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業經濟半年刊 .72 期，民國 91 年 12 月

台灣西部沿海養遍地區轉型使用

機制之研究

毛冠貴F

摘要

開盤詞:養殖用地、地層下陷、轉型使用、市場機制、永續發展、社會使用價值觀、

市場價值觀、生態價值觀、循環水養殖系統、7.}<.產種苗中心

本文從國土永續利用觀點，及經由實地調查、德爾菲法問卷調查、資料的整理與分

析，提出養殖用地轉型使用機制之對策，主要結論歸納如下:

1.西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用地適合轉用的型態，可分為觀光遊憩區、工業區、工商綜合

區、復育區及其他等五種，其中以復育區為最多，其次分別為觀光遊憩區、工業區、

工商綜合區、新社區或新市鎮、水產試驗區。這顯示大多數的受訪者認為西部沿海地

層下陷養殖用地轉用的型態，以自然生態的維護及低密度的開發使用為主。

2. 養殖地區轉型使用之策略計有養殖業因應對策及政府公共投資等二項。第一，提升西

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地區產業競爭力與產業結構轉型，需針對當地養殖漁業的競爭優

勢，引進與養殖漁業關連性高的產業，例如轉型成水產種苗中心，以增加養殖漁業的

附加價值，提高西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地區投資的乘數效果。第二，考量西部沿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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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下陷養殖地區的區位需求及土地適宜性，規劃適當之養殖生產區，興建公共供水系

統、排水系統與養殖用水循環再利用系統，減少養殖業者超抽地下水，及降低業者生

產成本，形成非專業區養殖用地轉型之經濟誘因。

3. 為促進西部沿海養殖用地有效地轉型利用，使全體國民都能公平享有土地開發利益，

而達成永續發展之目標，需要政府部門及民間部門發揮互補性的功能，茲將其內容摘

要如下:

(1)西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地區的土地開發方式，計有區段徵收、市地重劃、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及開發許可制等方式。各種土地開發方式之運用，宜依開發區位適宜

性，開發利益回饋，外部設施，對社經自然環境可接受度，及地方居民與養殖業

者的意見等因素，並透過市場機制，結合專家專業審查，提出土地所有權人領回

抵價地占徵收總面積比例或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土地的合理數據。例

如，西部沿海養殖用地採區段徵收開發者，則於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之間，

提出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古徵收總面積比例的合理數據。

(2) 西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地區若採用開發許可制的方式辦理開發，則需於都市計畫

法、區域計畫法、平均地權條例、土地徵收條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農業

發展條例等法律，明定開發者應興闢公共設施，繳交開發影響費，捐贈土地或繳

交土地代金等負擔項目。

(3) 西部沿海養殖地區轉型使用的可行性，可就法律、行政、財務三方面說明之。就

法律層面而言，區段徵收、市地重劃及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地區及開發許可等四種

開發方式，都有法源依據，只是開發許可以行政命令定之，效力稍嫌薄弱。就行

政層面而言，市地重劃、區段徵收及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行之有年，上地所有權人

多能接受，開發許可並無法律做為執行依據，執行上較為困難。就財務層面而言，

政府所需負擔公共設施經費的比例，以開發許可為最少，農村社區 t地重劃為最

多，而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則居於兩者之間，至於兩者何者較高，需視計畫區的

公共建設經費而定。

4. 落實西部沿海養殖地區轉型使用的永續發展目標，需考慮、社會使用價值觀、市場價值

觀及生態、價值觀的平衡發展，而轉型使用機制要能順利運作，則需由政府提供資訊給

有投資意願的開發者、地主及當地居民，以建立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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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經營管理之政策目標，旨在促進土地有效的利用，並使全體國民都能公平享有

土地開發利益。鑑於台灣地區地狹人惘，特別需要以公平及效率方式利用有限土地資頭，

台灣西部沿海地層下陷地區長期以來因上游地區不當的開發利用，例如砂石業者未取得

土石採取許可證'即任意採取砂石，以致河床遭受破壞，河面變窄，並造成地下水涵養

量減少。又農業及工業超抽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嚴重，而造成龐大之社會成本與國土

保安問題，且與土地利用之公平和效率原則不符，亟需研擬改善對策。本文係針對西部

沿海地層下陷地區土地利用轉型進行探討，研究範團、內容與方法如下:

一、研究範團與內容

目前台灣省的養殖業主要集中於西部沿海地區，其中以彰化、雲林、嘉義及屏東縣

的生產面積最大，約佔台灣內陸總養殖面積的 44% '因此本文以彰化、雲林、嘉義及屏

東等四縣為研究範圈。本文研究內容計分下列五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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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彰化、雲林、嘉義及屏東等四縣聾殖漁業之面積、產量、產
值及地層下陷概況

近三十年來彰化至屏東之間沿海地區的農業用地大量轉為養殖用地，這種轉變

雖然對農村所得水準之提升，具有正面的影響，但亦因農地利用型態的改變，養殖

業地下水用量的增加，造成地層下陷、水質污染、海水倒灌等問題，而增加社會成

本。因此，有必要了解彰化、雲林、嘉義及屏東等四縣養殖漁業之面積、產量、產

值及地層下陷概況，俾提供研擬養殖用地轉型策略的參考。

(二)研擬西部治海養殖用地土地利用轉型的類型

西部沿海地層下陷地區若持續下陷，造成低溼地區持續性的海水倒灌，將對國

土規劃以及社經整體發展造成不利影響。故本文擬從國土永續利用觀點，及德菲法

問卷調查的專家意見，歸納分析觀光遊憩區、工業區、工商綜合區、復育區及其他

等五種轉用額型及其區位需求與土地適宜性的考慮因素。

(三)研擬西部沿海養殖用地轉型之策略及配合措施

根據西部沿海養殖用地各種擬轉用的類型，本文分別就養殖業因應對策及政府

公共投資，研提西部沿海養殖地區轉型的策略及配合措施。

(四)土地轉型使用機制的建立

土地轉型使用機制的建立擬分轉型使用機制的原理、內容及運作可行性三方面

予以說明: (1)土地轉型使用機制的原理乃在尊重市場力量下，建立有效率的發展機

制; (2)西部沿海地層養殖用地轉型使用機制的內容，關鍵在於建立公平又有效率的

土地開發方式; (3)就法律、行政、財務三方面，說明西部沿海養殖地區轉型使用的

可行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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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界定政府相關部門及民間部門之角色

本文最後擬針對西部沿海養殖用地轉型計畫，能在市場機制的前提下，提出政

府部門、養殖業者及地方居民角色界定之意見，以供未來推動養殖用地轉型計畫的

參考。

二、研究方法

(一)文獻收集與回顧

參考政府出版品、期刊論文等相關文獻，列出西部沿海養殖地區土地利用的相

關課題，並利用歸納法與演譯法，進行資料的整理與分析。

(二)實地調查

訪問曾參與西部沿海養殖地區開發利用的政府主管機關、漁民團體、漁民與居

民。

(三)問卷調查與分析

為顧及研究結果的公正、客觀及可行，本文採用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 ，共

進行三回合問卷調查，第一回合係針對研究課題，採用「判斷抽樣法J '尋求對於

本課題具有相關專長及經驗之產、宮、學界專家，共六十八人，將他們的意見加以

歸納分析以及增加的新資訊後，提出養殖地區轉型使用機制之對策，並據以設計第

二階段的問卷。本文進行第二回合問卷調查時，圍於研究經費的限制，但又要顧及

研究結果具有代表性，就從六十八位專家邀請十位專家進行第二次調查，其中二位

來自於產業界、四位服務於行政部門及四位來自學術界。本文進行第三回合的問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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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由於經過前述三回合的反覆回饋，所整理分析的意見已經趨於收斂(王雅玄，民

國 87 年，第 43 頁至第 46 頁;潘添進、鍾震東，民國 86 年，第 50 頁;黃智彥，

民國 86 年，第 106 頁至第 108 頁;李瑞麟譚，民國 86 年，第 147 頁)。

貳、理論基礎與相關文獻

本文相關的理論基體與文獻回顱，計分地層下陷、永續發展、開發許可、相關政策

與計畫等四項分述如下:

(一)地層下陷

地層下陷係指外力造成地表面的下沉，其發生的原因有自然因素引起的，例如

地下岩層溶解、新進沈積物的自然壓密、地殼表面運動及海平面上升等;由人為因

素造成的，包括在地下開採煤炭、黃金、硫礦及其他固體物，或開採石油、瓦斯及

地層內的權態物，在地下興建隧道構造物，或超抽地下水等。其中以超抽地下水，

為世界上大多數地層下陷發生事例的最主要原因，例如東京東方的 koto 地區，自

1920 年以來，抽取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 4 公尺，海岸線倒退 60 公尺，超過二百

萬人生活在高潮間帶，為防止海水倒灌，以及抽取低禮地區的積水，只好興建抽水

站來應付，但每當颱風一來，居民的生命及財產就要受淹水及海水倒灌的威脅。這

種人為抽取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的地區，在日本有 40 個區域，大部分是在海岸

地區附近，相同地層下陷的情形在美國南部亦有 18 個地區 (Waltham，

1989 ， 116-118) 。所以，地層下陷與基盤沉陷、新進沉積物自然壓密和地下水超抽加

速沉陷物壓密等有關，其中自然因素引起的沉陷速率有限，反而超抽地下水常可造

成每年 100 公庫以上之地層下陷，故人為因素造成之地層下陷速率遠大於自然因素

所引起的下陷速率。(經濟部水資源局，民國 86 年，第 1 頁至第 7 頁;潘國樑，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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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87 年; Barends ' 1995 ' XI-XII) 。依據本文的實地調查結果，人為因素造成沿海

地區地層下陷的原因，可分為以下五點說明之 [11 Il第一，民國七十年以前，臺灣

林木的過度砍伐及近年來山坡地的超限利用，使高山地區涵養水源的功能減弱，在

鹽水期時，雨量往往夾帶山區大量泥沙流入大海;第二，河川中游地區隨意採取砂

石，河床遭到破壞，致使伏流水源依自然重力流向河道，而減少地下水的涵養補注;

第三，河川整治後的河道縮小，河川的河床地逐漸轉變為農田，致使河床的地下水

補注區隨之縮小;第四，部分河川整治以水泥渠道代替自然河道，阻斷地下水的滲

透功能;第五，沿海地區的養殖業超抽地下水，從零水位線、魚祖及地陷發展時程

之關係'可看出民國六十年左右發現有輕微地陷，至六十七年因魚溫急速增加，又

逢枯旱，地下水抽取激增，造成當時最大下陷速率達月五公分。

地層下陷引起的不良後果，可分為下列十項:1.地盤下陷地區會呈碗狀凹面，

成為四週逕流會合處 .2.地表下面含水層承載及保水機能破壞; 3.提防隨著地層下

陷而下降，堤頂必須加高，以及興建新的提防，需要一筆鉅額的經費 ;4轎樑設施

損壞或河川通水斷面變小; 5. 地下自來*管破裂，浪費水資源及污染物質從裂縫中

滲入管內，或者污水下水道管線磁裂，污染地下水的水質; 6.原有排水坡度改變，

排水困難度提高， 7. 建築基地滑動，造成建築物的牆壁龜裂及棵柱扭曲，影響建

築物的安全. 8.海水入侵含水層，污染地下水，水井無法使用而廢棄; 9.地面高程

降低，海水倒灌，導致土壤鹽化，鄰近農地無法耕作，只好開築魚墟，結果造成更

嚴重之災害; 10.地下水的水位降低，抽水機的抽水揚程相對加大，馬力和級數必須

加大，耗費更多的電力(行政院經建會，民國 78 年，第 42 頁;塗陣義，民國 80 年，

第 12 頁至第 15 頁;經濟部水資源局地層下陷防護團，民國 89 年)。而地層下陷所

衍生的社會成本，包括公共工程支出之增加、地價稅收減少之損失及私人土地價格

之下降三項，以非市場價值評估法中的條件評估法綜合特徵價格法的概念，推算屏

【註 l 】本段你劉恩得先生提供現場說明，並與本研究小組的成員一齊前往潮州、萬巒、

來義及新埠等鄉錯，進行現場勘查與討論的結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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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縣東港鎮至紡寮鄉沿海四鄉鎮因地層下陷，所產生每年平均的社會成本介於 270

億元與 1 ，019 億元問(曾憲郎，民國 87 年，第 63 頁至第 67 頁)。

(二)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可從自然條件的限制、世代間公平、社會正義與生活品質三方面討論

之。自然條件限制之永續發展，係主張在自然再生能力範圍內利用資源，在自然淨

化能力範圍內限制污染產出。世代間公平性之永續發展，則注重世代間資源利間的

權利，確保後代福祉不致低於當代水準。社會正義與生活品質之永續發展，則從全

球各國均衡發展之觀點，改善人額的生活品質。從生態經濟學的觀點，永續發展是

整合「生態永續」與「經濟發展」之考量，強調自然資額有效利用，自然環境系統

容受力、資源回故與再利用。而永續性的土地使用規劃'則可定義站在追求社經永

續性以滿足當代人頭需求下，由長期觀點制訂及執行土地使用政策的主具，使各種

土地使用能有適宜的區位，改善空間及實質環境，以連最適土地使用以及自然資源

保護的環境永續性(黃書禮，民國 89 年，第 327 頁至第 331 頁)。

土地使用變遷管理的有殼性，需考膚三種主要的土地價值觀，即社會使用價值

觀(social use values) 、市場價值觀(market values) 、生態價值觀(ecological values) 。社

會使用價值觀反應人額在做土地利用規劃時，由政府機關及規劃師引導社區居民、

社區團體、利益團體及地方意見嶺袖一齊進行規劃，並透過公平的參與、權力的分

享及責任的分擔，以塑造社區居民想要的生活環境，它包括都市形象(urban form) 、

活動系統(activity system)及社會鄰里(neighborhoods)的理論。都市形象理論考慮的是

設計實質環境。活動系統理論關注的是了解居民的行為模式。鄰里理論則在較小的

空間範疇下，關心實質環境的設計與居民的行為模式。市場價值觀將土地視為商

品，而使用土地則為不動產收益的來源，它可分為三種觀點，第一是改正市場失靈

(correcting market failure) ，它認為市場機制能引導土地資源達到有效的配置，政府

的規劃和管理只作微小的調整，就能改正市場的缺失。第三屆重分配財富與權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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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tributing wealth and power) ，它認為政府干預應當取代市場機制，重新分配財富

和機會。第三為公私部門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生態價值觀反應人類在使

用土地時，應減輕對自然環境的潛在威脅，它可分為三種觀點(Orto1ano ' 1984 ' 

pp.5-18): (1)自然資源的有效利用(efficient use ofnatura1 resources) , (2)維護自然系統

的完整性 (maintaining integrity of natura1 system) , (3) 自然的純持保育(pure

preservation of nature) 。例如淡水竹圍紅樹林的復育，提供淡水沿岸地區養殖漁業、

水，鳥、候鳥及水生生物的生存，亦保護當地的海河壤，潮水來時，不致造於成海水

倒灌，說明生態平衡對永續發展的重要性(周昌弘，民國 89 年，第 12 頁)。土地

使用變遷管理可以視作一張三隻腳的凳子，三隻腳是社會使用價值、市場價值、及

生態價值，環繞三隻腳凳的環是永續發展，凳子要能站立，每隻腳要位在恰當位置，

且適當的銜接。如果未考慮社會使用價值(例如居民的生活行為模式及生活品質提升

的需求) ，則居民不容易接受計畫內容。如果末考慮市場價值(例如忽視不動產開發

者追求利潤的目標) ，則規劃地區不可能蓬勃的發展。如果不考慮生態價值(例如自

然資源維護) ，規劃地區的發展不可能持續。所以，永續發展是連繫環境、經濟、及

社會使用價值的概念，其目標是辨認不會嚴重傷害環境而能夠持續發展的程度，同

時滿足現在與未來世代的需要(Breheny '1992) 。透過公共頡導階層提供主要的協

調程序，在凳子的三隻腳追求平衡中，永續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指導原則。(李瑞麟譯，

民國 86 年，第 37 頁至第 47 頁;徐世榮，民國 90 年，第 283 頁; Kaiser, Godchalk, 

and Chapin ' 1995 ' pp.42-53 ; Smith ' 2002 ' p.16) 。

(三)開發許可

為解決以往僵硬、藍圖式計畫，產生公共設施用地取得不易，地價不合理上漲，

住商用地土地所有權人獲取鉅額土地增值，公共設施用地土地所有權人卻受到開發

的限制，將來西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用地轉型為觀光遊憩區、工業區及工商綜合區

等可發展地區，可考慮採取開發許可制(毛冠貴，民國 88 年，第 62 頁) ，此種制度

(9) 



一 10一 台灣西部治海養撞地區轉型使用機制之研究

係由公私團體或個人向政府提出發展許可的申請，政府則按其開發內容區分為規

劃、開發、建築三階段許可，凡需變更土地使用分區或使用強度，則需申請規劃許

可，凡已符合土地使用分區之開發，為配置、建設所需之公共設施，則需申請開發

許可，凡已符合規劃'開發之用地，其建築使用，則需申請建築許可(蔡勳雄，民

國 84 年，第 21 頁;行政院經建會，民國 85 年，第 141 頁)。為使開發許可的制度

更加彈性及公平，英國政府在開發許可過程中納入了規劃協議制度(planning

agreement) ，賦與地方規劃機關增加開發者的社會責任，開發者同意擔負某種程度

的社會責任，讓開發者在有規劃利得(planning gain)的誘因下，透過政府協商過程

中，顧意負擔公共設施建設、付費及同意限制某種使用等(賴宗裕、洪維廷，民國

87 年，第 309 頁至第 341 頁)。開發許可制在英國運作四十餘年，並未造成大量土

地變更，其關鍵即在於政府授予地主土地開發權利之同時，也要求地主將使用變更

產生的規劃利得回饋給社會，在此一土地發展權國有的理念下，土地投機的誘因大

為降低(林建元，民國 82 年，第 311 頁)

「成長付費」係本於稅費分離之原則，先以外部成本內部化概念，課取變更開

發時所產生之外部成本，待變更開發之土地發生移轉而實現變更利得時，再以土地

增值稅之機制予以稅去不勞利得，既可避免稅費混用之爭議，又能兼顧公平性與合

理性之要求，實為較具可行性之回饋理念(賴宗裕，民國 89 年，第 49 頁)。

(四)相關政策與計畫

地層下陷所牽涉的政策層面，包括從最高層次之「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J '各縣

(市) r綜合發展計畫 J (例如雲林縣綜合發展計畫，嘉義縣綜合發展計畫，屏東縣

綜合發展計畫修訂計畫) ，問題發生所在之特殊地理區位的「海岸地區管理與規劃

政策J '問題發生癥結點的「水資源政策 J '問題形成主因的產業「漁業J '故需

重點推動「養殖漁業輔導方案J (胡念祖，民國 86 年，第 2-1 頁至第 2-23 頁;雲林

縣政府，民國 82 年，第 13-19 ' 6-12 及 12-20 ;嘉義縣政府，民國 86 年，第 3-75

(10) 



農業經濟半年刊 .72 期，民國 91 年 12 月 一 11 一

頁;屏東縣政府，民國 91 年，第 3-6-9 及 4-1-20 頁)。此外，經濟部及農委會提「地

層下陷防治執行方案」之政策目標為:1.防止地下水超量抽用，減緩地層下陷; 2. 

合理利用水土資源，減少災害損失，降低社會成本。(經濟部及農委會，民國 86 年，

第 1 頁至第 3 頁)。

參、彰化、雲林、嘉義、屏東等縣養造漁業

之面積、產量與產值及地層下陷概況

由表 l 得知，民國 75 年至 79 年彰化縣、雲林縣的養殖生產面積、產量、產值皆呈

平穩狀況，然民國 79 年以後，則開始有減少之情形;嘉義縣的養殖面積，呈現平穩遞增

之趨勢，民國 80 年後趨於平穩;屏東縣之養殖面積在民國 75 年至民國 84 年之間，則持

續增加，民國 85 年以後則呈現下降趨勢。

台灣西部彰化、雲林、嘉義、屏東等縣之沿海地區，由於位於灌溉尾聞及土地鹽化

等因素，發展農業受到極多限制，使民眾往獲利較豐之養殖業發展。此外地下水成本低

廉、7](溫穩定、水量固定且污染較少，因此民眾大量開鑿水井抽取地下水，造成地層下

陷。以下分別扼要說明彰化等四縣的地層下陷概況。彰化縣從民國 74 年至 88 年，下陷

較嚴重的地區為大城鄉、芳苑鄉，目前持續下陷面積為 179恤2 ，西港地區為全縣地層下

陷最為嚴重的地區，累計下陷總量 1.23m; 雲林縣從民國 74 年至 88 年，下陷較儼重的

地區為麥寮鄉、台西鄉及口湖鄉，目前持續下陷面積為 384km2 ，蚊港地區為全縣地層下

陷最嚴重的地區，累計下陷總量 2.05m; 嘉義縣從民國 77 年至 88 年，下陷較嚴重的地

區為東石鄉及布袋鎮，目前持續下陷面積為 75 恤2 ，東石鄉網寮地區為全縣地層下陷最

嚴重的地區，累計下陷總量1.17m; 屏東縣從民國 77 年至 88 年，下陷較嚴重的地區為

東港鎮、林邊鄉、佳冬鄉及相寮鄉，目前持續下陷面積為 195 km2 ，佳冬鄉t且豐村為全縣

地層下陷最嚴重的地區，累計下陷總量 3.12m 0 88 年 2 月至 89 年 10 月大鵬灣青洲潰海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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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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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區地下水位及地層沉陷監測結果，發現淺層( 100m 以上)地下水抽用及補助較為平

衡，但深層( 100m 以下)仍有超量抽用的現象(謝明志等，民國 89 年，第 52 頁)。屏

東縣沿海魚祖分佈'大致以沿海公路到海岸間的東港、林邊、佳冬及紡寮四個鄉鎮的魚、

t且密度為最高，而依經濟部水資源局所推估民國 89 年屏東平原各鄉鎮地下水抽取量，約

為 13.5 億立方公尺，而沿海各鄉鎮的農業及養殖業是用水的大宗，其中東港、林邊、佳

冬、紡寮，因為地層下陷嚴重而劃為地層下陷防護區，此與魚揖分布情形有高度的相關。

表 1 研究區歷年內陸養殖面積、產量及產值衰 單位:公頃;公噸;千元

年
彰化縣 雲林縣

面積 產量 產值 面積 產量 產值

75 1,921 27 ,542 5,591 ,175 6,090 26,369 2,456,313 

76 2,302 27,513 6,104,704 6,509 23 ,902 2,000,428 

77 3,267 26,297 5,835 ,187 7.880 34,535 3,875 ,421 

78 3,448 29,902 6,005 ,416 7,625 28,502 3,339,272 

79 3,262 29,697 6,006,682 8,008 35,943 4,666,804 

80 3,554 26,615 3,764,271 7,612 31 ,190 3,262,762 

81 4,007 28,097 3,900,125 8,170 31 ,924 3,528,369 

82 3,760 22,936 3,338,025 7,855 29,574 2,936,045 

83 3,787 21 ,618 2,457 ,488 7,799 25 ,299 2,526,780 

84 3,802 23 ,247 2,651 ,825 8,216 24,833 2,428,465 

85 4,145 24,253 3,133,078 6,345 28,853 3,009116 

86 3,683 22 ,226 2,336,752 6,356 30,927 2,823 ,242 

87 2,941 24,720 1,873 ,897 6,293 30,694 2,413 ,789 

88 3,030 23 ,984 1,718 ,184 6,736 35 ,212 2,162,751 

89 3,078 24,114 2,118,032 5,730 35,865 3,381 ,910 

90 2,976 27,545 1,868,621 6,337 56,970 5,367,284 

資料來源:1.台灣省農林廳漁業局，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漁業年報(1986-1998)

2.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漁業年報 (1999)

3.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漁業年報 (1999-凹的)

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統計年報 (2001)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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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研究E歷年內陸聾殖面積、產量及產值表(續) 單位:公頃:公噸;千元

年 嘉義縣 屏東縣 台灣省

面積產量 產值 面積產量 產值 面積 產量 產值

75 8,083 3,560 4,108,596 3,761 32 ,614 7,362 ,492 50,082 236,013 28,407,953 

76 8,365 38,389 3,624,120 3,786 48,353 7,937,172 52,344 273 ,972 33,074,133 

77 6,868 35,975 4,006,889 4,291 31 ,742 6,253 ,942 53,232 264,309 31 ,313,352 

78 6,894 34,097 3,778,849 5,253 26,684 3,421 ,778 50,365 210,532 23 ,012,560 

79 6,887 60,290 4,005 ,4 17 5,468 30,014 4,501 ,382 57,990 305,471 28 ,213 ,221 

80 6,695 36,566 3,534,897 5,457 40,094 7,014,924 57,970 258,334 27,422 ,949 

81 6,685 36,666 3,776,003 5,334 24,378 4,154,533 57,932 225 ,506 26,053 ,457 

82 6,709 44,624 5,687,839 6,216 25 ,360 5,924,744 56,245 248 ,359 26,224,879 

83 7,043 47,503 6,233 ,888 6,433 26,505 8,095,232 54,900 253 ,027 30,356,151 

84 7,121 39,806 7,136,302 6,577 22 ,691 6,259,943 55,590 251 ,598 33 ,190,215 

85 6,443 38,865 5,810,758 6,017 19,661 5,097,964 51 ,953 235,499 29,243,404 

86 6,336 37,774 5,153 ,775 5,470 20,183 4,006,828 48,263 236,550 24,019,478 

87 6,028 37,924 4,713 ,245 4,781 25 ,212 5,295,701 48,827 226,983' 23 ,007,717 

88 5,451 38,420 3,257,344 5,020 22,953 4,750,827 48,957 236,825 20,054,999 

89 6,114 41 ,124 4,064,004 5,104 23 ,918 4,439,989 4,5903 226,655 22 ,798,500 

90 5,905 50,622 4,0880,85 5,010 24,930 4,101 ,854 4,6071 283,191 23 ,490,561 

資料來源:1.台灣省農林廳漁業局，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漁業年報( 1986-1998) 

2.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漁業年報 (1999)

3.行政院農委會糊業署，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漁業年報 (1999-2001)

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統計年報 (2001)

目前西部沿海地層下陷較為嚴重的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及屏東縣四縣的產業結

構仍以養殖漁業為主體，其次為農業。在地層下陷方面，由於養殖漁業超抽地下水與地

層下陷間具有高度的關連性，在沿海地區仍以養殖漁業為主的情況下，輔導沿海養殖地

區之轉型使用，防治地層持續下陷，乃屬刻不容緩的工作。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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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對策研擬

本文的對策研攏過程計分下列四個步膝。首先，蒐集及整理沿海養殖用地轉型使用

的相關文獻。其次，分析養殖業者、漁業行政人員及專家學者的意見，受訪者在調查意

見的主要差異如下，養蘊業者認為造成地層下陷的原因不能只歸咎於養殖漁業者，農業、

工業及家戶亦抽取地下水，況且養殖場排出的廢水，部分成為地表水的水源，所以養殖

業者提出養殖用地轉型之使用，需充分照顧他們的生計，及提供轉業訓練;專家學者的

意見則認為養殖業超抽地下水與地層下陷有密切關連;地方政府則認為園於人情的考

慮，居民若需申請水權，地方政府亦多予以核准，沒有總量管制的考量，而中央政府則

認為造成地層下陷之問題主要係人為管理層面之缺失，所以政府需確實依法行政，落實

「士也層下陷防治執行方案」的成殼。第三，實地訪問參與西部沿海養殖地區土地利用及

產業發展的機構、漁民團體、漁民及地方居民。最後，利用歸納與演繹法，將研究內容

分成西部沿海養殖用地轉用的目標，養殖用地轉用類型及其區位需求及土地適宜性的考

鷹因素，西部沿海養殖用地轉型之策略，土地轉型使用機制的建立，及政府部門及民間

部門之角色五部分，提出分析意見。

一、西部沿海養殖用地使用的目標一「永續發展」

本文將永續發展的目標分為合理利用水土資源、推廣循環水養殖、建立整體公共供

排水系統、改善環境品質、經濟發展及發展觀光休閒漁業等六項，分述如下:

(一)合理利用水土資源

1.目前世界各國防治地層下陷最有效的方式，是制定法令規範，管制地下水的抽

耳頁，而減緩或停止地層下陷。例如，東京、大阪等城市因地下水抽取管制得宜，

地層下陷有顯著的改善(Waltham， 1989 ， 119-121) 。此外，台北盆地亦於民國四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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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因大量抽取地下水，導致地下水位劇降及地層下陷嚴重。民國五十七年政府

劃定台北地區為地下水管制區，並積極擴充地面水源，遂使地下水抽水量減少，

地層下陷逐年減緩，下陷範圍縮小，下陷區位分散並無連續性，至今台北地區地

層已無持續下陷。所以參考台北、東京及大阪等地區防治地層下陷的經驗，需要

嚴格管理抽取地下水，並開發水源及宣導節約用水(經濟部水資源局，民國 86 年，

第 1 頁至第 7 頁)。

2. 增加供應質優量稽之水源，並以地面水源為主，公共井群抽用地下水為輔，以避

免各自抽用地下水，衍生水資源浪費的問題。

3. 薑灣地區水資頓與土地資源甚為缺乏，應珍惜使用。但養殖漁業大量超抽地下

水，產生鉅額的社會成本，不符國土永續利用之原則，因此需輔導超量抽取地下

水的養殖用地予以轉用;惟轉用後所發展的產業如仍大量使用地下水，則需審↑真

評估。

4. 養殖區在枯水期時，地下水抽取量是平常均用水量的二倍。故在在沿海地層下陷

嚴重地區，乾旱季節，養殖區之休養應配合農地休耕，避免造成地層持續下陷。

(二)推廣循環水養殖

推廣循環水養撞，可提升水資源的有效利用，節省養殖用水，降低地下水的抽

取量，防止排放水之水質污染，促進陸上養殖與環境之和諧，並降低聲殖業者的生

產成本。下列以二個案例及本文實地調查的資料，說明養殖業經營者採用純鹽(海)

水養殖或淡水之回收循環使用養殖技術，不必大量使用水資源，仍然有很好之收益。

1.研發循環水養殖系統

依據本研究實地調查訪問，紡寮鄉有一水產養殖廠商，從國外進口自動化海

(淡)水循環機器設備，並研究發展更好的循環水設備，機器設備可依照目前養殖

或育苗的種類做調整，且生產成本比進口設備價格還低。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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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的溫型循環水養鰻及台灣露天式養鰻

比較日本溫型循環水養鰻及台灣露天式養鰻兩種類型，在台灣中部地區露天

止水式養鰻池每生產 1 公斤的鰻魚約耗用 6. 148m3水源。而日本的簡易式循環水

養鰻方法，其單位生產用水量可減少至 0.685-2.161m3Ikg' 故台灣耗水量約為日

本露天式的 5-11 倍。由此可知日本發展溫室型循環水養鰻在節水及減少土地空

間使用方面均已產生效益(最文祥等，民國 86 年，第 3-2 頁)。

3. 傳統養殖與循環水養殖利潤比較

根據本研究調查(如表 2) ，就養蝦而言，淡水半集約養殖每公斤的利潤為

183 元，居第一位，其次分別為純海水半集約養殖為 173 元，淡海水超集約養殖

為 140 元，純海水超集約為 120 元，淡水傳統養殖為 26 元;就養鰻魚來說，淡

水超集約養殖方式每公斤利潤為 35 元，淡水半集約養殖和淡水傳統養殖則呈現

虧損的情形;以石斑魚來說，淡海Jj(半集約養殖利潤為 104 元最高，其次純海水

半集約養殖~70 元，純海水超集約養殖誨的元，淡海水超集約養殖為 39 元，

因此可知使用水循環設備養殖方式比傳統養殖方式所得的利潤還要高。最後，就

用水量而言，傳統養殖的用水量最高，其次分別是半集約養殖'超集約養殖，故

以獲利率及節約水資源而言，使用循環水養殖的效益高於傳統養殖。

表 2 傳統費殖與值珊*聲殖利潤統計表 調查時間:九十年七月;單位:元/公斤

養殖 淡水傳統養殖 淡水半集約養殖淡水超集淡海水半淡海水超純海水半純海水超

方式 約養殖集約養殖集約養殖集的養殖集的養殖

魚種泰國蝦白蝦鰻魚 體 蝦 體 石斑 蝦石斑蝦石盟蝦石斑

收入 333 200 160 170 300 180 250 300 180 300 250 300 250 
會計

307 180 192 210 117 145 146 160 141 127 180 180 185 
成本

利潤 26 20 -32 -40 183 35 104 140 39 173 70 120 65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整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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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規劃公共供排水系統

在台灣西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地區，規劃養殖漁業生產區，建立公共供水系

統、排水系統與養殖用水循環再利用系統，以減少養殖業私自超量抽用地下水，並

輔導漁民從事純海水魚蝦種之養殖。惟本方案需配合查封非法地下水井、水權費及

水汙染防治費之徵收、漁政單位之輔導，及漁民參與意顧等，以提高其推廣之可行

性(廖一久，民國 80 年，第 37 頁;陳正修等，民國 82 年，第 2 頁至第 8 頁;行

政院農委會，民國 84 年，第 39 頁至第 41 頁;侯文祥等，民國 86 年，第 3-2 頁;萬

騰1""等民過 87 年)。

(四)改善環境晶質

利用西部沿海養直用地之士地整體開發契機，美化城鄉風貌，提昇地層下陷地

區的生活環境品質，加強環境保護教育，對當地居民及養殖業者宣導「自己家鄉自

己保護J 、「永續發展是兼顧社會使用價值、市場價值及生態價值的平衡發展」、

「超抽地下水害人害己」等觀念，喚醒居民與環境共存共榮之意識，以落實西部沿

海地層下陷地區土地永續使用的目標。

(五)經濟發展

為促進西部沿海地區產業發展，縮小城鄉發展的差距，其方法有二，第一提昇

養殖技術，有效減少養殖面積，釋出不適合養殖之土地，配合政策引入高附加價值

產業，改善當地生活條件。第二輔導地層下陷地區的養殖戶，妥善利用西部沿海養

殖用地的遊憩資源，結合梅、鄉風情、餐飲、休閒及旅避，帶動當地產業的發展，以

增加當地居民的收入。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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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發展觀光休閒漁業

利用漁業的糧食供給、教育、渡假與觀光等多種功能，西部沿海地層下陷地區

的養殖漁業，可發展為休閒漁業，吸引遊客到此觀光渡假，享受漁村生態觀光之旅

的樂趣，進而增加漁民的就業機會。同時經營者也要多方學習觀光休閒、體驗教育、

民宿經營及環保教育的知識，才能為漁業開創新局，提供遊客有賓至如歸的情境(涂

勳'民國 85 年，第 14 頁至第 15 頁;李榮雲，民國 85 年，第 16 頁至第 18 頁)。茲

以大鵬灣國家風景特定區為例，大鵬灣位於本省西南沿岸，屬屏東縣東港鎮行政區

域，為一天然瀉湖地形，水域廣闊平靜，面積約 532 餘公頃，灣內水深 5.5 公尺，

加上四季氣候溫和宜人，又鄰近海域，有足夠的沙灘內陸腹地，極適合發展水上活

動，此外區內尚擁有傳統建築人文景觀和純樸魚堪鄉村景緻，以及全台分佈最南端

之紅樹林植物等資源，加上便利之聯外交通，實真發展潛力。配合大鵬灣的開發，

屏東沿海地層下陷地區得利用鄰近農漁村的自然及人文資源，提供避客運動型、體

驗型、魚食型、遊覽型、教育文化型等觀光休閒農漁業遊憩活動，並配合地方文化

活動，帶動地方產業的發展。(毛冠貴，民國 86 年，第 1 頁至第 3 頁;交通部觀光

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民國 86 年，第 1 頁至第 2 頁)。

二、養殖用地轉用類型及考慮因素

本文將養殖用地可轉用的額型，依據德爾菲問卷調查的意見及本研究的分析，歸納

為觀光遊憩區、工業區、工商綜合區、復育區及其他等五種主要類型，並分析各種額型

所需考慮的區位需求與土地適宜，性等因素(如表 4 所示)。

(一)觀光遊憩區

養殖用地轉用為觀光遊憩用地需考量的因素，包括當地自然環境景觀與遊憩資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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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交通系統、人文景觀與地方特色、當地就業、潛在投資者、相關公共設施、地

方民意、7./<.資源供給與需求、圓土綜合發展計畫、區域計畫、縣市綜合發展計畫等

上位計童及相關計畫、與市場需求等因素。當以上因素未能充分考慮時，其轉用成

功的機率將大為降低，例如: (1) 沿海地區冬天東北季風大，不適合旅遊，廠商

營運不易 (2) 開發觀光遊憩區所投入之成本，相當鉅大，回收時間長，使得投資

者裹足不前; (3)需要規劃完善的交通動線，且與鄰近主要旅遊觀光點相連結，

並具有完善的套裝旅遊路線，才能吸引遊客的前來。

(二)工業區

養贖用地轉作工業使用考慮沿海地區之地質結構、地下水水位補注量的壓密、

解壓作用，構造物之安全及受震程度，基地之高程預留下陷量，與人工結構物對於

海岸變遷、海洋生態的影響，並以引進省水、少耗能源、高附加價值之工業為宜。

另外，亦需考慮工業區對當地就業結構的衝擊，故現有養殖人力的轉業問題需優先

考慮。但是，反對養殖用地轉作為工業區使用之理由包括: (1)台灣的工業區用

地已供過於求，經濟部工業局及經建單位宜先解決目前滯銷的工業區開發案，再談

新工業區的開發; (2) 台灣沿海地區之工業型態多為石化工業及鋼鐵業，需仰賴

海上便捷運輸系統輸入原料，節省運輸成本，但此種工業型態因耗水量大，污染空

氣品質，若發生工業災害事件，易引起居民抗爭;另一方面，由於基地需大量土方，

以防止水息，故砂石來源亦是問題;又工廠機器設備易受海風侵蝕，加速設備折舊

率。 (3) 工業區最大的不利點在於土地取得成本，養殖區轉用為工業區，其土地

取得成本，若超出國內企業預估成本，廠商設廠投資意願將降低。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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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商綜合區

一般工商綜合區需著眼於鄰近中心都市之交通便捷地區，並考量其潛在消費人

口、交通便捷、工作地點、7]<.資源供給及需求等因素。至於養殖用地轉用為工商綜

合區之考慮因素，尚需配合當地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加以通盤檢討。惟反對轉作

此種使用的理由，包括: (1) 在人口外流嚴重的西部沿海養殖用地，設置工商綜

合區，是否有潛在消費人口，有待商確，而且冬天東北季風大，亦不利於設立工商

綜合區; (2) 工商綜合區之開發及營運，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而農漁村消費人

口有限，未必適合轉型為工商綜合區。由以上說明得知，轉型為工商綜合區的考慮

因素包括以下三點:1.工商綜合區在都會區鄰近消費人口多的地區，才具有開發的

潛力; 2.在地層下陷地區劃設工商綜合區，基地需填高到海水高潮位以上，並應注

意颱風，暴潮所引起之淹水災害，防潮堤亦需一併加高或加強; 3.T商綜合區與環

境敏感地區之間需要有緩衝區隔。

(四)復育區

西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用地劃為復育區時，需考慮以下四點: (1) 開發西部

沿海地層下陷養殖地區，需以培育土地資源為先。培育土地資源之工作包括中長期

綠化、平地造林、原生動植物培育放贅，以回復自然生態平衡体系;等 10 至 20 年

以後，成為大面積自然生態區，再開放為生態、教育與觀光遊憩的場所，當地居民亦

因觀光服務業的發展，而增加就業機會。例如美國 Big Sur 海岸地區，既能防止復

育區內不當的開發行為，又能發展為親水開放式景觀區，為當地觀光服務業增加每

年數百萬美金的收入(鄭昌奇等，民國 87 年，第 52 頁至第 53 頁) ; (2) 環境嚴

重破壞而不適合開發之養殖用地，及需進行保育之地區(如附近有紅樹林) ，需嚴

禁繼續從事養殖，並以停養、休耕之方式給予補償; (3) 對於竊佔國有士地，例

如在河口行水區灘地、保安林、防風林、自然水域、自然保護區，從事違法養殖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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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由政府依法收回，並劃為復育區; (4) 復育區所需投入的造林保育等經費，

可從河海堤工程因地層下陷減緩所樽節之經費支應，復育區的生態保育成效良好，

亦可美化西部沿海地區之自然景觀。

西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地區轉作為復育區之具體做法，茲分以下三點說明之:

( 1 )鼓勵平地造林，藉以發揮涵養水源，維護生物生長環境，減低西部沿海土地

風害、寒害之侵龔，並依生態經營原則，建造為海岸景觀環境林; (2) 研究開發

人工湖之可行性。開發人工湖，除可取得土方，涵養水源，美化環境外，亦可配合

人工造林，使湖光林蔭相映，創造怡情的自然環境。惟選定人工湖需考慮:1.水文

地質情形 2.補注區及排出區之劃分 3.海岸地區土地管理與水資源管理之相關法規 4.

土地分類使用及人工湖潛在位置分析 5.現存水體、*路與人工湖潛在位置分析 6降

雨情況等因子(簡錦樹等，民國 86 年) ，避免人工湖的開發對自然生態及水文環

境，產生不利的影響; (3)進行植生及復育工作，宜以本地原生品種或相關保護

計畫所訂之種額為原則，並透過長期對生態及物種之調查監測，進行生物多樣性之

保育。復育範圍附近地區若有開發計畫，宜設置緩衝區，以達劃設復育區的目的。

(行政院，民國 91 年，第 141 頁至第 142 頁)

(五)其它

對於計畫轉做其他使用之地層下陷養殖用地，政府宣強調社區發展計畫，以代

替養殖漁業發展政策，茲分述如下:

1.新社區或新市鎮:考量養殖用地的土地適宜性及區位條件、人口集居規模、產業

發展潛力、當地自然環境(溫度、濕度、鹽分、雨量、風向、排水、生態、綠化等)、

人文環境及消費人口等因素，再決定養殖用地擬轉型的新社區或新市鎮用地的面

積及區位。新社區或新市鎮的開發，若能配合學校及文教用地等具有外部經濟利

益的公共設施的興闢'則較為容易推動，且可帶動附近地區之發展。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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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產試驗區:考量漁業未來發展、生化科技等需求，設置魚病檢驗、貝頸、魚類

繁殖飼育、漁撈研發等水產試驗區。

3. 廢棄土回填區:將建築業或其他產業所產生之廢棄土，放置於計畫轉用之地層下

陷養殖地區，一則可解決廢棄土放置問題，另一則可將下陷地區之土地先行墊

高，使適合開發時，再依市場機制，予以轉用。

4. 機場用地及貨運團區:配合地區性的交通運輸需求、貨運需求及當地的自然人文

環境，規劃配置機場用地及貨運園區。

5. 垃圾掩埋場:注意垃圾掩埋場的設計及施工品質，直避免對自然環境及生態環境

產生不利的影響。

費 3 西部j甘海地圖下陷地區.殖用地輯用類型的次，區分配賽

轉用類型 ;欠數

1.觀光遊憩區 29 

2.工業區 24 

3.工商綜合區 17 

4.復育區 35 

5.其他 新社區或新市鎮 4 

水產試驗區 3 

機場用地及貨運圖區

垃圾掩埋場 2 

合計 11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2) 

百分比(%)

25.4 

21.1 

14.9 

30.7 

3.5 

2.6 

0.9 

1.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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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4 西部沿海地層下陷地區聾殖用地輯用類型考慮因棄次，區分配襄

輯用類型 考慮因素 ;欠數百分比(%)

西部沿海地區冬天東北季風強，若轉型為觀光遊憩區， 的 24.2 
需考量季風、土壤鹽化、海水倒灌等自然環境的因素

人文與地方特色 14 22.6 

需要有完善的交通運輸計劃，能與鄰近現有觀光點相連 9 14.5 
結，建構套裝旅遊路線，才能吸引遊客的到來

1.觀光遊憩區國土綜合發展計畫 8 12.9 
相關公共設施 6 9.7 

當地就業 4 6.5 

潛在遊客 3 4.8 

地方民意 3 4.8 

小計 62 100 

環境保護 9 22.5 

配合政府政策及相關法令規章的獎勵 6 15.0 

區域排水工及業用水 5 12.5 

地方型產業 4 10.0 

土地取得成本 4 10.0 
2.工業區

交通系統 4 10.0 

人口數量 3 7.5 

地質結構特性 3 7.5 

供電系統 2 5.0 

小計 40 100 

工商綜合區需考鷹設置在鄰近都會區，且消費人口多的 15 36.6 
地區，營運比較容易成功

開發效益 6 14.6 
3.工商綜合區 交通系統 5 12.2 

潛在投資者 4 9.8 

地價 4 9.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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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目前沿海地層下陷地區費殖用地轉用額型考慮因素次數分配表(續)

聘用類型 考慮因棄 灰數 E分比(%)

工作與居住地點 3 7.3 

3.工商綜L:>.區 舊市區更新 3 7.3 
口 飲用水 2.4 

小計 41 100 

維護自然生態環境 24 66.7 

4.復育區
開發效益 11 30.6 

人文景觀 2.8 

小計 36 100 

新社區或新市鎮:如土地適宜性及區位條件、人口集居

規模、產業發展潛力、當地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消費 4 40 

人口等因素

*產試驗區:考量漁業未來發展、生化科技等需求。 3 30 

5.其他 垃圾掩埋場:注意垃圾掩埋場的設計及施工品質，宜避

免對自然環境及生態環境產生不利的影響。
2 20 

機場用地及貨運園區:如考慮交通旅次、貨運需求及填

土考量規割。
10 

小計 10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針對西部沿海適合轉用的型態，本文整理成表 3 '其中以復育區為最多，有 35 人次(古

30.7%) ，其次分別為觀光遊憩區 29 人次(占 25.4%) ，工業區 24 人次(占 2 1.1%) ，工商綜

合區 17 人次(古 14.9%) ，新社區或新市鎮 4 人次(占 3.5%) 、水產試驗區 3 人次(古 2.6%) 、

垃圾掩埋場 2 人次(古1.8%)及機場用地及貨運團區 1 人次(占 0.9%) ;由此可知，受訪者

對西部沿海養殖用地轉型的看法，是趨向於自然生態的維護及低密度的開發使用，亦即

西部沿海養殖用地的轉型使用應落實永續發展的目標，達成社會使用價值、市場價值、

及生態價值的平衡發展。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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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研究調查的意見，整理成表 4 西部沿海地層下陷地區養殖用地轉用額型考慮

因素次數分配表，就觀光遊憩區而言，認為考磨自然因素有的人次(24.2%) .其他分別是

考膚、地方及人文特色有 14 人次(22.6%) .交通系統有 9 人次(14.5呦，國士綜合發展計畫

有 8 人次(12.9呦，相關公共設施有 6 人次(9.7%) .當地就業有 4 人次(6.5%) 。轉用工業區

需考慮的因素以環境保護 9 人次(22 .5%) .其他分別為配合政府政策及相關法令規章的獎

勵有 6 人次(15%) .區域排水及工業用水有 5 人次(12.5%) ，地方型產業、土地取得成本、

交通系統均為 4 人次(10呦，人口數量、地質結構特性各有 3 人次(7.5%) ，供電系統有 2

人次(5%) 。工商綜合區中以消費人口這項因素為最多，有的人次(36.6呦，其他分別是開

發效益 6 人次(14.6%) ，交通系統 5 人次(12.2%) ，潛在投資者、地價各有 4 人次(9.8呦，

工作與居住地點、舊市區更新各有 3 人次(7.3%) ，飲用水 1 人次(2.4%)。轉用為復育區，

最受重視的因素是維護生態環境有 24 人次(66.7%) ，其次分別為開發效益有 11 人次

(30.6%) .人文景觀有 1 人次(2.8%) 。

三、西部沿海養殖用他轉型之策略

彰化縣芳苑鄉、大城鄉、雲林縣麥寮鄉、台西鄉、嘉義縣東石鄉、布袋鄉及義竹鄉

及屏東縣東港鄉、林邊鄉、佳冬鄉、相寮鄉等沿海地區均有地層下陷，導致低溼地區因

連續豪雨或朔望滿潮溢淹情形。這些地區的特點是養殖漁業密度高，故對策研擬的共同

點是減少養殖漁業抽取地下水，至於彰化、雲林、嘉義及屏東等縣在轉型使用對策的差

異性，係針對當地的自然及人文環境特色，規劃適合永續經營的產業，例如在水質佳及

氣候條件適合發展高經濟水產種苗的地區，鼓勵養殖漁業轉型為水產種苗中心，紡寮鄉

就有一頗具規模的水產種苗養殖廠商。另外，土地產權清楚'J.]<.源充足，較易協調土地

所有權人集中養眉的地區，就在該區劃設養殖生產區，例如屏東縣里港養殖區面積 816

公頃、屏東縣東f且豐養殖區面積為 500 公頃、嘉義新港北區養殖區面積 458 公頃，分別

居這四縣 24 個養殖區面積的前三名。以下研擬地層下陷區轉型策略乃分養殖業因應對策

及政府公共投資建設三項，陳述如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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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養殖業因應對策

民國 91 年 1 月 1 日台灣正式成為 WTO 的會員國，台灣農漁市場貿易自由化及

國際化是必然趨勢。為了因應台灣加入 WTO. 使養殖漁業在有利潤誘因的前提下，

順利地轉型經營，並降低養殖業對水資源的需求，減少地下水的超抽，防止地層繼

續下陷，除了本文前面所提推廣循環水養殖、規劃養殖生產區、發展觀光休閒漁業

外，以下並提出發展水產種苗及海上箱網養殖兩項國應對策。

1.發展水產種苗中心

提升西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地區產業競爭力與產業結構轉型，需針對當地養

殖捕業的競爭優勢，引進與養殖漁業關連性高的產業，倒如轉型成水產種苗中

心，以增加養殖漁業的附加價值，提高西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地區投資的經濟乘

數效果(Armstrong， 2001 , 9-17) 。茲以從事水產種苗業 20 年以上經驗的屏東縣紡

寮鄉某一水產公司為例，從民國 68 年至今，淡水魚類的種苗有紅郭魚品種改良、

西施貝(12 粒/cc的苗體數)、文蛤、七星纜、黃搪鋼、黃錫綱、黑鋼等，其中以紅

郭魚、西施貝、文蛤、七星鱷等在品質與產量受到業界的肯定。而海水產魚苗的

黃蠟暢、星難魚、銀紋苗綱、聶目魚、鳥魚、石斑魚都已培育成功，並供應圍內

外的業者，尤其石斑魚苗培育技術進步，己能大量供應;又嵐目魚苗的產量，供

應全球的業者。目前繼續研發具經濟效益的魚貝類的繁瘟養殖技術及種魚的培

育，如龍蘆石斑、法紋鸚綱、鰻魚、黑楠、紅甘槍、大黃魚等。

2. 台灣土地資源有限，需要珍情保育並朝向高附加價值的使用。世界養殖先進國家

已將陸上養殖'漸漸往海上箱網養殖的方向發展。

(二)政府公共投資建設

1.區域性或非營利性公共設施由政府部門先行規劃興建，充實公共設施建設及相關

週邊建設，採興建-營運﹒轉移(buildi月-operate-transfer)方式經營規劃，既可減輕

政府財政負擔，又可提高地主參與意顧。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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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除依照國家重大建設計畫、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區域計畫及縣市綜合發展計

畫，投入公共建設，改善當地自然及人文社會條件，俾增加投資誘因外，對於協

助投資者取得必要土地，亦是影響西部沿海地層下陷地區能否順利開發因素之

3. 西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地區開發案的土地使用、公共設施、交通運輸及社區發展

等計畫，需要進行整體性規劃，以達成符合公平及殼率的開發目標，及兼顧法律、

財政及行政層面的可行性，轉型的成功機率才會提高。

4. 興建簡易自來水廠，提供西部沿海地層下陷地區家戶的民生用水，減少居民抽用

地下水。

四、土地轉型使用機制的建立

(一)土地轉型使用機制的原理

土地轉型使用機制的原理乃在尊重市場力量下，建立有效率的發展機制。為使

市場機制連作順暢，首先由政府劃定不能開發使用的地區(限制發展地區) ，例如真

有環境保育價值的地層下陷地區，劃為限制發展區，使開發者能避開環境敏感地

區，不致造成開發者投資成本的浪費。其次則由開發者依市場機制，於可發展地區

自行擇定區位、規模及開發時機，透過贊優懲劣的自發性機制，及經由市場供需雙

方互動的結果，引導消費者及生產者的選擇行為，進而使轉型使用的土地達到最佳

的配置。此時計畫轉用之區域宜避免零星變更使用，產生雜亂無章之現象。

(二)土地轉型使用機制的內容

西部沿海地層養殖用地土地轉型使用機制的內容，關鍵在於建立公平又有效率

的土地開發方式，本文參酌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平均地權條例、土地徵收條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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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農業發展條例等法律及相關行政命令，及國外的開發

許可制的實施經驗，計分區域徵收、市地重劃、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及開發許可制等

方式說明之。

1.區段徵收

位於都市計畫範團外的西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地區，若採區段徵收的方式開

發，除了依照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四條及土地徵收條例第三十九條「抵價t也總面

積，以徵收總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因情況特殊，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者，不

在此限。但不得少於百分之四十。曾經農地重劃者，該重劃地區部分不得少於百

分之四十五。」規定辦理外，亦可參酌開發許可制及農地釋出方案，鼓勵優先使

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地區的農地，及依開發區位適宜性，開發利益回饋，外部設

施，對社經自然環境可接受度，及地方居民與養殖業者的意見等因素，並透過市

場機制，結合專家專業審查，於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之間，提出土地所有權

人鑽回抵價地占徵收總面積比例的合理數據。

2. 市地重劃

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的西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地區，若採市地重劃的方式開

發，除了依照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條，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

其合計面積以不超過各該重劃區總面積百分之四未五之規定辦理外，亦可參酌開

發許可制之精神，依照市地重劃內供公共使用的十項公共設施用地及區域性道

路、下水道等公共設施的配置情形，社經自然、環境可接受度，及地方居民與養殖

業者的意見等因素，並透過市場機制，結合專家專業審查，於百分之四十五上限

內，提出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土地占市地重劃總面積比例的合理數

據。

3.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位於都市計畫範圈外的西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地區，若採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方式開發，除了依照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十一條，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共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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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負擔之土地，其合計面積以不超過各該重劃區總面積百分之三十五為限之規定

辦理外，亦可參酌開發許可制的精神，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內規劃之道路、溝渠、

電信電力地下化、下水道、廣場、活動中心、綠地及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認為

其達現代化生活機能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的配置情形，社經自然環境可接受度，

及地方居民與養殖業者的意見等因素，並透過市場機制，結合專家專業審查，於

百分之三十五上限內，提出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土地占農村社區土地

重劃總面積比例的合理數據。

4. 開發許可制

都市計畫法第三章「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區域計畫法第三章「區域土地使

用管制」的內容，說明我國土地利用管制以往係採土地分區使用管制的方式，直

到民國 72 年 7 月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之訂定，才引入開發許可制的精神。

民國 86 年行政院修訂公布的「農地釋出方案 J .提出農地釋出作業長程作法，

依據發展許可制之審查程序辦理。內政部亦於民國 90 年 8 月依照區域計畫法第

十五條之三第二項規定，訂定「非都市土地開發影響費徵收辦法 J '使得位於都

市計畫範圈外的西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用地變更，採用開發許可制方式辦理，則

有較為明確的規定。惟目前土地開發者所應興關公共設施，繳交開發影響費，捐

贈土地或撤交土地代金或回饋金等負擔，都只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貝。」、

「非都市土地使用開發影響費徵收辦法」、「農地釋出方案」、「農業用地變更

回饋金撥繳及分配利用辦法」等行政命令訂定之。將來若要針對西部沿海地層下

陷養殖地區，採用開發許可制的方式辦理開發，則需於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

平均地權條例、土地徵收條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農業發展條例等法律，

明定開發者應興闢公共設施，繳交開發影響費，捐贈土地或繳交土地代金或回饋

金等負擔項目。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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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轉型使用機制運作可行性

本文攪就法律、行政、財務三方面，說明西部沿海養殖用地轉型使用的可行性。

就法律層面而言，平均地權條例、土地徵收條例、農村社區重劃條例及都市計劃法

都有明文規定區段徵收、市地重劃及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地區的士地開發程序，山坡

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亦明定山坡地開發建築應依開發許可方式辦理，所以區段徵收

等四種開發方式都有法源依據，只是開發許可以行政命令定之，效力稍嫌薄弱J 就

行政層面而言，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行之有年，土地所有權人多能接受，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雖然於民國 89 年 1 月實施，但政府自民國 76 年 12 月發布「台灣省農村

社區試辦土地重劃要點」以來，農捕村社區以重劃方式辦理規劃，已有 16 年的經

驗，反觀，西部沿海養殖用地轉型使用若以開發許可制方式開發，目前並無法律做

為執行依據，實際操作程序及經驗不足，執行上較為困難。就財務層面而言，農村

社區土地重劃自 76 年開始辦理至今，行政業務費、規則設計費及工程費都由政府

負擔，將來若要全面推動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政府宜明定土地所有權人分擔工程費

的比例，而市地重劃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等十項用地及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

貸款利息，由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政府若管理得當，尚有盈餘款揖注重劃社區

道路等工程建設支出之用，而政府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政府至少持有百分之

五十土地，只要能慎選開發時機，掌握開發時程，處分抵費地所回收價款，對於當

地公共工程建設支出的把注相當有助益，而採取開發許可制方式辦理西部沿海養殖

用地之開發，在土地開發成本內部化的原則下，要求土地所有權人將使用變更產生

的利益回饋給社會。所以就目前政府辦理區段徵收等四種開發方式的公共設施經費

分擔比例而言，以開發許可為最少，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為最多，而市地重劃及區段

徵收則居於兩者之間，至於兩者何者較高，需視計畫區的公共建設經費而定。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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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府部門及民閻部門之角色

(一)政府部門

政府部門之角色旨在實現地層下陷地區土地永續使用的目標。就市場價值而

言，政府審核通過之開發計畫，需顧及養殭業者生計之保障，並加強辦理漁民轉業

輔導，或辦理轉業貸款，協助沒有意願續續經營的漁民順利轉業，另外，規劃適量

的養殖漁業生產區，保障願意繼續從事養殖業的漁民。就社會使用價值而言，政府

宜透過由下而上的規劃模式，舉辦說明會及公聽會，鼓勵居民參與規劃，並經充分

的溝通，將是轉型成功的基體 (Smith ' 2002 ' pp.l63-164 ; Smith' Mao and Chiou ' 

2001 ' pp.23-24) ，此外，西部沿海養殖用地適合轉型的地區，經政府核定後，由

政府提供透明化投資標準及訊息給有投資意顧的開發者、地主及當地居民，以建立

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並透過市場機制，引導地層下陷地區的土地開發，能達成公

平又有效率的目標。就生態價值而言，政府宜凝聚地層下陷地區農漁村居民的意見

與共識，喚醒居民愛鄉愛士的情慎，落實「地層下陷防治執行方案」之成效，實現

永續發展之目標(行政院經建會，民國 87 年，第 5-1 頁至 5-4 頁)。

(二)不動產開發者

不動產開發者的經營目標是在政府法令的規範下，追求最大利潤。開發者如無

利潤誘因，是不會賀然投資的，所以政府要合理降借開發者的成本負擔，例如農業

發展條例第十二條及農地釋出方案第陸項第七條中均規定，為使地層下陷地區土地

更為有效利用，由經濟部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區範圍內之農地變更，得免繳回饋現

金，以鼓勵優先使用該地區農地。此外，開發者也要有水續經營的理念，體認國土

永續利用之重要性，在開發與保育取得平衡下，實施士地開發與執行環境監棚，肩

負當地生態、保育的責任，熱心參與當地公共事務，與地方社區居民培養良好之互動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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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並提供適當之回饋措施，以連成市場價值、社會使用價值及生態價值的平衡

發展。

(三)地方居民及養殖業者

地方居民及養殖業者亦要有永續發展的理念。就市場價值而言，地方居民及養

殖業者需要協調政府與開發者提供就業機會，學習新的專業技能。對於土地開發投

資案，亦需有互利共榮之想法，惟有投資案成功，提供地方居民就業機會，帶動地

方產業發展，居民才能獲利。就社會使用價值而言，地方居民及養殖業者提供養殖

用地轉型之意見，並協助政府及開發者轉型工作的推動，促使社區朝向永續發展的

目標邁進。就生態、價值而言，地方居民及養殖業者宜有環境風險意識，建立不增加

社會成本的觀念，不超抽地下水，以免地層持續下陷，海水倒灌，影響生命財產安

全，居民若能體認生態長期維護的重要性，則 20 至 30 年後西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

用地將可回收生態觀光利益。

佳、結論

本研究經由實地調查與進行德菲法問卷調查，並歸納本研究之分析意見，提出以下

幾點結論:

一、西部沿海地屬下陷養殖用地轉用的主要目標為永續發展，本文將永續發展的目標分

為合理利用水土資源、推廣循環水養殖、規劃整體公共供排水系統、改善環境品質、

經濟發展及發展觀光休閒漁業等六項。

二、西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地區適合轉用的型態可分為觀光遊憩區、工業區、工商綜合

區、復育區及其他等五種，其中以復育區為最多有 35 人次(占 30.7%) ，其次分別為

觀光遊憩區 29 人次(占 25.4%) ，工業區 24 人次(占 2 1.1%) ，工商綜合區 17 人次(占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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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新社區或新市鎮 4 人次(占 3.5%) 、水產試驗區 3 人次(古 2.6%) 、垃圾掩埋

場 2 人次(占1.8%)及機場用地及貨運園區 1 人次(占 0.9%) 。這顯示大多數的受訪者

認為西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地區轉用的型態，以自然生態的維護及低密度的開發使

用為主。

三、養殖用地轉型使用之策略計有養殖業因應對策及政府公共投資建設二項，茲摘要說

明如下:

(一)提升西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地區產業競爭力與產業結構轉型，需針對當地養殖

漁業的競爭優勢，引進與養殖漁業關連性高的產業，例如轉型成水產種苗中

心，以增加養殖漁業的附加價值，提高西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地區投資的乘數

效果。

(二)台灣土地資源有限，需要珍情保育並朝向高附加價值的使用。世界養殖先進國

家業已將陸上養殖，漸漸輔導往海上箱網養殖的方向發展。

(三)考量西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地區的區位需求及土地適宜性，規劃適當之養殖生

產區，興建公共供水系統、排水系統與養殖用水循環再利用系統，減少養瘟漁

業者超抽地下水，及降低業者生產成本，形成非專業區養殖用地轉型之經濟誘

因。

四、為促進西部沿海養殖用地有效地轉型利用，使全體國民都能公平享有士地開發利

益，而達成永續發展之目標，需要政府部門及民間部門發揮互補性的功能，茲將其

內容摘要如下:

(一)政府劃定不能開發使用的地區(限制發展地區) .其它地區則由土地所有權人或

開發者自行擇定區位、規模及開發額別與時機，提出申請。規劃轉用之區域宜

避免零星變更使用，產生雜亂無章之現象。

(二)有關西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地區的土地開發方式，計有區段徵收、市地重劃、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及開發許可制等方式。各種士地開發方式之運用，宜依開發

區位適宜性，開發利益回饋，外部設施，對社經自然、環境可接受度，及地方居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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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與養殖業者的意見等因素，並透過市場機制，結合專家專業審查，提出土地

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占徵收總面積比例或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土

地的合理數據。例如，西部沿海養殖用地採區段徵收開發者，則於百分之四十

至百分之五十之間，提出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占徵收總面積比例的合理數

據，採市地重劃方式開發者，則於百分之四十五上限內，提出土地所有權人折

價抵付共同負擔土地的合理數據，採農村社區士地重劃方式開發者，則於百分

之三十五上限內，提出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土地古農村社區土地重

劃總面積比例的合理數據。

(三)目前不動產開發者所應興闢公共設施，繳交開發影響費，捐贈土地或撤交土地

代金或回饋金等負擔，都只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非都市土地使

用開發影響費徵收辦法」、「農地釋出方案」、「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

分配利用辦法」等行政命令訂定之。將來若要針對西部沿海地層下陷養殖地

區，採用開發許可制的方式辦理開發，則需於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平均

地權條例、土地徵收條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農業發展條例等法律，明

定開發者應興闢公共設施，繳交開發影響費，捐贈士地或繳交土地代金或回饋

金等負擔項目。

(四)西部沿海養殖地區轉型使用的可行性，可就法律、行政、財務三方面說明之。

就法律層面而言，區段徵收、市地重劃及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地區及開發許可等

四種開發方式，都有法源依據，只是開發許可以行政命令定之，效力稍嫌薄弱。

就行政層面而言，市地重劃、區段徵收及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行之有年，土地所

有權人多能接受，開發許可並無法律做為執行依據，執行上較為團難。就財務

層面而言，政府所需負擔公共設施經費的比例，以開發許可為最少，農村社區

土地重劃為最多，而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則居於兩者之間，至於兩者何者較

高，需視計畫區的公共建設經費而定。

(五)不動產開發者的經營目標是在政府法令的規範下，追求最大利潤。但是開發者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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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有永續經營的理念，體認國土資源永續利用之重要性，在開發與保育取得

平衡 F' 實施土地開發與執行環境監測，肩負當地生態保育的責任，熱心參與

當地公共事務，與地方社區居民培養良好之互動關係，並提供適當之回饋措施。

(六)地方居民及養殖業者宜有環境風險意識，不要超抽地下水，以免地層持續下

陷，海水倒灌，影響生命財產安全。地方居民及養殖業者對於土地開發投資案，

亦需有互利共榮之想法，投資案的開發若能成功，則將有助於增加地方居民就

業機會，帶動地方產業發展。

五、落實西部沿海養殖地區轉型使用的永續發展目標，需考禮社會使用價值觀、市場價

值觀及生態價值觀的平衡發展，而轉型使用機制要能順利運作，則需由政府提供資

訊給有投資意願的開發者、地主及當地居民，以建立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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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sed on the view of sustainable land us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hange use 

mechanism for the western coastal aquaculture area, and proceeds with the field survey an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performed by the experts and scholars using the DELPHI method.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aquaculture land change use pattems are developed as sightseeing and recreational area, 

industry area,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mixed area, conservation area, and miscellaneous 

area. The conservation area has the highest frequency. The next is the recreation area, the 

industry area, industry and commercial mixed area, new community or new town, aqua 

culturally experiment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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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western coastal aquaculture land change use strategies contain two items, namely, 

aquaculture countermeasures and governrnent's public investment projects. This is 

sumrnarized as follows:( 1 )To promo紀 the aquaculture competition and its structure change, 

but to do this, one needs to think about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local aquaculture, for 

example, the aquaculture fishseed center may enh個ce or increase the added value of the 

fishery indu甜y and promote the investment multiplier effect of the fishery indus仕y; (2) 

Considering the location requirement and land suitability of the western coastal subsidence 

aquaculture area, we plan the appropriate aquaculωre area and construct the public water 

supply system, the sewage system, the circulating aquaculture system, and decrease the 

underground water pouring out and formulate the incentive of subsidence land change use. 

3.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fficient change use of the western coastal aquaculture land, and 

make citizens enjoy the benefits of land development equally and achieve the aim of 

sustainable land development, there is a need to elaborate on the complementary function 

for the governrnent sector and the private sector斗This is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In 

relation to land development methods of the western coastal subsidence aquaculture area, 

they have zone expropriation, urban land consolidation method, rural community land 

consolidation method and planning permission. Every kind of land development methods is 

used by considering the suita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location, the feedback of the 

development benefits, external facilities, accessibil旬， social and economic,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local inhabitant's opinions. At last the committee, which contain expe此s，

scholars, agency delegates, and local inhabitants etc., propose that the landowners receive 

the reasonable ratio of deve10pment 紅ea. For example, adopting the zone expropriation, 

lower limit is 40% and the upper limit is 50%. (2) In the future, if we adopt the planning 

permission system, the public facilities and submit to impact fees, and donate land or 

submit money in place of land will have to be regulated in the Urban Planning Law, 

Regional Planning Law, the Equalization of Land Right Act, Land Expropriation Act, Rural 

Community Land Consolidation Act, and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ct etc. (3) It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of western coastal aquaculture area change use from these legal, fiscal and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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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ve contexts. From the legal context, zone expropriation, urban land use 

consolidation, rural community land consolidation and planning permission all have been 

regulated in the law and regulation, but only planning permission is regulated in the 

regulation, its effect is weak.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context, urban land consolidation, 

zone expropriation and rural community land consolidation have been implemented at least 

sixteen years. Most landowners can accept above three methods, but planning pe口nission

lacks the guidance ofthe law, it is not easy to be implemented now. From the fiscal context, 

conceming with the proportion of public facility which is undertaken by the govemrne肘，

the planning permission is at the least, the rural community land consolidation is at the 

highest, the urban land consolidation and zone expropriation are in the middle, which is 

more highly depending on the public facility expenditure of the planning area. 

4. In summa旬， one wants to achieve the aim of sustainable land development at the westem 

coastal aquaculture area. We need to consider the balance of social use value, market value, 

and ecological value. The change use mechanism to be operated smoothly, govemrnent 

needs to afford information to the potential developers, landowners, and local inhabitants 

and set up 由e equally competitiv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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