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台灣西部與越南中部海岸侵蝕及災害管理之比較研究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計畫

計 畫 編 號 ： MOST 107-2511-H-003-052-

執 行 期 間 ： 107年08月01日至108年10月31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所）

計畫主持人： 林宗儀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呂紹平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劉俊旻
大專生-兼任助理：繆念澤
大專生-兼任助理：陳孝晴
大專生-兼任助理：張紫綺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安薇娜(Viola van Onselen)

報 告 附 件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內政部,海洋
委員會,經濟部,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01　月　31　日



中 文 摘 要 ： 台灣和越南在亞洲地區雖身處不同地理區位，但未來所受到的海岸
侵蝕災害威脅卻是一樣的。在全球氣候暖化情境下，對於海岸最直
接的衝擊就是全球海水面的上升及極端天氣(風暴、颱風)事件發生
的頻率增加，對於海岸居民的影響就是海岸侵蝕加劇，導致海岸地
區災害的規模增大、發生頻率增高。

臺灣海岸災害的防禦實務，不斷隨著時代的潮流進行調整，求新求
變，從土堤、拋石護岸、水泥海堤，再到突堤、離岸堤及各種複合
式工法。然而在面臨颱風巨浪和暴潮的侵襲時，工程結構物仍難免
傳出破堤或遭到越波而造成海水倒灌、海堤塌陷等災害，甚至更糟
的是這些結構物，常反倒引發更多海岸侵蝕災害的發生。在近年通
過的「海岸管理法」就針對未來氣候變遷與海岸致災風險，強調在
易致災害之海岸地區應採退縮建築或調適其土地使用方式。對於海
岸防護的思維，也漸由傳統的「抑制災害發生」，轉變為「在一定
程度之防護基礎條件下，適度承擔災害風險」的概念，針對未來災
害提出因地制宜的防災策略。由於台灣對於海岸的開發早於越南
，對於海岸經營管理和防災策略的經驗，正可為越南海岸之借鏡。

比較台灣西部與越南中部海岸的個別案例分析，台灣西部海岸有工
業化趨勢，各式工業園區、電廠、天然氣接收站等仍繼續擴張，越
南中部則以漁業及觀光休閒業的開發為主，然這些土地開發利用方
式，如不能了解未來海岸變遷趨勢，及工程結構本身對海岸系統的
干擾，則將來可能成為海岸防災不可承受之重。越南全國土地面積
有17%屬於海岸帶，不但人口密度高，更是全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命脈
。但自上一個世紀初以來即有多處發生嚴重侵蝕，使人類生活及居
住空間受到嚴重的威脅。以越南中部海岸從清化省到平順省為例
，自1950年迄今，即有超過260處侵蝕點位。本研究調查研究顯示
，多處報導的受侵蝕點位，大多屬短時距、事件性的變化，往往在
事件過後，又可以回復到自然的海岸系統平衡。真正無法回復的海
岸段，大多均與人為的海岸利用及工程設施建設有關。

中文關鍵詞： 海岸侵蝕、氣候變遷、海岸土地利用、觀光發展、工業化海岸、工
程結構物、地形系統平衡、海岸管理、越南中部、台灣西部

英 文 摘 要 ： Although Taiwan and Vietnam are located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Asia, they face the same threat of coastal
erosion-related disasters in the future. Global warming’s
most direct impacts on the coast are the rise of global sea
levels and the increase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such as
storms and typhoons, which result in coastal erosion and
hazards in greater scale and frequency. In response to
coastal erosion, engineered structures, such as seawalls,
groins, and detached breakwaters, are frequently used in
Taiwan to protect the shoreline and to prevent the loss of
life and property in hazardous typhoon events. These
protective measures, however, are clearly lacking in their
adequacy to combat strong waves and storm surges. Even
worse, the presence of such concrete structures also result



in negative effects on beach preservation. The Coastal
Management Act, adopted recently by Taiwan government,
addresses future climate change and coastal disaster risks
and emphasizes the need to retreat or adapt land use in
disaster-prone areas. The thinking surrounding coastal
protection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relying on the
traditional goal of “conquering disasters” to taking the
concept of "weighing disaster risk against a certain level
of protection” and proposing disaster prevention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Since Taiwan's
coastal development predates Vietnam's development, its
experience in coastal management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strategies could be mirrored for the Vietnamese coast.

In comparing individual case studies of western Taiwan and
the central coast of Vietnam, it is evident that the
western coast of Taiwan is trending towards
industrialization, with various industrial parks, power
plants, and natural gas receiving ports continuing to
expand, while central Vietnam is domina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fisheries and the tourism and leisure
industry. Such rapid land development, which relies heavily
on the engineering structures, may become the main causes
behind coastal disasters in the future.

Coastal zones with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account for 17%
of Vietnam’s total land area and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nation’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Yet, since the
last century, the coastline of Vietnam has suffered severe
erosion caused by both natural forces and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The central coastal zone of Vietnam, from Thanh
Hoa to Binh Thuan province, for example, has been severely
eroded since 1950, with more than 260 erosion sites
recorded. This study shows that many reported erosion spots
resulted from short-term and impactful natural events,
where beaches and coastal systems can be restored quickly
back to its normal state after the events. Permanent
erosions, however, are closely related to human activities
of coastal uti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ngineering
facilities.

英文關鍵詞： Coastal erosion; Climate change; Coastal land use; Tourism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ed coast; Engineering structures;
Geomorphic system equilibrium; Coastal Management; Central
Vietnam; wester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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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西部與越南中部海岸侵蝕及災害管理之比較研究 

 

一、前 言 

 

在全球氣候變遷(暖化)情境下，對於海岸最直接的衝擊就是全球海水面的上升及極端天氣(風暴、

颱風)事件發生的頻率增加(Goudie, 2010)，對於海岸居民的影響就是海岸侵蝕加劇，導致海岸地區災害

的規模增大、發生頻率增高(林宗儀，2016)。台灣和越南在亞洲地區雖身處不同地理區位，但未來所受

到的海岸侵蝕災害威脅卻是一樣的。臺灣海岸災害的防禦實務，不斷隨著時代的潮流進行調整，求新

求變，從土堤、拋石護岸、水泥海堤，再到突堤、離岸堤及各種複合式工法。然而在面臨颱風巨浪和

暴潮的侵襲時，工程結構物仍難免傳出破堤或遭到越波而造成海水倒灌、海堤塌陷等災害，災後經常

要編列巨額經費來修復，甚至更糟的是這些結構物，常反倒引發更多海岸侵蝕災害的發生(Hsu et al., 

2007)。像是在海堤前面、或是而在突堤或離岸堤的沿岸流輸砂下游側的沙灘，也常因所謂的突堤效應

或離岸堤所造成的類突堤效應(彭馨慧、林宗儀，2005；Lin, 2016)而導致侵蝕消失，進而使沙灘本身無

法發揮其自然消波緩衝的功能。因此面對氣候變遷下未來海岸變化的防護策略，實已到了一個必須積

極去調適或全面改變的關鍵時刻。在近年通過的「海岸管理法」就針對未來氣候變遷與海岸致災風險，

強調在易致災害之海岸地區應採退縮建築或調適其土地使用方式。對於海岸防護的思維，也漸由傳統

的「抑制災害發生」，轉變為「在一定程度之防護基礎條件下，適度承擔災害風險」的概念，針對未來

災害提出因地制宜的防災策略。 

 

但近三十幾年來，從經濟部工業局以填海造陸方式開發彰化濱海工業園區開始，台灣西部海岸就

有逐漸工業化趨勢，各式工業園區、燃煤電廠、天然氣接收站、風力發電設施等不斷擴張，原不受重

視的邊際土地，轉身成為台灣能源及經濟發展的重鎮。但這樣的高度開發在海水面上升及極端天氣(風

暴、颱風)事件發生的頻率增加、規模增強的情境下，又將招致怎樣的災害威脅呢? 

 

越南海岸線總長超過 3200 公里，全國土地面積有 17%屬於海岸帶且人口密度高，但不論是北部、

中部或南部，自上一個世紀初以來也有多處發生侵蝕，造成海岸濱線明顯後退，人類生活及居住空間

受到嚴重的威脅(FAO, 2006; Lin and Vo, 2015; Ngo et al., 2006; Thanh et al., 2004) ，海岸洪患溢淹及海水

入侵的情況也日益嚴重。以本研究計畫重點的越南中部海岸為例，從清化(Thanh Hoa)省到平順(Binh 

Truan)省的海岸總長 1765 公里，其中有大約 22%(長度)的海岸段從 1950 年迄今，已經出現嚴重的海岸

侵蝕(VEPA, 2006)。但由於過去越戰期間所帶來的社會經濟困境，對於海水的入侵和海岸的侵蝕問題，

早期並無法投注大量的金錢在硬體結構物的建構，許多地方是以比較近自然方式的沙包、沙袋或拋石

所築構的防護設施為主(照片 1, 2)。只是近年隨著越戰結束之後社會安定所帶來的經濟繁榮，也使海岸

的防護思維，慢慢開始追求硬性的工程結構物設施，例如水泥的海堤等，步上台灣曾經走過的老路(照

片 3, 4)。但從台灣西部海岸的經驗，是否能為越南海岸管理之借鏡? 在追求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是

否能共同思考在未來面對全球氣候變遷情境下的海岸侵蝕及各種海岸災害時，海岸的管理及防護策略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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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越南北部 Quang Ninh 海岸侵蝕 

 

照片 2 越南南部 Mekong Delta 海岸侵蝕 

 

照片 3 越南中部海岸度假村旁興建中海堤 

 

照片4 越南中部海岸已完成的海堤工程 

 

二、研究目的 

 

越南中部海岸地區的社會經濟，原仰賴農、林、漁業等主要生產模式，但即便在越戰結束多年後，

仍然無法擺脫窮困的命運，一般年輕人也都紛紛離家到南、北越的胡志明市和河內兩大都會謀生。因

此近年地方領導乃積極開拓觀光產業，期冀藉由觀光行銷為地方帶來帶來可觀收入。就以計畫主持人

曾到訪的中部會安古城為例，近年成功申請登錄為聯合國世界襲產(world heritage site)，每年吸引不少

歐美及日韓旅客，但純以古蹟作為觀光旅遊的資產，又略嫌單薄，因此更積極開發海岸的海灘休閒遊

憩活動以為搭配，在沿海岸線的帶狀區域內，休閒度假村形式的觀光旅館紛紛設立，引進大量的觀光

投資。但就在這一切看似美好的前景中，會安最著名的 Cua Dai 海灘在過去十年也開始發生嚴重的侵

蝕，海岸濱線後退數百公尺(Tanaka and Nguyen, 2015)，甚至部分原先設置的海堤也破堤崩壞，侵蝕嚴

重地區的旅館房舍也因地基掏空而塌陷(照片 5)，部分進行中的休閒渡假村開發案也被迫停止(照片 6)。

雖然當地的研究者指稱其侵蝕原因主要為河川上游興建水庫，大量攔截河川對海岸地區的供砂，致使

海灘砂源大量減少所致，但近年全球海水面上升及極端氣候下暴風波浪的襲擊頻率增加也可能難辭其

咎。 

 

反思台灣過去的經驗中，這些硬性工程結構物在颱風巨浪和暴潮侵襲時，也常遭破壞而導致沿海

低窪地區發生所謂暴潮溢淹(俗稱海水倒灌)的災害，事後也常要編列大量經費來修復。另外這些硬性水

泥結構物在建置之後，也因為干擾了自然海岸環境系統的平衡，導致引發局部地區的海灘侵蝕問題，

使沙灘本身自然消波減浪的緩衝功能受損。因此雖然越南當地政府在休閒海灘區不使用水泥築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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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硬擋 (註：因為使用水泥築堤勢必增加遊客抵達海灘的不便)，而改使用大型沙袋來堆築海岸的防禦

牆(照片 7)，但沙袋前面沙灘的大量消失卻也是不爭的事實。基於上述兩國共同面臨的海水面上升、海

岸侵蝕問題，及海岸地區社會經濟積極向海岸帶發展所帶來災損擴大的問題，都是未來在考量海岸災

害管理策略時，必須詳細研究及探討的課題。 

 

 

照片5  越南Cua Dai海岸侵蝕嚴重地區觀光

休閒度假村海堤毀損、地基掏空、房舍倒塌 

 

照片 6  Cua Dai 海岸進行中的休閒渡假村

開發案因海岸侵蝕而被迫停止 

 

照片 7  當地政府在侵蝕嚴重海岸以沙袋堆

疊成防禦牆 

 

 

 

計畫主持人在以往的研究經驗中，曾指出以台灣的海岸而言，在氣候變遷、全球海水面上升的情

境下，海岸帶地形坡度相對和緩的西部沖積平原的沙岸地區最易致災。越南中部海岸從平順省(Binh 

Thuan)到峴港(Da Nang)市之間，除了在比較大規模河流出海口所構成的沖積三角洲平原之外，大部分

的海岸是由主要為花崗岩及其風化碎屑物所構成的岬灣海岸，在突出的岩石岬角之間，石英顆粒為主

的弧形海灣白色沙灘寬闊綿長，處處都吸引著不同階層的遊客，到海岸從事觀光遊憩的活動。同時也

帶動新近一波國外財團在越南中部海岸的觀光投資熱潮，不論城市大小，到處可見大興土木，豪華飯

店、休閒別墅、渡假村等各種開發案佔據了整個海岸的視野 (林宗儀等，2017)。 

 

一般而言，沙岸地區會有海灘和沙丘做為海陸之間的天然保護。海灘和沙丘都是由鬆散的砂粒堆

積而成，能夠隨著環境波浪能量的變化而做出自我調適的反應。颱風或風暴期間的波浪，可能造成沙

灘的侵蝕，但在颱風過後，波浪恢復到正常天氣狀態時，沙灘砂量往往又會回復到一個長期平衡的狀

態。而在沙灘後灘內側發育的海岸沙丘，平時儲存從海灘吹過來的砂源，使沙丘增高增廣。在颱風暴

潮高水位期間，沙丘本體可能因波浪的侵蝕而出現陡崖，但被侵蝕帶走的砂粒，正好能夠回到海灘，

補充海灘因波浪侵蝕而流失的砂；海岸沙丘同時也可當作天然的海岸防護堤，抵擋暴潮高水位對後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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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低窪地區所可能造成的淹水災害，因此發育良好且連續的前列沙丘（foredune, 指平行海岸的第一

排沙丘）可說是保護海岸的最佳柔性屏障。如果可以人工方式模仿海岸地區砂、風和植生的互動關係，

將可輔助前列沙丘的形成，而達到防潮禦浪的效果，也比水泥海堤多了份生態和景觀美學的價值。在

眾多海岸防禦工法中，建構海岸沙丘是一個可以兼具新時代海岸管理思維中安全、生態、景觀、親水

等多目標的防禦工法，也因此計畫主持人也曾公開呼籲海岸工程界考慮以沙丘重建復育的柔性工法，

來解決海岸硬性工法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問題(例如：突堤效應)，只是迄今國內仍只有極少數這方面的試

驗 (林宗儀，2002；林宗儀等，2007, 2011；Lin and Liou, 2013)，相關的理論研究與實務經驗，也仍有

待加強。尤其是很不幸地，臺灣的許多天然沙丘，目前正同時在自然環境作用及人為活動的雙重壓力

下，逐漸的降級退（劣）化(degradation)。以宜蘭海岸為例，海岸沙丘多處因為連續的颱風波浪侵蝕而

形成沙丘陡崖或因為遭到越洗而降低高度；人為的開挖沙丘建造新路或工業區、或開闢魚塭及養鴨池

等均造成沙丘防護功能的喪失(林宗儀，2011)。因此如果能夠針對這些遭到破壞的天然沙丘進行人工的

沙丘復育，使沙丘恢復其自然機能，不論是人工堆砂、圍籬聚砂或配合植生拓殖等手段，只要能持續

積聚砂量，就能繼續增強沙丘防禦的能力。而事實上以海岸人工沙丘做為防禦的工法，在歐美地區已

行之有年(Carter, 1988；Carter et al., 1990)，但在全球海水面上升的趨勢下，其人工維護的成本經費也

不斷地在提高。這其中最大的迷思就是把海岸沙丘當在人工的海堤，而忽略其天然移動的特性。在自

然作用過程中，海灘和沙丘的位置會隨著海水面的上升而向後調整，但海灘和沙丘並不會消失。但過

去的沙丘防禦為了要讓沙丘「固守」海岸線，就必須不斷的投入維護經費和人力，尤其在氣候變遷情

境下，極端天氣(風暴、颱風)事件發生將更加頻繁。因此沙丘防禦工法的適用與成功與否，就決定於我

們是否能夠讓出一個讓沙丘能夠自由移動的空間。也就是藉由海岸環境資料的調查研究，劃設一個適

當的海岸緩衝帶，或人類居住空間的後退帶，讓自然作用在這個空間內不受人為干擾，人類也遠離易

致災的地帶，減少災害的損失。是故海岸防護策略在氣候變遷的情境下的，已不能再固守傳統的硬性

防禦工法，必須在海岸防禦工程作為上有所調適，或是應用非工程的環境治理方式來減輕災害的損傷。

以沙岸地區的海岸防禦為例，工程調適作法是進行人工養灘及沙丘建造等柔性工法，藉以建立起海陸

之間的自然屏障。但人工養灘和海岸沙丘工法在國外的經驗常被質疑生命效期不如預期(Leonard et al., 

1990)，在沒有其他配套措施下，導致工程維護費用不斷增高累積，終至超出社會的負擔能力。因此計

畫主持人近年亦提出一種兼顧防災及自然環境生態維護的非工程治理方式，建議政府可以透過國土規

劃的方式，劃設海岸後退帶或災害緩衝帶，可以獨立操作，也可和柔性工法搭配。以尊崇自然環境的

心態，透過環境規劃與管理方式，主動的避災防災，限制易致災區內的新建房舍和土地使用，以達到

減少人命及財產損失又兼顧保育自然環境的終極目標。 

 

氣候變遷下的海岸侵蝕問題，國內外皆然。越南中部地區的海岸除了已建設為休閒渡假村的區域

之外，大部分也還維持著較原始的狀態，但最令人擔憂之處，正是在這一波觀光開發熱潮中，許多的

開發案就在緊鄰海岸沙灘的沙丘地形上進行，對於能夠保護海岸的天然沙丘造成無可回復的破壞。事

實上在土地開發及使用時能夠考量計畫主持人過去在台灣西部沙岸地區所提出的海岸後退帶概念，在

與濱線特定距離的範圍內，禁止大規模的投資開發，自然可以減少災害發生時的災害損失，而任由海

岸濱線的自然後退，則可以隨時在海岸的最前緣保有一片可以休閒的海灘，因為海岸侵蝕作用所帶來

的沉積物正好可以補充其他來源的不足，而維持一片海灘的存在，也維持了當地重要的觀光資源。  

 

本計畫的研究目的即是透過台灣西部與越南中部海岸的個案研究，分析其自然作用過程的變化趨

勢與海灘形成機制，以探究各地海岸侵蝕原因，並以提供未來應用於災害管理及環境可持續策略研擬

之論據，避免防災資源的浪費，同時兼顧環境生態及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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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成果與分析 

 

本研究計畫以文獻資料蒐集、歷史影像圖資比較和現場調查等方式，初步研究台灣西部與越南中

部海岸的個案。台灣西部海岸案例，以桃竹苗、雲嘉南海岸為研究重點；越南中部海岸則以藩切(Phan 

Thiet)、芽莊(Nha Trang)、會安(Hoi An)、峴港等地的海岸為案例。主要分析其重要的海岸自然作用營

力，海灘形成機制，工程結構物(諸如海堤、砌石護岸、突堤等)之影響，並探討各地海岸侵蝕的發生原

因，以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一) 台灣西部海岸 

 

I. 桃竹苗海岸 

 

(1) 桃園海岸總長約 46 公里，從竹圍到新屋蚵殼港，屬砂質海岸。從海岸百年變遷分析顯

示竹圍漁港至觀音溪口海岸線略為後退，但變化幅度不大。海岸沙丘及河口沙洲位置百年來則多

有變動。海岸沙丘在 1993 年時，大致分布於觀音海水浴場北側及草漯附近，在 2001 年時，觀音

海水浴場北側沙丘已漸消失，但在草漯海岸北側靠近雙溪河口處另形成長約 1.3 公里的沙丘。雙溪

河與老街溪兩河交會的出海口處(港仔嘴)原有河口沙洲，但在 2011 年時河口沙洲已與旁邊河灘地

結合形成濕地。觀音海水浴場至永安漁港間，在近幾年新增許多硬體結構物，包括永安漁港及觀

音鄉大潭工業區(天然氣發電廠及正在施工中的天然氣接收港)。使大潭地區整段海岸因為人工造

陸，向外擴增約 300~500 公尺。永安漁港在 1953 年興建，原本防波堤南側海灘和 1904 年比較，

約向後侵蝕 300 公尺，但在建港後因為港口疏浚土砂的堆填而轉為堆積。永安漁港在 1980~1986

年間擴建南北防波堤並持續浚砂堆填於南側，因此 2011 年時港口南側海岸段較 1993 年時的海岸線

向外海堆積約 200 公尺。除了上述人工結構物外，桃園海岸地區仍以自然海岸環境為主。唯觀音、

大園段海岸，緊鄰海岸地區有各事業單位開發的工業區、工業港等及風機架設密集區，整體桃園

濱海開發主要以工業、港口航運(約 16 %)及農業(稻作、旱作，約 27%）為主。海岸災害以部分海

岸段的中潛勢暴潮溢淹及中潛勢海岸侵蝕為主，中潛勢暴潮溢淹區包括埔心溪口附近、沙崙防潮

堤堤後、內海海堤堤後及老街溪口右岸等地區，中潛勢海岸侵蝕的海岸段蘆竹海岸、白玉海岸及

永安漁港周邊海岸段。需防護的對象包括住宅、工業用地、水產養殖設施和農業用地。 

 

(2) 新竹縣市海岸總長約 37 公里，介於福興溪及鹽港溪間，屬沙、泥質海岸，有寬廣潮間

帶，海岸地形有沙灘、脊溝系統及潮埔地等，客雅溪口北側的港南海岸沙灘，向南延伸出一沙嘴

地形，使內側的香山濕地，較少受波浪侵襲，泥質堆積增加，紅樹林生長良好。比較百年濱線歷

史變遷顯示羊寮溪至崁頭溪口間，有三座漁港，分別為蚵殼港(內港)、復興漁港和陂頭漁港。蚵殼

港附近的羊寮溪河口，雖然在 1956~1993 年間呈現後退情形，1993 年後則維持穩定，但在 2011 年

時，河口濕地卻向南增長兩百餘公尺，回到 1944 年時的位置。復興漁港與陂頭漁港的海岸則是自

1924 年後逐漸後退，至 2011 年時已較 1924 年時海岸線後退約 200~250 公尺。此段海岸在河口段

變化最大，尤其崁頭溪河口，在 1956 年後有明顯後退趨勢，向內陸退縮約 300 公尺。南寮漁港及

頭前溪與鳳山溪出海口段海岸，在南寮漁港建港前，已有侵蝕趨勢。但在新竹漁港擴建後，在漁

港防波堤北側開始有淤積，但漁港南側則有明顯的侵蝕後退。北側頭前溪與鳳山溪交滙處的沙洲

變動，2001 年相較 1993 年的河口沙洲，不僅範圍擴大且上面已有耕地，另外鳳山溪右側河濱更有

新增沙洲出現，2011 年時，頭前溪沙洲上甚至有聚落建立於上，河口沙洲向海延伸。新竹漁港南

側的新竹市垃圾掩埋場至海山漁港之間的海岸段，在 1956~2001 年間海岸後退約 1.3 公里，隨後幾

年在港南段的各種短突堤設施，也使原先在客雅溪口，香山濕地外側的砂嘴逐漸消失，成為水面

下的一片淺灘。在土地利用方面，除新竹漁港外，還有其南側的垃圾焚化廠、垃圾掩埋場、海岸

休閒區等，其他濱海開發主要以生物資源利用類型為主。主要侵蝕嚴重地區在新竹漁港至客雅溪

口之間，原沙灘已全被侵蝕殆盡，目前完全仰賴海堤、突堤等設施進行防護，是屬行政院列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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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處海岸侵蝕熱點之一。 

 

(3) 苗栗海岸位於鹽港溪及大安溪間，海岸線總長約 50 公里。從青天泉一直往南到大安溪口

的苑裡，都是寬闊的沙灘海岸，內緣側有良好的沙丘及防風林區，是屬較為自然的海岸段。其中

竹南至白沙屯間之後龍沙丘群，廣布在中港溪、後龍溪河口海岸一帶。白沙屯沙丘下有時露出礫

石層，源自於北部的頭嵙山礫石層，因此在寬闊的沙灘上，常可見局部的礫石堆積。比較百年濱

線歷史變遷顯示鹽港溪口延續北方南寮漁港周圍海岸的變化，雖然在 1956 年後向陸退縮約 1~1.3

公里，但在 2011 年後河口北方海岸開始淤積，甚至回到 1904 年的海岸線位置。但河口南側的海岸

段則仍維持侵蝕趨勢，2011 年相比 2001 年時又後退了近 200 公尺。崎頂海水浴場部分也比其北方

海岸變遷更不穩定，1904 年後海岸開始後退，但在 1956 年時海岸又再次向外海堆積，之後又後退

至與 1936 年相同的位置，並維持穩定至 2001 年。2011 年時又見海岸堆積，有幾段甚至達到 1924

年時的海岸線位置。龍鳳漁港在 1982 年開始興建，1992 年所有設施建設完成，1995 年完成碼頭

擴建 237 公尺，並延長南、北防波堤各 50 公尺。從歷史地圖顯示當地海岸線前進及後退的幅變動

大且頻繁。漁港防波堤南北兩側有淤積情況。推測一側為防坡堤攔阻沿岸漂沙所致，另一側則為

航道浚深的土砂填堆所造成。外埔漁港於 1975 年由政府規劃補助開始興建，1980 年正式完工，1988

年至 1994 年改建為深水碼頭並將防波堤延伸，同時增設防風定砂設施、浚深航道。當地海岸線自

1904 年後大致穩定(除 1944 年比較 1924 年時後退約 200 公尺)，直到 1993 年時又再次後退至 1944

年時的位置，但在港口完工後，防波堤兩側又開始淤積，推測是利用浚深航道的土砂堆積所致，

北防波堤延建後，其北側則因攔阻漂砂而使淤積情況更明顯。 

 

後龍溪口南側曾有舊稱公司寮古漁港的貨物集散中心，但受冬季風沙影響，早已淤積廢棄。百

年間當地海岸多為淤積狀態，僅在 1993 年至 2001 年間海岸線有後退情形。舊名為苑裡港的苑港

觀光漁港(1991 年改建)，自清代便開始發展，比較 1904~1924 年可見海岸線明顯向外堆積約 100

公尺，可見沿岸漂沙活動旺盛，可能也因此導致舊苑裡港的淤積沒落。整段海岸除 1944 年及 2011

年(防波堤南側)顯示為向陸稍微退縮之外，其餘時間皆為淤積的趨勢。房裡溪口段的海岸變動劇

烈，有時向海堆積形成大片潮灘地，有時後退，此變遷並未受漁港建設太大的影響。通霄漁港早

在清朝時期便已是當地重要商港，但海岸線變遷不斷，加上 1991 年火力發電廠擴建時封閉了漁港

航道導致港口淤積，使得此處沒落。1987 年政府為提振當地經濟在南側興建通霄海水域場，近年

轉為濱海生態園區。通宵火力發電廠發展於 1961 年，由於中油公司在通霄鐵鉆山礦場鑽獲豐富油

氣，且台灣剛好正處於經濟蓬勃發展時期，遂計畫在通霄海濱興建火力發電廠，並於 1965 年完工

後正式運轉，1983 年後陸續更新改建。整段海岸原為後退侵蝕趨勢，但在火力發電廠開始興建後

便轉為淤積，1993 年後大致保持穩定。苗栗海岸總長約 51 公里，濱海開發主要以生物資源利用

為主(約 40%)，其中以農地(旱作、稻作、廢耕地、果樹等，約 37.15%)為主要土地利用，陸域風機

密度高，平均大約為 2 支/公里。在未來海水面上升、海岸侵蝕加劇的情境下，這些風機的安全問

題，將成為未來海岸防護的主要標的。 

 

II. 雲嘉南海岸 

 

(1) 雲林海岸自濁水溪南岸起，自 1904 年開始，因濁水溪充裕的輸砂供給，而逐漸向外海堆積。

至於 1990 年代之後，因為興建麥寮工業區，將部分灘地填海造陸，使整體海岸線向外推進。以

1993~2011 年的海岸線做比較，麥寮工業區專用港口北側海岸線位置與 1993 年大致一致，但在港

口南側海岸線明顯後退，原有的外海沙洲亦沒於水面下。箔子寮漁港現在位置，在 1904 年時，外

海處即有塊灘地，地名為箔仔墘。同時在外海處有離岸沙洲，此離岸沙洲變動頻繁，並逐漸向陸

地靠近，甚至阻礙漁船進出的航道(林宗儀、陳柏旭，2015)。北港溪口海岸段在 1904 年的地圖顯

示為大片潮埔地，之後逐漸陸化，沿岸也開始建置魚塭。外海側的外傘頂洲，從 1904 年後，便不

斷地向南及向陸遷移。1924 年至 1956 年間位置雖大致相同，但範圍(北側)縮減，南端尾端向陸靠

近。1993 至 2011 年持續向南遷，且露出水面範圍也逐漸縮小，整體形式變為長橢圓的鼓棒狀沙洲，

可能與北側輸砂量供給的變化有關。雲林濱海地區開發主要以生物資源利用為主(約 59%)，其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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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養殖佔 36%，沿海地區多魚塭及文蛤養殖場，農業用地只佔 18%，北段濁水溪口南側有雲林

離島工業區，佔濱海用地約 9%，風機設置有 41 支。養殖漁業佔濱海陸地比例最高，但因地下水

的超抽，造成地層下陷、地下水鹽化、農地鹽鹼化等影響，也使得住宅、工業區發生海水倒灌之

風險增加。全縣海岸是營建署主管海岸管理法中所指定的一級海岸防護區，海岸災害類型包括暴

潮溢淹、海岸侵蝕及地層下陷等。 

 

(2) 嘉義海岸線長約 41 公里，海岸變遷頻繁，外海有多個沙洲(汕)，這些沙洲內側海域平緩，

形成一片廣闊的淺海，當地居民便利用此特色養殖牡蠣，是當地的特色產業。有兩個重要漁港，

東石漁港及布袋漁港。東石漁港建於 1986 年，外海有牡蠣養殖場。布袋漁港則十幾年前擴建為商

港，其南側好美寮濕地的沙洲(舊名浮洲)則因魚塭開墾及道路建設而與陸地相連，但近二十年來則

因附近工程結構物對沿岸輸沙的干擾，而出現明顯侵蝕。濱海地區開發主要以生物資源利用為主(約

49%)，其中以水產養殖佔 33%、農業用地只佔 12%，濱海用地以養殖漁業比例最高。全縣海岸也

是營建署主管海岸管理法中所指定的一級海岸防護區，海岸災害類型包括暴潮溢淹、海岸侵蝕及

地層下陷等。 

 

(3) 台南海岸總長約 69 公里，海岸變遷頻繁，1904 年時的濱海沙洲亦逐漸因人為的魚塭開墾

而與陸地相連接，海岸線向外海前進，但明顯是受人為影響。安平港是自荷據時期便有的港口，

但可能因為人工化的關係，安平港附近海岸相對穩定，近百年來變遷不大。只在其南側二仁溪口

以北的黃金海岸，在 2001~2011 年間，有明顯的海岸侵蝕，主要與二仁溪口南側一系列的離岸堤

設置導致沿岸輸砂供給失衡有關。另外在七股潟湖外側的沙洲，網仔寮汕和頂頭額汕也有極大的

變動，沙洲豬陸面積縮小、高程下降，並快速地向陸側遷移，導致潟湖逐漸淤淺。頂頭額汕築有

海堤及離岸堤的海岸段外側，尤其在七股西堤外，原有寬八、九百公尺的海岸防風林帶，也在 1999

年至今完全消失殆盡。台南海岸濱海地區開發主要以生物資源利用為主(約 57%)，其中以水產養殖

佔 43%、農業用地只佔約 6%，濱海用地主要以養殖漁業最多，土地鹽分也高。全段海岸也是營建

署主管海岸管理法中所指定的一級海岸防護區，主要海岸災害類型包括暴潮溢淹及海岸侵蝕等。 

   

綜合上面概述，台灣西部海岸的北部桃竹苗和中南部雲嘉南海岸在海岸的發展上有明顯的差

異。桃竹苗海岸雖相對較少開發，在無立即有防護需求的情況下，整體海岸保有較多自然海岸環

境。而雲嘉南海岸則大部分已被海岸防護設施所包圍，但大量的防護工程結構物並沒有真正解決

災害的問題。根據計畫主持人過去對於台灣西部海岸百年變遷的研究成果顯示，在上個世紀的前

半，西部海岸地區濱線的變動不大，地形發育的控制主要是自然環境作用及海岸輸沙間的平衡。

大部分的變動是在近三十年間，甚或更近的二十年間，因人為工程結構物的介入之後及全球暖化

所致全球海水面上升的綜合結果。也就是越多的工程介入，反倒使得問題更趨嚴重。桃竹苗海岸

雖仍保有較多自然海岸環境，但緊鄰海岸的土地利用也漸趨於工業化，各式工業園區、電廠、天

然氣接收站等仍繼續擴張，不但擾動原有的海岸系統平衡，可能造成鄰近海岸的地形變動，使災

害發生機率增高，更有將人類重要產業設施暴露於災害中的高度風險，實值得海岸管理相涉的部

會單位，深入探討。 

 

(二) 越南中部海岸研究 

 

越南中部海岸從平順省(Binh Thuan)到峴港(Da Nang)市之間，除了在比較大規模河流出海口所

構成的沖積三角洲平原之外，大部分的海岸是由主要為花崗岩及其風化碎屑物所構成的岬灣海

岸，在突出的岩石岬角之間，石英顆粒為主的弧形海灣白色沙灘寬闊綿長，處處都吸引著不同階

層的遊客，到海岸從事觀光遊憩的活動。同時也帶動新近一波國外財團在越南中部海岸的觀光投

資熱潮，不論城市大小，到處可見大興土木，豪華飯店、休閒別墅、渡假村等各種開發案佔據了

整個海岸的視野。野外調查的幾個主要城市都屬河口城市，其傳統經濟產業主要以近海漁業及水

產養殖為主，河口港是這些城市的共同特色，人口的增加及漁港的擴張，一樣造成海岸地形系統

極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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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藩切市(Phan Thiet)為例，Ca Ty 河出海口的漁港先是將防坡堤往外延伸，藉以擴大停泊漁船

的港域，但也因而造成河流輸沙在港內就淤積下來，無法像未擴建堤防之前，河流輸砂到了河口

之後能順著沿岸方向往西南輸送，進而導致在河口港的西南側(沿岸輸砂下游測)開始產生大規模的

侵蝕問題，海岸線大幅度退縮(圖 1)。據受訪談者描述，當地原始貧窮的海岸住戶，大約有三到四

排房舍紛紛沒入海中消失。此時地方政府投入經費在外側築堤，並從河口港內抽取淤沙填海造陸，

反成另類的新市鎮開發(Viet Pearl Project)。但就在新市鎮開發案堤防的沿岸下游側末端(Duc Long 

Beach)，海岸線正在急遽後退，在前一階段未受侵蝕問題波及的原始濱海住戶防舍已岌岌可危(照

片 8, 9)。 

圖 1 藩切市(Phan Thiet)，Ca Ty 河出海口的漁港防波堤延長及開設新的填海造陸社區(借用河口疏

濬挖出的淤沙)後，使優勢漂沙下游側海灘快速侵蝕 

照片 8  藩切市填海造陸開發新市鎮，但造成附

近 Duc Long 海灘海岸急劇侵蝕 

照片 9  Duc Long 海灘，海岸侵蝕問題危及民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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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莊(Nha Trang)市屬慶和(Khanh Hoa)省，海岸外側多島嶼，岩石海岸也構成各種大小不一的海

灣。因為海灣受到外側島嶼的屏障保護，海灣內的沙灘基本上相當穩定。市區旅館緊鄰海灘，基

本上以 Cai 河為海灘供沙的主要來源，河口兩側均有弧形沙灘在岩岬之間發育，坡度和緩，沙灘潔

淨。相較於藩切市而言，國際觀光客較多。文獻中指出的海灘侵蝕，基本上主要和人為工程建設，

例如部分臨海道路太靠近岸線來修築海堤(照片 10)，再加上附近新觀光設施的籌辦，開始進行較大

規模的填海造陸工程，也導致原本趨於平衡穩定的海岸濱線，開始因應新硬體結構物的出現而調

整，致使幾處點位沙灘完全消失，也導致海堤水泥護坡的崩壞(照片 11)。 

照片 10  芽莊鄰近地區(金蘭)的公路緊鄰海

岸，切過沙丘，大規模觀光開發也導致沙丘

環境劣化，防護功能盡失。 

照片 11 芽莊市 Tran Phu 海灘海堤護坡崩壞，前

無沙灘 

 

會安(Hoi An)和峴港(Da Nang)位置相近，其地形環境顯示這兩處城市，都是建在幾條較大河流

出海口之原始海灣內的沖積平原上。環境特性也使得會安在數百年前即已成為重要的通商港口，

近年更透過申請世界文化襲產成功，而大力促銷發展觀光。而峴港是越南的第三大城，位在中越

的樞紐地位，越戰時期是美國海軍重要的軍事基地，近年則積極推動以觀光旅遊產業為主經濟發

展模式，因此在連接峴港和會安的海岸沿線，已被各式休閒度假設施所佔據。峴港外側有一座 Son 

Tra 島，在島的內側則有連島沙洲地形的出現，也使得整個城市的海灘，在島的兩側分別形成兩條

漂亮弧線，灘線穩定，沙灘潔白且寬闊平緩，是極為優良的度假海灘，近年除了本國籍遊客之外，

國際觀光的知名度亦大增。文獻資料指稱的海灘侵蝕點位，經實地調查之後皆顯示海灘已回復，

推測海灘侵蝕現象乃因短期氣象變化的波浪或暴潮所導致。 

 

會安 Cua Dai 海灘是當地的重要觀光資源，2015 年時，海灘侵蝕嚴重，當地地方政府緊急以地

工沙腸袋堆疊作為保護(照片 12)，同時也積極調查侵蝕原因，隨後除了從鄰近河口處借砂養灘之

外，也利用地工沙腸袋在附近海岸增置幾道突堤(照片 13)，期能利用突堤形成人工岬頭，促進沿岸

漂砂的堆積，但成效仍極為有限。推究其原因，除了可能因為原先指稱的河川輸砂出海量減少之

外(Nguyen et al., 2015; Vo et al., 2015)，介於被侵蝕海灘和河口之間的海岸，原先暫時停工的休閒渡

假村也已陸續完成，度假村堤防向外推出，外側佈有砌石保護，但已無沙灘，旅客只能在度假村

的人造泳池游畔休憩。推論對於海灘侵蝕嚴重區段，由於缺乏河川及沿岸砂源的補助，Cua Dai 海

灘已經不易回復原狀。甚至這些堤防結構物和人工岬頭的陸續布置，也可能是沙灘自然回復系統

作用的一種干擾，而使整個海灘暫時仍難以達到穩定的平衡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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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2 會安侵蝕嚴重的 Cua Dai 海灘(2015

年)，地方政府緊急以沙腸袋堆疊作為防護 

照片 13 會安侵蝕嚴重的 Cua Dai 海灘，地方

政府加建垂直海岸的地工砂管突堤(2017 年) 

 

越南中部海岸城市的調查發現，這些城市傳統上可能以近海漁業(照片 14)或水產養殖為主(照

片 15)，並搭配適當的農業及少數工業。但近年快速的都市發展及人口增長，也促使地方政府改以

觀光產業(照片 16)的推動為首要，因此海岸沙灘變成為非常珍貴的資產。蒐集文獻資料中所稱的海

灘侵蝕區段，都在野外現場調查中加以驗證，有的問題可能持續惡化(例如會安 Cua Dai 海灘)，有

的則屬短期氣象事件所造成，在野外的侵蝕證據已不復可循(例如峴港的海灘)。 

 

因此當海灘利用成為趨勢，需求度增高的情況下，如何有效管理並維持其永續性是一個重要的

課題。從這些現場案例的調查也顯示，海灘的發生侵蝕，有時只是因應短期氣象事件的地形回應，

以越南中部的岬灣型海灘而言，多數只要給予一些時間即可恢復。而不可恢復的海岸侵蝕問題，

主要可能是海灘沉積物的輸出和輸入出現失衡狀態所致，而這種狀況大多是因海岸的不當建設或

管理所導致。因此為避免往後類似狀況重複發生，對於一處海灘之所以會在當地形成的原因機制，

無論是自然或人為的因素都必須瞭解清楚，始能據以推估在任何自然或人為外力介入下，將會造

成多大的改變或影響，也才能夠明智地管理海岸的災害問題。忽視海岸環境的變動特性，終將帶

來更多例如會安 Cua Dai 海灘區日昇休閒度假村(Sunrise Resort)的案例(照片 17)。 

 

 

照片 14 藩切的 Ca Ty 和 Phu Hai 河口 

，建置河口港，近年均加長防波堤以容納更

多漁船 

 

照片 15 芽莊附近雲風灣(Van Phong Bay)的養

殖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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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6 峴港的白砂休閒海灘，觀光飯店緊

鄰而建 

 

照片 16惠安Cua Dai 海灘 Sunrise Resort的嚴重

侵蝕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指出台灣西部桃竹苗海岸有工業化趨勢，各式工業園區、電廠、天然氣接收站等仍繼續擴

張，將來勢必有更多防護的需求。而防護的工程設施並不保證能夠真正防護海岸，可能反倒製造例如

台灣西部雲嘉南海岸全面性海岸侵蝕問題。越南中部則以漁業及觀光休閒業的開發為主，然這些土地

開發利用方式，如不能了解未來海岸變遷趨勢，及工程結構本身對海岸系統的干擾，則將來可能成為

海岸防災不可承受之重。越南中部海岸，傳統以農業為主，比較貧窮。近年則以促進觀光提升經濟為

目標，大量建設緊鄰海岸的渡假休閒旅館。但因為這些休閒度假村就緊鄰著海岸，簡易的工程防護設

施，根本無法對應氣候變遷、海水面上升及海岸濱線後退的情境。未來全球暖化所致全球海水面上升

及風暴(颱風)事件的更加頻繁、規模更大，海岸的防災管理也將因為這些人為開發與設施而更形險峻。

台灣在近年通過的「海岸管理法」就針對未來氣候變遷與海岸致災風險，強調在易致災害之海岸地區

應採退縮建築或調適其土地使用方式。對於海岸防護的思維，也漸由傳統的「抑制災害發生」，轉變為

「在一定程度之防護基礎條件下，適度承擔災害風險」的概念，針對未來災害提出因地制宜的防災策

略。由於台灣對於海岸的開發利用早於越南中部，如何引領台灣經驗以為越南海岸管理之借鏡，適時

調整未來開發與防災的思維，在維持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下，同時能減少未來的災害損失，是本研究

所能提供的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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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本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摘要 

 

— 本計畫補助出席在澳洲伯斯舉行的 ECSA (Estuarine & Coastal Science Association) 57, 由

河口與海岸科學協會與 Elsevier 主辦的國際會議，發表論文摘要一篇，收錄在大會論文摘要

集。 

 

Lin, T.-Y., Vo, L. P., Nguyen, G. B., Nguyen, D. T., and Bui, T. V., 2018, The coastal eros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asts of central Vietnam: ECSA 57: Changing estuaries, coasts 

and shelf systems, Perth, Australia. 2018/09/03-06. (Abstract) 

 

— 另自費出席在越南水利大學(河內)舉行的 ISL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owland 

Technology) 2018 , 低地科技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一篇，收錄在大會電子論文集。 

 

Vo, L. P., Lin, T.-Y*., and Nguyen, G. B., 2018, Threat of coastal hazards to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entral coasts of Vietnam: In: Nguyen, C. T., and Nguyen, C. D., (ed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owland Technology (ISLT) 2018, Coastal and 

Riverine Management, Paper ID 109, pp.1-14, Hanoi, Vietnam, Construction Publishing House. 

(ISBN: 978.604.82.2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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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8 年 07 月 30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ECSA (Estuarine & Coastal Science Association) – 河口與海岸科學協會是

國際知名的組織，致力於推廣加深在河口與海岸相關的多元領域研究，並將科

學技術的研究成果應用於永續環境的管理。河口與海岸的利用與管理，需要以

跨領域的知識產出作為基礎，因此河口與海岸科學協會與知名出版公司

Elsevier 合作在西澳的伯斯(Perth, Australia)舉辦 ECSA57 的國際會議，聚集全

球數百相關領域科學家及環境經營管理者聚集到伯斯，發表論文共同研討。 

ECSA57 會議主題 Changing estuaries, coasts and shelf systems - Diverse 

threats and opportunities，揭示了河口、海岸與陸棚系統的變動特性，並期望探

討變動所帶來的各種不同威脅與機會。 

大會的議程大致分成以下四大主題進行，安排在 9/3-9/6 四天之間同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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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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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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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9 月 6 日 
會議地點 Perth, Australia (澳洲 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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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ECSA(Estuarine & Coastal Science Association)5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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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口頭報告與海報展出發表。分別是： 

1. 環境，例如海岸對氣候變遷的反應；物理-生物作用過程的預報；生物

地球化學、元素循迴和溫室氣體動力學等。 

2. 生物多樣性，例如人口動態和調適；物種連結性；生態系統功能和回

復力，包括最新的測量和預測方法等。 

3. 人員和管理，例如可持續自然資源開發；水產養殖；社會價值觀；生

態系統服務的傳遞等。 

4. 整合，例如社會生態可持續性和回復力；累積風險評估和權衡；生態

系統復育；最新的監測、建模和權益關係人參與的方法；有效的治理等。 

計畫主持人長期以來關注台灣的海岸變遷，其變遷所帶來的威脅及各種新

的機會，與會議主題不謀而合。且加上積極開拓與新南向國家(越南、印尼)的

連結，期盼在台灣所得到的科學研究成果，能為這些發展中國家未來在海岸管

理之借鏡，因此在會中特以”The coastal eros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asts of central Vietnam” (越南中部海岸的海岸侵蝕與社會

經濟發展)為題，以海報發表的形式，在會議期間展出成果，並和各國相關領

域的專家學者展開對話，收穫豐碩。(會場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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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表論文摘要 

共發表論文摘要一篇，論文摘要及發表的海報如附件一所示。 

Lin, T.-Y., Vo, L. P., Nguyen, G. B., Nguyen, D. T., and Bui, T. V., 2018, The coastal eros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asts of central Vietnam: ECSA 57: Changing estuaries, coasts 

and shelf systems, Perth, Australia. 2018/09/03-06. (Abstract) 

三、 建議 

ECSA58 會議的規模約四、五百人，參與的科學研究人員與計畫主持人的研究

專長密切相關，在會場中能與真正興趣相投的專家學者有深入的討論，例如計畫主

持人就因此結識法國駐越南河內的科學研究機構研究員，並在當月月底趁赴河內參

加研討會的機會，到該機構拜訪，相談往後更多合作的可能性，對於促進海岸研究

的國際連結有很大的助益，將來可以鼓勵國內相關學者多多參與此項會議。 

四、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現代會議強調無紙化，會議參加者可自會議網頁自行下載會議議程與論文摘

要，供日後參考。 

五、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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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T.-Y., Vo, L. P., Nguyen, G. B., Nguyen, D. T., and Bui, T. V., 2018, The coastal erosion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asts of central Vietnam: ECSA 57: Changing estuaries, coasts and 

shelf systems, Perth, Australia. 2018/09/03-06.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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