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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紀
這段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歲月裡，有停工、開發

主體易主、藻礁爭議等等．導致開發計畫的報編

程序，從啟動至今，走完一回合之後再有第二回

合，第二回合之後再來第三回合，過程複雜前所

未見。本書為完整寫下這段歷史，特別在本書末

段以大事紀的方式呈現這段歷史的點點滴滴。依

循時序的推展，把大事紀分成４個段落及１個特

別事件，這４個段落依序為：（一）東鼎時期及

「觀塘工業區（含工業港）開發計畫」第一回合

報編紀事（1995 ～ 2003）；（二）東鼎退出，

台灣中油併購東鼎紀事（2003 ～ 2017）；（三）

台灣中油公司接手「觀塘工業區（含工業港）開

發計畫」第二回合報編紀事（2017 ～ 2021）；

（四）外推方案報編紀事（2021 ～ 2022）。因

為避免篇幅過鉅，未能完整呈現報編申請過程中

歷次的審查與審議會議紀錄，然而，從可考的會

議紀錄可以看出環保署環評審查委員會、內政部

區域計畫委員會與海岸管理審議會於審查與審議

過程的用心。

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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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東鼎時期及「觀塘工業區（含工業港）開
發計畫」第一回合報編紀事（1995～ 2003）

日   期 紀   事

1995/08/04

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召開「國內天然氣供需相關事宜會議」。
結論：
一、以我國的經濟環境而言，液化天然氣的使用量勢必增加。
二、由於目前管線施工路線取得困難，因此在北部地區另外興建一座液

化天然氣接收站有其必要。

1995/08/30

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召開「研商興建北部天然氣接收站事宜會議」。
結論：
一、北部天然氣接收站原則上開放由民間投資興建，有意參與投資者宜

配合台電公司大潭電廠用氣時程及北部地區未來用氣需求進行規
劃。

二、有關北部天然氣接收站興建問題，東鼎公司表示願意投資。
三、因應北部地區未來天然氣需求，並避免供氣太過集中。

1996/11/26
東鼎公司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向桃園縣政府提出「觀塘工業區（含
工業港）」報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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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07/19
經濟部工業局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以工（八六）五字第 021099 號
將層送的「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可行性規劃」轉請內政部審查。

1997/07/19
經濟部工業局轉送「桃園縣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至環
保署審查。

1997/10/04
「桃園縣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專案小組初審會議。
決議：本案建議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1997/10/09

環保署環評審查委員會第 41 次會議審查「桃園縣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
環境影響說明書」。
決議：本案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1998/11/18
經濟部工業局轉送「桃園縣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
稿」至環保署審查。

1999/01/06
「桃園縣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專案小組初審
會議。

1999/02/11
「桃園縣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專案小組第二
次初審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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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03/19

「桃園縣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專案小組第 3

次初審會議。
決議：本案建議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1999/03/31

環保署環評審查委員會第 57 次會議審查「桃園縣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
決議：本案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1999/05/11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專案小組會議。

1999/06/23
環保署（88 ）環署綜字第 0038089 號函認可「桃園縣觀塘工業區開發
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定稿本」。

1999/07/14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73 次會議審議桃園縣觀音鄉「觀塘工業區開
發計畫」變更申請案。

1999/07/14
公告「桃園縣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結論及環
境影響評估報告書摘要（環保署（88）環署綜字第 004403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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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09/20

內政部同意桃園縣觀音鄉「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編定為工業區案（核
發工業區分區範圍劃定同意函）。（台 88 內營字第 8874673 號函）。

* 本案採二階段審議作業，本案可行性規劃報告業經內政部區委會審查同意，僅同意劃定「工業區」
分區範圍，且應於核准同意之日起一年內提出細部計畫；且開發單位於第二階段細部計畫應納入「海
埔地開發許可審議規範」規定提送相關書圖文件。惟內政部應經濟部之要求，為加速審議且加強海
埔地開發管理及公共安全，海埔地之造地施工管理程序得與第二階段之海埔地開發許可合併審查，
並經完工認可後，方可辦理用地之編定或變更編定。

1999/10/11
經濟部工業區編定審查小組第 14 次會議同意桃園縣觀音鄉「觀塘工業
區開發計畫」編定為工業區。

1999/10/15
經濟部（經（88）工字第 0888902350 號函）請桃園縣政府依「促進產
業升級條例」辦理觀塘工業區編定公告。

1999/10/21 東鼎公司因觀塘工業區營運需求向工業局提出觀塘工業專用港設置需求。

1999/10/21 桃園縣政府辦理觀塘工業區編定公告（桃 88府建工字第 224734號函）。

2000/02/03 觀塘工業港公司（即東鼎公司子公司）取得觀塘工業港興建經營管理權。

2000/02/18

經濟部工業局依環保署 1998 年 8 月 21 日「桃園縣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
內容變更暨環境影響評估範疇界定第 2 次會議紀錄」，提送「桃園縣觀
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環境影響說明書」。



三接的前世與今生 1995-2022

 
150

2000/03/29
「桃園縣觀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環境影響說明書」專案小組初審會議。
結論：「本案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2000/3/30

環評審查委員會第 69 次會議審查「桃園縣觀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環境
影響說明書」。
決議：「本案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2000/04/27
公告「桃園縣觀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89）
環署綜字第 0022447 號）。

2000/07/01 工業局與觀塘工業港公司簽訂「觀塘工業港投資興建協議書」。

2000/08/08 環保署審核通過「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2000/09/18 
環保署同意備查「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
本）」（環保署環署綜字第 0053994 函）。

2000/09/21
環保署同意備查「桃園縣觀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
本）」（環保署（89）環署綜字第 0054917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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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10/05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桃園縣觀音鄉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細部計
畫」申請案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

2000/11/30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89 次會議審議「桃園縣觀音鄉觀塘工業區開
發計畫細部計畫」申請案。

2000/12/04 行政院核定設置「觀塘工業專用港」。

2001/01/08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桃園縣觀音鄉「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細部
計畫案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

2001/03/30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95 次會議審議桃園縣觀音鄉「觀塘工業區開
發計畫」細部計畫案。

2001/05/28 觀塘工業區暨工業專用港開工儀式。

2001/11/06
經濟部、交通部與內政部等部會會商原則同意觀塘工業專用港的港域劃
定。

2001/11/12 第一期造地工程正式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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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1/21
經濟部工業局同意「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海埔地工業區造地施工管理計
畫書」。 

2002/10/23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議桃園縣觀音鄉「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變
更細部計畫及工業專用港可行性規劃案專案小組會議。

2002/12/30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115 次會議審議議桃園縣觀音鄉「觀塘工業區
開發計畫」變更細部計畫及工業專用港可行性規劃案。

2003/05/19

東鼎公司於桃園縣觀音鄉報編的桃園縣觀音鄉「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
變更細部計畫及工業專用港可行性規劃案已依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115 次會議審議決議修正完竣。內政部核發同意函（營字第 092008629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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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鼎退出，台灣中油併購東鼎紀事
（2003～ 2017）

日   期 紀   事

2003/07/04
台電大潭電廠天然氣採購案開標，由中油公司取得供氣合約；東鼎公司
期待落空，於造地 5 公頃後全面停工。

2005/06/01 工業局廢止觀塘工業區海埔地造地施工管理計畫。

 2007/01/31
工業局終止與觀塘工業港公司（東鼎公司子公司）簽訂的「觀塘工業專
用港投資興建協議書」。

2007/07/24

環保署（環署綜字第 0960051799A 號函）同意暫停「觀塘工業區海埔
地造地」施工階段環境監測計畫。惟季風及颱風季節前後應辦理水深及
地形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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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0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交通部、桃園縣政府、
台灣電力公司、台灣中油公司、東鼎公司、經濟部工業局協調會決議：
請東鼎公司於 2009 年 6 月 30 日前洽妥依公司法成立之公司聯名出具相
關投資意願證明文件或由東鼎公司提送觀塘工業區造地施工計畫予經濟
部工業局，倘東鼎公司未依期限完成上述事項，經濟部工業局將依程序
辦理觀塘工業港廢止設置作業。 

* 東鼎公司並未於 2009 年 6 月 30 日期限內，提出經濟部工業局要求之證明文件及觀塘工業區造地施
工計畫。

2009/07/28
工業局研議的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水深及地形監測等變更內容對照表經
環保署同意備查 （環署綜字第 0980066433 號函）。

2009/11/24

行政院秘書處、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交通部、基隆港務局、桃園縣
政府、經濟部能源局、東鼎公司、工業局協調會決議：
一、「觀塘工業區（含工業港）開發計畫」案暫時延長一年不廢止，並

請桃園縣府針對桃園科技工業區整體的招商情形來思考整個未來的
發展情況。

二、請桃園縣府評估二建議方案，方案一為擴編工業區，由縣府為主體
開發，整合桃園科技工業區、大潭工業區、觀塘工業區為一個工業
區，觀塘工業港則供其使用；方案二為由桃園縣政府向行政院爭取
擴大服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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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03

總統馬英九在總統府召開「能源政策」記者會，宣布核一、核二與核三
廠將不再延役，興建中的核四廠則必須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才會進
行商轉；若核四廠二部機組均能於 2016 年前穩定商轉，核一廠將配合
提前停運。

2012/02/15 台電公司陳報「大潭電廠增建燃氣複循環機組發電計畫」。

2013/03/15
召開「能源供需規劃小組」會議，請台灣中油公司儘速進行第三天然氣
接收站的可行性評估。

2013/04/02
經濟部（經授營字第 10220356890 號函）請台灣中油公司儘速進行第
三天然氣接收站的可行性評估。

2013/5/31

台灣中油公司（油天然發字第 10210248240 號函）復經濟部，為爭取
時效，將委請專業機構進行第三天然氣接收站可行性研究、環評工作及
編列固定資產投資專案計畫。

2013/09/30
經濟部函請台灣中油及台電公司各自評估興建第三座天然氣接收站之可
行性，並以計畫先完成審查獲准辦理者取得興建權。



三接的前世與今生 1995-2022

 
156

2014/01/09

台灣中油公司辦理「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可行性研究及環評工作」
勞務採購案，由泰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得標，2014 年 1 月 9 日完
成簽約。

2014/01/27

經濟部召開「研商國內第三座天然氣接收站興建及營運模式」會議。
結論：
一、第三座 LNG 接收站興建及營運由中油及台電公司以轉投方式與民

間合資成立民營公司（中油、台電為最大股東，各自持股 24.5% 合
計 49%，其他民間投資者持股合計 51%）。

二、由國營會召集中油、台電成立工作小組，並委託專業之管理顧問公
司就第三座天然氣接收站可能之站址、潛在之民間投資者及投資財
務效益等事項進行研議，於二個月內提出合資計畫。

2014/02/14
「研商台電公司參與第三座 LNG 接收站可行性研究及環評工作之權利、
義務及費用分攤事宜」會議。

2014/06/11

台灣中油公司表明獨資興建及營運第三接收站。陳報經濟部，說明由台
灣中油公司獨資興建及營運第三接收站，可達成「專責事權」、「縮短
時程」、「發揮綜效」、「降低成本」、「穩定供應」多重效益（油天
然發字第 1031028815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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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7

經濟部長邀集杜次長、沈次長、台灣中油及台電公司董事長及總經理、
能源局長、國營會副主委討論興建第三接收站事宜。
結論：
一、請第三座天然氣接收站工作小組提出評選第三座天然氣接收站最適

興建機構之評選指標及評選優勝機構應遵循事項於 2014 年 6 月 24

日經營管理會議簡報。
二、請中油及台電公司依評選辦法於一個月內提交相關資料，於下次經

營管理會議交由委員評選出第三座天然氣接收站最適興建機構。

2014/08/29

召開「台電及中油公司經營改善小組」第 13 次委員會議，進行第三接
收站最適興建及營運單位評選。
結論：推薦由中油公司興建營運天然氣第三接收站。

2014/11/27 提報「L10502 天然氣事業部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投資計畫」。

2015/02/26
台灣中油公司將「L10502 天然氣事業部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投資
計畫」的可行性研究報告提報經濟部。

2015/06/03
經濟部將修正後的「L10502 天然氣事業部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投
資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報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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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17

國家發展委員會第 17 次委員會會議審查「L10502 天然氣事業部第三座
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投資計畫」。
結論：
一、鑒於本計畫推動，可滿足台電公司大潭電廠及北部地區新增用氣需

求，並有助提升國內整體供氣穩定與安全，符合經濟及財務效益，
原則同意。

二、本計畫投資總額新台幣 600.8 億元，請經濟部督促中油公司以 2023

年全量管運為努力目標。

2015/09/04
「L10502 天然氣事業部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投資計畫」奉行政院
院臺經字第 1040048082 號函核定。

2016/11/18

台灣中油公司第 665 次董事會決議：
一、2017 年 3 月 31 日為合併基準日。
二、台灣中油公司以每股 10.373 元、總價 22.8 億併購東鼎公司。

2017/03/31 台灣中油公司付款交割，完成合併東鼎公司。

2017/05/18 經濟部核發台灣中油公司與東鼎公司合併變更登記核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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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中油公司接手「觀塘工業區（含工業
港）開發計畫」第二回合報編紀事
（2017～ 2021）

日   期 紀   事

2017/03/02

台灣中油公司依「海岸管理法」第 25 條規定，檢具「桃園觀塘工業區
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第一階段開發計畫 – 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站）」，
經桃園市政府轉請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審議。

2017/03/27

桃園市政府檢具「桃園觀塘工業區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第一階段開發
計畫 – 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站）」審查意見轉請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
審議。

2017/03/31 台灣中油公司付款交割，完成合併東鼎公司。

2017/04/18
台灣中油公司提「桃園市觀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現
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

2017/05/03
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審議「桃園觀塘工業區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第
一階段開發計畫 – 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站）」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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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05

「桃園市觀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
策檢討報告」專案小組初審會議。
決議：
依本報告所列「第 3 章藻礁生態調查分析及對策」（調查分析範圍包含
工業區及工業港）、書面意見回應之工業區藻礁調查工作（包含 2015

年及 2017 年），本署 1999 年審查通過「桃園縣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環
境影響評估報告書」開發範圍內，G1 樣區調查有藻礁裸露，G2 樣區屬
藻礁裸露區，G3 樣區屬藻礁沙埋區，G1 樣區及 G2 樣區均調查有殼狀
珊瑚藻及非鈣化大型底棲海藻覆蓋，且開發單位判斷工址施工造成藻礁
生態系生物體棲地之破壞。爰此，建議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認定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對藻礁生態系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命
觀塘工業區開發單位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限期提出因應對策。

2017/04/21
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審議「桃園觀塘工業區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第
一階段開發計畫 – 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站）」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

2017/07/19
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審議「桃園觀塘工業區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第
一階段開發計畫 – 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站）」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

2017/09/04

台灣中油公司依「桃園市觀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現
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專案小組初審會議結論，提「觀塘工業區
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藻礁生態系 / 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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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
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第 12 次會議審議「桃園觀塘工業區海岸利用管
理說明書（第一階段開發計畫 – 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站）」。

2017/10/26

「桃園市觀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
策檢討報告」專案小組第 2 次暨「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
告書藻礁生態系 / 因應對策」專案小組初審會議。

2018/01/12

台灣中油公司提「迴避替代方案」：工業區開發面積由 232 公頃大幅縮
小為 37 公頃，完全避開裸露藻礁及柴山多杯孔珊瑚棲息地，並將工業
區港改為離岸開放式配置，讓沿岸水流維持自然流通，藻礁生態系所需
營養鹽可以持續供應。

2018/01/23

「桃園市觀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
策檢討報告暨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專案小組第 2 次暨「觀塘工業區
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藻礁生態系因應對策暨環境影響差異分析
報告」專案小組初審延續會議。

2018/03/23

2018/04/13

2018/04/24

2018/04/27

「觀塘工業區及工業專用港開發對大潭藻礁生態系統可能影響與因應」
議題專家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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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03

桃園市觀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
檢討暨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專案小組第 3 次初審會議暨「觀塘工業
區藻礁生態系因應對策暨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專案小組第 2 次初審
會議。
結論：經綜合考量審查委員、專家學者、相關機關、團體等各方面意見
及開發單位之答覆，專案小組建議本案退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2018/08/27

台灣中油公司提「迴避替代修正方案」：降低工業區開發面積為 23公頃，
不到原方案之 1/10。工業區不會有新增填地，既有藻礁區、海岸線維持
現狀。

2018/09/12

環評審查委員會第 337 次會議審查「桃園市觀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環境
影響說明書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暨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暨
「觀塘工業區藻礁生態系因應對策暨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因與會
15 名委員內部討論過程中共有 5 位委員選擇離席，主席宣布散會。

2018/09/26

環評審查委員會第 338 次會議僅進行「提會宣讀」、「開發單位簡報」
「召集人說明」、「旁聽民眾、團體發言」、「列席單位表達意見」、「委
員提問」、「開發單位答覆說明」等議程，沒進行內部討論及決議。

2018/10/03
環評審查委員會第 339 次會議，因委員人數不足，決議延至 2018 年 10

月 8 日下午 2 時召開第 340 次會議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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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8

環評審查委員會第 340 次會議審查「桃園市觀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環境
影響說明書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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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觀塘工
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藻礁生態系因應對策」及「桃園縣觀
塘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環境差異分析報告」等四案。
決議：
一、「桃園市觀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現況差異分析

及對策檢討報告」案經討論，與會委員就甲案「退回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與乙案「審查通過」2 案進行表決，在場委員包含主席共 10

人（主席未參與投票），表決結果：0 票贊成採甲案，7 票贊成採
乙案，2 票空白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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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討論，與會委員就甲案「退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乙案
「審核修正通過」2 案進行表決，在場委員包含主席共 10 人（主
席未參與投票），表決結果：0 票贊成採甲案，7 票贊成採乙案，2

票空白票。
三、「桃園縣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環境影響差異分

析報告」經討論，與會委員就甲案「審核修正通過」與乙案「補正
再提本委員會討論」2 案進行表決，在場委員包含主席共 10 人（主
席未參與投票），表決結果：7 票贊成採甲案，0 票贊成採乙案，2 

票空白票。

2018/11/29 審議通過「觀塘工業區造地施工管理計畫書（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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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30

一、「桃園市觀塘工業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藻礁生態系因應
對策暨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本）」獲准備查。

二、「桃園市觀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現況差異分析
及對策檢討暨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本）」獲准備查。

2018/12/13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桃園市觀塘工業區（含工業專用港）變更
開發計畫暨細部計畫書（第二次變更）」（第 420 次會議紀錄稱「桃園
市觀塘工業區（含工業專用港）第二次變更開發計畫暨第一次變更工業
區細部計畫」）暨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審議「桃園觀塘工業區工業專
用港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桃園觀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海岸利用管
理說明書」與「桃園觀塘工業區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第一階段開發計
畫 – 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站）第一次變更」等二案第 1 次專案小組聯席
會議。

2018/12/26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桃園市觀塘工業區（含工業專用港）變更
開發計畫暨細部計畫書（第二次變更）」暨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審議
「桃園觀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桃園觀塘工業
區工業專用港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與「桃園觀塘工業區海岸利用管理
說明書（第一階段開發計畫 – 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站）第一次變更」等
二案第 2 次專案小組聯席會議。

2018/12/31 第三接收站動工（5 公頃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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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31

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審議「桃園觀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海岸利用管理
說明書」、「桃園觀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與「桃
園觀塘工業區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第一階段開發計畫 – 第三座液化天
然氣接站）第一次變更」等二案第 3 次專案小組會議。

2019/02/27

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第 21 次會議審議審議「桃園觀塘工業區工業專
用港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與「桃園觀塘工業區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
（第一階段開發計畫 – 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站）第一次變更」等二案。

2019/03/14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420 次會議審議「桃園市觀塘工業區（含工業
專用港）第二次變更開發計畫暨第一次變更細部計畫」案。

2019/03/26

「桃園觀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與「桃園觀塘工業
區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第一階段開發計畫 – 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站）
第一次變更」已依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第 21 次會議決議補正完竣，
內政部依海岸管理法第 25 條規定核發許可函。

2019/03/28 「觀塘工業區造地施工管理計畫書（8 公頃）」審議通過。

2019/04/11 「觀塘工業專用港造地施工管理計畫書」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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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3

台灣中油公司「桃園市觀塘工業區（含工業專用港）第二次變更開發計
畫暨第一次變更細部計畫」已依 2019 年 03 月 14 日內政部區域計畫委
員會第 420 次會議的審查決議修正完竣，內政部同意核發開發許可。

2019/05/01

桃園市政府公告「桃園市觀塘工業區（含工業專用港）第二次變更開發
計畫暨第一次變更細部計畫」。公告期間：2019 年 5 月 3 日～ 2019 年
6 月 2 日。

2021/05/03
行政院於蘇貞昌院長主持行政立法協調會報後，召開記者會宣布「三接
外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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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推方案報編及公投紀事（2021～ 2022）

日   期 紀   事

2021/05/03 行政院召開記者會宣布「三接外推方案」。

2021/07/22

台灣中油公司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規定，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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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環保署審查。

202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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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初審會議 。

2021/12/18

公投投票日。
開票結果：同意「中油第三天然氣接收站遷離桃園大潭藻礁海岸及海域」
票數 3,901,171；不同意「中油第三天然氣接收站遷離桃園大潭藻礁海
岸及海域」票數 4,163,464。

202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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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第 2 次初審會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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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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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第 3 次初審會議
結論：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建議審核修正通過。 

2022/03/02

環評審查委員會第 414 次會議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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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核修正通過。

2022/4/14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455 次會議審議「桃園市觀塘工業區 ( 含工業
專用港）第四次變更開發計畫」案。

2022/04/15
內政部海岸管理審議會第 57 次會議審議「桃園觀塘工業區工業 「桃園
觀塘工業區工業 專用港（第一次變更）」。

2022/05/17
經濟部同意「桃園觀塘工業專用港築堤填海造地施工管理計畫（外推方
案）」（經濟部 111 年 5 月 20 日經授工字第 11120414960 號）。

2022/05/31

「桃園市觀塘工業區（含工業專用港）第四次變更開發計畫」已依
2022 年 4 月 14 日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455 次會議決議補正完竣，
內政部依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1 規定，核發許可函（111 年 5 月 31 日
台內營字第 111080944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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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10

「桃園觀塘工業區工業專用港（第一次變更）」已依內政部海岸管理審
議會第 57 次會議決議補正完竣，內政部依海岸管理法第 25 條規定，核
發許可函（111 年 6 月 10 日台內營字第 111081040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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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投紀事（2020～ 2021）

日   期 紀   事

2020/06/23

「搶救大潭藻礁行動聯盟」召集人潘忠政協同數十個環保團體，發動
「珍愛桃園藻礁」公投連署。準備提案將「您是否同意中油第三天然氣
接收站遷離桃園大潭藻礁海岸及海域？」交付公投。

2020/07/07

潘忠政領銜提出「您是否同意中油第三天然氣接收站遷離桃園大潭藻礁
海岸及海域 ?」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檢具主文、理由書及提案人名冊至
中選會。

2020/08/07 提報中選會第 548 次委員會議審議。

2020/08/13 發布聽證會公告。

2020/09/17 舉行聽證會。

2020/09/24 聽證會會議紀錄公開閱覽。

2020/10/16 提報中選會第 551 次委員會議審議。

2020/11/05 提案人之領銜人來函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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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20 提報中選會第 552 次委員會議審議。

2020/11/23 函請戶政機關查對提案人名冊。

2020/12/08 戶政機關函報提案人名冊查對結果。

2020/12/09 函請提案人之領銜人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

2021/01/22 行政院提出政府機關意見書。

2021/03/18
珍愛藻礁公投領銜人潘忠政與荒野保護協會、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等
民間團體，將 70 多萬份珍愛藻礁公投第二階段連署書送件至中選會。

2021/05/07 連署人名冊查對結果統計表。

2021/05/14 提報中選會第 558 次委員會議審議。

2021/07/02

本次公投原定按照「公民投票法」規定，於 2021 年 8 月第四個星期六，
即 8 月 28 日舉行，但由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宣布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 18 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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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13
公投意見第一場說明會。
正方：陳憲政　反方：王美花

2021/11/18
公投意見第二場說明會。
正方：蔡雅瀅　反方：趙家緯

2021/11/24
公投意見第三場說明會。
正方：林惠真　反方：詹順貴

2021/12/02
公投意見第四場說明會。
正方：劉月梅　反方：謝志誠

2021/12/11
公投意見第五場說明會。
正方：潘忠政　反方：洪申瀚

2021/12/18
投票日。
開票結果：同意票數 3,901,171 不同意票數 4,163,464。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公民投票專區。檢自：https://reurl.cc/2mYj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