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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與回應篇
輯二

01. 大潭藻礁 G1 區。（台灣中油提供）
02. 藻礁生態。（台灣中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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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藻礁議題的源起與發酵
在三接一波三回合的報編與環境影響評估過程，藻礁議題浮出檯面引發重視應該

是 2007 年以後的事；根據媒體報導 E-1、E-2、E-3，中油公司興建台中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到
桃園大潭的海底天然氣輸送管是在 2005 年通過環評審查，當時並未發現在桃園外海的
施工路徑，有全台面積最大的稀有藻礁。但在中油施工之後，2006 年起開始研究桃園
藻礁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研究人員劉靜榆於 2007 年 5 月揭露台
灣中油公司在桃園觀音沿海的天然氣管線興建工程，恐破壞已有數千年歷史的藻礁，
經環保署環評委員調查後，要求台灣中油應暫緩動工，而民間也同時發起搶救千年藻
礁的行動，籲請政府儘速劃設藻礁保護區。

2013 年觀新「藻礁永存」四字被移花接木至大潭
1983 年起落腳桃園觀音的國小教師潘忠政，因昔日戰友在桃園執政後於沿海一

帶大推開發案，卻無視反對的聲音，失望之餘，就在 2000 年離開「觀音文化工作
陣」，並辭去教職。在休息一段時間後，於 2008 年成立大堀溪文化協會，開始推
動河川污染防治；2011 年起，因台灣中油桃園煉油廠有遷廠到觀音的規劃，便和其
他團體串連阻止；在確定桃園煉油廠不遷廠到觀音之後B-1、B-2，潘忠政開始思考必須
找到一個明星級的手段來護衛觀音，讓觀音以後不會有污染進來，當時他想到的是
藻礁。於是在 2012 年 3 月請到人稱「藻礁媽媽」的劉靜榆博士來辦了兩天的研習會，
帶大家夜觀、晨觀。讓原來想把藻礁當作「手段」的想法慢慢轉變，藻礁逐漸從「手
段」變成「目的」的本身，也就是說，藻礁應該是那個要被護衛的瑰寶B-1、B-2。

因為劉靜榆博士的研習課程，讓潘忠政對藻礁逐漸產生興趣，也拍了很多影片，
覺得這邊要好好保護B-1。潘忠政因此開始搶救觀新藻礁的行動，希望能讓過去僅列
冊追蹤的桃園觀新藻礁可以列為自然保留區。潘忠政搶救觀新藻礁的行動逐漸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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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2013 年 4 月 20 日由荒野保護協會、桃園在地聯盟及永興社區發展協會所主
辦的「珍愛藻礁千人健行活動」，就引起時任小英基金會董事長的總統蔡英文、時
任民進黨桃園縣黨部主委的前桃園市市長鄭文燦等人重視而親臨參與，總統蔡英文
更在現場寫下「藻礁永存」四字。

「藻礁永存」這四個字後來成為潘忠政和護礁團體攻擊與調侃蔡英文的話柄，
就有當時參與行程安排的一名幕僚向媒體訴說真相。這名幕僚說，近來潘忠政為了
藻礁公投，拿蔡英文總統當年聲援「觀新藻礁區」的留言「藻礁永存」，移花接木
為三接廠址附近的「大潭藻礁區」，更以蔡英文「也踩藻礁」護航國民黨立委，大
家也是無奈，「這是對人信任的最深刻挑戰」。時任小英基金會社會力發展中心主
任的楊長鎮也透過臉書，分享過去潘忠政是如何聯繫上小英基金會，以及潘忠政是
如何指導大家進入海岸，小心翼翼觀察多孔構造的藻礁，腳該落在哪、不該落在哪，
都是由潘忠政指導的，帶路的潘老師應該還記得當時的畫面。E-4

觀新藻礁區 2014 年劃設為野生動物保護區

就在大家的努力奔走之下，終於喚起公部門的正視，桃園縣政府依「野生動物
保育法」於 2014 年 7 月 7 日（府農植字第 1030161774 號函）公告，將面積約 315

公頃的觀新藻礁區劃設為「野生動物保護區」。保護區面積計 396 公頃，分為核心
區 76 公頃、緩衝區 101 公頃及永續利用區 219 公頃E-5、E-14。

對於這樣的結果，桃園在地聯盟發言人潘忠政認為，成立自然保留區才能有效
保護藻礁。對於目前桃園縣府公告劃定野生動物保護區，潘忠政認為，至少有起碼
的保護，勉強可接受。不過他也認為，保護區保護的主體是野生動物，把藻礁當成
小三，不是真正要保護藻礁，自然保留區才是王道 E-6。護礁團體最在意的「大潭藻
礁自然地景」審議則因地方與中央政府持續以責任歸屬不明、資料不足等理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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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礁團體 2016 年起串聯發動大潭藻礁護衛戰
潘忠政主張，台灣中油正在開發的觀塘工業港下面通通都是藻礁，由於觀塘工

業港的水不夠深，液化天然氣船如果要開進來，其航道與迴轉池就要浚深，就挖掉
150 公頃的藻礁。且工業港有 5,000 公尺的圍堤與外海填區，直接把藻礁活埋，對
大潭藻礁的破壞，加起來至少 210 公頃。不只大潭藻礁會受到破壞，連南邊的觀新
藻礁及北邊的白玉藻礁也會分別被嚴重侵蝕破壞及被積沙掩埋E-7。

2016 年，重返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延續國民黨執政時期的政策，依照國民黨執政
時期已經核定的「L10502 天然氣事業部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投資計畫」，由台
灣中油公司接手東鼎公司的觀塘工業港（區）開發計畫，三接依舊落腳在大潭海域。
這樣的發展讓 2000 年離開觀音文化工作陣，並辭掉教職的潘忠政老師，在十幾年之
後，因為同樣一塊土地（桃園觀音）而重返前線，與昔日戰友兵戎相向 B-1。而端出
檯面的藻礁公投議題更讓環保團體在贊成與不贊成間出現對決，這是台灣環境運動
30 年來最大的分裂 E-8。

遲遲沒有啟動，成為
後續三接爭議中護礁
團體攻擊的話題。

2021 年 11 月 25 日，重啟核四、反萊豬、公投綁大選、三接遷離公投案 12 月 18 日
將投票；總統蔡英文 25 日前往桃園觀新藻礁、大潭藻礁和大潭電廠視察。圖為鳥
類在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覓食。（中央社提供）



輯二 觀點與回應篇

 
69

潘忠政和護礁團體為了
表達護礁的決心不辭辛苦召
開一場又一場的記者會、大型
倡議行動與無數場的生態導
覽，這樣的決心與毅力吸引更
多的公民團體、學者專家的投
入，紛紛透過媒體投書 A-1-A-21

或接受媒體專訪 B-1-B-6 表達他
們對於藻礁生態的憂心，並提
出三接選址不當應該遷離大
潭的主張；對於這些人士的憂
心、觀點與主張，也有其他的
學者專家與社團人士透過媒
體投書提出他們的觀點與主
張 C-1-C-26，而相關的政府部會
也適時提出回應 D-1-D-10。

記錄這段互有交鋒的歷史
為了完整記錄這段互有交鋒卻平和的過程，編撰者盡最大的努力透過網路搜

尋，收錄學者專家、社團人士的投書與媒體的報導 E-1-E-12 列於為本篇的參考資料。

原本規劃在這本書專篇以全文收錄刊登的方式完整呈現各家的觀點、主張和回
應，卻因未能取得部分文章的授權，在兼顧著作權合理使用原則下，僅能從已授權
的文章 B-1-B-6、C-1-C-26、媒體報導與立法院議事錄 E-1-E-11，於加註資料來源下試著引用摘
述其部分文字來呈現其觀點、主張和回應，對於各家的觀點、主張和回應，本書並
無任何評論。

大潭藻礁 G1 區。（台灣中油提供）

大潭藻礁 G2 區。（台灣中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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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憂心破壞藻礁，三接應遷離大潭的觀點
這一章呈現「憂心三接破壞藻礁生態，主張三接選不當應該遷離大潭」者的觀

點與主張。
由於相關的文章 A-1-A-21 作者婉拒授權或不回應授權的請求，所以能呈現的篇幅

將相對較少於第三章。

藻礁公投推動聯盟：非核、減煤、節能、救藻礁 A- 17

護礁團體為搶救大潭藻礁發動「珍愛藻礁」公投連署，於 2021 年 3 月 18 日將
70 多萬份珍愛藻礁公投連署書送件至中選會，驚人的成果，不只成為網友熱議的重
要社會議題，也成為當時藍綠攻防的焦點。不僅引發朝野政黨攻防，戰線也從原先
的保護藻礁擴大到能源轉型甚至是重啟核四等等 E-9。

《蘋果日報》在 70 萬份公投連署書送件之後，於 2021 年 3 月 13 日規劃【蘋
果大辯論】，邀請公投提案方（藻礁公投推動聯盟）與經濟部負責官員，雙方進行
紙上辯論，提供讀者深入思考，以決定應支持哪一方 A-17。

《蘋果日報》於前言提到，「珍愛藻礁公投」在全國人民與朝野政黨高度關注
下，二階連署人數已逼近 70 萬大關，將成為我國史上第一宗生態公投案。本案涉
及 7,600 年藻礁生態系棲地保育，因與核四公投同日舉辦，致引發各種能源轉型時
程與方案的討論。而公民投票是我國民主深化的重要場域，各方應基於明確的爭點，
提出主張、事實與證據，進行辯論，才有助於我國公共論域的品質提升。

公投提案方（藻礁公投推動聯盟）代表包括：潘忠政（珍愛藻礁公投領銜人）、
劉靜榆（海岸溼地學者）、陳昭倫（海洋學者）、林惠真（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特
聘教授兼研發長）、劉少倫（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授）、蔡雅瀅（台灣蠻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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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靜榆：珍貴生態千年一遇，要留給後代子孫 B-3、B-4

人稱「藻礁媽媽」的劉靜榆是國立台灣大學森林學研究所博士，農委會特有生
物研究保育中心副研究員，是台灣研究藻礁時間最長、也最了解藻礁的學者之一 B-4。

學術養成都在森林領域的劉靜榆，取得高考資格後，陸續在台灣省林務局羅東
林區管理處和內政部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服務，直到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
育中心成立，轉任分派到特生中心沿海生態系後，開始投入海洋生態研究，她接手
的第一個案子就是棘手的台南「七股工業區開發計畫」，計畫預定用地位於曾文溪
河口北岸，是一塊面積約 827 公頃的河川浮覆地（即河川新生地）。由於工業區預
定用地是世界稀有的黑面琵鷺度冬區，使得七股工業區開發計畫備受國際保育團體
矚目，在劉靜榆的奔波下開發計畫被退回，保留了黑面琵鷺的主要棲息地 B-3。2002

年 10 月 15 日農委會公告劃定 634 公頃的「台南縣曾文溪口黑面琵鷺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其中 300 公頃為「台南縣曾文溪口北岸黑面琵鷺動物保護區」，成為
後來黑面琵鷺保育運動所津津樂道的一段往事。

2006 年之後，她開始投入桃園藻礁的研究，劉靜榆發現樣區內的「台中液化天
然氣接收站至大潭天然氣管線新建工程」有過度開挖的問題 B-4。她立即行文給環保
署，直言開挖海岸與突堤將破壞藻礁，建請開發單位提出因應對策，由於未獲正面回
應，劉靜榆遂於 2007 年 5 月揭發台灣中油在桃園觀音沿海的天然氣管線興建工程已
破壞有數千年歷史的藻礁。消息經媒體披露之後，輿論譁然，問題獲得重視，環保署
也在環評委員調查後要求台灣中油應暫緩動工，而民間也發起搶救千年藻礁行動。E-3

足生態協會專職律師）、陳憲政（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理事長）、張譽尹（環境
法律人協會理事長）。提出的主張為「非核、減煤、節能、救藻礁」A-17。

由於本文未能獲得授權，故無法完整呈現提案方精闢的觀點與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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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忠政：別讓三接決策瑕疵，犧牲 7,600 年藻礁海岸 B-1、B-2

「搶救大潭藻礁行動聯盟」召集人、桃園在地聯盟理事長，也是「珍愛藻礁公
投」領銜人的潘忠政，1952 年出生於桃園楊梅富岡村，台灣省立花蓮師範學校畢業
後，回桃園擔任老師，先後在楊梅、桃園市任教，於 1983 年落腳觀音鄉，全部的
心力幾乎都放在教職 B-1。根據網路媒體的專訪 B-1，直到解嚴、民進黨成立之後，潘
忠政才在民進黨的啟發下，開始踏入社運這條不歸路。他先是加入台灣教師聯盟，
全台到處演講、宣揚台灣獨立，後來加入民進黨，甚至當上黨代表、民進黨觀音鄉

2012 年，劉靜榆為了推動桃園 27 公里的藻礁海岸劃設為自然保留區，以能全
方面地保存及保護藻礁海岸，撰文出版《搶救臺灣藻礁》及《珍愛・臺灣藻礁》兩
本書，介紹藻礁的分布、藻礁形成的環境條件、藻礁的重要性及藻礁面臨的危機，
成為不少人了解台灣藻礁的第一手資料 B-3。

劉靜榆在專訪中解釋，桃園藻礁之所以珍稀，是因為它的生成需要很多條件配
合，包括水溫、穩定的底質、海水鹽度等等。藻礁內部孔隙多，可棲藏多種生物，
是海洋生物生息繁衍的棲地，所以有「海洋育嬰房」的美稱。劉靜榆認為，這樣千
年一遇的藻礁生態，實在不應該因經濟開發而有所犧牲 B-3。

劉靜榆細數她在藻礁海岸看到的場景；她說，蹲下身來，還能看到幾十萬隻的
兇猛酋婦蟹，小潮池中移動敏捷的太平洋長臂蝦、沙蝦、沙鮻，還有紅色章魚穿梭
在藻礁的縫隙中。在一個空間中可以同時看到沙灘和礁岩海岸、高潮線到低潮線的
代表生物，大潮池裡竟然住著上千隻的裸胸鯙，特定季節還會看到剛出生的紅肉ㄚ
髻鯊，這麼多元的生態，多麼讓人讚歎，多麼應該珍惜 B-3。 

劉靜榆以一位 3 個孩子媽媽的心情述說她對藻礁的憂心。她說：「因為很多人
傷害藻礁，所以我關心藻礁多一點，沒有人傷害我的小孩，就讓他們自己長大。」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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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部籌備會主任，並在注意到家鄉環境問題後，開始投入環境運動。

由於當時觀音鄉海邊盜採砂石非常嚴重，潘忠政在 1993 年成立「觀音文化工
作陣」，發行社區報，並透過舉辦活動、抗爭的方式參與在地各類環境議題 B-1。

1997 年，呂秀蓮當上桃園縣長，宣布建設桃園黃金海岸，在蘆竹、大園、觀音
到新屋的沿海地區，規劃遊艇港、工業區、國際商港等。潘忠政在專訪中感嘆地說：
「明明是民進黨執政，是當年的戰友，但這些開發案，為何怎麼反應都沒用？累了，
就退了。」B-1 2000 年，潘忠政離開了「觀音文化工作陣」，並辭掉教職。在休息一
段時間後，潘忠政於 2008 年成立大堀溪文化協會，開始抓河川污染；2011 年，傳
出桃園煉油廠將遷廠到觀音，潘忠政便以大堀溪文化協會的名義跟其他團體串連反
對遷廠，終於在 2012 年初迫使台灣中油承諾放棄遷廠的規劃。在台灣中油煉油廠
確定不遷廠之後，潘忠政便開始思考，走了煉油廠改天還會有其他廠要來，勢必要
有一個明星級的手段來護衛，讓觀音以後不會有污染，這時他就想到藻礁。於是在
2012 年 3 月辦了一場研討會，邀請劉靜榆來上兩天的課程。從此以後，潘忠政逐漸
對藻礁產生興趣，原本只是想把藻礁當「手段」，後來發現它應該是「目的」，是
應該被保護的瑰寶 B-2，便開始搶救觀新藻礁的行動。

當台灣中油為回應學者與護礁團體的質疑而提出所謂的「迴避替代修正方案」：
聲稱可以避開藻礁造礁相對旺盛、生態豐富，並有一級保育類柴山多杯孔珊瑚分布
的區域；且工業區範圍則從原定的 232 公頃縮小至 23 公頃；工業港的北堤取消，
以下方鏤空的棧橋連接陸地，南堤縮短 350 公尺，盡量維持海水自然流動。但潘忠
政認為，所謂「迴避」只是一種掩人耳目的說辭，行船區要挖掉幾百公頃的藻礁才
能浚深 18 公尺深，那裡都是柴山多杯孔珊瑚，要如何迴避？而且海堤這類突出海岸
的建物，會造成海岸一端侵蝕、一端淤積，也就是說，除了大潭以外，左右兩側的
白玉藻礁跟觀新藻礁也會受到影響，等於是現存的藻礁海岸全面遭殃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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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政府一再強調的「展綠、增氣、減煤、非核」能源轉型政策。潘忠政認為，
「增氣、減煤」是台灣短期的能源政策，「煤氣雙減，以再生能源取代」才是長期
的目標，「三接」只是一個過渡目標，卻要犧牲 7,600 年才成形的藻礁海岸，這很
讓人難以接受 B-2。

在媒體專訪中，潘忠政也不諱言自己的公民意識是被民進黨啟蒙的，所以對本
土政權全面執政是有一些期待的，可是在搶救大潭藻礁的過程卻一再踢到鐵板，歷
經幾次「看見隧道盡頭有光，但瞬間又烏雲遮日」，他知道期待已落空，全面執政
的民進黨已跟當年的信念完全背道而馳 B-2。

而讓潘忠政覺得不可思議的是， 2020 年 6 月 4 日環保團體拜會總統蔡英文一

起幫藻礁說話，而蔡總統也隨即下達指示，要求總統府副秘書長李俊俋協調雙方，

找到雙贏方案。豈料半個月後李俊俋回覆潘忠政：「抱歉，我已經盡力了，但中油

不願意暫緩工程。」這樣的結果，令護礁團體認為要用更大的力道—發動公投來救

藻礁。護礁團體認為行政訴訟曠日費時，再開 100 場記者會也起不了大波瀾，但公

民投票若能喚醒大家的環境意識，就是不可輕視的力量，即便最後仍舊失敗，也很

有意義。

潘忠政啟動公投以來，遭來許多罵名，有諷刺他「以愛發電」，也有謾罵他是
「環保撈仔」，更被硬戴上「以核養藻」的帽子。但潘忠政認為，當藻礁變成公共
議題後，真相會經由大家一再討論而浮現。他甚至認為，公投成案後會有更多機會
去反省「三接」為什麼執迷不悟？國家運作的體制也會被檢討，經濟與環境絕非黑
白二分，人類不能自私地只想著眼前的方便。「沒有把藻礁保留給下一代，是這一
代人的罪過。」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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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倩儀：政府「增天然氣政策」帶領台灣走向死路E-10、
E-11、E-12

2021 年 11 月 22 日立法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經濟委員會第 15 次全體委員會議，
邀請經濟部部長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及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首長就「如何因應 COP26 的全球甲烷減排承諾，以及國際天然氣
價格暴漲等對於我國能源轉型、企業與民生所造成的衝擊」進行報告，並備質詢。
委員會並邀請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盧倩儀、環境律師張譽尹與台灣蠻野
心足生態協會律師蔡雅瀅等列席 E-12。

立法委員蔡壁如提問，蔡總統及蘇院長都在說 2050 年要達成淨零碳排、要減
緩氣候變遷，卻破壞藻礁來發展天然氣，本席認為這是本末倒置。民進黨政府的能
源政策只到 2025 年，但卻沒有說 2025 年以後呢？ 2050 年的淨零碳排，專家預估
未來天然氣的接收站有 6 成都會閒置，民進黨政府現在編列幾千億元擴增天然氣的
設施，以後會不會債留子孫呢？剛結束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逐步在
淘汰化石燃料，補貼是共識，其實天然氣跟煤炭都是化石燃料。現在政府都在講增
氣政策，天然氣要達到 50%，請問盧教授，這是正確的嗎？ E-12

盧倩儀先回應蔡壁如的提問說，這不是正確的；然後說，台灣的增氣政策從科
學的角度來看，是一個反科學，不顧人民死活，特別是年輕人、下一代的政策；從
經濟的角度看，增氣政策會讓產業陷入巨大的危機，因為減甲烷對救地球而言太重
要了！天然氣從開採到使用，都是重要的甲烷排放源，所以未來天然氣能夠不被課
徵高額甲烷稅或是甲烷費的機率非常低，也就是說，天然氣勢必將成為昂貴能源。E-11

盧倩儀進一步表示，最近全世界都在瘋減甲烷，背後原因是減甲烷在遏止暖化
的角色太重要了！她認為，「天然氣是過渡能源、橋接能源（bridge feul）」是化
石燃料業者為了避免天然氣被淘汰的話術。根據康乃爾大學教授對於天然氣的溫室
氣體足跡，特別是甲烷氣體的排放所得到的結論是「a bridge to nowhere」，這個
bridge 不會帶我們去哪，而是會帶我們去地獄之類的。E-10、E-11、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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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護藻礁顧發電，推動能源轉型之觀點

王美花：三接減少空污，台灣經濟續前行
受到國際情勢不穩定與疫情的影響，加上政府自 2019 年 7 月以來「投資台灣

三大方案」的激勵，有愈來愈多的台商回流，面對蜂擁而來的回台投資潮，經濟部
部長王美花說，這是讓國家更壯大、更繁榮、更安全的關鍵時刻，台灣沒有理由不
乘勢而為、全力向前 C- 4。

台商回台投資潮，電力負載屢創新高

她指出，大量投資設廠、外銷訂單連 19 紅的成績背後，是廠商 24 小時不停機
全力拚生產的結果，帶動比原先預測高出許多的用電成長。以過去 10 年的用電成長
來看，平均每年 1.3%，但預估未來的年均成長會達到幾乎翻倍的 2.5%。加上疫情與
極端高溫氣候因素的影響，情況將更為劇烈，史上最高電力負載的前 10 名，全都
出現在 2021 年，屢屢打破歷史紀錄。甚至到了理應轉涼的 10 月初，都因持續炎熱，
用電仍是同期新高，幾乎是 2020 年夏天尖峰的用電量。

王美花部長說，經濟高成長，用電也高成長。很多人問，政府不是說台灣不缺
電？她說明，電力供需是一個動態均衡，除了用電需求成長外，舊機組到了使用年
限要除役，當然也就要規劃新機組上線。正如同現在不餓，也不能永遠不吃飯。

興建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是要接收天然氣，讓台電在大潭電廠的原廠址
中，增加新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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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生：兼顧減煤環保與供電穩定之能源轉型 C-2

「珍愛藻礁公投」第二階段連署結束獲逼近 70 萬人參與而可望成案之際，《蘋

果日報》於 2021 年 3 月 13 日規劃【蘋果大辯論】，邀請公投提案方（藻礁公投

推動聯盟）與經濟部負責官員，雙方首次進行紙上辯論，提供讀者深入思考，以

決定您應支持哪一方 C-2。經濟部代表為政務次長曾文生 C-2。以下為曾文生次長

的論述。

經濟部次長曾文生認為 2018 下半年發生的三件能源大事正可凸顯台灣推動能
源政策所遭遇的核心議題，更可清楚勾勒出能源轉型中最重要的三個目標（重點）：
穩定供電、加速減煤、環境保護 C-2。

三接外推方案，務求藻礁保護最大化

面對藻礁公投，王美花部長對長期關心環境的朋友表達敬意，也感謝大家的敦
促提醒，讓政府不斷改善三接的規劃。她說，與原規劃相比，已縮小 9 成的開發範
圍，只用既有的填地，避開陸上的藻礁區域；現在還進一步外推，連水下的礁石都
不會因工程或海流變化受影響。事實上，已做到藻礁保護最大化的成果。

王美花憂心地表示，如果三接無法建設，發電機會面臨無氣可發電的窘境，未
來每年都將短少 137 億度電，還要加上北部老電廠例如核二、協和電廠陸續除役，
北部電力缺口，已迫在眉睫。

身為經濟部長的王美花除了希望台灣經濟站上世界舞台的發展機會，不要被電
力問題所限制，也希望先低碳、後零碳，減煤減空污的環保訴求不要受挫。其實，
現在的三接外推，可以讓經濟跟生態保護共存雙贏，因此呼籲同胞，三接遷移公投
請投不同意 C-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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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一：穩定供電

首先，就「穩定供電」而言，曾文生次長認為「穩定供電是推動能源轉型的前
提和責任」而「三接大潭電廠是供電關鍵」。

他認為，所有能源轉型工作最重要的前提，那就是確保供電穩定。從台灣北中
南各區的電力供需情形，不難發現北部用電一直居全國之冠，但發電能力卻無法支
撐如此龐大的用電量。2020 年北部用電占全國 40.5%，但發電量僅占 34.6%，需求
大於供給；未來核二廠、協和燃油電廠陸續除役，北部電力供需不平衡的現象只會
更加嚴重。在減污減排的國際趨勢下，受限於空間特性及地質安全，依賴燃煤及核
能的傳統能源勢必逐漸被替代，而必須透過加速「展綠增氣」來推動能源轉型。但
增加燃氣機組須同步提升天然氣供應量，因為供氣及供電穩定唇齒相依，所以天然
氣整體配置如同電力網一樣，需要具備區域平衡和互相備援的思維。由於目前北部
天然氣需求量約占全國 40%，在大潭電廠新增燃氣機組商轉後，北部天然氣需求占
比將進一步提升，因此規劃設置「第三接收站」，除提供大潭燃氣機組用氣需求，
未來連接通霄至大潭的現有海管，還可讓大潭及通霄電廠之間建立起完整的「雙氣
源」體系，使每個天然氣發電基地都有可以互相備援的配置。三接和大潭電廠是提
高北部供電的關鍵角色，肩負北部科學園區、各工業區及北北基桃近 1,000 萬人的
用電需求，對供電穩定至關重要，牽動台灣最重要的半導體護國群山發展、也影響
整個首都圈的民生經濟。

目標二：加速減煤

其次，在「加速減煤」方面，曾文生次長認為，「加速減煤」是國際趨勢，也
是政府對民意的承諾。不可否認的是，燃煤發電對於國內目前的電力供應依然具有
重要性。但是近年全球愈加重視減碳，希望能夠力挽氣候變遷可能帶來的危機，「淨



輯二 觀點與回應篇

 
79

零碳排」的主張更逐漸成為國際趨勢；而在國內，尤其是中南部朋友對空氣品質的
要求愈來愈加重視，因此政府需要在供電穩定的前提下，加速汰換高碳排的傳統能
源，並且務實地推動火力電廠的減煤工作。他說，從 2017 年開始，經濟部就要求
台電公司配合空氣品質進行多項改善措施，例如在秋冬季節，境外空氣污染物濃度
相對較高、空氣品質不良時，將台中火力發電廠（中火）及高雄興達電廠實施「自
主降載」，降低機組的發電量以減緩對空氣品質的影響。其他還有在供電穩定期間
進行「環保停機」，部分機組停止運轉、不發電。以中火為例，2021 年降載次數高
達 353 次、減少發電量 48 億度，用煤量大減至 1,229 萬噸，創下用煤量的歷史新低
紀錄，比起 2014 年 1,839 萬噸的歷史高峰，已經減少了超過 30%，減煤成效相當顯
著，減發度數及相關減煤措施也將逐年擴大，台電的用心值得大家肯定！

目標三：環境保護

對於「環境保護」，曾文生次長認為，「環境保護與能源使用不應該二選一」
且「供電減煤環保缺一不可」，因為環保團體提出觀塘海岸藻礁保護的顧慮，而開
啟了更多的社會溝通，這對社會是很好的互動。希望大家理解的是，穩定供電、加
速減煤、環境保護三大目標同等重要。因此，三接與藻礁保護兩者間不該是衝突，
而應互相理解，找出解決方式。至於藻礁的價值也是政府相當重視的議題，所以在
第三接收站的開發規劃上，最重大的變革，就是大幅縮小原先規劃的開發範圍，並
且完全避開藻礁海岸。2015 年行政院核定第三接收站開發計畫並選址於觀塘，2017

年台灣中油公司於環評審議中與環評委員、環保團體多次溝通，提出友善藻礁生態
方案，開發計畫從原先 232 公頃縮減為 37 公頃，最後再減為 23 公頃。雖然開發避
開藻礁海岸，但政府也關心海上工業港下方水域是否也有藻礁生態，透過水下攝影
發現工業港範圍內海水濁度高、透光度低，海床被沙質覆蓋，僅有零星生物，沒有
可供殼狀珊瑚藻生長的適當基質，也未發現柴山多杯孔珊瑚；地質鑽探亦顯示水深
10 ～ 15 公尺的海床覆沙下僅有 0.4 ～ 1.1 公尺厚的化石礁體。在 2019 年施工期間，
施工區周邊生態調查發現殼狀珊瑚藻種類增為 20 餘種，柴山多杯孔珊瑚群株從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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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幸助、陳章波：用宏觀思維救藻礁生態系 C-1  

台灣中油第三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引發護礁團體與學者質疑，提出停止開發或尋
求替代方案的訴求，但藻礁真的能因此而得救嗎？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特聘教授林
幸助與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退休研究員陳章波嘗試彙整相關科學資料，
期望能提供有效保育桃園藻礁生態系的宏觀思維。

林幸助與陳章波認為淤沙和污水排放是影響桃園藻礁生態功能的兩個主要因素。

75 群增至超過 100 群，小燕鷗繁殖成功率也在台灣中油協助棲地營造下，從不到
30% 增為 90% 以上，顯示對環境友善的施工方式能帶來適度的保育效果。

對於護礁團體的朋友建議將三接改到台北港興建，曾文生次長表示，若有其他
綜合考量下更合適的地點，政府很樂意一起研議，而改到台北港興建，難度頗高，
就工程現實面來說，既有管線輸氣能力已達上限、無餘裕供應大潭電廠，若要在台
北港建站，須新設長達 40 公里陸管或 50 公里海管才能連接上大潭電廠，且施工難
度及未來的維運風險都很高，預計供氣期程會延後 11 年，無法配合 2022 年大潭新
燃氣機組用氣。

兼顧三大目標  追求共好

曾文生次長最後強調 C- 2，推動能源轉型，穩定供電、加速減煤、環境保護三大
目標缺一不可；如果說周長相等下的正三角形面積最大，是不是代表三大目標的達
成只要愈均衡，就能得到愈大的綜合效益！而台灣的能源轉型，其實就是在這三大
目標之間權衡，並在互相理解中追求共好的過程。就因為這些目標都是我們認同的
正面價值，所以即使彼此站在不同的觀點上，仍然希望我們能以最大的誠意、透過
更多溝通討論，一起尋找多重正面價值間最好的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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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桃園海岸環境一直在變，不僅水質在變，沙也在動。開發區內發現保育類柴山多杯
孔珊瑚的 G1 區，侵蝕與淤積交互出現，但多呈淤積地形。礁體因颱風侵襲，浪帶走
沙而露出，後又被沙掩埋，2015 年連續兩個颱風後，礁體再度露出。2001 年，現今
觀新藻礁保護區原為沙岸，在台電進水口堤防設置後，突堤效應阻擋了由北往南的漂
沙運動，北淤南侵，突堤南側的觀新藻礁才裸露出現，可見淤沙的影響相當大。

林幸助與陳章波發現，導致觀音溪口及樹林溪口藻礁物種豐富度低的主因是污
水排放。觀音工業區排放口的樹林溪口調查到的物種最少，藻礁表面甚至完全沒有
大型藻類覆蓋，其動物組成只有耐污染的物種，顯示污染情況嚴重。

在 2012 至 2013 年的研究中，共發現 12 類大型藻類、129 種動物，其中觀新
藻礁保護區內北側觀音藻礁的物種豐富度最高，南側新屋藻礁次之；而大潭藻礁以
北的觀音溪口及樹林溪口藻礁物種豐富度最低。若以整個桃園海岸於白天時段採樣
結果來比較，觀新藻礁保護區與許厝港溼地的生物多樣性最豐富，並列為桃園海岸
兩大生態熱點。

觀新藻礁雖劃為保護區，但保護區北側觀音藻礁因淤沙覆蓋，許多殼狀珊瑚藻
白化，幾乎沒有活性。觀音藻礁生態功能未變好，反而衰退，可能是漂沙往復搬移
作用的影響。

為有效保育桃園藻礁生態系，林幸助與陳章波認為，應該投注更多管理經費與
心力於現有、已劃為「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的生態藻礁，因為生物多
樣性最豐富，殼狀珊瑚藻發育最好，且以殼狀珊瑚藻為主體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同時也能保護柴山多杯孔珊瑚。

林幸助與陳章波建議，優先的具體作為是在已存在的藻礁保護區，減輕、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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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廣昭：興建三接反讓大潭藻礁成為另類保護區 C-9、C-21

護礁團體經常的訴求是：蓋三接一定會破壞藻礁，要保護藻礁就必須要放棄三
接或是易地興建。但海洋大學榮譽講座教授、中研院動物所前所長、中研院生物多
樣性研究中心前代理主任及執行長邵廣昭則認為這樣的論點其實是大有問題的。邵
廣昭說，大潭藻礁主要是位在潮間帶上，而不是位在低潮線下的亞潮帶。亞潮帶下
淺水域即使會有藻礁也非常零星。更何況三接又再向外推 450 公尺，水深已超過 20

公尺，那裡更不是藻礁適合生長的場所。換言之，三接工程並非蓋在藻礁上，蓋三
接與摧毀藻礁兩者間並不是必然的因果關係 C-9，三接興建更可以珍愛藻礁 C-21。

讓真實科學數據說話

至於藻礁公投推動聯盟（公投提案方）所稱，三接位置緊鄰大潭藻礁，在施
工時必定會破壞大潭藻礁。邵廣昭指出，大潭藻礁在通過環評開始動工後，迄今已
逾兩年半，根據不同單位在當地所作施工前和施工中的持續生態監測調查報告都證
明，大潭藻礁並沒有受到明顯的影響。其生物族群量或群聚的變動和旁邊的「觀新
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的群聚變化並無明顯差異。可惜這些公開的資訊都沒

及避免淤沙，並消除污染物及人為干擾，強化殼狀珊瑚藻基礎研究，了解影響殼狀
珊瑚藻生殖與發育的主要因素，配合密集的生態監測，才能讓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
動物保護區發揮「外溢」效果，進而發揮桃園藻礁、台灣西海岸甚至印度西太平洋
海域的海洋生物種源庫效果。後續，則應進一步執行桃園海岸整體污染防治策略，
將原排放至海岸的污水截流處理，並減輕漂沙沉積影響，既有已存在於桃園海岸 27

公里長的地質藻礁的礁體才能發揮生態功能，促進許多海洋無脊椎動物幼生入添，
創造庇護所給小型動物利用，進而提供食物給大型動物及鳥類使用。假以時日，生
態系統經過自我組織，自我構建，回復完整藻礁生態系及其供給服務，甚至豐富西
北海岸漁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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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媒體或網友所報導和引用，反而是只採訪和報導藻礁公投推動聯盟在科學上頗
有爭議的數據和推論，以至於大潭藻礁生態的真相始終未能獲得平衡的報導，甚至
於被誤導得相當嚴重，著實令人遺憾。

2021 年 4 月 1 日，立法院為大潭藻礁何去何從而舉辦了一場公聽會。當天的公
聽會共有 4 項議題，議題三為「大潭藻礁究竟應該用文資法或野保法來劃設海洋保
護區」，邵廣昭除受邀請表達個人的看法外，也撰文補充說明；邵廣昭說，這個問
題早在 2013 年就已經有過充分的討論，當時的決定是利用「野生動物保育法」來
劃設藻礁保護區。現在再來討論大潭藻礁該不該再另劃一個保護區，或擴大延伸已
有的觀新保護區的範圍，或再重新調整分區規劃，似乎是緩不濟急也不見得需要。
邵廣昭列出如下 4 項理由 C-9：

把三接開發與破壞藻礁劃上等號有違科學精神

第一，大潭藻礁目前生態保育及恢復的狀況良好，三接施工已兩年半，除了
2020 年 4 月三接工作船因脫錨擱淺的意外造成的一些傷害之外，目前並沒有看到有
明顯破壞的狀況；當然持續密集的監測及周全的防範甚為重要。

第二，破壞藻礁的主要原因是來自於水質污染及沉積物的覆蓋，這都不是劃設
了保護區就可以擋得住的，所以作好污染防治及漂沙的監管工作要比劃設海洋保護
區更為重要，人為的河川污染可以防治，而漂沙則是受到自然營力所影響，很難去
防範。因此，桃園市政府這些年來對於桃園河川污染防治工作非常積極努力，讓桃
園的藻礁開始恢復生機。此外，如能保護好現有的觀新藻礁保護區，就能發揮外溢
效果，北邊的大潭藻礁也會受惠。台灣過去所劃設的 46 個海洋保護區中，多數保護
區因為缺乏有效的管理及長期監測和評估，這應該要比現在的桃園藻礁更需要大家
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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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潭藻礁不論是否劃入保護區的範圍，都已經受到了最嚴格的保護（無
名但有實）。這正是目前國際上甚受重視且已在盤點的所謂「另類保護區」，或稱
為「其他有效地區保育措施」。同理，大潭藻礁未來在三接完工後，因為緊鄰 LNG

工業港，又在工業區編定的範圍內，即使不劃為新的海洋保護區，也可以排除未來
人為的破壞。當然基於保護區的面積愈大愈好的原則，把已劃設的「觀新藻礁生態
系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的範圍再往北擴大到包括大潭藻礁也沒有什麼不好或不對。

第四，但不論是何種法令來劃設，都需要收集足夠且嚴謹的科學資料，遵循行
政程序來提出申請，經過客觀公正公開的審查及討論程序。但目前藻礁公投推動聯
盟宣稱大潭藻礁的生物多樣性是何等豐富的結論中，其實有不少可議之處，迄今也
都還沒有經過充分的辨證和足夠的資訊來作論斷，如此貿然地將三接開發與破壞藻
礁劃上等號實有違科學精神。

蓋三接護藻礁  追求雙贏

總之，生態保育雖然是永續發展的重要一環，但是只顧環保而不顧生產（經濟）

及生活（社會），人類也是很難永續發展的。當環保變成個人的理念和信仰或是政治

的角力之後，就容易堅持己見並偏離了科學，也很難作理性的溝通了。三接的公投案

不應是只有同意和不同意的二擇一的是非題，而應該是有第三個選項，也就是蓋三接

和護藻礁兩者兼顧的三選一的選擇題。在蓋三接並沒有證據一定會破壞藻礁，以及

三接退出後，大潭藻礁生態也不一定會變好的情況下，邵廣昭認為，三接繼續興建丶

並持續監測及保護，大潭藻礁反而會得到更好的保護，追求雙贏才是最好的策略 C-21。

劉光明：
三接遷離無助保育紅肉丫髻鮫，春末產仔期禁捕才有效 C-8

護礁團體宣稱，三接工程將造成藻礁生態系的浩劫，潮間帶常見的生物，紅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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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髻鮫（雙髻鯊）資源將會受到嚴重影響。

國內極少數的鯊魚研究者，身兼鯊魚永續研究中心主任、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海
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的劉光明指出，鯊魚的生殖方式分為胎生、卵
生、胎盤型胎生 3 種，而紅肉丫髻鮫屬於胎生，每胎產仔數為 25 尾左右，生殖週
期為 2 年，出生體長為 48.5 公分左右，50% 性成熟體長為 230 公分，體型最大可達
324 公分。

台灣東岸洄游性大型表層性鯊魚大多為延繩釣或大目流刺網所釣獲，西岸鯊魚
主要為底棲性之小型鯊魚，以及部分大型鯊魚的幼魚，而主要捕獲漁法為刺網、拖
網與一支釣。台灣漁獲的大型表層鯊魚物種中，紅肉丫髻鮫大約占 3%，而桃園永
安漁港漁獲的鯊魚物種中，紅肉丫髻鮫大約占 6%。紅肉丫髻鮫屬於洄游性魚類，
在西北太平洋海域洄游於島與島及國與國間的沿近海海域。台灣整個西岸沿海從北
部淡水至南部高雄前鎮，以及離島澎湖，在春季會捕獲剛出生 40 ～ 50 公分的紅肉
丫髻鮫稚魚與 50 ～ 60 公分的幼魚，這些小魚夏季通常較少出現，到了秋季會再洄
游回台灣西岸，而此時捕獲的體型主要為 70 ～ 90 公分的幼魚，顯示整個西部沿岸
皆是本種幼魚的棲地。

台灣東西岸的紅肉丫髻鮫皆以魚類為主要食物來源，西岸主要攝食白姑或叫姑
魚等小型底棲性魚類，隨著體型增長，游泳能力的增加，開始追逐攝食鯖魚等。紅
肉丫髻鮫可能在台灣西部離岸較遠處產仔，稚魚之後再從離岸較遠處逐漸往近岸移
動，隨著體型增長到一定大小後，又逐漸游離離岸較遠的沿近海海域。所以整個西
部海岸僅是紅肉丫髻鮫生活史中很短一段時間的棲地。

「整個西部海岸僅是紅肉丫髻鮫生活史中很短一段時間的棲地，整個西部沿岸
皆是本種幼魚的棲地」，所以劉光明認為，三接遷離大潭並無助於紅肉丫髻鮫的保
育。作為國內極少數的鯊魚研究者，劉光明基於兼顧資源保育及漁民生計平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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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紅肉丫髻鮫相關管理建議：「大魚部分，因延繩釣漁船捕獲鯊魚後，剪斷釣線放
生仍有很高的存活率，因此，針對延繩釣釣獲的紅肉丫髻鮫應訂定總量管制，達到
總量後應將捕獲的紅肉丫髻鮫進行放生，同時捕獲懷孕的母魚，也應進行放生，達
到保育大型個體的目標。幼魚部分，因為多為刺網所捕獲，漁獲後明顯皆已死亡。
因此，建議應進行季節性休魚以減少幼魚被捕獲的機率。目前桃園、新竹、苗栗縣
市政府規定每年 6 至 8 月份 3 海浬內禁刺網，雲林縣、嘉義縣 10 噸以上的漁船全
年 3 海浬內禁刺網，台南市安平漁港周圍每年 10 月至翌年 6 月禁刺網，希望其他
縣市也能跟進以達到保育小型個體的目的。」C-8

錢樺、林宗德：
長期地形與生態調查與監控方能觀察突堤效應 C-10

藻礁公投推動聯盟指稱，藻礁生態系依賴與外海近岸生態系的交互作用，才
能持續應有的生態功能；政府急就章地推出「三接外推」方案，但無論怎麼外推都
會有防波堤，進而造成突堤效應，據學者預估，外推 1 公里增加 5 倍的突堤效應，
不只大潭藻礁消失、觀新藻礁恐怕也會消失，唯有劃設南桃園藻礁區才能保護藻礁
E-13。

藻礁露出大小不固定，覆沙狀態變動因素多

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教授錢樺與清華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林宗德根
據地質學者、台北市立大學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榮譽教授許民陽在當地所拍攝
的照片判斷 C-10，1992 年時新屋溪口北側至現今的大潭電廠進水口導流堤南側（位
於 G3 區南側，屬於目前的觀新藻礁區）海岸大半被沙及礫石覆蓋，僅退潮時在潮
間帶邊緣可見露出的藻礁。同樣由許民陽於 2008 年所攝得照片，則顯示同一地點有
大面積的藻礁外露。若這些資料具有代表性，則觀新區北側藻礁露出的時間，最早
也在 1992 年以後。又根據台灣中油於觀塘工業區（即大潭地區）藻礁生態系環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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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報告書所提供的圍堤興建前後（2001 至 2017 年）數年的航照圖和大潭藻礁區的
地形變化相比對，則可發現 G1 區藻礁露出的大小並不固定，而有持續的變化 C-10。

覆沙狀態之所以會有變動，一般可能歸因於人為堤岸工程的突堤效應。而影響
大潭的堤岸工程，錢樺認為，應該包括距離較遠的台北港、林口電廠卸煤碼頭與灰
塘，以及位於當地，於 2003 年完成的大潭電廠進水口導流堤、觀塘工業港臨時施
工碼頭及先期圍堤，以及 2008 年完成的出水口排水渠道等等。

突堤效應指的是垂直於海岸線突出岸邊的人工構造物阻斷了近岸流，影響了由近
岸流主導的近岸輸沙，使得上游側的漂沙淤積，下游側則向內陸侵蝕。由於在台灣西
岸中部以北的海岸，近岸流的淨流向是由北向南，突堤效應造成北側漂沙淤積，南側
向岸邊侵蝕的「北淤南侵」現象。至於觀新藻礁區北側之所以有大面積的藻礁外露，
錢樺認為 2003 年完成的大潭電廠進水口導流堤所造成的突堤效應，可能是原因之一。

突堤效應不是影響漂沙的唯一因素

錢樺認為，突堤效應並不是影響漂沙的唯一因素，而桃園沿岸沙源變動其實是
受到更多大時空尺度的因子作用，影響了它的自然演替週期。例如聖嬰與反聖嬰現
象造成以數年為週期的波浪特性的震盪、淡水河等主要的漂沙來源，以及因為氣候
變遷降雨型態改變所造成的河川逕流量與輸沙能力變化等，也都是影響的因素。同
時，大潭漂沙也受到颱風等極端事件脈衝式的衝擊影響，更重要的是，自 1960 年
代以來上游石門水庫、攔沙壩、分洪設施等的興建，以及河川的採沙抽沙逐年變化
的影響。這一類時間尺度較大的因子，其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卻因與我們以人
生長度為基準的時間體驗相去過遠，往往受到忽略。

錢樺以貢寮國際海洋音樂祭的舉辦地點（福隆海水浴場）為例，說明漂沙的影
響因素。錢樺說，福隆海水浴場自 1999 年 4 月核四廠重件碼頭開工後，多次發生



三接的前世與今生 1995-2022

 
88

沙灘流失現象，地方人士將此歸因於重件碼頭導致的突堤效應。經過監察院委請學
者調查的結果，指出重件碼頭的突堤效應範圍並未及於福隆沙灘。福隆沙灘的沙源
流失，其實是眾多包括長時間尺度原因的總合效應。曾經消失的福隆沙灘，除了季節
性侵蝕淤積交互的現象外，在核四重件碼頭並未拆除的情況下，已經回淤。因此，重
件碼頭造成的突堤效應導致福隆沙灘消失的可能性並不大，當地漂沙還受到長期環
境背景因素變遷的影響。然因突堤效應已為大眾所熟悉，很容易成為歸咎的對象。

大潭藻礁與突堤效應間關係推論

錢樺對大潭藻礁與突堤效應的關係作了以下推論：

一、觀新藻礁區北側，以往可能受大潭電廠出水口導流堤興建後引發的突堤效
應導致覆沙減少，使得生態藻礁的面積擴大。

二、大潭藻礁區的生態藻礁面積，受上述各種尺度過程的綜合效應支配，它在
往後數年、數十年間，也將面臨相當程度的變動。目前三接外推方案中，主要的防
波堤結構物皆為離岸式，僅有棧橋與陸域相連。它造成的突堤效應，一方面與過去
臨岸圍堤的影響程度並不相同，而另一方面，我們也應將它的突堤效應與其他大尺
度過程並置，作綜合的評估。

錢樺認為，不能單就目前能夠說明大潭礁體覆沙與露出過程的有限資料，就斷
定大潭藻礁生態系的建立或回復需時一定不長。另一方面，當地突堤效應是否必然
對藻礁生態產生不利的影響，也需要仔細謹慎地考慮。更重要的，是應該長期且持

續地投入全台各地海岸海象、地形與生態的調查與監控，讓大家在未來能夠在更紮
實的根據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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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若三接遷至台北港，用地工期工法恐難克服
藻礁公投推動聯盟堅稱三接選址不當，恐危及藻礁生態，建議三接遷移至台北

港，還可以節省 1,300 億元。

交通部於 2021 年 11 月 16 日發布新聞稿指出「台北港如設置 LNG 接收站將有
航安疑慮」D-6。經濟部也於 2021 年 12 月 17 日發布新聞稿指出「三接遷離大潭就
是實質停工至少 11 年」D-10。

交通部：台北港無閒置土地，恐有航安疑慮

交通部新聞稿指出 D-6，台北港 N7 ～ N9 碼頭依台北港貨櫃儲運中心 BOT 契約
應由台北港貨櫃碼頭公司開發，且後線土地已設定地上權予該公司，並已使用；港
務公司與台北港貨櫃碼頭公司近期對後續（N7 ～ N9 碼頭）開發與運用期程已有初
步共識將繼續發展，預計 2021 年底前可定案推動 D-5。

LNG 船屬危險品運輸船，於航行中其前方 2 浬、後方 1 浬、左右兩舷各 150 公
尺範圍內，鄰近船舶均應避讓，不得有其他船舶行駛；碇泊時須與其他船舶維持
150 公尺以上距離，惟台北港航道 400 公尺寬，僅餘 250 公尺，影響大型船舶進出
致有航安疑慮；另卸料碼頭應與其他碼頭距離 320 公尺以上，亦將造成周邊碼頭運
用困難。考量現有台北港南、北碼頭區域均緊鄰主航道兩側，若設置 LNG 船靠泊卸
收站，LNG 船兩舷距已不足安全距離，對於船舶進出港貨物作業將產生嚴重干擾，
對航道安全亦有嚴重影響 D-5。

目前全球海運景氣已恢復，台北港散雜貨（砂石、汽車）、風電及貨櫃等功能
分區明確，無閒置土地，且台北港貨櫃碼頭公司刻正積極推動後 3 座碼頭開發運用，
2021 年 8 月已有 24,000TEU 超級貨櫃輪首航台北港，顯示台北港為亞洲主要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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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持續發展貨櫃儲運、綠能產業及物流進出口。台北港從未有建置 LNG 接收站 5.5

年之規劃，該 5.5 年之說非港務公司評估。台灣中油公司考量台北港既有港區土地
使用均有規劃、LNG 管線布設及港口作業安全等因素後，未將台北港納為第三天然
氣接收站替選場址。

經濟部：三接遷至台北港  工期至少要 11 年

經濟部新聞稿指出 D-10，遷到台北港，不僅有台北港內用地安全距離不足、海
管上岸破壞藻礁等更多問題，工期至少還要 11 年，且新北市政府已兩次發函表示反
對在台北港興建三接，在地民意代表也都表態反對，這些都是非常大的變數。另一
方面，三接外推方案讓藻礁保護最大化，維持穩定供電，也讓中南部的減煤降空污
不要倒退嚕。這是現階段最佳方案，呼籲國人能夠給予支持 D-10。

謝志誠：台北港拉管到大潭電廠，施工難度及風險高 C-18

對於藻礁公投推動聯盟所宣稱的可以節省 1,300 億元，台灣大學退休教授謝志
誠則指出 C-18，三接在大潭的預算已經核定的都沒有超過 1,000 億，就算加計再外推
也不會超過 1,000 億。要怎麼做才能省 1,300 億？而且要從台北港拉管到大潭電廠，
在管線上岸的過程，所規劃的路線在海床底下必須穿越的長度得超過５公里。再者，
因為三接所在大潭海域地質屬於卵礫石層，要埋 36 吋的管線，要先在海床下方鑽出
大約 52 吋的孔，如果是卵礫石層比例太高的話，除了鑽頭容易壞，孔洞也容易崩
塌，如果在拉管過程，有卵礫石掉下來，就容易卡管，工程上就很難處理了。由於
大潭陸域或海域地質都是卵礫石層，水平導鑽工法（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HDD）在鑽入及鑽出端都會穿過卵礫石層，拉管失敗的機率極大，而且規劃的 HDD

導鑽工法長度達３至５公里以上，遠超過國際最長２公里實績，失敗風險無法估算，
不會有廠商投標。再者，藻礁公投推動聯盟提出利用大潭電廠取水口進出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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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蕙蓮、邵廣昭：三接符合「類保護區」概念
針對藻礁公投推動聯盟所訴求，要求政府依法將大潭藻礁劃設為南桃園藻礁生

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學者有不同看法。

謝蕙蓮：大潭若成為類保護區，功能更強大 C-26

 

專長從事海洋底棲生態、生物學研究、溼地生態與保育學研究的中央研究院生
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榮退研究員謝蕙蓮認為 C-25，大潭海岸 18 年前已有四道人工突堤，
現在三接正在興建。這樣一個不斷新增人工構造物的海域，不論用哪一個法令來劃
設保護區，都不適宜，反倒是近年來，國際間重視的、注重保育與開發兼顧的「類
保護區」，比較符合大潭海岸的可持續發展 C-26。 

謝蕙蓮說，類保護區不但是國際間環保觀念的革新，也是環保作法的革新，但
可惜的是，台灣各級政府及環保團體對它所知甚少。而所謂「類保護區」，像是軍
方管制的水域、電廠入水口、離岸風場、民間私人的保護地、民間友善環境的生產
用地等等，這些場域原先並非為保育而設，但為了維持該場域的功能，採取了限制
或禁入管制的手段，反而讓該場域發揮了保育生物多樣性的成效，這是無心插柳，
柳成蔭的結果，造就出「無保護區之名，卻有保護區之實」的視野，引起國際自然
保育聯盟（IUCN）對它的重視、倡議與推廣 C-26。

謝蕙蓮認為 C-26，三接與大潭海岸的保育與開發兼顧的模式，非常符合「類保護
區」這個開創性的保育趨勢。目前三接工程進度已達三分之一，不論是柴山多杯孔
珊瑚、小燕鷗、殼狀珊瑚藻、大型藻類等，其監測數據依然呈現穩定的狀況，生物

則因爲大潭電廠進水口不大，根本無法容納可以處理 36 吋管線的工作船或施工平
台，且一定影響進水，甚至毀掉進大潭電廠水口 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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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性並未受到影響；未來台灣中油承諾並與相關權責單位進行共同治理與管理下，
生物多樣性得以更加提升。

謝蕙蓮進一步建議 C-26，在台灣民主自由高度發展之下，可以透過參與式的共管
機制，將藻礁生態系服務的功能與在地價值串聯。此外，三接在減碳、減空污對氣
候的調節，以及民眾生活福祉的服務功能，大潭海岸成為「類保護區」比單純的「保
護區」具備更強大的優勢。

邵廣昭：類保護區是國際海洋保育新趨勢 C-27

持相似看法的海洋大學榮譽講座教授、中研院動物所前所長、生物多樣性研
究中心前代理主任及執行長邵廣昭指出，全世界目前已劃設的 1 萬 6,000 多個大小
不一的海洋保護區中，真正能發揮功效，或是有在嚴格管理的保護區，可能也不到
1/3。所以未來除了要繼續擴大海洋保護區的劃設，特別是公海和深海海域之外，同
時也開始要盤點海洋的「類保護區」，以及推動里山里海倡議，來增加海洋和陸地
的「類保護區」面積。這正是目前國際海洋保育的新趨勢 C-27。

邵廣昭說，2010 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愛知目標」，以及 2015 年的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均要求全球海洋保護區的面積比，到 2020 年底要達到 10% 的目標。
這項目標雖然只有部分達標（7.8%），但是鑒於挽救海洋生態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
步，國際上從 2020 年前即已開始倡議：到 2030 年底，全球需要有 30% 的海洋納入
海洋保護區，也就是所謂「30 ╳ 30」的目標 C-27。

邵廣昭認為，要能達到這個目標，如只靠傳統為了保護海洋生物而劃設海洋保護區
的方式來計算，應是無法達標。但是如果把過去為了其他目的而劃設、但因管理嚴格反
而發揮生態保護功效的面積也納入計算，則會大有幫助。這樣的區域因為不是以保育海
洋生物為主要目的，所以就給它另外一個名詞，叫做「其他有效地區的保育措施」C-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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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開發單位於 2021 年 9 月提送環保署審查的「桃園市觀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外推方案）」第 6 章「開發行為或環境保護對策變更後，對環境影響之差異分析」即提到，為回應利害關係人對港
域生態及海床下沙埋礁岩等議題，及兼顧達成國家能源政策及穩定供氣目標，導入 OECM（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其他有效地區保育措施）。

由於這個從英文「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OECM）
直譯過來的中文名詞，可能絕大多數人都無法理解其意義，所以海洋生態學界的同
仁乃建議再給另外一個「類保護區」的名稱，如同目前新冠病毒的「類流感化」，
邵廣昭也認為，這樣會比較容易理解和推廣 C-27。

趙家緯、莊秉潔：天然氣是邁向淨零的橋接能源
針對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盧倩儀在立法院公聽會的發言 E-12 及其對

天然氣「橋接功能」的質疑 A- 19 與對「三接及增氣」為石化燃料「漂綠」A-21 的指控，
台大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學程兼任助理教授趙家緯，則以曾擔任國家溫室氣體排放
清冊審查委員的經驗，認爲盧倩儀此指控非常不妥。因為經濟部所引用的國家溫室
氣體排放清冊中，便已考慮各種溫室氣體的百年平均溫暖化潛勢（1 噸甲烷相當於
25 噸二氧化碳）進行計算，縱使以 20 年平均溫暖化潛勢（1 噸甲烷相當於 72 噸二
氧化碳）為估算依據，甲烷於台灣總溫室氣體占比最多提升至 4.6%。由此可知，台
灣要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都應是以二氧化碳為優先，並非甲烷 C-14。

趙家緯：以燃氣為橋邁向淨零轉型 C-14

趙家緯說，盧倩儀所引用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總署於 2021 年 5 月出版的全球甲
烷評估報告，報告中提出的聚焦減量措施（targeted measures）建議，跟化石燃料
有關的，主要有四： 一、管線洩漏的檢測與修復；二、排氣的回收與利用；三、改
善管控，避免油氣生產過程的逸散性排放；四、煤礦區甲烷管理，係強調避免滲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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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逸散排放。藉由聚焦措施，便可履行第 26 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6）時，
百國簽署的全球甲烷承諾減量 30% 的目標。而其在「重建美好法案（Build Back 

Better Act）」所提出的甲烷費，亦是藉此促使業者降低洩漏率，目的並非淘汰天然
氣的使用 C-14。

趙家緯除強調「燃氣取代燃煤，減碳降空污為科學共識」，主張「以燃氣為橋
邁向淨零轉型」，並建議各方論證此議題時，不宜再引用燃氣火力總溫室氣體排放
量高於燃煤的說法，因為此論證乃悖離科學事實 C-14。

莊秉潔：以天然氣橋接能源，快速減碳 C-24

中興大學環境工程系教授莊秉潔則認為，以天然氣作為橋接可以改善本地臭氧
濃度達 80%。莊秉潔以空污教科書有關近地大氣臭氧濃度與其前驅污染物的關係說
明大氣臭氧濃度只有其前驅污染物氮氧化物（NOx）與非甲烷碳氫化合物（NMHC）
有關。而 NMHC 英文全名為 Non-methane hydrocarbons，也就是排除了甲烷以外
的碳氫化合物，也就是甲烷排放對臭氧濃度的變化影響很小。而甲烷之所以為溫室
效應氣體，就是因為其化學性質穩定，不容易起光化學反應，在大氣中生命周期可
以長達數年至數十年。C-24

莊秉潔說，台灣目前再生能源不足、土地也不夠大，所有的再生能源給台積電
使用還不夠，這些不足的電力必須用天然氣作橋接，才能快速減煤。國情不同，建
議大家不要任意用聳動的字眼，誣蔑真正的環境捍衛者。只有目標、沒有路徑，反
而迫使國家無法邁向淨零碳排的路。在台灣增加燃氣發電的確是 2050 淨零碳排的
最重要橋接，因為其可以快速減空污、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使用天然氣作為橋接才
能減少台灣本土臭氧 80% 的污染。而使用天然氣作為橋接同時亦可以減少 PM2.5 約
2/3 的污染，只剩下揚塵、農廢露燃及境外等約占 1/3 的污染。而停建三接反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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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老舊燃煤電廠無法除役而增碳 3 倍。當台灣幾乎沒有煤電時，根據「電業法」第
八條，優先併網、調度再生能源的規定，只要新增的再生能源一來，自然就會用來
取代氣電。這時又可以減少甲烷洩漏及燃氣機組燃燒造成 20% 的本土臭氧污染 C-24。

經濟部：增氣減煤轉向低碳，先低碳再零碳 D8、D9

經濟部也說明，依據聯合國環境署（UNEP）與世界氣象組織（WMO）2021 年
的資料，造成溫室效應的甲烷，最多是來自沼澤地的自然排放（占 38.9%），其次
是畜牧業的動物排泄（占 25.9%）。雖然天然氣的主要成分為甲烷，但卻並非全球
甲烷排放的主要來源。天然氣的甲烷排放主要是發生在開採及運輸階段的逸散排
放，並非在使用階段。由於我國自產化石能源有限，國內幾乎並沒有開採天然氣而
造成甲烷逸散排放的問題 D-8。

經濟部強調，政府逐步推動邁向 2050 淨零排碳，短期優先推動已成熟的綠能
技術與增氣減煤讓能源系統轉向低碳，長期則加入前瞻再生能源、氫能及碳捕捉、
碳封存與再利用等技術，由低碳邁向無碳。因此，在邁向 2050 淨零目標的路徑上，
為確保我國穩定供電，仍須優先使用排碳較低的天然氣發電。同時也支持全球甲烷
倡議，期望天然氣生產國改善甲烷洩漏問題，讓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可以更降低 D-8。

最後經濟部表示，能源轉型展綠、增氣、減煤政策是政府權衡我國國情，在兼
顧減污與供電穩定下所作的最適規劃，雖然近年再生能源已顯著增加，但短期內仍
無法完全取代燃煤，須增加低碳天然氣取代，以減碳降空污，使能源系統轉向低碳，
長期則加入前瞻再生能源、氫能及碳捕捉、再利用與碳封存（CCUS）等技術，再由
低碳邁向無碳，這才是穩健的淨零路徑。經濟部樂見盧倩儀支持綠能的主張，但對
其只要綠能卻忽視增氣減煤才是務實推展路徑感到憂心。因此，在邁向 2050 淨零目
標的路徑上，為確保台灣穩定供電，仍須使用排碳較低的天然氣發電 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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