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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氣候變遷下對於海岸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全球海水面的上升和極端天
氣(風暴、颱風)事件發生的頻率增加。臺灣對於海岸防禦的策略及
方法，從傳統的海堤、護岸等人工結構物的建造到突堤、離岸堤等
之佈設，再到最新的複合式工法，應用岬灣理論進行人工養灘等
，期望在颱風事件中能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減少損失。但在
抵抗颱風巨浪和暴潮的侵襲時，工程結構物常傳出破堤或遭越波造
成海水倒灌、海堤塌陷等災害，後續維護所費不貲。再加上硬性結
構物的建置，也常因為干擾自然海岸環境系統，導致引發鄰近局部
地區的海灘侵蝕問題。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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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究兼顧防災及自然環境生態的維護，從國外經驗的學習與累積
，進行台灣的百年海岸濱線變遷調查，盼能藉以評估百年平均海岸
變動速率，並推估未來30~60年間海岸自然變動的可能範圍。但從所
獲得的資訊可以發現在上個世紀的前半，海岸地區地形發育的控制
主要是自然環境作用及海岸輸沙間的平衡，濱線的變動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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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不宜
直接引用百年後退速率推估未來變動。由於未來海岸後退帶的規劃
目標在於防災減災及維持生態系統，因此建議全島海岸必須因地制
宜，依目前各地海岸開發狀況來制定後退帶規則，較能符合民眾期
待。另外針對全導海岸內側土地利用進行開發現況調查，建議在比
較少開發的地方，例如苗栗海岸，劃設海岸後退帶，限制土地使用
形式，預先減少未來因為開發所造成的潛在災損。而在已經完全開
發的海岸段，例如台南海岸，改以民眾教育方式，讓民眾充分認知
未來氣候變遷下的後果及政府防災能力的限制之後，最後由各地民
眾選擇自己的未來調適方式。本年度對於劃設後退帶的社會回應問
卷調查結果亦顯示，民眾在提高海岸的科學認知與瞭解氣候變遷的
後果之後，願意在政府的後退帶規劃及補助下配合遷移的比例已經
大幅增高，傳統硬性工法不再是唯一選項。和傳統的工法比較，調
適的軟性工法也有較多人支持，主要從景觀與生態的維護來考量。
而總計大約有四分之三的比例，希望能以調適的工法(例如人工沙丘
復育)，來搭配海岸後退帶的劃設，以同時兼顧海岸景觀、生態的保
護及海岸地區人命與財產的安全防護，將氣候變遷所導致的未來災
害潛勢降到最低。

中文關鍵詞： 氣候變遷，海水面上升，調適與減災，海岸後退帶，社會回應

英 文 摘 要 ： The direct effect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clude rising
sea levels and a higher frequency of extreme meteorological
events, such as typhoons or st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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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ever, these
protective measures are clearly lacking in their adequacy
to combat strong waves and storm surges. Moreover, the
damage repairs needed are too costly for the government to



afford. Even worse, the presence of such concrete
structures also result in negative effects on beach
preservation in adjacent areas. Now it is the time to
transform traditional techniques of protection and embrace
approaches that involve "soft engineering" or othe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pproaches that involve no
engineering at all.
This study draws upon foreign experiences in setback zones
and investigates long-term shoreline changes and shoreline
retreat rates. Using such findings, we aimed to propose an
estimation of the expected shoreline position in the future
30 or 60 years. However,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the
shoreline did not change much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last
century. Most of the shoreline retreats were found within
the most recent 30 or even 20 years and were the combined
result of heavy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coast and the
global rise of sea levels. Directly using the 100-year
long-term shoreline retreat rate to estimate the future
trend would have been inappropriate. Instead, we surveyed
current land us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astal
zones and suggested that future setback zoning should be
based on the local development in individual coastal
reaches. For less developed shorelines, Miao-Li coast as an
example, the setback zoning approach should be applied
immediately. On the other hand, coastal communities in the
more developed areas, for example the Tainan coasts, should
be educated about the causes and results of future coastal
changes. Once armed with the awareness of potential impacts
on nearby shorelines and the need to minimize such impacts,
local residents should be given the chance to vote for
their future. In this year’s societal response survey, we
found that, as people’s awareness of coastal science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changes have risen, setting up
traditional hard structures is no longer the only
recognizable option. More people are willing to adopt the
setback zone approach based on appropriate setback planning
by the government. The adaptive soft engineering works are
also welcomed, with landscape and ecology conservation
being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eventy-five percent of the
surveyed group of people suggests that setback zone
planning, combined with soft adaptive engineering work such
as the rebuilding of coastal dunes, will allow preservation
of the natural landscape and ecological system while
reducing life and property losses in coastal hazardous
areas.

英文關鍵詞： climate change, sea level rise,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coastal setback zone, societal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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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氣候變遷下對於海岸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全球海水面的上升和極端天氣(風暴、颱風)事件發生的頻

率增加。臺灣對於海岸防禦的策略及方法，從傳統的海堤、護岸等人工結構物的建造到突堤、離岸堤

等之佈設，再到最新的複合式工法，應用岬灣理論進行人工養灘等，期望在颱風事件中能保護人民生

命財產的安全，減少損失。但在抵抗颱風巨浪和暴潮的侵襲時，工程結構物常傳出破堤或遭越波造成

海水倒灌、海堤塌陷等災害，後續維護所費不貲。再加上硬性結構物的建置，也常因為干擾自然海岸

環境系統，導致引發鄰近局部地區的海灘侵蝕問題。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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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兼顧防災及自然環境生態的維護，從國外經驗的學習與累積，進行台灣

的百年海岸濱線變遷調查，盼能藉以評估百年平均海岸變動速率，並推估未來 30~60 年間海岸自然變

動的可能範圍。但從所獲得的資訊可以發現在上個世紀的前半，海岸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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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線的變動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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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不宜直接引用百年

後退速率推估未來變動。由於未來海岸後退帶的規劃目標在於防災減災及維持生態系統，因此建議全

島海岸必須因地制宜，依目前各地海岸開發狀況來制定後退帶規則，較能符合民眾期待。另外針對全

導海岸內側土地利用進行開發現況調查，建議在比較少開發的地方，例如苗栗海岸，劃設海岸後退帶，

限制土地使用形式，預先減少未來因為開發所造成的潛在災損。而在已經完全開發的海岸段，例如台

南海岸，改以民眾教育方式，讓民眾充分認知未來氣候變遷下的後果及政府防災能力的限制之後，最

後由各地民眾選擇自己的未來調適方式。本年度對於劃設後退帶的社會回應問卷調查結果亦顯示，民

眾在提高海岸的科學認知與瞭解氣候變遷的後果之後，願意在政府的後退帶規劃及補助下配合遷移的

比例已經大幅增高，傳統硬性工法不再是唯一選項。和傳統的工法比較，調適的軟性工法也有較多人

支持，主要從景觀與生態的維護來考量。而總計大約有四分之三的比例，希望能以調適的工法(例如人

工沙丘復育)，來搭配海岸後退帶的劃設，以同時兼顧海岸景觀、生態的保護及海岸地區人命與財產的

安全防護，將氣候變遷所導致的未來災害潛勢降到最低。 

 

關鍵詞：氣候變遷，海水面上升，調適與減災，海岸後退帶，社會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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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he direct effect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clude rising sea levels and a higher frequency of extreme 

meteorological events, such as typhoons or st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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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ever, these protective measures are 

clearly lacking in their adequacy to combat strong waves and storm surges. Moreover, the damage repairs 

needed are too costly for the government to afford. Even worse, the presence of such concrete structures also 

result in negative effects on beach preservation in adjacent areas. Now it is the time to transform traditional 

techniques of protection and embrace approaches that involve "soft engineering" or othe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pproaches that involve no engineering at all. 

This study draws upon foreign experiences in setback zones and investigates long-term shoreline changes 

and shoreline retreat rates. Using such findings, we aimed to propose an estimation of the expected shoreline 

position in the future 30 or 60 years. However,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the shoreline did not change much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last century. Most of the shoreline retreats were found within the most recent 30 or even 20 

years and were the combined result of heavy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coast and the global rise of sea levels. 

Directly using the 100-year long-term shoreline retreat rate to estimate the future trend would have been 

inappropriate. Instead, we surveyed current land us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astal zones and 

suggested that future setback zoning should be based on the local development in individual coastal reaches. 

For less developed shorelines, Miao-Li coast as an example, the setback zoning approach should be applied 

immediately. On the other hand, coastal communities in the more developed areas, for example the Tainan 

coasts, should be educated about the causes and results of future coastal changes. Once armed with the 

awareness of potential impacts on nearby shorelines and the need to minimize such impacts, local residents 

should be given the chance to vote for their future. In this year’s societal response survey, we found that, as 

people’s awareness of coastal science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changes have risen, setting up 

traditional hard structures is no longer the only recognizable option. More people are willing to adopt the setback 

zone approach based on appropriate setback planning by the government. The adaptive soft engineering works 

are also welcomed, with landscape and ecology conservation being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eventy-five 

percent of the surveyed group of people suggests that setback zone planning, combined with soft adaptive 

engineering work such as the rebuilding of coastal dunes, will allow preservation of the natural landscape and 

ecological system while reducing life and property losses in coastal hazardous areas.       

 

Keywords: climate change, sea level rise,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coastal setback zone, societal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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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海岸防禦的非工程治理:  

海岸後退帶的試驗規劃與社會回應研究 (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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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海岸工程界在過去幾十年來，面對海岸災害的防禦實務，已經累

積了相當多的經驗，從傳統土堤(earth dike)開始，慢慢進化到水泥海堤(sea wall)的建造及護岸(revetment)

的鋪設，再到突堤(groin)、離岸堤(offshore breakwater)等工程結構物的佈設，藉以阻砂、聚砂，最新更

發展出複合式的工法，應用人工岬灣 (或稱岬頭控制 , headland control)理論進行人工養灘 (beach 

nourishment)等，不斷地隨著時代的潮流進行調整，求新求變，期望在最易造成海岸災害的颱風事件中

能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減少損失。但在抵抗颱風巨浪(stormy wave)和暴潮(tidal surge)的侵襲時，

也可明顯看到工程結構物本身的功能不足，硬性的工程結構物在颱風期間常傳出破堤或遭越波

(overtopping)造成海水倒灌、海堤塌陷等災害(圖 1)。更不論在許多的海岸現場，還常可見到這些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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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和原先結構物設置目標相反的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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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颱風波浪常造成海堤結構破損或塌陷破堤等災害 

 

國外在面對海岸侵蝕問題時，一般有硬性穩定工法(hard stabilization)、柔性穩定工法和搬遷

(relocation) 等三種處理選項(Pilkey et al., 1989)。Titus(1990a, 1990b)在討論氣候變遷與海岸關係，也歸

結出面對海水面上升問題時的四種可能策略：(1) 無保護措施(no protection)，讓海岸自然作用，可能導

致最後的棄守。也就是當海岸設施受到侵蝕威脅時，可以將其放棄，人類自己則逐漸往後側撤退，或

搬到他處；(2)濱線保護(shore protection)，利用海堤等硬性工程結構物來保護海岸，這也是目前大部分

國家(包括臺灣)所採取的作法，然而在目前氣候變遷情境下，可能任何結構物都無法真正有效保護海岸

的安全，且本身也可能因為損壞而必須不斷投入維修的成本，甚至可能造成鄰近地區因而產生侵蝕問

題，例如突堤效應所造成的沿岸流輸沙下游側的侵蝕；(3)適應或調節(accommodation)，例如填高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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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地面或架高房舍，來防止海水溢淹；(4)有規畫的後退撤離 (managed retreat)，規劃後撤或採用比

較契合自然作用的柔性工法來調適，例如以養灘的方式來削減波能，可以避免掉硬性工程結構物無法

順應自然海灘動態特性的缺點。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在 1990 年出版的 Managing Coastal Erosio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90)一書中，也提到可以使用許多選項來減輕海岸侵蝕所造成的災害，包

括使用硬性結構工法、柔性工法、房舍及土地利用的限制，以及把位在被侵蝕海岸具保存價值的結構

物搬遷等方式。簡言之，對於海岸侵蝕問題可以歸納為(1)硬性工法；(2)柔性工法(或稱軟性工法)；(3)

棄守；(4)撤退。前述台灣傳統工法均大量使用水泥和消波塊，主要設計的思維是用位置固定的硬性結

構物來抵擋波浪的侵襲，或促進沿岸漂砂的堆積，以緩和海岸的侵蝕。而柔性工法則主要包括人工養

灘(以外來砂源回填被侵蝕的區域)和沙丘建造(人工堆砂或利用砂籬、植生來聚砂、固砂)，其設計思維

是以沙灘和沙丘鬆散的砂體來削減波能，藉以減輕災害的發生。棄守是在海岸建築物或公共設施在受

到波浪的破壞之後，不再採取原地修復抵抗的策略而予以放棄，人則主動遷移離開易致災的危險海岸

地區。撤退是指將重要且有價值的建物或設施，往後撤退到一個較安全的位置。不論是人的棄守或物

件設施的撤退，基本上都是一種搬遷，但要往後搬遷多遠才安全?這就需要建立一個災害緩衝帶(hazard 

buffer zone)或後退帶(setback zone)的概念，透過科學調查及分析的基礎，訂出一個未來一定時間內(例

如 60 年，大約二個世代)易受海岸侵蝕威脅的區域，並以環境經營管理的角度，適度的限制受侵蝕威

脅區帶內的土地利用方式及房舍或重要公共設施的新建工程，自可減輕海岸災害所帶來的損失。 

 

二、研究目的 

以台灣環島的海岸而言，在氣候變遷、全球海水面上升的情境下，根據 Bruun Rule (Bruun, 1962)

的評估，顯示海岸帶地形坡度相對和緩的砂岸地區最易致災。一般而言，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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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儲存從後灘吹過來的風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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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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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宗儀(2002)

首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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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宗儀等，2007；林宗儀等，2011；

Lin and Liou, 2013; Huang and Yim, 2014)，相關的理論研究與實務經驗，也仍有待加強。尤其是臺灣海

岸若要引用此一工法，哪些地方適用？哪些地方適合優先試用？各地不同的沙丘，何種沙丘復育的工

法適用？等等有關海岸沙丘防禦工法適用性的研究，更顯得急要迫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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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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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Tong and L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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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海岸防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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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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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導致工程維護

費用不斷增高累積，終至超出社會的負擔能力。本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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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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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本研究期望透過國外經驗的學習，與國內海岸環境特性的考量，建立一套適用台灣海岸後退帶劃設

的標準作業程序，調查西部砂質海岸之災害脆弱度現況，並擇取適當侵蝕熱點區段進行後退帶試驗劃

設，為這項海岸災害管理與環境永續新思維，踏出實作的第一步。 

 

三、文獻探討 

在美國海岸地區建物因為侵蝕災害威脅的最早搬遷文獻紀錄，也可以回溯到 1888 年，紐約 Brighton 

Beach Hotel 整棟三層樓的建物向後搬遷 495 英呎(Scientific American, 1888, p. 230)。而就在一個世紀後

的 1988 年，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為國家公園管理處(National Park Service)所

準備的一份「拯救(北卡羅萊納州)Cape Hatteras 燈塔的選項」報告中，否決了各種原地保護燈塔的建議。

這些被否決的建議包括用海堤、護岸等把燈塔圍住，新增突堤、離岸堤，甚至人工養灘，植生固砂等

等方式，報告中唯一同意的建議就是把這座具歷史意義，有 200 英呎高、2800 噸重的北美最高磚造燈

塔，向後搬遷數百英呎後(Platt et al., 1992)。在這篇報告出爐後，整個美國社會一片譁然，無數的公聽

會、電視辯論會、報章雜誌及期刊上的科學論戰等隨後展開，但最終在經過 11 年後的 1999 年夏天終

於完成搬遷，免於繼續受到颱風波浪的威脅(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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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位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海岸的 Cape Hatteras 燈塔，在經過長達 11 年的科學論辯及無數公聽會之

後，終於在 1999 年夏天，向後搬遷四百八十公尺，大約是燈塔在 1870 年啟用時，其基座距離海

岸濱線的距離。 

 

Cape Hatteras 燈塔搬遷的意義，在於人們對於海岸防災開啟了一個新的思維。不再固守傳統海岸

防護所使用的原地加強保護工事，或以人工養灘方式來保護建物，尤其是在一個自然變動的海岸沙洲

島的環境，(註：Cape Hatteras 是一個離岸沙洲島)。這個新思維的興起，大約是在 1980 年代，主要是

美國的一群海岸研究學者指出，分布在美國東岸由北到南的的一系列沙洲障蔽島(barrier island)，在海

水面上升的情境下，具有向陸側遷移的自然演育趨勢，同時也因而威脅到沙洲島上自 1960 年代起大量

增加的移入人口以及他們的個人財產安全(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87)，因此大力呼籲制定從侵蝕

海岸後撤的防災策略。事實上為因應全球海水面的上升，海岸線後退或海岸侵蝕只是自然環境變動

的一部分，是環境作用營力及沈積物系統變化所產生的自然反應，並不直接等於災害。唯有當

海岸侵蝕現象會對人命或財產安全造成威脅時，才會造成海岸地區的災害發生。因此如果能夠

透過科學研究的數據資料，以國土規劃的高度，劃設海岸災害緩衝帶或人員後退帶，在未開發地

區限制人們的遷入或高度開發，在已開發的的災害高危險區，則可提供社區搬遷撤退的依據，透過人

們自動的避災來降低災害的風險，上述的案例可以提供我們很好的借鏡。  

 

在台灣西南部沙洲島的系列研究中(林宗儀，2009, 2010；林宗儀等，2007；洪敬媛、林宗

儀，2008；Lin, 2007; Lin et al., 2013) 亦明確顯示這些沙洲島在海水面上升情境下向陸側遷移

的自然演育趨勢，然而除了外傘頂洲和網仔寮汕還維持著離岸且自由移動的狀態之外，其他沙

洲島皆已因人為的墾殖活動而與台灣本島陸地相連結而變成陸地前緣的一片沙灘，進而漸漸失

去原先屏障內側陸地，保護海岸的功能，因此這些沙洲島雖然不像美國東岸的沙洲島上直接有



 5 

居民受到災害，但沙洲的自然變動和人類活動也使得沿海居民直接暴露在未來海岸侵蝕災害的

危險中。Lin and Vo (2015)即是應用沙洲島地形動力及其演育的科學研究成果，對未來的海岸

災害管理策略提出建言。所提出針對海岸侵蝕之治理與調適概念，乃源於對於海岸基礎營力及地形

自然演育過程的認知，並以順應自然為基調，與傳統的工程治理克敵制勝的思維大不相同。尤其氣候

變遷下的海岸侵蝕問題，國內外皆然，海岸後退帶的劃設，不僅先進的美國需要，台灣和開發中的國

家，例如越南可能還更需要。以越南中部峴港(Da Nang)、會安(Hoi An)等地區的海岸為例，近年大力

推動觀光產業，在海岸建設許多休閒渡假村等旅館設施，但在海岸侵蝕濱線後退的情況下，這些財產

投資也受到莫大的威脅。然而相對而言，愈是晚開發的國家，因為海岸還維持著較原始的狀態，因此

在考量未來的土地開發及使用時，最能適用本研究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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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退帶劃設的目的，是要用海岸土地經營管理的方式，來降低海岸災害所帶來的損失。由於這海

岸災害所討論的不僅限於當前颱風波浪所及的破壞範圍，而是要考量到氣候變遷下，全球海水面上升，

海岸濱線後退，在幾十年後海岸濱線可能的位置和未來颱風波浪的效應。因此可以說是一種對於未來

海岸侵蝕災害潛勢的評估。不同的地質特性和不同的自然營力作用組合，都可使海岸災害的潛勢產生

差異。在後退線的臨海側必須以安全為考量，限制土地的利用方式，並禁止建物的新建、重建或擴建。

因此要確定這條後退線的位置，應以海灘長期的後退速率為依據，用以預測未來特定數十年(例如 30 

年、60 年)海灘可能的後退距離，並在適當的地圖上畫出這條線。很多國家在沒有太多特定地區現場環

境資訊時，可能先用一個合理的距離，例如 100 公尺或 500 公尺等先行訂定一個限制建築的後退帶，

等到有比較詳細的調查數據後，再局部地區的加以修訂(Clark, 1995)。美國在 1994 年通過的全國洪災

保險改革法案(National Flood Insurance Reform Act)中就要求美國聯邦緊急應變總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要對臨海或鄰近大湖區的州(State)，以郡(County)為單位，進行海岸侵蝕災

害評估(Crowell et al., 1999b)。FEMA 的評估模式，大致分成二期：第一期先進行侵蝕災害潛勢區的測

繪(Mapping Erosion Hazard Area)，以未來 60 年的高水位線為劃設基準(Crowell et al., 1999a)。第二期則

進行潛勢區內可能災損的清查，包括建物清查及經濟影響評估(Crowell et al., 1999b)。這個未來 60 年海

岸侵蝕災害潛勢區，也就訂為海岸的後退帶(圖 3)。目前我國海岸法(2015 年 2 月公告)中並未規範海岸

後退帶，只把海岸地區分成防護區和保護區。防護區著重在人類生命財產的防護，強調以海岸硬體結

構物來防災，防止國土流失；而保護區則著重在生態環境的保護，禁止人為的開發和侵入干擾。然硬

體結構物的問題如前所述，不但無法有效抵擋暴潮強浪，很多保護區也常因為防災結構物的設置而受

到破壞。劃設海岸後退帶，讓海岸濱線可以自由後退，卻不至於造成大災害，海岸自然生態也可以受

到保護，因此將是我國海岸災害防治及環境永續經營管理很重要基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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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美國 FEMA 劃設之侵蝕災害潛勢區示意圖，EHA = erosion hazard area。研究人員以海岸沿線

每 150 英呎岸線的年平均侵蝕速率乘以 60 之後，得到 EHA 的寬度。V、A、X 區是不同百年洪水高度

的氾濫區範圍，V 區是海岸淹水風險度最高的區域，A 區次之，X 區最低。 

 

海岸後退帶的概念，來自於避災和減災。當我們預見未來可能的災損時，可以事先的規劃，防止

未來災害的發生。海水面的上升和極端天氣事件的更加頻繁，是未來百年不可逆的趨勢。節能減碳只

能從源頭把氣候變遷的衝擊和影響減緩，並無法直接將趨勢逆轉，更何況自然變遷所產生的回應，往

往會有延遲(lag)的效應。因此無論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如何調整他們對於未來百年全球平均地表溫度的預測，至少未來百年全球海水面的上升

趨勢是不變的。當然一個地區相對海水面的變動，也還要把地區陸地的升降因素加入考量，例如地區

性的地層下陷，可能使地區性的海水面上升速率增加。因此某一段特定地區海岸的未來災害風險就不

純粹是海水面上升和極端天氣事件增加的問題，還必須考慮到個別海岸災害脆弱度的差異。海岸災害

脆弱度(vulnerability)的研究，最早大多是針對海岸的自然環境條件來討論，後來則逐漸加入了社會、

經濟方面的脆弱因子，整合形成一個地方性的整體災害脆弱評估(Boruff et al. 2005；Cutter, 1996; Klein 

and Nicholls, 1999；Nicholls, 1998; Small and Nicholls, 2003)。以美國的案例而言，多數海岸脆弱度評估

的空間尺度是以一個沿海「郡」(county)作為評估的單元基準，相當於我們的縣市的尺度。用來計算海

岸脆弱度的自然環境的脆弱因子，通常包括(1)平均潮差，(2)海岸坡度，(3)相對海水面上升速率，(4)

海岸侵蝕或堆積速率，(5)平均波高，(6)地質地形(例如抗侵蝕能力)等(Thieler and Hammer-Klose, 1999, 

2000a, 2000b)。用來作為海岸社會脆弱度因子的指標，則多達數十種，大致歸結比較重要的有：貧窮、

年齡、發展密度(建物密度)、移民、城鄉、族群性別、人口增減、收入、農業、基礎設施雇員比例等要

項(Cutter et al. 2003；Boruff et al. 2005 )。整合自然環境的脆弱因子和社會脆弱度因子就可計算一地的

海岸災害脆弱度。因此所謂災害，就必須有災害的對象，如果沒有人類的建物、民生基礎建設和農田

等，海岸濱線的後退，就不會造成任何的災損。海岸後退帶的劃設，就是一個自然災害潛勢區的預告，

事先以國土規劃管理的方式，來降低災損的風險。 

 

以近年快速改變台灣海岸景觀的陸域風力發電機設置(人為投資)為例，第一組的實驗性質風力發電

機組於2000年底在台塑麥寮廠區設置，但一直要到2004年起才開始以比較快速的腳步來增設，主要分

佈在西部海岸地區。在發展風能的過程中，早先幾年的風機設置位址，都以獲得最佳風能效益為考量

重點，因此首選的位址都是在海岸邊臨海第一線的地形高點，以台灣西北部的沙岸為例，就是設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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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前列沙丘的脊部。但在近年的自然環境變遷過程和人為工程設施的雙重衝擊下，局部的海岸濱線後

退、沙丘侵蝕現象，已經危及部分風機的安全。導致設置風機的公司業者，必須不斷地思考各種防禦

的手段來對抗浪潮，屢敗屢戰，風機維護的成本也因而飆升，相對地風能的獲利效益可能變成負值。

在海岸野外調查經驗中，作者亦紀錄了新竹香山一座才設置完成不到一年的發電機(香山六號機)，因

為鄰近地區沿岸輸砂過程受到新增人為結構物的影響，而導致發電機前面的沙丘前坡迅速被掏刷侵

蝕，伴隨著前坡發生崩塌，沙丘崖面和發電機基礎之間的水平直線距離剩下不到十公尺，迫使電力公

司緊急堆置大量立方形「太空包」沙袋來因應，只可惜當年颱風季才過完，原先堆置的太空包已經多

數破裂，成為埋在沙灘上的塑膠垃圾(圖4~圖5)。於是電力公司改用打排樁的方式，打入火車鋼軌搭配

交織的水泥柱(圖6)，希望砌出堅強的防禦牆來抵擋波浪，並且在排樁前面再度堆置太空包加強基腳防

護，但在下一年的颱風季節期間，又看到防禦的排樁再次崩塌(圖7)，使得電力公司不得不尋求其他的

防禦工法，陷入與大自然間無盡的對抗循環(林宗儀，2013)。這樣的觀察不禁教人思考，如果這發電機

座在設置時，能選擇設在一個離海岸濱線相對安全的距離，也就是本研究所稱的後退帶距離，是否這

樣的安全防護戰就不會發生?  

 

圖 4 新竹香山六號機前面沙丘前坡在風機設置

不到一年期間，即因坡腳掏刷導致坡面崩

塌，危及風機安全。 

圖 5 崩塌坡面前方可見先前緊急放置的太空

包沙袋已經破裂，殘餘塑膠垃圾佈滿沙

灘。 

圖 6 為防止坡面繼續崩塌，以廢棄火車鋼軌打

樁方式，結合水泥柱建構防禦牆，一面防

止崩塌，同時抵抗波浪的沖刷。 

圖 7 為保護鋼軌水泥柱防禦牆的基腳，前面

還放置太空包沙袋，但在下一年的颱風

季期間，再次看到沙袋破裂，牆柱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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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要研議一套台灣本土的海岸後退帶劃設模式，並在確認評估模式之可行性及確

認適合劃設的海岸地區後，將評估模式移轉給海岸防護主管機關，並擴大到全島海岸的應用。因此研

究初始，先以海平面上升情境中，海岸災害脆弱度高的西部海岸地區為優先，漸擴及全島，以期建立

國土規劃的海岸防災基礎資料。全程基本的研究內容包括下列五點，今年度計畫的研究主要是以下列

第五點為研究重點： 

 

1. 蒐集其他國家海岸後退帶劃設案例，主要是要瞭解各國的評估步驟及準則，據以參考研擬我國

海岸後退帶劃設的作業程序。 

2. 台灣砂質海岸自然環境資料蒐集調查，主要含地質、地形坡度、潮汐、波浪、暴潮紀錄、長期

侵蝕速率等構成各地海岸特色的環境相關因子，藉以評估各地海岸侵蝕災害脆弱度(易致災性)，

分析海岸侵蝕災害潛勢。 

3. 分析全台各地砂質海岸百年尺度的長期侵蝕速率與侵淤現況監測。 

4. 以美國的二階段評估方式進行災害熱點區段海岸之後退帶劃設和區內建物及土地利用現況清

查。 

5. 災害熱點區段海岸的居民災害環境識覺調查。 

 

台灣雖為海島，但以往政府對於海岸災害治理的方式，大多以硬體工程來抵擋，也使得目前全島

過半的海岸線已經人工水泥化，不但無法真正防災、減災，反倒對於環境生態造成莫大的傷害。本研

究建議以規劃災害緩衝帶或海岸後退帶的方式，來為將來海岸防災和環境永續尋找出路。但我們在這

方面的理論基礎稍顯不足，因此在初期研究中，先以蒐集對抗海岸災害經驗豐富的歐美國家案例為主，

參酌別人的經驗及我們本身的海岸環境特色條件之後，研擬一套適用於我國海岸後退帶劃設的作業程

序。以為後續研究及將來計畫結束後推廣到全島海岸劃設的依循。 

 

全球海水面上升，影響最大的地區是海岸坡度較緩的砂質海岸。本研究對於海岸後退帶的試驗劃

設，也會聚焦在砂質海岸的災害熱點地區，作為優先試驗評估的海岸段。在初期的基礎調查方面，主

要是要先行蒐集或現地調查砂質海岸的環境現況，調查海岸侵蝕災害脆弱度的各項自然環境相關因

子，包括地質、地形坡度、潮汐、波浪、暴潮紀錄、長期侵蝕速率等等，藉以分析海岸侵蝕災害潛勢。

這些海岸的相關環境資料，地點分散、時間片段，大多零星分散在各種工程或研究調查報告中，比較

固定的資料，大多以蒐集為主。另外也利用研究團隊現有的各種高精度影像圖資進行海岸濱線變

遷分析，尋找台灣砂質海岸侵蝕熱點區，以作為後續侵蝕災害研究的重點區域。海岸整合性的

資料蒐集和分析之後，才能提供做為海岸災害脆弱度中的自然環境因子來使用。這些調查所得資料，

也將成為環境資料供往後的查詢和利用。 

 

本研究先前的研究重點是針對各地砂質海岸的百年尺度長期侵蝕速率分析及海岸環境變遷的探

討。主要以研究團隊先前找出的幾個台灣砂質海岸侵蝕熱點區，作為研究對象。期望分析各地砂

質海岸的百年長期侵蝕速率，並藉這項數據推估未來 30 年或 60 年海岸自然變動的可能範圍，做為後

續劃設海岸後退帶的最主要依據。百年尺度變遷所採用的圖資及分析方法，主要是以 QGIS 與 ArcGIS

為工具，進行不同時期的地圖與衛星影像及航空照片的蒐集及濱線判釋，套疊日治時期至近期的中比

例尺等高線地形圖(1:20000-1:50000)和大比例尺的像片基本圖(1:5000)，量化某段海岸數十年時距的濱

線(灘線)、海崖線或沙丘面積的變化(例如：石再添， 1979；郭金棟， 1990；張瑞津等，1998；沈淑敏

等， 1997)，分析海岸濱線近百年來的長期變遷歷程。但從所獲得的資訊可以發現在上個世紀的前半，

海岸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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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線的變動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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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直接引用百年後退速率推估未來變動，未必恰當。由於本計畫海岸後退帶規劃的

目標在於防災、減災及維持生態系統，因此建議全島海岸必須因地制宜，依目前各地海岸開發狀況來

制定後退帶規則，較能符合民眾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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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前一年度計畫中，原進行步驟是要挑選二區災害熱點及不同人文社會結構的海岸區段，進行

海岸後退帶試驗劃設示範，分別以「未來 30 年高水位線」和「未來 60 年高水位線」為劃設基準來繪

製後退帶區域圖；並以航空照片、衛星影像圖資等，搭配現場的檢查驗證，來判釋清查侵蝕災害潛勢

區內的建物和土地利用概況。藉以評估美國的海岸後退帶劃設二階段方式在台灣應用的可行性，比較

在不同標準下，災害潛勢區(後退帶)內，災損的可能規模差異。但囿於前一年的成果顯示，侵蝕熱點海

岸的百年變遷，主要發生在近二十至三十年間，而且可能混合了自然環境作用營力變遷及人為工程結

構物的介入結果，其各自影響的比例亦難以釐清。因此反過來以假想海岸受災體的的可能災損情況及

受災體搬遷的容易度等，針對海岸內側土地利用進行開發現況調查，再為全島海岸的開發類型做分類，

依將來災害損失風險的高低，做為後續海岸後退帶建置分類的基礎。 

 

本年度計畫主要是進行居民災害環境識覺調查，研究沿海社區對海岸後退帶的接受度及看法等。

分析並討論評估劃設過程可能遭遇的困難和問題解決方法等，以為後續提供中央及地方縣市相關災

害防救單位在災害預防及應變的行動規劃及作為長期海岸土地使用規劃與管理的參考；並減少

及防治海岸災害的發生。問卷的設計內容，主要是調查台灣民眾對海岸環境之認知與看法，以及民

眾對傳統硬性工法、調適的軟性工程防禦方法與非工程治理方法的支持意向。問卷透過網路及紙本發

放填寫方式來蒐集，網路問卷以一般民眾為資料收集對象，問卷型態使用結構式問卷，問項設計以封

閉式為主。紙本問卷主要以地方環保團體為主。問卷的問項則增加了開放式，希望能深入訪問到當地

居民與環保團體希望政府所採取的因應海岸變遷措施。問卷有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

想要了解填答者對「海岸」環境的認知及關心程度，第二部份想了解填答者對「海岸傳統硬性工法(含

消波塊、海堤、突堤等)、現行柔性工法(含沙腸、沙袋、固沙籬、防風林等)以及劃設海岸後退帶」的

認同程度。問卷樣式如附錄一、二。 

 

五、結果與討論 

台灣政府以往對於海岸災害治理的方式，大多以硬體工程來抵擋，也使得目前全島過半的海岸線

已經人工水泥化，不但無法真正防災、減災，反倒對於環境生態造成莫大的傷害。對於規劃災害緩衝

帶或後退帶的理論基礎稍顯不足，因此本研究最先期計畫，主要以蒐集對抗海岸災害經驗豐富的歐美

國家案例為主，參酌別人的經驗及我們本身的環境條件之後，研擬一套我國海岸後退帶劃設的作業程

序，以為後續研究及將來計畫結束後推廣到全島海岸劃設的依循。 

 

(一) 各國海岸後退帶的劃設方式 

 

海岸後退帶(setback zone)的概念，主要是要避免人類在海岸災害危險區帶的開發投資行為，藉以

減少因為災害所帶來的人命財產損失。海岸的最前緣，以砂岸為例，通常有沙灘、沙丘等可移動並具

消波減能的地形與生物棲息環境，因此人類從海岸後退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把各種建築物規範在離海

岸這些地形區有一段安全距離，使得這些地形環境能夠隨著海水面的變動而自由遷移，不但減少人類

曝險，同時也使得這些具保護及休閒價值的沙灘、沙丘不致於消失。整個海岸後退帶陸側最內緣的邊

界線，通稱為後退線(setback line)，在不同國家訂定的後退線，可能因為不同的依據準則而有所差異。

例如比較早期有些是利用特定的參考特徵，像是把海岸主要沙丘的後坡坡趾連接起來而形成當地的後

退線，或是利用海岸某個特定高程指標的位置(例如平均高潮位線或 3 公尺等高線)加上一個特定距離來

畫出(參見表 1)。後來則發展出根據平均年侵蝕率乘以某一特定年數值來做為後退線劃設的依據，使得

海岸濱線在後退的過程中，截切海岸方向的地形形態也能夠被保留(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95)。

前述圖 3 中，美國 FEMA 劃設侵蝕災害潛勢區的方式就是依此而來。在 Crowell and Leatherman (1999)

編輯的海岸研究期刊(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特刊 28 號(Special Issue, No. 28)：海岸侵蝕繪測及管理

(Coastal Erosion Mapping and Management)中，把此方法由 FEMA 委託在美國 14 個州，各挑選特定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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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郡試驗劃設的過程、使用材料及成果以 14 篇論文呈現。顯示這樣透過量化侵蝕速率來計算的劃設標

準，會比一個固定的距離範圍來的合理，也是科學家和工程師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接著就是用這些

劃設出來的預估後退線，量化評估未來在美國洪水保險計畫(National Flood Insurance Program)或整個海

岸社區，可能因為海岸侵蝕後退所造成的經濟衝擊有多大? 例如在這預估的後退帶中有多少建築物，

價值有多少?要如何透過協商以特定的總值比例補助，以鼓勵搬遷? 劃設後退帶後續海岸社區住戶的回

應態度和意見也需要了解。尤其台灣在海岸地區並沒有類似的洪水保險計畫，如果後退帶內沒有房舍，

直接立法不准蓋房可能比較容易，但是如果已有合法房舍或已經形成聚落，有甚麼拉力或推力能勸使

或迫使民眾搬出災害危險區帶，可能才是未來必須面臨的最大挑戰。 

 

海岸的年後退侵蝕速率，可以預估若干年後的海岸濱線位置，然而後退帶旨在避免海岸災害的發

生，因此像是由暴潮所引起的低地洪水溢淹，就必需加入洪水高程機率的考量。本計畫亦蒐集了經濟

部水利署水利規劃研究所委辦計畫中對於全台灣海堤設計在不同重現期下的潮位高程值做為將來的劃

設後退帶的參考(圖 8)。從圖中顯示百年重現期的設計潮位，從台北至彰化之間的海岸，可以高過大約

3 公尺，可能是最必須重視的一段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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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全台各重現期設計潮位推估成果 (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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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不同國家或地區採用的建築物後退線 (摘自: Wang et al., 2012) 

 

 

(二) 台灣海岸環境現況 

 

台灣海岸環境樣貌豐富多變，東部海岸因屬板塊引領端碰撞海岸的環境，海岸多岩岸，斷層、海

崖，陸棚狹窄；西部海岸屬大陸邊緣海海岸或板塊尾隨端海岸的環境，海岸多砂岸，有海灘、河流三

角洲及離岸沙洲等地形。較常見的海岸區分是在臺灣全島的尺度下，以三貂角、淡水河口、楓港、旭

海等地點，將海岸劃分為北部、西部、南部、東部等四大海岸分區。以全球海水面上升而言，衝擊最

大的地區是海岸坡度較緩的砂質海岸。因此在先期計畫中對於海岸後退帶的試驗劃設，主要聚焦在砂

質海岸的災害熱點地區，作為優先試驗評估的海岸段。研究團隊利用影像圖資找出在 2005-2008 年間

全島海岸侵蝕較嚴重的地區，並探討其導致侵蝕的原因。在那段期間主要的侵蝕區域包括桃園竹圍漁

國家或地區 海岸線到陸地的距離 

厄瓜多 (Ecuador) 8m 

美國夏威夷州 (Hawaii) 12m 

菲律賓 (紅樹林綠帶) 

(Philippines (Mangrove Green)) 

20m 

墨西哥 (Mexico) 20m 

巴西 (Brazil) 33m 

紐西蘭 (New Zealand) 20m 

美國奧勒岡州 (Oregon) 永久植被線(可變的)  

permanent vegetation line (variable) 

哥倫比亞 (Columbia) 50m 

哥斯大黎加 (公共區) 

(Costa Rica (Public zone)) 

50m 

印尼 (Indonesia) 50m 

委內瑞拉 (Venezuela) 50m 

智利 (Chile) 80m 

法國 (France) 100m 

挪威 (Norway) 100m 

瑞典 (Sweden) 100m (部分區域可達 300m) 

西班牙 (Spain) 100-200m 

哥斯大黎加 (限定區域) 

(Costa Rica (Limited area)) 

50-200m 

烏拉圭 (Uruguay) 250m 

印尼 (紅樹林綠帶) 

(Indonesia (Mangrove Green)) 

400m 

希臘 (Greece) 500m 

丹麥 (Denmark) 1-3km 

前蘇聯黑海沿岸 

(The former Soviet-Black Sea coast) 

3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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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以南至草漯沙丘一帶、新竹金城賞鳥區、苗栗通宵漁港附近、雲林箔子寮漁港外側沙洲、外傘頂洲、

嘉義好美里八掌溪口的沙洲、台南北門的王爺港沙洲，台南七股網仔寮沙洲、曾文溪口野鳥保護區、

台南二仁口溪口、宜蘭蘭陽溪南北兩側等地。其造成侵蝕的原因大部分和海岸的工程施工有關，有些

鄰近新增或擴建的港口，有些則是鄰近突堤或離岸堤之類的工程結構物，這些人為設施的建構干擾了

自然海岸的沿岸流輸砂系統，導致輸入的沿岸漂砂量減少，整體海灘的沈積物收支失衡，收入小於支

出，而使海灘呈現侵蝕狀態。少部分地區的沈積物失衡則可能直接導因於河川輸出到海岸的砂量減少，

例如供給宜蘭海岸砂源的蘭陽溪，在先前曾開放大量開採砂石供國道高速公路的建設使用，而導致目

前宜蘭砂質海岸呈現全面濱線後退的情形，多處沙丘均被侵蝕成陡崖，且陡崖面還在持續後退中(林宗

儀等，2011)。 

 

而另外在 2009~2012 年間台灣全島海岸變遷監測與分析的資料中，則分別研究在短期三年及中長

期三十年左右不同時距下，台灣各地的海岸濱線變化情形，並持續追蹤前面四年研究期間所找出的侵

蝕熱點的變化。臺灣北部自淡水河口北岸起至東部台東大武之間，包含新北、基隆、宜蘭、花蓮及台

東的海岸多數屬岩岸，砂岸的分佈，除了宜蘭沖積平原的海岸較具規模外，其餘都是海灣裡的小規模

海灘。研究成果顯示，研究範圍內大部分海岸在 2006～2009 年間，並無明顯侵淤變化，只有宜蘭的砂

岸在多處呈現侵蝕狀態，但在各河流出海口附近及烏石漁港的北側則還是堆積。在 2002～2003 年間曾

引起沙灘消失爭議的福隆海岸，在這段期間則呈堆積狀態。短期的侵蝕原因主要可以歸咎為颱風波浪

或是臨近人工結構物所造成，而河口附近的堆積可能是颱風季節間洪水帶進來的沈積物超出平時的損

失量所致。另外 1978～2009 年間中長期的變遷分析結果，顯示台北三芝海岸淺水灣西南部份有侵蝕現

象，植生前緣線明顯後退。福隆海岸在這段期間，則是呈侵蝕狀況。宜蘭的海岸是侵淤互現，蘭陽溪

口北岸至復興村海岸以南、新城溪口南側海岸和烏石港北側均呈堆積，壯濱路海岸及利澤區海岸的部

份區域則呈侵蝕，而壯圍鄉和新城溪口北側海岸則是無太大變遷。花蓮的磯崎海岸亦在北段有少部份

侵蝕，其他大部份變動不大。 

 

台灣西北部自淡水河口以南至台中大安溪口以北之間，包含新北、桃園、新竹、苗栗的海岸均屬

沙灘或礫石灘，常在沙灘盡頭有發育良好的風成沙丘分佈。研究的成果顯示，2006 年與 2009 年影像

的比對，主要的變化區域有淡水河南岸的陸地向北堆積延伸了近 200 公尺，而在新竹金城區至香山區

的海岸則後退約 80 公尺的距離，其它區域則較少變化。中長期的海岸侵淤分析，主要是以植生前緣線

的變化來分析海岸的侵淤。判釋的成果發現在淡水河口南岸的挖子尾東、西兩側，台北港西側至林口

風力發電廠，竹圍漁港至草漯區，永安漁港南、北兩側，鳳山溪北岸至新竹漁港，海山漁港南側，中

港溪口南、北岸，外埔漁港及通霄漁港南、北側植生前緣線往海側前進，屬於淤積型態。淡水河南岸

挖子尾的北側、觀音工業區至大堀溪出海口東側、大潭區南側、金城至香山區等地區植生前緣線往陸

側後退，屬於侵蝕型態，其餘地區則維持均衡。 

 

臺灣西南部自北港溪口起至東部台東安朔溪口間的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和台東海岸，海岸組

成物質相當多樣化，大部分屬砂岸，從枋寮以南變為礫石海岸，而在恆春半島則有珊瑚礁海岸。研究

成果顯示，2009 年間夏季~冬季期間，嘉義好美寮和台南雙春、七股地區的海岸有遭受侵蝕，致使特

徵濱線後退的現象；其餘研究區域，特徵濱線均變化不大。而在 2006~2009 年期間，部分沙洲島：例

如壽島、新北港汕、青山港沙洲呈現往陸地側移動的趨勢。好美寮地區、雙春海岸、頂頭額沙洲北端，

七股西堤堤防外側海岸、曾文溪口北岸、台南黃金海岸南段至二仁溪口及高雄旗津海岸等地的濱線呈

現後退現象。只有少數幾處，如台南黃金海岸之北段及二仁溪口南岸因離岸堤的堆置聚砂，而使堤後

海岸濱線漸向海側前進。在 1982~2009 年間的變遷分析，可以發現沙洲島的向陸遷移現象，部分沙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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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在和陸地相連(因向陸遷移到最後和陸側堤防連接或因為在潟湖側的人為魚塭墾殖開發)之後，沙洲靠

海側的濱線則持續後退，導致沙洲的逐漸消失。包括原為浮洲的好美寮地區南段海岸、原為海汕洲的

雙春海岸、新北港汕、青山港汕、網仔寮汕、頂頭額汕及高雄旗津等海岸。部分海岸濱線呈現前進的

地區，或因造林聚砂固砂，如好美寮海岸北段；或因工程結構物，如突堤、導流堤及港口防波堤等對

沿岸漂砂的攔阻，而使海岸堆積，濱線前進，如將軍漁港的北側及安平港南側黃金海岸的北段等。將

軍漁港南側的濱線依照海岸的自然作用，應呈海岸後退現象，但實際卻呈現前進狀態，這主要是因為

建港時，從將軍漁港港內疏濬的大量泥砂堆置於海岸所致。另外在二仁溪口南岸的海岸線，原已出現

後退現象，但在佈放離岸堤之後，在南側的海岸，已開始產生堤後聚砂的效果，而使堤後的海岸線再

度向前進。但也因為原由南往北的沿岸漂砂在此積聚，減少向北的供輸量，而使得二仁溪口北側的台

南黃金海岸南段，近年有明顯的侵蝕。 

 

臺灣中部自大安溪口至北港溪口的台中、彰化、雲林海岸，屬中~大潮差海岸，有廣闊潮汐灘地分

布，在濁水溪以南有沙洲出現，濁水溪以北主要為泥質灘地。長期而言，這段海岸主要的變動在台中

港北側及麥寮工業區北側的海岸淤積，及兩個沙洲島-海豐島和外傘頂洲的向陸向南遷移所造成的沙洲

島北側侵蝕後退、南側延伸堆積的現象。彰化海岸灘地的外緣線變動不大，主要的變動是灘地內緣部

分因人為的魚塭圍墾或塭堤的崩壞所造成。2006~2009 年的短期變遷仍持續上述的突堤效應和沙洲遷

移現象。 

 

這些海岸線變動原因可以大致歸納成四種：一、長期優勢沿岸輸砂作用所造成局部侵淤現象；二、

鄰近海岸工程結構物所造成的局部侵蝕或淤積的現象；三、颱風期間的暴潮和波浪所導致的海岸侵蝕；

四、沙洲島向內陸遷移現象。就全島侵淤熱點所進行的 2009~2012 年影像持續監測結果，其中新北三

芝海岸、桃園大潭海岸、苗栗通霄海岸、台南青山港沙洲、台南新浮崙沙洲、台南黃金海岸、屏東枋

寮漁港至率芒溪口、新北福隆海岸、宜蘭海岸、花蓮磯崎海岸等 10 處海岸無太大變動。而在新竹金城

海岸、新北淡水河口南側河岸、嘉義好美寮海岸、台南急水溪南側北門海岸、台南雙春海岸、台南網

子寮沙洲頂頭額沙洲之潮口、台南七股西堤、屏東高屏溪口南岸等 9 處海岸則呈持續侵蝕狀態。海豐

島和外傘頂洲則整體呈向南向陸的移動，北段侵蝕南段淤積。部分地點，如王爺港汕(新北港汕)中段的

潮口、旗津海岸貝殼博物館外側、東港漁港至林邊溪口等則因人為施工(例如在王爺港汕鋪設地工砂腸

帶)、或工程結構物影響而有淤積情形。另外曾文溪口北岸則有先侵後淤的現象。這些成果資料完整檢

視本島海岸線，瞭解過去三十年各種不同時間尺度下的海岸線變動情形，並且揭露臺灣目前海岸侵蝕

災害的熱點地區(圖 9)，是本計畫後續海岸後退帶規畫與整體海岸地區土地使用規畫與災害防護、環境

保護策略討論時之重要參考資料。海岸後退帶劃設的目標是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所導致海水面上升，

海岸濱現的向陸遷移而劃設，藉以避開未來的災害風險。然而依上述短期三年與中長期三十年的濱現

變動尺度來看，雖部分反映了自然環境變動的趨勢，但短期比較大規模快速的變動主要乃人為工程結

構物所造成。因此這些資料可視為近期的侵蝕熱點資料，但若要評估比較自然的海岸濱線變動，可能

就要更長期的海岸濱線變動分析，進行台灣西部海岸的百年變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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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台灣海岸侵蝕災害熱點位置圖 (摘自林宗儀，2012) 

 

(三) 台灣海岸百年歷史變遷 

 

對於各地砂質海岸的百年尺度長期侵蝕速率分析及海岸環境變遷的探討。研究方法主要以

Quantum GIS(QGIS)，進行 1904-2014 臺灣百年來海岸影像資料蒐集、判讀，和數化出圖等，以

曡圖分析方式建置百年海岸歷史變遷資訊。此外並同時監測分析臺灣海岸目前開發情形，主要

是將衛星影像中如漁港、建築物、魚塭、養殖池、農地、工業區、風機、墓地等等人為開墾和

原始海岸(無人為破壞海岸)等資訊，詳細記錄於 Google Earth 的影像上，並利用野外考察來驗

證這項調查。工作要項及其執行的步驟流程如圖 10 。  

 

使用的圖資影像資料包含 1904 日治臺灣堡圖、1924 日治臺灣地形圖、1944 美軍臺灣地形

圖、1956 臺灣地形圖、1990-1993 臺灣經建 2 版地形圖、2001-2003 臺灣經建 3 版地形圖，及

2011-2014 福爾摩沙衛星二號等，比例尺皆為 1:50000。QGIS 可以直接連接網路地圖服務(Web 

Mapping Service, WMS)及網路地圖圖磚服務(Web Map Tile Service, WMTS)平台上，加入圖層，

於設定中開啟座標參考系統(Coordinate Reference System, CRS)，檢查座標是否相同，若不同可

以利用此功能進行座標轉換，確認座標後進行圖像判識繪製數化等相關工作，可疊加多個圖層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uact=8&ved=0ahUKEwjlyceLh47OAhXHp5QKHa_QCucQFgghMAE&url=http%3A%2F%2Fpersonlin.pixnet.net%2Fblog%2Fpost%2F22477908-%255Bgis%255Dquantum-gis-(qgis)%25E6%259C%2589%25E6%25AD%25A3%25E9%25AB%2594%25E4%25B8%25AD%25E6%2596%2587%25E7%259A%2584%25E7%2595%258C%25E9%259D%25A2%25E5%259B%2589%25EF%25BD%259E&usg=AFQjCNHeu9qcCeMfLgHr7uTrOAY9jN7g4A&sig2=4N0pJ8CNFPlAstN42kD9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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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輸出圖像資料，使用步驟如圖 11。本計畫目標在觀測百年尺度(1904-2014)海岸變遷過程，在

此過程中會利用不同時期地形圖、航空照片、衛星影像等影像圖資，並擷取出影像圖資的海岸

邊界線、海岸地形、人為硬體工程設施等作為判釋海岸地形特徵與數化分析的基礎。海岸特徵

地形的判釋及邊界擷取的方法主要參考王千瑜(2015)，初步判識如河口與沿岸沙洲、沙丘，及

乾潮界等(表 2)，根據判識出來的地形特徵於 QGIS 平台上操作數化後，方可比較於某一特定區

域、前後不同時間的海岸狀態變化情況，以不同時間海岸濱線位置的差異推導海岸屬於前進或

後退，藉此比對出該海岸從過去至現在的變遷情形為侵蝕或堆積，也可由某一定時間內，此海

岸變化的距離，計算出海岸侵蝕或堆積的速率。  

 

 

圖 10 本研究計畫主要工作要項及其執行的步驟流程圖 

 

 

圖 11 QGIS 使用步驟流程簡圖  

1.資料蒐集 

1a.海岸變遷分析

歷史文獻 

1b.適用歷史堡圖、

地形圖等圖資影像

及福衛二號影像 

2.劃定特徵濱線位置 

3.判識臺灣百年來海岸侵 

淤變遷 

4.衛星影像判識臺灣海岸開人為開發現況 

 

5.初步建立臺灣海岸災害潛勢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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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灣地形圖中海岸地形特徵與判識原則(參考王千瑜，2015) 

地形特徵  判識原則  圖例  

乾潮界  依據圖例於淺綠色

實線所繪製處。  

 

沙洲  於河流出海口或沿

岸上堆積沙體，如

圖例紫色線範圍

處。  

 

沙丘  依據圖例紅線處，

成封閉曲線及等高

線描繪。  

 

 

 本研究以台灣西部海岸分段，從淡水河口以南至楓港溪口以北的砂質海岸，分析百年變遷，

以下依新北海岸、桃竹苗海岸、中彰海岸、雲嘉南海岸、高屏海岸逐段說明主要調查成果。  

 

I. 新北海岸 

 

新北海岸，從淡水河口左岸到林口之間則為砂礫質海岸，以往在淡水河口到八里段海岸有一道

高 15 公尺以上、長約 3 公里平行海岸的沙丘，但由於淡水河長年輸沙減少，海岸呈侵蝕現象，尤

其八里段海岸在 1956~2001 年間侵蝕情況嚴重。最早水利署設立突堤群保護，以求穩定本區海岸。

但近十幾年間，又因為台北港的開發，使得台北港東(北)側近淡水口的區域，再度因為漂砂被港口

北堤阻攔而堆積。而在港口南堤的南側海岸，則在這段期間，陸續後退約 180 公尺。土地開發利用

方面，八里到林口段的海岸目前已被港口、海岸遊樂區、垃圾處理場、汙水處理廠及火力發電廠及

高架公路等設施高密度的佔據使用。 

 

II. 桃竹苗海岸 

 

桃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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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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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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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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海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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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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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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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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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源一般認為來自附近的頭嵙山層香山段砂岩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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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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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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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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中彰海岸 

 

台中的大安溪和大甲溪因河川多礫石沉積物，河口海岸亦多礫石堆在泥、沙灘地上。大甲溪以

南，地勢平坦，幾全為泥質海岸，直至彰化南界的濁水溪河口。台中的大甲溪到大肚溪間海岸，

因為潮差較大，灘地較廣，飛沙活動相當活躍。在梧棲漁港附近開闢的臺中港，就在其北側廣植

防風林以利防沙。港區北側則淤成高美濕地。 

 

  台中松柏漁港於民國五十年代由台中縣政府主導興建，當地海岸在 1944 年後逐漸向外海堆積，

漁港興建後海岸線大致穩定，但在 2011 年時漁港南北防波堤兩側海岸線開始出現變遷，北側有些

微淤積，南側則後退約 100 公尺。 

 

大安溪出海口附近海岸段變遷頻繁，無特定變遷趨勢。由於大安溪為辮狀河系，河口沙洲組成

多礫石且經常變動，在 2011 年時出海口處的沙洲消失，兩側沙洲與河灘地結合。 

 

五甲漁港海岸線變遷劇烈，變動距離可達 1 公里。在 1936 年後海岸便開始後退侵蝕，雖然在

1956 年時海岸又呈堆積現象，但在之後又侵蝕至 1944 年時的海岸線位置，直到 2011 年海岸線又

開始堆積。雖然變動頻繁，但過程中變遷距離大致維持在一定範圍內。大甲溪口及周圍海岸，海

岸線進退變動劇烈，原為潮埔地的地方在 1993 年後逐漸陸化。 

 

梧棲漁港自清代開始便有漁村建立，在 1980 年代推動十大建設興建台中港時，政府將附近海

埔地徵收，但為兼顧當地漁業發展，乃在台中港內規劃漁業碼頭區，即今日的梧棲港。當地海岸

線變動頻繁，原潮埔地均逐漸陸化並向外海堆積，在港口興建後，防波堤兩側，尤其是北側海岸

有明顯淤積，但其餘段海岸線大致穩定。 

 

大肚溪以南的彰化海岸，直至濁水溪口，全段皆屬泥質潮埔，而且不斷在增廣，低潮時可露出

寬達約 5 公里的泥灘地。彰化王功魚塭地附近海岸線變動頻繁，1944 年時曾後退至漁塭堤岸處，

但之後又開始堆積，2011 年已在漁塭堤岸外形成大面積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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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雲嘉南海岸 

 

濁水溪南岸的海岸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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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外海沙洲亦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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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段海岸變遷頻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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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海岸早海岸變遷頻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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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高屏海岸 

 

高雄海岸整體變遷情況相較於西部其餘海岸段並不明顯，主要變遷皆受人為設施影響。此段海

岸共有四個主要港口：興達港、蚵仔寮漁港、左營港、高雄港。高雄海岸的變化段亦出現於這四

處港口興建處，且由於港口興建時間甚早(多為日治時期後期，高雄港更是在日治初期便開始建

立)，海岸自 1904 年後退之後便大致維持穩定。 

屏東海岸整體變化不大，除了河口沙洲及港灣、堤防等硬體設施周圍海岸有些微變動外，其餘

海岸大致穩定。不過此區域的河道在百年間不斷擺盪遷移，如：高屏溪在出海口南移、楓港溪口

則是向北遷移。原為潟湖的區域，即今之大鵬灣，曾為日治時期的水上機場，後來改闢為養蚵水

域，今則改成遊憩水域。 

 

綜合上述，除了早期開發的人工港岸之外，可以發現在上個世紀的前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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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台灣本島海岸土地開發利用現況 

 

本計畫利用 Google Earth 衛星影像進行影像辨識，並實地現場驗證紀錄之後，將全臺灣各

沿海縣市海岸帶之開發狀態，整理歸類為七大類別，分別為 A.工業、港口航運區、B.漁港區、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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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資源利用區、D.濱海觀光遊憩區、E.風力發電機具區、F.建設開發區、G.軍事用地區等，示如表 3。 

 

A. 工業港口航運區：消波塊放置及堤防的新建或擴建，道路的建設、或擴建廠區需填海造陸(包

含：石化業工廠、天然氣工廠、水泥工廠、能源使用工廠、砂石場、造船廠等)大型工廠廠區

開發，及廢水排水管線等相關建設等，例如彰濱工業區、觀音工業區等。 

B. 漁港區：消波塊放置及堤防建設或擴建，道路的開發，海巡署安檢所、漁市場、垃圾掩埋場等

設置，例如：新竹漁港、龍鳳漁港、枋寮漁港等。 

C. 生物資源利用區：消波塊放置，堤防建設，魚塭(水產養殖池)、農地、林地、墓地等土地利用，

及交通建設，例如：屏東佳冬鄉、台南安南區、七股區、嘉義布袋鎮等。 

D. 濱海觀光遊憩區：消波塊放置及堤防建置防護，觀光風景區、遊樂場所、公園廣場、露營區、

觀光飯店民宿等硬體建設，及交通建設，例如：屏東墾丁海岸、高雄旗津海岸、台東白守蓮河

濱公園、花蓮七星潭風景區等。 

E. 風力發電機具區：消波塊放置、堤防建置防護或擴建，道路開發，及風力發電機具相關設施，

例如：苗栗後龍鎮、桃園觀音區等。 

F. 建設開發區：消波塊放置及堤防建置防護、建築開發建設 (包含：墓地、住家、商家、工業區、

商業區、醫療建設、文教建設)，及交通建設等，例如：台南南區、高雄茄定區等。 

G. 軍事用地區：消波塊放置，堤防的建設，軍事基地等建設(包含：軍事用機場、海港等建設)，

例如：高雄左營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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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沿海地區土地開發利用分類   (本計畫制定) 

 

 

類別 土地利用現況調查 圖例(圖片來源：Google map) 其他利用行為 

A. 

工業、港

口航運區 

碼頭 

 

消波塊 

商港 突堤 

專用港 堤防 

港口相關設施 工業廢水排水

設施工程等 工廠及工業園區 

(工業使用住宅、製造

業、造船廠、倉儲等) 

垃圾掩埋場 

交通建設 

(道路、快速道路、高

速公路、鐵路) 

B. 

漁港區 

漁港 

 

消波塊 

漁市販賣區 突堤 

中央行政機關 堤防 

交通建設 

(道路、快速道路、高

速公路) 

C. 

生物資源

利用區 

農業 

(稻田、旱作、果園、

廢棄耕地、鹽田、溫

室) 

 

消波塊 

堤防硬體設施 

排水設施 

林地開發 

墓園 

魚塭(池) 

水產養殖池(場) 

蚵架(牡蠣養殖) 

畜牧場 

家禽舍 

交通建設 

(道路、快速道路、高

速公路、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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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圖例(圖片來源：Google map) 其他利用行為 

D. 

濱海觀光

遊憩區 

遊樂場所 

 

觀海平台 

風景區 消波塊 

露營區 堤防 

環保公園、公園綠地

廣場 

突堤 

運動場 道路 

販賣商店區 垃圾掩埋場 

(環保公園、遊

憩區等) 
觀光飯店旅館等休閒

設施 

交通建設 

(道路、快速道路、高

速公路、鐵路) 

E. 

風力發電

機具區 

風力發電系統相關設

施 

 

消波塊 

交通建設 

(道路、快速道路、高

速公路) 

堤防 

道路 

墓地 

F. 

建設開發

區 

住宅 

 

消波塊 

工廠 突堤 

工業區 堤防 

商業區 

(純住宅、工業區兼住

宅、商業區兼住宅等) 

商家 

(雜貨店、便利

商 店 、 水 果

店、民宿、飯 

店、小吃店 

等) 

文教建設(學校) 

醫療建設(醫院) 

交通建設 

(道路、快速道路、高

速公路、鐵路) 

墓地 

G. 

軍事用地

區 

軍事基地 

 

消波塊 

軍用機場 突堤 

軍用港 堤防 

軍事演習 道路 

設施設置相關活動 墓地 

交通建設 

(道路、快速道路、高

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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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本島海岸線總長約 1,300 公里，是重要的經濟貿易港口，也是工業區(發電廠、煉油廠等)、住

宅區、養殖區等建設開發地段，近乎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於距離海岸線 100 公里以內之區域。地狹人

稠加上經濟快速發展與都市化的結果，自然資源及保育空間受到壓迫，在土地資源越來越有限的情形

下，以往被視為「邊際土地」的海岸地區便成為開發利用的區域。根據內政部營建署 2017 年 1 月統計，

北部濱海地區已開發濱海土地的比例為基隆市：43.94%，新北市：28.3% ，桃園市：73.71%，新竹縣：

59.94%，新竹市：60.42%；中部濱海地區的比例為苗栗縣：56.68%，臺中市： 64.7%，彰化縣：78.56%，

雲林縣：78.56%，嘉義縣：56.32%；南部濱海地區為台南市：68.29% ，高雄市：84.74%，屏東縣：

27.5%；東部濱海地區則是宜蘭市：52.43%，花蓮市：19.36%，台東縣：7.99% (內政部營建署，2017)。

全島海岸地區人為土地利用開發現況，依據上述七大類型的判釋成果，示如圖 12。  

 

A、 工業港口航運區：主要集中於台灣島西半部海岸地區，如桃園縣、新竹縣市、苗栗縣、台中縣、

彰化縣、雲林縣、台南市、高雄市等海岸、部份於新北市(第一、第二、第四核電廠等)、基隆

市(基隆港)、屏東縣(第三核電廠)、花蓮縣(花蓮港)，美崙工業區，及台東縣等海岸。 

B、 漁港區：遍布於整個臺灣島，約 300 多個漁港，因臺灣島四面環海，漁業盛行，於新北市、基

隆市、宜蘭縣、嘉義縣、屏東縣等區域最為密集。 

C、 生物資源利用區：集中於西部海岸帶及東部沖積平原處。養殖池魚池主要以嘉義縣、台南市、

屏東縣，及東部平原區等最為密集；鹽田以嘉義縣、台南市為主；農田區以西部沿海為主，及

東部沖積平原處。 

D、 濱海觀光遊憩區：遍布於臺灣島沿海海岸。 

E、 風力發電機具區：集中在西部海岸，座落於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台中市、雲林縣等縣市。 

F、 建設開發區：西半部海岸人口密集，東半部海岸人口密集於河川沖積平原處。 

G、 事用地區：濱海軍事用地於北部、西部、南部及東部地區各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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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台灣本島各縣市海岸土地利用開發現況圖 (底圖來源:內政部國家土地測繪中心。) 

 

以下就臺灣本島沿海地區，分為：(I)新北、基隆海岸、(II)桃竹苗海岸、(III)中彰海岸、(IV)雲嘉南

海岸、(V)高雄海岸、(VI)屏東海岸、(VII)台東海岸、(VIII)花蓮海岸、(IX)宜蘭海岸，並簡述其濱海地

區土地利用開發現況。 

 

(I) 新北-基隆海岸 

新北-基隆海岸總長約 144 公里，基隆海岸約 18 公里。基隆海岸為岩石海岸，經海浪侵蝕後形

成海蝕平台、 海蝕崖、海灣和海岬等。濱海開發主要是以建設開發為主(約 24%)，因地形因素(多為山

區)使得發展腹地有限的情況下，城鄉發展(住家住宅開發、道路開發等)多集中於濱海地區，其次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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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源利用(約 8%)、工業港口航運及漁港(約 7%)、濱海觀光遊憩(約 4%)，及軍事用地(約 1.3%)等開

發(內政部營建署，2017)。新北市海岸長約 126 公里，淡水河口北岸至三貂角萊萊鼻間為岬灣交替出現

的海岸，早期在濱海平台上開闢多處九孔養殖場；淡水河口南岸八里至林口間，海岸帶開發密度高，

設有海岸遊憩區、工業砂石港、垃圾及汙水處理廠等。總括新北市濱海開發主要分三部份，第一部份

為林口至淡水河口，砂質海岸，主要是以工業港口航運為主(約 2%)，第二部份為淡水河口至基隆，岩

石海岸，主要以生物資源利用為主(約 13%)，第三部份為基隆至宜蘭段，同為岩石海岸，但主要以濱

海觀光遊憩為主(約 4%) (內政部營建署，2017)。 

 

(II) 桃竹苗海岸 

桃園海岸總長約 46 公里，從竹圍到新屋蚵殼港，屬砂質海岸。觀音、大園段海岸有各企業及團

體開發的工業區、工業港等，桃園中南段之濱海地區則為風機架設密集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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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營建署，2017)。 

新竹縣市海岸總長約 37 公里，除新竹漁港外，還有垃圾焚化廠、垃圾掩埋場、海水浴場等，濱

海開發主要以生物資源利用類型為主 (新竹縣：約 38%；新竹市：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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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機密度高，約為 2 支/公里。 

 

(III) 中彰海岸 

臺中海岸總長約 47 公里，濱海開發主要以生物資源利用為主(約 44%)，以農地(稻作、旱作、廢耕

地、果樹等，約占 41.64%)利用占多數。台中南段濱海地區，主要以工業、港區為主，佔濱海陸地面積

的 5%，風機密度約為 1 支/公里。 

彰化海岸長約 76 公里，沿海形成廣大潮埔地，濱海開發主要以生物資源利用為主(約 62%)，其中

以水產養殖佔 20%、農業用地佔 35%。彰化有彰濱工業區，佔濱海用地約 6%，設置於彰濱工業區的

風機有 67 支。 

 

(IV) 雲嘉南海岸 

雲林濱海地區開發主要以生物資源利用為主(約 59%)，其中以水產養殖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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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區易發生海水倒灌之風險增加。 

嘉義海岸線長約 41 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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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海岸總長約 69 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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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鹽分最高。 

 

(V) 高雄海岸 

高雄海岸總長約 81 公里，幾乎都已人為開發，濱海地區開發主要為生物資源利用為主(約 34%)，

其中以水產養殖佔約 25%最多。工業、港口航運用地佔約 22%，其次為軍事用地約 10%。高雄港、火

力發電廠、民營公司工廠等人工結構設施多 

。 

(VI) 屏東海岸 

屏東海岸總長約 170 公里，濱海地區開發主要為生物資源利用為主(約 20%)，其中農業用地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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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水產養殖約 6%，主要集中於西部區域的東港、林邊、佳冬一帶，海岸地區面臨養殖漁業擴張超

抽大量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地勢仍低漥，洪患頻率高，海水倒灌情形嚴重。恆春半島墾丁國家公園

區海岸民宿、旅館或渡假村陸續等觀光遊憩設施多。 

 

(VII) 台東海岸 

台東海岸長約 243 公里，主要為斷崖及礁石海岸偶有砂岸出現於岬角間，為臺灣最長之海岸線。

沿海開發大多集中於花東縱谷，而濱海土地使用僅開發約 8%，主要為生物資源利用為主約 4%，其次

為建設開發區約 3%、濱海觀光遊憩區約 0.5%、工業港口航運區約 0.4%。沿海產業多為農漁業，僅有

三個較具規模的漁港(成功、富岡、小港)。 

 

(VIII) 花蓮海岸 

花蓮海岸總長約 119 公里，濱海地區因地形特殊，大多集中於花東縱谷，而濱海土地使用僅開發

約 20%，主要為生物資源利用為主約 10%，工業港口航運區約 1%，濱海觀光遊憩區約 2%。 

 

(IX) 宜蘭海岸 

宜蘭海岸總長約 111 公里。可大致分為：礁溪斷層、蘭陽平原、蘇花斷層三段不同類型海岸。濱

海地區開發主要為生物資源利用為主(約 38%)，其中農業用地約 32%，以稻作最多，水產養殖約 4.3%，

另有約 2%海洋觀光遊憩區。 

 

此項分類的目的在於將來便於利用各地不同的土地利用現況，來考量海岸災害的可能受災體內

容，以便個別討論後退帶的訂定方式。計畫規劃之初，原擬參考使用的美國 FEMA 評估模式，可能僅

適用於較少開發的海岸地區。但全島海岸後退帶的規劃必須因地制宜，依目前各地海岸開發狀況來制

定後退帶規則，較能符合民眾期待。因此建議在比較少開發的地方，例如苗栗海岸，可立即依 FEMA

模式來劃設海岸後退帶，限制土地使用形式，以減少後續開發所造成的潛在災損。但在已經開發的海

岸段，例如台南海岸，後退帶的劃設將遭遇極大的阻力，應改以民眾教育方式，告知未來變遷的後果

及政府防災能力的限制之後，最後以公眾投票方式來選擇當地海岸的未來，並以減少對鄰近海岸造成

衝擊為目標。 

 

(五) 台灣海岸災害潛勢的分級 

 

本計畫同時亦將臺灣海岸各區域的地質自然條件(林宗儀，2015)、侵淤現況分佈(林宗儀，2012，

圖 9)、人工化海岸線比例(內政部營建署，2013)、海岸脆弱度(簡連貴等，2010)及濱海地區土地開發現

況(本研究，圖 12)等納入綜合評估考量，嘗試建立臺灣海岸災害潛勢的分級，藉以區分海岸後退帶區

劃的先後緩急。 

 

根據前人研究，臺灣海岸依大地構造及地質特性區分，為北部岩岸、西部砂岸、南部珊瑚礁岩岸，

及東部的斷層岩岸等四個區域，砂質海岸相對於岩石海岸更容易受到水動力、風等營力作用影響，造

成海岸的侵蝕或堆積。在當今氣候變遷的情境下，全球海水面的上升，強降雨、極端天氣(颱風)等事件

發生頻繁，且規模逐漸增強，西部平緩的砂質海岸最容易受到影響，並釀成災害，造成生命財產的損

失。 

林宗儀(2012)在臺灣海岸變遷監測分析報告中，根據不同時間尺度下對海岸的侵淤研究顯示，臺

灣北部、東部、南部海岸段變動不明顯，僅新北市福隆區及宜蘭平原於中長期尺度下，海岸有相對的

侵蝕。臺灣西部海岸則相對變動較明顯，持續侵蝕的海岸段為淡水河口南岸、新竹海岸、雲林海岸、

嘉義海岸南段、台南海岸、頂頭額沙洲，及高屏溪口南岸等處。高雄旗津海岸段也曾經有侵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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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人工化海岸線的比例(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2013；圖 13)顯示，新竹、苗栗、台中、彰

化、雲林、嘉義、高雄，及部份屏東海岸人為開發比例高(70%以上)；桃園、新北市、基隆、宜蘭、台

南海岸段人為開發為中等比例(35-70%)；屏東、台東、花蓮海岸人為開發較低(35%以下)。 

 

圖 13 台灣各縣市人工化海岸線比例圖 (底圖來源:Google Map。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2013。) 

 

簡連貴等(2010)分析海岸脆弱度指標(CVI)，是將天然災害發生機率、人口密度、地理暴露量、植

被覆蓋率、人類發展指數等五項評估指標，做一整合分析，並分類出五個等級：第一級為 CVI≦0.1，

脆弱程度為極低。第二級為 0.1<CVI≦0.3，脆弱程度低。第三級為 0.3<CVI≦0.5，脆弱程度中等。第

四級為 0.5<CVI≦0.7，脆弱程度高。第五級為 CVI>0.7，脆弱程度極高。因此等級愈高代表於極端氣

候事件等情況下，發生災害之風險愈高，愈要注意。從臺灣海岸整體趨勢顯示，西部海岸較東部海岸

脆弱，其中雲林、嘉義、台南、高雄海岸，及台東市附近海岸的脆弱度指標大於 0.7，屬第五級，脆弱

程度極高，最容易致災；桃園、新竹、宜蘭、台中、彰化、屏東及花蓮等，脆弱度指標具在有脆弱程

度中等以上 (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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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台灣各縣市海岸脆弱度圖 (底圖來源:內政部國家土地測繪中心。資料來源：簡連貴等，2010。) 

 

在經過上述資訊的綜整之後，本計畫嘗試建立臺灣各縣市海岸災害潛勢分級(如表 4)，分為極高、

高、中，低等四級。以下為四個等級的分級準則說明： 

1. 自然條件下為砂岸、海岸為侵蝕狀態、人工海岸比例高，且海岸脆弱程度極高時，表示海岸災害

潛勢等級為極高級，例如雲林縣及嘉義縣。 

2. 若自然條件為砂岸、海岸部分侵蝕狀態，部分變動不大、人工海岸比例屬高至中等，且海岸脆弱

程度範圍於極高至中等時，表示海岸災害潛勢等級屬於高級，如新竹縣市、台中市、彰化縣、台

南縣市及高雄市(包含高屏溪沖積平原)；若自然條件為岩岸、海岸部分侵蝕變動不大、人工海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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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範圍中等至較低，且海岸脆弱程度範圍於高至中等時，判定海岸災害潛勢等級亦屬於高級，如

蘭陽沖積平原、花蓮立霧溪至木瓜溪沖積平原，及台東縣卑南溪至知本溪沖積平原。 

3. 若自然條件為砂岸、海岸變動不大、人工海岸比例範圍高至中等，且海岸脆弱程度範圍於高至極

低時，表示海岸災害潛勢等級屬於中級，如桃園市、苗栗縣，及屏東縣(楓港溪以北)；若自然條件

為岩岸、海岸變動不大、人工海岸比例中等，且海岸脆弱程度為中等時，表示海岸災害潛勢等級

屬於中級，例如基隆市。 

4. 若自然條件為岩岸、海岸變動不大、人工海岸比例範圍中等至較低，且海岸脆弱程度範圍於中等

至極低時，表示海岸災害潛勢等級屬於低級潛勢區，例如新北市、屏東縣(楓港溪至旭海溪一帶)、

花蓮縣，及台東縣(圖 15)。 

 

圖 15 台灣海岸災害潛勢分級圖 (底圖來源:內政部國家土地測繪中心。註: 圖中「非常高」

為文中的「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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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臺灣各縣市海岸災害潛勢分級 (本計畫編製) 

 

 

 

 

 

各縣市 自然海岸分

類 

海岸侵淤現

況(林宗儀，

2012) 

人工海岸比

例  (資料來

源：內政部營

建署，2013) 

海岸脆弱度

分類(資料來

源：簡連貴

等，2010) 

海岸開發現

況(圖 12) 

海岸災害潛

勢等級分類

(圖 15) 

新北市 岩岸 

變化不大 

中等 低-極低 A、B、C、D、

F、G 

低 

基隆市 中等 中等 A、B、D、F、 

G 

中 

桃園市 砂岸 變化不大 中等 中等 A、B、C、D、

E、F 

中 

新竹縣市 新竹市侵 高 高-中等 A、B、C、D、

E、F、 G 

高 

變化不大 

苗栗縣 變化不大 高 中等-低 A、B、C、D、

E、F、G 

中 

台中市 變化不大 高 高-中等 A、B、C、D、

E、F、  

高 

彰化縣 變化不大 高 高-中等 A、B、C、D、

E、F 

高 

雲林縣 侵 高 極高-高 A、B、C、D、

E、F 

極高 

嘉義縣 侵 高 極高 B、C、D、F 極高 

台南縣市 侵 中等 極高-中等 A、B、C、D、

F 

高 

高雄市 侵 高 極高-中等 A、B、C、D、

F、G 

高 

屏東縣楓

港 

高屏溪口侵 高 至枋寮：高-

中等 

A、B、C、D、

F 

沖積平原：高 

變化不大 枋 寮 - 楓 港

溪：高-極低 

中 

屏東縣楓

港至旭海

方向 

珊瑚礁岩岸 變化不大 較低 恆春 (墾丁 )-

滿州(港口溪)

中等 

A、B、C、D、

F 

低 

低-極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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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續)、臺灣各縣市海岸災害潛勢分級  (本計畫編製) 

 

 

在全球氣候暖化，全球海水面不斷上升且極端天氣颱風、強降雨等事件發生的頻率加劇的情境

下，海岸侵蝕(濱線後退)加速，影響海岸沿岸的工廠、設施和居住民眾，及海岸地區災害的規模增大、

發生頻率也增高，對於海岸社區的災害風險衝擊，是我們必需正視的課題。 

 

(六) 苗栗、台南兩處示範點位的規劃 

 

本計畫分別在苗栗和台南各選一段海岸，作為後退帶規劃的示範的討論點位。苗栗海岸是選竹南

鎮龍鳳漁港南北岸為示範點。苗栗縣竹南鎮原有發育良好的沙丘，但隨者時代的進步，人為活動逐漸

破壞沙丘，沙丘防禦功能逐漸消失。龍鳳漁港北岸多有風機建設，於過去 60 年來(1956 年至 2015 年)

海岸逐漸向陸地縮減(-)約 426 公尺，海岸侵蝕平均速率約 -7.11m/yr，近 20 年(1996 年至 2015 年)來海

岸逐漸向陸地縮減(-)約 46 公尺，海岸侵蝕平均速率約 -1.87m/yr，如圖 16 所示；龍鳳漁港南岸較少人

為破壞，過去 60 年來(1956 年至 2015 年)海岸逐漸向陸地縮減(-)約 397 公尺，海岸侵蝕平均速率約 

-6.61m/yr，近 20 年(1996 年至 2015 年)來海岸逐漸向陸地縮減(-)約 8 公尺，海岸侵蝕平均速率約 

-0.45m/yr，如圖 17 所示。 

漁港北岸未來 20 年海岸後退之最大距離為 109 公尺，未來 60 年海岸後退之最大距離為 328 公尺，

北岸海岸緩衝帶劃設距離為 109 公尺<災害緩衝帶<328 公尺(圖 16)，因此盡量於災害緩衝帶 328 公尺

內不要有居民居住，停止建設風機、盜採砂土等，接著調查植被種類及生長狀況等，保護沙丘植被，

藉沙丘保育厚植防災實力；南岸未來 20 年海岸後退之最大距離為 55 公尺，未來 60 年海岸後退之最大

距離為 165 公尺，南岸海岸緩衝帶劃設距離為 55 公尺<災害緩衝帶<165 公尺(如圖 17)，因此南岸於 165

公尺內盡量不要有人為破壞(如:風機建設等挖沙除草行為)等。讓自然作用在這個空間內(災害緩衝帶)

儘量不受到人為的干擾，並且人類也遠離易致災的地帶，減少災害的損失。 

各縣市 自然海岸分

類 

海岸侵淤現

況(林宗儀和

翁 健 三 ，

2012) 

人工海岸比

例  (資料來

源：內政部營

建署，2013) 

海岸脆弱度

分類(資料來

源：簡連貴

等，2010) 

海岸開發現

況(圖 12) 

海岸災害潛

勢等級分類

(圖 15) 

宜蘭縣 斷層岩岸 蘭陽溪南側

侵蝕-變化不

大 

中等 蘭陽平原：高 A、B、C、D、

F、G 

蘭陽平原：高 

中等-非常低 低 

花蓮縣 變化不大 較低 立霧溪-木瓜

溪：高 

A、B、C、D、

F、G 

立霧溪-木瓜

溪一帶：高 

中等-非常低 低 

台東縣 變化不大 較低 卑南溪-知本

溪：高 

中等-非常低 

A、B、C、D、

F、G 

卑南溪-知本

溪一帶：高 

低 

屏東縣旭

海溪至台

東 

變化不大 較低 非常低 B、D、F、 G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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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西部海岸原本有許多發育良好且連續的前列沙丘，沙丘可以作為天然的海岸防護堤，抵擋暴

潮高水位對後側海岸低窪地區所可能造成的淹水災害等，因此發育良好且連續的前列沙丘（foredune）

可說是保護海岸的最佳屏障。但 2016 年曾有新聞報導，苗栗縣苑裡的海岸沙丘，因為居民反映沙丘飛

砂帶來居家的困擾問題，竟藉議員的權力，促使政府將沙丘夷平。殊不知此乃招災引禍之舉，建議目

前仍有較佳沙丘環境的縣市，例如桃園市、宜蘭縣、苗栗縣等縣市，宜好好保護沙丘。海岸後退帶的

劃設，主要預留沙丘移動所需的空間，再配合後退帶陸側邊界的防風林帶建設，自然可以隔離飛砂為

人類居家帶來的困擾。 

 

 

圖 16 龍鳳漁港北岸 1996-2015 年海岸線變化及未來 20、60 年海岸線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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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龍鳳漁港南岸 1996-2015 年海岸線變化及未來 20、60 年海岸線變化圖 

 

台南海岸是選南區的黃金海岸做為示範討論，這段海岸在過去幾十年來，破壞防風林、開闢道路、

水產養殖場，並在沿岸區建設商場、築堤防、置放消波塊、設置突堤等，是人工結構物設施極高的地

區，也是人口居住密度很高的區域。這地區的海岸在過去 60 年(1956 年至 2015 年)，海岸線是向海側

推進(+)約 22 公尺，也就是陸地面積增加，海岸向外堆積平均速率約 0.37m/yr；但近 20 年來(1996 年

至 2015 年)海岸卻是快速向陸地縮減，縮減(-)約 57 公尺，海岸侵蝕平均速率約 -2.34 m/yr (圖 18)。 

估計在全球氣候暖化、海水面不斷上升的情況下，黃金海岸未來 20 年海岸後退之最大距離為 98.65

公尺，未來 60 年海岸後退之最大距離為 295.96 公尺，因此這個區域的海岸後退緩衝帶劃設距離為 99

公尺<災害緩衝帶<296 公尺(圖 18)。盡量於 296 公尺內不要從事商場飯店的建設，也不要持續人為的

干擾(如增設堤防、突堤、離岸堤等)，不當的硬性工法，不但不能保護海岸，反而會加速沙灘的消失，

提高居民、遊客生命財產損失之風險，因此於災害緩衝帶區域，應降低人為工程設施的建置，還地於

自然，讓海岸自然達到動態平衡。不但可以因為沙灘的保留而降低災害，人類也可以遠離易致災的地

帶，減少生命財產的損失。但此等概念在民眾未能充分理解之前，反對抗爭的聲浪必大，因此具體可

行的做法是建議改以民眾教育方式，告知未來變遷的後果及政府防災能力的限制之後，最後以公眾投

票方式來選擇當地海岸的未來，並以減少對鄰近海岸造成衝擊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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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台南黃金海岸 1996-2015 年海岸線變化及未來 20、60 年海岸線變化圖。 

 

(七)  台灣海岸環境認知與未來海岸防護作為認同度調查 

 

台灣民眾海岸災害環境識覺調查，主要是要研究沿海社區對海岸後退帶的接受度及看法等。分析

並討論評估劃設過程可能遭遇的困難和問題解決方法等，以為後續提供中央及地方縣市相關災害防

救單位在災害預防及應變的行動規劃及作為長期海岸土地使用規劃與管理的參考。本次問卷總

共回收份數 593 份，有效份數 520 份。問卷內容包含二部分，主要是調查台灣民眾對海岸環境之認知

與看法，以及民眾對傳統硬性工法、調適的軟性工程防禦方法與非工程治理方法的支持意向。 

 

第一部份問卷調查分析的結果，填答的民眾不論自認居住在沿海(23%)或內陸(77%)，絕大部分(91%)

都能清楚所謂海岸不僅是海陸交界那條線，而是一個包含往陸地與海洋延伸的帶狀區域，並且清楚海

岸帶範圍隨時在變動(98%)，這種變動可能是堆積，也可能是侵蝕(93%)。在海岸防護方法的可複選選

項中，有 78%認為不要隨意破壞海岸的自然平衡作用很重要，69%認為不破壞海岸沙丘可以防護海岸，

64%選擇種植防風林，另外認為海岸附近儘量不要蓋房子也可以做到海岸防護者也有 55%。其他如架

設固砂籬有 34%，建堤防、離岸堤、放置消波塊、放置沙腸(沙袋)等則都在 30%以下。這樣的結果和

緊接著填答的問題交互比對顯示，大多數填答者認為比較自然的防護工法會比較適合保護海岸、減緩

侵蝕，以自然環境的防災能力為基礎或對自然環境干擾較少的工法，如海岸沙丘、防風林、海岸禁建

等相較獲得較高的認同。而選擇用人為方式佈設海岸工程設施的方法如建堤防、離岸堤、放置消波塊、

放置沙腸(沙袋)等方式的比例相對少很多。多數人認為消波塊破壞景觀，應儘量減少投放，以維持海岸

的自然景觀。同時也認為在海邊應盡量不要投資從事商業行為（雜貨店、飯店、餐廳），也就是儘量

不要蓋房子、開商店、旅館等，儘量降低開發強度，自可降低災害風險。但在比較高年齡層，45 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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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65 歲者，相較於其他年齡層則仍有較高的比例 (45-55 有 21%, 55-65 有 15%, 其餘年齡層 35-45 有

10%, 25-35 只有 3%, 15-25 有 6%) 同意建置堤防和投放消波塊是可以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第二部分的問卷調查，是搭配各種防護工法的圖片來讓民眾填答，A 圖部分為台灣目前在海岸使

用的硬性工法，例如消波塊、海堤、突堤和離岸堤等人工結構物。B 圖部分為調適傳統工程防禦方法，

又稱軟性(柔性)工法，如人工養灘、沙丘復育等。C 圖部份是非工程治理的方法，以國外案例，說明透

過將海岸後退帶內的建築物搬移至內陸，以避免海岸侵蝕帶來的危害與風險。這部分調查分析的結果

顯示在看到 A 圖後支持傳統海岸工法要改變的佔 79％，看到 A 圖後覺得海岸管理必須更嚴謹，包括不

隨意建設、亂丟垃圾等佔 93％。基本上填答者認為海岸硬性工法會影響海岸景觀，需多加考慮其實施

之必要性。B 圖部分是軟性工法，是傳統硬性工法的一種調適作為，與 A 圖部分相比較，有 70%的填

答者，認為軟性工法對於海岸景觀與生態的保護性較佳，填答者有 77％就支持使用這種調適的軟性工

法來加強海岸防護。C 圖部分是關於海岸後退帶劃設的接受程度，只有 13％的人認為非必要，但相較

有 75％認為可以實施並且願意配合。甚至有 61％的人認為若自身的財產在海岸後退帶劃設範圍內，仍

然願意配合遷移。但認為非必要的民眾當中，年齡層在 45-55 歲和 55-65 歲者則有較高的比例(皆為

23%)。整體而言，對於劃設海岸後退帶以達到減災與海岸永續目標的政策，總共有 81％的人願意支持，

若拿調適的軟性工法與海岸後退帶劃設來比較，有 22％的民眾會選擇調適的軟性工法，年齡層在 55-65

歲者，更高達 46%。另外有 31％會選擇劃設海岸後退帶，但有 76％的人認為若兩者能互相配合將會更

好。 

綜合以上對於劃設後退帶的社會回應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民眾在提高海岸的科學認知與瞭解氣候

變遷的後果之後，願意在政府的後退帶規劃及補助下配合遷移的比例已經大幅增高，傳統硬性工法不

再是唯一選項。和傳統的工法比較，調適的軟性工法也有較多人支持，主要從景觀與生態的維護來考

量。而總計大約有 75%的比例，希望能以調適的工法(例如人工沙丘復育)，來搭配海岸後退帶的劃設，

以同時兼顧海岸景觀、生態的保護及海岸地區人命與財產的安全防護，將氣候變遷所導致的未來災害

潛勢降到最低。 

 

六、結論與建議 

在本研究的全島海岸訪查中，也發現在林宗儀(2012)的研究報告中所稱的侵蝕熱點，多數海岸線仍

持續後退當中，例如嘉義好美寮地區和其南側的台南雙春海岸(圖 19)和七股的頂頭額汕海岸，在近幾

年間海岸後退情形依然嚴重。但海岸的防護工作則仍然以海堤或突堤的工程佈置為對策，甚至地方政

府為了發展觀光休閒，也持續在海岸地區花費不少公帑，努力建設辦公室及各種遊憩設施。完全無視

海岸侵蝕後退的事實，仍然在緊鄰海岸濱線的附近，積極進行促進旅遊的投資計畫，對於海岸土地利

用管理及災害的防護與環境的保護，做了不良的示範。而在東南亞的越南海岸，也有相同的情況，以

本計畫蒐集的國外資料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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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5 年間訪查的中部古城會安(Hoi An)的海岸為例，

可以見到地方為了搭配會安名列聯合國世界襲產文化古蹟所帶起的觀光熱潮，募來大批資金在緊鄰海

岸的土地開闢許多的休閒度假村，但在氣候變遷、海水面上升、海岸濱線後退的情境下，也見到多處

防護的海堤傾倒，臨海側的旅館房舍地基被掏空、房舍破損塌陷(圖 20)的情景。許多開發案也因而中

止，形同廢墟。因此在氣候變遷海水面上升的情境下，許多國家都面臨相同的危機。但如果心態上不

能做調適，防災思維不能改變，則災難悲劇仍將持續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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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台南北門的雙春海岸(照片朝北方向拍攝)在 2010 年梅姬颱風前（上左，拍攝日期是 2010 年

10 月 10 日）後（上右：拍攝日期是 2010 年 11 月 13 日）之照片比較，原沙包前緣臨海側的沙灘

和沙包盡頭處沙丘，都有明顯侵蝕。下方照片拍攝日期是 2015年 02月 10日，三張照片中紅色圓

圈標記的扶梯欄桿位置大致相當，可明顯看出海岸受到嚴重侵蝕。 

 

圖 20  越南中部會安古城的海岸觀光開發招致災損 (林宗儀，2015.09.08 拍攝) 

 

本研究透過國外經驗的學習，調查台灣西部砂岸之災害脆弱度，並擇取苗栗及台南兩處侵蝕熱點

區段進行後退帶試驗劃設，並藉由研究過程的經驗，提供本島後續全島海岸規劃災害緩衝後退帶之建

議，是未來面對氣候變遷情境下，海岸災害治理實作的重要第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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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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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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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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非工程治理

的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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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度對於劃設後退帶的社會回應問卷調查結果亦顯示，總計大約有 75%的比例，

希望能以調適的軟性工法(例如人工沙丘復育)，來搭配海岸後退帶的劃設，以同時兼顧海岸景觀、生態

的保護及海岸地區人命與財產的安全防護，將氣候變遷所導致的未來災害潛勢降到最低，傳統硬性工

法已不再是唯一選項。但從調查分析中也顯示，年齡層較高(45-65 歲之間)的民眾，認為海岸後退帶的

劃設是不必要的比例，也較其他年齡層的比例高，顯見年齡較高者要改變傳統工程思維還需要更長的

時間及更多的海岸科學教育來成就。總體而言，民眾在提高海岸的科學認知與瞭解氣候變遷的後果之

後，願意在政府的後退帶規劃及補助下配合遷移的比例也已經大幅增高。和傳統的工法比較，調適的

軟性工法也有較多人支持，主要從景觀與生態的維護來考量。 

 

研究中發現在上個世紀的前半，海岸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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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線的變動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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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直接引用百年後退速率推估未來變動，未必

恰當。示範點位以先期研究從國外經驗的學習與累積，以海岸線近 60 年和近 20 年的變遷來推估適當

的海岸後退帶或災害緩衝帶，建議將來或可搭配推估的百年重現期潮位高程等資料，進一步做修訂劃。

由於本計畫海岸後退帶規劃的目標在於防災、減災及維持生態系統，因此建議全島海岸必須因地制宜，

依目前各地海岸開發狀況來制定後退帶規則，較能符合民眾期待。是故另外進行全台海岸帶開發現況

調查，建議在比較少開發的地方，劃設海岸後退帶，限制土地使用形式，以減少後續開發所造成的潛

在災損。而在已經完全開發的海岸段，建議改以民眾教育方式，告知未來變遷的後果及政府防災能力

的限制之後，最後以公眾投票方式來選擇當地海岸的未來，並以減少對鄰近海岸造成衝擊為目標。 

 

對於氣候變遷下的海岸變遷，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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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的管理應植基於對於環境自然作用的科學認知，我國的海岸管理法自 2015 年 2 月立

法通過之後，各項相關子法規定的研議及海岸管理整體計畫書之研訂結果，也已在 2017 年 2 月完成公

告。本研究案的研究成果和建議，在整個法規制定過程中，已透過計畫主持人在各項審議會議中的表

述，實質協助解決海岸土地利用、海岸保護及防護計畫在討論訂定階段的許多紛爭，為環境公共治理

樹立典範。目前正在進行中的各一、二級海岸防護區的防護計畫，水利主管機關及各相關地方政府，

更應瞭解民眾已不再迷信傳統的硬性工法，改以調適的軟性工法(例如人工沙丘復育)，搭配海岸後退

帶的劃設，可以同時兼顧海岸景觀、生態的保護及海岸地區人命與財產的安全防護，將氣候變遷所導

致的未來災害潛勢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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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科技部「台灣海岸帶變遷與海陸交互作用研究－科學基礎與社會關連-氣候變遷下海岸防

禦的非工程治理:海岸後退帶的試驗規劃與社會回應研究」 

【問卷調查網路版】 

第一部分 

親愛的大眾，您好： 

非常感謝您協助填寫問卷，這一部份問卷主要目的是想了解您對「海岸」的認知，及關心程度，

您所填答的內容，將作為學術研究的用途，絕對不會對外公開，所以請您安心作答。 

不好意思花您一些時間，請您仔細閱讀每個題目並作答，請不要漏寫任何一題，再次感謝您的協

助。 

敬祝  平安順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理系林宗儀海岸研究室  工作團隊敬上 

電話：(02)7734-1659  Email: aeolin@ntnu.edu.tw  

 

【基本資料】 請你依照個人狀況來回答問題，並在適當的欄位中打「V」。 

年齡：□15~25  □25~35  □35~45  □45~55  □55~65  □65~75  □75~85  

居住地區：□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新竹市 □新竹縣 □基隆市 □苗栗縣 □台中市 □彰化縣 □雲林

縣 □南投縣 □嘉義市 □嘉義縣 □台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澎湖縣 □金

門縣 □連江縣 

居住區域：□沿海地區 □內陸地區 

性別：□男  □女     

教育程度： 

□(1)國中（含）以下  □(2)高中/高職  □(3)大學/專科學校 □(4)碩士、博士（含以上） 

職業：  

□(1)一般機關團體公司行號人員 □(2)農牧業 □(3)漁業□(4)木材森林業、礦業採石業 □(5)交通運輸業 

□(6)餐旅業 □(7)建築工程業 □(8)製造業□(9)新聞廣告業 □(10)衛生保健業 □(11)娛樂業 □(12)文教機

關 □(13)宗教團體 □(14)公共事業□(15)一般商業 □(16)服務業 □(17)家庭管理 □(18)治安人員 □(19)軍

人 □(20)資訊業 □(21)職業運動員 □(22)學生 □(23)其他或待業中 

mailto:horizons3198@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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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認知】 

1.您認為海岸包含的範圍有？ 

  □(1)海灘  □(2)海洋與陸地交界處 □(3)海洋與陸地交接處，包含往陸地與海洋的延伸區域 □(4)不知道 

2. 下列選項何者與您的認知相符？ 

  □(1)海岸是會隨著時間不停變動的  □(2)海岸範圍是固定且不會變動的   

□(3)不確定 

3.您認為海岸變遷的狀況是？ 

 □(1)海岸只會不斷堆積而變大不會變小  

□(2)海岸只會不斷被侵蝕而變小不會變大 

□(3)海岸會隨時空變化時而變大時而變小  

□(4)不知道沒興趣了解 

4.您認為氣候變遷會不會對海岸造成影響？ 

  □(1)會  □(2)不會  □(3)不知道沒興趣 

5.您認為要保護海岸土地的方法有哪些？(可複選) 

  □(1)放置消波塊  □(2)建置海岸堤防、離岸堤  □(3)不破壞沙丘  □(4)自然     環境下海岸本來就會變

動，所以不要隨意破壞海洋動力作用，靜等動態平衡  □(5)海岸邊盡量不要蓋房子  □(6)海岸侵蝕處放

置沙腸或沙袋 □(7)沙丘侵蝕處架設固沙籬、種植防風林 □(8)沒興趣知道  □(9)不知道但有興趣了解 

**【填答說明】請判斷下述狀況，並依照你個人的同意程度在適當的欄位中打「ˇ」。（「非常同意」

包含 90%以上，「同意」約 70%，「普通」約 50%，「不同意」約 30%，「非常不同意」則在 10%

以下。） 

題目 

非常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同

意 

非常不

同意 

5 4 3 2 1 

1. 我覺得氣候變遷與海岸變遷沒有關係 □ □ □ □ □ 

2. 我覺得海岸與我的生活沒有關係 □ □ □ □ □ 

3. 我住的地方不靠海，不需要關心海岸變化 □ □ □ □ □ 

4. 我覺得不管住在哪裡，海岸的變遷是需要關心的議題 □ □ □ □ □ 

5. 我覺得建置堤防、放消波塊，是保護海岸最好的辦法 □ □ □ □ □ 

6. 我覺得海邊盡量不要蓋房子或開商店(雜貨店、飯店、餐廳)

以降低風險 
□ □ □ □ □ 

7. 我覺得所謂的海岸美景應該要盡量保持天然景觀 □ □ □ □ □ 

8. 我覺得海岸建置堤防或放置消波塊，可以保護我們生命財

產不受威脅 
□ □ □ □ □ 

9. 我覺得放置消波塊或建置堤防、離岸堤，可以固定海岸維

持不變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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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覺得海岸被侵蝕就是要放消波塊擋海浪，若一層不足可

再多投放 
□ □ □ □ □ 

11. 我覺得海岸不應該都是消波塊或是水泥海堤，應該要維持

自然狀態 
□ □ □ □ □ 

第二部分 

親愛的大眾，您好： 

非常感謝您協助填寫第一部份的問卷，第二部份問卷主要目的是想了解您對「海岸人工結構物(含

消波塊、防波堤等)、現行的柔性工法(含沙腸、沙袋、固沙籬、防風林等)以及劃設海岸後退帶」的認

同程度。因此請您填答以下問題，您所填答的內容，將作為學術研究的用途，絕對不會對外公開，所

以請您安心作答。 

不好意思花您一些時間，請您仔細閱讀每個題目並作答，請不要漏寫任何一題，再次感謝您的協

助。 

敬祝  平安順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理系林宗儀海岸研究室  工作團隊敬上 

電話：(02)7734-1659  Email: aeolin@ntnu.edu.tw  

A、海岸防禦現況(圖示) 

目前臺灣因應氣候變遷下對海岸的防禦是用傳統硬性工法-消波塊、海堤、突堤等硬體工法來實

施，短期可以暫時保護海岸，但是長期可能會使自然環境無法達到平衡。 

 

 

B、調適傳統工程防禦方法-案例(圖示) 

mailto:horizons3198@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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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人工養灘、沙丘復育(天然沙丘保護、人工沙丘) https://pwbgis.kcg.gov.tw/shitzwan/beach_idea.aspx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C、非工程治理的方法-國外案例(圖示) 

規劃劃設海岸後退帶-透過海岸土地經營管理的方式，降低海岸災害損失。以國外 Cape Hatteras 

Lighthouse 為例：因海岸持續後退，因此將海岸後退帶內的建築物(燈塔)向內陸撤退 300 多公尺，以降

低災害發生，簡單來說就是將房舍往內陸搬遷以避免海岸侵蝕影響。 

 

 

https://pwbgis.kcg.gov.tw/shitzwan/beach_ide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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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說明】請判斷下述狀況，並依照你個人的同意程度在適當的欄位中打「ˇ」。（「非常同意」

包含 90%以上，「同意」約 70%，「普通」約 50%，「不同意」約 30%，「非常不同意」則在 10%

以下。）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5 4 3 2 1 

1. 看到海岸防禦現況(A)圖片時，我覺得我和海岸的距離非常親近 □ □ □ □ □ 

2. 看到海岸防禦現況(A)圖片時，我根本就不知道是哪裡的海邊，每

一個區域都是消波塊、水泥塊，都差不多 
□ □ □ □ □ 

3. 我覺得海岸防禦的方式必須要改變，不能再繼續使用消波塊、堤

防等傳統工法 
□ □ □ □ □ 

4. 看到海岸防禦現況(A)圖片時，我覺得海岸管理上必須更嚴謹(例

如：不隨意建設、不隨意亂丟垃圾等) 
□ □ □ □ □ 

5. 看到調適傳統工程防禦方法(B)圖片時，我覺得傳統硬體工法不僅

破壞海岸景觀，還破壞生態 
□ □ □ □ □ 

6. 看到調適傳統工程防禦方法(B)圖片時，我覺得我比較喜歡這種方

式保護海岸 
□ □ □ □ □ 

7. 看到調適傳統工程防禦方法(B)圖片時，我會支持用此方式加強海

岸防禦 
□ □ □ □ □ 

8. 看到上述「非工程治理的方法-海岸後退帶的劃設」，我覺得沒有

必要這麼做 
□ □ □ □ □ 

9. 看到非工程治理的方法-海岸後退帶的劃設，我覺得可以實施並配

合  
□ □ □ □ □ 

10. 對於海岸後退帶的劃設，儘管我在海岸的財產(如：房子)會因此

受到影響，我仍願意配合    
□ □ □ □ □ 

11. 看到非工程治理的方法-海岸後退帶的畫設(C)，我會支持這項政

策，以減少災害發生，並達到海岸永續目的 
□ □ □ □ □ 

12. 看到調適傳統工程防禦方式(B)及非工程治理的方法(C)，我只想

選擇調適傳統工程防禦方式(B) 
□ □ □ □ □ 

13. 看到調適傳統工程防禦方式(B)及非工程治理的方法(C)，我只想

選擇非工程治理的方法(C) 
□ □ □ □ □ 

14. 看到調適傳統工程防禦方式(B)及非工程治理的方法(C)，我覺得

兩者政策相互配合會更好，我更支持 
□ □ □ □ □ 

★本問卷到此結束，再次感謝您的幫忙與協助★ 

【麻煩你檢查是否有遺漏未答的題目，如果有，煩將題目填答完畢，衷心感謝你的協助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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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科技部「台灣海岸帶變遷與海陸交互作用研究－科學基礎與社會關連-氣候變遷下海岸防

禦的非工程治理:海岸後退帶的試驗規劃與社會回應研究」 

【問卷調查紙本版】 

第一部分 

親愛的大眾，您好： 

非常感謝您協助填寫問卷，這一部份問卷主要目的是想了解您對「海岸」的認知，及關心程度，

您所填答的內容，將作為學術研究的用途，絕對不會對外公開，所以請您安心作答。 

不好意思花您一些時間，請您仔細閱讀每個題目並作答，請不要漏寫任何一題，再次感謝您的協

助。 

敬祝  平安順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理系林宗儀海岸研究室  工作團隊敬上 

電話：(02)7734-1659  Email: aeolin@ntnu.edu.tw  

 

【基本資料】 請你依照個人狀況來回答問題，並在適當的欄位中打「V」。 

年齡：□15~25  □25~35  □35~45  □45~55  □55~65  □65~75  □75~85  

居住區：□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新竹市 □新竹縣 □基隆市 □苗栗縣 □台中市 □彰化縣 □雲林縣 

□南投縣 □嘉義市 □嘉義縣 □台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澎湖縣 □金門

縣 □連江縣 

居住區域：□沿海地區 □內陸地區 

居住時間：□未滿 1 年  □1~5 年  □5~10 年  □10~15 年  □15~20 年  □>20 年 

性別：□男  □女     

教育程度： (含正在研讀中) 

□(1)高中（含）以下  □(2)專科、大學  □(3)碩士、博士 

職業：  

□(1)一般機關團體公司行號人員 □(2)農牧業 □(3)漁業□(4)木材森林業、礦業採石業 □(5)交通運輸業 

□(6)餐旅業 □(7)建築工程業 □(8)製造業□(9)新聞廣告業 □(10)衛生保健業 □(11)娛樂業 □(12)文教機

關 □(13)宗教團體 □(14)公共事業□(15)一般商業 □(16)服務業 □(17)家庭管理 □(18)治安人員 □(19)軍

人 □(20)資訊業 □(21)職業運動員 □(22)學生 □(23)其他或待業中 

mailto:horizons3198@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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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認知】 

1.您認為海岸包含的範圍有？ 

  □(1)海灘  □(2)海洋與陸地交接處向陸地延伸 □(3)不知道沒興趣 

2. 下列選項何者與您的認知相符？ 

  □(1)海岸範圍是固定且不會變動的  □(2)海岸會隨著時間不停變動   

□(3)不確定 

3.您認為海岸變遷的狀況是？ 

  □(1)海岸只會變大(堆積)不會變小(侵蝕)  □(2)海岸只會一直變小不會變大   

  □(3)海岸應該隨時空變化下時而變大時而變小  □(4)不知道沒興趣了解 

4.您認為氣候變遷會不會對海岸造成影響？ 

  □(1)會  □(2)不會  □(3)不知道沒興趣 

5.您認為要保護海岸土地的方法有哪些？(可複選) 

  □(1)放置消波塊  □(2)建置海岸堤防、離岸堤  □(3)不破壞沙丘  □(4)自然環境下 

  海岸本來就會變動，所以不要隨意破壞海洋動力作用，靜等動態平衡  □(5)海岸邊 

  盡量不要蓋房子  □(6)海岸侵蝕處放置沙腸或沙袋 □(7)沙丘侵蝕處架設固沙籬、種植 

  防風林 □(8)沒興趣知道  □(9)不知道但有興趣了解 

**【填答說明】請判斷下述狀況，並依照你個人的同意程度在適當的欄位中打「ˇ」。（「非常同意」

包含 90%以上，「同意」約 70%，「普通」約 50%，「不同意」約 30%，「非常不同意」則在 10%

以下。） 

題目 

非常

同意 

同

意 

普

通 

不同

意 

非常不

同意 

5 4 3 2 1 

1. 我覺得住在內陸不需要關心海岸變化 □ □ □ □ □ 

2. 我覺得海岸與我的生活沒有關係 □ □ □ □ □ 

3. 我覺得不管住在哪裡，海岸的變遷是需要關心的議題 □ □ □ □ □ 

4. 我覺得保護海岸最好的辦法就是建置堤防、放消波塊 □ □ □ □ □ 

5. 我覺得為了降低風險海岸邊盡量不要蓋房子、或開商店(雜貨

店、飯店、餐廳) 
□ □ □ □ □ 

6. 我覺得海岸海岸美景應該是盡量保持天然景觀 

海岸美景應該是盡量保持天然景觀 
□ □ □ □ □ 

7. 我覺得海岸建置堤防或放置消波塊，對我們生命財產沒有威脅 □ □ □ □ □ 

8. 我覺得只要放置消波塊或建置堤防、離岸堤，海岸就會維持不

變 
□ □ □ □ □ 

9. 我覺得海岸被侵蝕就是要放消波塊擋浪，如果一層不夠再放一

層，完全不會危害到自然生態及自然美景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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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覺得海岸不應該都是消波塊或是水泥海堤，應該要維持自

然狀態 
□ □ □ □ □ 

第二部分 

親愛的大眾，您好： 

非常感謝您協助填寫第一部份的問卷，第二部份問卷主要目的是想了解您對「海岸人工結構物(含

消波塊、防波堤等)、現行的柔性工法(含沙腸、沙袋、固沙籬、防風林等)以及劃設海岸後退帶」的認

同程度。因此請您填答以下問題，您所填答的內容，將作為學術研究的用途，絕對不會對外公開，所

以請您安心作答。 

不好意思花您一些時間，請您仔細閱讀每個題目並作答，請不要漏寫任何一題，再次感謝您的協

助。 

敬祝  平安順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理系林宗儀海岸研究室  工作團隊敬上 

電話：(02)7734-1659  Email: aeolin@ntnu.edu.tw  

A、海岸防禦現況(圖示) 

目前臺灣因應氣候變遷下對海岸的防禦是用傳統硬性工法-消波塊、海堤、突堤等硬體工法來實

施，短期可以暫時保護海岸，但是長期可能會使自然環境無法達到平衡。 

 

B、調適傳統工程防禦方法-案例(圖示) 

利用人工養灘、沙丘復育(天然沙丘保護、人工沙丘) https://pwbgis.kcg.gov.tw/shitzwan/beach_idea.aspx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mailto:horizons3198@yahoo.com.tw
https://pwbgis.kcg.gov.tw/shitzwan/beach_ide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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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非工程治理的方法-國外案例(圖示) 

規劃劃設海岸後退帶-透過海岸土地經營管理的方式，降低海岸災害損失。以國外 Cape Hatteras 

Lighthouse 為例：因海岸持續後退，因此將海岸後退帶內的建築物(燈塔)向內陸撤退 300 多公尺，以降

低災害發生，簡單來說就是將房舍往內陸搬遷以避免海岸侵蝕影響。

 

**【填答說明】請判斷下述狀況，並依照你個人的同意程度在適當的欄位中打「ˇ」。（「非常同意」

包含 90%以上，「同意」約 70%，「普通」約 50%，「不同意」約 30%，「非常不同意」則在 1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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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非常

同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常

不同

意 

5 4 3 2 1 

1. 看到海岸防禦現況(A)圖片時，我沒有什麼感覺，甚至覺得非常美

麗 
□ □ □ □ □ 

2. 看到海岸防禦現況(A)圖片時，我覺得海岸很有距離，很髒亂 □ □ □ □ □ 

3. 看到海岸防禦現況(A)圖片時，我根本就不知道是哪裡的海邊，每

一個區域都是消波塊、水泥塊，都一樣 
□ □ □ □ □ 

4. 看到海岸防禦現況(A)圖片時，我覺得海岸防禦的方式必須要改

變，不能再繼續使用傳統硬性(消波塊、堤防)工法 
□ □ □ □ □ 

5. 看到海岸防禦現況(A)圖片時，我覺得海岸管理上必須更嚴謹(例

如:不隨意建設、不隨意亂丟垃圾等) 
□ □ □ □ □ 

6. 看到調適傳統工程防禦方法(B)圖片時，我覺得傳統硬體工法不僅

破壞海岸景觀，還破壞生態 
□ □ □ □ □ 

7. 看到調適傳統工程防禦方法(B)圖片時，我覺得我比較喜歡這種方

式保護海岸 
□ □ □ □ □ 

8. 看到調適傳統工程防禦方法(B)圖片時，我會支持用此方式加強海

岸防禦 
□ □ □ □ □ 

9. 看到非工程治理的方法-海岸後退帶的劃設，如圖(C)一樣將重要

設施或住家搬離海岸，我覺得沒必要這麼做  
□ □ □ □ □ 

10. 看到非工程治理的方法-海岸後退帶的劃設(C)，我覺得可以實施

並配合，儘管原本位於海邊的財產可能會受到影響，如直接遭受

海浪的衝擊，但是人的生命沒有影響    

□ □ □ □ □ 

11. 看到非工程治理的方法-海岸後退帶的畫設(C)，我會支持這項政

策，以減少災害發生，並達到海岸永續目的 
□ □ □ □ □ 

12. 看到調適傳統工程防禦方式(B)及非工程治理的方法(C)，我只想

選擇調適傳統工程防禦方式(B) 
□ □ □ □ □ 

13. 看到調適傳統工程防禦方式(B)及非工程治理的方法(C)，我只想

選擇非工程治理的方法(C) 
□ □ □ □ □ 

14. 看到調適傳統工程防禦方式(B)及非工程治理的方法(C)，我覺得

兩者政策相互配合會更好，我更支持 
□ □ □ □ □ 

 

1. 請問您認為所處的地區有海岸侵蝕的情況發生嗎?□是 □否 □不知道 

如果有，其發生原因：                                                

發生頻率：                                                          

對生活造成的不便：                                                  

您的處理方法是什麼？                                                

                                                                    

2. 請問您目前認識的海岸保護方法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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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波塊  □(2)海岸堤防  □(3)突堤  □(4)沙腸、沙袋 □(5)防風林 □(6)固沙籬□(7)人工養灘  □(8)

人工沙丘 □(9)直接撤退 □(10)其他         

偏好哪種海岸保護方法（軟性工程、硬性工程、非工程方法）？ 

□(1)消波塊  □(2)海岸堤防  □(3)突堤  □(4)沙腸、沙袋 □(5)防風林 □(6)固沙籬□(7)人工養灘  □(8)

人工沙丘 □(9)直接撤退 □(10)其他         

為什麼？                                                             

3. 請問您知道下列政府現行的海岸防護措施嗎 

□(1)保護自然棲地與特殊地形的完整性 □(2)水產資源與水下文化的保存 □(3)海岸地區設施要考慮

鄰近地區的衝擊 □(4)因應氣候變遷與海岸災害的風險，易受災海岸地區採用限縮建築的方式調適 □(5)

建立海岸規劃決策之民眾參與制度  

4. 若是海岸徹退成為必然，您希望政府可以有什麼措施？  

 



 53 

附錄三 本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摘錄 

 

— 本計畫補助出席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eolian Research X (ICAR X)國際會議，發表論

文摘要二篇，收錄在大會論文摘要集。 

 

Lin, T.-Y., and Liou, J.-Y., 2018,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 of the sand dune on a moving barrier 

island and its future challenges: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eolian Research 

(ICAR X), Bordeaux, France. 2018/06/25-29. (Abstract) 

 

Liu, B., and Lin, T.-Y., 2018, Environmental status of coastal dunes on Taiwan island: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eolian Research (ICAR X), Bordeaux, France. 

2018/06/25-29. (Abstract) 

 

第一篇是藉由台南海岸網仔寮汕沙洲上沙丘地形的變動及其面對氣候變遷下的挑戰，討論未

來海岸防禦治理與管理策略的擬定。網子寮汕北段（現台江國家公園稱為青山港汕）受到人

為活動介入，影響自然沙洲地形系統的變遷，也使海岸環境面臨自然變遷時的自我調適能力

受到人工防護設施干預，不但無法阻止天然災害的發生，更可能因而更增海岸作用的擾動，

甚至導致某些海岸災害的發生。另一篇則是與現今在英國牛津大學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的中國

籍學者劉保莉博士合作，整理分析計畫主持人過去對於台灣海岸沙丘環境狀態之研究成果，

藉以對於未來海岸工程治理如何就氣候變遷情境做出調適提出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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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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07月 30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國際風的作用與地形研究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eolian Research)，於

1985年在 Aarhus, Denmark 召開第一次會議，並於 1990 在 Sandbjerg, Denmark 召開第

二次會議時，決議以後每四年召開一次，後續舉辦的地點包括 Zyzxx, California, USA 

(1994)，Oxford, U.K. (1998)，Lubbock, Texas, USA (2002)，Guelph, Canada (2006)，Santa 

Rosa, Argentina (2010)，Lanzhou, China (2014)；並在 2014 年會議之後，改成每兩年召

開一次會議，Mildura, Australia (2016)和此次第十屆(2018)的會議，是在法國波爾多

(Bordeaux, France)召開，吸引全球研究風的侵蝕、搬運、堆積等作用的相關地形學家、

計畫編號 MOST  106－2621－M－003－002  

計畫名稱 
台灣海岸帶變遷與海陸交互作用研究－科學基礎與社會關連－氣候變遷

下海岸防禦的非工程治理: 海岸後退帶的試驗規劃與社會回應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林宗儀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會議時間 

107 年 6月 25 日

至 107 年 6 月 29

日 

會議地點 
Bordeaux, France (法國 波爾多) 

會議名稱 

(中文) 第十屆國際風的作用與地形研究會議 

(英文)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eolian Research X (ICAR X) 

發表題目 

1. (中文) 一個移動砂洲島上的沙丘地形變動及其未來的挑戰 (海報) 

(英文)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Sand Dunes on A Moving Barrier 

Island and Their Future Challenges  

2. (中文) 台灣島上的沙丘環境狀態 (海報) 

(英文) Environmental Status of Coastal Dunes on Taiwan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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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體動力學家、土壤學家和環境生態學家等不同領域，來自二十幾國，接近 250 位研

究者齊聚一堂(照片 1)，發表二百多篇論文，討論與風相關研究領域的最新發現與挑戰。

計畫主持人在第六、七屆會議時，曾到加拿大及阿根廷參加這項會議，各發表兩篇有

關風沙搬運、沙丘地形與本土沙塵事件的論文摘要，並結識很多這個領域的專家學者，

在會議中的討論與學習，也給自己的學術研究提供許多新的想法，收穫豐碩。今年第

十屆會議，計畫主持人仍是台灣唯一代表，帶著兩篇論文的摘要稿與會，第一篇是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Sand Dunes on A Moving Barrier Island and Their Future 

Challenges，藉由台南海岸網仔寮汕沙洲上沙丘地形的變動及其面對氣候變遷下的挑

戰，討論未來海岸防禦治理與管理策略的擬定。另一篇 Environmental Status of Coastal 

Dunes on Taiwan Island 則是與現今在英國牛津大學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的中國籍學者劉

保莉博士合作，整理分析計畫主持人過去對於台灣海岸沙丘環境狀態之研究成果，藉

以對於未來海岸工程治理如何就氣候變遷情境做出調適提出建言。 

 

(照片 1)  ICAR X 開幕大會團體照，紅色圓圈處為計畫主持人  

 

大會的議程大致分成以下十大主題，會議安排從週一至週五(6/25~29)，口頭報告

與海報展出發表並行，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七點，口頭報告全部集中在一個大會議廳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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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時間正值盛夏，但大會利用了會議廳適當的通風設計，竟然全程沒開過冷氣，對

於友善環境及能源節約做了最佳的示範。中間週三安排一天野外考察，到訪歐洲最高

的海岸沙丘 Dune Pilat (照片 2)，探討其成因與歷史變遷及其現今的觀光發展與環境管

理等議題。 計畫主持人發表的二篇論文歸屬於 Coastal environments 主題，安排於週

四、周五兩天中午海報發表時段與參與學者專家交流互動。 

o Paleoenvironments 

o Aerodynamics and sediment transport 

o Anthropogenic Interactions 

o Dust dynamics and processes : emission, dispersal and deposition 

o Interaction with vegetation 

o Dunes and bedforms 

o Planetary aeolian research 

o Coastal environments 

o Modelling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s 

o Experiments and instrumentation 

 

 

照片 2  歐洲最高海岸沙丘 Dune Pilat 空拍照。 

 



 4 

二、 與會心得 

這一系列國際風的作用與地形研究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eolian 

Research, ICAR)，計畫主持人分別於 2006, 2010 和此次 2018參與了三次，三次都是

台灣唯一代表。雖然這類型的小眾專業研討會，不易吸引更多人參加，但因為參與

的人，都有專業的共通點－「風」的作用，因此幾次下來，藉由這樣的研究網絡，

也和世界各地的風砂揚塵研究者熟識，建立深厚友誼，每次參加會議，會和老朋友

見面，也會認識更多年輕的新面孔，藉由會議期間的交流，談話和彼此學習，每次

都覺得收穫豐碩。2008年時，在這一系列 ICAR會議的基礎上，相關的學者專家們

倡議創立國際風的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eolian Research, ISAR)，計畫主

持人亦受邀加入創會會員，並持續維持會員資格迄今。學會也自 2009年起開始與

Elsevier 合作出版專業期刊 Aeolian Research，為風的相關研究提供更多發表的園

地，實值得介紹並鼓勵國內的年輕學者來共同參與。 

 

三、 發表論文摘要 

共發表論文摘要二篇如下，論文摘要如附件一、二。 

Lin, T.-Y., and Liou, J.-Y., 2018,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 of the sand dune on a 

moving barrier island and its future challenges: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eolian Research (ICAR X), Bordeaux, France. 

2018/06/25-29. (Abstract) 

 

Liu, B., and Lin, T.-Y., 2018, Environmental status of coastal dunes on Taiwan island: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eolian Research (ICAR X), Bordeaux, 

France. 2018/06/25-29. (Abstract) 

四、 建議 

下次第十一屆 ICAR會議將於 2020年在非洲納米比亞(Namibia)的 Swakopm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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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計畫主持人希望自己不再是台灣唯一代表，因此正積極聯絡國內少數對風研

究有興趣的學者，把這項會議、這個學會和這本期刊介紹給國內學者，大家一起積

極準備及參與，盼能因此增強我國風相關研究學者與國際間的連結。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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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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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報告附件一     本次會議發表之論文摘要之一與海報 

Lin, T.-Y., and Liou, J.-Y., 2018,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 of the sand dune on a moving barrier island and 

its future challenges: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eolian Research (ICAR X), Bordeaux, 

France. 2018/06/25-29.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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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報告附件二   本次會議發表之論文摘要之二與海報 

Liu, B., and Lin, T.-Y., 2018, Environmental status of coastal dunes on Taiwan island: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eolian Research (ICAR X), Bordeaux, France. 2018/06/25-29.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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