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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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