益衝突與日俱

增，而目前國內並沒有較全面的海域空間使用規則。政府推動再

生能源離岸發電產業，如何解決與傳統漁業用海之衝突，區域計

畫海域區與國土計畫法海洋資源地區如何銜接，都是重要課題。

為保障我國國家利益、合理規劃藍色國土、保護海洋環境、

培育漁業資源、確保公眾親海通行權益、降低不同使用之間的衝

突、尊重原住民傳統、維護現有使用者權益、防護海岸與海域災

害，以促進海域與海岸地區的永續發展，本文主要依據海域區既

有合法使用現況進行調查分析，及收集國外海域空間規劃發展趨

勢，探討現行海域使用類型與國土計畫法中海洋資源發展地區銜

接之構想，最後研提海洋空間規劃利用與管理制度之具體作法及

建議，作為未來海域與海岸空間規劃與永續發展管理之重要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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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外海洋國土規劃案例與發展趨勢
一、國內海域區劃管理制度研析

我國現行與海域區劃管理制度相關的法規有區域計畫

法、國土計畫法、海岸管理法等，相關政策與計畫包括國土

空間規劃、海堤管理辦法、水患治理特別條例、易淹水地區

水患治理計畫、地下水管制辦法⋯等，然上述規範對象不

同，且各司其主管機關。

營建署配合全國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將領海外界

線範圍內「領海及內水」納入區域計畫實施範圍之政策，於

104年5月依區域計畫法完成全國17個直轄市、縣（市)海域區

之劃定與核備作業；103年12月31日修正發布11種使用分區及

編定19種使用地，並循法制作業程序於104年12月31日修正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正式將我國主權所及海域全

國納入土地使用管制之範疇進行管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建立海域整體管理機制，增訂非都市海域區（海域

用地)容許使用審查機制（第6-2條)，採「區位許可」方式管

理，以維持用海秩序。

依營建署104年度委託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檢

討研究期初報告，現行非都市使用管制之課題包括：

（一）主管機關之間協調不易
（二）土地使用編定為考量基地條件
（三）容許使用項目與分區用地類別缺乏相容性
（四）以容許使用方式規避開發許可

（五）建築量體規模過高
（六）土地使用主管機關於變更審議過程中缺乏主導性

於2013年10月17日公告全國區域計畫，並於2013年10月

31日發布「區域計畫之直轄市縣（市)海域管轄範圍」，將目

前已登記土地外之地籍線起，至領海外界線範圍間之未登記

水域，納入區域計畫之實施範圍。2015年2月2日施行「濕地

保育法」，將臺灣重要濕地分為國際級、國家級及地方級三

級，並強調對於有破壞、降低重要濕地環境或生態功能之虞

之開發或利用行為，應採取開發迴避、衝擊減輕及生態補償

等措施。2015年2月4日施行「海岸管理法」，將近岸海域納

入為保護、防護、利用及管理海岸地區之土地，同時將其分

為一級海岸保護區與二級海岸防護區。

海洋功能區劃的理念始於邱文彥（2006)「整體海岸管理

計畫及其配套措施」，藉此評估海域用途的適宜性，並合理

化將海洋分成為不同的功能區，給予各功能區適當的使用原

則，簡連貴（2007)「海域功能區劃與管理工作」彙整了國內

外相關研究，以及國內海域使用情況，提出海域利用規劃之

原則，並嘗試提出海域功能分區劃設。臺灣海域共分為十一

類功能分區，如表1 所示，依類型可區分為港口航運區、海

洋保護區、漁業資源利用和養護區、非生物資源區、海洋觀

光遊憩區、工程用海區、特殊利用區、軍事用海區、原住民

族傳統用海區、保留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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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臺灣海域功能分區與次分區

功能分區 次分區 功能分區 次分區

港口航運區
航道

海洋觀光遊憩區
風景旅遊

錨泊 度假設施

海洋保護區

野生動物保護 遊憩活動
自然保護

工程用海區

海底管線
史蹟保存 石油平臺

漁業資源培育 海岸防護
非生物資源保護 跨海橋樑

其他特定目的之保護 其他工程用

漁業資源利用和
養護區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
特殊利用區

科學研究試驗
漁撈作業 排汙

養殖 傾倒
漁業資源復育 軍事用海區 軍事演習

漁業設施 其他軍事目的

非生物資源區
海水利用 原住民族傳統用海區 --

海洋能利用 保留區 --
用途待定區 --

(資料來源：簡連貴，2007，海域區土地使用管理目標、原則及策略)

李禹擇（2015)彙整以上臺灣海域功能區劃之沿革，將

臺灣海域功能區之情況整理於表2，並彙整以上相關圖資，

利用ARCGIS進行套疊，完成臺灣海域功能區之現況，如

圖1所示，其中保留區屬於尚未使用的海域空間，其面積有

34562.84平方公里，涵蓋整體總面積的56%，因此未來臺灣在

海域空間利用上還有相當大的運用空間，各海域功能區面積

如表3所示。

表2 臺灣海域區劃之沿革

▲  邱文彥(2006)「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及其
配套措施」

▲  簡連貴(2007)「海域功能區劃與管
理工作」

▲  2013年10月31日「區域計畫之
直轄市縣(市)海域管轄範圍」 ▲  2015年2月4日「海岸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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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推動立法之「海域管理法」草案，計五章共四十一

條，其要點如下：

（一）  本法之立法宗旨及海域範圍。（草案第一條

及第二條)

（二）  海域屬於國家所有及本法之各級主管機關與

協辦機關。（草案第三條及第四條）

（三）  中央主管機關應擬定海域管理綱領、建立基

礎資料及建立海域使用權登記制度。（草案

第五條至第七條）

（四）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海域功能區劃，擬定全

國海域管理計畫。（草案第八條至第十六

條）

（五）  海域使用應經申請許可，並經繳交海域使用

費，取得使用權證書。（草案第十七條至第

二十一條）

（六）  海域得為原來之使用，但須依規定使用與保

護用海。（草案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八條）

（七）  主管機關得依規定進行海域之調查、勘測和

規劃，獎勵海域保護利用之績優者，並建立

海域管理基金，進行海域相關保育復育事

務。（草案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二條）

（八）  罰則。（草案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七條）

（九）  附則。（草案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一條）

海域功能分區 涵蓋面積(平方公里) 涵蓋比例(%)
港口航運區 545.25 0.89
海洋保護區 9883.25 16.07

漁業資源利用和養護區 226.12 0.37
非生物資源區 1180.35 1.92

海洋觀光遊憩區 7.34 0.01
工程用海區 93.38 0.15
特殊利用區 6995.79 11.37
軍事用海區 7916.07 12.87

原住民族傳統用海區 0 0.00
用途待定區 97.01 0.16

保留區(未使用空間) 34562.84 56.19

表3 臺灣各海域功能分區面積

圖1 臺灣海域功能分區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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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海域管理法（草案)（2015)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

進行海域功能區劃，得劃分為下列使用分區，並得視需要再

劃分次分區：一、海洋保護區。二、漁業作業區。三、港口

航運區。四、觀光遊憩區。五、能礦資源區。六、文化資產

區。七、傳統海域區。八、災害防護區。九、工程用海區。

十、特殊用海區。十一、海洋復育區。十二、保留待定區。

可作為我國後續推動海域空間規劃之參考依據。

二、國外海域空間規劃案例與管理制度研析
世界各國海洋事務專責機關設置與否，以及其組織構

造與功能的設計，均受其憲政體制之國內政治因素及設置時

之時代背景與思維方式而有所不同，當然亦與其所處之地理

環境有關。本研究將蒐集國外相關案例，針對海域主管機關

（含中央及地方)、相關法令、制度、權責分工等事項，分析

評估其差異及優缺點，提出我國可資借鏡之具體建議。

自從1994年聯合國海洋法實施後，全球重要海洋國家

包括加拿大、澳洲、歐盟、英國、德國、日本等已從認知海

洋、利用海洋，演變到保護海洋。這些海洋國家對海洋與海

岸之規劃、管理與保護作為，毫無疑問地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與學習。基於上述，本研究規劃蒐集針對世界上數個具代表

性的海洋事務機關，分析探討其功能執掌特色及海洋政策，

提出我國可資借鏡之具體建議，如表4。

由各沿海國家所施行的管理政策或實踐案例，可以為我

國當前海域管理與使用規劃之參考與借鏡的重點如下： 

（一） 在其頒布之原則下都在擴大該國管轄海域範圍，

並減少海洋空間與資源使用時必然發生的多重使

用與利益間之衝突。

（二） 及時調整海洋政策與發展戰略，頒布海洋法律法

規，並將海洋科研活動導向回應政府政策與管理

的需求，使成果能貢獻於國家的海洋建設與永續

利用。

（三） 加強國家海洋綜合管理協調能量，保障該國海洋

事業的可持續發展，並協調各個海洋發展經濟部

門，並謀求長期社經發展。

（四） 透過長期科學對海洋環境監測的方式，有效依據

自然環境的承載力、發展需求、使用頻率與監測

效能，適度且合理的依據空間及資源特性分配給

各式各樣海域空間劃區以及使用者。

（五） 在國家主權及管轄權之下，透過海洋政策之頒布

與規範下，使海洋資源能夠永續利用。

加拿大於1996年制定（1997年施行）海洋法（Ocean Act）作

為建立海洋和沿岸水域之決策與規畫的政治及法律基礎，分別

於2002年7月訂定加拿大海洋策略（Canada's Oceans Strategy)，並

於2005年公布加拿大海洋行動計畫（Canada's Ocean Action Plan)，

以階段性的方式規劃與執行中、短期之海洋施政，以期達到其

海洋法與海洋策略中所訂之長期目標。漁業暨海洋部於2014年

公布區域海洋計畫（Regional Oceans Plan）係由背景與計畫描述

與實施優先順序：2014-2017兩份文件所組成。區域海洋計畫將

空間規畫與管理列為加拿大的海洋與海岸管理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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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政府為解決多重管轄的問題，於1998年12月發布澳

洲海洋政策(Australia's Ocean Policy, AOP)，提出以區域為基

礎的海洋政策計畫與管理系統，企圖將管轄權整合並將其區

域化，然而迄今澳洲之海域管理仍以部門為基礎，分散於聯

邦、州與領地政府間。現行海域使用管理規範及制度主要係

為1999年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保育法案。並於2011年通過

2011年澳洲再生能源局法(Australian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Act 2011)，並於2012年7月1日設立澳洲再生能源局，以推動

澳洲再生能源技術之發展與能源供給。

歐盟自 2 0 0 7年 1 0月發布「歐盟整合海洋政策通訊

(Communication on an Integrated Maritime Policy for the 

European Union)」，提出數據與資訊、海域空間規劃與整性

海岸地區管理、整合海域監控等三大海洋治理工具之規畫與

目標，歐盟三大工具為其整合性海洋政策，並藉以改變會

員國海洋決策模式，促進各會員國海洋事務的跨部門政策

整合，以利歐盟國家後續推動發展藍色經濟的目標。同時

相繼於2012年與2014年發布藍色成長：海洋與海域永續成

長機會之通訊 (Communication on Blue Growth: opportunities 

for maritime and maritime sustainable growth) 與藍色經濟的

創新：實現我們海洋的潛力以創新工作機會與成長通訊

(Communication on Innovation in the Blue Economy: realizing 

the potential of our seas and oceans for jobs and growths)。以便

致力於發展海域空間規劃的原則與內涵，並順利於2014年4月

17日通過建立海域空間規劃架構指令(Directive of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for maritime spatial planning(MSP))，並最遲於2021

年3月31日以前完成海域空間規劃相關計畫之訂定，其朝向以

海域空間規劃作為其海域使用管理規範之上位政策工具值得

我國學習借鏡。

英國為解決其國內日漸增加之海域需求，首次於2002

年提出海域空間規劃之提案，並於2 0 0 9年完成海洋與海

岸使用法之立法工作。海洋管理組織 (Marin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MMO) 於2010年4月設立，作為英國海域使用

管理規劃之非政府部門的公共機構，職掌海域空間規劃相關

事宜，擁有協助籌備、審理與批准海域計畫架構與內容之權

力，其主要將可能涉及漁業活動、生物資源保育及再生能源

開發與建設等三大要項之協調與整合。

德國於2011年7月通過海洋發展計畫-整合性海洋政策策

略，為海域提供海域使用整合性之目標、關鍵領域與執行架

構。北海與波羅地海之海域功能區劃已分別於2009年9月及12

月通過實施，以北海海域計畫為例，該計畫反映出BSH作為德

國水文調查與海運安全之主管機關的特性，以解決發展風力發

電與海洋環境保護及傳統海洋產業間之衝突，同時確保海運及

海底管到與電纜之發展。考量重要性與各功能區內之優先順序

而設定不同規範值得我國推動海域區使用學習參考。

日本不斷推出新的海洋政策、海洋戰略以及海洋法律，

以積極推動其確立的由「島國」轉變為「海洋國家」的「海

洋立國」綜合戰略。日本參議院全體會議2007年4月20日通過

「海洋基本法」。臺灣政府也正經歷過這一時期，樂見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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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經建會的「臺灣永續發展指標」將臺灣永續指標分為兩

大類包括「海島臺灣」與「都市臺灣」，雖然相關次指標系

統不一定能完全呈現海島臺灣特質，但至少是一個認真定位

臺灣的開始。建議未來「臺灣永續發展指標」能從「海島臺

灣」擴大為「海洋臺灣」。例如在計算「都市臺灣」有一項

指標為每人享有公園綠地面積，或許未來會有每人享有海洋

面積，或是每人享有海洋時間。

2001年中國大陸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域使用管理

法」明定「海域使用的申請與審批」與「海域使用權」，其

中需要國務院審批的用海包括：(一)填海五十公頃以上的項目

用海；(二)圍海一百公頃以上的項目用海；(三)不改變海域自

然屬性的用海七百公頃以上的項目用海；(四)國家重大建設專

案用海；(五)國務院規定的其他項目用海。其餘由國務院授權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中國大陸於2006年公佈

實施「海域使用權登記辦法」明定各項初始登記、變更登記、

註銷登記等規定，並由於海域之使用不同於陸域之土地標界，

在此一登記辦法中還另外建立登記資料的管理與查詢之機制。

同時為規範海域使用論證報告評審工作，保證海域使用論證的

科學性和評審活動的公平、公正，提高評審品質，為海域使用

論證審批提供科學依據，中國大陸研究制訂「海域使用論證評

審專家庫管理辦法」(2004年)專家須包括：海洋水文氣象、海

洋地質地貌、海洋化學生物、海洋漁業科學與技術、資源環境

區劃與管理、測量工程、船舶與海洋工程、水利工程、港口航

道與海岸工程及經濟學等專業的專家。

中國大陸在海域管理方面成立國家海洋局以作為主管機

關，傳統海洋使用之漁業、海運、海軍之三種事務或政策領

域仍然留存於原依有功能劃分下之其他部門機關。依據臺灣

主權所及海域範圍，雖為陸域兩倍，但實際作為上仍建議海

域功能區劃應統籌規劃所有海域使用，至少應包括漁業與航

運。

中國大陸提出的在「有償使用」之海岸管理制度下，

更甚於汙染者付費的罰則，實際進行海域及海岸地區之綜

合管理。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IOC發表的海域空間規劃

報告推崇的案例。該制度同時對於海洋資源利用面臨的窘

境：Hardin(1968)的「共有資源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在共有資源的利用處於自由進入狀態，那麼個人

的理性決策，將導致整體非理性的結局。提供在總量管制制

度下的另一種選擇。當在海域開放且自由進入的空間狀態，

如果只利用漁業使用權限的開放，最後容易導致過度捕撈狀

況，或是未來全面開放海域空間使用，若不進行適度管理，

將造成各種海域資源枯竭，將無法永續經營發展。

當前，大多數國家是以專責部門以及明確海洋政策與計

畫來管理漁業、港埠發展、海運、海域石油天然氣開發、棲

地保護、廢棄物棄置、資源保護等事務，各沿海國家亦在其

海洋管理政策原則下保障該國海洋事業的可持續發展。然對

於臺灣目前仍以片面的部門管理計畫來管理海域顯然已難以

妥善處理各部會對海洋與海岸日益複雜的使用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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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世界各國實踐案例整理表（內政部營建署，2008，本研究重新整理）

國家 保護區名稱 劃設依據 可參考借鏡之管理措施 管理機關

美國
西北夏威夷

群島國家
保護區

古物法
1.	 	捕魚活動將在5年內分階段停止
2.		遊客在這個海域潛泳或潛水都需

要獲得許可

商務部
國家海洋暨

大氣總署

加拿大
Eastern	
Scotian
Shelf

保護區
海洋法

三大主題：多重的人類使用、海洋生
態系之管理與保育、合作規劃與管
理協調。
九大規劃指導原則 :整合管理、以
生態系為基礎之管理、永續發展、
審慎原則、多重使用管理、保育、
合作、適應式管理與管理，以目標
為依據之管理、以區域為依據之管
理、管理工具、非管理工具、遵守之
提升與執行以及溝通與資訊分享
等。七項管理策略:	以階段性方式規
劃與執行短、中期之海洋施政。將
空間規畫與管理列為海洋與海岸管
理政策的目標

漁業暨
海洋部、海洋

與沿海
管理司

澳洲 大堡礁生態
保護區

大堡礁海洋
公園法

1.	 	多重使用的綜合管理活動
2.		每個分區皆有一個明確管理目的
3.	 	不同的司法管轄區的管理互補性
4.	 	分區明確規定許可證制度
5.	 	準確的分區地圖

國家海洋
辦公室

歐盟 - 海洋政策

1.	 	歐盟整合海洋政策(2007)
2.	 	促進使用可再生能源指令及其

修正與後續廢止2001/70/EC與
2003/30/EC指令(2009)

3.	 	藍色成長:海洋及海事永續成長的
機會訊(2012)

4.	 	建 構 海 域 空 間 規 劃 架 構 指 令
(2014)	

歐盟執行
委員會

國家 保護區名稱 劃設依據 可參考借鏡之管理措施 管理機關

荷蘭 北海綜合
管理計畫

歐盟北海政
策

1.	 	綜合海域空間評估簽發許可證
2.		針對特定功能進行海域空間研究
3.	 	對於被其他合法海洋利用致使利

益被侵犯之用戶的研擬補償可能
性

4.	 	建立一個統籌機構體制以支持共
同結合海洋空間使用的提議。

運輸、公共
工程與水資
源管理部，

住宅、空間管
理與環境部，

經濟部，
農糧部

英國

海洋與海岸
使用法、再

生能源
發展計畫
(2009)、
英國海洋
政策聲明
(2011)

1.	 	將可能涉及漁業活動、生物資源
保育以及再生能源開發與建設等
三大項目之協調與整合。

2.		各主管機關雖有訂定計畫之權
力，但在訂定計畫時，須遵守英
國海洋政策聲明之基本政策方向
與要求。

3.	 	將海域劃分為八大區塊，由各海
域主管機制定並執行之

4.	 	英國已將海域能源開發納入其海
洋空間規畫之項目中，並以其作
為達成英國環境與能源目標的首
要措施。

海洋管理組
織(MMO)以
及計劃海域
之各政策執

行機關

德國 北海海域
計畫

聯邦空間規
劃法

(1997-2004)
海洋發展

計畫
整合性德國

海洋政策
策略(2011)

1.	 	解決發展風力發電與海洋環境保
護及傳統用海產業間之衝突。

2.		針對海運及管道與電纜列為海域
空間規畫重點。

3.	 	依據各項目之重要性與各功能區
內之優先順序而設定不同之規
範。

BSH
(德國聯邦海
事暨水文局)

中國大
陸

全國海洋
功能區

中華人民共
和國

海域使用管
理法

1.	 	「海域屬於國家所有」、「單位
和個人必須依法取得海域使用
權」、.「國家實行海洋功能區劃
制度，海域使用必須符合海洋功
能區劃」

2.		確立「國務院海洋行政主管部門
負責全國海域使用的監督管理」

3.	 		建立「海域使用管理信息38系
統」、「海域使用權登記制度」、
「海域使用統計制度」、「海域有
償使用制度」

國家海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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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海域既有合法使用況分析
一、潮間帶、內水及領海使用範圍

臺灣海域區使用，依據各區域不同特性歸納分析，北

部區域資料調查豐富，海域使用多元化，競合關係複雜。中

部區域潮間帶大並多海埔地之開發利用，且多大型開發案及

富涵海域砂石資源。南部區域觀光遊憩資源豐富，既有海域

使用已多劃設為觀光觀光遊憩與保育。東部區域由於地形特

殊，富含海水資源與海洋能源，使用行為單純。

依據目前臺灣潮間帶、內水、領海範圍使用情形，可歸

納為以下使用型態。

潮間帶範圍：屬於自然型態，可分為沙灘、礫石海岸、

溼地、潟湖、珊瑚礁岩、紅樹林、礁岩等。屬於人工使用型

態，可分為礦業、林業、水產養殖、農業、水利、港口、軍

事、遊憩等，如圖2~圖3。

圖2 西部地區潮間帶使用類型 圖3 東部地區潮間帶使用類型

內水範圍：港務航運、漁業使用、礦業能源、觀光遊

憩、生態保護、電廠、工業港、國防演習、海洋棄置、管線

纜線、海事工程及其他等，如圖4。

領海範圍：海域石油礦區、石油開採平臺、國防演習、

海洋棄置、管線纜線等，如圖4。

圖4 我國內水及領海範圍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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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範圍之相關事務機關繁多，易產生海域管理與開發

之衝突，且各地方缺乏專業且統一的審議規範與資源整合機

制，造成開發許可制浮濫，因此考量近岸及潮間帶為生態最

多樣及敏感地區，該海域應以保育為主，利用為輔，同時邁

向許可制使用原則以及給予環境(棲地)補償之概念可為優先管

理原則。

內水及潮間帶之海域利用頻繁且各單位劃設範圍區域較

為密集，因此在此使用範圍內可衍生以下重點：

1.  使用密度較高及主管單位較多

2.  多以臺灣本島陸域經驗為出發點，欠缺考量海洋本身

空間特性與資源流動性

3.  現行資源保育及利用方面之管理法規牽涉眾多，現有各

主管機關劃設之保護區繁多，但往往出現互相疊合情

形。

4.  潮間帶為生態最多樣及敏感地區，應以保育為主，利

用為輔給予環境(棲地)補償之概念為優先管理原則。

領海範圍內在此使用範圍內可衍生以下重點：

1. 使用密度較低及主管單位較單純

2.  現況存有國防部之軍事演習區、經濟部之礦區、環保

署之廢棄物傾倒區等

3.  考量海域區資源的永續使用及自然資產的長期保護目

標與配合經濟發展的管理與規劃

4.  納入對於海域功能區劃管理綱領之基本原則與處理方

式之精神

二、海域區既有合法使用研析
目前海域使用範圍管理法規牽涉眾多，海岸管理法、濕

地保育法、漁業法、發展觀光條例、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水

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國家公園法、商港法、水下文化資產保

存法、野生動物保育法等，各具特別法、普通法之執行效力，

以及法律位階不同之效力，且分屬不同主管機關，因而導致海

域及海岸地區管理事務之權責劃分不清。為釐清現有海域使用

現況，藉由蒐集各目的事業單位提報之現有合法使用資料，及

未來之海域使用申請案件，作為核發海域許可之基本資料。

（一）海域區既有許可區位空間化
依區域計畫法海域區區位許可容許使用項目包括漁

業資源利用、非生物資源利用、海洋觀光遊憩、港埠航

運、工程相關使用、海洋科研利用、環境廢棄物、軍事

及防救災相關使用、原住民族傳統用海等9大類，免申請

區位許可：3項，需申請區位許可：30項。依營建署「非

都市土地海域區區位許可機制探討」期初報告，既有

合法使用所提供之坐標或申請單位提供之附件資料，以

ArcGIS依序數化及框畫範圍，目前既有許可空間分布如

圖5。經由數化後之結果，可直觀呈現目前既有海域使用

之類別與範圍，以及是否有使用區域重疊之現象，當使

用區位重疊時，則需藉由後續訂定之區位許可優先使用

原則來判斷各目的事業主管單位之使用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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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域區既有許可區位規模與面積
海域區既有區位許可之資料類型可依面積及長度進

行統計，目前既有合法許可之總面積約48,601.88平方公

里、總長度約2030.42公里，如表5。經統計結果，以容

許使用項目(八)軍事及防救災相關使用之使用面積較大，

分別占整體面積之58.89%，其次為(七)環境廢棄物排放

或處理的14.3%，如圖6；依長度計算之項目，則以(五)

工程相關使用之項目佔總長度之98.53%為最多，如圖6。

表5：既有許可資料面積與長度彙整
容許使用項目 數量(處) 面積(km²) 長度(km)

(一)漁業資源利用 103 3457.827 3.2511
(二)非生物資源利用 67 3414.062 0
(三)海洋觀光遊憩 7 0.219644 0
(四)港埠航運 237 797.6737 26.53223
(五)工程相關使用 546 834.4632 2000.64
(六)海洋科研利用 0 0 0
(七)環境廢棄物排放或處理 10 6949.974 0
(八)軍事及防救災相關使用 78 28623.45 0
(九)原住民族傳統海域使用 4 4524.21 0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圖6 既有海域用地使用許可項目長度比及面積比

漁業資源利用
非生物資源利用
海上平台設置範圍
港埠航運
工程相關使用
環境廢棄物排放或處理
軍事及防救災相關使用
原住民族傳統海域使用範圍
縣市界
縣市海域管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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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發區位許可處分文件之注意事項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4年12月31日增訂之非都市海域

區(海域用地)容許使用審查機制，既有之區位許可文件包

括區位許可申請書(含環境敏感地區查詢)、及海域用地容

許使用項目表等。其中針對既有合法使用之部份無須申

請，但相關主管單位需於105年7月2日前將既有許可申請

書資料函文至營建署，經書面審查後通知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視同取得區位許可。

本研究初步建議核發區位許可處分文件之注意事項

如下：

1.  為保障公共通行及公共水域之使用，本案申請人

對不妨害其依法使用海域的非排他性用海活動，

不得阻撓。

2.  視同取得區位許可範圍，後續倘與其他使用項目

（細目）重疊使用時，仍應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第6條之第3項會商結果辦理。

3.  共同利用海域內禁止或限制事項：

(1) 禁止下錨破壞海底電纜。

(2) 禁止破壞已存在之海域設施。

(3)  政府依法公告各類保護區、自然保留區、溼

地及特定利用之禁止事項。

4. 核准範圍，排除下列業經公告之海域：

(1) 國家公園海域。

(2)  軍港、商港、專用港、漁港及遊艇港港區範

圍及航道。

(3)  中央或地方政府依法公告具有排他性之使用

海域。

肆、海洋空間規劃與永續管理
一、海域功能區劃原則

本研究參考收集的海域功能區劃原則包括Hopley(1989)、

Jon C. Day(2002)外，再彙整中國大陸海洋功能區劃原則 、

NOAA的海域空間規劃基本概念 、英國環境、食物及農業部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DEFRA)提

出的海域空間計畫原則 、Gilliland and Laffoley (2008)、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的海域空間規劃原則，在推動海域功能區

劃原則主要可以包括：

1. 海域空間是一個公共資源空間。

2.  海域區劃是一個複雜的任務，需要管理及劃清海面、

海面上空間、水體及海床上的所有活動。

3.  海域空間是一個可以依據不同部門需求容納多重使用

的區域。

4. 海域空間使用，依據使用特性也有排他性的部分。

5.  海域空間使用也時間軸上的區隔，限制使用時間或季

節。

6.  充分掌握海域狀況、包括：能源、資源、礦產、社會

經濟發展，並預劃未來海域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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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態補償機制、建立有償使用原則，建立海域資源合

理配置，保障海洋經濟發展，確認國家海域所有權。

8.  海域功能區劃是一相對穩定的動態管理，非不可變

的，可以依據新的任務目標重新檢討評估海域功能區

劃內容。建議可將海域功能區劃之修改分級管理(一般

修改、或重大修改)，有助於減少海域功能區劃遭隨意

變更頻率，有能保有海域功能區劃適應變化之需求。

9.  明定海域功能區劃之法律地位，為落實海域功能區

劃，凡經過核准之海域功能區劃，即必須落實執行，

防止執行單位擅自變更海域用途。

10.  海域功能區劃前應對現行海域功能區劃及各種涉及海

域規畫實施成效進行評價，在此基礎下才可提出海域

功能區劃修訂。

11.  建立海域功能區劃單位名冊。海域功能區劃工作綜合

性、理論性強，涉及多種專門學科，承接海域功能區

劃技術單位必須具備相當能量，因此必須建立名冊以

利後續推動遴選專業團隊參與。

12.  海域功能區劃必須建立、落實公眾參與制度。海域功

能區劃制定過程與完成後要採取公開公告、徵詢等方

式，充分廣納用海單位與社會公眾的意見。

海域管理法(草案)(2015)，第九條 海域功能區劃依下列原

則擬定：

1.  尊重生態系統為基礎之決策模式，依據海域區位、自

然資源、生態系統、海洋環境等自然屬性，經調查研

究，以科學方式確定海域功能。

2.  通盤考慮社經發展、能礦開發、公眾親水、文化保

存、原住民傳統與現有權益保障之需要，審慎與統合

規劃不同使用之區劃用海。

3.  長期規劃保護、改善、復育與管理海洋生態環境，確

保海域永續利用，並促進海明定海域功能區劃之原

則。

4.  調查研究海域風險區域，分級管理並維護海域使用及

海上航行安全。

5.  促進公共福祉，保障國防安全及軍事用海需要。

中央主管機關進行海域功能區劃及擬訂全國海域管理計

畫，涉及原住民族海域或限制原住民族利用自然資源時，應

與當地原住民族諮商。

人民或團體得以書面敘明事實及理由，並附具相關資

料，向中央主管機關為海域功能區劃之建議。

二、海域區功能區劃流程
近幾年海域空間規劃(Marine Spatial Planning, MSP)成為

世界上主要的話題，尤其海域使用頻繁的地區。海域空間規

劃是提供一個國家對於維護海洋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及

經濟發展潛能平衡的重要架構。實質上，MSP是提供以生態

系統為基礎的管理關鍵要件步驟。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及政府間海洋委員會(IOC)在考量目前的海域空間

使用與未來氣候變遷可能導致海平面上升，於2009年擬定一

套以生態為基礎的海域空間規劃步驟 供各界參考，如下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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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總共包含10項步驟，10項步驟並非單一流程，其中部

分流程還可以細分階段性流程。

 圖7 海域空間規劃步驟(UNESCO & IOC, 2009)

海域空間規劃(MSP)主要是針對人類在海域空間活動做約

束管理，而無法對於生態限制其發展。因此海域空間規劃有

幾個影響因子：

1.  以生態系統為基礎的(Ecosystem-based)，平衡生態保

育、經濟發展及社會目標的永續發展。

2.  整合的(Integrated)，跨部、會、署間的政府橫向整合。

3.  空間區域規劃(Place-based or area-based)

4.  適應的(Adaptive)，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

5.  策略和預期(Strategic & anticipatory)，關注在長期的目

標。

6.  公眾參與(Participatory)。將利益關係團體參與納入海

域空間規劃流程。

簡連貴(2007)「海域區土地使用管理規劃與管理制度之

建立」計畫中提出，海洋功能區劃是為了改善過去海域單一

用途使用的情形，實現海洋多功能使用之目標；在利用海洋

資源的同時保護海洋環境，確保海洋資源永續利用；指定各

分區的劃設指標，並分離出不相容的使用活動，以化解海域

使用活動的衝突。而海洋功能區劃應具備的原則如下：

1. 海域空間多功能使用

2. 海洋資源永續利用

3. 明確的分區使用規範

4. 清晰易懂的區劃圖

5. 保障符合傳統文化的海洋利用方式

6. 區劃過程應有公眾參與

7. 考量緊急危難時的需求

8. 考量相關管理法規的延續性

依據簡連貴(2007) 「海域區土地使用管理目標、原則及

策略」計劃報告中，由於海域與陸域管理方式不同，在海域土

地的使用管理也不同，各功能分區所需考量的特性因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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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特性(永久性、專屬性)

2. 使用強度(使用規模、使用頻率)

3. 多功能使用(相容、有條件容許、排他)

4. 立體使用(海面、海水、底土)

5. 時間管理(使用時間、使用季節)

6. 績效管理(如設定廢棄物排放標準)

7. 潮間帶核心第區管理

潮間帶屬於生態環境較敏感的區域，因此將潮間帶核心

區域納入緩衝區的精神，藉此強化潮間帶地區的保育、利用

與管理。各功能分區使用特性分析如表6所示。

表6 各功能分區使用特性分析表

港
口
航
運
區

海
洋
保
護
區

漁
業
資
源
利
用
區

非
生
物
資
源
區

海
洋
觀
光
遊
憩
區

工
程
用
海
區

特
殊
利
用
區

軍
事
用
海
區

原
住
民
族
傳
統
用
海
區

保
留
區

用
途
待
定
區

永久性/專屬性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 否 否 	
使用強度/頻率 高 低 高 低 低 高 低 低 低 低 --

多功能使用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立體使用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

使用時間管理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
績效管理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

潮間帶管理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資料來源：簡連貴，2007，海域區土地使用管理目標、原則及策略

三、海域空間功能分區競合關係
由於海域區域具有多功能使用的特性，其各種使用下的

競合關係包括相容、部分相容（或有條件相容）、排他（不

相容）等，因此使用上屬於相容者，允許多功能使用，若為

排他，則依據其管理原則，於特定期間或特定空間（立體空

間）排除不相容的海域使用。各海域空間功能分區之競合關

係如表7所示。

表7 各海域空間功能分區競合特性分析表

○相容　△部分相容　Ｘ不相容
港
口
航
運
區

海
洋
保
護
區

漁
業
資
源
利
用
區

非
生
物
資
源
區

海
洋
觀
光
遊
憩
區

工
程
用
海
區

特
殊
利
用
區

軍
事
用
海
區

原
住
民
族
傳
統
用
海
區

保
留
區

用
途
待
定
區

港口航運區 ○ △ △ △ △ △ X X △ ○ △

海洋保護區 △ ○ △ △ △ △ X △ ○ ○ △

漁業資源利用區 △ △ ○ △ △ △ △ △ ○ ○ △

非生物資源區 △ △ △ ○ ○ ○ ○ ○ ○ ○ △

海洋觀光遊憩區 △ △ △ ○ ○ △ X X ○ ○ △

工程用海區 △ △ △ ○ △ ○ ○ X △ ○ △

特殊利用區 X X △ ○ X ○ ○ ○ △ ○ △

軍事用海區 X △ △ ○ X X ○ ○ △ ○ △

原住民族傳統用海區 △ ○ ○ ○ ○ △ △ △ ○ ○ △

保留區 ○ ○ ○ ○ ○ ○ ○ ○ ○ ○ △

用途待定區 △ △ △ △ △ △ △ △ △ △ ○

簡連貴，2007， 海域區土地使用管理目標、原則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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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各用海單位所提送之海域使用資料，分析歸納不同

使用行為產生之競合問題加以探討，從不同海域使用類型、

使用規模、時間期間、使用特性等加以分析，由於海域區具

有多功能使用之特性，各種使用之競合關係包括相容、部份

排他(或有條件相容)、完全排他(獨占)等，因此如互為相容使

用，則允許多功能使用。如為部份排他，則應考慮於特定期

間、或特定空間(立體空間)之優先專屬使用。同時參考前期研

究及相關法令，如海岸管理法第31條保障公共通行等原則進

行探討，可作為區位許可優先順序審核原則與策略之研析。

四、海域空間重疊使用優先排序原則
（一）海域使用使用特性研析

由於海域區具有多功能使用之特性，各種使用之競

合關係包括相容、部份排他(或有條件相容)、完全排他

(獨占)等，因此如互為相容使用，則允許多功能使用。如

為部份排他，則應考慮於特定期間、或特定空間(立體空

間)排除不相容之使用。依據海域區位許可使用規定之九

大使用項目，應考量不同的海域使用之特性因子包括如

下，分析如表8。

1. 使用特性(永久性、專屬性)

2. 使用強度(使用規模、使用頻率)

3. 多功能使用(相容、排他、完全排他)

4. 立體使用(水面、水體、底土等三個面向)

5. 時間管理(不定期、季節性、全年等)

使
用
地
類
別

容許
使用
項目

許可使用細目

專屬性或
多功能使用 使用規模 立體

使用
使用
時間

免經申請
區位許可
使用細目

需經中央主管
機關區位許可
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使

用細目

海
域
用
地

(一)
漁業
資源
利用

1.		漁撈範圍 --
水面、
水體、
底土

季節
性

2.		漁業權範圍 完全排他、
部份排他

專用漁業權：
數百平方公
里
區劃漁業權：
數十至數千
公頃
定置漁業權：
數十公頃。

水面、
水體、
底土

全年

3.		漁業設施設
置範圍

如漁船作業停泊
碼頭等，屬獨占、

完全排他
無一定規模

水面、
水體、
底土

全年

(二)
非生
物資
源利

用

1.		潮汐發電設
施設置範圍

屬長期使用提供
電能設施，具獨
占、部份排他性

數百公尺之
線狀分佈

水面、
水體 全年

2.		風力發電設
施設置範圍

風機設置屬長期
使用提供電能設

施，具獨占、
完全排他性

視風機設置
規模，10支風
機約400公
頃(德國案例)

水面、
水體、
底土

全年

3.		海洋溫差發
電設施設置
範圍

屬長期使用提供
電能，具獨占、

部份排他性

海上型約
1000公尺，
陸上型約數
千公尺

水面、
水體 全年

4.		波浪發電設
施設置範圍

屬長期使用提供
電能，具獨占、

部份排他性

數百公尺(至
少150公尺以
上)

水面、
水體 全年

表8 海域地區相容/排他特性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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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地
類
別

容許
使用
項目

許可使用細目

專屬性或
多功能使用 使用規模 立體

使用
使用
時間

免經申請
區位許可
使用細目

需經中央主管
機關區位許可
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使

用細目

海
域
用
地

(二)
非生
物資
源利

用

5.		海流發電設
施設置範圍

屬長期使用提供
電能，具獨占、

部份排他性
一百至數百

公尺
水面、
水體 全年

6.		土石採取設
施設置範圍

海域砂石採取具
部份排他

依土石採取
法規應在100
公頃以下。

底土

7.		採礦相關設
施設置範圍 具獨占、完全排他 依據採礦性

質不同 底土 全年

8.		深層海水資
源利用及設
施設置範圍

具獨占、完全排他 數百公頃 水面、
水體 全年

9.		海水淡化設
施設置範圍 具獨占、完全排他 水面、

水體 全年

(三)
海洋
觀光
遊憩

1.		非機械動
力器具之
水域遊憩
活動範圍

--

2.		水域遊憩活
動範圍 部份排他 無一定規模 水面、

水體
季節

性

3.		海上平臺設
置範圍 具獨占、完全排他

水面、
水體、
底土

全年

(四)
港埠
航運

1.		船舶無害
通過範圍 --

2.		航道及其疏
濬工程範圍 排他、部份排他 線狀 水面 全年

3.		錨地範圍 排他、部份排他 視港口大小
而定

水面、
水體、
底土

全年

4.港區範圍 具獨占、完全排他 水面 全年

使
用
地
類
別

容許
使用
項目

許可使用細目

專屬性或
多功能使用 使用規模 立體

使用
使用
時間

免經申請
區位許可
使用細目

需經中央主管
機關區位許可
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使

用細目

海
域
用
地

(五)
工程
相關
使用

1.		海底電纜或
管道設置範
圍

具獨占、
部份排他 數萬公里 底土 全年

2.		海堤區域範
圍

具獨占、
完全排他性 數百公里

水面、
水體、
底土

全年

3.		資料浮標站
設置範圍

具獨占、
部份排他性 數百公尺

水面、
水體、
底土

全年

4.		海上觀測設
施及儀器設
置範圍

具獨占、
部份排他性

漂浮站直徑
約2.5公尺 水面 全年

5.		底碇式觀測
儀器設置範
圍

具獨占、
部份排他性 水面 全年

6.		海域石油礦
探採設施設
置範圍

具獨占、
完全排他性

依據礦業法
規定，以2公
頃至250公頃
為限

水面、
水體、
底土

全年

7.		跨海橋樑範
圍

具獨占、
完全排他性

數公里至數
十公里

水面、
水體、
底土

全年

8.		其他工程範
圍 無一定規模

(六)
海洋
科研
利用

海洋科學與水
下文化資產研
究活動設施設
置範圍

具獨占、
部份排他性 無一定規模

水面、
水體、
底土

不定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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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地
類
別

容許
使用
項目

許可使用細目

專屬性或
多功能使用 使用規模 立體

使用
使用
時間

免經申請
區位許可
使用細目

需經中央主管
機關區位許可
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許可使

用細目

海
域
用
地

(七)
環境
廢棄
物排
放或
處理

1.		排洩範圍 部份排他 無一定規模 水面 不定
期

2.		海洋棄置指
定海域範圍 部份排他 無一定規模 水面 不定

期

(八)
軍事
及防
救災
相關
使用

1.		軍事相關設
施設置範圍 獨占、部份排他 無一定規模 水面 不定

期

2.		防救災相關
設施設置範
圍

獨占、部份排他 無一定規模 水面 不定
期

(九)
原住
民族
傳統
海域
使用

原住民族傳統
海域使用範圍 部份排他 無一定規模

水面、
水體、
底土

不定
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重疊使用優先原則研擬
1.	前期海域功能區研究成果
在前期「海域功能區劃與管理工作」一案之成果

中，可發現於領海範圍內使用密度較低及主管單

位相對單純，如國防部之軍事演習區、經濟部之

礦區、環保署之廢棄物傾倒區等。因考量海域區

土地為功能多樣、利益複雜、功能多元與衝突競

合的地方，因此若在充分調查海域自然資源及環

境資料後，在多功能分區使用相容問題上之處理

方式，以及規劃出海域功能分區與現況比較時所

引致之矛盾問題，可藉由研商協調與重新考量規

劃方向等，納入對於海域功能區劃管理綱領之基

本原則與處理方式之精神，在考量海域區資源的

永續使用及自然資產的長期保護目標與配合經濟

發展的管理與規劃下，其基本精神為：

(1)  海域的區位、自然資源和環境等自然屬性，

為分區劃設之優先原則。

(2)  在不影響海域永續利用之前提下，尊重現行

之使用。

(3)  多功能使用之海域，以公共福祉最大化之使

用優先。

(4) 相鄰之使用間，以相容性較高之使用優先。

(5)  有爭議之使用間，由相關部會研商協調確定

其使用。

(6) 爭議未決之海域，劃設為「用途待定區」。

(7)  業有新事證足以證明自然環境有明顯威脅者，

現有使用應經協商檢討，以永續觀點變更之。

2.	依據海岸管理法第31條
為保障公共通行及公共水域之使用，近岸海域及

公有自然沙灘不得為獨占性使用，並禁止設置人

為設施。但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並依其他法律

規定允許使用、設置者；或為國土保安、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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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運輸、環境保護、學術研究及公共福祉之必

要，專案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者，不在此限。

前項法律規定允許使用、設置之範圍、專案申請

許可之程序、應具備文件、許可條件、廢止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3.考慮海域不同使用之競合特性分析
根據前述不同使用特性之競合關係分析，可初步

歸納九大使用之競合分析表，如表 9，以作為初步

判定參考。

表9 海域不同使用競合特性分析表

註1：  漁業權範圍內同時存在完全排他、部份排他及相容使用，如有完全排他情形者
應協調後自範圍內予以劃出，共同利用範圍內則需符合相關限制或許可條件。
漁港設施範圍內為完全排他(獨占)使用

註2：  港區範圍內為完全排他(獨占)使用，錨地及航道為部份排他。
註3：  海域已依法核准設置之固定設施物，如風力發電設施、海上平臺、跨海橋樑、

離岸堤、觀測站等等，依其設施所在位置(水面、水體、底土)及一定範圍內為
排他性，以避免破壞設施。

註4： 軍事使用區演習期間為完全排他。
註5： 海底電纜或管道所在區域為部份排他，禁止下錨及拖網作業破壞設施。

○相容　△部分相容　Ｘ不相容

	

漁業
資源
利用

非生
物資
源利

用

海洋
觀光
遊憩

港埠
航運

工程
相關
使用

海洋
科研
利用

環境
廢棄

物
排放

軍事
及

防災

原住
民族
傳統
使用

漁業資源利用 ○	 △	 △	 △ △	 △ X △ △		
非生物資源利用 ○ △ △ ○	 ○	 ○ △ △	

海洋觀光遊憩 ○	 △ ○ ○	 X △	 ○	
港埠航運 ○ ○	 △	 X △ X

工程相關使用 ○	 ○	 ○ △ ○	
海洋科研利用 ○	 X △	 ○	

環境廢棄物排放 ○ ○	 X
軍事及防災 ○	 △	

原住民族傳統使用 ○

如海域現況使用有競合、排他或相容之情形，則將

研擬之競合優先次序為處理原則，初步建議優先處理原

則如下(如圖8)：

1.		海域的區位、以自然資源與自然環境等自然屬性為優
先原則。

2.		在不影響海域永續利用之前提下，尊重現行之使用。
3.		多功能使用之海域，以公共福祉最大化之使用優先。
4.	相鄰之使用間，以相容性較高之使用優先。
5.		有爭議之使用間，由相關部會研商協調確定其使用。
6.		爭議未決之海域，得交由上級機關協商或暫時擱置。

圖8 海域區優先序與低優先序判定示意圖

因考量海域區土地為功能多樣、利益複雜、功能多

元與衝突競合的地方，因此若在充分調查海域自然資源

自然資源永續利用 相容或具公共利益使用(優先序高) 具爭議性(優先序最低)
(優先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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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環境資料後，在多功能分區使用相容問題上之處理方

式，以及規劃出海域功能分區與現況比較時所引致之矛

盾問題，可由研商協調整合與配合政府海洋政策綱領重

新考量規劃方向等，可納入對於海域功能區劃管理綱領

之基本原則與處理方式之精神。爰此，未來海域區或海

洋資源發展地區土地之保育管理需要有整合性海域空間

之規劃，大致可分為四個方向來思考：

1.	確立全國性海洋空間永續管理的策略
2.	儘速訂定海洋資源與海域管理辦法
3.	發展海洋科學、加強海洋科技應用
4.	推動海洋環境與生態教育

五、海域區與國土計畫法海洋資源地區銜接
國土計畫法於104年12月18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

105年1月6日公佈，現行之區域計畫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預定

於6年內將逐步進行轉換並與國土計畫法銜接。目前非都市土

地係按現況劃設為 11 種使用分區及19 種使用地，後續將依

據自然環境條件、糧食自給率目標及城鄉發展願景等，劃設

「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

及「城鄉發展地區」等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以計畫引導土地

使用，如下表10所示。

表10 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原則
第二十條	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原則如下：
二、		海洋資源地區：依據內水與領海之現況及未來發展需要，就海洋資源保育利

用、原住民族傳統使用、特殊用途及其他使用等加以劃設，並按用海需求，予以
分類：

	 （一）	第一類：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
	 （二）	第二類：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區。
	 （三）	其他必要之分類。
第二十一條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土地使用原則如下：
二、	海洋資源地區：
	 （一）		第一類：供維護海域公共安全及公共福址，或符合海域管理之有條件排

他性使用，並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
	 （二）	第二類：供海域公共通行或公共水域使用之相容使用。
	 （三）		其他必要之分類：其他尚未規劃或使用者，按海洋資源條件，給予不同程

度之使用管制。

其中「海洋資源地區」共分為三類，分別為第一類排他

性、第二類相容性、及第三類其他必要性之分類，依據目前

海域用地容許使用項目之分類共有9類，未來將依據其使用之

相容、排他性進行分類轉換，如圖9。

 圖9 國土計畫四大功能分區及分類轉換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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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議前章節目前在非都市海域區海域用地使用細目競

合關係之研析，初步建議將非都市海域區功能區劃各項劃分

為海洋資源地區第1至3類，第1類為不相容或有條件相容，第

2類為完全相容，第3類為其他不列為第1及第2類者，初步彙

整對應之不同用海類別，作為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

源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等功能分區及分

類之參考，如表11。

表11 海域區與海洋資源地區分類之初步建議
海洋資源
地區分類

非都市海域功能區劃
容許使用項目 容許使用細目

第1類

(一)漁業資源利用
2.漁業權範圍
3.漁業設施設置範圍

(二)非生物資源利用

1.潮汐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2.風力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3.海洋溫差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4.波浪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5.海流發電設施設置範圍
6.土石採取設施設置範圍
7.採礦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8.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設施設置範圍
9.海水淡化設施設置範圍

(三)海洋觀光遊憩 3.海上平臺設置範圍

(四)港埠航運
2.航道及其疏濬工程範圍
3.錨地範圍
4.港區範圍

海洋資源
地區分類

非都市海域功能區劃
容許使用項目 容許使用細目

第1類

(五)工程相關使用

1.海底電纜或管道設置範圍
2.海堤區域範圍
3.資料浮標站設置範圍
4.海上觀測設施及儀器設置範圍
5.底碇式觀測儀器設置範圍
6.海域石油礦探採設施設置範圍
7.跨海橋樑範圍
8.其他工程範圍

(六)海洋科研利用 海洋科學與水下文化資產研究活動設施
設置範圍

(七)環境廢棄物排放或處理
1.排洩範圍
2.海洋棄置指定海域範圍

(八)軍事及防救災相關使用
1.軍事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2.防救災相關設施設置範圍

第2類
(三)海洋觀光遊憩 2.水域遊憩活動範圍
(九)原住民族傳統海域使用 原住民族傳統海域使用範圍

第3類 	- -

伍、海域空間永續發展與管理建議
依據國內海域區使用現況調查分析，各海域空間使用分區特

性及功能分區競合關係探討，及參考國外海域空間規劃案例與發

展趨勢。同時因應海洋資源保育、海域能(資)源永續利用，及考量

政府推動海洋再生能政策，本研究針對臺灣海域空間永續發展與

管理之推動策略具體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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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期建議
1.  海域空間規畫與管理列為海洋與海岸管理政策的目

標，階段性方式規劃與執行短、中長期之海洋施政方

針或海洋政策。

2.  建立整體性海域空間永續發展政策與推動策略：海域

空間規劃應以永續發展為基礎，建立整體性海域空間

永續發展政策與推動策略，以作為各不同目的主管機

關海域空間規劃使用之指導原則。

3.  規劃整體性海域資源調查，建立科學用海之海域環境

基礎資源資料，以作為國土計畫法海洋資源地區海域

空間規畫與永續發展管理之依據。

4.  建立海域空間使用整合與協調機制與平臺，解決發展

風力發電與海洋環境保護及傳統用海產業間之衝突。

建議參考英國將國家推動重點海洋再生能源離岸風力

發電及相關海域能資源利用，優先納入海域空間規

劃，以利海域永續發展。

5.  建立海域空間使用規畫指導原則：因應現行開發許可

制已由「使用許可」取代「開發許可」，於符合第21

條個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原則下得申請使用

許可，行為許可實質審查回歸各目的主管機關負責。

對海域空間使用應建立相關海域空間使用指導原則，

建立海域使用協調與整合機制，依據各項目海域空間

使用之重要性與各功能區內之優先順序而設定不同之

海域使用規範。

6.  建立海域空間使用管理原則與競合處理機制：海岸管

理法近岸海域、區域計畫海域區及國土計畫法海洋資

源發展利用地區，海域空間重疊部分，其海域管理與

利用應與不同目的主管機關協商，建立相關海域空間

使用管理原則與競合處理機制。

7.  海域空間脆弱度評估，及海域資源利用與環境風險管

理：因應氣候變遷與海洋海岸環境變遷衝擊，及海平面

上升可能影響，加強臺灣本島與相關島嶼海岸、海域空

間脆弱度評估，及海域資源利用與環境風險管理。

8.  持續推動海域管理使用法制化：現階段海域使用管理辦

法相當缺乏，未來必須依據海域使用管理制度，加速制

定相關海域空間管理法律，讓行政機關能依法行政。

9.  推動海洋環境教育與海域永續發展，建立社區民眾與

利益關係人與參與機制：海域區國土空間屬國有公

有，既有和法使用、傳統漁業使用及傳統民族用海，

應符合海域永續發展，漁業資源應建立整體性影響與

補償評估機制，建立共存共榮之用海友善環境。

二、中長期建議
1.  持續推動與整合海域使用規劃與管理制度：為充分掌

握各相關單位海域使用現況及落實管理工作，建議持

續推動與整合海域使用規劃與管理制度，以利各海域

使用管理機關作為溝通與協調。長期而言仍應持續推

動之工作包括建立統籌海洋行政主管機關（如海洋部

或海洋委員會），及推動科學化海域空間規劃。



054 055

議
題
四 

海
洋
與
海
域
管
理

2.  建立統籌海洋行政主管機關（如海洋部或海洋委員

會）：解決海域空間管理工作中的這些競合和衝突

必須有一個獨立海洋行政主管部門，該部門能依據

海域空間規劃指導原則，根據不同海域的特點，統籌

安排，核發海域使用許可，增加海域功能區劃的宣傳

溝通協調整合，加強各部會間對於海域使用規劃的瞭

解，以滿足不同各目的事業主管部門的需要，同時能

居中協調部門之間的用海競合與衝突。

3.  推動科學化整合性海域空間之規劃：海域區或海洋資

源發展地區海洋資源具有多樣性、相容性和豐富性等

特點，因此，海域空間使用與保育管理必須嚴格按照

科學規律進行，才能充分發揮海洋資源的社會、經濟

和環境的整體效益。目前，在缺乏海域空間總體規劃

的情況下，必須與海域使用相關部門溝通協調建立共

識，以長期海域的自然條件、使用現狀和對其未來發

展趨勢的科學論證為基礎，在永續發展條件下，以決

定海域資源開發的適宜性、用海活動的多樣性和用海

活動的相容的特點，以提昇海域空間使用綜合經營與

管理利用效益，落實海域使用規劃與海域空間區劃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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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促進海岸地區之永續發展，保護、利用及管理海岸地區之資源，防治

海岸災害及環境破壞，針對國內管理癥結及參酌國外管理制度自80年即

開始研擬海岸法(草案)，並於86、89、91、97年四度函送立法院審議，因

立法院屆期不續審未能完成立法。102年底「看見臺灣」紀錄片揭櫫海岸

地區漁港密集開闢、消波塊破壞海岸線、海岸濕地面積逐漸減少、濱海掩

埋場邊坡遭海浪沖蝕崩落等問題，是各界期盼「海岸法」草案儘速完成

立法。行政院於103年6月26日第5次函送立法院審議，經立法院內政委員

會103年11月19日召開審查會議、12月17日召開「海岸管理建制公聽會」、

12月29日及104年1月15日召開2次朝野黨團協商會議，在行政、立法、學界

及民間團體等各方共同研討及努力，終達成全部條文之協商共識，立法院

院會於104年1月20日三讀通過，並更名為「海岸管理法」，總統於104年2
月4日公布施行。

為利海岸管理業務之順利推動，並能依法管理及執行，內政部已依海

岸管理法，陸續啟動範圍劃設、業務分工協調及法制研擬等相關作業。其

中海岸地區範圍業於104年8月4日劃定公告，並已於105年2月1日完成施

行細則等5項子法之發布施行。另內政部於104年度委託辦理「研訂整體

海岸管理計畫」及「海岸資源調查及資料庫建立」案，已完成「整體海岸管

理計畫」(草案)，刻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作業，並將於審議通過、報請

行政院核定後，期於106年2月4日前公告實施。

配合102年10月17日公告實施「全國區域計畫」將領海外界線範圍內

「領海及內水」納入區域計畫實施範圍之政策，內政部業於104年5月完

成全國17個直轄市、縣(市)海域區劃定之核備作業；並同步與相關部會及

各地方政府召開行政協商會議，循法制作業程序，於104年12月31日訂頒

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後，我國正式邁入將主權所及海域，全

面納入土地使用管制之新紀元。

Abstract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astal zone, protect, use and 

manage resources of the coastal zones, drafting of Coastal Zone Act 
initiated since 1990s which focused on Taiwan’s management key problems 
in reference to management systems of other countries. Drafts were sent to 
the Legislative Yuan in 1997, 2000, 2002, and 2008, but they failed owing 
to lack of time before close of session. At the end of 2013, a documentary 
called Beyond Beauty—Taiwan from Above exposed problems occurring 
in the coastal zones: over-dense fishing ports, coastal destruction by 
armor blocks, a decrease in coastal wetland areas, and landslides at coastal 
landfills caused by wave erosion. The film prompted various sectors to urge 
the passing of the Coastal Zone Act. On 26 June 2014, a fifth submission 
was sent to the Legislative Yuan for deliberation, and an inspection meeting 
was held on 19 November, followed by a public hearing on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Establishment” on 17 December and a consultation among 
political parties on 29 December 2014 and 15 January 2015. Consensus 
on the entire act was finally reached after discuss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legislators, academics,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The Management Act was deliberated on 20 January 2015 and renamed 
the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Act”, which was then promulgated by the 
president on 4 February 2015.

To ensure successful promotion and operations of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Act,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initiated processes such as 
establishing regional designations, dividing responsibilities, and evolving 
legal systems. The designation of coastal zone areas was announced on 4 
August 2015,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five related articles was declared 
on 1 February 2016. In 2015,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starte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Coastal Zones Management Plan” and began 
research into coastal zone resources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database, which 
resulted in the drafting of the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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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A public hearing was held after publication, and the act is expected 
to be announced and to take effect by 4 February 2017, after deliberation 
and submission for ratification by the Executive Yuan. 

“National Regional Planning” took effect and included territorial seas in 
the policy of regional planning delimitation, followed by the completion 
of preparations for designation in 17 municipal and county (city) waters by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in May 2015. Related departments and local 
governments held consultation meetings followed by legal procedures that 
led to the revision of “Non-urban Land Use Control Regulation” on 31 
December 2015. The inclusion of Taiwan’s sovereign waters in land use 
control marked a new era for our country.

壹、前言
海岸地區為海域與陸域交接之帶狀區域，涵蓋陸域及海域二

大地理區，兼具海陸生態體系之特性，擁有許多豐富自然資源，

卻易受潮浪及災害侵襲，一經破壞，甚難復原，且將降低水產物

生產力，造成環境災害，影響海岸生態體系之平衡，實為一具有

高度敏感性、脆弱性及多元、不可逆性之區域。

我國四面環海，是典型的海島國家，擁有廣大海岸土地，

惟現有海岸地區土地競用、誤用、濫用之情形普遍，地層下陷嚴

重，海岸災害發生頻繁，並面臨海岸線人工化及極端氣候加重海

岸災害防護管理等問題；此外，目前海岸地區管理散見於各部

會，管理組織紛歧，權責時有重疊或不足，各目的事業法規缺乏

統合或共同治理基礎，且管理方法寬嚴不一，亟待整合性計畫指

導及全面有效性之管理手段。

為利海岸管理業務之順利推動，內政部持續辦理海域國土規

劃相關業務，近10年來重要之成果，在「委託研究」部分包括：

95年我國近岸海域及未登記土地之土地先期規劃、96年海域功能

區劃管理工作、97年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潮間帶劃設及土地

利用現況調查與分類、99年海域區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制度之建

立、101年海岸地區土地使用整體防護策略研究等。至於在「法令

及行政計畫」作為則包括：99年6月15日公告實施變更臺灣北、

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1次通盤檢討(將海域區納入區域計畫實

施範圍)、102年10月17日公告實施全國區域計畫、103年10月23日

修正發布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102年10月31日發布區域計畫之直

轄縣市海域管轄範圍、103年12月31日修正發布製定非都市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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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104年2月2日施行濕地保育

法、104年2月4日公布施行海岸管理法、104年5月依區域計畫法完

成全國17個直轄縣市海域區劃定及核備作業、104年12月31日修正

發布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105年1月6日公布國土計畫法(行

政院核定105年5月1日施行)等。

貳、海岸管理法之推動
一、背景說明

為促進海岸地區之永續發展，保護、利用及管理海岸地

區之資源，防治海岸災害及環境破壞，針對國內管理癥結及

參酌國外管理制度自80年即開始研擬「海岸法」草案，並曾

於86、89、91、97年四度函送立法院審議，因立法院屆期不

續審未能完成立法。102年底「看見臺灣」紀錄片揭櫫海岸

地區漁港密集開闢、消波塊破壞海岸線、海岸濕地面積逐漸

減少、濱海掩埋場邊坡遭海浪沖蝕崩落等問題，是各界期盼

「海岸法」草案儘速完成立法。行政院於103年6月26日第5次

函送立法院審議，經立法院內政委員會103年11月19日召開審

查會議、12月17日召開「海岸管理建制公聽會」、12月29日

及104年1月15日召開2次朝野黨團協商會議，在行政、立法、

學界及民間團體等各方共同研討及努力，終達成全部條文之

協商共識，立法院院會於104年1月20日三讀通過，並更名為

海岸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總統於104年2月4日公布施行。

其特色及立法重點如下：

（一）		適用範圍及主管機關：本法適用範圍為海岸地
區，包括濱海陸地及近岸海域(第2條、第5條)；

並明定由內政部、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分別擔任

中央與地方之主管機關(第3條)。

（二）		整合海岸地區管理機制：本法為引導海岸永續發
展，揭櫫海岸地區基本規劃管理原則(第7條)，且

以整體海岸觀點，由海岸主管機關作為海岸地區

相關機關管理之整合平臺，透過「整體海岸管理

計畫」之訂定，落實上位計畫由上而下之指導，

並建立執行疑義之協調機制(第43條)。

（三）		明訂海岸地區整體利用指導原則：為整合、連結
不同區域或部門政策目標，以及因應綜合管理之

需要，擬訂「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內容包括：

1.氣候變遷調適策略，2.整體海岸保護、防護及

永續利用之議題、原則與對策，3.保護區、防護

區之區位及其計畫擬訂機關、期限之指定，4.劃

設海岸管理須特別關注之特定區位，5.海岸之自

然、歷史、文化、社會、研究、教育及景觀等特

定重要資源之區位、保護、使用及復育原則，

6.發展遲緩或環境劣化地區之發展、復育及治理

原則等項目(第8條)，促使海岸地區能朝向永續發

展，防止或減輕不同部門之間的衝突，透過跨域

資源整合及跨界合作，推動落實整合性海岸管理

(Integrated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ICZM)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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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計畫管制保護自然資源及防治災害：明定海岸
保護區之規劃包括：

 1.重要水產資源保育地區，

 2.珍貴稀有動植物重要棲地及生態廊道，

 3.特殊景觀資源及休憩地區，

 4.重要濱海陸地或水下文化資產地區，

 5.特殊自然地形地貌地區，

 6.生物多樣性資源豐富地區，

 7.地下水補注區，

 8. 經依法劃設之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及其他

重要之海岸生態系統及，

 9. 其他依法律規定應予保護之重要地區等(第12

條)；

 海岸防護區之規劃包括：

 1.海岸侵蝕，

 2.洪氾溢淹，

 3.暴潮溢淹，

 4.地層下陷及

 5. 其他潛在災害等地區(第14條)，並規範禁止使用

及相容使用事項(第13條、第15條)，以彈性因

應不同保(防)護標的及地理環境特性管理經營需

要。

（五）		建構海岸特定區位審查許可機制：為落實「整體
海岸管理計畫」之利用管理原則及「海岸保護計

畫」、「海岸防護計畫」之管制事項，明定在一

級海岸保護區以外之特定區位內，從事一定規模

以上之開發利用、工程建設、建築或使用性質

特殊者，申請人應檢具海岸管理措施說明書，申

請主管機關許可；並對海岸生態環境衝擊採取相

關避免或減輕、彌補或復育之有效措施，以減輕

相關開發利用行為對海岸之衝擊(第25條、第26

條)。另進一步管制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

性使用及人為設施興建，以保障公共通行及公共

水域之使用(第31條)。

（六）		與相關土地使用計畫之連結及配合：整體海岸管
理計畫、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護計畫公告實施

後，依計畫內容應修正或變更之開發計畫、事業

建設計畫、都市計畫、國家公園計畫或區域計

畫，相關主管機關應按各計畫所定期限辦理變更

作業（第19條）；並規範在海岸地區範圍之區域

計畫、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審議機關於審

議通過前，應先徵詢海岸主管機關意見（第27

條）。

（七）		辦理計畫擬訂、實施之補償機制：為擬訂、實施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或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護計

畫，明定計畫擬訂或實施機關得派員進入或臨時

使用公私有土地、拆遷土地改良物，或協議變

更、廢止、停止漁業權或礦業權，並對因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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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損失，必要時給予適當之補償(第21條)。

（八）	違反本法禁止規定之罰則：違反本法或海岸保護
計畫、海岸防護計畫禁止之違法行為，以及未經

許可或未依許可內容逕行施工者，或在近岸海域

為獨占性使用或設置人為設施者等之罰則(第32條

至第42條)。

（九）	加強民眾參與機制：考量海岸地區範圍廣泛，海
岸管理涉及公共事務及民眾權益，因此訂定專

家、學者、民間團體及民眾參與機制，規範計畫

擬訂前之意見徵詢、草案內容之公聽程序及核定

後之展示等相關事項(第9條、第16條)。

二、現階段推動成果
內政部為踐行依法管理及執行，已依本法陸續啟動範圍

劃設、業務分工協調及法制研擬等相關作業。其中海岸地區

範圍業於104年8月4日劃定公告，並已於105年2月1日完成施

行細則等5項子法之發布施行。

（一）公告海岸地區範圍
依本法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應於6個月內劃定

公告海岸地區，作為海岸資源調查、資訊蒐集或整體規

劃作業所需之範圍界定。經內政部營建署彙整相關機關

及各地方政府意見，於104年4月17日、7月21日召開2次

研商會議後，已於104年8月4日依本法公告「海岸地區

範圍」(如表1)，交由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有關鄉

(鎮、市、區)公所分別公開展覽。

依本法規定之海岸地區包括「濱海陸地」及「近岸

海域」兩部分，濱海陸地以平均高潮線至第一條省道、

濱海道路或山脊線之陸域為界，近岸海域以平均高潮線

往海洋延伸至30公尺等深線，或平均高潮線向海3浬涵蓋

之海域。由於劃設海岸地區係本法公布施行後，第1階段

眾多工作項目之一，海岸地區之劃設係為明確本法之適

用範圍，尚未直接限制或禁止區內相關利用行為。

表1 各直轄市、縣(市)海岸地區範圍面積統計表

縣市別 海岸地區面積	(公頃) 百分比近岸海域 濱海陸地 總計
臺北市 0 1,035 1,035 0.08%
新北市 59,597 20,238 79,835 5.84%
桃園市 23,164 8,087 31,251 2.28%
臺中市 20,146 10,369 30,515 2.23%
臺南市 46,019 16,059 62,077 4.54%
高雄市 42,254 12,578 54,833 4.01%
新竹縣 6,523 2,120 8,643 0.63%
新竹市 8,874 2,630 11,504 0.84%
苗栗縣 24,857 10,932 35,789 2.62%
彰化縣 52,464 16,359 68,824 5.03%
雲林縣 59,153 17,444 76,597 5.60%
嘉義縣 23,889 6,917 30,806 2.25%
屏東縣 95,205 36,774 131,980 9.65%
基隆市 7,312 3,011 10,323 0.75%
宜蘭縣 63,713 20,642 84,355 6.17%
花蓮縣 60,573 25,892 86,464 6.32%
臺東縣 133,812 62,648 196,460 14.36%
澎湖縣 187,700 12,779 200,479 14.65%
金門縣 58,791 10,954 69,746 5.10%
連江縣 93,641 2,844 96,485 7.05%

總計 1,067,689 300,310 1,367,999 100.00%
百分比 78.05% 21.95%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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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訂頒「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小組設置要點」
海岸管理為綜合性之事務管理，為利海岸管理相關

計畫及申請案件之順利審查，內政部於105年1月25日訂

頒「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小組設置要點」，並成立105年

度之「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小組」，該小組已於105年3

月14日召開第一次大會，受邀委員高度重視本次會議，

包括各領域專業專家委員計11位全員出席會議，並積極

參予討論提供建言與協助審議，讓本法目標之落實與實

務執行，邁出穩健且重要的第一步。

依「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小組設置要點」第2點規

定，海岸管理審議小組之任務如下：

1.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之擬訂及變更之審議。

2.  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護計畫之擬訂、變更及廢

止之審議。

3.  一級海岸保護區原合法使用不合海岸保護計畫認

定補償許可及廢止事項之審議。

4. 特定區位內申請許可案件、變更及廢止之審議。

5.  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占性使用申請許可案

件、變更及廢止之審議。

6. 其他有關海岸管理之交議或協調事項。

105年度「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小組」設置委員21

人，由內政部部長擔任主任委員，其中專家學者及社會

公正人士11人，皆具有海岸管理、海岸保護、海岸防

護、土地、經濟或環境規劃等相關專門學識經驗者，另

政府機關代表10人(含主任委員1人)，則由國家發展委員

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濟部、

交通部及內政部分別薦派；另女性委員9人、男性委員12

人，尚符合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規

定。

（三）發布施行海岸管理法施行細則等 5 項子法
我國是海島型國家，海域與陸域交接的帶狀區域，

具有高度敏感、脆弱及不可逆等環境特性，一旦遭破

壞，很難復原，為促進海岸地區的永續發展，保護、防

護、利用及管理海岸地區的資源，本法已於104年2月4日

公布施行，為利實務執行，內政部已全數完成「海岸管

理法施行細則」等5項子法草案的訂定，並於105年2月1

日併同發布施行，其重點分別如下：

1.  海岸管理法施行細則：明定近岸海域違規裁處，

可由海岸巡防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共同組成聯合

稽查小組執行，並要求主管機關應利用衛星影像

或使用各種技術，適時監控海岸地區破壞行為，

防治海岸災害與環境破壞。

2.  一級海岸保護區原合法使用不合海岸保護計畫認

定補償許可及廢止辦法：對於既有合法建築、設

施、地上物或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的使

用權利等，不合保護計畫的使用，因海岸保護計

畫公告實施受到限制，或需遷移地上物者，明定

補償費與遷移費種類、金額及審議小組；不合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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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保護計畫的既有合法使用，在令其變更使用、

遷移前，得為原來的合法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

輕使用，例如黑面琵鷺保護區範圍內既有合法養

殖魚塭，將朝向認定為相容使用，而現存合法

房屋，如果不是海岸保護計畫規定的相容使用項

目，在令其變更使用、遷移前，仍可維持原使用

或修建，但不得增建、改建或增加設備。

3.  「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

法」、「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申請許可

案件審查規則」及「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

占性使用管理辦法」：則明定特定區位利用，申

請人須提出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以及在近岸海

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為獨占性使用須專案向主管機

關申請許可，並規範適用範圍或審查許可的申請

程序、應具備文件、條件、期限、廢止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等，使海岸管理執行有可依循的標準作

業程序。

有關本法相關子法規之辦理原則，除符合法定期

限，業於105年2月1日一併發布施行外，並踐行資訊公開

程序，包括：

1.  邀請相關部會、直轄市、縣(市)政府召開研商會議

2.  函請相關部會、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機關意見

3.  將開會通知、會議紀錄及簡報資料等登載於內政

部營建署網頁。

內政部為推動本法相關業務，十分重視地方政府實

際需要，已陸續視需要至各部會及地方政府辦理政策說

明，以加強溝通協調。未來將持續加強與各單位之溝通

協調，避免造成誤解。施行過程如有窒礙難行之處，並

將主動研議檢討適切修正。

三、後續進度規劃
（一）審議及公告「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內政部於104年度委託辦理「研訂整體海岸管理計

畫」及「海岸資源調查及資料庫建立」案，已陸續召開

相關行政協商會議，完成「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草案)，

於105年8月19日函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辦理公開

展覽(1個月)，並同步辦理北(8/29)、南(8/30)、東(9/2)、

中(9/5)部4場公聽會，以廣泛徵求意見，提供審議作業參

據。後續並將依本法規定，提報「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

小組」以合議方式審議通過、報請行政院核定後，於106

年2月4日前公告實施。

本法主要係透過「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明訂海岸地

區整體利用指導原則，引導及整合海岸地區之管理，指

定海岸保護區、海岸防護區之區位及其計畫擬訂機關、

期限，以積極保護自然資源及防治災害，其指導原則並

將作為海岸地區開發建設審查許可條件，以及指導管制

近岸海域獨占性使用及人為設施興建，以保障公共通行

及公共使用。為利後續審議作業順遂考量，內政部業召

開下列行政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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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架構示意圖

1.  105年3月23日召開「研訂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之

海岸防護工作會報，討論經濟部105年2月1日配

合本法提供「海岸防護區之區位(含其計畫擬訂機

關、期限)及防護議題、原則與對策」，包括四

大災害類型、防護標的、保全對象；區位劃設原

則、成果；防護計畫分工協調原則等。

2.  105年5月4日召開「海岸地區特定區位劃設準則及

範圍」研商會議，討論「潮間帶」、「最接近海

岸第一條濱海道路向海之陸域地區」、「重要海

岸景觀區」之劃設原則及劃設成果。

3.  105年6月7日召開「海岸資源調查及資料庫建立」

案建議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劃設結果研商會議。討

論第1階段海岸保護區之13個法律與23類項目，及

免擬定海岸保護計畫之認定原則

4.  105年7月13日召開「近岸海域及公有自然沙灘獨

占性使用管理辦法」第3條第15款及第4條適用項

目研商會議，討論該辦法第3條第15款之適用項目

及其處理方式，以及第4條之適用項目。

5.  105年7月20日召開「研訂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案

之期末簡報會議。

6.  105年7月27日召開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草案)專家

學者諮詢會議。

（二）擬定海岸保護計畫及海岸防護計畫
依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草案)規劃，一級海岸保(防)護

區計畫，應於計畫公告實施後2年內完成，二級海岸保

(防)護區計畫，則應於計畫公告實施後3年內完成。另依

本法第10條規定海岸保護計畫之擬定機關分別如下：

1.  一級海岸保護計畫：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

訂，涉及二以上目的事業者，由主要業務之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擬訂。

2.  二級海岸保護計畫：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擬訂。但跨二以上直轄市、縣(市)行政區域或涉

及二以上目的事業者，由相關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協調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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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二目保護區等級及其計畫擬訂機關之認定有疑

義者，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指定或逕行擬訂。

至於海岸防護計畫之擬訂機關則為：

1.  一級海岸防護計畫：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

調有關機關後擬訂。

2.  二級海岸防護計畫：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擬訂。

3.  前二目防護區等級及其計畫擬訂機關之認定有疑

義者，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指定。

（三）協調經濟部訂定「海岸防護設施規劃設計手冊」
依本法第23條規定中央水利主管機關應會商相關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考慮海象、氣象、地形、地質、地盤

變動、侵蝕狀態、其他海岸狀況與因波力、設施重量、

水壓、土壓、風壓、地震及漂流物等因素與衝擊，訂定

海岸防護設施之規劃設計手冊。目前經濟部已完成上開

手冊草案，將於近期發布施行。

參、海域區土地使用管制
配合全國區域計畫將領海外界線範圍內「領海及內水」納入

區域計畫實施範圍之政策，104年5月完成全國17個直轄市、縣(市)

海域區劃定之核備作業；並同步與相關部會及各地方政府召開4次

協商會議，循法制作業程序，於104年12月31日訂頒修正「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後，我國正式邁入將主權所及海域，全面納

入土地使用管制之新紀元。

海域區面積約52,000平方公里，約為我國陸域範圍之1.6倍。

而為踐行土地使用主管機關對於我國管轄海域之積極管理作為，

建立海域整體管制機制，增訂非都市土地海域區(海域用地)容許使

用審查機制，採「區位許可」方式管理，並規範於「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以維持用海秩序。依照新制度規定，「區位許

可」將包含二部分：

一、  既有合法使用-無需重新申請：考量部分海域屬已使用狀

態，為確保各目的事業法令既有同意使用者之權益，參

酌陸域土地第一次登記現況編定之模式，規定依其他法

令已同意使用之用海範圍，且屬需申請區位許可者，統

一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104年6月底前，將目前已同

意使用之用海範圍及相關資料報送內政部，則其使用之

用海範圍，視同取得區位許可。

二、 新申請案件－「區位」由內政部審查、「使用行為」回

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訂定海域用地容許使用項目

及區位許可使用細目，屬需經中央主管機關區位許可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使用細目者，應檢附申請書，向

內政部申請核准區位許可，並以有「設施」或「場域」

者為本機制之適用範疇；至「行為」之許可則由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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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屬海域用地容許（可）使用項（細（目，或在未經

許可之「區位」內從事該行為者，將認定屬違反海域用地之

使用管制，應依區域計畫法第21條規定處罰。該項規定未來

並可順利銜接至行政院105年5月1日核定施行「國土計畫法」

之海洋資源地區相關管制規定，俾收維護自然資源及確保用

海秩序之效。

肆、結語
本法係一部統合協調海岸地區保護、復育、防護、開發及管

理的重要法案，後續將透過整體海岸計畫、個別海岸保護計畫及

海岸防護計畫，建構海岸管理之健全基礎，以有效保護目前海岸

環境自然資源及防護海岸災害，確保國土環境永續發展，並協同

直轄市、縣（市）政府與各部會依法執行海岸管理事務，發揮整

合協調功能，俾逐步推動落實海岸地區永續發展之目標。

海岸管理業務多元且複雜，非內政部可獨力完成，須協同直

轄市、縣（市）政府與各部會依法執行海岸管理事務，發揮整合

協調功能，俾逐步推動落實海岸地區永續發展之目標

為求周延考量，內政部辦理本法相關子法研訂、海岸地區

範圍劃設及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擬訂作業，均邀請相關部會、直轄

市、縣（市）政府召開研商會議，並將開會通知、會議紀錄及簡

報資料等登載於該部營建署網頁，以踐行資訊公開透明。同時該

部重視地方政府實際需要，已陸續視需要至各地方政府辦理政策

說明，以加強溝通協調。未來將持續加強與各單位之溝通協調，

避免造成誤解。

內政部已完成海岸地區範圍劃設及5項子法規之訂定，刻正展

開各項海岸資源調查規劃與資料庫建置工作，與整體海岸管理計

畫之擬訂，在相關配套計畫前，將持續推動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

案、國土利用監測計畫、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全國

區域計畫與國土計畫法(海洋資源地區)等相關作為，以為海岸管理

之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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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地區碳匯的量測與管理－
以七股海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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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為活動導致全球碳元素循環失衡，因此碳中和為永續之道。臺灣七

股沿海地區擁有全臺最大面積的漁業養殖用地、地方農業用地與潟湖觀

光產業活動等特色產業活動。此區土地利用型態包含：潟湖濕地、養殖

魚塭、鹽田、農田、建築用地及廣義綠地等，自古人們與七股潟湖生態已

發展出一套獨特的土地利用方式。七股海岸地區整合研究結果顯示，水

產養殖魚塭年吸收的CO2佔了整個地區的98% (246,350 t-CO2)，其次是

綠地及七股潟湖(33,029 and 2,697 t-CO2)。七股紅樹林具有極高的碳

匯能力，唯其面積不大，每年可貢獻約299 t的碳吸存量。CO2的排放以

建築物最多(154,508 t-CO2)，其他依序是水產養殖的魚塭用電量、觀光

與車輛交通(27,155, 18,559, and 3,572 t-CO2)。無論是魚塭、鹽田或是潟

湖，皆為碳匯的系統。加總之後，依現行管理模式，整個海岸地區每年

淨吸收79,568t-CO2，為碳匯系統。為了探討土地利用變遷之動態複雜特

性，及不同人為土地利用型態造成碳排放量與碳吸收量之差異，本研究

進一步整合國內目前的研究資料探討因果回饋關係，對七股沿海地區土

地利用與碳收支情形，運用系統性思考角度建立動態模式，並模擬未來

中長期土地利用趨勢，結合蒙地卡羅模擬法進行多重政策方案綜合影

響，透過決策樹分析給予決策者一個地方經濟與自然生態碳匯功能兼

具之土地利用規劃方案參考。

Abstract
Given that the global carbon problem results mainly from human 

activities, the best path to eco-sustainability is carbon neutralization. 
Although the Chiku coastal region is the largest aquaculture area in 
Taiwan, it is also characterized by its dynamic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sectors. Land use in this area includes: a lagoon, wetlands, aquaculture 
ponds, salt evaporation ponds, agriculture lands, buildings, and green 
spaces. Over time, local people have developed a unique way of integrating 
coastal development with conservation of the lagoon ecosystem. Re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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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efforts have focused on Chiku’s carbon absorption capaciti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quaculture industry and the lagoon. 
However, these studies mostly consist of static assessments of specific land 
uses or industries, and do not present an integrated view of the dynamics 
at work in this area. Exploring land-use dynamics in Chiku would make 
it possible to integrate these recent studies into a more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and enable us to better estimate the actual carbon balance. We 
applied the System Dynamics method to build a simulation of changes 
in land use in the Chiku area. The model reflects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area (aquaculture, agriculture, tourism, etc.), mimics their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in the long term, and thus provides a solid basis for estimating 
the carbon balance of the coastal area as a whole. Finally, by combining 
Monte Carlo simulation and decision tree analysis, the model serves as 
a platform for the design and testing of policies that could sustainably 
enhance Chiku’s carbon absorption capacity, while still supporting the local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關鍵詞：七股海岸地區、碳匯、系統動力學、系統思考、土地使用變遷
Keywords:  Chiku coastal zone, carbon absorption, system 

dynamics, system thinking, land use change

壹、前言
全球氣候異常現象與事件的發生，與人們的生活日常有緊

密的關係。人類的各項行為活動方式從過去至今不斷持續改變當

中，任何一項經濟活動發展無論是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對地球能

源環境平衡均帶來莫大衝擊，不僅改變大氣組成也驅動整體氣候

變遷。備受關注的大氣組成變動現象當中，最主要的大氣二氧化

碳存量貢獻來自於石油燃燒及土地利用變遷。根據政府間氣候變

遷專門委員會組織(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在2013年報告，自2001年開始二氧化碳濃度的增長速度來到

每年2.0ppm的速率持續增長中，其增長速率之年變化主因來自土

地利用上的光合與呼吸作用之間的交互作用(IPCC，2013)。

人為活動導致全球碳元素循環失衡，因此碳中和為永續之

道。農漁業是高度依賴自然資源的產業，由於對氣候與環境變遷

相當敏感，在耕地面積與作物產量的穩定性都會受到氣候變遷而

有起伏；而水域及水體的溫度變動，對近海漁業資源與養殖均會

造成嚴重的衝擊。臺灣七股沿海地區擁有大面積的漁業養殖用地

與農業用地，近來又極力發展潟湖觀光等特色產業活動；此區土

地利用型態包含：潟湖濕地、養殖魚塭、鹽田、農田、建築用地

及廣義綠地等，自古與七股潟湖生態已發展出一套獨特的土地利

用方式。

近年來國內開始有學者針對七股沿海地區人為土地利用與碳

收支議題，進行潟湖與養殖產業活動關係的相關研究分析(劉柏

漢，2014；顏銘呈，2014)，然而目前研究多以特定土地使用或者

單一產業進行探討。而林幸助(2015)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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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計畫中，研究沿海濕地碳匯的保育與管理計畫以七股碳

匯為主軸進行土地利用、生態系統及觀光活動等多面向進行整體

性研究，該計畫中提及若能加入動態時間模擬之概念，將是後續

研究者值得探討的研究課題。

本研究希望整合國內目前的研究資料探討因果回饋關係，對

七股沿海地區土地利用與碳收支情形，運用系統性思考角度建立

動態模式，並模擬未來中長期土地利用趨勢進行政策方案建議，

提供決策者一個地方經濟與自然生態碳匯功能兼具之土地利用規

劃方案參考。

貳、研究範圍
本研究欲探討七股沿海地區因土地利用變遷所衝擊碳匯之影

響，原臺南縣七股鄉、將軍鄉等兩地區，是鄰近著名的七股潟湖的

兩大發展區域，七股區與將軍區，地理位置於臺南市西南側沿海，

南起曾文溪口北岸，北至將軍溪口南岸之兩區臺南市行政區域。

圖1 本研究區域圖

參、研究方法
系統動力學(System Dynamics)由美國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學

Forrester教授於1960年代所提出，主要結合資訊論(Information 

Theory)、控制論(Cybernetic)、系統理論(System Theory)、決策理

論(Decision Theory)及電腦模擬(Computer Simulation)等理論加以

修改，透過電腦模擬動態性複雜問題的工具(Forrester, 1961；屠益

民、張良政，2010)。

系統動力學被提出之時主要應用在商業管理的範疇，對企業

內外部運作與產業複雜的動態環境，進行系統思考分析評估。而

由於此方法善於模擬動態複雜性問題的特性，在自然科學議題上

同樣能展現其優勢，近年來也廣泛被應用在環境資源管理相關領

域。例如：水產養殖產業與生態衝擊評估(Arquitt et al., 2005)，牡

蠣在潟湖對生態環境影響模式(李良山，2007)，土地利用變遷模

式(Yu et al., 2011；Zheng et al., 2012)，濕地保育計畫評估模式(Tao 

et al., 2011)與都市二氧化碳排放模式(Feng et al., 2013；江政君，

2014)。

一、系統動力學建模之主要元件
Forrester (1968)認為構成系統動力學模式的基本元件如以

下所示：

（一）  「流」：系統動力學將真實世界中的運作，以

「流」的概念表示。在真實世界中，自然物質與

資源的循環、無形的能量傳遞、土地面積與生態

系消長都可以用「流」的概念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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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積量」：表示真實世界中可隨時間遞移而累積

的事物，如一座儲水槽，由水龍頭流入和出水孔

流出來調整決定水槽內水量的多寡。

（三）  「率量」：決定「積量」狀態的控制開關，如同

控制水槽水位的入水閥門和出水閥門，表示流入

或流出「積量」之流的流動速率，可將其視為單

位時間內的「積量」(單位量/單位時間)。

（四）  「輔助變數」：主要有三種的涵意，第一為表示

行為變化的過程；第二為某些特定的環境參數

值，為一常數；第三為系統的輸入測試函數或數

值。

二、系統動力學結合蒙地卡羅模擬法
蒙地卡羅模擬(Monte Carlo simulation)最早的使用者是衡

量界的前輩恩里科．費米(Enrico Fermi,1930)，利用電腦的運

算能力，根據輸入的機率產生大量模擬情境的方法。

系統動力學所具備發展的動態複雜系統分析能力，加上

蒙地卡羅方法以隨機概率方式被廣泛應用在調查不確定性問

題，上述兩者的結合可透過電腦運算能力多次疊代計算，模

擬系統動力學在政策分析時，所提供影響之參數好壞程度的

不確定性。Hagenson(1990)認為系統動力學結合蒙地卡羅模

擬，是一個有效的工具應用在辨別潛在風險，但並非量化風

險。Dhawan(2005)進行一系列實驗測試不同類型之系統動力

學模式，包含：決定性系統動力學模式、敏感度分析之系統

動力學模式及隨機性系統動力學模式。上述三者當中，隨機

性系統動力學模式能夠優於前兩者模式，展現出複雜系統之

真實動態行為，其中結合蒙地卡羅模擬法之系統動力學模式

及為隨機性系統動力學模式之一。

三、分析技術
決策樹分析，是資料探勘中被廣為使用的分類分析方法

之一，其發展要從機器學習開始談起。Hubbard(2014)提到

資料探勘領域中，起初在1970年底研究學者J.RossQuinlan在

機器學習中提出決策樹的方法ID3(Iterative Dichotomiser 3)，

它是延伸E. B.Hunt, J. Martin與P. T. Stone的概念學習系統。

Quinlan後來開發C4.5(ID3的延伸)，而它成為監督式學習比較

的基準。統計學家們L. Breiman et al.(1948)出版判別與迴歸樹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 CART)，為一種二元的決策

樹。ID3與CART在同一時期被發展出來，兩者皆透過從訓練

資料進行決策樹的學習。此兩種方法衍生了許多與決策樹相

關的研究。

肆、系統動力學建模與因果回饋圖
本研究探討土地利用變遷對碳匯衝擊之影響評估，因此模式

建置之初必須先確立土地變遷背後的驅動力主因及不同土地利用

對碳匯影響的層面，以系統思考方式配合文獻回顧與歷史資料，

連結各因子之間的因果關係，確立模式主要邊界後遂進行各子系

統細部建置與後續探討。

本研究將模式分為4個子系統，分別為：土地子系統、產業

子系統、人口子系統及二氧化碳子系統。將各個子系統主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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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之間的關聯性，以整合性探討思維所繪製本模式之基礎因

果回饋關係圖。本研究繪製之因果回饋圖中包含4個正回饋環路

(R1~R4)與3個負回饋環路(B1~B3)，如圖2所示。

圖2 本研究之概念因果回饋圖

一、土地子系統
土地子系統是本研究探討土地利用變遷之基礎架構，

主要描述各類用地之間轉換關係，建立變遷邏輯條件判斷機

制，確保用地之間轉換邏輯合理並符合質量守恆概念。研究

區域內主要產業活動以農業、養殖業及觀光產業為主，此三

大產業活動所使用的土地類型，產業活動所對應的用地類型

依序為：農業用地、養殖用地及建築用地，其餘土地除了水

利用地、鹽業用地及潟湖等固定用地之外，則列為廣義綠

地。土地子系統因果回饋圖如下圖3所示。

圖3 土地子系統因果回饋圖

每種用地的面積積量(Stock)，代表該種用地面積在模式

進行至當年所累積的土地面積，透過給定一起始值並配合積

量連結的流入率量(In Flow)與流出率量(Out Flow)來控制各種

用地面積的大小，其方程式當中配合判斷式(If function)進行

流入與流出該用地面積的轉換量判斷，以及轉換來的土地面

積是優先從何種用地轉換過來等邏輯判斷，各類用地面積轉

換邏輯判斷流程圖如下圖4所示。

圖4 土地子系統各類用地面積轉換邏輯判斷流程圖

養殖用地

建築用地

農業用地

廣義綠地

開始/結束

目前用地面積
是否大於該用地

需求
不分配用地面積給

其他用地
否

是

依照該用地所對應優先
順序表將多餘的用地面
積分配給有需求之其他

類型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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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子系統
產業子系統由研究區域內三大產業：養殖業、農業及觀

光業所組成。其中，養殖業與農業之產業模式，由市場價格

的變化及經濟學的供需法則為模型基礎，連結到實際土地利

用的變遷，伴隨著經濟考量形成強健的因果循環；觀光業之

產業模式，以遊客數量、環境品質及景點數等三者間，彼此

權衡發展促成土地利用面積變化。因此產業子系統可視為本

研究中驅動力的核心。以下舉產業子系統中的養殖產業因果

回饋圖為例，如圖5所示。

圖5 養殖產業因果回饋圖

三、人口子系統
人口，是地區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必定影響建築用地

的土地利用改變。人口成長必定有最大上限，由於建築用地不

可能無限量容納人口，當到達一定數量時，人口則停止增加。

四、二氧化碳子系統
土地利用類型對於二氧化碳吸收與排放之關係，主要依

據林幸助(2015)沿海濕地碳匯的保育與管理計畫報告中的相關

係數加以換算。本子系統為單向輸出二氧化碳吸收與排放計

算，本身不具有因果回饋關係。

伍、七股沿海濕地之碳收支
一、溼地碳吸存研究方法

參考內政部國土繪測中心國土利用調查成果資訊網所提

供土地利用類型分區資料(2006年版)，在地理資訊系統內與本

研究樣區範圍進行疊圖，得到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利用分區圖

(圖6)與區域內主要土地利用類型面積數據與比例(圖7)。我們

分別於研究範圍內之自然水域(七股潟湖與黑面琵鷺保護區)、

人工水域(五種水產養殖魚塭(圖8)：淺坪式虱目魚、生態池、

深水式虱目魚、文蛤池及深水式吳郭魚)與鹽田，按季節依序

進行水體與底棲藻類群聚採樣，進行溶氧法培養(圖9, 圖10, 

圖11)或量測CO2通量(圖12)，以得到單位時間內藻類淨生產

量及呼吸量；搭配區域之季節日照與溫度資料，估算年度總

生產力、呼吸量與淨生產力，並換算成單位時間、面積內之

碳吸存量。在紅樹林濕地部分，其淨初級生產量可由單位時

間內植物體生物量的增加量、加上枯落物量所求得。我們在

七股溪口的海寮紅樹林樣區內，每季量測樣區內紅樹林之胸

高樹圍，帶入異速生長方程式，估算地上與地下部生物量與

當季生物量之增加量，換算成碳吸收量。

生產強度

生產成本

單位產量

土地使用率

實際產量

預期產量

產量差距

庫存實際預期比

市場庫存

市場需求

單位價值

養殖淨賺

預期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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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七股海岸溼地研究區域(A為七股潟湖，B為保護區，C為曾文溪口，D為魚塭範
圍，E為鹽田範圍，修改自Google Earth)

圖7 研究範圍七股海岸地區主要土地利用類型佔陸域部分之相對比例

圖8 臺南七股地區魚塭養殖流程

圖9 浮游藻類BOD培養法 圖10 底棲藻類壓克力管培養法

E

A

D

B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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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股地區水域生態系統碳吸存量估算
由生產力實驗結果可推估之七股地區自然水域、人工水

域與紅樹林濕地的單位面積年度碳吸存量，配合其之土地面

積數據，可估算出七股地區生態系統全年碳吸存量約11萬3千

7百公噸(表1)。自然水域中，七股潟湖有較高之單位面積碳

吸收量，可能是潟湖周緣的陸源養分充足，潟湖與沿海水體

交換順暢，不但避免可能的水體優養化現象，且能提供潟湖

內藻類良好的生長環境；相反而言，黑面琵鷺保護區內的測

站浮游藻類碳吸存量皆低、底棲微藻為碳釋放，推測原因為

保護區是人工設置的封閉性水域，水體交換差，內部水質劣

化，造成藻類生長不易。人工水域方面，因魚塭為集約式產

業，水中營養濃度相對較高，有助於浮游藻生長。七股海寮

紅樹林濕地碳匯能力估計遠高於北部的淡水河紅樹林，具有

相當高的碳匯價值。

圖11 附生藻類壓克力密閉箱培養法 圖12 裸露灘地與鹽田密閉罩蓋培養法

表1 七股地區各生態系統之碳吸存量估算

面積(ha) 單位碳吸存
(tC	yr-1	ha-1)

總碳吸存量
(tC	yr-1)

總CO2吸存量
(tCO2	yr-1)

七股潟湖 1,259 0.58 736 2,697
保護區 19 -0.16 -31 -112
曾文溪口 52 0.06 3 12
魚塭 3,931 17.09 67,186 246,350
紅樹林 6 13.66 82 299
鹽田 1,995 0.31 614 2,250
總計 7,262 68,273 250,333

三、七股地區紅樹林碳收支模式
本研究藉由異速生長方程式量化海茄苳(Avicennia marina)

的淨生產量，以推估碳吸存量，並建構海茄苳的碳收支模

式。結果顯示海茄苳的碳吸存量為13.66 Mg C ha-1 yr-1，有

季節性變化，以夏季最高；將淨生產量乘上植物體含碳量

即可求得紅樹林碳吸存量，七股海茄苳紅樹林總面積為6公

頃，總碳吸存量為82 Mg C yr-1；海茄苳紅樹林內土壤碳含

量為6.06%，外圍裸灘區土壤碳含量為1.31%，植被區碳含量

明顯高於裸灘區；將儲存於植物體與土壤中的碳加總後，即

代表紅樹林生態系統碳儲存量，海茄苳生態系統碳儲存量為

2098.38 Mg C ha-1，其中約有95%儲存於土壤中；總有機碳

輸出量為5.84 Mg C ha-1 yr-1，以夏季最多。綜合以上將海茄

苳紅樹林碳吸存量扣除碳輸出量，即可求得海茄苳紅樹林淨

生態系統生產量為7.82 Mg C ha-1 yr-1，代表七股海茄苳紅樹

林為重要的碳匯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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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利用與碳收支
研究範圍內重要土地用型態面積大小比例，前5名由高至

低分別為：自然水域(潟湖與海面)、人工魚塭、鹽田、旱作與

灘地。整合分析七股海岸濕地每年CO2收支模式結果，顯示

水產養殖魚塭年吸收的CO2佔了整個地區的98%，其次是七股

潟湖與鹽田。七股海岸濕地全年CO2吸存量約25萬公噸。

 

陸、七股人為活動碳收支
一、CO2排放量推估

一般能源消耗的CO2排放推估需要下列兩種資料：

1.  活動數據：各種能源的使用數量，例如當我們要統計

「石化能源燃燒所排放CO2」時，活動數據即為石化

能源使用量。

2.  排放係數：每單位的「活動數據」所產生的CO2排放

量，例如使用汽油每公升排放2.263 kg-CO2。

將上述兩種資料乘積計算，即可推估該次活動所產生

之CO2量。本研究活動數據之相關資料將以現地調查收集為

主，若無數據則以政府機關所統計之數據進行統計；排放係

數選擇採用經濟部能源局所提供之數據資料，以2011年公布

之數據進行計算。

本研究係針對研究範圍內之人為活動與地貌之碳收支推

估，其對象可分為土地利用觀點與觀光產業觀點兩類，如表2

所示。土地利用觀點主要盤算研究範圍內各類土地使用之碳

排放量，調查類型包含建築用地、道路用地及七股主要產業

之漁業用地及廣義綠地等；觀光產業觀點則盤算研究範圍內

之觀光產業所產生之碳排放量，調查對象包含各觀光景點、

民宿與觀光遊客等。

表2 本研究調查對象內容分類表

觀點 類型 內容

土地利用
觀點

建築基地 工廠作業區、商店、地區醫院、住宅、國小校舍、政府官
廳、娛樂空間、其他設施、辦公類空間

道路用地 一般道路、省道、快速道路、防汛道路
漁業用地 漁業

廣義綠地
旱作、人工闊葉樹純林、廢耕地、公園綠地廣場、果樹、
稻作、天然闊葉樹純林、草生地、人工竹林、灌木荒地、苗
圃、人工竹針闊葉混淆林

觀光產業
觀點

營業單位 臺灣鹽博物館、七股鹽山、觀景竹筏船、民宿
觀光遊客 遊程中之交通、住宿及活動內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計算在地碳排放所需的資料有研究範圍內之建築

面積、土地使用及交通流量等資訊，來計算研究範圍內日常

所需所產生的碳排放量。建築面積及土地使用資料來源為內

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所測繪之各類使用面積；交通流量來源為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針對各省道、縣道之車流

量統計資料；產業資料來源為七股區區公所提供漁業各類養

殖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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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利用碳排放量
研究範圍內之土地利用碳收支觀點包含「建築用地」、

「道路用地」、「漁業用地」及「廣義綠地」四類，分別統

計各類的碳排放量與碳吸收量，結果如表3所示。

由上述結果得知，建築用地之碳排放量最高，每年排

放約154,508 t-CO2，其次為漁業用地，每年排放約27,155 

t-CO2；而道路用地排放量最低，每年排放約3,572 t-CO2。碳

吸收的部分，廣義綠地每年吸收約33,029 t-CO2，合計土地利

用每年約產生150,980 t-CO2。建築用地為土地利用主要碳排

放來源，而排放比例遠高於其他類別，百分比高達83%；其

次為漁業用地，百分比15%；道路用地最低，百分比2%，結

果顯示當地居民生活居住用電之碳排放量甚多。

表3 土地利用觀點碳收支表
類別 名稱 碳排放量	tCO2

碳排放
建築用地 154,508
道路用地 3,572
漁業用地 27,155

碳吸收 廣義綠地 33,029

三、觀光產業碳排放量
本研究針對研究範圍內著名景點進行訪談調查，其中調

查「七股鹽山」、「臺灣鹽博物館」及「觀光竹筏業者」，

分別計算各類的碳排放量，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觀光景點營業碳排放量表
每人每次碳排放量
(kg	CO2	visit-1)

101年度遊客人數 碳排放量
(tCO2	yr-1)

七股鹽山 1.62 729,640 1,182
臺灣鹽博物館 0.34 110,479 38
觀光竹筏業 0.08 38,857 3

由上述訪談結果得知，每人參訪一次七股鹽山將會產生

1.62 kg-CO2，參訪臺灣鹽博物館會產生0.34 kg-CO2，搭乘一

次竹筏則會產生0.08 kg-CO2。根據上述結果，本研究以101年

度為例計算該年度碳排放量，七股鹽山排放約1,182 t-CO2，

臺灣鹽博物館排放約38 t-CO2，觀光竹筏業排放約3 t-CO2。

根據遊程內容分別統計各類的碳排放量，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觀光產業觀點碳收支表
運輸 住宿 活動 總遊程

每人每次旅遊碳排放	(kgCO2	/visit) 11.16 1.83 3.03 16.02
每人每天碳排放	(kgCO2	/day) 7.86 0.68 3.03 11.57

由上述結果得知，每人每次旅遊碳排放量部分，運輸之

碳排放量最高，每人每次平均排放約11.16 kg-CO2，其次為

活動，每人每次平均排放約3.03 kg-CO2；而住宿之排放量最

低，每人每次平均排放約1.83 kg-CO2。以每人每天碳排放量

部分，運輸之碳排放量最高，每人每天平均排放約7.86 kg-

CO2，其次為活動，每人每天平均排放約3.03 kg-CO2；而住

宿之排放量最低，每人每天平均排放約0.68 kg-CO2。觀光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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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碳排放量中，運輸比例最高，百分比高達70%；其次為活

動，百分比19%；住宿最低，百分比11%。結果顯示在遊程的

碳排放量中，以運輸為最大排放來源。

根據觀光局資料統計，101年研究範圍內各景點統計約有

78萬人次，依據上述結果統計觀光遊客碳排放量，結果如表

6，101年觀光遊客排放約12,496 t-CO2，其中運輸排放8,705 

t-CO2、住宿排放1,427 t-CO2及活動排放2,364 t-CO2。

表6 101年觀光遊客碳排放量推估表
項目 碳排放量	(tCO2)

運輸 8,705
住宿 1,427
活動 2,364
總遊程 12,496

四、土地利用與人為活動碳收支綜合探討
研究範圍內之土地利用與人為活動碳收支之調查內容包

含「建築用地」、「道路用地」、「漁業用地」、「廣義綠

地」及「觀光遊客」五類，分別統計各類的碳排放量與碳吸

收量，結果如表7所示。

表7 土地利用與人為活動碳收支表
碳收支 調查內容 碳排放量	(tCO2	y-1)

碳排放
建築用地 154,508
漁業用地 27,155
道路用地 3,572

碳吸收 廣義綠地 33,029
碳排放 觀光遊客 18,559
碳排放合計 170,765

由上述結果得知，建築用地之碳排放量最高，每年排放

約154,508 t-CO2，其次依序為漁業用地及觀光遊客，分別每

年排放約27,155 t-CO2 及18,559 t-CO2；而道路用地排放量最

低，每年排放約3,572 t-CO2。碳吸收的部分，廣義綠地每年

吸收約33,029 t-CO2，合計土地利用與人為活動碳收支每年約

產生170,765 t-CO2。土地利用與人為活動碳收支中，建築用

地仍為主要碳排放來源，而排放比例遠高於其他類別，百分

比高達76%；其次依序為漁業用地與觀光遊客，百分比分別

為13%與9%；道路用地最低，百分比2%。

五、沿海濕地與人為活動碳收支綜合探討
結合人為活動與沿海濕地之碳收支研究結果加以綜合討

論，魚塭之碳吸收量最高，每年約吸收246,350 t-CO2，其次

為潟湖與鹽田，每年約吸收2,697 t-CO2與2,250 t-CO2；而紅

樹林碳吸收量只有299 t-CO2，合計溼地生態系統每年約吸收

250,333 t-CO2。為進一步分析比較，本研究將土地利用、廣義

綠地、觀光遊客及自然生態碳收支繪製如圖13進行比較分析。

圖13 研究範圍之碳排放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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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可發現，碳排放來源主要為土地利用之建築用地，

其次為漁業用地；而碳吸收來源主要為魚塭(藻類吸附)，其次

為本研究的廣義綠地。上述結果將可作為未來土地開發或轉換

使用功能時，評估區域環境因土地發展所帶來的影響或衝擊。

若只考慮區域內道路每年實質碳排放量(3,572 t-CO2)，整個海

岸地區每年CO2淨吸收79,568 t-CO2，為重要碳匯系統(圖14)。

圖14 七股地區全年碳吸存量分布圖

柒、模型檢驗與情境模擬分析
一、模型檢驗

系統動力學模型檢驗的方式繁多，多數文獻所提及兩種

模型檢驗方式為單位一致性測試及行為再造測試，本研究以

上述兩種方式作為本研究模型檢驗。

（一）單位一致性測試
主要是用來檢查模型中各方程式內的變數，所使

用變數的單位是否具有一致性及是否含有不具意義的參

數，透過單位一致性的測試，可以發現模式在設計上的

錯誤。本研究時間隔以「年」為單位，模型中的參數都

是以年為基準，例如，每年人口數、每年遊客數、每年

土地面積及每年二氧化碳排放與吸收量等。

（二）行為再造測試
主要用於模式行為是否與現實世界的變化趨勢符

合，比起模式模擬值與現實世界之歷史值相符精準度，模

式整體行為變化趨勢更顯得重要。本研究模型中所包含的

歷史數據有：七股將軍養殖用地面積、七股將軍農業用地

面積、七股將軍建築用地面積、七股將軍養殖業歷年產

量、七股將軍農業歷年產量、七股將軍養殖業歷年產值、

七股將軍農業歷年產值、七股將軍人口數與遊客數等12

項歷史資料，以作為本研究行為再造測試檢驗。

臺南市七股區與將軍區兩區內建築用地合計面積，

自2005年臺灣鹽博館與黑面琵鷺生態展示館成立後，建

築用地隨之增加，2013年臺江國家公園風景管理處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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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趨勢繼續微幅上升，系統動態模擬值與歷史值相當

近似，如圖15所示。

圖15 七股將軍區合計建築土地面積模擬值和歷史值

臺南市七股區與將軍區兩區內養殖業年產值，歷史

產量與模式數值模擬趨勢接近，養殖業年產值趨勢反映

出每年單位產量價值與產量，兩者整體預測結果皆有很

好表現，波動隨著單位產量價值與產量產出的變動所導

致，如圖16所示。

圖16 七股將軍區合計養殖年產值模擬值和歷史值

臺南市七股區與將軍區兩區內遊客人數，以七股鹽

山、六孔旅客中心及黑面琵鷺生態展示館等三個景點資

料，加總遊客人數歷史值與模擬值趨勢相近。2002年臺

鹽停止曬鹽之前，雖無歷史數據，無從瞭解遊客人數，

但仍可推測遊客人數應低於近年來統計數量。各景點所

帶動吸引人潮與潟湖自然生態環境吸引力，造成遊客數

量歷年有波動的現象。2009年自2012年推測為經濟危機

影響，導致模式模擬略有偏差，如圖17所示。

圖17 七股將軍區合計遊客人數模擬值和歷史值

二、模擬情境與分析
本研究以過去2002年至2015年之間的歷史趨勢行

為，模擬未來臺南市七股區與將軍區自2016年到2065年

之間的各用地變化、人口與遊客數及二氧化碳吸收量與

排放量變化。本研究探討的對象為二氧化碳吸收與排放

之間的變化情形，在不同情境下能夠有效改進的方向。

（一）零方案 ( 無任何政策 )
長期趨勢來看，二氧化碳排放因建築用地持續上升

至2026年左右轉為平緩，二氧化碳吸收波動在養殖用地

實際使用面積隨養殖業市場經濟價格波動影響。二氧化

碳排放與吸收模擬結果，如圖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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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8二氧化碳排放(CDE)與二氧化碳吸收(CDA)之零方案模擬結果

然而，上述二氧化碳每年之排放與吸收量變化情

況，單看二氧化碳收支震盪情況，難以闡述模式整體的

行為在未來趨勢的表現優劣。本研究遂將下頁圖19呈現

之二氧化碳收支比(CDR)扣掉相等時CDR=1的狀態，進

行累積加總計算從2002年至2065年，CDRALL指標轉換

方程式如下(1)式：

CDRALL=∑2065
t=2002 (CDR-1)⋯⋯⋯⋯⋯⋯⋯⋯⋯⋯⋯⋯ (1)

透過上述方程式轉換後，其代表的意涵為從2002年

至2065年間，每年之二氧化碳收支比(CDR)累積現狀指

標，零方案之二氧化碳累積現狀指標(CDRALL)如下頁圖

20所示，所得模擬結果的CDRALL值在2065年為-7.4(無

單位)，即排放量約為吸收量之七倍左右。

圖19 二氧化碳收支比(CDR)之零方案模擬結果(無單位)

圖20 二氧化碳收支比累積現狀指標(CDRALL)之零方案模擬結果(無單位)

（二）蒙地卡羅法模擬多重政策組合方案
針對零方案之模式架構中，選取影響模式內部行

為的關鍵參數，做為政策執行的強度調整對象。多重

政策組合方案以蒙地卡羅法模擬10000次，以均勻分布

(Uniform distribution)方式隨機選取不同政策強度參數組

合做後續分析。以下針對各項政策所代表的關鍵參數及

選取原因，進一步作個別說明。

1.	養殖業市場價格調整政策
養殖業者依據年度市場經濟價格來評估投資養殖種

苗之數量，換言之當市場價格波動劇烈，或是業者與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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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間資訊未能充分透明化時，業者對於市場價格走勢

的變化反應產生延遲，增加土地使用率不確定性，因此

對養殖用地土地使用率的穩定，首先要讓自由市場經濟

之價格漲跌幅需在合理範圍內調整，在模式中關鍵參數

即為養殖市場價格影響率斜率(模式中參數名稱AQM)。

2.	農業市場價格調整政策
農業市場之農產品價格依照同樣隨著市場庫存銷售

影響，對於農業業者是否能夠明確掌握農產品供需，供

給方的投資同樣反應在土地使用率，因此欲讓農業用地

土地使用率穩定，政府在農業市場經濟之價格漲跌幅需

在合理範圍內調整，模式中關鍵參數即為農業市場價格

影響率斜率(模式中參數名稱AGM)。

3.	建築用地開發限制政策
建築用地用電量相當可觀，每年對於二氧化碳的排

放佔有很大的影響。雖然沿海地區的建築用地並不如都

市地區來得高密集與高用電，但建築用地的開發隨著當

地人口及觀光客所占單位面積人數密度而影響，當遊客

量逐年增加的同時，建築用地的人口密度伴隨著人潮而

增加，將衝擊沿海地區養殖用地、農業用地及廣義綠地

之利用範圍。因此，提高當地人口與遊客人口占建築用

地之密度上限(模式中參數名稱CLDUL)，讓土地管理單

位對建築用地開發限制標準增高，使得建築用地不易隨

人潮壓力而增減。

4.	景點設施開發限制政策
景點設施隨著遊客量而增加，景點本身亦吸引遊客

們前來，針對景點設施的新增開發如何擴增，使土地利

用改變造成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因此對於單位景點遊

客承載上限(模式中參數名稱SCCL)做調整後，能影響景

點增減之速率，改善遊客量造成之活動與交通量的二氧

化碳排放。

下表8整理多重政策組合方案中，蒙地卡羅法模擬之

各項關鍵參數範圍設定。

表8 蒙地卡羅模擬多重政策組合之參數範圍

政策名稱 關鍵參數
參數名稱 最小值 最大值 零方案值

1.	養殖業市場價格調整政策 AQM 0 5 1

2.		農業市場價格調整政策 AGM 0 5 1

3.		建築用地開發限制政策 CLDUL 0 3000 650

4.		景點設施開發限制政策 SCCL 0 200000 90000

蒙地卡羅法模擬多重政策組合結果，二氧化碳收支

比(CDR)及二氧化碳收支比累積現狀指標(CDRALL)如下

列圖21及圖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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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決策樹建置結果，可以得知在多重政策組合方

案下之分類規則，決策樹如下圖23所示：

圖23 多重政策方案之決策樹分析結果

首要影響最大且最敏感的政策指標為「建築用地開

發限制政策」，所代表的關鍵參數是當地人口與遊客人

口占建築用地之密度上限(CLDUL)，於決策樹當中最先

被作為評判依據之參數，且造成影響的所有8個葉節點

都需透過此參數的判斷(分類案例數/當中未符合案例數

=2268/6，正確率99.74)。

第二個影響層級的政策是「養殖市場價格調整政

策」，所代表的參數是養殖市場價格影響率斜率(AQM)，

於決策樹當中被作為第二個評判依據之參數，造成影

響的分類有7個葉節點(分類案例數/當中未符合案例數

=2913/176，正確率93.96)。

圖21 二氧化碳收支比(CDR)多重政策組合方案之蒙地卡羅模擬結果(無單位)

圖22  二氧化碳收支比累積現狀指標(CDRALL)多重政策組合方案蒙地卡羅模擬結果(無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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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影響層級的政策是「景點設施開發限制政

策」，所代表的參數是單位景點遊客承載上限(SCCL)，於

決策樹當中被視為第三個評斷依據之參數，需透過此政策

判斷的分類有6個葉節點(分類案例數/當中未符合案例數

=1081/75，正確率93.06)。

捌、結論
本研究經過系統動力學相關文獻探討及研究、並結合蒙地卡羅

法模擬分析臺南市沿海地區七股區與將軍區從2002年截至2015年為

止的發展基礎下，預測發展至2065年的變遷研究之發現與結論。

由於觀光產業的發展吸引遊客帶動建築用地開發，建築用地

面積預期將持續擴增至2026年左右轉為穩定。養殖產業方面，雖

實際使用面積隨養殖業市場經濟價格波動影響，但長期來說養殖

用地需求會達到穩定平衡，預期面積縮減到2026年維持固定。二

氧化碳收支方面，由於建築用地擴增以及養殖業實際用地面積拘

限，預估到2065年為止整體的排放量大於吸收量，累積排放量約

為累積吸收量之7.4倍左右。

七股與將軍兩區沿海土地利用的長期發展，政府對當地觀光

產業發展的管理經營下，首要需提升「建築用地開發限制政策」

之嚴謹度，以建築用地之人口密度為參考限制條件，讓高用電密

度的建築用地不會過度迅速開發，使二氧化碳排放受到控管。

「養殖業市場價格調整政策」是第二重要的政策考量因素之

一，其驅使養殖業對於魚塭開發與實際使用面積的主要成因，改

善養殖業市場經濟價格變動幅度，可穩定養殖用地之魚塭面積，

讓此區碳匯功能有良好改善。

若能優先將上述兩政策列入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中，未來將有近

三成機率能讓二氧化碳收支比大幅改善；若管理單位無法針對養殖

市場價個影響波動進行適當控管時，仍可利用調高「建築用地開發

限制政策」與「景點設施數開發限制政策」之單位景點遊客乘載上

限，將有一成左右之可能性使二氧化碳收支情形有輕度改善。

「第四屆海洋與臺灣-海岸地區碳匯的管理-具體建議」
1.  臺南西部七股海岸地區之海岸管理方面，需針對養殖業經

濟提供穩定的促進誘因，讓整體價格變動在合理範圍，以

利沿海魚塭用地及潟湖養殖活動得以長期穩定發展。

2.  沿海地區觀光景點的設立，須考量交通與當地土地利用承

載力，並建議對景點設施之損耗與增設進行評估調查，建

立歷年觀光設施數量與遊客量之間的觀光吸引力之統計分

析，以利後續政策參考。

3.  七股海岸地區之碳匯保育管理，在人為土地利用發展上需

考慮背後驅動力，建議針對觀光業消費刺激與養殖業市場

的生產誘因等兩大驅動力，擬定適當策略。

4.  過往研究之碳匯數據因計算基準各不相同，不僅無法比較

數據，主管機關之審查、驗證或監督亦不容易，故建議以

本研究碳收支為例，建立分別適用計算方法之方向整合。

5.  我國於2015年5月已經通過「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有

鑒於濕地可以提供有效固碳的效果，將可以在未來與實施

國內溫室氣體減量的要求下，提供減量與抵換(offset)的功

能，協助國內大型溫室氣體排放源，並增加濕地保育所需

財源的來源，與濕地保育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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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1東日本大地震所引發之大規模海嘯，不僅造成日本重大人員傷亡，

並引發核電廠氣爆與輻射外洩災害，影響至今。毀滅性海嘯之特色為低

發生率與高破壞力之複合型極端災害。其往往結合地震、海嘯與核災。

地震方面，海溝破裂長度超出原先預期；海嘯方面，影響範圍過大，工程

手段無法完全防治；核災方面，無法立即提出解決方案，導致災情持續惡

化。該海嘯事件亦凸顯過去學界研究盲點，特別是對周遭地質環境之瞭

解過度自信，以致於低估潛在最大規模地震與海嘯。臺灣位於太平洋火環

帶之西緣，地殼變動劇烈，地震頻繁。其主要受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

板塊交互隱沒，以及菲律賓海板塊西側與呂宋島弧碰撞歐亞大陸邊緣之

影響，可引發潛在大規模海溝型海嘯，亦可能造成大型山崩海嘯，此兩類

海嘯對臺灣之危害不能輕視。由於臺灣獨特之地理條件，海嘯對臺灣之

影響有其特別之處，也因此需要發展適合臺灣之海嘯研究能力與海嘯災

防策略。本文將介紹目前臺灣海嘯研究之進展，包括海嘯預警、潛在海嘯

源解析法、海嘯二維與三維之模擬、歷史海嘯、廟宇海嘯、臺灣海嘯石之

發現與解析等。並討論臺灣目前海嘯災防之進展，並提供未來海嘯防治

之道。

Abstract
The massive tsunami triggered by the 2011 Tohoku Earthquake caused 

casualties in Japan but also gas explosions and radiation leaks at three 
reactors in the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Power Plant complex. The 
radiation problems are currently ongoing. A tsunami of this magnitude is an 
extreme disaster characterized by a low return period and high destructive 
potential; it is usually the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earthquakes, tsunamis, 
and nuclear disasters. Earthquakes, the rupture length of the trench longer 
than expected; tsunamis, the affected area is too large to be controlled by 
engineering methods; nuclear disaster, no immediate solution leading to 
a worse disaster. The 311 tsunami also highlighted blind spots in ex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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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especially in their overconfidence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geological environment, which led to their underestimating how large 
earthquakes and tsunamis could actually be.

Taiwan is located on the western edge of the Pacific Ring of Fire, where 
there are drastic changes in the crust and earthquakes occur frequently. 
Earthquakes are mainly caused by the subduction of the Philippine Sea 
Plate and the Eurasian plate, with the western side of the Philippine Sea 
plate and the Luzon arc colliding with the edge of the Eurasian plate. This 
can generate large trench-type tsunamis, and also has the potential to create 
large landslide-type tsunamis. Both types pose a threat to Taiwan and the 
risk cannot be ignored. Because of our unique geology, the risk of tsunamis 
in Taiwan calls for unique forms of tsunami hazard mitigation and research 
techniques. 

This study will discuss progress in tsunami research in Taiwan, such as 
the tsunami early warning system, an IIA algorithm for finding potential 
causes of tsunamis, 2D and 3D tsunami models, historical tsunamis, 
temple tsunamis, and tsunami boulders. The paper ends with a discussion 
of recent progress in tsunami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strategy.

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海嘯的災情震撼全球，而後續的核

電災變至今仍舊造成揮之不去的陰影。因此面對海嘯潛在的

危害，成為許多海權國家要審慎面對的問題。臺灣四面環海，天

然環境甚至人文環境都與日本類似，臺灣自此開始重視海嘯的威

脅，也希望透過科學的研究，減少臺灣的海嘯災害。

在311日本海嘯事件後，科技部(當時稱國科會)緊急啟動一應

科方案，由筆者擔任主持人，探討臺灣潛在大規模海溝型海嘯之威

脅。在該計畫中，透過與地震及地質界之學者與專家深入討論，對

臺灣周圍海溝擬定18個海溝型海嘯源，並針對南北之核電廠，擬定

4個斷層型海嘯源(圖1)。該計畫之重點於以臺灣現有之海底地質與

地形資料為基礎，配合最新之Source-Scaling Relationship訂定地震參

數，並採用知名的 COMCOT 海嘯模式，進行高解析度非線性且包

含溢淹的情境海嘯模擬，所得之成果包括最大波高、溢淹範圍等重

要資訊，可成為海嘯災防之參考重點(圖2)[11][18][20][21][22]。

圖1 18個海溝型海嘯源與4個斷層型海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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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22個海嘯情境模擬之最大波高圖

該計畫執行得相當成功，不僅透過大量情境模擬，了解臺

灣主要之海嘯威脅主要來自花蓮外海(T1)、馬尼拉海溝北段(T2, 

T3)、以及亞普海溝(T8)等潛在海溝型地震所引發之海嘯，也使核

電廠之防海嘯有所依據。也由於此計畫之成功，包括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UNESCO、中國、香港、越南、菲律賓等國皆以此研究成

果作為海嘯災防之重要參考 [1][3][9][12][16]。

但該計畫受限於時間因素，僅針對海溝型海嘯加以探討。

然而臺灣周邊仍存在諸多不同來源之海嘯機制，最明顯之案例為

1867年的基隆海嘯事件。該事件所記載之海嘯波高於基隆及金山

約為6至7公尺。但海嘯的成因卻撲朔迷離。由先前22個海嘯源所

計算出之結果可發現，基隆、金山一帶即便遭受Mw7.8之地震海

嘯，其海嘯波高僅約3.5公尺。然而1867年事件之推估海嘯規模約

為 Mw7.0，透過數值模擬，該規模最大可能的海嘯僅約0.4公尺，

由此可推論，該事件中尚有未知之海嘯生成機制。由於不少文獻

提及地震火山噴發，加上基隆與金山外海有不少陡峭地形與火山

之分布，以及最新之調查結果亦發現海底崩移 (Storegga Slide)之遺

跡，因此海底山崩或海底火山噴發之肇因必須審慎考慮。這也表

示臺灣北部特殊地構，若僅討論地震誘發之海嘯，會低估潛在的

海嘯風險。

既然知道有另外的海嘯機制存在，接下來的挑戰就是如何找

出這些未知的海嘯源。海嘯源的找尋相當重要，例如核電廠要防

海嘯，那麼哪個位置的海嘯源對核電廠的影響最大？又如在海岸

發現海嘯沉積物或海嘯石，那麼當時的海嘯是從何而來？這類問

題很重要，卻很難回答，主要原因是海嘯可能是近源(near-field)也

可能是遠域(far-field)，由於範圍太廣，若直接進行海底探勘，不

僅耗時也太過於昂貴，因此在科技部的補助之下，筆者以水動力

的角度進行分析，並發展出海嘯影響強度評估法(Impact Intensity 

Analysis Method)，簡稱IIA法。IIA的特色在於，透過能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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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由研究位置向外找尋可能之海嘯源，並輔以相關的地物、地

震、地質等相關資訊，縮小可能之海嘯來源，最後針對有限個數

之海嘯情境進行分析。

所獨創之IIA法，成功解析1867年基隆海嘯之海嘯源。首先，

經過IIA法，直接排除位於沖繩海槽南端之情境，也排除來自日本或

智利海嘯之可能。在交叉分析後發現，該事件除地震所引發之海嘯

外，海底山崩亦為海嘯之主要成因之一，而海底山崩之位置亦透過

IIA法予以定位，在盲算之情況下，定位出海底山崩發生位置最有可

能位於三貂角之東南外海，介於基隆海谷與棉花峽谷間之基隆陸棚

（圖3）。 此結果與海測結果吻合，顯示IIA 法分析之精確性。

圖3 以IIA法分析金山之可能海嘯來源以及影響強度

透過IIA的分析，不僅可迅速掌握核電廠所面臨之潛在海嘯

來源，亦可有效找尋歷史海嘯(Historic tsunamis)或古海嘯(Paleo-

tsunami)。歷史海嘯泛指有人類記載之海嘯事件。以臺灣約400年

之文化歷史，比對全球大規模海嘯事件之週期約在500~1000年之

事實，臺灣大致有機會記錄不到1次之大型海嘯事件。然而，臺灣

所記錄之海嘯事件次數遠高於此，這也表示臺灣遭受海嘯威脅的

機率不低，不能因近100年來臺灣沒有遭逢重大海嘯事件而掉以輕

心！

臺灣西南沿海，特別是從臺南到高雄，再延伸到屏東一帶，

歷史上曾有數次海嘯事件的記載，例如1661臺南海嘯、1781之

屏東東港海嘯、及1782 之臺南大海嘯等。由於臺灣獨特的歷史

背景，先民早年來臺開墾，大多是不識字的「羅漢腳」，即便有

海嘯事件，若死傷沒有嚴重到驚動朝廷，根本沒機會被記載，更

遑論明末清初的禁海令，將山東至廣東沿海居民內遷30至50哩，

使得即便有海嘯事件，也很難影響民眾，或列入史籍中。然而，

臺灣獨特的陰廟與廟宇文化，卻有可能補足這缺口。在海嘯事件

後，若有大量死亡，依臺灣習俗，會將屍骨收集，並蓋陰廟，或

海邊廟宇因為海嘯侵襲而搬遷或重建。一旦有廟宇，就有機會找

到事件的蛛絲馬跡。

透過科技部的補助，筆者訪查分析約800多間寺廟，並發現不

少寺廟有海嘯相關等記載，部分可直接認定為海嘯，部分為風暴

潮。以筆者研究團隊所找到的1894東港海嘯為例，本案例相當特

殊，並未記載於官方文獻上，而是記載於四座廟宇的碑文上。本

案例發生於西元1894年，於屏東東港大鵬灣北部。目前在該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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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宮廟(東隆宮、鎮海宮、嘉蓮宮、南隆宮)之廟誌、碑文、甚至於

廟宇天花板上皆有一致的海嘯記載，事件可信度相當高(圖4)。  

圖4  鎮海宮外觀(左圖)，以及鎮海宮天花板之海嘯記載(右圖)

另一個案例則是1624風暴潮事件。該事件位於嘉義之布袋好

美里魍港太聖宮(圖5)，此事件也最讓筆者印象深刻。西元1624

年，荷蘭人曾在魍港口岸築青峰闕砲臺，而期間太聖宮遭逢颱風

海嘯(過去風暴潮亦稱海嘯)沖毀，而荷蘭士兵迎媽祖神像入青峰闕

砲臺祭祀。這段歷史是否真實已難以考證，然而颱風洪水之記錄

仍可作為科學研究之參考。這次訪查中，太聖宮蔡隆德先生熱情

向筆者介紹這段歷史，並將四百多年之媽祖神像取下交付筆者仔

細研究，讓筆者相當感動，也給筆者重要動力，繼續為臺灣歷史

宮廟海嘯盡一份心力(圖6)。

圖5  嘉義布袋好美里魍港太聖宮外貌(左圖)，太聖宮蔡隆德先生(右圖，左)，背景為有400多年之媽祖
神像相片

圖6  400多年之媽祖神像本尊(左)。蔡隆德先生展示過去媽祖肉身做藥引所挖出之碗狀凹痕(中)。碑文
上所記載青峰闕之事蹟

透過IIA分析，並搭配COMCOT，以 多重巢狀網格求解含溢

淹之非線性球座標淺水波方程式，成功還原許多歷史海嘯事件。

而當海嘯逼近岸邊，甚至衝擊上岸，進而對核電廠或結構物造成

損害時，海嘯的研究將進入災防與工程的範疇。所求解的方程式

也從淺水波方程式，轉變為三維含碎波自由液面之Navier-Stokes方

程式。能夠同步求解大尺度之海嘯與小尺度之結構物衝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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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在國際間相當少。若還要考慮海底山崩的邊坡滑動以及結構

物周圍的局部沖刷，那麼大約只有臺灣能夠直接求解 [1] [3] [4] [6] 

[7] [9][10] [13][14] [15][17] [19]。這也使美國知名的海嘯學者如

Prof. Costas Synolakis 與 NOAA 的 Dr. Eddie Bernard 海嘯前輩對臺

灣的海嘯研究成果感到驚奇。Dr. Eddie Bernard 甚至還指名單獨與

筆者研究團隊討論。

除此之外還有兩個有趣的臺灣海嘯分析，其一是1661鹿耳

門水漲事件，該事件與臺灣起源有關，最曲折有趣，精彩萬分。

其二是屏東九鵬與蘭嶼的海嘯石，海嘯石的發現代表過去曾有大

規模之海嘯事件，分析上需要特殊的三維移動固體法與三維沖刷

坑的計算，該案例讓筆者在數值招式上發揮得很過癮。但限於篇

幅，此部分保留至大會時再解說。

除海嘯科研發展之外，本文另一重點在於海嘯災害防治，以

及針對災害防治所需要發展之科學與科技。本議題在2016年科技

部海嘯災害白皮書之擬定時，已召集海嘯、地質、地震、海嘯考

古、海岸工程、災害防治等專家學者集思廣益，擬定出一系列未

來十年之科研目標。本文僅摘要海嘯部分之重點，希望透過第四

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將結論重點引議，以期獲得更大之迴響。

海嘯災害防治於未來之科研目標，在於了解臺灣潛在海嘯威

脅，使民眾清楚了解海嘯天災，以降低海嘯對臺灣社會帶來之衝

擊與傷害。而在核電等敏感設施方面，希望發揮學界力量，以科

學為基礎，透過清楚掌握對臺灣海嘯與地質條件之手段，訂定設

施之耐海嘯標準，以期減少社會之摩擦與對立。然而欲達上述之

目標，其背後需要大量之人力與經費之投入，因此建議增加現階

段相關海嘯研究，並規劃未來十年海嘯災害防治科技之重點基礎

科技研究：

1、海嘯歷史紀錄、認知與教育
（1）  研究與模擬重現歷史海嘯事件，包括臺灣周圍與國際其

他地區，以深入了解影響海嘯之因子。

（2）  調查與研究侵臺之歷史海嘯與古海嘯，並藉由掌握未來

海嘯潛勢。歷史海嘯與古海嘯之重建重點在於海嘯源之

推估，並尋求過去侵襲臺灣之證據。包括海嘯溢淹所留

下之海嘯沉積物以及近海湖泊之海水入侵記錄等。

（3）  廟宇之歷史海嘯記錄蒐集與歸納。由於臺灣近百年來未

受大規模海嘯侵害，因此民眾對海嘯威脅鬆懈。探究歷

史可發現，臺灣在短短350年間，就有為數不少之海嘯

記錄，然而這些海嘯記載多不完整，且部分誇大渲染，

加以早期先民來臺開墾，多未識字，即便遭逢海嘯事

故，亦不容易書寫記錄。加以明末清初之禁海令，導致

大陸沿海居民內遷30至50哩，無法得知是否有海嘯事

件。因此位於臺灣沿海之廟宇或石碑上記載之海嘯傷亡

或遷廟紀錄，成為不可多得之考察事證，而考察結果將

有助於了解臺灣海嘯潛在來源與重現期。

（4）  海嘯石分析與事件還原。臺灣近年來屢屢發現疑似海嘯

石之大型珊瑚礁石。若其為海嘯力所致，則表該地區曾

受大規模海嘯侵襲，亦代表未來潛在再度受到海嘯攻擊

之可能。因此透過地質與水動力學之分析了解可能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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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刻不容緩。在水動力模擬方面，需更進一步發展移動

固體法之技術因應。

（5）  海嘯石周圍沖刷坑與海嘯石原有尺寸之關係。所發現之

海嘯石中，部分海嘯石周圍有明顯之沖刷坑，有沖刷坑

之海嘯石通常呈現破碎狀態，也容易造成低估該海嘯事

件之威力，因此沖刷坑大小與海嘯石原有尺寸之關聯性

亟待建立。

（6）  增加海岸地區海嘯遺跡調查，確認過去海嘯發生位置，

海嘯有重複發生的特性(因地質結構關係)，建立正確的

海嘯位置記錄，才能有效的進行海嘯防災準備。

2、海嘯形成機制和傳播水動力
（1） 海嘯動力學之精進。包括長波與中長波之傳播理論、布

氏定理、海嘯上溯過程、海岸植生消能、海岸潛堤消

能、海底泥灘消能等理論、數值模型、水工模型之發

展。

（2）  建立完整海嘯數值模擬技術。海嘯具有低重現期與高危

險性之特性，因此在科研方面相當仰賴數值模擬。然而

海嘯傳抵近岸時所演變之碎波行為相當複雜，需發展更

先進與快速之數值模擬技術因應。

（3）  海嘯波溯昇與溯降之動力分析。海嘯波之最大破壞過程

在近岸之溯昇與溯降，然而由於此階段過程複雜，至今

仍須科學探討。特別是溯降過程，其影響結構物如何被

海嘯破壞並捲回海中。

3、海嘯災害潛勢圖之建立
（1）  探討海嘯潛勢。針對臺灣東北部、東部、南部、西南

部、西部沿海，分別研究與探討可能之海嘯源與潛在海

嘯情境。

（2）  調查並掌握可能發生海底山崩之地點。包括準確計算臺

灣周邊海域海床坡度變化、調查海底沉積物、估算斜坡

上沉積物之穩定度，模擬海床發生崩塌所可能引發之海

嘯高度，繪製臺灣周邊海域海底山崩海嘯潛勢圖。

（3）  建立完整之海底地形資料庫。海嘯之傳播在海嘯源確定

後，主要之影響即為海底地形。因此掌握海底地形，特

別是近岸海底地形，為海嘯模擬成功與否之關鍵。

4、海嘯防治工法之精進
（1）  防治海嘯工法之研擬。包括海嘯牆、海堤、海岸植生消

能、海嘯逃生塔、訂定建物耐海嘯侵襲之設計規範、研

發耐海嘯技術與工法及推動校舍耐海嘯評估與補強計

畫。

（2）  核電廠與火力發電廠應重新檢視潛在海嘯威脅、防海嘯

能力評估與應變策略。

5、監測與預警系統之建立
（1）  透過海嘯浮標、海嘯海底電纜及與太平洋海嘯預警中心

合作等方式，進行海嘯監測。

（2）  研究海域地震活動，並增進海域地震定位與速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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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海域地震震源機制，以提升海嘯快速模擬之基本能

力。

（3）  監測臺灣北部海域海底火山活動，並評估噴發量與海嘯

能量。

（4） 天然氣水合物不穩定所引發潛在海底山崩之研究。

（5）  建立海嘯速算系統，包括直接速算法與格林函數法，並

針對臺灣地區發展震源機制解之經驗公式，以在地震發

生初期，即可正確掌握海嘯源，以及各海岸之海嘯高度

與上溯範圍。

（6）  與太平洋海嘯預警中心緊密聯繫，以迅速掌握遠距海嘯

之行為，並結合速算系統，了解遠距海嘯之到時、波

高、溢淹深度與範圍。

（7）  以GPS訊號快速推求大規模地震與海嘯對電離層之影

響，建立電離層海嘯浮標，以快速監測大範圍海嘯動

態。

（8）  建立海嘯溢淹潛勢圖。海嘯最危險之階段在於溯升與溢

淹，能正確掌握離岸海嘯波高為基本需求，然而能掌握

溢淹範圍與深度則為近年來各國努力的目標。

（9）  機率海嘯與海嘯危害度分析。海嘯屬於低重現期，高破

壞力之天然災害，因此了解海嘯發生機率是免除過度恐

慌的重要步驟。近年海海嘯機率與危害度分析已有長足

之進展，如何將此技術應用與臺灣周圍海域為重要課

題。

（10）  建立海嘯資料庫與災損評估系統。溢淹範圍與溢淹深

度之計算仰賴高解析度之近岸地形，因此事前模擬與

資料庫建立是必要手段之一。結合災損評估系統則可

達到適度配置救援資源以及行政快速反應之效。

（11）  敏感設施如核電廠之海嘯源掌握，發展海嘯源追蹤系

統。在海嘯事件尚未發生之前，即掌握可能之海嘯

源，排除不可能之源區。以集中資源監控高風險之源

區，並藉此掌握海嘯源位置、震源機制與海嘯生成之

關係。

（12）  於5-10年內完成海嘯機率分析及風險潛勢圖，供相關

政府部門分層執行，並建議有防災專責單位分層分

責。

（13）  以科學方法(例如百年內之發生機率)決定最大海嘯波

高之災害預防規劃。

6.國家政策、法規與部會之配合
（1） 中央應明確訂定海嘯災防政策、法令與經費。

（2）  科技部應定期邀請國內外海嘯專家，進行國際海嘯之研

討。

（3）  外交部應透過人道與國際關懷，協助東南亞國家建構海

嘯預警系統，亦擴大南中國海海嘯預警範圍。

（4）  科技部可就海嘯之科技與力學研發；教育部著重海嘯之

科普及防災教育；交通部關注如商港之應變及避難與港

區之防災。

（5）  行政院應分別針對近域海嘯與遠地海嘯進行災防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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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地海嘯對臺灣影響較有限，而近域海嘯則有較大的災

害可能性，因海嘯抵達海岸地區僅數十分鐘，民眾對

海嘯防災的認識與準備需要大力提倡。並在臺灣沿岸

為海嘯風險區設置明顯的疏散指引標示，辦理海嘯防災

演練。未來若有重大海嘯災害發生，可有效減緩海嘯災

害。

（6）  教育部應設立海嘯科學與災防教育中心，增進民眾對海

嘯科學之認知，且了解海嘯災防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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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時代變遷、產業結構及國民旅遊習慣改變等因素，陸域地區遊憩空

間逐漸飽和，臺灣海域地區因擁有豐沛的海洋生態資源以及特殊的海岸

地形景觀特色，亦成為國人從事遊憩的場所，海洋觀光遊憩活動發展普

及、種類日趨多元。本篇以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為例，探討政府

機關對於海洋生態景觀、海洋產業及海洋文化如何進行整體規劃及作為，

有效利用海洋資源推展海洋觀光遊憩活動，帶動週遭產業發展。同時尊重

地方、保護海洋生態以達觀光永續，並建議海洋觀光遊憩的推動應鏈結

地方居民、在地業者等相關單位，透過各政府部門間的行政協調與資源整

合，完善海洋觀光遊憩之發展。

Abstract
While industrial structures and public travel habits change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terrestrial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re already over-developed. 
Coastal recreation activities have been increasing both in volume and 
the  number  of  tourists during the last decade because of the abundance 
of marine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singular geographic and landscape 
features in Taiwan’s marine areas. This paper will describe the Northeast 
and Yilan Coast National Scenic Area Administration, which unde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by the government, including the planning  
of   marine landscape, marine industry and marine culture in order to 
improve marine tourism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nd develop local 
industry. To improve the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department in Taiwan’s government is important., respect the suggestions 
of local residents, and protect marine natural resources. These are key 
elements in any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關鍵詞：海洋觀光遊憩、海洋生態景觀、海洋產業、海洋文化、永續
Keywords:  marine tourism and recreation, marine landscape, 

marine industry, marine culture, 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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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交通部觀光局為提昇國民旅遊品質、提供國人更多樣化的

休閒旅遊活動場所，特於73年6月1日成立「東北角海岸風景特

定區」，為全國首座之國家級風景區管理處，陸域範圍東臨太平

洋，西至山脊線，北起新北市瑞芳區南雅里，南至烏石港，84年7

月改制為「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民國88年12月納入

龜山島。

又行政院為整合及有效管理地方觀光資源，帶動地方經濟轉

型契機，於96年12月25日核定通過本風景區範圍延伸至宜蘭縣蘇

澳鎮內埤海灘南方岬角，海陸域總面積共17,421公頃，海岸線總長

約102.5公里，並更名為「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下稱本處），以強化解說教育、資訊與旅遊服務及發展生態旅

遊為目標，整合政府與民間之資源與力量，以營造友善旅遊環

境，提升從業人員服務品質為基礎，針對國內外旅行業者及旅客

提出各項具體獎勵促銷措施、推出具特色之旅遊產品、強化國際

宣傳，吸引國際觀光客來臺旅遊消費，提高旅遊滿意度。

本風景區依照觀光旅遊動線、自然生態資源及遊憩特色，區

分為鼻頭龍洞遊憩系統、福隆遊憩系統、草嶺山系遊憩系統、大

里外澳遊憩系統、龜山島遊憩系統及宜蘭濱海遊憩系統六大遊憩

系統，並以地質及海洋之旅、濱海追風之旅、登山健行之旅、海

陸活力之旅、生態之旅為發展定位。

貳、現況分析
本風景區轄區陸域面積共12,616公頃，海域面積共4,805公

頃，海洋遊憩資源豐富，本處以「藍色觀光、海洋永續」為基本

理念，針對轄區內之海洋生態景觀、海洋產業及海洋文化，考量

其環境容受力、承載量進行整體規劃，如海岸地質景觀維護、

海上觀地質遊程、龍洞南口海洋公園及遊艇港ROT (Rehabilitate-

Operate-Transfer)、龜山島娛樂漁業賞鯨之旅、灣澳村落的文化探

索，以體驗型、低衝擊性之活動為主要推廣之觀光活動，將觀光

視為一個平臺、載具宣傳行銷，並結合海洋生態教育，尊重生態

以達永續發展。

一、海洋生態景觀
（一）海岸地質景觀維護

東北角轄區位於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全年高溫有

雨、海風強烈的氣候環境，影響本區的植被以及地形作

用，物理性風化及化學風化作用侵蝕地形與岩石，形成

特殊海岸地形，並賦予東北角海域豐沛的海洋生態資

源，不僅提供欣賞自然景觀與教育研究機會，也形成重

要地質景區與社區聚落共生共存的現況。

本處以區域性的觀點做為觀光資源之整合基礎，將

東北角海洋資源與其連接之陸域觀光資源加以整合，並

針對不同使用性質之土地分區管制，在允許開發利用地

區，適當經營管理發展遊憩活動，在資源保護地區僅允

許無破壞性之觀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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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分散單一據點生態負擔，同時擴大區域效益，

增強觀光吸引力，如同永續發展的概念，尊重地方社群

意見兼顧考量地方生計發展、提供國民遊憩機會、落實

地質景觀環境保育等，進而達到環境保護與增進區域社

經發展。

（二）海上觀地質遊程
為讓民眾能充分感受東北角沿海地質的多樣性、獨

特的自然景觀與綺麗海景，本處乃結合當地遊艇產業，

規劃推動東北角海上觀地質遊程，以龍洞遊艇港為停泊

點，提供於北邊碧砂漁港、南邊烏石港搭乘遊艇出海的

遊客觀賞地景、住宿或從事潛水等海洋觀光體驗活動。

推動發展海上觀地質遊程此類遊艇活動，不僅可提

供海上活動多元化的休閒選擇，探索當地的地質景觀及

豐富的人文歷史，增加觀光之趣味，亦可整合周邊觀光

資源，提升海岸觀光產業，帶動遊艇製造業的發展。

二、海洋產業
（一）龍洞南口海洋公園及遊艇港 (ROT) 案

龍洞南口海洋公園及遊艇港位於東北角濱海公路

88.5公里處，北臨龍洞岬、南至遊艇港區，面積約為

9.1564公頃，為國內首座結合海洋生態、遊艇港、海泳

池、地質解說展示館，兼具休閒遊憩及知性功能的海洋

公園。

為推動海洋觀光與遊艇活動之高附加價值，本處自

民國97年7月起透過引入民間參與投資整建、營運方式，

活化龍洞南口海洋公園園區內現有建築空間、遊艇港及

相關設施，打造北臺灣海洋觀光基地，帶動並吸引搭乘

遊艇出海的觀光人潮。

目前龍洞南口海洋公園以浪漫的、熱情的、優質的

玩樂天堂為園區定位， 並以海泳、浮潛、湯屋、遊艇、

咖啡、證婚、會議、團康活動等，規劃四季休閒度假海

洋文化新體驗，創造出四季皆宜的主題樂園，另遊艇港

港埠可停泊116艘遊艇，陸上置艇區可放置遊艇37艘、水

陸船位使用率逾60%，遊艇進出航次近千次。

本處除與該區業者合作發展海上觀光遊程、海釣、

港區原場考照等活動，亦整合當地業者、社區發展協

會及相關政府機關單位資源，吸引遊客體驗在地特色觀

光，藉此推動周邊水域活動如潛水、獨木舟等，結合地

方產業，帶動經濟發展，擴大觀光行銷效益。

（二）龜山島娛樂漁業賞鯨之旅
龜山島位於宜蘭縣頭城鎮海岸以東約10公里處，東

西長3.3公里，南北長1.7公里，面積約285公頃，於民國

88年12月納入本處轄區範圍內，為七大北部海岸地質公

園之一，具有世界級景觀之潛力，亦是觀察火山地形的

重要景點之一，目前開放地區為龜尾地區(約15公頃)及

401高地，主要觀光性質為觀賞鯨豚及島嶼觀光。

本處以永續發展為主軸，訂定龜山島生態旅遊作業

管理要點及申請須知，實施總量管制及時段分流，結合

政府相關單位及學術團體協助環境監測，建立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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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系統，落實保育工作，並定期辦理安全訓練、生態

解說教育訓練，提供遊客生態解說服務。

未來將依據島上氣候環境、生態景觀負載量、社會

文化環境影響等特性，作為觀光遊憩活動發展之基礎，

規劃戶外生態區、夜間生態觀察區、解說中心及住宿

區。

三、海洋文化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濱海地區漁港眾多，各漁村聚落皆

有其特色產業與沿岸之特殊環境地貌，本處以海洋在地產業

文化特色規劃灣澳村落體驗、灣澳人才回流與駐村計畫及灣

澳鄉居生活體驗計畫，發展休閒漁業，提供遊客體驗漁業文

化，藉以帶動地方產業發展。

（一）灣澳村落體驗
1.	灣澳村落參與營造計畫
以凸顯在地空間特質及元素，強化各地域老空

間，增加地方活力與獨特辨識性，發展以“在地

生活”為主軸的觀光產業。

2.	整合現有漁業活動及海上休閒活動
發展各別獨特的海上休閒觀光行程，如養殖魚塭

導覽、摸文蛤、夜捕鎖管、沿岸生態解說觀光遊

船等海上活動之導覽與體驗。

3.		發展地區策略聯盟，形成休閒漁業觀光帶/文化景
觀漫遊圈

配合火車、自行車、步行路線，從各漁村各特色，

型塑東北角沿岸之灣澳漁村聚落群觀光產業圈。

（二）灣澳人才回流與駐村計畫  
1.	駐村共識營研習活動
藉由田野調查、生態保育、藝術創作、商品行銷

等做為計畫主軸，提供創意思考空間。

2.	導覽能力訓練與考核
培育居民成為當地導覽員，深入了解各區域特

色，並訓練導覽解說能力、技巧與責任。

（三）灣澳鄉居生活體驗計畫
配合住宿經營與重現代表性傳統產業與節慶活動，

如牽罟等活動，展現聚落之人文特色與生活氛圍，以工

作假期、打工換宿等長期旅居之方式，發展深入且緊密

之互動關係，創造深刻的灣澳村落生活經驗。

參、面臨發展課題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地區擁有良好的自然景觀與豐富海洋資

源，亦有穩定遊客量及妥善管理維護，然而沿海地區風景相似，

海岸景觀同質性高，多數遊憩據點從事相同的水域遊憩活動，喪

失其獨特性，且海岸景觀遭公共建設及民間開發建築破壞而減損

海洋觀光發展潛力。

此外，漁業活動與水域遊憩活動產生競合關係或衝突(如龍洞

灣漁業權航道與潛水活動、漁港泊位無法提供遊艇使用，造成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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艇活動推動困難等)、部分遊客與業者資源保育觀念及保育措施仍

待加強等，皆為本處於推動海洋觀光遊憩活動時所面臨及仍需克

服之問題。

肆、具體建議
針對前述推動海洋觀光遊憩活動面臨發展之問題，本處提出

具體建議臚列如下：

一、  於海岸景觀相似、同質性高之沿海地區，區分各遊憩據

點類型並強化各空間意象，開創本身特點，結合在地文

化，減少重複體驗的遊憩活動，打造多樣化且具地方特

色之觀光遊憩活動。

二、  各單位辦理海岸公共工程時，應就景觀之維護措施進行

研討並取得共識，維護民眾對海岸遊憩之重遊意願及親

水性。

三、  落實第一線接待業者(如旅宿業者等)之環境教育訓練，並

利用指標性活動宣導海洋、海岸及生態保育，結合海洋

教育概念發展特色之環境教育遊程。

四、  與漁業單位就海洋多元利用發展，協調推動漁港多功能

使用，如提供遊艇進出及停泊等，間接促進海域遊憩相

關產業發展、擴大海洋觀光產業，增加漁民轉業及就業

機會，使海洋觀光與漁業共存共榮發展。

五、  推動港灣產業觀光化，並結合再生能源設施等，完善港

灣建設，吸引郵輪、遊艇、渡輪等商品開發。

六、  簡化外籍遊艇來臺觀光之管制程序，達成海洋觀光與國

際接軌。

綜上可知，海洋觀光遊憩活動的推動應鏈結地方居民、在地

業者等相關單位，並透過各政府部門間的行政協調與資源整合。

伍、結語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蘊涵豐富自然地理資源，本處以「藍色觀

光、海洋永續」為基本理念，強調先保育後開發，並透過環境教

育、地質旅遊以及珍貴資源保護等方式，整合現有漁業活動及海

上休閒活動，發展在地文化體驗遊程，透過培訓當地導覽人員活

絡社區動能，推行村落巷弄閒置空間營造、牽罟傳統捕魚活動再

現、漁村特色民宿輔導等，並串連地方特色景點，降低對環境負

面影響衝擊，達到兼顧環境保育及經濟開發平衡之目的，打造國

際海洋旅遊新亮點。

參考文獻
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2015)，「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
風景區整體觀光發展計畫及財務計畫成果報告書」。

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2015)，「龜山島整體規劃委託技
術服務案」。

臺灣觀光論壇(2016)，「第二屆臺灣海洋觀光論壇論壇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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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  藍色經濟

沙志一 顧問 / 行政院
各項議題的討論方向不同，不過都有盡快成立海洋委員會的

共識。特別因為藍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有許多項目需要跨部會

解決。每個產業發展都有其需要面對與需要解決的困境，並制定

優先順序。以下歡迎各位提供意見：

高如萍 理事長 / 再生能源推動聯盟
國發會處長的報告表示，在發展海洋觀光與海洋經濟發展過

程中，會將南部至於優先順位。然工研院的胡思遠主任有提到目

前臺灣海洋能源的重點區域，其實是在彰濱工業區，包含彰化與

新竹以及其他36個在雲林與彰化以北的區域。請問這兩個不同發

展面向之間是否有所矛盾？

博威媽媽
2016年臺灣研討會是第四屆第14年，我本人推行的面山行動

也是第4屆，希望將山海融入。前陣子我去木瓜溪溯溪，水利署明

文標示不能進入，但當天還是有兩三百人進入，這種現象似乎非

常普遍，顯示整個國家的自然遊憩政策需要開放。政府單位是否

可以朝向統合相關事務，對戶外活動、休閒政策能有全盤的檢討

與開放。

陳章波 研究員 / 中央研究院
要解決問題必先找到問題癥結，現在海洋能源發展最重要的

議題就是中華白海豚議題。其實在討論海洋能源發展時，如果能

將中華白海豚保育議題列入正式討論，就有解決的機會，但如果

避開敏感議題，就不會有任何整合效應。

沙志一 顧問 / 行政院
先簡單回應，中部風場的選址是經過評估，認為該36區是

最適合目前發展的區域。海洋觀光希望選南部是因為希望南北平

衡。至於山海整合問題，可能還是要等海洋委員會盡速成立，因

為跨部需要平台。基本上目前是由國發會主導各項協調整合工

作，但各部會各有其需求。倘能成立海洋委員會，則會有較高的

主導權。中華白海豚是藍色經濟發展必須面臨的議題，因為藍

色經濟強調的是經濟開發，開發是一種機會，但對保育可能是威

脅，問題是要怎樣平衡。

徐承堉 創辦人 / 湧升海洋股份有限公司
請問江益璋教授提到的漁村要發展需要有漁村社會企業的推

動，目前臺灣有許多組織是使用公權力來處理地方問題。當中特

別提到社會企業，不知有何特殊考量?第二有關白海豚低頻噪音的

問題，為本研討會專題演講的羅德島案例不知是否會有相關的經

驗可供我方借鏡。

會 議 討 論 實 錄



150 151

議
題
五 

永
續
海
洋
政
策
與
管
理

旅遊記者
依據國發會報告，多著重於遊艇等高級海洋遊憩產業，但臺

灣的漁村應需要更多的關心，陸域有生態旅遊，臺東雖然有護魚

區，但內部有許多矛盾問題需要探討。臺灣的生態旅遊不能只是

開放，後續的管理執法與落實都應該要檢討。臺灣是特殊的海禁

國家，出海需要安檢，國外此情況較少，臺灣的海洋遊憩是否被

限制住了？這些值得思考。

聖心 / 台北航海中心
臺灣總共有299個漁港，新北市就有30個，所以臺灣的漁港

在藍色經濟發展過程可以扮演重要角色，應該優先順序要往前。

就我所知，水湳洞、後厝、麟山鼻等漁港都是嚴重閒置，但是受

限漁港法，漁會覺得有漁港就是他們的，但其實應該是全中華民

國國民的。臺灣北部人口密度高，30個漁港中只有龍洞港是遊艇

港，其他地方要進入非常困難的，所以想請教問題如何解決？如

何發展漁村作為文創航海基地，甚至通過國際認證，讓臺灣成為

真正的海洋國家。

沙志一 顧問 / 行政院
卯澳漁村目前是栽培漁業示範區，海大也有團隊進駐，新北市

政府也進入，明天海洋保育議題也會提到潮境公園的案例，大家就

可以看到地方要發展一定是社區要自主投入，單靠政府速度很慢。

關於出港要安檢，其實現在出港已經非常方便，通常只要身分證登

記就可以出去的，當然，考量偷渡走私，進出港安檢還是要顧及。

前面所提有關獨木舟出港問題，現在是因為沒有主管機關。

臺灣漁港是225個，有完整功能的大約30個左右，其他都是輔助性

港口，是因為早期卸魚需求而建置。若有相關單位有能力與意願

承接，改善漁港，漁業單位其實都都會很樂意。這裡也請各講者

回應。

郭斐玉 處長 / 國家發展委員會 國土與離島發展處
針對剛剛提問海洋觀光遊憩，為何針對南部區域發展以及海

洋能源在中部有所不同，其實我們談海洋發展是希望同時達到區

域均衡這兩個雙重目標，所以優先選擇南部，但這不表示其他區

域就不發展，是優先順位的問題。

劉文宏 教授 /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事務與產業管理研究所
臺灣相關活動包含水域、海域、陸域會有比較多的限制區域據

了解是考量到人民安全。民眾遊憩發生意外後常請領國賠，承辦人

就需要上法院。依照《水域遊憩管理辦法》規範，政府應設置告示

牌、救生設備等規範，然一但救生設備被偷或不慎遺失，就會造成

業務過失，所以對政府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完全禁止。

此外，溯溪部分主管機關為水利局，河川部分為河川局，活

動部分則是教育單位管理，所以對於大型活動的舉辦，河川局也

難以核准，要申請需回到教育局的規範，這是目前水域活動開放

較困難的現況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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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益璋 助理教授 / 中國文化大學 建築設計學系
卯澳灣有發展海洋遊憩所需的資源，但社區有許多閒置空

間，所以希望在社區能有一個平台使人力、資源與空間能有整合

交流的機會，並讓地方區民參與管理，而外部的觀光收益也希望

能實質回歸漁村。

胡斯遠 主任 / 千架海陸風力機推動辦公室
有關風電發展，規劃前期已經先排除農委會(原擬)公告的白海

豚重要保護區。後續政策環評階段，亦要求將中華白海豚重要棲

息環境周圍五百公尺淨空作為緩衝區，這是基本的保護措施。至

於施工過程的噪音是否會對白海豚造成影響，我們都有請國內相

關專家進行研究計畫。

曾旭正 副主委 / 國家發展委員會
我們可以看到藍色經濟發展的方向，今天各方共識應為跨部

會的整合，也就是海洋主管機關的問題。而社會對於海洋的價值

觀應也要有所提升，對海洋的關心才是長久與關鍵的。

曾萬年 講座教授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針對海洋人才培育報告所提到的高職就業率問題，就業率為

8%，被認為過低，但從高職畢業生出路的多樣化看來，我個人認

為還是蠻樂觀的數字。我們的學生畢業之後有人需要，應該為此

感到高興。回頭看臺灣的失業率為4%，我們應確保培育出來的學

生不在4%之列。海洋人才培養的缺口在幼教體系。相關人才培

育應該從幼稚園開始，例如人們認為從事漁業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情，被認為是辛苦、危險、骯髒的行業，要扭轉這種觀念要靠通

識教育。其實臺灣的海洋人才教育相對成功，其就業比率中有24%

在教育體系。有40%在民間企業。對於高職教育，可以更有可塑

性，讓高職畢業生能從事不同的行業。大學之後才真正分科，海

洋人才培育應該要回到供需觀念，社會需要什麼人才，我們才培

育什麼人才，並且目光要放遠。

吳靖國 主任 / 臺灣海洋研究中心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高職就業率的確是一個風景，但教育是

有目的性的，畢竟高職跟高中不同。12年國教將高等教育分為普

通高中、技術高中(高職)與綜合高中，就法規面，我們還是應該在

技術高中內去適度導引他跟職業的關聯性。教科書中職涯議題的

確比較少介紹，但目前我們已經在著手進行製作國中教育「懶人

包」，使老師如何在20分鐘、半個小時內可以很完整又快速的在

課堂上教導海洋相關職涯問題。

議題二  海洋教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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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立泉 / 海洋保育團體
每年魚類自然滅絕數十種，都因為環境破壞所造成，但臺灣

的保育法規又常常矯枉過正，例如八月底有一隻稀有的杏齒喙鯨

在臺東外海被船舶螺旋槳擊斃，但是我們不能將之做成標本，作

為展示教育用途，甚為可惜。

臺灣從幼稚園到高中，教科書中有關海洋議題的部分少之

又少，我們應該從教育體系下手，讓孩子們提早接觸職業訊息也

好，而非單靠海科館、海生館，臺灣相關NGO有許多，我相信我

們必然有能力處理。

陳麗淑 主任/ 國立臺灣海洋科技博物館展示教育組
有關海洋保育議題，保育類海洋生物處置標準在臺灣已有一

套流程可以進行研究與保存。通常相關單位會委託學者協助農委

會進行鑑定，若認為有必要，進行適當處理與保存珍貴稀有的海

洋生物是可行的。

郭金泉 教授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請教海研五號沈船的主因到底是什麼？應該要釐清細節，以

免重蹈覆轍。

謝志豪 教授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研究所
海研5號研究報告已經出來，目前被判定為人為疏失，惟對方

還在上訴中，尚未正式結案。目前科技部海洋學門內有討論未來

各研究船回歸各學校，海研1號回到臺灣大學、2號回到海洋大學

以及 3號回到中山大學，但尚未拍板定案。

林幸助 特聘教授 /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學系
我認為應該要將海洋研究的餅做大，並非只有科技部海洋

學門的科學研究才叫海洋研究。其他部門的經費與計畫都應該注

重，包含沿岸、河口、珊瑚礁、紅樹林、海草床等相關研究都是

非常重要的科學研究，應該再將之納入。

謝志豪 教授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研究所
謝謝林幸助老師的建議，海洋研究範圍確實非常廣，我們報

告只是先就海洋科學基礎研究的方向進行報告，未來還請共襄盛

舉，將其他包含海洋工程、沿海、河口、海草床等相關研究都一

併納入。

劉光明 教授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今天許多與會者都提到海洋委員會應盡速成立，大眾也理解

海洋委員會裡面主要由軍、警、文三種型態的人員所組成。目前

所談海洋專業人才培育專注於高教。是否顧及海洋委員會中軍、

警的相關教育？

博威媽媽
目前臺灣高職每年有1000多個畢業生，實際從業海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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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者才104人，山界也面對一樣的問題，臺灣有許多超過500公

尺的山，卻沒有學校去培育相關人才。我們對自己的環境都不了

解。甚至原住民的新一代對環境也是陌生的，海洋教育不應該只

留在通識教育，我們應該落實面山、面海的觀念。

吳靖國 主任 / 臺灣教育研究中心
海洋產業範圍很大，目前供需人才的串聯速度稍慢，近年

海洋大學才剛成立海洋文化創意等相關科系，這個速度的確應再

加強。劉光明教授所提有關軍警海洋教育，就目前草擬，即將於

2017年公告的《海洋教育白皮書》也未納入討論。

有關山海教育問題，詩人鄭愁予說過山是凝固的波浪，我想

山海教育本無衝突，人或高度夠高，可看見臺灣四面環海，背後

也有山，山海教育是可以整合的。

楊政賢 助理教授 /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有一次蘭嶼遊，兒子曾問我是天上的星星比較多還是腳下的

沙子比較多?這可以是個科學、教育與文化的問題。前陣子在部

落參加豐年祭，部落老人問我們小米酒是什麼釀的，我們自作聰

明回答說是小米釀的，老人回答，是時間釀的。當沒有時間的釀

造，酒只會是一杯濁濁的液體。以上要表達的是，當我們遇到問

題，我們都會以本身的背景與知識將問題程式化，所以原住民在

臺灣的生態教育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生態智者的角色，對於他

們的傳統智慧，不應忽略。

邱文彥 教授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回顧海洋與臺灣研討會第二屆、三屆，我們提過山和海一體

的概念，可放入第四屆行動呼籲中。日本的文部省曾頒給北海道

大學的一個教授一個獎，因為教授提出來山林是海洋的戀人，山

林沒管好，海洋也倒楣。山海是一對戀人，的確密不可分。

陳章波 研究員 / 中央研究院
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我們交給別人，而跟海學到的才是

海洋素養。我們應該教大家去感受海，這才是海洋素養與海洋通

識教育。

李健全 講座教授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山是凝固的波浪；山是海的戀人，讓我想到一本書「森林與

海洋」，書中提及森林的倒影就是海洋，若將生態系觀念放入，

從基礎生產力到樹冠，將之倒過來就是海洋的表層到深層。森林

跟海洋是有密切關係的，山林與海洋的確是一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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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 海洋保育

簡連貴 教授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
我想給基隆市政府高度的讚許和肯定，因為結合海科館，在番

仔澳海域進行保育，我覺得對海洋永續經營很重要。兩點建議：

1.  建議基隆市政府可以請漁會進行自主管理，各方一起做會

較好，特別是有關刺網漁業管理部分。

2.  海域並沒有行政界線，雖然行政界線區分新北市和基隆

市，但魚不懂界限。在番仔澳，漁業署公告海洋資源保護

區，確實只有一條線，灣澳的完整性應該適度的整合，跨

縣市合作應要考量。

國際行銷全球運籌世界營運
許多問題是心態問題。外島的雅美族(現稱達悟族)好像沒有這

方面的問題。難道我們要等到竭澤而漁才採取行動? 原住民基本上

住在山邊水崖，好像都過得不錯，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取法。至於

國際法的國內法化，尤其濫捕濫撈，甚至海洋浪費部分，都值得我

們關心，也不盡然要等到綠色和平來了以後，才說沒人教導我們。

蔡馥嚀 科長 / 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
有關海域界限，當初也有很多人，包括海科館同仁希望整個

灣澳畫進保育區。但這是行政機關比較侷限之處，因為我們只能

畫自己的區域，內政部營建署在海域的部分也劃出界限，所以目

前只能這樣畫。不過，保育區最大的概念就是滿溢效益，除了魚

的滿溢效益外，我們希望能量和感染力也能滿溢。其實新北市政

府也跟我們聯繫，討論將整個海域畫起來，但是他們的海域比我

們大，我們已經面對那麼多問題，相信他們要面對的問題也會比

我們多，因為想限制自然海域與海岸，一定跟我們當初一樣，面

對漁民、遊客和釣友的問題，都需要共同解決。當然若整個畫進

來很好，但當初我跟漁民解說時，都表示我們不急於要全部劃進

保育區，不然他們不會讓我們走下一步，這就是我們第一線和理

想現實面的問題。

 

簡連貴 教授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
要畫進來的主要原因是對那個區域的管理有幫助，因為主要

污染源是台電廢氣的煤灰堆積，對海域可能會造成淤泥污染進而

污染海域。

蔡馥嚀 科長 / 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
在管理部分，其實我們覺得在基隆蠻幸福，因為有漁會支持。

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刺網，或近岸扒網漁業。漁會堅持三浬要禁

網，扒網也絕不能進來。這部分是漁會一直希望我們做，漁民和理

事會也常溝通且非常贊同，因為若沒管理，沿海三浬就會沒有魚，

那什麼都不用說了。管理是限制少部分違規漁民，大多數漁民都會

受益。我們目前是在大家都是好人也懂規矩的前提下推動，我們要

維護他們的權利，所以我們會一直往這個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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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志豪 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
1.  有關評估專責單位，日本有水產廳，美國有NOAA，但在臺

灣是由老師們評估，這樣不太有道理。若有專責單位負責評

估，老師們的責任應該是擔任諮詢或監督評估是否正確。臺

灣是老師做而沒有人監督，老師要做的事情太多，研究能量

會有很大的問題。不知將來海委會可否將這點列入思考。

2.  沿近海的部分，很多人都說沒有足夠數據，是否沒有足夠

數據就不管？甚至我們的海釣船或休閒漁業就不管?這樣也

不太合理，因為即使沒有數據，也有沒數據的管理方式，

建議專責單位要思考從科學角度上，由數據缺乏的方式進

行管理。

黃向文 教授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對於謝老師提的兩個問題感同身受。第一個提到研究專責機

構：日本漁業資源評估工作是由日本水產研究機構做，並跟水產

廳合作。他們會知道水產廳的目標，由研究機構執行，做完後交

回水產廳，以舉辦公聽會的方式，跟漁民討論如何做管理，美國

也是類似狀況。我認為臺灣因早期特殊的發展歷程，研究部分由

學校老師進行，甚或老師要投入第一線收集資料，這其實很花時

間，剩下做資源評估的時間就很有限。

回到數據受限的部分，早期資料很少，所以老師們收樣本

船。那時候有些比較有趣的情況是，有些漁業大家都感興趣，A

和B老師都做，他們都會適當給樣本戶一些獎勵金請他們幫忙寫報

表。類似情況可能造成資源被重置。開始有港口查報員後，他們

一年收的漁船數據可達到兩三千艘，所以數據已經沒有過去那麼

有限，只是問題在拿不拿得到數據的問題。現在國內最大的資料

庫是健保資料庫，它有各位基本的疾病資料，那些資料會考慮機

密或資料保護法，但把個人資料去連結後，資料其實可被妥善使

用，健保有助於醫療研究發展。回到沿近海資料問題，如果我們

能一年收到兩三千艘資料，我想可以參考類似的處理方式，提供

研究所需，政府可以省下很多資源，得到更多成果。

專責部分，我想我們對水試所寄望頗深。像是如何清楚劃分

資料由誰負責。現在的資料方面，漁業署利用很多人力在卸魚聲

明和港口查報，那些資料沒有到縣市政府，所以縣市政府統計時

反而沒有資料。對於資料如何公開、研究如何分工，如政府負責

收集資料、水試所針對要管理的物種做評估，而老師們可以做他

們想做的研究。我想這會是比較好的方式，但需要各單位之間的

溝通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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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  海域與海岸管理

陳章波 研究員 / 中研院
各方都強調整體跨域，關鍵是誰來做這個工作?在尚未有主政

機關時，如何處理相關事情？我們有許多清楚明確的科學研究成

果，包含碳排放量的計算、與海嘯的模擬等等，這時我們需要的

是溝通的平台。海洋國家是一個事實，如何做好?希望海洋委員會

儘速成立，並在成立前將各方的協調工作應安排更為順暢。

國際行銷全球運籌世界營運
求教吳所長，從FFR用COM、COT模式，即便是在做IAAM

的部分，我想請教的是在做Tsunami是否可加上s?即便是古海嘯，

另外談到dynamic的上溯過程是否可投入適當的東西來削減豐沛的

能量？豐沛的能量是否可運用海營作用的六種立中的三種力將之

續納下來，最後如何適當引導？

並求教胡念祖所長，對於會議產出“Call for Action”是否為

一個動態作為？

郭兆偉 秘書長 / 社團法人臺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
一、  請問營建署廖文弘科長，根據營建署目前整體海岸計畫

所蒐集到的資料其年分的跨距很大，請問資料的可信度

與時效性是否足夠訂定目前的整體海岸計畫?有無更精

確的方法。又我們可否留下更多的自然，細膩是一個向

度，留下更多的自然是一個期待。

二、  觀光局已經完成自行車環島一號線，全臺灣自行車道充

足，而未來在徒步旅行的方式是否有更寬廣的空間，西

班牙聖雅各一年有30萬的徒步旅行遊客、運動與消費，

日本四國也有50萬，未來臺灣的海洋遊憩是否有更好讀

徒步旅行發展空間。

賴瑞正 / 黑潮海洋文化基金會
有關《海岸管理法》，我來自花蓮，花蓮講求大開發，都在

訴說《海岸管理法》涵蓋花蓮行政管轄4.6萬公頃；《海岸管理

法》挨轟土地戒嚴；花蓮市4成土地受《海岸管理法》範圍等，從

以上情況來看，我們可以知道要花蓮市自主劃設二級保護區是不

可能的，所以是否能請中央直接制定一級保護區。

NGO在訴求時常會被質疑我們不清楚保護標的，但是要一個

NGO進行資源的全面盤整與調查是有困難的。最近一次花蓮資源

的普查是東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成立時進行的資源普查，近30

年來沒有再做過資源調查，當然不清楚保護標的。而在沒有基礎

資料的蒐集下，我們不清楚保護標的，更不可能阻止縣市政府進

行不當的開發，是一個環環相扣的惡性循環。

廖文弘 科長 / 內政部營建署
有關資料蒐集，目前營建署是依合法的資料為主，合法部分

正在查核，各事業目的主管機關要有法律依據與範圍，為既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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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除了海域部分也會包含陸域資料，海域地區分為濱海陸地與

近岸海域，近岸海域將配合《海岸管理法》與《區域計畫法》一

起作業；濱海陸地會利用國土測繪中心已完成的國土測繪資料進

行加強，把屬於海洋的資料進行更完整的分析。

有關花蓮市問題，海洋地區的保護區劃設的確不會這麼快，

其實在此版的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中有針對自然海洋重新詮釋與定

義，並依照《海岸管理法》第一條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將自然

海岸釐清。下階段公布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後，會先將自然海岸劃

設出來，劃設後都將以《海岸管理法》的規定去處理，不會全盤

開發，該保護的保護，內政部的立場是在兩者間取得平衡。

吳祚任 所長 /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有關IIA，是可以計算海嘯來源，它的原理是將海域都要算過

一次，很耗時。算完之後可以馬上知道那些地方會對核電廠或海

岸會有特別影響，再去進行管理。海嘯可否在外海進行削減，理

論講是可以。但依照臺灣海嘯的波長特色大概是50至100公里，大

概是臺北到新竹或臺中的距離，要削減海嘯，依照水動力學，大

概需要1或1.5倍的波長才能去削減，在海面去削海嘯波會嚴重的破

壞生態，所以不可行，但可以利用海底的消除方式，所以未來海

底魚礁的設計是否可兼顧復育與削減海嘯是值得討論的，相信這

會是海嘯災防方面很大的突破，但是當一個魚礁長達50到100公里

時是否會造成另外一種生態的破壞，還有待相關專家討論的。且

實際上是否可行?海嘯的回歸太長了，大概是100年到200年，硬體

設施要撐這麼久實在也是技術面需要克服的。

胡念祖 所長 /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
 主任 /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政策研究中心

第四屆海洋與臺灣研討會最後一個節目是Call for Actions，

Call for即為呼籲之意，Actions是一個複數的行動。根據個人外

交經驗，若一國際文件係由高峰會中出席的各個國家的元首或總

理，或是部長級會議部長們所產出，都具有政治性格與承諾。本

次會議比較特別，各方人士都有參與，且會議由大學主辦，所以

產出之文件理論上不具有政治性格，對外不能代表國家的承諾，

而是我們全體與會者所通過的一個共識，未來要如何落實與採行

行動，就要回到每一位在場的個人。所以，大家要放入的每一個

字與行動，要大家一起來付諸行動。很高興看到今年有陳曼麗立

委到來，希望這次會議結論透過立委及政府官員，或未來可能從

政的同仁們能記在心中，在未來就有可能變成國家的政策。

方正光 處長 / 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有關徒步旅遊，其實是一個宣傳問題，有許多段濱海自車道

也是可以進行徒步旅行的，例如鼻頭角稜谷線、籃子林步道與草

嶺古道，所以未來我們會彰顯分類讓大家更明瞭步道的多元化。

針對徒步，能安全地走就可以，許多人會問為何政府單位有許多

的警示牌，現在面臨的管理，不約束的管理是不是也是大家共識

的管理，約束的管理則是相對性對危險的提醒。例如近期的龍洞

跳水場的警示牌，其實是要提醒大家應該要讓在遊憩環境中有自

保的能力與認知，例如潮汐、氣候的了解，所以未來還是會提場

與鼓勵大家多親近信海，認識海才能從最根本發展海洋觀光遊憩

與兼顧安全、教育等面向。



166 167

議
題
五 

永
續
海
洋
政
策
與
管
理

廖文弘 科長 / 內政部營建署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會先訂保護區區位，後續由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與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海岸保護計畫。

林慈玲 次長 / 內政部
第八屆在邱文彥教授的協助之下本來海委會成立在即，然各

方對海洋部還有其他的聲音，依照目前進度要等民國107年才會

重啟討論，在中間各相關不同的學者專家也可以提出建議。在此

之前，內政部不論在《海岸管理法》、《區域計畫法》或往後的

《國土計畫法》都會扮演相當的平台，若內政部無法處理的，會

上到行政院。

劉光明 教授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我們都知道海洋是立體的，例如以3浬的管理，在臺灣的東西

部會有不同的情況，請問在規劃時的考量。

簡連貴 教授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
誠如劉教授所提，海洋的規劃與陸地是不一樣的，尤其臺灣

東西部地勢與海域環境差異大，目前臺灣海域規畫其實可說尚未

正式開始，目前僅就其合法的使用現況進行瞭解與使用競合的處

理，未來科學調查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並在當中要納入時間的考

量。海是變動的，定期檢討的機制需要有適當的考量，進行動態

的考量。

廖文弘 科長 / 內政部營建署
內政部在蒐集資料時、表面、水中與底土的資料都會蒐集，

立體的資料在蒐集的範疇。

簡連貴 教授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
為配合非都市計畫使用開發許可的改變，目前以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所核定的稱之為合法，其實當中資料有些許差異，包含

使用的期限、未來須檢討的、有償的使用等，都需要慢慢建立共

識。



NGOs與青年論壇
主持人：	陳曼麗	 立法委員
	 賴榮孝	 荒野保護協會	前理事長

◎版權所屬：<a href='http://tw.123rf.com/profile_ryanking999'>ryanking999 / 123RF 版權商用圖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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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件事讓海洋變得更美麗

翁珍聖
財團法人海洋公民基金會	執行長

海
洋公民基金會是由我們這一群關心海洋環境、熱愛澎湖的

人，以公民力量小額捐款方式所組成；竭盡全力投注於環境

工作，冀能成為臺灣關鍵的海洋守護平台，實現環境正義，為自

己與後代子孫締造一個永續的未來。

三個核心工作：海洋守護、環境教育、公民參與。
兩個主要對象：海洋、澎湖。

用科學方法積極行動 －
． 取得人、環境與資源利用，三者平衡，並以達成彼此間最大

利益。
． 協調企業、政府、學界、非營利租織、公民共同合作來解決

問題。
． 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角度多元網路型態的全面

解決海洋問題。

海洋環境的永續發展 －
◎定義問題解決問題

． 我們試圖解決海洋環境面臨的嚴峻問題
． 氣候變遷
． 過度漁撈
． 海洋廢棄物
． 環境教育之海洋學與澎湖學推廣
． 澎湖島嶼環境與住民福利之關心

◎永續發展行動

從基礎的認識、理解串起後續的搜尋、關懷、行動與分享，

並看到每個理想的實踐，海洋基金會結合學有專精的董監事會、

執行辦公室和志工群勤力的投入與堅持，希望的便是為海洋環

境，為我們的孩子留下一個永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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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外公過去在海軍服役，小時候常常聽外公講海上的故事，

他曾經在颱風季的八月，把這艘驅逐艦從太平洋的一頭帶到

另外一頭，我對這些故事很熟悉，也深受大海吸引。後來研究所

決定作海洋科學，對我來說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很多人會問我：

海洋所到底在唸什麼呢？台大有海洋所嗎，是不是在舟山路上的

造船系？

在不斷解釋海洋研究的範圍之後，開始有個想法：如果大部

分人對於和海洋有關的事情如此陌生，也許應該把這些寫下來。

兩年前，我跟庭君創立滔滔，從去年開始，滔滔也有新夥伴加

入。我跟庭君都是學漁業的，深知在管理上的關鍵，很多時候並

不是科學，而是參與其中、生活與海洋息息相關的人。滔滔這個

名字是海浪的聲音，也是大海想說的話，那時已經有由研究者主

筆的英文網站，但中文一直缺乏這樣的平台，我們希望可以透過

各種書寫，把這個中英文知識上的落差、還有人與海的距離拉近

一點。

在滔滔發表的將近兩百篇部落格文章中，有時人們會對過去

不曾知曉的生物感到驚嘆，像是生活在遙遠極區、有如神話生物

的獨角鯨，其實和人一樣有著敏感性牙齒1；或者訝異於海洋生

物能夠發揮更高價值。比如今年綠島的龍王鯛事件，曾有學者估

計，保育良好的龍王鯛魚群，為帛琉所帶來的觀光產值將近六千

萬美金2。滔滔也會就時事議題，從一般中文媒體不曾觸及的層面

與角度進行觀察評論，例如最近的英國脫歐議題，事實上和英國

在歐盟內的共同海洋及漁業政策於國內法的落實有關，脫歐後是

否繼續這項政策，也是令人頭痛的問題3。

這些或許是許多人印象中的滔滔。不過，讓我們驚訝的是，

就後台看到的瀏覽數字而言，滔滔最多人瀏覽的文章其實是這一

篇—溺水和你想像的不一樣4。這篇是由曾任美國海岸警備隊救生

1  《有敏感性牙齒的獨角鯨》http://bit.ly/2bPNiOm
2  《千金難買龍王鯛》http://blog.oceansays.info/2014/06/blog-post_30.html
3  《英國脫歐關海洋什麼事？》http://blog.oceansays.info/2016/06/brexit.html
4  《溺水和你想像的不一樣》http://blog.oceansays.info/2015/07/drowning.html

離海近一點

杜貞儀
台大海洋所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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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Mario Vittone所寫，他根據多年的經驗以及實際研究結果，告

訴大家：溺水的人是沒辦法大聲喊救命的，那些電視上演的溺水

場景，在現實中非常罕見。我取得他同意後，把這篇文章翻成中

文並刊登在滔滔上，也得到很大的迴響。除了原作者的感謝，還

有許多從事水上活動的人、潛水教練和溺水的生還者告訴我，這

才是他們碰過的真實狀況，終於有人把這件重要的事情寫出來，

希望能有更多人知道。

我想，人會對無法掌握的未知感到恐懼：對水的恐懼，還有

對開闊無邊的大海恐懼。只要多知道一點點，就可以勇敢一點點

去靠近它。就像在海邊的警告標示一樣，它告訴我們這裡有哪些

狀況，用意是讓人能衡量自己的能力作決定，來維護自身安全。

我相信只要人有足夠資訊，就能幫助我們作更好的決定。關乎個

人的時候是如此，對於國家的政策就更是這樣。因了解而克服恐

懼，才能去珍惜我們的海洋。

海
岸線是進行海洋環境教育最好的場域之一。

英國地理學會早在1943年便開始有系統的調查英國部分地

區的海岸線，啟發了許多海岸研究的向度，更在2000年辦理超

過一萬名中小學生集體系統性的調查海岸環境的大型教育活動—

Coastline 2000。

本會自2008年以來已徒步繞行臺灣海岸線四圈，是全臺第一

個以徒步海岸線為環境教育方式的團體，持續記錄與傳播各地海

岸地質、生態、人文、產業、環境破壞的現況，深覺直接站海岸

現場，進行多面向的深度分享，是非常深刻與紮實的環境教育，

不論您的年紀與關注為何，沿海岸線徒步旅行，都是最棒的海洋

環境教育方式。

試著去你周遭的海岸邊走走吧，用眼、用心記錄生養我們的

土地，生命只有走出來的精彩，沒有等待出來的輝煌！

走出來的海洋教育

郭兆偉
社團法人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秘書長



176 177

N
G
O
s
與
青
年
論
壇

聽
說，聽老一輩的人們常說，臺灣原本擁有非常美麗的海洋

生態，以及十分豐盛的漁產。那是我們多數年輕一代，

七八九十年級生，不曾親見的壯麗富饒，

21世紀的全球海洋，面臨氣候變遷的挑戰日益嚴峻，而人類

的超量利用亦使得海洋資源急速枯竭，臺灣也不例外。然而，臺

灣海洋事務到目前仍未有專責單位。臺灣雖自詡為海洋國家，卻

缺乏「海洋思維」，當各國過去二十多年，陸續設立「海洋部」

等海洋專責機關時，臺灣仍舊習慣以大陸視角思考海洋，且不認

為海洋事務具有獨立專業性。

因此，海洋事權分散在中央22個部會單位，卻解決不了一籮

筐的、急迫的、卻跨部會都難以處理的海洋危機：攸關國家糧食

自給安全的「海洋無魚」、攸關藍色國土保育的海洋棲地破壞、

海洋垃圾與汙染，更遑論進一步主張我國海洋主權權利、保育領

海及經濟海域的生態資源，和提升海洋各類產業發展。

緣此，從陳前總統水扁執政時期，政府組織改造即提出籌設

「海洋事務部」，在立法院被退回數十次，馬前總統英九亦提出

「海洋部」政見，最後在2015通過「海洋委員會」組織法(及海巡

署、海洋保育署、國家海洋研究院組織法)，並曾口頭允諾日後提

升為「海洋部」。然而，當時原本要一起三讀的各部會組織法，

卻因立院當天修憲破局，而導致海洋組織法三讀宣讀完畢後，即

告休會。如今喜聞行政院計畫全盤統整政府組織改造，我們年輕

一代誠摯呼籲：

1.	 	成立海洋部。海洋事務一定要有專責機關，勿再拆散到各
部會。

2.	 	海洋部下維持設有「海洋保育署」及「國家海洋研究院」，
提升海洋政策研擬與保育能量。

3.	 海洋部納入漁業署及水試所等相關影響海洋生態的單位。

海洋部，你在哪？

林愛龍
台灣海龍王愛地球協會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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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年輕人對海洋有著諸多夢想、真切渴望實現，絕對不想

放棄海洋。相信那其實也是橫跨老中青的祝願。海洋，在過去的

政府架構下，成了面對不了海洋危機的窘境，未來，如果沿用過

去幾十年的架構繼續處理海洋，缺乏由上到下、由中央到地方統

一的行政力量，海洋恐怕不會有所不同。因此，若想要找回曾經

美麗豐盛的海洋，「海洋部」恐怕是最後的希望了。為了給我們

臺灣「海洋國家」最後一次機會，期盼政府勇敢的設立海洋部！

以下是成立海洋部後，亟待解決之事：

1.			統籌規劃臺灣對各海域的藍色國土之主張及作為，以南沙為
例，目前漁業署、海巡署、內政部等單位各做各的，缺乏一
致性、有整體戰略目標的經營管理方向、進程與節奏。

	 	包括捍衛臺澎金馬經濟海域所需之海巡能量與保衛南沙、釣
魚台能量的調節。

2.	 	全面遏止、根絕中國走私魚貨進入臺灣
3.	 	處理12浬領海內各縣市永續漁業管理怠惰與海洋保護區落

實的議題。
4.	 	船舶管理、各類港口總船席位數量管理包括民怨甚深的保麗

龍、獨木舟、橡皮艇等所謂不具船形的迷你小船管理。
5.	 	處理濱海工廠、農藥、家庭廢水污染海洋問題，包括設置各

漁港、各海洋觀光區簡易污水處理廠。

6.	 	處理海洋廢棄物(包括漁業廢棄物)問題。
7.	 	釣客執照、行為、漁獲管理。
8.	 	不適宜繼續耗資維持的港口之廢存總盤點、執行。
9.	 	結束戒嚴時期「海禁」所需之一切科技雲端管理準備及修法

作業
10.	海域多功能使用規劃的衝突處理。
11.	改良船舶擱淺預警處理程序
12.	 	統合整各級海洋教育師資、教材，包括中小學、高等教育

及公民推廣教育等。
13.	其他所有過去跨部會長期相互推託的海洋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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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多人在現實生活動都有不同工作，但都是NGO的一份子。

對於這個研討會，我從第一屆開始參與，當時我是以NGO

箱網協會秘書長的身分參與。雖然這些年來主要從事海鮮工作，

但NGO身分從來沒有斷過，也充分理解NGO可以做的事情。

在座許多NGO份子都關心海洋，但因為背景不同，而對海洋

有不同的憧憬與認知。但有時候，太多美好的想像，可能跟實務

有落差，而造成失落感，這些想像，有時候需要更多的投入才能

夠成真。

而人民與政府的關係也是值得思考之處，過去的威權時代，

政府代表人民做出所有決定，但人民逐漸成長，有獨立思考想

法、更多意識。人民反過來對政府有很多要求，這也相對讓政府

有更多權力，但事情就一定做的更好嗎?

所以，大家應該發揮NGO的力量，有些事可以從政府手中拿

回來做，或許對產業的發展會更好。

鱟
」是相當古老的海岸大型節肢動物，最老的化石甚至有4億5

千萬年，是三葉蟲現存的唯一近親。在生態上，鱟是沙泥岸

海岸旗艦物種，是海岸健康指標；鱟卵也能提供給候鳥遷徙食用。

在生物醫學上，鱟血可製成鱟血試劑，可敏銳地檢測出醫藥疫苗中

是否有細菌內毒素，以避免侵害人體，引發敗血症，可說是救過各

個打過疫苗的我們。而在文化上，鱟也不曾在人類食衣住行育樂缺

席，例如金門早期門楣會掛上用鱟殼繪製的虎頭牌以驅魔避邪，傳

統食具也有用可耐熱的鱟殼製成的鱟杓來舀湯。那麼除了對人類實

用的價值之外，如果鱟消失了，又會發生什麼事呢？答案遺憾的是

沒人知道，因為未來甚至沒人會記得鱟的存在。

「

※  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鱟專家群，為國際各地的鱟研究專家與NGO成員藉由IUCN匯集運作
的團隊，為鱟的保育分成棲地管理、族群監測與大眾教育三個行動小組。目前在2013年成功
阻擋越南三棘鱟出口至美國，以保育亞洲鱟族群。

海洋公民的自覺－大NGO小政府 何處是鱟江? 
海洋生物與文化多樣性的消失

徐承堉
湧升海洋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人

楊明哲
嘉義大學生物資源系	博士後研究員
IUCN鱟專家群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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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以前的基隆港曾經是個天然曲折美麗的海灣，灣內有

兩座島，一個叫鱟公島，一個叫鱟母島（圖1）。兩島相鄰對望，

在霧氣煙嵐凝聚中，宛如一對鱟正往沙灘爬行準備產卵的習性一

樣，為當時著名的基隆八景之一鱟嶼凝煙。人們如何得知鱟之

名，又為何命名鱟島？只因曾有大量的鱟族群生活在基隆港中。

圖1  1899年第一期基隆港築港之前之平面圖。圖片來源：基隆築港誌圖譜。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
編纂，1916年。（國家圖書館館藏）

然而，這對鱟嶼夫妻在1906年日治時期基隆港第二期擴建

工程中已分別遭剷除及填埋（圖2），過往的「鱟嶼凝煙」就此

除名，棲息其中的鱟也就隨著港口取代沙泥灘而走入歷史。何處

是鱟江?基隆曾經就是鱟江，只是隨著鱟的消失，也從人們記憶

消失。100年後的今日，問任何一個基隆鄉親老少，恐怕極少有

人知道基隆有鱟。事實上，鱟僅僅是海洋生物之一。邵廣昭老師

研究團隊曾調查核一廠入水口的魚種，發現30年來北海岸魚種從

120種銳減至30種，只剩1/4，此間代表各式的海洋文化也從中默

默消失。文化的過去叫歷史，知歷史才能知失去什麼；文化的現

在叫生活，知生活現狀才會珍惜擁有；文化的未來叫遠景，珍惜

現在才會有未來。

圖2  1906年第二期基隆港築港工程之平面圖。圖片來源：基隆築港誌圖譜。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
編纂，1916年。（國家圖書館館藏）

在科學上，生物多樣性是生態基準線最基礎的資料，當環境

受到衝擊，才可得知環境與生物受到的損失有多大。2001年，當

臺灣南部墾丁外海發生「阿瑪斯號」擱淺油汙事件，因為缺乏基

礎生態資料，遭法院認為無足夠證據證明、或認定該損失與油污

間沒有存在因果關係，而失去求償的利基；而後以至今年發生數

起的船擱淺油汙事件，窘境也仍在重複發生-缺乏基礎生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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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人人都相關的文化層面上，生物多樣性的延續是一種

記憶的傳承，當海洋生物多樣性消失了，傳承也會點滴流逝，最

後海洋文化多樣性也就跟著消失了。唯有引起更多跨界族群的關

心，才能有反思以及實質的行動。

人
在一生當中，每個經驗的第一次都會印象深刻，例如：第一

次的戀愛、第一次聽到孩子開口說爸爸的那個瞬間。今天要

問大家一個有點困難的問題，大家還記得第一次與海洋相遇的片

段嗎？ 

這個問題大家應該需要一點時間思考，我先跟大家分享一個

經驗。大概五年前在海生館的後灣進行潮間帶環境解說的時候，

有一組來賓是一對父女，他們在我解說的過程當中，一直站在遠

遠的，海浪打的到腳的地方，都沒有湊在我的周圍聽導覽，後來

與這組來賓了解以後才知道，他們是來自於中國，原來當天是那

個小女孩人生中第一次碰到大海，第一次被海浪打到腳。小女生

用閃閃發光的眼神及像是用人生中所有學過的形容詞，來告訴我

剛剛她與大海的第一次接觸，有多悸動及多澎湃。

你還記得海嗎？

蔡秋晨
慶陽海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環境解說員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營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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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要提及這次的經驗，因為我當時心裡非常的驚訝，

不是驚訝於她的第一次相遇，而是驚訝我自己。我住在一個海島

國家，我每天工作都在海邊，但是我當時完全記不起來，我與海

洋的第一次相遇是什麼時候，而且我也完全想不起來，海洋什麼

時候讓我可以這麼激動並且發出漣漪。

不論在屏東的海生館或是基隆的海科館，其實我都會認為，

第一線環境解說人員都太注重知識的傳播，我們強加很多知識給

民眾，他們可能聽得當下會覺得哇！好有道理！！但轉身到了下

個展廳，他們可能就忘記了剛剛的知識。在解說這部分，我認為

我們都說得太多聽得太少，或者是我們講了很多認為該講的，忽

略了遊客想要聽的，我一直認為如果要達到保育效果，應該要增

加多一些情感上的累積，幫助遊客找到與海洋之間的連結，那

麼，不用太多的知識累積，也可以延長遊客想要保育海洋的心，

且一直在他的腦海當中發酵。

所以回到初衷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知道大家回想起與海

洋第一次相處的經驗沒有，我與海洋第一次相處的經驗是在基隆

的和平島，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和平島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想必我的經驗應該是很浪漫才是，我與海洋相遇的經驗是在我漫

步在海水浴場的岸上的時候，被我哥哥一把推到海裡面，所以我

第一次與海洋相遇的經驗是溺水，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我應

該要恐水才對，但是我卻還是深深被海洋吸引。

各位及我自己繼續在海洋的領域耕耘，大家都會覺得目前海

洋的情況很危急，總覺得再不保育，就要來不及了，但依我非科

學研究，現場解說的經驗，發現民眾的海洋意識真的有慢慢的在

提升，五年前發起淨灘的活動，會有多少人參加？現在多少人自

主在淨灘？五年前講到龍王鯛大家會想到什麼？五年後也就是大

家怎麼想龍王鯛？ 所以我很期待大家可以一起創造臺灣的民眾與

海洋的第一次相遇的經驗，而且希望是美好的。

如果大家都可以一直記得自己與海洋的美好相遇，我想培養

良好的海洋素養就不是問題，如果一直朝著這方向前進，必定能

成就臺灣特殊的海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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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設計了一套完整方案，利用船上甲板架設攝影機，負責拍

攝捕撈上來的漁獲照片，系統會幫我們辨識這是哪隻魚，

和幫我們計算數量。當漁獲置於重量感測器的位置時，同時也會

顯示重量。系統可合併人工撰寫漁獲其他資訊，傳送到本漁船上

的server存放，使用者隨時都可以藉由手持裝置看到我們的漁獲資

料。當船靠岸，船上的server會自動同步到網際網路上的研究中心

資料庫，讓全世界的使用者都可以自由存取。是本屆2016全球魚

客松臺北場的第三名專題實作。

前
幾天半夜執行海上巡邏勤務，從雷達螢幕上發現1個目標，

正沿著岸際從蚵仔寮往南移動，由航跡研判應該是拖網漁船

正違規在3浬內作業，立即關閉巡防艇航行燈與甲板燈，朝可疑目

標航行方向攔截。

關閉航行燈與甲板燈，是為了避免對方發現巡防艇特有的高

桅燈和藍白塗裝，在巡防艇進入攝影範圍前就把網具收回，導致

無法蒐證違規行為。

果然在距離左營外1浬海域，發現1艘漁船正違規拖網作業，

對方發現巡防艇靠近立刻停船收網，但是我們早已經開始攝影，

從起網到網具拉上船艉的過程、網具內漁獲、時間、經緯度和距

岸相對方位，將拖網漁船的違規事實全程蒐證。

為了使違規事實更加明確，蒐證完畢後我們對違規漁船實施

登船檢查。

登檢人員還沒跳上違規漁船，船長已經不斷大聲求饒，並且

作勢要下跪。

魚客松－以科技提供新方案
FiCoMaL: FishCounts / MarineCounts -Auto logbook

劉秀雯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工系

海域執法經驗分享

曹宏維
海洋巡防總局第五(高雄)海巡隊	分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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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託啦！放我一條生路！拜託啦！」

登檢人員跳上違規漁船後，船長除了繼續大動作的求饒，情

緒明顯更加激動，眼看場面有點快失控，為了避免發生不必要的意

外衝突，我立刻再把巡防艇靠過去，跳上違規漁船直接面對船長。

「船長，你有什麼問題嗎？」

「我給你們拜託啦！不要開單，放我一條生路啦！」

「沒辦法，你在1海里拖網，已經違規了。」

「拜託啦！不要這樣啦！」船長又作勢要下跪。

「船長，你不要這樣，攝影機在旁邊拍，這樣很難看，有話

你好好講。」

「拜託啦！我有兩個小孩要讀書！你這樣開下去我會死

啦！」

「⋯⋯⋯。」

「拜託啦！」

「沒辦法，你可以下次不要違規。」

重複幾遍這樣的對話後，船長大概知道我們的立場堅定，開

始改用咒罵的方式發洩。

「好啦！讓你們開啦！我又不是沒有被開過！你們會有報應

啦！」

「⋯⋯。」

「你自己摸著良心，你今天這樣給我開下去，你對得起天公

伯嗎？」

「我依法執行公務，對得起任何人。」

「你會有報應啦！」

這時候船長轉頭看到填寫登檢紀錄表的同仁正拿著他的證件

在抄寫船籍和人員基本資料，一把將證件奪過來。

「是會不會寫啦！寫這麼慢！」

「你現在立刻把證件交給他，攝影機在拍，你如果碰到他，

多辦你一條妨害公務。」

「⋯⋯。」

在船長的咒罵聲中，我們完成了登檢任務。

「好了，簽名。」

「有沒有簽都一樣啦，我不要簽！」

「你確定你不簽？那我註明你拒簽囉。」

「拿來啦！」

船長在登檢紀錄表上簽名後，我說。

「謝謝。」

「你還跟我謝謝！」

「謝謝你的配合。」

「#@%*#@$&！」

做該做的事情，薪水領得理直氣壯，對得起自己的良心，那

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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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策發展若見仁見智，無法凝聚共識，當窒礙難行，臺灣海洋

事務的發展亦面臨同樣的窘境，協商無數次，各方引頸期盼

的海洋委員會組織四法，因為新舊政府沒有共識，現在還躺在立

法院。

不難理解，不在上位難以權衡各方利益；不在政府部門的

人不知道行政工作的繁瑣；不在產業界不知道實務運作的情況；

不在學界難以挹注研究的資源；但有時候當外界沸沸揚揚的一頭

熱，關係至切的權益關係人還是沒有太大的感覺？沒有任何一項

海洋事務屬於單一領域的範疇，我們期盼，加速推動臺灣海洋相

關事務的發展。如何能讓各權益關係人在追求各自目標時，與永

續的海洋環境取得平衡？

多溝通似乎是凝聚共識的最好的方法。這兩年，每次訪問漁

民朋友，他們最常跟我們說的話就是：小姐，你們坐辦公室的都

不懂啦，我們總是笑笑地回，阿就是不懂才要請教你啊，大部分

的漁民朋友還是很願意跟你談談的。這邊舉一個例子，我們蒐集

了國內外相關文獻，列出目前被認為最威脅海洋生態系的幾個因

子（過漁、海洋垃圾、水溫升高、棲地破壞、幽靈漁撈、網具型

態、廢棄水汙等等）去訪問漁民朋友，猜猜前三名被選出的因子

是什麼？ 

168位漁民中，被認為最破壞海洋生態系的原因前三名包含棲

地破壞(沒有健康的生態系，被網具覆蓋)、過漁、混獲，而外來

種的威脅則排在最後一名。為什麼前面要各位猜猜前三名被漁民

認為最破壞海洋生態的因子？也許我們可以從科學文章去找到答

案，或許我們可以去實地觀察找到答案。但是如果不花時間去溝

通，我們不會知道真的在那片海上的人心裡的想法是什麼，以協

助問題改善為目的取代一昧的指責，這才是能加速海洋相關事務

推動最健康的態度。

溝通有用嗎？把半年訪談的資料拉出來檢視，溝通一定能

感性與理性的海洋保育

廖君珮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博士生



194 195

N
G
O
s
與
青
年
論
壇

達到某些效果。訪談中有一題是問，你對海洋保護區的看法怎麼

樣？通常題目還沒問完就得到非常不同意的“表情”，總體而

言，168位漁民對其作業水域海洋保護區劃設的支持度(同意與非常

同意)是35%，其他58%是非常反對。但當我們先從三浬開始，或

是在目標魚種孕卵的高峰期先停一停，一起坐下來談談海洋保護

區的規劃，您同意嗎？這時候同意度變成了77%。溝通最重要的是

不是你一個人一直說，聆聽，才是溝通最困難完善的部份。海洋

是公共財，其使用權利與其所提供的服務歸全民所有，而以海為

生的產業如漁業，有優先使用的權益，但使用時應同時尋求與維

護全體民眾與未來世代也能享受這片藍色國土提供的權益。

海洋事務絕對不單只是談漁業，還有沿海棲地保護、科技發

展、科學研究、再生能源探討、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海岸管理、

海域空間規劃管理、氣候變遷等等議題。近年來我們陸續通過

《濕地保育法》、《海岸管理法》、《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

以及預計107年才要重啟討論的「海洋委員會組織四法」，距離國

際間的立法時間，也算是齊頭趕上了。但今年國際上被歐盟發黃

牌後續的修法與作為，國內各縣市政府對海岸管理法的內涵與中

央解讀不同，離岸風電發展跟白海豚保育的競合，海洋產業人才

用學教考銜接問題等，都是身為海洋國家一分子的我們應一同關

心的。所以我時刻提醒自己，多跟自然溝通（有空就海邊走一走

吧，若可以撿幾片垃圾帶走更好），多跟科學溝通，多跟身旁夥

伴溝通，多跟老師請益，獨善其身先，但我也期盼中央政府對地

方政府的溝通、對部會間的溝通、對產業間的溝通、對教科文的

溝通，對國際的溝通，凝聚共識，儘速推展臺灣海洋事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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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高雄宣言

婆婆之洋，美麗之島！」臺灣四面環海，世世代代依賴海
洋，海洋不但塑造了「福爾摩沙」美麗的風貌，也是我

們生存發展的命脈。但在歷史脈絡上，與海若即若離、甚至漸
行漸遠的關係，使臺灣當前的制度和觀念裡「重陸輕海」，逐
漸漠視了海洋的存在與重要性，忽視了臺灣獨特多元的歷史和
關鍵的地理位置，海洋破壞與不當利用成為普遍的現象。我們
憂慮，如果沒有振興海洋的積極措施，臺灣終將成為一個「背
海國度」、「失海民族」！

海洋意識始於親海的行動，立於觀念的建構，成於知識
的傳導，長於科技的衍發，盛於產業的壯大，終將融入文化，
成就民族的特質。我們一致認為，臺灣的願景和未來的發展，
不能侷限於陸域觀點，而應該由「海洋世界」來重新審視臺
灣的定位。因此，我們主張：前瞻臺灣的未來，必須有「歷史
觀」、「世界觀」和「海洋觀」，展現宏觀的視野及海洋的思
維。我們認知到，海洋保護已經是國際重要的潮流。臺灣應該
向全球鄭重宣告，我將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精神，與
世界接軌，承諾成為一個親近海洋、熱愛海洋和保護海洋的國
家。

我們強烈呼籲，全國國民應該重新認識臺灣、了解海洋；
政府應優先保護重 要海洋資源，整合海洋管理體制，積極發展
海洋科技，輔導海洋產業發展，並 在根本上推動「人海新倫

「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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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管理，並納入國土計畫中，以塑造更為優良的沿岸及海洋
發展模式；

7.  整合與增修海洋、海岸相關法規，並定期修正「沿海地區自
然環境保護 計畫」及「海岸整體管理計畫」；

8.  強化海域執法之能力與設備，統合相關資源，追求更具績效
之管理模式；

9.  制定海洋永續之產業政策及發展綱領，推動責任制漁業及有
效的管理制度；

10.  規劃設置海洋園區，並建立社區參與之產業經營管理之機
制；

11.  以漁村為重心，結合漁港與海岸，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改善
漁村生活品質，活化漁村生機；

12.  落實海洋都會之構想，維繫航運、漁業、貿易之競爭力，並
結合生態、港灣、海岸與都會發展，規劃港灣發展，以提昇
港灣營運績效與生活品質；

13.  審慎評選規劃海岸工業之類型與區位，強化海洋污染防治與
應變能力，持續監測海域生態環境狀況，並針對遭致破壞之
海洋環境，進行改善、復育與彌補措施；

14.  保障親海權益，充裕必要設施，鼓勵民眾親近海洋，同時推
動對於生態環境體系友善之海洋觀光遊憩活動，並強化海上
觀光遊憩之安全與救難系統；

理」的重新建構．我們深信，下列「行動綱領」將使臺灣的海
洋特質，豐盈如海，國家發展的前景，寬廣似海；臺灣必然能
跳脫「島國」保守封閉的思維，大步迎向海洋、接納海洋，發
展為一個開明進取、格局恢弘、永續發展的「海洋國家」！

行動綱領：我們一致決議，呼籲政府各部會與全國民眾：
 

1.  尊崇「海洋是人類共同襲產」的原則，將追求海洋永續列為
國家發展最高目標之一；

2.  正視臺灣環海之地理事實，定期檢討海洋發展之願景與政
策，籌建完整有效之「海洋事務部」，大步邁向「海洋國
家」之路；

3.  重視海洋文化、歷史、文學與藝術之研究推廣，並鼓勵民眾
參與文化資 產之保存維護；

4.  強化海洋專業人才之培訓，建立適當考選管道，積極進用海
洋人才，以管理海洋事務及發展海洋產業；

5.  優先保護河口、潟湖、沙洲、珊瑚礁、海草床或其他濕地等
重要海岸系統，加強劃設海洋保護區，建構臺灣濕地保育
軸；

6.  強調以生態為基礎之手段，推動河川流域、海洋與海岸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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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對於氣候調節、生物繁衍、形塑文化、經濟發展、航
運交通、教 育研究等都很重要，帶給人類無窮的功能和

利益，也是臺灣世代子 民生存發展的重要資產。《1982 年聯
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後，各國莫不紛紛建立機制、採行具體
的行動來回應公約的要求，積極保護與 發展海洋。

2002 年，第一屆「海洋與臺灣學術研討會」在高雄召
開，會後出版《海洋與臺灣》系列叢書，並發表《高雄海洋
宣言》，啟動了政府積極發展海洋臺灣之序幕，並揭示全民知
海、愛海、親海的必要性。因此， 監察院於 2004 年《海洋與
臺灣相關課題總體檢調查報告彙編》，對於我國海洋事務之發
展發揮了重要之前瞻功能。政府隨之於 2004 年成 立「海洋事
務推動委員會」，2006 年發布《海洋政策白皮書》，2007 年
復發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2008 年初，馬英九總統也
在競選時 提出「藍色革命、海洋興國」的海洋政策。目前，主
要海洋大學中陸續設立海洋事務研究所與海洋文化研究所；內
政部正積極進行大陸礁層調查和海域功能區劃；漁業署積極參
與國際事務，大力推動生態漁業、永續漁業；最近，行政院組

15.  建立及整合海洋資訊，強化科技與研究能力，以支援海洋的
利用管理，並積極從事海洋資源合理利用的研發；

16.  成立國家海洋生物科技研發中心，發展臺灣特有海洋生物科
技產業，以提昇產業結構及國家競爭力；

17.  採行生態工法或近自然工法，納入景觀親水考慮，審慎評選
較佳建設方案，進行海岸保全與復育工作；

18.  採取積極步驟，建立參與管道，以結合民間機構、非政府組
織及學術等相關人士，發展良好的「夥伴關係」，共同致力
於海洋及產業的永續發展與 管理；

19.  因應「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議」的最新局勢，採取有效之作
為，與全球接軌，具體回應國際間對於海洋保護管理之呼
籲；

20.  將海洋教育納入國中、國小「九年一貫」系統，增加時數
與素材，給予國民從小接受海洋教育之機會；並透過師資
培訓、教育資源之整合強化與大眾媒體之協助，宣導海洋意
識，積極推動海洋文化，以建構二十一世紀「人與海的新倫
理」。

（2002 年 9 月 6、7 日於高雄市由海洋與臺灣學術研討會
所有與會者通過）

2009
臺北海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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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法也將修正，設置統籌政策、規劃、研發、管理和執法功能
的「海洋委員會」。這些發展，顯示臺灣正全 方位地逐步邁向
「海洋國家」之路。

然而，國際上的一些發展或趨勢，引起我們高度的關注。
例如， 氣候暖化，海平面上升，海岸地區可能面臨更為嚴重的
威脅。北極冰層崩解，「西北通道」有通航之可能，關係到未
來全球航運的重大利益。俄羅斯派出潛艇在北冰洋海床插旗宣
示主權，引發周邊國家的關切。日本通過《海洋基本法》，在
內閣成立「綜合海洋事務本部」，高度重視海洋權益；但日本
以「沖之鳥礁」主張 200 海里專屬經濟區及超過 200 海里之大
陸礁層，嚴重影響我國在西太平洋的權益。不久前，菲律賓以
「群島基線法」將我國南海固有領土中沙群島的「黃岩島」和 

南沙群島的部份島礁納入其主權範圍，明顯地侵害我國國家主
權，我們在此除嚴正抗議外，也瞭解到海域主權爭端和未來如
何開發合作，勢必是國際上持續關注的議題。今年 5 月 12 日
前，沿海國必須向聯合國提出大陸礁層自然延伸外界限的科學
調查證據，才能主張 200 海里以外的延伸大陸礁層。這些新近
的事件和趨勢，使我們深刻體認，海洋的重要性不但關係國家
權益、生態保育和經濟發展，海洋事務更是牽連多元、影響深
遠的國家大事。

海洋永續發展不僅是「海洋永續利用」的議題，更要關注
「海洋綜合管理」。在第一屆會議的基礎上，同時兼顧「海洋
產業、海洋教育、海洋臺灣」的綜合思考下，「第二屆海洋與
臺灣學術研討會」特別規劃「氣候變遷與衝擊適應」、「海洋
保護與資源復育」、「航運貿易與港灣再造」、「海洋科技與
創新發展」、「海洋產業與策略選擇」、「海洋教育與人 才培
訓」、「水下考古與文化資產」及「海洋法政與主管機關」等
八大議題，進行深入研討。本次研討會獲得了許多共識和具體
建議，應可作 為未來政府施政、產業發展、科技研發、專業訓
練和民眾教育的重要參考。

從2002年第一屆研討會至今，經過七年各方共同的奮鬥，
海洋 事務逐漸獲得政府重視，臺灣終將成立海洋專責機關。雖
然「我們看到了勝利的翅膀、聽到了勝利的聲音」，「海洋臺
灣、永續發展」的願景， 仍然需要群策群力，繼續努力！
【行動綱領】
我們一致決議，呼籲政府各部會與全國民眾：
1.  重申我國對於南海、東海的固有島礁領土與漁場之主權和權

益，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共享海洋利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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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逐步充實，建構完整、宏觀、強而有力的海洋專責部會，並
清楚定位其以海洋保育和產業發展為主軸之職能屬性，結合
「政策研擬」和「科技研發」的智庫機構，以支撐海洋相關
施政。

3.  展望「大海洋時代」的來臨，建議設立跨部會之高層協調機
制，整合外交、政治、經濟和國安等思維，加強護衛我國船
隻全球航行安全，以及在我國海域與國際水域資源開發、科
學研究及其他 利用之權利。

4.  制定兼顧保護、管理、利用之總體性海洋政策與具體的行動
計畫同時推動海域功能區劃，作為國家海洋永續經營管理之
依據。

5.  推動「海岸法」之立法，維繫「自然海岸零損失」政策，實
施海岸人工設施減量化，建立衝擊彌補機制，致力於海洋生
態與環境 之復育，以回復海岸的生機。

6.  評選具有自然景觀、生態體系、環境特色、社經利益或海
洋教育重要意義之地區，進行整合規劃，劃設為「海洋保
護區」或「科技與休閒園區」；努力追求我國領海20%的面
積，建構國家海洋保護區體系，同時強化其管理機制，避免
成為海上「紙上公園」。

7.  運用「山、河、海」一體的理念，整合流域與海岸管理，強
化陸上「黃色國土」和海域「藍色國土」的資源共治，有效
控制或減輕來自於陸源的海洋污染。 

8.  檢討及確立海岸工業區發展政策，減少溫室氣體及其他污染
物之排放，並積極開發綠色、海洋能源，為減緩全球暖化的
趨勢做最大的努力。

9.  建議成立我國因應氣候變遷國家級辦公室，以統籌及協調各
部會，推動各種海洋環境調適的策略與行動計畫。

10.  鼓勵水岸之研究與調查，發掘與保護當地自然、生態與
人文資源擬定策略綱領，推動「綠色港灣」與「綠色航
運」，以降低港區污染，強化人文、生態與環境之保護，
促進港灣周邊整體品質之提 升。

11.  呼應「海岸解嚴」的政策，鬆綁民眾及船隻出海限制，轉
型活化漁港，結合生態、環境與人文資源，於適當地區規
劃建立游泳、浮潛、深潛、操舟等親海設施，大力推動海
洋的觀光遊憩。

12.  保護離島之自然與人文特色，關注離島人口流失、居民福
祉和閒置設施活化等議題，追求島嶼之永續發展。

13.  獎勵及輔助民間公司，積極發展漁業、造船、航運、觀
光、遊憩、能源、礦產和科研等「海洋產業」，並選擇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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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領域，發展新興產業，促進海洋產業新高科技化，使台
灣快速發展為一個重要的「海洋經濟體」。

14.  加強漁業行政及科技人才之培訓，儘速擴增管理能量，善
盡管理責任，建構漁業科學數據蒐集分析體系，達成漁業
管理大國之目標。

15.  結合產、官、學、研各界，共同推動海洋生物科技及各項
知識經濟的研發，開創臺灣未來的「藍色生技產業」的高
峰，提升我國科技產業的永續競爭力。

16.  正視海運人才短缺、國際新興市場競爭和臺灣可能被邊
緣化的事實，政府與民間應整合航運供應鏈，促成產業聚
集，並講求創新，以提升國家競爭力。

17.  呼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之發
展，儘速完備「水下文化資產保護條例」之法規體系，確
立主管單位，結合官方與民間的力量，有計畫地進行水下
文化資產普查，培育專業人才，推動國際合作，逐步建立
臺灣水下文化資產特色。

18.  提供長期性的研究與教育經費，經常舉辦相關論壇，以加
強海洋法政之研究，落實國際公約之內國化，並強化兩岸
之交流研究，務實解決相關問題。

19.  整合港務、漁船、海巡等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有效進行海
域監控與管理，並建構大型巡防及救難艦，以強化海域執
法能量，維護我國海洋秩序與海上安全。

20.  有系統地持續研究調查，建立整合之海洋及海岸資料庫，
並儘速擴增管理能量，促進資源共享，同時加速建構完善
的海洋監測、資料蒐集與預警系統。

21.  強調「教」、「考」、「用」之結合，擬定周延之計畫，
提供適當考試 與升遷制度、就業之具體誘因、充裕的經費
和必要的實習場所與相關設備，以加強航運及各項海洋人
才之培育和訓練。

22.  提供更為充裕之經費，開發必要技術和設備，長期培訓人
才，進行海岸與海洋各領域（尤其水下及深海）之調查研
究，以加 強海洋的科學研究。

23.  運用淺顯易懂的教材與網路，經常舉辦體驗活動，推廣全
民海洋教育，謀求海洋開發利用與環境保護調和之自然共
生，促進海洋之永續發展。

24.  推動海洋教育各級教師的培訓，使其具有「以生命為本的
價值觀 以海洋為本的地球觀、以臺灣為本的國際觀」，奠
定「海洋臺灣」 的發展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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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臺灣、永續發展！」為了這項理念，我們始終沒有懈
怠，逐步推進。回顧2002年第一屆「海洋與臺灣學術研

討會」，我們發表《高雄海洋宣言》，揭示全民知海、愛海、
親海的必要性，啟動了政府積極發展海洋事務的序幕。

2004年成立「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2005「臺灣海洋
年」活動、2006年公布《海洋政策白皮書》、2007年《海洋教
育政策白皮書》和2008年《藍色革命、海洋興國》的政策，都
顯示主政機關的正向回應。2009年第二屆研討會發表的《臺北
海洋宣言》，再進一步為臺灣描繪永續發展的新願景和具體策
略，期待促成「海洋國家」的實現。我們欣見政府提出《東海
和平倡議》，臺日、臺美間簽訂雙邊漁業協議或備忘錄，也逐
步解決臺菲漁業糾紛，深化我國參與國際漁業組織，但東海及
南海仍然波濤洶湧；我們檢視「藍色革命、海洋興國」的海洋
政策仍待落實，臺灣邁向生態、安全、繁榮的海洋國家還需努
力。

我們深刻了解，臺灣四面環海，國家安全、社經福祉和世
代發展，必須依賴海洋；我們更體認到，海洋對於氣候調節、

「

2014海洋臺灣
行動綱領

25.  有計畫地長期培育涉外人才，積極參與海洋相關之國際組
織、主辦國內訓練營和國際會議，爭取國家海洋之權益。

26.  「海洋與臺灣學術研討會」應成為海洋事務重要論壇，由
相關部會協力合辦，作為產、官、學、民海洋與相關領域
之對話平台，必要時，得就急要問題進行圓桌論壇，逐步
打造臺灣的「軟實力」。

27.  訂定海洋日，積極回應海洋各界期待，展現執政魄力，
落實「藍色革命、海洋興國」之海洋政策，帶領臺灣成為
「生態、安全、繁榮的海洋國家」。

（2009 年 4 月 25 日「第二屆海洋與臺灣學術研討會」所有與會者一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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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繁衍、形塑文化、經濟發展、航運交通、教育研究的重要
性；在《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框架下，臺灣對於海洋利
用和保育責無旁貸，海域主權爭端和未來如何開發合作，勢必
是國際上持續關注的議題。

我們體認當前臺灣海洋人才出現嚴重斷層、海洋保育權責
不清、海洋機關尚待強化、相關法制有待建立、文化資產必須
保護，以及海洋產業仍需大力研發與推動。

有鑑於此，本次會議邀集產官學民各界，集思廣益，於茲
公布《2014海洋臺灣行動綱領》，期盼群策群力，立即行動，
開創臺灣藍海新機運、再造人海新倫理。

我們一致決議，呼籲政府各部會與全國民眾：

（一） 海洋治理與體制建立
1.  「海洋委員會」應為綜整海洋政策、規劃與執行之機關，明

確定位以海洋保育研究發展、教育訓練、產業永續和海域執
法為主軸之職能屬性，強化其組織架構研議增設與其相應之
專責機關（構）及基金，以儘速通過「海洋委員會」組織
法，使其在「海洋部」尚未設立前，成為功能完整的海洋主
管機關。

2.  建立「臺灣海洋健康指數系統」，結合產官學民之力量，定
期評估臺灣海洋狀況，以維護臺灣海洋健康的長程發展。

3.  針對海洋在國防、漁業、保育、文教、交通、能源、礦產、
觀光、科研等多目標使用的屬性，導引「藍色國土」的空間
規劃，檢討與研訂國土相關法律，推動海陸共治及永續發展
的目標。

4.  因應氣候變遷與海岸災害日益明顯的衝擊，應繼續推動「海
岸（管理）法」同時強化海岸地區易淹水及嚴重侵蝕地區之
防治，並對自然景觀和文化資產加強其保護。

（二） 海洋戰略與合作機制
5.  為促進區域和平穩定、經濟進步繁榮及海洋生態永續發展，

政府應持續推動「東海和平倡議」，並在南海建構類似合作
機制。

6.  建立體制內、外之海洋戰略智庫，研議、規劃海洋戰略，以
因應海域緊急突發狀況、宣示國家立場，支援海洋、外交等
機關相關作為。

7.  加強海洋相關機關之協調合作，統合國軍、海巡及漁政等機
關海上編裝實力與外交折衝交互支援，以確保我國海洋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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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重視海洋環境保護、人道救援暨災難救助，積極融入區域海
上安全合作機制使海洋戰略更見靈活，增加臺灣之國際支持
度和建立國際戰略夥伴關係。

（三） 科研整合與人才培育
9.  寬列海洋科研與教育預算，支持國內相關海洋海事學校及研

究機構發展，提升海洋、漁業與海事相關領域之人才培育與
研究能量，鼓勵年輕學子從事海洋研究。

10.  整合海洋資料相關管理單位的人力與資源，建置國家級的
海洋資訊中心及海象預報系統。

11.  增建並靈活運用海洋研究船及各式公務船舶，拓展海洋研
究；在作業安全前提下，建立人員培訓制度，適度開放漁
船供海洋科研運用。

12.  透過自主規劃或國際合作，增加對東海與南海海域及島礁的
研究，包括基本圖資、人文歷史、國際關係、海洋法律和能
源探勘等。

13.  整建租用或新造實習船及漁業訓練船，並協調運用商、漁
船實習艙位，強化專業知能並拓展國際視野。

（四） 災害防救與環境保護
14.  強化海洋、海岸災害防救機制與預警系統，採取整體性風

險管理措施，降低海洋產業受災害之影響程度。
15.  加強研究調查，從永續的觀點，規劃長遠而周延的海域空

間計畫，建立生態補償與糾紛處理機制，以謀求最大公共
利益。

16.  鼓勵海洋能源之發展及利用，推動海洋能源之發展。
17.  推廣「無痕」海洋理念，建立海岸及海域認養制度，以及

海洋垃圾監控體系，以減少海洋汙染。

（五） 永續漁業與資源保育
18.  加強責任制漁業管理，強化各項海洋漁業監控管理措施，

推動漁業資源保育措施，管控漁撈能力，強化相關機關間
協調，落實實施港口國措施，加強取締與執法，降低漁業
對生態相關物種之影響，嚇阻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的
漁業行為，以永續利用海洋漁業資源。

19.  加強資料蒐集、資源評估分析及科學研究，並落實以生態
系取向的漁業管理制度。

20.  建立海洋保護區分級制度，逐步提升「禁止採捕型」海洋
保護區之面積，並落實教育宣導與執法機制；建立海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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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源之監控機制，定期評估其資源變動狀態，以確實掌
控海洋保護區成效。

21.  整合各類型海洋保護區及相關保育法規，建立海洋保護區網
絡；並在東海及南海，倡議建立以保育為宗旨的合作機制。

22.  積極保護珊瑚礁、紅樹林、藻礁及其他濕地等重要海洋生態
系及脆弱敏感地區，建立常態性資料蒐集及定期體檢制度，
呼應國際保育趨勢，重視亟需保育之海洋物種，檢視增修相
關法規，並制定資源定期評估機制及生態系保育措施。

23.  配合《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最新發展及行政院推動
氣候變遷調適及減量相關計畫，應加速調整產業，評估海
岸社區治理效益，發展氣候監測科技與環境變遷服務產業
鏈，並檢討「國家最適減量行動」。

24.  積極參與國際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經由多邊與雙邊等形式
共同保育海洋資源。另應積極推動兩岸簽署漁業資源保育合
作協議，商討有效保育措施，並強力取締外來作業漁船。

（六） 藍色經濟與產業升級
25.  秉持生態環境永續、經濟發展以及社會公平之原則，積極

推動發展海洋相關產業，增加政府藍色經濟投資，建設海
洋產業關鍵設施，獎勵民間企業投資。

26.  提升研究發展量能，以資源、技術與創新等驅動力，轉化
高新科技，發展海洋新興產業。

27.  推動海洋漁業轉型升級，從傳統原料供應者轉換為產業加
值及服務供應者，擴大引用環保標章，有效整合產業鏈及
永續形象的品牌，以全球化的策略布局強化我國海洋產業
之全球地位。

28.  檢討與制定相關法令機制，獎勵及輔助民間公司，積極發
展文創、觀光、遊憩、能源、礦產等海洋新興產業，並建
立海洋產業行銷網絡，協助業者國際行銷。

29.  提升海洋養殖生產技術，重視水產品的品質與衛生安全，
促進其加工及多元化利用，生產優質的動物蛋白質，減少
對海洋資源之依賴，兼顧產業發展與環境和諧。

（七） 海洋生活與文化深耕
30.  建立海岸親水設施設置使用之規範，鬆綁海域活動管制法

令，充實親海設施之軟硬體，提供民眾安全親善的親海區
域。

31.  將海洋教育納入十二年國教課綱，整合學習內涵，確認發
展重點，同時統整海洋教育資源，建立各級學校間的縱向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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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4.7.1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400077031號令制定公布

第一條  行政院為統合海洋相關政策規劃、協調及推動，並辦
理海域與海岸巡防及海洋保育、研究業務，特設海洋
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  海洋總體政策與基本法令之統合規劃、審議、協

調及推動。
 二、  海洋產業發展之統合規劃、協調及推動。
 三、  海洋環境保護、資源管理、永續發展、生物多樣性

保育與污染防治之統合規劃、審議、協調及推動。
 四、  海域與海岸安全統合規劃、審議、協調及推動。
 五、  海洋文化與教育之統合規劃、協調及推動。
 六、  海洋科學研究與技術發展之統合規劃、審議、協

調及推動。
 七、  海洋人力資源發展之統合規劃、審議、協調及推

動。
 八、  海洋國際公約內國法化與國際合作之統合規劃、

審議、協調及推動。
 九、  所屬海洋研究及人力發展機構之督導、協調及推

動。

海洋委員會組織法

32.  善用出版、媒體、網路、各類博物館與在地文化資源，建
置完善的網絡，推動海洋社會教育。

33.  海洋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應更重視創意與海洋之必要元
素，並與地方特色結合，提升產業價值與精神。

34.  呼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之發
展，有系統地調查研究及制定我國《水下文化資產保存
法》，並規劃水下博物館及考古等教育訓練場域。

35.  加強海洋文史及文物保護研究，以及於海域、海岸、鹽
田、河川等地區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及評估，避免因散
佚與開發行為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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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其他有關海洋事務統合事項。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特任；副主任委員三人，其中

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另一人職務列簡任第
十四職等。

  本會置委員十七人至十九人，由行政院院長派兼或聘
兼之。

第四條 本會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五條 本會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  海巡署：規劃與執行海域及海岸巡防事項。
 二、  海洋保育署：規劃與執行海洋保育事項。
第六條  本會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

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前項編制表列有官等職等之人員，得在不逾編制員額

二分之一範圍內，就官階相當之警察、軍職人員及民
國八十九年隨業務移撥之關務人員派充之。

第八條  本會成立時，由其他機關移撥人員之任用、管理及權
利義務，依各該人員身分適用之相關法令辦理。

第九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中華民國104.7.1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400077051號令制定公布

第一條  海洋委員會為辦理海域及海岸巡防業務，特設海巡署 

(以下簡稱本署)。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 海洋權益維護之規劃、督導及執行。
 二、 海事安全維護之規劃、督導及執行。
 三、  入出港船舶或其他水上運輸工具及通商口岸人員

之安全檢查。
 四、  海域至海岸、河口、非通商口岸之查緝走私、防

止非法入出國及其他犯罪調查。
 五、  公海上對中華民國船舶或依國際協定得登檢之外

國船舶之登臨、檢查及犯罪調查。
 六、 海域與海岸巡防涉外事務之協調、調查及處理。
 七、 海域及海岸之安全調查。
 八、 海岸管制區之安全維護。
 九、 海巡人員教育訓練之督導、協調及推動。
 十、 其他海岸巡防事項。

海洋委員會
海巡署組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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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由海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其中一人
兼任；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
職等。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
等。

第五條 本署之次級機關及其業務如下：
 一、 各地區分署：執行轄區之海域及海岸巡防事項。
 二、  偵防分署：執行海域、海岸犯罪及安全調查事

項。
第六條 本署因應勤務需要，得設勤務單位。
第七條  本署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

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前項編制表列有官等、職等之人員，得就官階相當之
警察或軍職人員及民國八十九年隨業務移撥之關務人
員派充之。

第九條  本署與所屬機關人員之任用、管理及權利義務，依各
該人員身分適用之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條  本署及所屬機關為應任務需要，所需人員得以兵役人
員充任之。

 前項兵役人員，另以編組表定之。
第十一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222 223

中華民國104.7.1總統華總一義字10400077041號令制定公布

第一條  海洋委員會為辦理海洋生態保育與海洋資源永續管理
業務，特設海洋保育署（以下簡稱本署）。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 海洋生態環境保護之規劃、協調及執行。
 二、  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育與復育之規劃、協調及執

行。
 三、 海洋保護區域之整合規劃、協調及執行。
 四、  海洋非漁業資源保育、管理之規劃、協調及執

行。
 五、 海洋污染防治之整合規劃、協調及執行。
 六、 海岸與海域管理之規劃、協調及配合。
 七、 海洋保育教育推廣與資訊之規劃、協調及執行。
 八、 其他海洋保育事項。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或列簡任

第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海洋委員會
海洋保育署組織法

第五條  本署依據區域生態環境特性及管理需要，得設分署，
執行海域與海岸生態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育、海
洋生物資源利用之調查、規劃、協調、巡護與管理事
項。

第六條 本署因應勤務需要，得設勤務單位。
第七條  本署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

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九條  本署及所屬機關人員之任用、管理及權利義務，依各

該人員身分適用之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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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海洋委員會為辦理海洋政策規劃、海洋資源調查、海
洋 科學研究、海洋產業及人力培育發展業務，特設國
家海洋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

第二條 本院掌理下列事項：
 一、 海洋政策之研究。
 二、 海洋研究與發展計畫之研擬及執行。
 三、 海洋研究與發展成果及技術之推廣。
 四、  海洋研究與發展之資訊蒐集、人才培育引進及國

際合作。
 五、  海洋保育與海巡執法人員之教育、訓練、認證及

管理。
 六、 其他有關海洋政策、研究及人力發展事項。
第三條  本院置院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三職等，必要時得

比照獨立學院校長或教授以上資格聘任；副院長二
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必要時其中一人得比照
教授資格聘任。

國家海洋
研究院組織法

第四條 本院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第五條  本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及助理研究員職務，必要時得

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任之；其退休、撫
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辦理，並報請海洋委員會核定。

第六條 本院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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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5.1.6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400154511號制定公布全
文	47	條；定自105.5.1施行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保育自然環境與人
文資產，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強化國土整合管
理機制，並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追求國家
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國土計畫：指針對我國管轄之陸域及海域，為達

成國土永續發展，所訂定引導國土資源保育及利
用之空間發展計畫。

 二、  全國國土計畫：指以全國國土為範圍，所訂定目
標性、政策性及整體性之國土計畫。

 三、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以直轄市、縣
（市）行政轄區及其海域管轄範圍，所訂定實質
發展及管制之國土計畫。

國土計畫法

 四、  都會區域：指由一個以上之中心都市為核心，及
與中心都市在社會、經濟上具有高度關聯之直轄
市、縣（市）或鄉（鎮、市、區）所共同組成之
範圍。

 五、  特定區域：指具有特殊自然、經濟、文化或其他
性質，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範圍。

 六、  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指主管機關會商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就其部門發展所需涉及空間政策或區
位適宜性，綜合評估後，所訂定之發展策略。

 七、  國土功能分區：指基於保育利用及管理之需要，
依土地資源特性，所劃分之國土保育地區、海洋
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

 八、  成長管理：指為確保國家永續發展、提升環境品
質、促進經濟發展及維護社會公義之目標，考量
自然環境容受力，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與財務成
本、使用權利義務及損益公平性之均衡，規範城
鄉發展之總量及型態，並訂定未來發展地區之適
當區位及時程，以促進國土有效利用之使用管理
政策及作法。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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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全國國土計畫之擬訂、公告、變更及實施。
 二、  對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國土計畫之核定及

監督。
 三、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順序、劃設原則之規劃。
 四、 使用許可制度及全國性土地使用管制之擬定。
 五、  國土保育地區或海洋資源地區之使用許可、許可

變更及廢止之核定。
 六、 其他全國性國土計畫之策劃及督導。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擬訂、公告、變更

及執行。
 二、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
 三、  全國性土地使用管制之執行及直轄市、縣（市）

特殊性土地使用管制之擬定、執行。
 四、  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之使用許可、許可

變更及廢止之核定。
 五、 其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執行。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公布國土白皮書，並透過網際網

路或其他適當方式公開。
第六條 國土計畫之規劃基本原則如下：

 一、  國土規劃應配合國際公約及相關國際性規範，共
同促進國土之永續發展。

 二、  國土規劃應考量自然條件及水資源供應能力，並
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防災及應變能力。

 三、  國土保育地區應以保育及保安為原則，並得禁止
或限制使用。

 四、  海洋資源地區應以資源永續利用為原則，整合多
元需求，建立使用秩序。

 五、  農業發展地區應以確保糧食安全為原則，積極保
護重要農業生產環境及基礎設施，並應避免零星
發展。

 六、  城鄉發展地區應以集約發展、成長管理為原則，
創造寧適和諧之生活環境及有效率之生產環境確
保完整之配套公共設施。

 七、  都會區域應配合區域特色與整體發展需要，加強
跨域整合，達成資源互補、強化區域機能提升競
爭力。

 八、  特定區域應考量重要自然地形、地貌、地物、文
化特色及其他法令所定之條件，實施整體規劃。

 九、  國土規劃涉及原住民族之土地，應尊重及保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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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領域及智慧，並建立互利共榮機制。
 十、  國土規劃應力求民眾參與多元化及資訊公開化。
 十一、  土地使用應兼顧環境保育原則，建立公平及有

效率之管制機制。
第七條  行政院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有關機

關代表，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以合議方式辦理下列
事項：

 一、 全國國土計畫核定之審議。
 二、 部門計畫與國土計畫競合之協調、決定。
  中央主管機關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

有關機關代表，召開國土計畫審議會，以合議方式辦
理下列事項：

 一、 全國國土計畫擬訂或變更之審議。
 二、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核定之審議。
 三、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復議。
 四、  國土保育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之使用許可、許可

變更及廢止之審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遴聘（派）學者、專

家、民間團體及有關機關代表，召開國土計畫審議
會，以合議方式辦理下列事項：

 一、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擬訂或變更之審議。
 二、  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之使用許可、許可

變更及廢止之審議。

第二章	 國土計畫之種類及內容

第八條 國土計畫之種類如下：
 一、 全國國土計畫。
 二、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全國國土計畫時，得會商有關機關

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研擬相關計畫內容；直轄
市、縣（市）政府亦得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
共同研擬相關計畫內容，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納
入全國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遵循全國國土計畫。
  國家公園計畫、都市計畫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

之部門計畫，應遵循國土計畫。
第九條 全國國土計畫之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
 二、 國土永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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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基本調查及發展預測。
 四、 國土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策略。
 五、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條件、劃設順序、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六、 部門空間發展策略。
 七、 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八、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原則。
 九、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十、 其他相關事項。
  全國國土計畫中涉有依前條第二項擬訂之都會區域或

特定區域範圍相關計畫內容，得另以附冊方式定之。
第十條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內容，應載明下列事

項：
 一、 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
 二、 全國國土計畫之指示事項。
 三、 直轄市、縣（市）之發展目標。
 四、 基本調查及發展預測。
 五、 直轄市、縣（市）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六、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調整、土地使用

管制原則。

 七、 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八、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九、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建議事項。
 十、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十一、 其他相關事項。

第三章	 國土計畫之擬訂、公告、變更及實施

第十一條 國土計畫之擬訂、審議及核定機關如下：
  一、  全國國土計畫：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審議，

報請行政院核定。
  二、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擬訂、審議，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

   前項全國國土計畫中特定區域之內容，如涉及原住
民族土地及海域者，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
條規定辦理，並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擬訂。

第十二條  國土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
舉辦座談會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作成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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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以為擬訂計畫之參考。
   國土計畫擬訂後送審議前，應公開展覽三十日及舉

行公聽會；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登載
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
法廣泛周知。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
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主管機關提出
意見，由該管機關參考審議，併同審議結果及計
畫，分別報請行政院或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審議之進度、結果、陳情意見參採情形及其他
有關資訊，應以網際網路或登載於政府公報等其他
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第十三條  國土計畫經核定後，擬訂機關應於接到核定公文之
日起三十日內公告實施，並將計畫函送各有關直轄
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
開展覽；其展覽期間，不得少於九十日；計畫內容
重點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並以網際網路或
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未依規定公告者，中央
主管機關得逕為公告及公開展覽。

第十四條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擬訂機關對於核定之國

土計畫申請復議時，應於前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實施
前提出，並以一次為限。經復議決定維持原核定計
畫時，應即依規定公告實施。

第十五條  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期限，辦理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之擬訂或變更。但其全部行政轄區
均已發布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得免擬
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未依前項規定期限辦理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擬訂或變更者，中央
主管機關得逕為擬訂或變更，並準用第十一條至第
十三條規定程序辦理。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擬訂計畫之機關應視實際發
展情況，全國國土計畫每十年通盤檢討一次，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每五年通盤檢討一次，並作
必要之變更。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適時檢討變
更之：

  一、  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
事變遭受損壞。

  二、  為加強資源保育或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



236 237

  三、  政府興辦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
畫。

  四、  其屬全國國土計畫者，為擬訂、變更都會區域
或特定區域之計畫內容。

  五、  其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者，為配合全
國國土計畫之指示事項。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三款適時檢討變更之計畫
內容及辦理程序得予以簡化；其簡化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應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當地都市計畫主管機關
按國土計畫之指導，辦理都市計畫之擬訂或變更。

   前項都市計畫之擬訂或變更，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各該擬定機關限期為
之，必要時並得逕為擬定或變更。

第十七條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性質重要且在一定規模以上
部門計畫時，除應遵循國土計畫之指導外，並應於先
期規劃階段，徵詢同級主管機關之意見。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興辦部門計畫與各級國土計畫所定部門空
間發展策略或計畫產生競合時，應報由中央主管機關

協調；協調不成時，得報請行政院決定之。
   第一項性質重要且在一定規模以上部門計畫之認定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八條  各級主管機關因擬訂或變更國土計畫須派員進入

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調查或勘測時，其所有人、
占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不得拒絕。但進入國防設
施用地，應經該國防設施用地主管機關同意。

   前項調查或勘測人員進入公、私有土地或建築物調
查或勘測時，應出示執行職務有關之證明文件或顯
示足資辨別之標誌；於進入建築物或設有圍障之土
地調查或勘測前，應於七日前通知其所有人、占有
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為實施前項調查或勘測，須遷移或拆除地上障礙
物，致所有人或使用人遭受之損失，應先予適當之
補償，其補償價額以協議為之。

第十九條  為擬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應蒐集、協調及整合國
土規劃基礎資訊與環境敏感地區等相關資料，各有
關機關應配合提供；中央主管機關並應定期從事國
土利用現況調查及土地利用監測。

   前項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及土地利用監測之辦法，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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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資訊之公開，依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規定辦理。

第四章	 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及土地使用管制

第二十條 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原則如下：
  一、  國土保育地區：依據天然資源、自然生態或景

觀、災害及其防治設施分布情形加以劃設，並
按環境敏感程度，予以分類：

    （一）  第一類：具豐富資源、重要生態、珍貴
景觀或易致災條件，其環境敏感程度較
高之地區。

    （二）  第二類：具豐富資源、重要生態、珍貴
景觀或易致災條件，其環境敏感程度較
低之地區。

    （三） 其他必要之分類。
  二、  海洋資源地區：依據內水與領海之現況及未來

發展需要，就海洋資源保育利用、原住民族傳
統使用、特殊用途及其他使用等加以劃設，並
按用海需求，予以分類：

    （一） 第一類：使用性質具排他性之地區。
    （二） 第二類：使用性質具相容性之地區。
    （三） 其他必要之分類。
  三、  農業發展地區：依據農業生產環境、維持糧食

安全功能及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之
情形加以劃設，並按農地生產資源條件，予以
分類：

    （一）  第一類：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維持糧
食安全功能或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
良設施之地區。

    （二）  第二類：具良好農業生產環境、糧食
生產功能，為促進農業發展多元化之
地區。

    （三） 其他必要之分類。
  四、  城鄉發展地區：依據都市化程度及發展需求加

以劃設，並按發展程度，予以分類：
    （一）  第一類：都市化程度較高，其住宅或產

業活動高度集中之地區。
    （二）  第二類：都市化程度較低，其住宅或產

業活動具有一定規模以上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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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其他必要之分類。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案件，應以位屬城鄉發展地區者

為限。
第二十一條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土地使用原則如下：
   一、國土保育地區：
    （一）  第一類：維護自然環境狀態，並禁止或

限制其他使用。
    （二）  第二類：儘量維護自然環境狀態，允許

有條件使用。
    （三）  其他必要之分類：按環境資源特性給予

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
  二、 海洋資源地區：
    （一）  第一類：供維護海域公共安全及公共福

址，或符合海域管理之有條件排他性使
用，並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

    （二）  第二類：供海域公共通行或公共水域使
用之相容使用。

    （三）  其他必要之分類：其他尚未規劃或使用
者，按海洋資源條件，給予不同程度之
使用管制。

  三、 農業發展地區：
    （一）  第一類：供農業生產及其必要之產銷設

施使用，並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
    （二）  第二類：供農業生產及其產業價值鏈發

展所需設施使用，並依其產業特性給予
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禁止或限制其他
使用。

    （三）  其他必要之分類：按農業資源條件給予
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

  四、 城鄉發展地區：
    （一）  第一類：供較高強度之居住、產業或其

他城鄉發展活動使用。
    （二）  第二類：供較低強度之居住、產業或其

他城鄉發展活動使用。
    （三）  其他必要之分類：按城鄉發展情形給予

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
第二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應由各

該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
內容，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
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並實施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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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國土功能分區圖，除為加強國土保育者，得
隨時辦理外，應於國土計畫所定之一定期限內完
成。

    前二項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之辦理機關、製定方
法、比例尺、辦理、檢討變更程序及公告等之作
業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  國土保育地區以外之其他國土功能分區，如有符
合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原則者，除應依據各該國
土功能分區之使用原則進行管制外，並應按其資
源、生態、景觀或災害特性及程度，予以禁止或
限制使用。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地類別編定、變
更、規模、可建築用地及其強度、應經申請同意
使用項目、條件、程序、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項
目、禁止或限制使用及其他應遵行之土地使用管
制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屬實施
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者，仍依都市計畫法、
國家公園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

    前項規則中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之使用管制
者，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辦理，並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訂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地方實際需要，

依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由該管主管
機關另訂管制規則，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得於各
國土功能分區申請使用。

第二十四條  於符合第二十一條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
原則下，從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
用，應由申請人檢具第二十六條規定之書圖文件
申請使用許可；其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
地使用，其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使用許可不得變更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且
填海造地案件限於城鄉發展地區申請，並符合海
岸及海域之規劃。

    第一項使用許可之申請，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受理。申請使用許可範圍屬國土保育地區
或海洋資源地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外，其餘申請使用許可
範圍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議。但申
請使用範圍跨二個直轄市、縣（市）行政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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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興辦前條第五項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
用事業計畫跨二個國土功能分區以上致審議之主
管機關不同或填海造地案件者，由中央主管機關
審議。

    變更經主管機關許可之使用計畫，應依第一項及
第三項規定程序辦理。但變更內容性質單純者，
其程序得予以簡化。

    各級主管機關應依第七條規定辦理審議，並應收
取審查費；其收費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申請人取得主管機關之許可後，除申請填海造地
使用許可案件依第三十條規定辦理外，應於規定
期限內進行使用；逾規定期限者，其許可失其效
力。未依經許可之使用計畫使用或違反其他相關
法規規定，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或經目的事業、
水土保持、環境保護等主管機關廢止有關計畫
者，廢止其使用許可。

    第一項及第三項至第六項有關使用許可之辦理程
序、受理要件、審議方式與期限、已許可使用計畫
應辦理變更之情形與辦理程序、許可之失效、廢止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使用許可之申請
後，經審查符合受理要件者，應於審議前將其書
圖文件於申請使用案件所在地鄉（鎮、市、區）
公所公開展覽三十日及舉行公聽會。但依前條第
三項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者，於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受理審查符合受理要件核轉後，
於審議前公開展覽三十日及舉行公聽會。

    前項舉行公聽會之時間、地點、辦理方式等事
項，除應以網際網路方式公開外，並得登載於政
府公報、新聞紙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另應
以書面送達申請使用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但
已依其他法規舉行公聽會，且踐行以網際網路周
知及書面送達土地所有權人者，不在此限。

    公開展覽期間內，人民或團體得以書面載明姓名
或名稱及地址，向主管機關提出意見。主管機關
應於公開展覽期滿之日起三十日內彙整人民或團
體意見，併同申請使用許可書圖文件報請審議。

    前三項有關使用許可之公開展覽與公聽會之辦理
方式及人民陳述意見處理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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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依第二十四條規定申請使用許可之案件，應檢具
下列書圖文件：

   一、 申請書及使用計畫。
   二、  使用計畫範圍內土地與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

證明文件。但申請使用許可之事業依法得為
徵收或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得申請重劃
者，免附。

   三、  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應先經各該主管機關同
意之文件。

   四、  興辦事業計畫已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法令同意
之文件。

   五、 其他必要之文件。
    主管機關審議申請使用許可案件，應考量土地使

用適宜性、交通與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自然環境
及人為設施容受力。依各國土功能分區之特性，
經審議符合下列條件者，得許可使用：

   一、  國土保育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就環境保
護、自然保育及災害防止，為妥適之規劃，
並針對該使用所造成生態環境損失，採取彌
補或復育之有效措施。

   二、  農業發展地區：維護農業生產環境及水資源
供應之完整性，避免零星使用或影響其他農
業生產環境之使用；其有興建必要之農業相
關設施，應以與當地農業生產經營有關者為
限。

   三、  城鄉發展地區：都市成長管理、發展趨勢之
關聯影響、公共建設計畫時程、水資源供應
及電力、瓦斯、電信等維生系統完備性。

    前二項使用許可審議應檢附之書圖文件內容、格
式、許可條件具體規定等相關事項之審議規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七條  申請使用許可案件經依前條規定審議通過後，由
主管機關核發使用許可，並將經許可之使用計畫
書圖、文件，於各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
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開展覽；其展覽期
間，不得少於三十日，並得視實際需要，將計畫
內容重點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網際網路或
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前項許可使用計畫之使用地類別、使用配置、項
目、強度，應作為範圍內土地使用管制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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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  經主管機關核發使用許可案件，中央主管機關應
向申請人收取國土保育費作為辦理國土保育有關
事項之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向申請
人收取影響費，作為改善或增建相關公共設施之
用，影響費得以使用許可範圍內可建築土地抵充
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收取前項影響費後，
應於一定期限內按前項用途使用；未依期限或用
途使用者，申請人得要求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返還已繳納之影響費。

    第一項影響費如係配合整體國土計畫之推動、指
導等性質，或其他法律定有同性質費用之收取
者，得予減免。

    前三項國土保育費及影響費之收費方式、費額
（率）、應使用之一定期限、用途、影響費之減
免與返還、可建築土地抵充之範圍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影響費得成立基金，其保管及運用之規
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九條  申請人於主管機關核發使用許可後，應先完成下

列事項，始得依經許可之使用計畫進行後續使
用：

   一、  將 使 用 計 畫 範 圍 內 應 登 記 為 直 轄 市、縣
（市）或鄉（鎮、市）管有之公共設施用
地完成分割、移轉登記為各該直轄市、縣
（市）或鄉（鎮、市）有。

   二、  分別向中央主管機關繳交國土保育費及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繳交影響費。

   三、 使用地依使用計畫內容申請變更。
    前項公共設施用地上需興建之設施，應由申請人

依使用計畫分期興建完竣勘驗合格，領得使用執
照並將所有權移轉登記為直轄市、縣（市）或鄉
（鎮、市）有後，其餘非公共設施用地上建築物
始得核發使用執照。但經申請人提出各分期應興
建完竣設施完成前之服務功能替代方案，並經直
轄市、縣（市）或特設主管建築機關同意者，不
在此限。

    申請人於前項公共設施用地上興建公共設施時，
不適用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第一項及第二項許可使用後之程序、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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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公共設施項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公共設施用地及設施，其所有
權移轉登記承受人依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申請移轉登記為直轄市、縣（市）或鄉
（鎮、市）有時，得由申請人憑第二十七條第一
項規定許可文件單獨申請登記；登記機關辦理該
移轉登記時，免繕發權利書狀，登記完畢後，應
通知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
所。

第三十條   申請填海造地案件依第二十四條規定取得使用許
可後，申請人應於規定期限內提出造地施工計
畫，繳交開發保證金；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許可並依計畫填築完成後，始得依前條第一
項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前項造地施工計畫，涉及國防或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定其公共安全影響範圍跨直轄市、縣（市），
由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第一項造地施工計畫屆期未申請許可者，其依第
二十四條規定取得之許可失其效力；造地施工計

畫經審議駁回或不予許可者，審議機關應送請中
央主管機關廢止其依第二十四條規定取得之許
可。

    第一項造地施工計畫內容及書圖格式、申請期
限、展延、保證金計算、減免、繳交、動支、退
還、造地施工管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造地施工計畫之許可，其他法規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但其他法規未規定申請期限，仍
應依第一項申請期限辦理之。

第三十一條  使用許可內容涉及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
律、法規命令規定應秘密之事項或限制、禁止公
開者，不適用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七條有關公開
展覽、公聽會及計畫內容公告周知之規定。

第三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
後，應按本法規定進行管制。區域計畫實施前或
原合法之建築物、設施與第二十三條第二項或第
四項所定土地使用管制內容不符者，除准修繕
外，不得增建或改建。當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斟酌地方情形限期令其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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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使用或遷移，其因遷移所受之損害，應予適當
之補償；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令其變更
使用、遷移前，得為區域計畫實施前之使用、原
來之合法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既有合法可建築
用地經依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變更為非可
建築用地時，其所受之損失，應予適當補償。前
二項補償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三條  政府為國土保安及生態保育之緊急需要，有取得
土地、建築物或設施之必要者，應由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法價購、徵收或辦理撥用。

第三十四條  申請人申請使用許可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
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受害人民或
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
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
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
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
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行政法院為前項判決時，得依職權判令被告機關

支付適當律師費用、偵測鑑定費用或其他訴訟費
用予原告。

    第一項之書面告知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章　國土復育

第三十五條  下列地區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為國土復育
促進地區，進行復育工作：

   一、 土石流高潛勢地區。
   二、 嚴重山崩、地滑地區。
    三、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四、 流域有生態環境劣化或安全之虞地區。
    五、 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區。
    六、  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土保育有嚴重影響之地

區。
    前項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公告及廢止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定之。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機關，由中央主管機關協
調有關機關決定，協調不成，報行政院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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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經劃定者，應以保育和禁止開
發行為及設施之設置為原則，並由劃定機關擬訂
復育計畫，報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
施。如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劃定機關應邀請原住
民族部落參與計畫之擬定、執行與管理。

    前項復育計畫，每五年應通盤檢討一次，並得視
需要，隨時報請行政院核准變更；復育計畫之標
的、內容、合於變更要件，及禁止、相容與限制
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第一項復育計畫，必
要時，得依法價購、徵收區內私有土地及合法土
地改良物。

第三十七條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內已有之聚落或建築設施，經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
評估安全堪虞者，除有立即明顯之危害，不得限
制居住或強制遷居。

    前項經評估有安全堪虞之地區，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研擬完善安置
及配套計畫，並徵得居民同意後，於安全、適宜
之土地，整體規劃合乎永續生態原則之聚落，予

以安置，並協助居住、就業、就學、就養及保存
其傳統文化；必要時，由行政院協調整合辦理。

第六章　罰則

第三十八條  從事未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使用原則之一
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者，由該管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行為人新臺幣一百萬
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該管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處行為人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

    一、  未經使用許可而從事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及其
分類使用原則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
土地使用。

    二、 未依許可使用計畫之使用地類別、使用配
置、項目、強度進行使用。違反第二十三條
第二項或第四項之管制使用土地者，由該管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行為人新臺幣
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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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前三項規定處罰者，該管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得限期令其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其
地上物恢復原狀；於管制使用土地上經營業務
者，必要時得勒令歇業，並通知該管主管機關廢
止其全部或一部登記。

    前項情形經限期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拆除地上
物恢復原狀或勒令歇業而不遵從者，得按次依第
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處罰，並得依行政執行法規定
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
復原狀之措施，其費用由行為人負擔。

    有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三項情形無法發現
行為人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序
命土地或地上物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人限期
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屆期不履行，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依行政執行法規定辦理。

    前項土地或地上物屬公有者，管理人於收受限期
恢復原狀之通知後，得於期限屆滿前擬定改善計
畫送主管機關核備，不受前項限期恢復原狀規定
之限制。但有立即影響公共安全之情事時，應迅
即恢復原狀或予以改善。

第三十九條  有前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情形致釀成災害
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
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上十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者，其墾殖物、工作物、施工材料及
所使用之機具，不論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
之。

第四十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土地違規使用應加
強稽查，並由依第三十八條規定所處罰鍰中提撥
一定比率，供民眾檢舉獎勵使用。

    前項檢舉土地違規使用獎勵之對象、基準、範圍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章　附則

第四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海域管轄範圍，得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劃定。

    各級主管機關為執行海域內違反本法之取締、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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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移送等事項，由海岸巡防機關協助提供載具
及安全戒護。

第四十二條  第十五條第三項第三款及第二十三條第五項所定
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其認定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三條  政府應整合現有國土資源相關研究機構，推動國
土規劃研究；必要時，得經整合後指定國家級國
土規劃研究專責之法人或機構。

第四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其基金
來源如下：

    一、 使用許可案件所收取之國土保育費。
    二、 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三、 自來水事業機構附徵之一定比率費用。
    四、 電力事業機構附徵之一定比率費用。
    五、 違反本法罰鍰之一定比率提撥。
    六、 民間捐贈。
    七、 本基金孳息收入。
    八、 其他收入。
    前項第二款政府之撥款，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中

央主管機關應視國土計畫檢討變更情形逐年編列

預算移撥，於本法施行後十年，移撥總額不得低
於新臺幣五百億元。第三款及第四款來源，自本
法施行後第十一年起適用。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
款，其附徵項目、一定比率之計算方式、繳交時
間、期限與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 依本法規定辦理之補償所需支出。
   二、 國土之規劃研究、調查及土地利用之監測。
    三、  依第一項第五款來源補助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違規查處及支應民眾檢舉獎
勵。

    四、 其他國土保育事項。
第四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公告實施

全國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

告實施後二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
一併公告實施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並於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二年內，
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國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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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圖。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公告國土功能

分區圖之日起，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
第四十六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於本法公布後一年內定

之。

中華民國104年2月4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400012591號令制
定公布全文46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維繫自然系統、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因應氣候變
遷、防治海岸災害與環境破壞、保護與復育海岸資
源、推動海岸整合管理，並促進海岸地區之永續發
展，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海岸地區：指中央主管機關依環境特性、生態完

整性及管理需要，依下列原則，劃定公告之陸
地、水體、海床及底土；必要時，得以坐標點連
接劃設直線之海域界線。

   （一） 濱海陸地：以平均高潮線至第一條省道、
濱海道路或山脊線之陸域為界。

   （二） 近岸海域：以平均高潮線往海洋延伸至
三十公尺等深線，或平均高潮線向海三浬
涵蓋之海域，取其距離較長者為界，並不
超過領海範圍之海域與其海床及底土。

海岸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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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離島濱海陸地及近岸海域：於不超過領海
範圍內，得視其環境特性及實際管理需要
劃定。

 二、  海岸災害：指在海岸地區因地震、海嘯、暴潮、
波浪、海平面上升、地盤變動或其他自然及人為
因素所造成之災害。

 三、  海岸防護設施：指堤防、突堤、離岸堤、護岸、
胸牆、滯（蓄）洪池、地下水補注設施、抽水設
施、防潮閘門與其他防止海水侵入及海岸侵蝕之
設施。

第三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四條  依本法所定有關近岸海域違法行為之取締、蒐證、移
送等事項，由海岸巡防機關辦理；主管機關仍應運用
必要設施或措施主動辦理。

  主管機關及海岸巡防機關就前項及本法所定事項，得
要求軍事、海關、港務、水利、環境保護、生態保
育、漁業養護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辦理。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有
關機關，於本法施行後六個月內，劃定海岸地區範圍

後公告之，並應將劃定結果於當地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開展覽；其展覽
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並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
紙，並得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其變
更或廢止時，亦同。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有關機關建立海岸地區之基本資
料庫，定期更新資料與發布海岸管理白皮書，並透過
網路或其他適當方式公開，以供海岸研究、規劃、教
育、保護及管理等運用。

  為建立前項基本資料庫，中央主管機關得商請有關機
關設必要之測站與相關設施，並整合推動維護事宜。
除涉及國家安全者外，各有關機關應配合提供必要之
資料。

第二章　海岸地區之規劃

第七條 海岸地區之規劃管理原則如下：
 一、  優先保護自然海岸，並維繫海岸之自然動態平

衡。
 二、  保護海岸自然與文化資產，保全海岸景觀與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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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並規劃功能調和之土地使用。
 三、  保育珊瑚礁、藻礁、海草床、河口、潟湖、沙

洲、沙丘、沙灘、泥灘、崖岸、岬頭、紅樹林、
海岸林等及其他敏感地區，維護其棲地與環境完
整性，並規範人為活動，以兼顧生態保育及維護
海岸地形。

 四、  因應氣候變遷與海岸災害風險，易致災害之海岸
地區應採退縮建築或調適其土地使用。

 五、  海岸地區應避免新建廢棄物掩埋場，原有場址應
納入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檢討，必要時應編列預算
逐年移除或採行其他改善措施，以維護公共安全
與海岸環境品質。

 六、  海岸地區應維護公共通行與公共使用之權益，避
免獨占性之使用，並應兼顧原合法權益之保障。

 七、  海岸地區之建設應整體考量毗鄰地區之衝擊與發
展，以降低其對海岸地區之破壞。

 八、  保存原住民族傳統智慧，保護濱海陸地傳統聚落
紋理、文化遺址及慶典儀式等活動空間，以永續
利用資源與保存人文資產。

 九、  建立海岸規劃決策之民眾參與制度，以提升海岸

保護管理績效。
第八條  為保護、防護、利用及管理海岸地區土地，中央主管

機關應擬訂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其計畫內容應包括下
列事項：

 一、 計畫範圍。
 二、 計畫目標。
 三、 自然與人文資源。
 四、 社會與經濟條件。
 五、 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六、  整體海岸保護、防護及永續利用之議題、原則與

對策。
 七、  保護區、防護區之區位及其計畫擬訂機關、期限

之指定。
 八、  劃設海岸管理須特別關注之特定區位。
 九、  有關海岸之自然、歷史、文化、社會、研究、教

育及景觀等特定重要資源之區位、保護、使用及
復育原則。

 十、  發展遲緩或環境劣化地區之發展、復育及治理原
則。

 十一、 其他與整體海岸管理有關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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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之擬訂，應邀集學者、專家、相關部
會、中央民意機關、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或其他適當
方法廣詢意見，作成紀錄，並遴聘（派）學者、專家、
機關及民間團體代表以合議方式審議，其學者、專家及
民間團體之代表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整體海岸管理
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其變更時，亦同。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擬訂後於依前項規定送審議前，應
公開展覽三十日及舉行公聽會，並將公開展覽及公聽
會之日期及地點，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及網際網
路，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任何人民或團體得
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意見，併同審議。

  前項審議之進度、結果、陳情意見參採情形及其他有
關資訊，應以網際網路或登載於政府公報等其他適當
方法廣泛周知。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接到核
定公文之日起四十天內公告實施，並函送當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分別公開
展覽；其展覽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並經常保持清
晰完整，以供人民閱覽。

第十條  第八條第七款所定計畫擬訂機關如下：
 一、 海岸保護計畫：
   （一） 一級海岸保護計畫：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擬訂，涉及二以上目的事業者，由主
要業務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有關
機關擬訂。

   （二） 二級海岸保護計畫：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擬訂。但跨二以上直轄市、縣
（市）行政區域或涉及二以上目的事業
者，由相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協
調擬訂。

   （三） 前二目保護區等級及其計畫擬訂機關之認
定有疑義者，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指定
或逕行擬訂。

 二、 海岸防護計畫：
   （一） 一級海岸防護計畫：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協調有關機關後擬訂。
   （二） 二級海岸防護計畫：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擬訂。
   （三） 前二目防護區等級及其計畫擬訂機關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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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疑義者，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指
定。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公告實施後，有新劃設海岸保護區
或海岸防護區之必要者，得由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規
定協調指定或逕行擬訂。

  第一項計畫之擬訂及第二項海岸保護區或海岸防護區
之劃設，如涉原住民族地區，各級主管機關應會商原
住民族委員會擬訂。

第十一條  依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劃定之重要海岸景觀區，應訂
定都市設計準則，以規範其土地使用配置、建築物
及設施高度與其他景觀要素。

   依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指定之發展遲緩或環境劣化地
區，主管機關得協調相關機關輔導其傳統文化保
存、生態保育、資源復育及社區發展整合規劃事
項。

第十二條  海岸地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劃設為一級海岸
保護區，其餘有保護必要之地區，得劃設為二級海
岸保護區，並應依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分別訂定海岸
保護計畫加以保護管理：

  一、 重要水產資源保育地區。

  二、 珍貴稀有動植物重要棲地及生態廊道。
  三、 特殊景觀資源及休憩地區。
  四、 重要濱海陸地或水下文化資產地區。
  五、 特殊自然地形地貌地區。
  六、 生物多樣性資源豐富地區。
  七、 地下水補注區。
  八、  經依法劃設之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及其他

重要之海岸生態系統。
  九、 其他依法律規定應予保護之重要地區。
   一級海岸保護區應禁止改變其資源條件之使用。但

有下列情況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  依海岸保護計畫為相容、維護、管理及學術研

究之使用。
  二、  為國家安全、公共安全需要，經中央主管機關

許可。
   一級海岸保護區內原合法使用不合海岸保護計畫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限期令其變更使
用或遷移，其所受之損失，應予適當之補償。在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令其變更使用、遷移前，
得為原來之合法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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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項不合海岸保護計畫之認定、補償及第二款許
可條件、程序、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海岸保護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保護標的及目的。
  二、 海岸保護區之範圍。
  三、 禁止及相容之使用。
  四、 保護、監測與復育措施及方法。
  五、 事業及財務計畫。
  六、 其他與海岸保護計畫有關之事項。
   依其他法律規定納入保護之地區，符合整體海岸管

理計畫基本管理原則者，其保護之地區名稱、內
容、劃設程序、辦理機關及管理事項從其規定，免
依第十條及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前項依其他法律規定納入保護之地區，為加強保護
管理，必要時主管機關得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擬
訂禁止及相容使用事項之保護計畫。

第十四條  為防治海岸災害，預防海水倒灌、國土流失，保護
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海岸地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視其嚴重情形劃設為一級或二級海岸防護區，並

分別訂定海岸防護計畫：
  一、 海岸侵蝕。
  二、 洪氾溢淹。
  三、 暴潮溢淹。
  四、 地層下陷。
  五、 其他潛在災害。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水利

主管機關。
   第一項第一款因興辦事業計畫之實施所造成或其他

法令已有分工權責規定者，其防護措施由各該興辦
事業計畫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第一項第五款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他法律規
定或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指定之。

第十五條 海岸防護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海岸災害風險分析概要。
  二、 防護標的及目的。
  三、 海岸防護區範圍。
  四、 禁止及相容之使用。
  五、 防護措施及方法。
  六、 海岸防護設施之種類、規模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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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事業及財務計畫。
  八、 其他與海岸防護計畫有關之事項。
   海岸防護區中涉及第十二條第一項海岸保護區者，

海岸防護計畫之訂定，應配合其生態環境保育之特
殊需要，避免海岸防護設施破壞或減損海岸保護區
之環境、生態、景觀及人文價值，並徵得依第十六
條第三項規定核定公告之海岸保護計畫擬訂機關同
意；無海岸保護計畫者，應徵得海岸保護區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同意。

第十六條  依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第十二條及第十四條規定，
劃設一、二級海岸保護區、海岸防護區，擬訂機關
應將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護計畫公開展覽三十日
及舉行公聽會，並將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之日期及地
點，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及網際網路，或以其
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
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擬訂
機關提出意見，其參採情形由擬訂機關併同計畫報
請中央主管機關審議。該審議之進度、結果、陳情
意見參採情形及其他有關資訊，應以網際網路或登
載於政府公報等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並應針對

民眾所提意見，以書面答覆採納情形，並記載其理
由。

   前項海岸保護計畫之擬訂，涉及限制原住民族利用
原住民族之土地、自然資源及部落與其毗鄰土地
時，審議前擬訂機關應與當地原住民族諮商，並取
得其同意。

   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護計畫核定後，擬訂機關應
於接到核定公文之日起四十天內公告實施，並函送
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
所分別公開展覽；其展覽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
且應經常保持清晰完整，以供人民閱覽，並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實施管理。

   依第一項及前項規定應辦理而未辦理者，上級主管
機關得逕為辦理。

第十七條  前條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護計畫之審議及核定，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海岸保護計畫：
    （一）  中央主管機關擬訂者，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有關機關審議後，報請行政院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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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者，送請中
央主管機關審議核定。

    （三）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訂者，送
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
機關審議核定。但涉及二以上目的事業
者，主要業務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會商有關機關後核轉，或逕送中央主管
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後審議核定。

  二、 海岸防護計畫：
    （一）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者，送請中

央主管機關審議後，報請行政院核定。
    （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訂者，送

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
機關審議核定。

   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前項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護計
畫時，應遴聘﹙派﹚學者、專家、機關及民間團體
代表以合議方式審議之；其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之
代表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護計畫之變更、廢止，適用
前條、前二項規定。

第十八條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護計畫
經公告實施後，擬訂機關應視海岸情況，每五年通
盤檢討一次，並作必要之變更。但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得隨時檢討之：

  一、 為興辦重要或緊急保育措施。
  二、 為防治重大或緊急災害。
  三、  政府為促進公共福祉、興辦國防所辦理之必要

性公共建設。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護計畫

之變更，應依第九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程序辦
理。

第十九條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護計畫
公告實施後，依計畫內容應修正或變更之開發計
畫、事業建設計畫、都市計畫、國家公園計畫或區
域計畫，相關主管機關應按各計畫所定期限辦理變
更作業。

第二十條  船舶航行有影響海岸保護或肇致海洋污染之虞者，
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航政主管機關調整航道，並
公告之。

第二十一條  為擬訂及實施整體海岸管理計畫、海岸保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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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海岸防護計畫，計畫擬訂或實施機關得為下列
行為：

   一、 派員進入公私有土地實地調查、勘測。
   二、  與土地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協議，將

無特殊用途之公私有土地作為臨時作業或材
料放置場所。

   三、  拆遷有礙計畫實施之土地改良物。
   四、  為強化漁業資源保育或海岸保護，協調漁業

主管機關依漁業法規定，變更、廢止漁業
權之核准、停止漁業權之行使或限制漁業行
為。

   五、  協調礦業或土石採取主管機關，於已設定礦
區或已核准之土石區依規定劃定禁採區，禁
止採礦或採取土石。

    前項第一款調查或勘測人員進入公、私有土地調
查或勘測時，應出示執行職務有關之證明文件或
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土地所有人、占有人、管
理人或使用人，不得規避、拒絕或妨礙，於進入
設有圍障之土地調查或勘測前，應於七日前通知
其所有人、占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因第一項行為致受損失者，計畫擬訂或實施機關
應給予適當之補償。

    前項補償金額或方式，由雙方協議之；協議不成
者，由計畫擬訂或實施機關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
定。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海岸地區範圍內之土地因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
護計畫實施之需要，主辦機關得依法徵收或撥用
之。

    海岸地區範圍內之公有土地，主辦機關得依海岸
保護計畫、海岸防護計畫內容委託民間經營管
理。

第二十二條  因海岸防護計畫有關工程而受直接利益者，計畫
擬訂及實施機關得於其受益限度內，徵收防護工
程受益費。

    前項防護工程受益費之徵收，依工程受益費徵收
條例規定辦理。

第二十三條  中央水利主管機關應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考慮海象、氣象、地形、地質、地盤變動、侵蝕
狀態、其他海岸狀況與因波力、設施重量、水
壓、土壓、風壓、地震及漂流物等因素與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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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海岸防護設施之規劃設計手冊。
第二十四條  海岸防護設施如兼有道路、水門、起卸貨場等其

他設施之效用時，由該其他設施主管機關實施該
海岸防護設施之工程，並維護管理。

第三章　海岸地區之利用管理

第二十五條  在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之海岸地區特定區位內，
從事一定規模以上之開發利用、工程建設、建築
或使用性質特殊者，申請人應檢具海岸利用管理
說明書，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前項申請，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前，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不得為開發、工程行為之許可。

    第一項特定區位、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適用
範圍與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之書圖格式內容、申
請程序、期限、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六條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許可案件，經中央主管機
關審查符合下列條件者，始得許可：

    一、 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利用原則。

    二、  符合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護計畫管制事
項。

    三、 保障公共通行或具替代措施。
   四、  對海岸生態環境衝擊採取避免或減輕之有效

措施。
    五、  因開發需使用自然海岸或填海造地時，應以

最小需用為原則，並於開發區內或鄰近海岸
之適當區位，採取彌補或復育所造成生態環
境損失之有效措施。

    前項許可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七條  區域計畫、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或國家公園計畫在
海岸地區範圍者，區域計畫、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或國家公園計畫審議機關於計畫審議通過前，應
先徵詢主管機關之意見。

第二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具有公共利益之海岸保護、復
育、防護、教育、宣導、研發、創作、捐贈、認
養與管理事項得予適當獎勵及表揚。

第二十九條  主管機關為擴大參與及執行海岸保育相關事項，
得成立海岸管理基金，其來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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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政府機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二、 基金孳息收入。
    三、 受贈收入。
    四、 其他收入。
第三十條  海岸管理基金用途限定如下：
    一、  海岸之研究、調查、勘定、規劃、監測相關

費用。
    二、 海岸環境清理與維護。
    三、 海岸保育及復育補助。
    四、 海岸保育及復育獎勵。
    五、 海岸環境教育、解說、創作及推廣。
    六、 海岸保育國際交流合作。
    七、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有關海岸保育、防護及

管理之費用。
第三十一條  為保障公共通行及公共水域之使用，近岸海域及公

有自然沙灘不得為獨占性使用，並禁止設置人為設
施。但符合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並依其他法律規定
允許使用、設置者；或為國土保安、國家安全、公
共運輸、環境保護、學術研究及公共福祉之必要，
專案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者，不在此限。

    前項法律規定允許使用、設置之範圍、專案申請
許可之程序、應具備文件、許可條件、廢止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章　罰則

第三十二條  在一級海岸保護區內，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改變
其資源條件使用或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海
岸保護計畫所定禁止之使用者，處新臺幣六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因前項行為毀壞保護標的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罰金。

    因第一項行為致釀成災害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三十三條  在海岸防護區內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海岸
防護計畫所定禁止之使用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因前項行為毀壞海岸防護設施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因第一項行為致釀成災害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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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三十四條  在二級海岸保護區內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

海岸保護計畫所定禁止之使用者，處新臺幣二萬
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因前項行為毀壞保護標的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因第一項行為致釀成災害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三十五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調
查、勘測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之
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及強制檢查。

第三十六條  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
或未依許可內容逕行施工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或回復原
狀，屆期未遵從者，得按次處罰。

第三十七條  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在近岸海域及公有
自然沙灘為獨占性使用或設置人為設施者，經主
管機關制止並令其限期恢復原狀，屆期未遵從
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按次處罰。

第三十八條  主管機關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十三條第一
項或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行為，除處以罰鍰
外，應即令其停止使用或施工；並視情形令其限
期回復原狀、拆除設施或增建安全設施，屆期未
遵從者，得按次處罰。

第三十九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除
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
條之罰金。

第四十條   犯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四條之罪，於第一審言詞
辯論終結前已作有效回復或補救者，得減輕其
刑。

第四十一條  因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或第
三十四條第一項之行為所生或所得之物及所用之
物，得沒入之。

第四十二條  犯本法之罪，其所生或所得之物及所用之物，沒
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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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則

第四十三條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及海岸保護計畫、海岸防護計
畫涉及相關機關執行有疑義時，得由主管機關協
調；協調不成，由主管機關報請上級機關決定
之。

第四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公告實施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第四十五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102.7.3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200127201號令制定公布
全文42條
行政院令103.6.12院臺建字第1030030131號令，定自104.2.2
施行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確保濕地天然滯洪等功能，維護生物多樣性，促進
濕地生態保育及明智利用，特制定本法。

第二條  濕地之規劃、保育、復育、利用、經營管理相關事
務，依本法之規定；其他法律有較嚴格之規定者，從
其規定。

第三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中央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  全國濕地保育利用政策之研究、策劃、督導及協

調。
 二、 全國濕地保育利用法令制度之研擬。
 三、 重要濕地之評定、變更、廢止及公告。
 四、  國際級與國家級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之擬訂、

濕地保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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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變更、廢止、公告及實施。
 五、  地方級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之核定、監督及協

調。
 六、 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使用之許可。
 七、 濕地標章之設立及管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  地方級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之擬訂、審議、變

更、公告及實施。
 二、 地方級重要濕地使用之許可。
 三、 轄區內其他濕地保育利用之策劃、督導及協調。
第四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濕地：指天然或人為、永久或暫時、靜止或流

動、淡水或鹹水或半鹹水之沼澤、潟湖、泥煤
地、潮間帶、水域等區域，包括水深在最低低潮
時不超過六公尺之海域。

 二、  人工濕地：指為生態、滯洪、景觀、遊憩或污水
處理等目的，所模擬自然而建造之濕地。

 三、  重要濕地：指具有生態多樣性、重要物種保育、
水土保持、水資源涵養、水產資源繁育、防洪、
滯洪、文化資產、景觀美質、科學研究及環境教

育等重要價值，經依第八條、第十條評定及第
十一條公告之濕地。

 四、  明智利用：指在濕地生態承載範圍內，以兼容並
蓄方式使用濕地資源，維持質及量於穩定狀態
下，對其生物資源、水資源與土地予以適時、適
地、適量、適性之永續利用。

 五、  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指為保育及明智利用重
要濕地所擬訂之綜合性及永續性計畫。

 六、  異地補償：指以異地重建棲息地方式，復育濕地
生態所實施之生態補償。

 七、  生態補償：指因開發及利用行為造成濕地面積或
生態功能損失，對生態環境實施之彌補措施。

 八、  零淨損失：指開發及利用行為經實施衝擊減輕、
異地補償或生態補償，使濕地面積及生態功能無
損失。

第五條  為維持生態系統健全與穩定，促進整體環境之永續發
展，加強濕地之保育及復育，各級政府機關及國民對
濕地自然資源與生態功能應妥善管理、明智利用，確
保濕地零淨損失；其保育及明智利用原則如下：

 一、 自然濕地應優先保護，並維繫其水資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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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加強保育濕地之動植物資源。
 三、  具生態網絡意義之濕地及濕地周邊環境和景觀，

應妥善整體規劃及維護。
 四、  配合濕地復育、防洪滯洪、水質淨化、水資源保

育及利用、景觀及遊憩，應推動濕地系統之整體
規劃；必要時，得於適當地區以適當方式闢建人
工濕地。

第六條  主管機關應定期會同有關機關進行濕地生態、污染與周
邊社會、經濟、土地利用等基礎調查，中央主管機關並
應建置資料庫與專屬網頁，供各相關單位使用，並定期
更新資料與發布濕地現況公報。除涉及國家安全機密資
料者外，各有關機關應配合提供濕地相關資料。

  為執行前項調查，主管機關或受託機關、團體得派員
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公、私有土地進行調查及實施勘
查或測量措施。公、私有土地權利人或管理人，除涉
及軍事機密者，應會同軍事機關為之外，不得規避、
拒絕或妨礙。

  主管機關執行前項調查時，應先以書面通知公、私有
土地權利人或管理人；通知無法送達時，得以公告方
式為之。

  主管機關就第一項業務得委任所屬機關（構）或委託
其他機關（構）、學校或團體辦理。

第七條  重要濕地之評定、變更、廢止及國際級、國家級重要
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之擬訂，應由中央主管機關以公開
方式辦理。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前項業務及其他相關濕地保育政
策之規劃、研究等事項之審議，應設審議小組，由專
家學者、社會公正人士及政府機關代表組成，其中專
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地方級重要濕地保育
利用計畫之審議，準用前二項規定或得與其他相關法
律規定之審議機制合併辦理。

  重要濕地之評定、變更、廢止及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
畫之擬訂，涉及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原住民族之土地及
自然資源時，核定前應與當地原住民族諮商，並取得
其同意。

第二章	 重要濕地評定、變更及廢止

第八條  重要濕地分為國際級、國家級及地方級三級，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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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考量該濕地之生物多樣性、自然性、代表
性、特殊性及規劃合理性和土地所有權人意願等，並
根據下列事項評定其等級：

 一、  為國際遷移性物種棲息及保育之重要環境。
 二、  其他珍稀、瀕危及特需保育生物集中分布地區。
 三、  魚類及其他生物之重要繁殖地、覓食地、遷徙路

徑及其他重要棲息地。
 四、  具生物多樣性、生態功能及科學研究等價值。
 五、  具重要水土保持、水資源涵養、防洪及滯洪等功

能。
 六、  具自然遺產、歷史文化、民俗傳統、景觀美質、

環境教育、觀光遊憩資源，對當地、國家或國際
社會有價值或有潛在價值之區域。

 七、  生態功能豐富之人工濕地。
 八、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第九條  重要濕地因自然變遷或重大災害而改變、消失或無法

恢復者或因國家重大公共利益之所需者，得辦理檢
討；必要時，得予以變更或廢止。

第十條  重要濕地之評定、變更及廢止作業審議前，應公開展
覽三十日及在當地舉行說明會，並將公開展覽及說明

會之日期及地點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專屬網頁
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
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地址及具體意
見，送中央主管機關參考審議；並將意見參採或回應
情形併同審議結果，報行政院核定。

  前項審議進度、結果、意見回應或參採情形及其他有
關資訊，應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專屬網頁或其
他適當方式廣泛周知。

  第一項審議，應自公開展覽結束之翌日起算一百八十
日內完成。但情形特殊者，得延長九十日，並以一次
為限。

  重要濕地之評選、分級、變更及廢止範圍劃定與變更
之原則標準、民眾參與及意見處理等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一條  重要濕地評定、變更及廢止經行政院核定後，中央
主管機關應自收受核定公文之日起算三十日內公
告，登載於政府公報、新聞紙、專屬網頁或其他適
當方法廣泛周知。

第十二條  經公開展覽進入重要濕地評定程序者，為暫定重要
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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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濕地遇有緊急情況，中央主管機關得依職權或相關單
位或團體之申請，逕予公告為暫定重要濕地。

  前項經公告為暫定重要濕地者，應自公告之日起算
九十日內，完成重要濕地評定。但情形特殊者，得延
長九十日，逾期者，原公告之處分失效。

  第一項及第二項暫定重要濕地，中央主管機關應採取
及時有效之維護措施，避免破壞，並得視需要公告必
要之限制事項或第二十五條所定禁止之行為。

  前項措施或公告，應書面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土
地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

第三章　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國家濕地保育綱領，總體規劃
與推動濕地之保育策略與機制，並報行政院備查。

  前項國家濕地保育綱領應每五年至少檢討一次。
第十四條  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之擬訂及核定程序如下；其

變更及廢止，亦同。
  一、  國際級：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行政院核

定。

  二、  國家級：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必要時，得委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訂，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三、  地方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訂，
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四、  地方級重要濕地範圍跨直轄市、縣（市）轄
區者，由各該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協
商擬訂，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必要時，由中
央主管機關協調各相關直轄市、縣 （市）主
管機關共同擬訂或指定由其中一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擬訂，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十五條 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
   二、 上位及相關綱領、計畫之指導事項。
  三、 當地社會、經濟之調查及分析。
  四、  水資源系統、生態資源與環境之基礎調查及分

析。
  五、 土地及建築使用現況。
  六、  具重要科學研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價值

之應優先保護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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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及其保育、復育、限制或禁
止行為、維護管理之規定或措施。

  八、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
  九、 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
  十、 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
  十一、 財務與實施計畫。
  十二、 其他相關事項。
   主管機關認為鄰接重要濕地之其他濕地及周邊環境

有保育利用需要時，應納入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
範圍一併整體規劃及管理。

   第一項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除用文字、圖表說明
外，應附計畫圖；其比例尺不得小於五千分之一。

   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主管機關
得依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規定，辦理樁位測
定及地籍分割測量。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水資源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
定重要濕地內之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
投入或其他影響地面水或地下水等行為之標準。

第十六條  前條第一項第七款之功能分區，得視情況分類規劃
如下，並依前條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八款規定實施分

區管制：
   一、  核心保育區：為保護濕地重要生態，以容許生

態保護及研究使用為限。
   二、  生態復育區：為復育遭受破壞區域，以容許生

態復育及研究使用為限。
   三、  環境教育區：為推動濕地環境教育，供環境展

示解說使用及設置必要設施。
   四、  管理服務區：供濕地管理相關使用及設置必要

設施。
  五、    其他分區：其他供符合明智利用原則之使用。
   國際級、國家級重要濕地，除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

之情形外，不得開發或建築。
   重要濕地得視實際情形，依其他法律配合變更為適

當之土地使用分區或用地。
第十七條  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應於重要濕地評定公告之

日起算一年內擬訂完成，並辦理公開展覽。重要濕
地保育利用計畫公開展覽及審議程序，準用第十條
之規定。

第十八條  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經核定後，主管機關應自收
受核定公文之日起算三十日內，將計畫書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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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登載於政府公報及新聞紙，並以專屬網頁、網際
網路或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第十九條  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公告實施後，主管機關應每
五年至少檢討一次。

第四章　重要濕地明智利用

第二十條  各級政府於重要濕地或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納入整
體規劃及管理範圍之其他濕地及周邊環境內辦理下
列事項時或其計畫有影響重要濕地之虞者，應先徵
詢中央主管機關之意見：

   一、  擬訂、檢討或變更區域計畫、都市計畫或國家
公園計畫。

  二、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三、審核或興辦水利事業計畫。
   四、審核或興辦水土保持計畫。
   五、  其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興辦事業計畫或

開發計畫。
   六、  其他開發或利用行為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

有必要者。

第二十一條  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土地得為農業、漁業、鹽業及
建物等從來之現況使用。但其使用違反其他法律
規定者，依其規定處理。

    前項從來之現況使用，由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認定之；其認定基準日，以第十條第一
項重要濕地評定之公開展覽日為準。

    第一項範圍內之私有土地權利人增設簡易設施或
使用面積有變更者，應經主管機關之許可。

    第一項從來之現況使用，對重要濕地造成重大影
響者，主管機關應命土地開發或經營單位及使用
人限期改善，並副知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但因
故無法發現土地開發或經營單位、使用人時，得
命權利關係人、所有權人或管理人限期改善。必
要時，得輔導轉作明智利用項目。

    前項使用屆期未改善或未轉作明智利用項目，而
違反本法相關規定，致重要濕地無法零淨損失
者，除應依本法規定處罰外，並應依第二十七條
規定實施衝擊減輕、異地補償及生態補償。

第二十二條  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土地，主管機關為實施保育利
用計畫之必要，得依法徵收、撥用或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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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公有土地，經主管機關同意，
得委託民間經營管理。

    前項受委託經營管理者之資格條件、經營管理計
畫應記載事項、經營管理方式、委託之程序、期
限、終止、監督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  重要濕地應依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經營管理，
除合於本法或漁業法之使用者外，於重要濕地內
以生產、經營或旅遊營利為業者，應向所屬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並得收取費用；相關經營收益，
應繳交一定比率之回饋金。

    前項經營管理之許可、收費、運用、回饋金繳交
比率、會計稽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
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四條  主管機關執行第六條第二項進入公私有土地、第
十二條第四項所定公告禁止或限制事項，或第
二十一條第四項濕地保育輔導轉作明智利用項目
規定，致土地所有權人、經營人、使用人或權利
關係人受有損失者，應予合理補償。

    前項補償金額、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五條  非經主管機關許可，重要濕地範圍內禁止從事下

列行為。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  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及

改變原有水資源系統。
    二、  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更濕地地形地

貌。
    三、  破壞生物洄游通道及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

息環境。
    四、  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域投放化學物

品，排放或傾倒污 （廢）水、廢棄物或其
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污染物。

    五、 騷擾、毒害、獵捕、虐待、宰殺野生動物。
    六、  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砍伐、採集、

放生、引入、捕撈、獵捕、撿拾生物資源。
第二十六條  主管機關應依實際濕地保育情形，對於下列具有

公共利益之事項得予適當獎勵及表揚：
    一、 濕地生態之保育及復育。
    二、 濕地環境教育之推廣。
    三、  濕地保育與明智利用之科學、技術、研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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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創作。
   四、  濕地友善產品或產業之創新、研發及行銷。
    五、  濕地之認養、基金與私人土地之捐贈及人工

濕地之營造。
   六、 其他與濕地保育有關之行為。

第五章　開發迴避、衝擊減輕及生態補償

第二十七條  各級政府經依第二十條規定徵詢中央主管機關，
認有破壞、降低重要濕地環境或生態功能之虞之
開發或利用行為，該申請開發或利用者應擬具濕
地影響說明書，申請該管主管機關審查許可。審
查許可開發或利用行為之原則如下：

   一、 優先迴避重要濕地。
   二、  迴避確有困難，應優先採行衝擊減輕措施或

替代方案。
   三、  衝擊減輕措施或替代方案皆已考量仍有困

難，無法減輕衝擊，始准予實施異地補償措
施。

   四、  異地補償仍有困難者，始准予實施其他方式

之生態補償。
    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異地補償及生態補償措施，

應依下列規定方式實施：
   一、  主管機關應訂定生態補償比率及復育基準。
   二、  前款補償，應於原土地開始開發或利用前達

成生態復育基準。但經主管機關評估，無法
於原土地開始開發或利用前達成生態復育基
準者，得以提高異地補償面積比率或生態補
償功能基準代之。

   三、  異地補償面積在○ 二公頃以下者，得以申
請繳納代金方式，由主管機關納入濕地基金
並專款專用統籌集中興建功能完整之濕地。

    第一項開發或利用行為應擬具濕地影響說明書
者，其認定基準、細目、資訊公開、民眾參與及
其他作業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八條  進行異地補償之土地，應考量生物棲地多樣性、
棲地連結性、生態效益、水資源關聯性、鄰近土
地使用相容性、土地使用趨勢及其他因素，其區
位選擇原則如下：

   一、 位於或鄰近開發與利用行為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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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位於或鄰近與開發或利用行為地區同一水系
或海域內之濕地生態系統。

   三、 於其他可能補償整體濕地生態系統之位置。
第二十九條    異地補償之土地，視同重要濕地並進行復育。
    實施異地補償或生態補償之土地，如涉及擬訂或

變更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者，主管機關應依第
十四條規定辦理。

    原土地開發或利用者，應依前項變更或核定之重
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辦理。

    第一項異地補償之土地應依其他法律檢討變更為
生態保育性質之土地使用分區或用地，不得再申
請開發或利用。

第三十條   開發或利用者採取衝擊減輕或替代方案並繳交濕
地影響費，或依第二十七條第二項第二款辦理異
地補償，或依第二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繳交
代金及前條第二項規定辦理後，主管機關始得核
發許可。

    開發或利用行為未經主管機關許可前，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不得依其主管法規同意或許可。

    前條之開發迴避、衝擊減輕與替代方案、異地補

償機制、生態補償、許可、廢止、異地補償面積
比例、生態補償功能基準、開發面積累積規定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一條  進行異地補償或生態補償應依濕地影響說明書辦
理，其復育成果，開發或利用者應定期報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

    前項成果，主管機關應定期檢查，並得隨時派員
調查、查驗；必要時，得會同相關機關、專家學
者考察與提供意見，促其提出改善方案，並命其
限期改善。

    前項情形，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專家學者、專業
團體或機構協助作技術性之評估、調查研究或諮
商，相關費用由開發或利用單位負擔。

    主管機關辦理第二項業務，得準用第六條第二項
規定。

第六章　濕地標章及濕地基金

第三十二條  為透過市場機制擴大社會參與濕地保育及推廣濕
地環境教育，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立濕地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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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人、法人、團體或機關 （構）得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使用濕地標章，並應繳交一定比例
之回饋金；其申請應具備之條件、程序、應檢附
文件、使用方式、許可、廢止、回饋金之繳交與
運用、標章之發行與管理、推廣獎勵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三條  主管機關為執行濕地保育相關事項，得成立濕地
基金，其來源如下：

    一、  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七條及前條規定收取
之回饋金、濕地影響費及代金。

   二、 基金孳息收入。
    三、 政府機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四、 受贈收入。
    五、 其他收入。
第三十四條 濕地基金用途限定如下：
    一、  濕地之研究、調查、勘定、監測、保存、維

護與明智利用相關費用。
    二、 濕地保育及復育補助。
    三、 濕地環境教育、解說、創作及推廣。
    四、 濕地保育及復育獎勵。

    五、 濕地保育國際交流合作。
    六、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有關濕地保育及復育之

費用。

第七章　罰則

第三十五條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處 新 臺 幣 三 十 萬 元 以 上
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停止使用行為、
限期改正或恢復原狀；屆期未停止使用行為、改
正或恢復原狀者，按次處罰：

    一、  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八款重要濕地保育利
用計畫所定允許明智利用項目或管理規定。

    二、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
    三、 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之一。
第三十六條  規 避、妨 礙 或 拒 絕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之 調 查 或 第

三十一條第二項之調查、查驗或定期檢查者，處
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按次處罰
並強制檢查。

第三十七條  違反第十二條第四項所定公告限制事項或禁止之
行為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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鍰，並令其停止使用行為、限期改正或恢復原
狀，屆期未停止使用行為、改正或恢復原狀者，
按次處罰。

第三十八條  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五款或第六款規定者，處新臺
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因而致野生動
物死亡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

第三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法規定處罰外，並應
接受四至八小時環境教育課程：

    一、  違反第十二條第四項公告限制事項或禁止之
行為。

    二、  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八款重要濕地保育利
用計畫所定允許明智利用項目或管理規定。

    三、 違反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
    四、 違反第二十五條各款規定之一。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行為，無法恢復原狀者，

應依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辦
理。

    第一項環境教育課程由主管機關自行規劃辦理或
由主管機關會商環境主管機關併同施行。

第八章　附則

第四十條   本法公布施行前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國際
級及國家級國家重要濕地，於本法施行後，視同
國際級與國家級重要濕地。本法公布施行前經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地方級國家重要濕地，於
本法施行後，視同第十二條第一項之地方級暫定
重要濕地，並予檢討；其再評定期限，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分批公告，不受第十條第三項規定
之限制。

第四十一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二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於一年內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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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4年7月1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7011	號令
制定公布全文三十四條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降低
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實環境正義，善盡共同保護
地球環境之責任，並確保國家永續發展，特制定本
法。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溫室氣體：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

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
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
（NF3)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二、  氣候變遷調適：指人類系統，對實際或預期氣候
變遷衝擊或其影響之調整，以緩和因氣候變遷所
造成之傷害，或利用其有利之情勢。調適包括預
防性及反應性調適、 私人和公共調適、自主性與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規劃性調適等。
 三、  溫室氣體排放源（以下簡稱排放源）：指直接或

間接排放溫室氣體至大氣中之單元或程序。
 四、  溫暖化潛勢：指在一段期間內一質量單位之溫室

氣體輻射衝擊，相對於相等單位之二氧化碳之係
數。

 五、  溫室氣體排放量（以下簡稱排放量）：指自排放
源排出之各種溫室氣體量乘以各該物質溫暖化潛
勢所得之合計量，以二氧化碳當量表示。

 六、  事業：指具有排放源之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
人之非法人團體、機關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對象。

 七、  碳匯：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單元
或大氣中持續分離後，吸收或儲存之樹木、森
林、土壤、海洋、地層、設施或場所。

 八、  碳匯量：指將二氧化碳或其他溫室氣體自排放源
或大氣中持續移除之數量，扣除於吸收或儲存於
碳匯過程中產生之排放量及一定期間後再排放至
大氣之數量後，所得到吸收或儲存之二氧化碳當
量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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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減緩：指以人為方式減少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或
增加溫室氣體碳匯。

 十、  低碳綠色成長：促進產業綠化及節能減碳，並透
過低碳能源與綠色技術研發，發展綠能及培育綠
色產業，兼顧減緩氣候變遷之綠色經濟發展模
式。

 十一、  排放強度：指排放源別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
位用料或產出所排放之二氧化碳當量。

 十二、  抵換：指事業採行減量措施所產出之減量額
度，用以扣減排放源之排放量。

 十三、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先 期 專 案（以 下 簡 稱 先 期 專
案）：本法實施前，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
管理人以排放源減量且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排放強度方式執行，所提出之抵換專案。

 十四、  確證：指抵換專案經查驗機構審核，確認抵換
專案計畫書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作業。

 十五、  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以下簡稱抵換專
案）：指為取得抵換用途之排放額度，依中央
主管機關認可之減量方法提出計畫書，其計畫
書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及查驗機構確證，且所

有設備、材料、項目及行動 均直接與減少排
放量或增加碳匯量有關的專案。

 十六、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效 能 標 準（以 下 簡 稱 效 能 標
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依排放源別或事業別之設施、產品或其
他單位用料或產出，公告容許排放之二氧化碳
當量。

 十七、  總量管制：指在一定期間內，為有效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對公告排放源溫室氣體總容許排放
量所作之限制措施。

 十八、  交易：指進行總量管制時，排放額度於國內外
之買賣或交換。

 十九、  排放額度：指進行總量管制時，允許排放源於
一定期間排放二氧化碳當量的額度；此額度得
取自政府之核配、拍賣、配售、先期專案、抵
換專案、效能標準或交易；一單位之排放額度
相當於允許排放一公噸之二氧化碳當量。

 二十、  階段管制目標：依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
對一定期間內的二氧化碳排放總當量所為之管
制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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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  查證：指排放量數據或溫室氣體減量（含碳
匯量）數據，經查驗機構驗證或現場稽核之
作業。

 二十二、  盤查：指彙整、計算及分析排放量或碳匯量
之作業。

 二十三、  登錄：指將經由查驗機構完成查證之排放
量、碳匯量、核配量、減量或交易之排放
量、拍賣量及配售量等登記於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資訊平台之作業。

 二十四、  核配排放額度（以下簡稱核配額）：指中央
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配排
放源於一定期間之直接與間接排放二氧化碳
當量的額度。

 二十五、  配售排放額度（以下簡稱配售額）：中央主
管機關有償售予排放源於一定期間內許可之
溫室氣體排放量。

 二十六、  排放源帳戶：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立用以登錄
排放源之排放量、核配額、拍賣額、配售額
或抵換排放額度之帳戶。

 二十七、  碳洩漏：實施溫室氣體管制，可能導致產業

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鬆國家，反而增加
全球排碳量之情況。

 二十八、  最佳可行技術：指考量能源、經濟及環境之
衝擊後，排放源所採行經評估已商業化排放
量最少之技術。

第四條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
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中華民國九十四年溫室氣體排放
量百分之五十以下。

  前項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
際公約決議事項及國內情勢變化，適時調整該目標，
送行政院核定，並定期檢討之。

第五條  政府應秉持減緩與調適並重之原則，確保國土資源永
續利用及能源供需穩定，妥適減緩及因應氣候變遷之
影響，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及社會正義。

  各級政府應鼓勵創新研發，強化財務機制，充沛經濟
活力，開放良性競爭，推動低碳綠色成長，創造就業
機會，提升國家競爭力。

  為因應氣候變遷，政府相關法律與政策之規劃管理原
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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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為確保國家能源安全，應擬定逐步降低化石燃料
依賴之中長期策略，訂定再生能源中長期目標，
逐步落實非核家園願景。

 二、  秉持使用者付費之環境正義原則，溫室氣體排放
額度之核配應逐步從免費核配到配售方式規劃。

 三、  依二氧化碳當量，推動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
制，以因應氣候變遷，並落實中立原則，促進社
會公益。

 四、  積極協助傳統產業節能減碳或轉型，發展綠色技
術與綠色產業，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與綠色經濟體
制，並推動國家基礎建設之低碳綠色成長方案。

 五、  提高資源與能源使用效率，促進資源循環使用以
減少環境污染及溫室氣體排放。

第六條  溫室氣體管理相關方案或計畫，其基本原則如下：
  一、  國家減量目標及期程之訂定，應履行聯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之共同但有差異之國際責任，同時
兼顧我國環境、經濟及社會之永續發展。

 二、  部門別階段管制目標之訂定，應考量成本效益，
並確保儘可能以最低成本達到溫室氣體減量成
效。

 三、  積極採取預防措施，進行預測、避免或減少引起
氣候變遷之肇因，並緩解其不利影響。

 四、  積極加強國際合作，以維護產業發展之國際競爭
力。

第七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委託專責機構，辦理
有關氣候變遷與溫室氣體減量之調查、查證、輔導、
訓練及研究事宜。

第二章	 政府機關權責

第八條  行政院應邀集中央有關機關、民間團體及專家學者，
研訂及 檢討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分工、整
合、推動及成果彙 整相關事宜。

  中央有關機關應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氣候變遷調適之
事項如下：

 一、 再生能源及能源科技發展。
 二、 能源使用效率提昇及能源節約。
 三、 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
 四、  運輸管理、大眾運輸系統發展及其他運輸部門溫

室氣體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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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低碳能源運具使用。
 六、 建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
 七、 廢棄物回收處理及再利用。
 八、  森林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碳吸收功能強

化。
 九、 農業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及糧食安全確保。
 十、 綠色金融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誘因機制。
 十一、  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衝擊評估及因應規

劃。
 十二、  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抵換、拍賣、配售、交易

制度之建立及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推動。
 十三、  溫室氣體減量科技之研發及推動。
 十四、  國際溫室氣體相關公約法律之研析及國際會議

之參與。
 十五、 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事宜之研擬及推動。
 十六、 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
 十七、 其他氣候變遷調適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第九條  能源、環境狀況，參酌國際現況及前條第一項分工事

宜，擬訂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以下簡稱行動
綱領）及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以下簡稱推動方

案），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
後實施。

  前項行動綱領應每五年檢討一次；推動方案應包括階
段管制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
應依我國經濟、目標、推動期程、推動策略、預期
效益及管考機制等項目。國家能源、製造、運輸、住
商及農業等各部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項
推動方案，訂定所屬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
（以下簡稱行動方案），其內容包括該部門溫室氣體
排放管制目標、期程及具經濟誘因之措施。

第十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產業調整及能源供需，定期
檢討修正前條行動方案，且應每年編寫執行排放管制
成果報告，未能達成排放管制目標者，應提出改善計
畫。

  前項行動方案之實施、訂修、改善計畫及排放管制成
果報告，應提報行政院核定。

第十一條  階段管制目標以五年為一階段，其目標及管制方式之
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邀集學者、專家及 民間團體組成諮詢委員會定之。

   各階段管制目標應依前項之訂定準則，由中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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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並經召開公
聽會程序後，送行政院核定。

   各階段管制目標，除第一階段外，應於下一階段排
放期開始前二年提出。

第十二條  各階段管制目標核定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彙整各部
門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階段管制目標執行狀
況，每年定期向行政院報告。

   前項階段管制目標之執行，應依下列狀況之變遷，
並經行政院同意後，為必要之調整：

  一、 氣候變遷科學知識與相關科技。
  二、 經濟與產業發展現況。
  三、 財政與社會現況。
  四、 能源政策。
  五、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議或相關國際

公約決議事項。
第十三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進行排放量之調查、統計

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之研議，並將調查、統計及調
適成果每年定期提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進行氣候變遷衝擊評估、定期統計全
國排放量，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並每三年編

撰溫室氣體國家報告，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第十四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進行排放源排放量之

盤查、查證、登錄、減量及參與國內或國際合作執
行抵換專案。

第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行政院核定之推動
方案及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行動方案，訂
修溫室氣體管制執行方案，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核定。

第三章	 減量對策

第十六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排放源，應每年進行排放量
盤查，並於規定期限前登錄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資
訊平台所開立之排放源帳戶，其排放量清冊及相關
資料應每三年內經查驗機構查證。

   前項查驗機構須為國際認可之查驗機構或其在國內
開設之分支機構，應向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認
證機構申請認證並取得許可後，始得辦理本法所定
確證及查證事宜。查驗機構許可之申請條件、審查
程序、核發、撤銷、廢止；查證人員之資格、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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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取得合格證書、撤銷、廢止；中央主管機關委
託或停止委託認證機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排放源之盤查、登錄內容、頻率、查證方
式、帳戶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獎勵經公告之排放源，在被納入總
量管制前進行溫室氣體減量，得針對排放源訂定效
能標準。

   前項效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針對排放源之設施、產品或其他單位用料、
產出、消耗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定之，並定期檢討。

第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
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量
規定，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總量管制應於實施排放量盤查、查證、登錄制度，
並建立核 配額、抵換、拍賣、配售及交易制度後，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 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
請行政院核定公告實施之。

第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成立溫室氣體管理基金，基金來源

如下：
  一、 依前條拍賣或配售之所得。
  二、 依第二十一條收取之手續費。
  三、 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四、 違反本法行政罰鍰之部分提撥。
  五、 人民、事業或團體之捐贈。
  六、 其他之收入。
   前項基金專供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

其支用項目如下：
  一、 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二、 排放源檢查事項。 

  三、  輔導、補助及獎勵排放源辦理溫室氣體自願減
量工作事項。

  四、  資訊平台帳戶建立、拍賣、配售及交易相關行
政工作事項。

  五、  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六、 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七、  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宣導與獎助

事項。
  八、 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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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其他有關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研究事
項。第一項第一款拍賣或配售之所得經扣除其
成本及費用後之淨額，應以不低於百分之三十
之比例補助直轄市、縣（市）作為前項項目之
用。

   前項補助比例及其分配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直轄市、縣（市）政府，考量人口數、土地面積及
相關因素定之，並定期檢討。

    第一項基金，中央主管機關得成立基金管理會監督
運作，其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
定之。

第二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告納入總量管制之排放源，分階
段訂定排放總量目標，於總量管制時應考量各行業
之貿易強度、總量管制 成本等因素，以避免碳洩漏
影響全球減碳及國家整體競爭力之原則，將各階段
排放總量所對應排放源之排放額度，以免費核配、
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其事業。該核配額中屬配售
額之比例應於階段管制目標內明定，並應分階段增
加至百分之百。

   前項配售額之比例，得依進口化石燃料之稅費機制

之施行情形酌予扣減比例。
   中央主管機關於核配予公用事業之核配額，應扣除

其提供排放源能源消費所產生之間接排放二氧化碳
當量之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得保留部分核配額、核配一定規模以
上新設或變更之排放源所屬事業，並命該排放源採
行最佳可行技術。

   排放源關廠、歇業或解散，其核配額不得轉讓，應
由中央主管機關收回註銷。排放源停工或停業時，
中央主管機關應管控其 核配額，必要時得收回之。

   第一項事業核配額、核配方式、條件、程序、拍賣
或配售方法、核配額之撤銷、廢止與第四項保留核
配額、一定規模、應採行最佳可行技術及前項排放
源停工、停業、復工、復業之程序、 各行業碳洩漏
對國家整體競爭力影響等之認定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二十一條  取得核配額之事業，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一定期
間之排放量，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移轉期
限日內其帳戶中已登錄可供該期間扣減之排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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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事業排放量超過其核配額度之數量（以下簡稱超

額量），得於規定移轉期限日前，以執行先期專
案、抵換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交易或其他
方式，取得之排放額度，登錄於其帳戶，以供扣
減抵銷其超額量；移轉期限日前，帳戶中原已登
錄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之剩餘量，在未經查證
前不得用以交易。

    前項抵換專案及交易取得之排放額度，應以來自
國內為優先。

    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
其協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能源效率提
升、國內排放額度取得及長期減量目標達成等要
素，得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國外排放
額度開放認可準則。事業用以扣減抵銷其超額量
之國外排放額度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且不得
超過核配額十分之一。

    國外抵換專案之查驗機構，應為國際氣候變化公
約相關機制認可，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第一
項帳戶之管理、排放額度之登錄、扣減及第二

項、第四項交易對象、方式、手續費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金融主
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  執行抵換專案者，經查驗機構查證其達成之溫室
氣體減量（含碳匯量）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取得排放額度。

    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經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
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及非總量管制公告之排放
源自願減量取得排放額度者，於資訊平台帳戶登
錄其排放額度、使用條件及使用期限。

    前二項抵換專案、先期專案、符合效能標準獎勵
及非總量管 制公告之排放源自願減量之內容要
項、申請方式、專案成立條件、計畫書審查與核
准、減量換算排放額度方式、查證作業、排放額 

度使用條件及使用期限、排放額度抵換總量管制
排放額度之比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派員，於提示有
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
後，進入排放源所在場所，實施排放源操作與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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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相關設施檢查或命其提供有關資料，排放源及
場所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不得規避、妨礙
或拒絕。

第四章	 教育宣導與獎勵

第二十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加強推動對於國民、學校及產業
對減緩全球氣候變遷之認知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之宣導工作，並應積極協助民間團體推展有關活
動，其應推展事項如下：

   一、  擬訂與推動氣候變遷及其影響的教育宣導計
畫。

   二、 提供民眾便捷之氣候變遷相關資訊。
   三、  建立產業與民眾參與機制以協同研擬順應當

地環境特性之因應對策。
   四、 培訓科學、技術和管理人員。
   五、  鼓勵研發，結合環境教育相關措施，編製氣

候變遷之環境教育教材。
   六、 促進人民節約能源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七、 建置低碳產品標籤制度及推廣低碳產品。

   八、 其他經各級政府機關公告之事項。
第二十五條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應宣

導、推廣節約能源及使用低耗能高能源效率產品
或服務，以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

第二十六條  提供各式能源者應致力於宣導並鼓勵使用者節約
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第二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氣候
變遷調適或溫室氣體研究、管理與推動績效優良
之機關、機構、事業、僱用人、學校、團體或個
人，應予獎勵或補助。

    前項獎勵與補助之條件、原則及審查程序等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五章	 罰則

第二十八條  事業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於移轉期限
日，帳戶中未登錄足供扣減之排放額度者，每公
噸超額量處碳市場價格三倍之罰鍰，以每一公噸
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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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碳市場價格，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參考國內外碳市場交易價格定期檢
討並公告之。

第二十九條  依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有盤查、登錄義務者、或
依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有登錄義務者，明知為
不實之事項而盤查、登錄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
用人或管理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
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且於重新核配排放量
時，扣減其登錄不實之差額排放量；屆期未完成
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止操
作、停工或停業，及限制或停止交易。

   前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第三十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第二十三條規定所為之檢查或要求提供資料之
命令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新臺
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

第三十一條  查驗機構違反依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
資格條件、許可事項及執行查證之管理規定者，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
    違反依第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盤查、登

錄內容及頻率之管理規定，經通知限期補正，屆
期未補正者，處排放源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通知
限期補正；屆期仍未補正者，按次處罰。

   前二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第三十二條  排放源或事業違反依第二十一條第六項所定辦法

中交易對象或方式之管理規定者或第二十二條第
三項所定辦法中使用條件或使用期限者，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應限制或停止交易。

   前項限期改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九十日。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三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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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4年12月9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400143861號令
制定公布全文	44	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保存、保護及管理水下文化資產，建構國民與歷史
之聯繫，發揚海洋國家之特質，並尊重聯合國保護水
下文化資產公約與國際相關協議之精神，特制定本
法。

第二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文化部。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

主管機關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水下文化資產:指以全部或一部且週期性或連續性

位於水下，具有歷史 、文化、考古、藝術或科學
等價值，並與人類生活有關之下列資產：

   （一） 場址、結構物、建築物、器物及人類遺
骸，並包括其周遭之考古脈  絡及自然脈
絡。

   （二） 船舶、航空器及其他載具，及該載具之相

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

關組件或裝載物，並包括其周遭之考古脈
絡及自然脈絡。

   （三）具有史前意義之物件。
 二、  以水下文化資產為標的之活動 :指出於保存、保

護、管理、研究或教育之目的，以水下文化資產
為主要標的，所進行之實地調查、研究、發掘及
其他可能干擾或破壞水下文化資產之行為。

 三、  非以水下文化資產為標的之活動：指非以水下文
化資產為主要標的，但仍可能造成其干擾或破壞
之行為。

 四、  國家船舶或航空器：指屬於某特定國家政府所有
或由其使用，且在沉沒時作為政府非商業目的使
用，並符合水下文化資產定義之軍艦、其他船舶
或航空器。

 五、  商業開發：指以營利為目的所為買賣、互易或其
他方式交易水下文化資產，或進行之打撈及其他
行為。

第四條  任何涉及水下文化資產之活動，應避免不必要干擾人
類遺骸或歷史悠久之遺址。

  水下文化資產不得作為商業開發之標的。但為協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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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親近、教育宣導，經主管機關事前核准者，不在此
限。

第五條  主管機關應進行水下文化資產之普查，或就個人、團
體通報之疑似水下文化資產，依本法所定程序調查、
研究及審查後，予以列冊及管理。

第六條  主管機關應建立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發掘、保
存及修復之完整個案資料，依檔案法及其相關法令規
定，永久保存。

  前項資料，主管機關應以適當方式公開之。但資料公
開將造成水下文化資產之損害或有不利其保存、保護
及管理之虞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專責機
構，進行調查、研究、發掘、修復、教育、宣導、國
際合作及其他水下文化資產活動。

第八條  主管機關應召開水下文化資產審議會，進行下列事項
之審議：

 一、 以水下文化資產為標的活動之申請。
 二、  就其他非以水下文化資產為標的之活動與其他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間之協調管理事項。
 三、  水下文化資產之列冊與管理。

 四、  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之劃設。
 五、  其他有關水下文化資產保存之重大事項。
    前項審議會之組成、運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條  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或政府機關（構）

與公營事業機構於策定或核定涉及水域之開發、利用
計畫前，應先行調查所涉水域有無水下文化資產或疑
似水下文化資產，如有發現，應即通報主管機關處
理。

  前項開發、利用之範圍與認定、調查與處理方式及程
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核准或許可涉及海床或底土之活
動前，應先通知主管機關。

  前項活動之項目、內容、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會商相 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一條  主管機關為推動水下文化資產保存工作，應進行各
項水下文化資產專業人才之培育。

   前項專業人才培育之項目、方式、程序、考選、評
核、運用、撤銷、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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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主管機關應推廣各級學校水下文化資產保存之教
育，其相關實施與鼓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教
育部定之。

第十三條  任何人發現疑似水下文化資產時，應即停止該影響
疑似水下文化資產之活動，維持現場完整性，並立
即通報主管機關處理。但為避免緊急危難或重大公
共利益之必要，得不停止該活動，並應於發現後立
即通報主管機關處理。

   前項疑似水下文化資產如已出水者，應立即送交主
管機關處理。

  主管機關接獲第一項通報後，得採取下列措施：
  一、  限制或暫停該水域特定範圍內影響該疑似水下

文化資產全部或一部之活動。
  二、  進行必要之調查、研究及其他相關水下工作。
  三、  於發現地所涉水域內劃設暫時保護區。
   前 項 第 三 款 暫 時 保 護 區，準 用 第 二 十 八 條 至 第

三十三條規定；其期間以二年為限，但必要時得延
長一次，期滿失其暫時保護區之效力。

   主管機關依第三項規定採取之措施，於必要時得請
求海岸巡防機關依其職權協助之。

第十四條  民法無主物、遺失物、埋藏物、拾得漂流物或沉沒
品之規定，或其他海商法、海事法等有關物之發
現、打撈之相關法令，於涉及水下文化資產之打撈
或權利主張時，不適用之。

第二章	 權利歸屬及國際合作

第十五條  於中華民國內水、領海內發現之水下文化資產，除
經聲明主張權屬之外國國家船舶或航空器外，屬於
中華民國所有。

   中華民國於行使主權時，擁有規範、授權或許可於
中華民國內水、領海內以水下文化資產為標的之活
動的專屬排他管轄權。

   第一項外國之國家船舶及航空器，主管機關得依國
際慣例，就保護該船舶及航空器之最佳方式，進行
國際合作，並將所發現可認出其所屬國籍者，通知
其註冊國。必要時，並得通知與該船舶及航空器有
文化、歷史或考古等方面相 關聯之其他國家。

第十六條  中華民國擁有規範、授權或許可、禁止於中華民國
鄰接區內、專屬經濟海域內及大陸礁層上以水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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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資產為標的活動的專屬排他管轄權。
   主管機關對在中華民國鄰接區、專屬經濟海域或大

陸礁層上所發現之水下文化資產或擬就水下文化資
產進行考古之活動時，得依下列程序為之：

  一、  與依相關國際公約提出聲明之國家，共同諮商
保護該水下文化資產之最佳方式。

  二、  作為協調國，對前款諮商進行協調。
   中華民國作為前項第二款協調國時，得採取下列措

施：
  一、  實施包括中華民國在內之所有諮商國一致同意

之保護措施。
  二、  實施符合前款規定及相關國際公約規則之保護

措施。
  三、  對水下文化資產進行必要初步研究，並得即時

通知相關國際組織。
第十七條  主管機關在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外之

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發現疑似水下文化資產或進
行以水下文化資產為標的之活動時，準用前條第二
項規定。

第十八條  中華民國國民或中華民國國籍之船舶船長，在其他

國家專屬經濟海域內、大陸礁層上發現疑似水下文
化資產，或有意進行以水下文化資產為標的之活動
時，應即通知主管機關。

   中華民國得就前項發現或活動，通知相關國際組織
或該其他國家。

第十九條  於外國內水、群島水域、領海、鄰接區、專屬經濟
海域或大陸礁層上發現之水下文化資產，與中華民
國確有文化、歷史或考古等方面之關聯時，中華
民 國保有文化、歷史或考古等方面起源國之優先權
利，主管機關並得向相關國家或國際組織表示願意
參與保護該水下文化資產之諮商。

第二十條  任何人違反本法所取得之水下文化資產，不得運出
中華民國領域，或在中華民國領域內運輸、持有、
陳列或販賣。

   經查獲並扣留之前項水下文化資產，主管機關應採
取合理措施保護之；其為中華民國所有者，主管機
關應指定其保存或典藏機關（構）；非為中華民國 

所有而與他國確有可證實之文化、歷史或考古等方
面相關聯者，主管機關應加 以記錄、保護及採取合
理措施保持其最適狀態，並得通知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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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中華民國為保存、保護及管理水下文化資產，得
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簽訂雙邊、區域、多邊協
定或國際文件。

    主管機關得就水下文化資產之調查、研究、發
掘、保存、通知及相關技術等事項，進行國際合
作。

第三章	以水下文化資產為標的之活動

第二十二條  以水下文化資產為標的之活動，其進行前應由學
者專家、學術或專業之機構或團體，提出水下文
化資產活動計畫，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始得
為 之。

    前項申請人為外國人者，應與我國學術或專業機
構合作，始得申請。

    申請人於核准之活動進行期間，應依核定計畫內
容，定期製作活動報告，送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活動進行之資格限制、活動核准之申請、
條件、方式、範圍、期限、計畫內容、廢止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  以水下文化資產為標的之活動，應受主管機關之
監督。

    前項水下文化資產活動之作業方式、相關作業人
員之資格、現地保存方式、出水方式、發掘出水
後保存或保護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四條  進行以水下文化資產為標的之活動，遇有水下文
化資產緊急保護必要者，應立即通報主管機關，
並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 立即停止相關活動。
   二、  進行暫時性保護，並於工作完成後製作報告

書，送主管機關備查。
   三、 請求主管機關協助。
第二十五條  主管機關為監督以水下文化資產為標的之活動，

得派員或委託專業機構到場實施檢查，受檢人員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受檢人員有規避、妨礙或拒絕行為之虞，主
管機關得請求海岸巡防 機關或有權管轄之警察機
關協助。

第二十六條  主管機關得委任其所屬機關（構）、委辦地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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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團體或委託其他機關（構）、民間團體或個人
辦理以水下文化資產為標的之活動。

    前項受委任、委辦或委託之機關（構）、地方自
治團體、民間團體或個人，於進行以水下文化資
產為標的之活動前，應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

第四章	水下文化資產之現地保存

第二十七條 水下文化資產應以現地保存為原則。
    前項現地保存，得以列冊管理、劃設保護區或其

他適當保存方式為之。
第二十八條  主管機關經水下文化資產審議會之決議，認其應

以保護區方式保護特定水下文化資產者，應會商
有關機關，於該水域範圍內，劃設水下文化資產
保護區，並辦理公告，現地保存之。

    前項保護區劃設前，主管機關應邀集與該保護區
所在水域有利害關係之人民或團體，召開公聽會
或說明會。

    前二項保護區之劃設基準、分級範圍、變更、廢
止與其程序、說明會之 辦理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以其他方式現地保存之文化資產，準用前三項規

定。
第二十九條  主管機關得請求有關機關，以浮標、航道、助導

航設施、海圖、全國海域管理計畫或其他方式，
標示已公告之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位置，或其他
已現地保存之水下文化資產位置。

第三十條   主管機關應就已公告之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會
商有關機關，訂定管理保護計畫，並進行管理保
護。

   前項管理保護計畫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基本資料：位置、面積、水下文化資產內

涵、研究概況及範圍圖示。
   二、 分級範圍。
   三、 權責規劃及通報機制。
   四、  日常維護：環境景觀之保全、維護及記錄。
   五、  緊急維護：自然或人為破壞之預防及緊急災

害之處置。
   六、  教育及宣導：文宣資料之製作、展示及教育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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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經費來源。
   八、 委託管理規劃。
   九、 其他管理保護有關事項。
    前二項所指管理保護計畫之擬定、審議、公開展

覽、管理方式、委託管理者之資格條件、委託之
程序、期限、終止、監督及檢討基準等事項之實
施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其他已現地保存之水下文化資產，準用前三項規
定。

第三十一條   進入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者，應經主管機關許
可。

    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內，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禁
止為下列行為：

   一、 打撈水下文化資產。
   二、 使用爆炸物。
   三、 從事拖網、下錨。
   四、 探勘或採集礦物。
   五、  鋪設電纜、管道、設施或結構。
   六、 排洩廢（污）水、油、廢棄物或有害物質。

   七、 開挖、濬深航道及施作海洋工程。
   八、 潛水。
   九、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行為。
    為維護國防安全或避免緊急危難之必要，得不受

前二項規定之限制；行為後應立即通報主管機
關，但涉及軍事機密或國防機密者無須通報；為
重大公共利益或學術研究之必要，經主管機關許
可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進入與禁止行為許可之申
請、條件、期限、審議程序、撤銷、廢止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二條  水下文化資產管理保護及違法事項之處理，主管
機關得請求海岸巡防機關協助。

第三十三條  主管機關為社會教育之目的，於不侵擾水下文化
資產保存、保護及管理下，得開放水下文化資產
保護區之全部或一部，提供公眾觀覽。

    前項提供公眾觀覽所涉範圍、觀覽方式、監控機
制及其他相關事項，應納入第三十條水下文化資
產保護區管理保護計畫中，據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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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發掘出水

第三十四條  水下文化資產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發掘出
水

    一、 涉及我國之國家歷史定位或認同。
    二、  欠缺該水下文化資產會影響人類歷史解釋之

完整。
   三、  具重大商業交易價值，非發掘出水不足以保

護。
    四、 為進行水下文化資產調查研究之必要。
    五、  因情況急迫或其存在環境變更，致非發掘出

水不足以保存、保護或管理。
    六、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發掘出水必要之情

形。
第三十五條  進行前條發掘行為者，除應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辦

理外，應同時提出水下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
並應優先使用非破壞性之技術及勘測方法。

    水下文化資產之發掘出水方式或緊急處理方式，
應由水下考古、水下作 業及保存科學等專業人員
共同參與。

第三十六條  發掘出水之水下文化資產及其發掘紀錄，應於主
管機關指定期限內列冊陳報。

    前項水下文化資產，應依主管機關指定之方式保
存、維護；必要時，主管機關得指定保存或典藏
機關（構）予以保存、維護。

    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任其所屬機關（構）、委辦
地方自治團體或委託其他機關（構）、民間團體
或個人，辦理發掘出水之水下文化資產之展覽、
教 育或推廣活動。

第六章	 罰則

第三十七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
金：

   一、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竊取水下
文化資產。

   二、  毀損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或暫時保護區內之
水下文化資產。

   三、  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將中華民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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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水下文化資產運送出境。
   四、  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

核准進行水下文化資產活動。
   五、  違反第二十二條第四項所定辦法規定，將水

下文化資產發掘出水。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犯第一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之

物均沒收之，其全部或 一部無法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

第三十八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
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職務犯前條第一項或第
二項之罪者，除依前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
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同條所定之罰金。

第三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

   一、  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運輸、持有、陳
列或販賣水下文化資產 。

   二、  未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申請核准、逾越
核准內容，或未依主管機關核准之計畫，進
行水下文化資產活動。

   三、  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於發現水下文化
資產或疑似水下文化資產時，仍持續從事
影響水下文化資產或疑似水下文化資產之活
動，致破壞現場完整性。

   四、  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二項，或違反第十三條第
四項準用第三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有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情形之一，經主管機關命
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或未依改正事項改正
者，得按次分別處罰至改正為止。

第四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

  一、  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發現疑似
水下文化資產，未立即通報主管機關處理，或
疑似水下文化資產已出水者，未立即送交主管 

機關處理。
  二、  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

絕檢查。
  三、  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或依第十三條第四項

準用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
可，進入水下文化資產保護區或暫時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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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則

第四十一條  因第三十七條、第三十九條或前條各款行為之
一，致水下文化資產受損害者，主管機關得依民
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向各該條款規定應負責任
人請求損害賠償。其他海域活動致水下文化資產
受損害者，亦同。

    前項損害賠償範圍，包括所受損害、所失利益及
回復原狀所須支出之各項費用。

第四十二條  對於水下文化資產保存、修復、保護、管理、人
才培育及教育宣導工作有貢獻，或經核准進行各
類水下文化資產活動著有績效者，主管機關得給
予 獎勵或補助。

    前項獎勵或補助之範圍、方法、內容、基準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三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105年7月20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500079291號令
制定全文	47	條
（本條例自106年1月20日生效）

第1章	 總則

第1條  為落實保育海洋資源，強化遠洋漁業管理，遏止非法、
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撈作業，健全漁獲物及漁產品之可
追溯性，以促進遠洋漁業永續經營，特制定本條例。

第2條  遠洋漁業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漁
業法之規定。

第3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第4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  漁撈作業：指探尋、誘集、捕撈海洋漁業資源，

載運、卸下、儲存、加工、包裝漁獲物或漁產
品，或提供補給之行為。

 二、  漁船：指從事漁撈作業之船舶。
 三、  遠洋漁業：指使用漁船於公海或他國內水、領海

或專屬經濟海域（以下簡稱管轄海域），從事漁
撈作業之行業。

遠洋漁業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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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海洋漁業資源：指可供漁業利用之海洋生物資
源。

 五、 經營者：指經營遠洋漁業者。
 六、  從業人：指漁船船員及其他為經營者捕撈、卸下

或運搬漁獲物或漁產品之人。
 七、  遠洋漁業相關業者：指從事遠洋漁業漁獲物或漁

產品加工、運送、倉儲、買賣、代理銷售或出口
之相關業者。

 八、  國際漁業組織：指我國參與之依國際條約或協定
所成立之國際漁業管理組織、區域或次區域漁業
管理組織。

 九、  養護管理措施：指國際漁業組織為保育管理海洋
漁業資源所通過並生效具約束力之建議或決議
案。

 十、  海上轉載：指於港區範圍以外之海域，將漁獲物
或漁產品從漁船或漁船以外船舶轉移至其他漁船
或漁船以外船舶之行為。

 十一、  港內轉載：指於港區範圍內之海域，將漁獲物
或漁產品從漁船或漁船以外船舶轉移至其他漁
船或漁船以外船舶之行為。

 十二、  港口卸魚：指於港區範圍內之海域卸下漁獲物
或漁產品之行為。

 十三、  觀察員：指由主管機關、國際漁業組織或漁業
合作國指派在漁船觀察、執行查核、蒐集資
料、採取生物體標本等任務之人。

 十四、 非法漁撈作業：指下列情形：
    （一）  漁船在國家管轄海域內，未經許可或違

反該國法令從事漁撈作業。
    （二）  國際漁業組織會員國之漁船，違反該組

織之養護管理措施，或違反國際法有關
規定從事漁撈作業。

    （三）  國際漁業組織合作非會員國之漁船，違
反該國法令或國際義務從事漁撈作業。

 十五、 未報告漁撈作業：指下列情形：
    （一）  從事違反船籍國法令規定，未向該國主

管機關報告或虛報之漁撈作業。
    （二）  從事違反國際漁業組織報告程序，未向

該組織報告或虛報之漁撈作業。
 十六、 不受規範漁撈作業：指下列情形：
    （一）  無國籍漁船、非國際漁業組織會員國或



352 353

捕魚實體之漁船，在國際漁業組織適用
海域內，從事違反該組織養護管理措施
之漁撈作業。

    （二）  以違反國際法賦予國家養護海洋漁業資
源責任之方式，於未實施養護管理措施
之海域從事漁撈作業或捕撈未實施養護
管理措施之海洋漁業資源。

 十七、 船籍國：指船舶有資格懸掛之國旗所屬國家。
 十八、  專屬經濟海域：指鄰接領海外側至距離領海基

線二百浬間之海域。

第5條  主管機關應運用預警原則及以生態系統為基礎之方
法，採用可取得之最佳科學建議，並參考國際條約、
協定及養護管理措施，訂定下列事項之國家行動計
畫，並公告之：

 一、  海洋漁業資源之保育、管理、利用及最大可持續
生產量之維持。

 二、  海洋漁業資源及海洋生態環境改變之因應措施。
 三、  遠洋漁業之永續經營目標、發展策略及計畫執行

步驟。
 四、  漁撈能力及海洋漁業資源之衡平措施。

 五、  因應遠洋漁業產業結構調整，針對經營者、從業
人及遠洋漁業相關業者之輔導、補助措施。

 六、  遠洋漁業監督管理制度及其相關人力資源建置、
訓練。

 七、  遠洋漁業人力資源之訓練及相關科技、設備之發
展。

 八、  與他國及國際漁業組織之合作。
 九、  預防、制止與消除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撈

作業。
 十、  其他有效管控遠洋漁業相關事項。

第2章					遠洋漁業許可及管理

第6條  中華民國人從事遠洋漁業，應依漁業法取得漁業證
照，並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遠洋漁業作業許可。

  前項作業許可之申請資格、條件、應備文件、程序、
期限、總容許漁船船數、噸位數或魚艙容積、總容許
漁獲量、廢止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第7條  前條第一項之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發遠
洋漁業作業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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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
 二、 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三、 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
 四、  犯本條例、漁業法或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管理

條例所定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尚未執行、執行未畢、緩刑尚未期滿，或執行完
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滿二年。

 五、  犯本條例、漁業法或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管理
條例所定之罪，經判處拘役或罰金確定，尚未執
行、執行未畢或執行完畢後未滿二年。

 六、  所經營之漁船依本條例或漁業法廢止或撤銷漁業
證照處分未滿二年。

 七、  所申請之漁船依本條例、漁業法或投資經營非我
國籍漁船管理條例所處罰鍰尚未繳納完畢。

 八、  所申請之漁船依本條例或漁業法收回漁業證照處
分尚未執行完畢。

第8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不予核發漁船遠洋漁業
作業許可；已核發者，應變更、限制或廢止之：

 一、 養護管理措施限制之變更。
 二、 因應我國與他國或國際漁業組織諮商之結論。
 三、  受成立中國際漁業組織自願性或暫時性養護管理

措施之限制。
 四、  漁業合作國對在該國管轄海域內作業之他國漁船

欠缺管控機制。
 五、  漁業合作國被他國、國際漁業組織或其他經濟整

合組織列為打擊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撈作
業不合作之國家，或打擊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
範漁撈作業不合作警告名單之國家二年以上。

 六、 為管理海洋漁業資源所需。
第9條  從事遠洋漁業之漁船，應裝設船位回報器及電子漁獲

回報系統，始得出港。
  前項船位回報器、電子漁獲回報系統，電子海圖及監

督管控中心設備之管理與輔導辦法，由主管機關定
之。

第10條  從事遠洋漁業之漁船應遵守養護管理措施及公海作業
國際規範。前項養護管理措施及公海作業國際規範所
定下列各款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 漁撈作業海域及期間，禁漁區及禁漁期。
 二、 漁具、漁撈方法、混獲忌避措施。
 三、 漁獲種類之限制或禁止。
 四、 漁獲數量限制或配額。
 五、 填報及繳交漁撈日誌、漁獲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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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漁船標識、漁具標識、漁船船位回報管理。
 七、 漁獲物處理方式。
 八、 轉載或卸魚港口之指定及管理。
 九、 漁船作業觀察或檢查。
 十、 漁獲證明書核發。
 十一、  漁船及漁撈作業相關資料之公開化及透明化管

理。
 十二、 其他漁船作業之相關管理事項。
  前項各款事項之辦法，應隨遠洋漁業作業需求定期檢

討。
第11條  從事遠洋漁業之漁船，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為海上

轉載、港內轉載或港口卸魚。
  前項作業主管機關並得派員或委託專業機構實地查

核，受查核人員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一項許可之申請資格、條件、應備文件、程序、海

上轉載、港內轉載或港口卸魚之通報事項與程序、查
核、廢止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第12條  漁船不得進入他國管轄海域從事漁撈作業。但取得他
國許可並經我國主管機關核准對外漁業合作者，得在
他國專屬經濟海域從事漁撈作業。

  前項漁船之經營者及從業人應遵守我國主管機關核准
條件及漁業合作國之規定，並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漁業合作國之檢查。

  第一項核准之申請資格、條件、應備文件、程序、期
限、廢止條件、漁業活動項目、合作方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13條 中華民國人不得有下列重大違規行為：
 一、  無漁業證照、無第六條第一項之遠洋漁業作業許

可或收回漁業證照處分執行期間，從事遠洋漁
業。

 二、  未依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裝設船位回報器或電子漁
獲回報系統而出港。

 三、  未依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經主管機關許可從事海
上轉載、港內轉載或港口卸魚。

 四、  未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准，進入他國
管轄海域從事漁撈作業。

 五、  偽造、塗改或遮蔽中英文船名、船籍港名、漁船
統一編號或國際識別編號之漁船標識。

 六、  從事漁撈作業時，故意使船位回報不正確或使船
位回報器失去功能。

 七、  有配額限制之魚種，漁船總漁獲量已超過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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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依第十條第二項第四款所定辦法規定許可配額
百分之二十，仍繼續捕撈該魚種。

 八、  於禁漁期或禁漁區從事漁撈作業。
 九、  使用主管機關禁止之漁具。
 十、  從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漁業種類。
 十一、  捕撈、持有、轉載或卸下、銷售禁捕魚種。
 十二、  未依第十條第二項所定辦法填報、繳交漁撈日

誌或漁獲通報，或漁撈日誌或漁獲通報資料嚴
重不實。

 十三、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國際漁業組織或
漁業合作國指派之觀察員進行觀察任務。

 十四、  規避、妨礙或拒絕第十一條第二項之查核，第
十二條第二項、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檢查，第二十五條第四項
所定辦法中有關稽核之規定。

 十五、  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有關違反本條例規定
之證據。

 十六、  提供本船申領之漁獲證明書供他船漁獲物使
用，或本船漁獲物持他船所領漁獲證明書銷
售。

 十七、  偽造、變造或冒用漁獲證明書，或故意使用經

偽造或變造之漁獲證明書銷售漁獲物或漁產
品。

 十八、  與國際漁業組織列入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
漁撈作業漁船名單之漁船或無國籍船舶聯合從
事漁撈作業、轉載或補給。

 十九、  明知漁獲物或漁產品來源有下列情形之一而買
賣或加工：

    （一） 有第一款至前款情事之一。
    （二）  為國際漁業組織列入非法、未報告及不

受規範漁撈作業漁船名單之漁船所捕
撈。

  前項第八款之禁漁期及禁漁區、第九款禁止使用之漁
具、第十一款禁捕魚種及第十八款、第十九款第二目
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撈作業漁船名單，由主管
機關公告之。

第14條  中華民國人除前條第一項所列重大違規行為外，並不
得從事或協助其他非法、未報告或不受規範漁撈作
業。

  受僱於非我國籍漁船之我國國民疑似涉有前項情事
者，主管機關應在不侵害船籍國主權下，採取適當措
施防止之。



360 361

  主管機關應與國際漁業組織或他國合作，避免及遏止
國人從事或協助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撈作業。

第15條  主管機關為漁業管理或配合國際漁業組織提交個別漁
船相關資料之需要，得要求經營者、從業人或資料持
有人提供漁獲數量、作業範圍及期間、漁具、漁撈方
法、船位、作業資料、轉載、卸魚、銷售及其他相關
資料；經營者、從業人或資料持有人不得拒絕。

第16條  主管機關或海岸巡防機關得依其職掌派員檢查漁船與
其漁獲物及漁產品、漁具、簿據或其他物件，並得詢
問經營者、從業人或資料持有人；經營者、從業人或
資料持有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17條  漁船於公海作業時，應接受與我國相互執行公海登檢
之國家或國際漁業組織指定船舶之檢查員進行登船檢
查；經營者或從業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國際漁業組織或與我國相互執行公海登檢國家、
指定船舶之船名及編號，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18條  漁船涉有第十三條第一項所定重大違規行為，且有具
體事證者，主管機關應命令該漁船停止作業，限期直
航至指定港口接受調查。

  前項漁船航行、進港、調查等所衍生費用，由經營者
自行負擔。

第19條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抵達指定港口之漁船，主管機關應
於該船進港時立即調查，並於該船進港之日起三十日
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一次，期間以三十日為
限。

  主管機關依前項調查尚未完成前，漁船不得出港。
第20條  漁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出港：
  一、 經廢止漁業證照。
  二、 經處分收回漁業證照，於處分執行期間。
  漁船於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五條第三項、第三十六條第

一項、第三項、第四十條第二項、第四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為廢止或收回漁
業證照處分前已出港者，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直航至
指定港口。

第21條  漁船違反第九條第一項、第十九條第二項、前條第一
項規定出港，主管機關得委託海岸巡防機關採取適當
措施制止其出港；抗拒者，得使用強制力為之；已出
港者，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直航至指定港口。

第22條  非我國籍漁船進入我國港口，除依航政、關稅、衛
生、移民、防疫、檢疫及海岸巡防規定辦理外，應經
主管機關許可。但漁船有不可抗力因素或緊急危難狀
況，得先行通報進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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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漁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進港：
  一、  被他國、國際漁業組織或其他經濟整合組織列入

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撈作業之漁船名單。
  二、  該船之船籍國被他國、國際漁業組織或其他經濟

整合組織列為打擊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撈
作業不合作之國家，或打擊非法、未報告及不受
規範漁撈作業不合作警告名單之國家二年以上。

  三、  該船涉有從事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撈作
業。

  四、  經船籍國書面請求禁止該船進港。
  五、  無國籍船舶。
  第一項許可之申請資格、條件、應備文件、程序、廢

止條件、卸魚通報、卸魚區域、卸魚時間、管理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23條  主管機關得派員至前條漁船或有關辦公處所、倉儲場
所或其他場所，檢查其漁獲物或漁產品、簿據及其他
物件，並得詢問關係人；關係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必要時，得會同海岸巡防機關或警察機關人員辦
理。前述檢查過程應作成紀錄存查。

  執行前項檢查後有事證顯示該船從事或協助非法、未
報告或不受規範漁撈作業，主管機關應拒絕提供該船

卸貨、轉載、包裝、漁獲加工、加油、補給、維修或
其他港口設施服務，並限制該船離港。但於船員基本
生活所需範圍內之補給，不在此限。

  第一項人員於執行檢查時，應提示身分證明及指定檢
查範圍之機關證件；其未經提示者，被檢查人得拒絕
之。

  第二項檢查結果之相關資料，主管機關應通知該船船
籍國、相關國家及國際漁業組織。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通知後，於六十日內未接獲船籍
國、相關國家或國際漁業組織書面請求協助，或經雙
方諮商未達成協議時，得令該船限期離港。

第24條  經營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將其所屬漁船
列為高風險漁船，並實施特別管理措施：

  一、  有第十三條第一項所列重大違規行為。
  二、  最近三年內因違反本條例經處罰鍰累計新臺幣

二百萬元以上。
  三、  因違反本條例經處收回漁業證照累計三個月以

上，且執行完畢未滿三年。
  前項實施特別管理措施之對外漁業合作限制、觀察員派

遣、船位回報頻率、漁獲通報、卸魚檢查、轉載限制、
管理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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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高風險漁船變更經營者後，主管機關仍應依前
項辦法之規定對該船實施特別管理措施。

第25條  主管機關得派員至遠洋漁業相關業者之船舶、辦公處
所、倉儲場所或其他有關場所，檢查其漁獲物或漁產
品、簿據及其他物件，並得詢問關係人；關係人不得
規避、妨礙或拒絕。必要時，主管機關人員得會同海
岸巡防機關或警察機關人員前往檢查。前述檢查過程
應作成紀錄存查。

  前項人員於執行檢查時，應提示身分證明及指定檢查
範圍之機關證件；其未經提示者，被檢查人得拒絕
之。

  遠洋漁業相關業者從事遠洋漁業漁獲物或漁產品出口
者，應建立採購、銷售漁獲物或漁產品行為規範及作
業流程，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始得為之。

  前項申請人之資格條件、漁獲物或漁產品種類、應備
文件、核准與廢止條件、採購銷售之申報、核銷、稽
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三項規定經主管機關核准從事遠洋漁業漁獲物或
漁產品出口之遠洋漁業相關業者，始得申請核發漁獲
證明書。

  前項漁獲證明書之申請程序、條件、應備文件、核銷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26條  經營者在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者，應經主管機關許

可，以自行僱用或透過國內居間或代理業務之機構
（以下簡稱仲介機構）聘僱之方式為之。

  前項仲介機構應經主管機關核准，並繳交一定金額之
保證金。

  前二項非我國籍船員之資格、許可條件、應備文件、
經營者與非我國籍船員雙方權益事項、契約內容、仲
介機構之核准條件、期間、管理、廢止條件、仲介機
構與非我國籍船員雙方權益事項、契約內容、管理責
任、保證金之一定金額、繳交、退還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27條  為強化遠洋漁業管理，促進與他國或國際漁業組織之
合作，主管機關應派員駐境外辦事。

第28條  主管機關應建立遠洋漁業整合資訊系統，以強化遠洋
漁業管理。

第29條  主管機關得委託專業機構辦理下列事項：
  一、  提供遠洋漁業產業諮詢及輔導。
  二、  漁船船位之監控管理。
  三、  漁船電子漁獲回報軟體之開發及管理。
  四、  漁獲資料之蒐集、統計及分析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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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港內轉載或港口卸魚之檢查。
  六、  觀察員之指派。
  七、  協助漁業團體執行主管機關所定之漁業管理政

策。

第3章	 	遠洋漁業發展及輔導

第30條  主管機關應訂定遠洋漁業發展方案、計畫，並督導實
施。

  前項方案、計畫之擬訂，應兼顧漁業生產、漁民生活
及海洋生態功能，發展臺灣遠洋漁業永續經營體系。

第31條  經營者為開發遠洋漁業之新漁具、漁法或漁場而從事
探勘漁撈作業，應檢附探勘漁撈作業計畫向主管機關
申請許可。

  主管機關得要求前項經營者與指定之試驗研究機構共
同進行探勘漁撈作業。

  第一項經營者之資格、條件、探勘漁撈作業計畫內
容、許可條件、期間、廢止條件、管理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32條  主管機關得協助民間團體辦理下列事項：
  一、  與他國、國際漁業組織或國外漁業相關組織或機

構進行與遠洋漁業產業或締結協議相關之談判。
  二、  與遠洋漁業產業相關之國際資訊、科技及人力資

源之交流。
  三、  與遠洋漁業產業相關之國際科技標準化、共同研

究調查或科技合作。
  四、  舉辦與遠洋漁業產業相關之國際學術會議或國際

展覽。
  五、  研究分析漁產品海外市場，或傳遞遠洋漁業產業

相關資訊。
  六、  培訓我國籍或非我國籍船員、幹部船員或觀察

員。
  七、  其他遠洋漁業產業國際合作相關事項。
第33條  為鼓勵經營者引進及執行與維護海洋生態環境或遠洋

漁業永續經營相關之新科技及新技術，主管機關得視
政府財政狀況酌予補助。

第34條  為促進遠洋漁業相關科技研究之發展，主管機關得辦
理下列事項：

  一、  海洋漁業資源之國際合作調查及評估。
  二、  新遠洋漁場之開發。
  三、  海洋漁業生物多樣性之調查。
  四、  遠洋漁業永續經營研究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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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章					罰則

第35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  未依第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十條第二項之主管機
關所定期限直航至指定港口。

  二、  違反第二十一條規定將漁船駛出港口，且未依主
管機關所定期限直航至指定港口。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
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項之罪者，除處罰其
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

  經營者或從業人第一次有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得收回經營者之漁業證照二年以下，或
廢止之；經收回漁業證照者，第二次有各該情形之
一，廢止其漁業證照。

  從業人第一次有第一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者，主管機
關得收回其漁船船員手冊及幹部船員執業證書二年以
下，或廢止之；經收回漁船船員手冊及幹部船員執業
證書者，第二次有各該情形之一，廢止其漁船船員手
冊及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第36條  經營者或從業人有第十三條第一項重大違規行為之一

者，依下列規定處經營者罰鍰，並得收回其漁業證照
二年以下，或廢止之：

  一、  總噸位五百以上漁船：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
三千萬元以下罰鍰。

  二、  總噸位一百以上未滿五百漁船：處新臺幣四百萬
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鍰。

  三、  總噸位五十以上未滿一百漁船：處新臺幣二百萬
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四、  總噸位未滿五十漁船：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依前項規定所處罰鍰低於漁獲物或漁產品之價值者，
按該漁獲物或漁產品之價值處以最高五倍之罰鍰。

  經營者或從業人最近三年內有第十三條第一項之同款
重大違規行為達二次以上，或有第十三條第一項之
重大違規行為達三次以上者，依下列規定處經營者
罰鍰，並收回其漁業證照二年以上三年以下，或廢止
之：

  一、  總噸位五百以上漁船：處新臺幣九百萬元以上
四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二、  總噸位一百以上未滿五百漁船：處新臺幣六百萬
元以上三千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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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總噸位五十以上未滿一百漁船：處新臺幣三百萬
元以上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  總噸位未滿五十漁船：處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
上七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依前項規定所處罰鍰低於漁獲物或漁產品之價值者，
按該漁獲物或漁產品之價值處以最高八倍之罰鍰。

  從業人有第十三條第一項重大違規行為之一者，依下
列規定處罰鍰，並得收回其漁船船員手冊及幹部船員
執業證書二年以下，或廢止之：

  一、  總噸位五百以上漁船：處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以
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鍰。

  二、  總噸位一百以上未滿五百漁船：處新臺幣八十萬
元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鍰。

  三、  總噸位五十以上未滿一百漁船：處新臺幣四十萬
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  總噸位未滿五十漁船：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從業人最近三年內有第十三條第一項之同款重大違規
行為達二次以上，或有第十三條第一項之重大違規行
為達三次以上者，依下列規定處罰鍰，並廢止其漁船
船員手冊及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一、  總噸位五百以上漁船：處新臺幣一百八十萬元以
上九百萬元以下罰鍰。

  二、  總 噸 位 一 百 以 上 未 滿 五 百 漁 船：處 新 臺 幣
一百二十萬元以上六百萬元以下罰鍰。

  三、  總噸位五十以上未滿一百漁船：處新臺幣六十萬
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  總噸位未滿五十漁船：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
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項及第四項漁獲物或漁產品之價值，以該漁獲物
或漁產品前三年之國內市場平均價格計算之。

第37條  非我國籍漁船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行為人新臺幣
六百萬元以上三千萬元以下罰鍰：

  一、  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
進入我國港口。

  二、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三條第一項
之檢查，或對檢查人員之詢問，拒不答覆或為虛
偽之陳述。

  非我國籍漁船最近三年內有前項之同款違規情事達二
次以上，或有前項之違規情事達三次以上者，處行為
人新臺幣九百萬元以上四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非我國籍漁船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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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通報、卸魚區域、卸魚時間、管理之規定者，處行
為人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依前三項規定所處之罰鍰未依限期繳納者，主管機關
得禁止該船出港。但經提供相當擔保者，不在此限。

  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檢查後發現為無國籍船
舶時，應沒入該船與其載運之漁獲物及漁產品，並銷
毀該漁獲物及漁產品。

第38條  遠洋漁業相關業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六百
萬元以上三千萬元以下罰鍰：

  一、  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未經核准從事遠洋
漁業漁獲物或漁產品出口。

  二、  有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十一款、第十四款、第十五
款、第十七款至第十九款重大違規行為之一。

  遠洋漁業相關業者從事遠洋漁業漁獲物或漁產品出口
違反第二十五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採購銷售漁獲
物或漁產品之申報、核銷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二百萬
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遠洋漁業相關業者有第一項第二款或前項所定情事之
一者，主管機關應暫停其從事遠洋漁業漁獲物及漁產
品出口資格二年以下，或廢止之。

  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所處罰鍰低於漁獲物或漁產品

之價值者，按該漁獲物或漁產品之價值處以最高五倍
之罰鍰。

  遠洋漁業相關業者三年內有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所
列第十三條第一項同款情事達二次以上，或有第一項
情事達三次以上者，處新臺幣九百萬元以上四千五百
萬元以下罰鍰，並暫停其從事遠洋漁業漁獲物及漁產
品出口資格二年以上三年以下，或廢止之。

  依前項規定所處罰鍰低於漁獲物或漁產品之價值者，
按該漁獲物或漁產品之價值處以最高八倍之罰鍰。

  第四項及第六項漁獲物或漁產品之價值，以該漁獲物
或漁產品前三年之國內市場平均價格計算之。

第39條  經營者、從業人及遠洋漁業相關業者以外之中華民國
人，有第十三條第一項各款重大違規行為之一者，處
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
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
元以下罰鍰。

  經營者、從業人及遠洋漁業相關業者以外之中華民
國人，最近三年內有第十三條第一項之同款重大違
規行為達二次以上，或有第十三條第一項之重大違
規行為達三次以上者，處新臺幣四百五十萬元以上
二千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最近三年內違反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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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規定達三次以上者，處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
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40條  拒絕主管機關依第十五條之要求提供資料者，處新臺
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最近一年內有該
情形達二次以上者，處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一千五百
萬元以下罰鍰。

  經營者或從業人有前項前段情形者，主管機關應收回
經營者之漁業證照二年以下，或廢止之；有前項後段
情形者，主管機關應收回經營者之漁業證照二年以上
三年以下，或廢止之。

  從業人有第一項前段情形者，主管機關應收回其漁船船
員手冊及幹部船員執業證書二年以下，或廢止之；經收
回漁船船員手冊及幹部船員執業證書且有第一項後段情
形者，廢止其漁船船員手冊及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第41條  經營者或從業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經營者新臺幣
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收回其漁
業證照二年以下，或廢止之：

  一、  違反第十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重大違規行為
以外之漁船作業管理之規定。

  二、  違反第十一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轉載、港口
卸魚之通報事項、程序或查核之規定。

  三、  違反第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漁業活動項
目、合作方式之規定。

  四、  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特別管理
措施之對外漁業合作限制、船位回報頻率、漁獲
通報、卸魚檢查、轉載限制之規定。

  五、  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許可條
件、期間、管理之規定。

  經營者或從業人最近一年內有前項同一違規事由情事達
二次以上，或前項之違規情事達三次以上者，處經營者
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上三百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收回經營者之漁業證照二年以下，或廢止之。

  從業人有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
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收回其漁船船員手冊及幹
部船員執業證書二年以下，或廢止之。

  從業人最近一年內有第一項同一違規事由情事達二次
以上，或第一項之違規情事達三次以上者，處新臺幣
十五萬元以上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收回其漁船
船員手冊及幹部船員執業證書二年以下，或廢止之。

第42條  未經核准從事非我國籍船員之仲介業務者，處新臺幣
四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鍰。

  仲介機構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仲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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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與經營者、非我國籍船員雙方權益事項、契約內
容、管理責任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廢止仲介機構仲介非我國籍船員
之資格及沒入保證金。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處 經 營 者 新 臺 幣 五 萬 元 以 上
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收回經營者之漁業證照一
年以下：

  一、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未經許可在境外僱
用非我國籍船員。

  二、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經營者與
非我國籍船員雙方權益事項、契約內容、管理責
任之規定。

第43條  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十八條第一項、
第二項、第四項、第三十九條第一項及第四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所為之處罰，其捕撈、載運、買賣或代理銷
售之漁獲物、漁產品或漁具，不問屬於何人所有，得
沒入之。

  依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四項、第三十八條第五項、
第六項、第三十九條第二項及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
所為之處罰，其捕撈、載運、買賣或代理銷售之漁獲

物、漁產品或漁具，不問屬於何人所有，沒入之。
  依第三十六條規定所為之處罰，其捕撈或載運之漁

船，不問屬於何人所有，得沒入之。
  為前三項之沒入，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入時，追徵其

價額。 

第44條  依前條規定沒入之漁船，係經國際漁業組織列入非
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撈作業漁船名單者，主管機
關得向航政機關辦理登記、廢止登記與註銷船舶國籍
證書及相關證書。

  本條例施行前，依漁業法規定撤銷漁業證照，且為國
際漁業組織列入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撈作業漁
船名單之漁船，經主管機關限期命其返回國內港口，
逾期未返港者，主管機關得沒入漁船，並向航政機
關辦理登記、廢止登記與註銷船舶國籍證書及相關證
書。

第45條  主管機關得公布依第三十五條第三項、第四項、第
三十六條至第四十一條所為處罰之受處分者姓名或公
司名稱、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地址、中英文船名、
漁船統一編號及違規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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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附則

第46條  本條例施行前，依漁業法規定取得於公海或他國專屬
經濟海域作業許可者，於該許可期間視為取得第六條
第一項之遠洋漁業作業許可。

  本條例施行前，依漁業法規定取得對外漁業合作許可
者，於該許可期間視為取得第十二條第一項對外漁業
合作之許可。本條例施行前已從事遠洋漁業漁獲物或
漁產品出口之遠洋漁業相關業者，應自第二十五條第
四項所定辦法施行之日起二個月內申請核准；屆期未
申請或未經核准而從事遠洋漁業漁獲物或漁產品出口
者，依第三十八條規定處罰。本條例施行前，經營者
已依漁業法規定核准在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者，於
本條例施行後視為取得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在境外僱用
非我國籍船員之許可。

第47條  本條例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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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保護，其共同目標只有：「我們應該善待海洋」。三年

下來，會議成果斐然，各國累計承諾投入92億美元，保護超過

990萬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積。其中，美國歐巴馬總統於2016年登

高一呼，公告全球最大的夏威夷群島海洋保護區，贏得國際海

洋保育界高度的評價。

在這波浪潮中，臺灣自不能置身事外。最近，我國以漁

業實體參與區域性漁業組織，達成臺日漁業協議，通過《國土

計畫法》、《海岸管理法》、《濕地保育法》《水下文化資產

保護法》、《「海洋委員會」組織四法》和《遠洋漁業管理條

例》等，都是一波波嶄新的海洋治理建制。本次「第四屆海洋

與臺灣研討會」中，我們十分欣慰，有更多的政府官員、專家

學者和民間團體發表專文、與談，與大眾分享，並共同討論國

家海洋治理的新方向及實踐策略。

海洋事務，錯綜複雜。回顧從2002年第一屆「海洋與臺灣

研討會」以來，台灣研究學會黃煌雄創辦人，以及許多海洋界

先進一路的堅持執著，提出許多高瞻遠矚的想法，喚醒政府對

海洋議題的關注；我們看到臺灣海洋事務逐步深化，公民參與

度的顯著提高。

如果說，將海洋專責機關的成立視為一個重要里程碑，

那麼，我們十餘年來努力的目標，顯然尚未成功。許多跨領域

整合和深化的困境，仍陳年未解。例如，海岸地區尚未真正解

嚴，海洋資源基礎調查與評估嚴重不足，新的離岸風電發展多

頭馬車，海洋廢棄物的法規與行動進展緩慢。歸根究柢，相對

近
二十年來，全球對於海洋治理，有日新月異的思潮與演變。反

應人類對於自然環境態度的反思與尊重。

1994年，《聯合國海洋法》正式生效，建立海洋治理與

保護的國際憲章，促成許多專屬經濟水域內雙邊的漁業協議。

1995年《保育與管理跨界與高度洄游魚種種群協定》，更強化

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的功能，使海洋管理模式日益縝密。即便

如此，世人並不以此為限，聯合國已經著手研議《公海生物多

樣性保育與永續利用之協定)》。預期國際間將有新的公海管理

模式。

體認到海洋的重要性，各國莫不積極發展海洋科技技術、

展示其海洋治理目標。美國制定《海洋法》；日本制定《海洋

基本法》；中國宣示全面發展海洋事業、大力建設海洋強國；

印尼雷厲風行掃蕩外國非法漁業、全面禁止拖網。各國藍色經

濟蓬勃發展、海洋保護區面積快速增加；南海風雲更是備受國

際矚目，對於太平島和沖之鳥屬礁或島的不同法律見解，更激

化國際間緊張關係和國人的關切。

在競逐海洋資源之際，各國開始合作。例如，「亞太經濟

合作組織(APEC)」自2002年開始，由南韓、印尼、祕魯及中國

接棒舉辦四屆「海洋相關部長會議(APEC Ocean-related Ministerial 

Meeting, AOMM)」；美國國務卿凱瑞於2014年發起，推動「我們

的海洋(Our Ocean)」高峰會；該一會議中，從總統到各國外交、

環境、海洋相關部長，各國高層政界代表與地方民間團體代

表，不分背景、語言，發願出錢出力，熱切承諾全力支持海洋

編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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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美國籌辦「我們的海洋」高峰會與會者的熱情，海洋治理迄

未被我國政府列入優先事項。

所幸長江後浪推前浪，本屆會議中，在NGOs與青年論壇

裡，我們看到新一代年輕人對海洋的熱忱表露無遺。有鑑於

此，我們仍將抱持希望，擁抱這股代代相傳、對於海洋的熱誠

與感動。我們深信，從2002年努力迄今，這群關注海洋議題

的夥伴，將一棒棒傳承下去。我們期盼，藉由本屆會議成果 -- 

「2016永續海洋行動呼籲」的宣告，可敦促政府重視海洋整合

性議題的推動，劃定具體時程，讓臺灣的海洋事務不是紙上談

兵，而能趕上其他海洋國家的腳步，尋得臺灣立足與發展的空

間。

最後，感謝黃煌雄創辦人、所有協助籌備、主持、發表、

評論、參與本研討會的各界產官學研民專家人士，以及大會工

作同仁的付出，唯有各位無私的貢獻與努力，方能促成本次會

議圓滿成功，也為這個時代的臺灣海洋治理的動態留下乙份珍

貴的奮鬥歷程；希望以此為基石，為臺灣下一個海洋事務與治

理階段，開啟新的一頁。

邱文彥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教授

黃向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教授兼任所長

本
所成立於2002年8月1日，名為「海洋資源管理研究所」。

因應政府建立「海洋國家」之需要，自2007年8月1日更名

為「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本所為整合海洋資源管理

暨海洋事務的研究所，具有結合理論與實務之特色，成立宗旨

在於培育能從事海洋事務、資源管理、生態系評估及海洋產業

發展等整合研究，研擬海洋永續管理政策之高級專業人才。自

我定位於結合自然與社會科學領域，專業知識與實務運用並重

之研究所；學生基本素養為具備邏輯思考、主動學習、國際視

野及解決問題之能力；畢業學生具備國際競爭之海洋事務與資

源管理專業及社會關懷的核心能力。

本所擁有國內相關領域學經歷豐富的教師們，提供「海洋

資源科學研究」和「海洋法政管理」兩大領域豐富的博、碩士課

程，結合科學和社會科學，挹注學理和實務，至信是國內海洋事

務領域中，發展最為成熟與穩健的研究所。我們相信，以本所優

秀師資，和學生的勤奮向學，必然能培育未來臺灣海洋事務最重

要的領導人才；為「海洋臺灣、永續發展」擎起鮮明旗幟，開創

「海洋國家」的新願景，擘劃「藍色國土」的新未來！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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