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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目前共劃設 12 處沿海保護區，係行政院分別於

民國 73年 2 月 23 日臺七十三交字第 2606 號函核定(劃設有淡水河口、蘭陽海岸、蘇花

海岸、花東沿海、彰雲嘉沿海、東北角沿海、墾丁沿海等 7 處沿海保護區)，及民國 76

年 1 月 23 日臺七十六內字第 1616 號函核定(劃設有北海岸、北門、尖山、九棚、好美寮

等 5處沿海保護區)實施。 

實施迄今已逾 17 餘年，亟需作全面性整體檢討。惟「彰雲嘉沿海保護區」範圍內，

雲林縣轄部分沿海地區長期租用國有地之養殖漁業者，於民國 60年代，政府全面辦理公

地放領作業時，因受距海岸線 500 公尺範圍內，屬國防軍事管制地區，而不得放領。今

因該地區麥寮鄉臺塑六輕廠與臺西鄉沿海海埔新生地離島工業區之開發，使海岸線往外

向西推移 3、4公里，已不符「沿海地區」劃設定義，且原國防軍事管制區也往外移而不

存在，部分養殖漁業者又依相關規定提出公地放領申請。 

由於全面性整體檢討較為費時，為避免養殖漁業者之權益受損，擬先就雲林縣麥寮

鄉與臺西鄉之「彰雲嘉沿海保護區」先行檢討，以利辦理公地放領相關作業，爰辦理本

次個案變更。 

二、原計畫概述 

以下僅就「彰雲嘉沿海保護區」之計畫內容概述如下： 

(一)保護區範圍 

本保護區位於彰化、雲林及嘉義等沿海地區，總面積為 99,290 公頃。其範圍北起

彰濱工業區南緣，南至八掌溪口，東鄰海岸公路，西至外海 20 公尺等深線。區內又依

自然資源特性，將六腳大排水以南、朴子溪口以北之紅樹林生育地區，劃定為自然保

護區。(詳圖一、圖二) 

(二)保護標的 

主要保護標的為潮間帶之泥質灘地，主要是海岸動物分布其上，除有牡蠣、文蛤、

蜊等經濟性貝類外，尚有螺類、腕足類、沙錢、海膽和蟹類等無脊椎動物；而此等無

脊椎動物是許多水鳥或岸鳥的主食。 

(三)自然資源種類與特色 

1.海岸植物 

本區內之海岸植物，可概分為鹽生植物、紅樹林及沙地植物等。鹽生植物生長於

濱海鹽分地，其中之細葉草海桐與甜藍盤為稀有植物。紅樹林分布於東石與布袋一帶

之海濱與河口地區，其中位於塭港沿海之五梨跤為珍貴稀有種。沙地植物生長在海邊

沙丘地帶，草本植物有馬鞍藤等，木本植物有蔓荊等。 

2.海岸動物 

本區之海岸動物主要分布於潮間帶之泥質灘地上。除有牡蠣、文蛤、蜊等經濟性

貝類外，尚有螺類、腕足類、沙錢、海膽和蟹類等無脊椎動物。此等無脊椎動物可引

來許多水鳥或岸鳥於海邊覓食，而遷移性之水鳥亦屬重要之觀賞資源。 

3.海洋生物 

本區較常見之魚類有銀渶魚科、四齒魨科、鯔科、沙駿科、雞魚科、鰕虎科等。

此外本區之亞潮帶水域在春、夏兩季，仔魚數量甚多，為仔稚魚孵育場。在紅樹林內

與林緣則以彈塗魚苗和蟳苗為多。 

(四)保護措施 

1.為維護本區環境生態特色並保育漁業資源，採取保護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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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泥質灘地應儘量維持目前之土地利用形態，非經依法核准，不得改變地形地貌。任

何海埔新生地開發計畫之規劃實施，必需先評估其對沿海環境之影響，並會本保護

計畫之專責機構同意後辦理。 

(2)水產資源之保育經營，應依據漁業法有關規定辦理。 

2.為維護珍貴自然資源，自然保護區並加強下述保護措施： 

(1)除學術研究、繁殖需要或專案核准者外，禁止砍伐或採集任何植物。 

(2)禁止捕捉或干擾野生動物。 

(3)禁止排放污水、廢油及堆放廢棄物。 

(4)貝類養殖與航道之通行以不影響紅樹林之生存與拓展為原則。 

三、辦理依據 

依民國 90年 3 月 26 日內政部營建署召開「研商『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

彰雲嘉沿海保護區-雲林縣部分調整保護區範圍』會議」決議辦理。 

四、調整(變更)範圍 

本次調整範圍為北至施厝大排水溝、南到舊虎尾溪口，西到舊海堤，東至原沿海保

護區東界(現今之雲三線)，面積約 1,898 公頃。(詳圖三) 

五、現況分析 

(一)相關計畫 

1.雲林離島工業區 

經濟部工業局於民國 78年開始可行性規劃，並於民國 81年 6 月奉行政院核准編

定。本工業區位於雲林縣海岸西側，計畫範圍北起濁水溪南岸，南迄牛挑彎大排水溝

北岸約 5公里處，南北長約 27 公里，東西寬約 3至 7公里，涵蓋雲林縣西部海域之潮

間與淺海地帶。 

本工業區由北而南再分為麥寮區、新興區、臺西區、四湖區，並包含麥寮港、四

湖港 2個工業專用港，全區編定面積達 17,203 公頃，包括填海造地面積 11,562 公頃；

配合產業用地需求時程，採分期分區開發，預計 25年(民國 105年)開發完成。 

全區編定及目前開發情形，詳表一。 

表一 雲林離島工業區開發情形一覽表 

區別 
編定面積

(公頃) 

填海造地 

面積(公頃)
引進工業類別 備註(開發推動情形) 

麥寮區 2,679 2,233 煉油、電力、石化

(六輕及六輕擴

大) 

民國 82 年經濟部工業局公告出

售，由臺塑企業申購取得，並自行

造地供六輕建廠使用，迄今已造地

2,002 公頃。 

新興區 1,433 991

(東區 551.2)

(西區 439.6)

電力、石由、金屬

機械、化學工業 

由經濟部工業局公開甄選榮工公

司開發，民國 87年 5 月開工，東

區(第 1期)已造地 168 公頃，預計

93 年完工，西區(第 2 期)視發展

需求再開發。 

四湖區 8,965 6,232 煉油、煉鋼、相關

中下游工業、石化

科技工業 

尚未進行開發。 

臺西區 1,163 1,130 綜合性工業 尚未進行開發。民國 84年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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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雲林離島工業區開發情形一覽表 

區別 
編定面積

(公頃) 

填海造地 

面積(公頃)
引進工業類別 備註(開發推動情形) 

工業局同意由雲林縣政府為開發

主體。縣府已辦理 5 次開發廠商甄

選，均無具體成果，目前進行甄選

方案與開發計畫之檢討。 

麥寮港 1,594 101 規劃船席數 30 席 由麥寮港管理公司投資興建，已完

成初期碼頭 20 席。 

四湖港 1,368 875 規劃船席數 28 席 尚未進行開發。配合四湖區開發建

港。 

合計 17,203 11,562 ─ ─ 

 

資料來源：經濟部工業局 

2.雲林麥寮特定區計畫 

配合雲林離島工業區之開發，雲林縣政府於麥寮鄉申請新訂「雲林麥寮特定區計

畫」，且經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於民國 84年 6 月審議通過。該計畫範圍為離島工業

區以東，濁水溪口保安林地以南，西濱快速道路、橋頭排水、阿勸大排及原麥寮都市

計畫區以西，新虎尾溪以北，計畫總面積約 3,188 公頃，計畫人口 35 萬人，計畫人口

密度為每公頃 400 人，置 1個市鎮中心、5個社區及 30 個鄰里單元。 

3.西部濱海快速道路 

本路線大致沿西部濱海縱貫公路原定路線辦理，北起關渡橋淡水端，南迄高雄縣

市交界處北界橋，含中正機場、香山二連絡道，全長 367 公里。主要服務麥寮、臺西、

四湖、口湖等四鄉與離島工業區，並於橋頭、麥寮、臺西、四湖及口湖等地區，共設

置五處交流道，預計民國 92年完工。 

4.東西向快速道路(臺西─古坑) 

本路線西起西部濱海快速道路臺西段，東行經臺 19 線、褒忠、土庫、中山高速公

路、臺 1線、臺 3線至第 2高速公路古坑交流道止，全長 40 公里。由國道新建工程局

負責設計施工，預計民國 92年完工。 

以上各相關計畫之分布區位，詳圖四。 

(二)發展現況 

1.社經環境發展現況 

本次調整(變更)範圍隸屬雲林縣麥寮鄉與臺西鄉，皆屬於人口外移、發展遟緩地

區。至民國 90年 7 月為止，麥寮鄉人口數為 32,268 人，人口密度約每平方公里 403

人，臺西鄉人口數為 29,075 人，人口密度約每平方公里 537 人；其中麥寮鄉自民國

86年以來，因臺塑六輕廠之開發與營運，人口已有緩慢上升的現象。 

在產業方面，本區仍以一級產業為主，其一級產業人口數佔總就業人口之比例，

在麥寮鄉約 50%，在臺西鄉約 90%。 

2.土地使用發展現況 

民國 73年原計畫核定實施時，舊海堤西側即原計畫作為主要保護標的泥質灘地，

有許多漁民在此進行牡蠣養殖；舊海堤東側至海岸公路(現今之雲三線)間之地帶，原

計畫作為保護泥質灘地之緩衝區為養殖漁塭，少部分為農牧使用或農村集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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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民國 76年臺西海埔新生地與 86年離島工業區麥寮區陸續開發，乃於舊海

堤西側 2 至 5 公里處興建新海堤，並於新舊海堤間填海造陸，致本區原有的泥質灘地

因此變成陸地而消失，且已無法進行復育；而舊海堤東側即本次調整範圍內之土地，

近年來變化不多，目前仍以養殖漁塭為主。區內有臺西地政事務所與農委會之水產試

驗所等公務機關。調整範圍土地使用與保護標的之變遷比較，詳表二、圖五。 

另臺西區海埔新生地西側外海，編定為離島工業區之新興區，目前由經濟部工業

局委託榮工公司填海造陸中，未來完工後將使本區之海岸線再往西移 2至 3公里。 

表二 調整範圍土地使用與保護標的之變遷比較表 

說明項目 民國 73年發展情形 民國 90年發展情形 

調整範圍內土地使用情形 大部分為養殖魚塭、零星農牧

使用與農村集居。 

與民國 73年比較，變化不大。

保護標地與調整範圍之關係 調整範圍與泥質灘地以舊海堤

為界。 

因新海堤之興建，泥質灘地退

至新海堤西側，調整範圍距泥

質灘地 2至 5公里。 

麥寮鄉與臺西鄉之保護標的

情形 

泥質灘地位於舊海堤西側，具

豐富無脊椎動物，提供水鳥所

需食物。 

泥質灘地位於新海堤西側，且

因離島工業區之開發已逐漸消

失中。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六、調整(變更)理由 

(一)雲林沿海因臺西海埔新生地與離島工業區之開發，填海造陸結果，使得原有海岸線已

往西推移 2至 5公里，已非原計畫「沿海地區(平均高潮線往內陸推移至第 1條稜線或

3公里涵蓋之區域)」所定義之沿海地區範圍。 

(二)原主要保護標的泥質灘地的緩衝區，即調整(變更)地區，目前已成了養殖漁塭與工業

區，已無復育之可能，失去保護標的緩衝區之功能與必要，故解除本區一般保護區之

劃設對保護標的與環境並無影響。 

(三)距海岸線 500 公尺範圍內屬國防軍事管制地區之規定，以因沿海海埔新生地離島工業

區之開發，原國防軍事管制區也往外移而不存在。 

七、調整(變更)內容 

本次調整(變更)範圍，皆屬原彰雲嘉沿海保護區之「一般保護區」，調整面積為 1,898

公頃，調整(變更)範圍示意，詳圖六。解除一般保護區之劃設後，該地區仍適用其他相

關法令如區域計畫法、都市計畫法等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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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彰雲嘉沿海保護區(北段)—原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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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彰雲嘉沿海保護區(南段)—原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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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彰雲嘉沿海保護區—雲林縣部分地區調整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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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彰雲嘉沿海保護區—雲林縣部分地區調整範圍相關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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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彰雲嘉沿海保護區—雲林縣部分地區調整範圍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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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彰雲嘉沿海保護區—雲林縣部分地區調整後保護區範圍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