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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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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與藍色經濟

海洋與國土防護

海洋與永續發展

海洋與藍色國土

我們共同的未來5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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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海洋與永續發展



海 洋

•海洋對人們總是有種神秘的吸引力，吸引無

數冒險家開創了偉大的航海時代。

•難過、失落的時候總想到海邊走走，一望無際

的海洋似乎可以包容所有的憂愁。

•生命起源於海洋，文明的開展
•也與海洋息息相關。

河孕育文化、海納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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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國土之思潮

其海軍艦砲的射程為
三海里，因此從陸地
起算三海里之外算是

「公海」。

領海的管轄延
伸至其大陸棚。

18世紀
荷蘭

1945年
美國

1982年
海洋公約

• 成立國際海洋法法庭
• 定義領海範圍及專屬經濟區
• 允許過境通行與無害通過領海
• 設定保育與管理海洋生物的目標
• 採取汙染防治措施
• 保障公海從事科學研究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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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效應暖化現象

臭氧層破壞現象

酸性沉降影響生態系統

土地沙漠化

工業污染&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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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我們想要的未來

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里約+20)

『永續發展』，以`消除貧窮為目的

以永續發展為原則的綠色經濟及永續發展
的體制建構為主題。

就業、能源、城市、糧食、水、海洋和環
境風險



依據聯合國「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21) 」
第十七章-「海洋環境」 包括大洋、近海和
海岸地區所構成的整體是地球最珍貴的資產，
也是人類永續發展機會所在。

永續海洋發展理念
目前無法顯示此圖像。

一、「保育為主、開發為輔」的核心理念

二、以海岸生物圈保育的觀點出發

三、以區(Zone) 、帶(Belt) 、面的保育觀念思考



海洋資源利用開發過程

1970

海水之利用、船運、漁撈、遊憩及有限
度之探測海洋活動

鑽取石油、挖取海床豐富的礦物資源、海洋牧場、深海
潛航及海洋能源利用

1990
海洋多元化之開發利用趨勢



海洋溫差OTEC

海水淡化

營養鹽

石油、天然氣、甲烷水合物、空間利用底質

風力發電風力發電

人工湧升流

波浪、海流、潮汐發電

深
層
海
水
多
元
化
利
用深層海水深層海水

海洋環境調查與
探勘技術

海洋環境調查與
探勘技術

海 洋 資 源 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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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海洋與藍色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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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法(草案)及海岸法(草案)

國土永續發展：宣示國家主權、彰顯

海洋國家特色

落實土地使用管制：以現行制度為基

礎延伸管制範圍至領海及近岸海域

陸域、海岸、及海域，增訂海域資源

地區

海域及海岸經營：保育應優於開發

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將海域、海岸納入區域計畫實施範圍
增訂海域區
102.10公佈直轄市縣（市）海域區管
轄範圍，納入縣市區域計畫辦理
未來「國土計畫法」、「海岸法」完
成立法後之執行接軌

三、海域區管理範圍

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海域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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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潮間帶、內水及領海範圍使用現況

海域區使用型態

•自然型態
沙灘、砂礫、
溼地、潟湖、
珊瑚礁岩、紅樹
林、礁岩

•人工使用型態
礦業、林業、水
產養殖、農業
水利、港口、軍
事、遊憩等

港務航運
漁業使用
礦業能源
觀光遊憩
生態保護
電廠
工業港
國防演習
海洋棄置
管線纜線
海事工程等

海域石油礦區
石油開採平台
國防演習
海洋棄置
管線纜線等

潮間帶 內水 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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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海範圍

海域石油礦區

石油開採平台

國防演習區

海洋棄置區

海底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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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水範圍

港務航運

漁業使用

礦業能源

觀光遊憩

生態保護

電廠

工業港

國防演習區

海洋棄置區

海底纜線

其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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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海岸潮間帶使用現況

西部海岸潮間帶使用現況

潮間帶範圍

彰化縣

花蓮縣

嘉義縣



五、海域使用範圍策略研析(2/3)

潮間帶範圍

東西岸潮間帶範圍差異大、現行管理
單位及法規牽涉多。

潮間帶為生態最多樣及敏感地區
，應以保育為主，利用為輔

潮間帶由保護、利用、管理等面向
建議9項管理策略。

保護：
1.保護潮間帶自然狀態
2.潮間帶及其毗連一定範圍內之海
陸域應採「國有公用」

潮間帶為海陸交界區域，應由海陸
聯合管理

利用：
1.任何潮間帶開發利用應致力自然

延續性的維持。
2.潮間帶毗連之土地應留設緩衝區
3.維護生物移動及生態系統完整性
4.推動生態(棲地)補償之措施。

管理：
1.落實立法保護。
2.釐清行政主管機關組織
3.鼓勵民眾參與潮間帶保護工作



五、海域使用範圍策略研析(3/3)

領海範圍內水範圍

使用密度較高及主管單位較多

多以台灣本島陸域經驗為出發點
，欠缺考量海洋本身空間特性
與資源流動性

現行管理單位及法規牽涉眾多，
競合優先順序納入海域功能區劃
基本原則與處理方式

使用密度較低及主管單位較單純

國防部之軍事演習區、經濟部之
礦區、環保署之廢棄物傾倒區等

考量自然環境保護及經濟發展，
納入海域功能區劃之基本原則，
保障海域永續利用。

1、海域的區位、自然資源和環境等自然屬性，為分區劃設
之優先原則。

2、在不影響海域永續利用之前提下，尊重現行之使用。
3、多功能使用之海域，以公共福祉最大化之使用優先。
4、相鄰之使用間，以相容性較高之使用優先。
5、有爭議之使用間，由相關部會研商協調確定其使用。
6、爭議未決之海域，劃設為「用途待定區」。
7、業有新事證足以證明自然環境有明顯威脅者，現有使用

應經協商檢討，以永續觀點變更之。

競
合
處
理
原
則

如在協商處理原則與機制下
仍未能解決，或可由更高層
級之行政單位進行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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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名稱 百分比

工程用海區 0.10%

海洋保護區 19.83%

海洋觀光遊憩區 0.0008% 

港口航運區 0.86%

漁業資源利用及養護區 0.43%

特殊利用區 6.56% 

用途待定區 0.02%

軍事用海區 9.05%

非生物資源區 2.48%

原住民族用海區 0 % 

保留區 67.32% 

海域總面積 100%

台灣海域功能分區劃設

保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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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海洋與藍色經濟



「藍色經濟」(Blue Economy)
概念源自太平洋小島開發中國家(The Pacific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PSIDS)，其將「藍色經濟」
定義為「立基於將新科技應用於海洋之全球共享綠色成
長」。

於海洋運用基於綠色成長基礎之新科技，以創新籌資機制
及前瞻性制度安排的經濟模式，其目的在海護海岸與海洋，
同時強化對永續發展的潛在貢獻。包含對增進人類的福祉
及降低環境危機與生態稀缺性(東亞海域環境管理區域合作計畫，2012)

綠色經濟是藍色經濟的基礎，而藍色經濟是綠色經濟的延
伸。

藍色世界中的綠色經濟(Green Economy in a Blue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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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經濟國家實踐-歐盟

2012藍色成長(Blue Growth)
產業領域

藍色能源、

水產養殖、

海洋、沿岸及海上郵輪觀光旅遊、

海洋礦產資源、

藍色生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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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gation

Vacation

Port

Culture

Ecology

Tourism

我們的台灣



台 灣 島 的 形 成



板塊擠壓而成的海洋之島



台灣的海底地形

海岸線：1200公里



台灣的海洋環境
有著太平洋最大的海洋暖流經過

黑潮暖流 北赤道洋流



台灣四週多變的海流



台灣海峽的海流



舉世聞名的黑潮湧升-澎佳嶼
提供豐富的養份-滋養浮游生物

黑潮



四週海域
擁有多變的

水溫



此多變幻的海洋環境

賜予台灣無限的恩澤！



蘊育了豐富多樣的漁業資源

鰻
苗

鰻
線



多彩多姿的基因寶庫－淺海珊瑚礁生態系



高深莫測的－深海熱泉生態系



最美麗的海洋休閒觀光資源



波浪發電

海洋溫差OTEC

海流、潮汐

海水淡化

深層海水多元化利用

海洋資源開發利用

營養鹽

錳核、硫化物
重金屬礦

石油、天然氣、甲烷水合物

底質砂石

風力發電

人工湧升流



人類未來能源的希望
可燃燒的冰塊－甲烷水合物

台灣西南海域



人類未來能源的希望
海洋溫差發電



取之不竭－海洋深層水



海洋台灣的新世紀環保策略產業



飲用水 化妝品 食品 調味料

藻類

龍蝦養殖

養殖場

~ 食品應用(日本)

~ 養殖應用(美國夏威夷)

~ 海水淡化

~ 溫差發電

~ 人工湧升流

~ 人工漁場

~ 空調

◎ 深層海水多元化利用



Offshore Wind of Renewable Energy

• Taiwan has one of the best offshore wind farm resources in the world!
•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offshore

wind power is over 15 GW which has
the market incentive and large scale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 Water deep 5‐20 m (shallow sea) 
– 　About 177,920 hectare 
– 　About 9 GW in potential 

• 1.2 GW exploitable (13% development) 
• Water deep 20‐50 m (deep sea) 

– 　About 654,700 hectare 
– 　About 48 GW in potential 

• 6.2 GW developable (13% development) 
• Water deep 50‐100 m (deeper sea) 

– 　About 1,195,400 hectare 
– 　About 90 GW in potential 

• 9 GW developable (10% development) 



Offshore Wind of Renewabl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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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shore Wind Promotion Schedule

Year 2010 2015 2020 2025 2030

Offshore
Wind farm 
Capacity
(MW)

>15
(4 turbines)

600
(120turbines)

1800
(360turbines)

3000
(600turbines)

Offshore Wind Development principal 

(1) Considering the risk of technical and financial, encourage the business 
owners to set up demonstration wind farm in shallow sea area (water 
deep within 20 m). The target is to start business operation in 2015. 

(2) After establishing related technical and experiences, then adapts zone 
development in deep sea area (water deeper than 20 m) for large scale 
development. 

In shallow sea area
(water deep within 20 m)

In deep sea area 
(water deeper than 20 m)

(Source： Bureau of Energy, MOEA, 2012)

set up demonstration 
wind farm



Offshore Wind Farm

• Zero experience of offshore 
wind farm power in Taiwan

50(Source：The Crown Estate)

(Source： Claus Winter Graugaard et. al, 2011)

 Offshore Wind-Farm Construction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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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荷蘭為北海區域制定了總體空間規劃架構，荷蘭在北海的佔地面積5.7萬多平方
公里，約1.5倍面積佔總土地面積。正如在其他北海沿岸國家，需要有綜合的空間規劃變
得尤為迫切，因為新的海洋空間利用需求，主要是海上風力發電場和海洋保護區。
雖然一些海洋利用將保持目前現況，但考量到仍有相當大的預測增長空間在礦產開採，水
上運動娛樂，海上風力發電場，自然保護方面，可能還有養殖業。
最近，荷蘭關注在海平面上升與氣候變遷的問題，進一步引發討論海洋空間的管理問題。

現況利用 未來政策

荷蘭北海綜合管理計畫(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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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政策的執行在北海綜合管理計畫(2015) 
(IMPNS 2015)被描述到，其中空間規劃的總體

目標需要轉化為有一個健康，安全和盈利的
海洋。

中央對荷蘭海洋空間的管理組織是一個針對離
岸活動管理的許可證管制系統。此外，已經有
一套方法被開發出來，以提供深入了解空間的
發展和潛在的問題，促進管理使用空間。

這些新的方法包括: 
(一)發展機會地圖顯示現有機關允許使用區域
以及最有可能在未來發展的區域;
(二)空間監測和追蹤系統許可證;
(三)綜合（空間）評估機構簽發許可證
(四)針對特定功能進行探索空間研究;
(五)對於被其他合法海洋利用致使利益被侵犯
之用戶的補償可能性和
(六)建立一個統籌體制以支持共同結合海洋空
間使用的提議。

荷蘭北海綜合管理計畫(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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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海洋與國土防護



風險

機會
‧ 綜合性的調適與減災
‧ 多功能土地利用
‧ 創新

水資源管理

漁業
生態系
土壤

休閒遊憩農業
林業

能源

保險

空間規劃
監測

社會變遷

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的衝擊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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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風險地圖製作

坡地災害風險地圖 淹水災害風險地圖 海岸災害風險地圖

 依據自然環境與社會經濟特性，建立不同災害類型指標，製作台灣地區災害風險地圖。

 目前已完成初步坡地、水災與海岸之災害風險地圖，且持續進行其他類災害風險地圖之製
作。經由專家會議討論後，提供各單位防災規劃使用。

 未來納入氣候變遷與環境變遷（人口）研究成果，擬製作未來災害風險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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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plan the sustainable coastal 
development 
to proceed the suitable designation for 
protection, reservation or conservation area in 
coastal area.



三、海岸防護區劃設定義蒐集探討

內政部營建署「台灣地區海岸管理計畫」(1995-2006) 

臺灣國土災害空間劃設策略之芻議(2007) 

水利署(2012) 

分為海岸侵蝕、海岸溢淹、暴潮溢淹、地層下陷等四個防護區

分為海岸災害及地質災害

海岸法(草案) (2008)

海岸法(草案)第11條

綜整溢淹、侵蝕及地層下陷及其他因子

一、二級防護區

複合式災害

57

水利署(2010-2012)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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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區
類型

劃設目的 劃設準則

海岸侵蝕
防護區

以減緩海岸退縮目標 海岸防護單位已列為長期追蹤調查對象，
依據歷年航照圖比較侵蝕範圍大於
100m且海岸長度大於2000m。

洪氾溢淹
防護區

利用工程與非工程，減
少淹水範圍及面積

以調查之易淹水區範圍(標準為一次降
雨量150mm,浸水深度30cm,且達1日)

暴潮溢淹
防護區

強化海堤之興建與維護，
以降低暴潮之災害

低於該縣市海岸最高潮位以下，經常發
生海水倒灌之海岸低窪地區

地層下陷
防護區

進行計畫性管制，消除
或減緩下陷速率及範圍

下陷問題嚴重且過去累積下陷量達
50cm以上，或過去5年內曾有1年下陷
量超過10cm

海岸侵蝕防護區 洪氾溢淹防護區 暴潮溢淹防護區 地層下陷防護區

台灣地區海岸管理計畫
(草案,1999)

台灣中部區域環境敏感
地劃設與土地適宜性分
析(1996)

採用類似之劃設準則

海岸地區整體規劃之研究
(1995)

(8/24)



臺灣國土災害空間劃設策
略之芻議(2007) 

災害類型\潛勢 高潛勢 中潛勢 低潛勢

海岸

災害

海岸侵蝕
在10年內將直接
受到侵蝕災害之
影響

在30年內將直接
受到侵蝕災害之
影響

在60年內將直接受到侵蝕
災害之影響

洪氾溢淹
行水區 滯洪區 淹水頻率在50～100年之區

暴潮溢淹

緊鄰海岸，陸域
高程最高高潮位；
或地面高程在平
均海平面以下低
窪區域

有海堤保護，地
面高程在平均高
潮位以下，海平
面以上之區域

有海堤保護，地面高程在
平均高潮位以上，但地勢
平緩，排水坡度不足之區
域

地質

災害
地層下陷

年下陷速率≧5
公分

年下陷速率達3～
5公分之持續下陷
區，及年下陷速
率1～3公分之緩
和下陷區

地下水位持續下降，但尚
無完整檢測資料可資確認
下陷發生程度及範圍之地
區

海岸法及施行細則
(草案)

海岸法施行細則(草案)第29條
海岸侵蝕：經調查研究，認定為海岸嚴重侵蝕之地區，或經設置
防護措施後，仍具潛在之災害地區

暴潮溢淹：濱海陸地之地面高程低於暴潮位，且過去五年內每年
曾有下陷量達十公分之記錄或累積下陷量達五十公分之地區

洪氾溢淹：洪水平原管制區、排水不良經常淹水地區及海嘯可能
侵襲之地區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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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防護區分級劃設

海岸防護區：探討暴潮溢淹、海
岸侵蝕、地層下陷三種災害。

採用簡易分級方式：屬嚴重災害
一級或複合式災害，劃設為一級。

海岸防護計畫先期規劃研究案(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2010-2012)

海岸防護區(一、二級)初步劃設

分級

災害類型
一級 二級

暴潮溢淹

濱海陸地之地面高
程低於50年重現期
暴潮位，且地面淹
水深度大於1公尺地
區

濱海陸地之地面高程
低於50年重現期暴潮
位

海岸侵蝕
在10年內將直接受
到侵蝕災害之影響

在30年內將直接受到
侵蝕災害之影響

地層下陷
水利署公告嚴重地
層下陷範圍

60

暴潮+侵蝕+地層下陷

暴潮+侵蝕+地層下陷

暴潮+侵蝕

暴潮+侵蝕

暴潮

侵蝕 暴潮

侵蝕

侵蝕

侵蝕

暴潮

暴潮+侵蝕

暴潮

(10/24)



四、海岸防護區劃設原則檢討

61

納入複合型災害及極端氣候考量
各機關已公告範圍資料
可量化評估標準

(13/24)



五、海岸防護區圖資更新

1.海岸防護區基本圖資收集

暴潮溢淹資料

洪氾溢淹資料

+

3.海岸防護區
劃設準則

海岸侵蝕資料

+

2.海岸災害資料收集

地層下陷資料

+

4.GIS圖元處理
與套疊分析 5.海岸防護區圖資更新成果示意

地層下陷

海岸侵蝕
暴潮溢淹、洪氾溢淹

海域區、潮間帶利用

比例尺（1/25000） 62

更新流程

參、海岸防護區災害類型研析、劃設原則
檢討及圖資更新

(15/24)



五、海岸防護區圖資更新

63

更新方法

參、海岸防護區災害類型研析、劃設原則
檢討及圖資更新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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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海岸侵蝕劃設範圍 2012海岸侵蝕劃設範圍

六、海岸防護區劃設結果比較

海岸侵蝕劃設結果比較

參、海岸防護區災害類型研析、劃設原則
檢討及圖資更新

防護區佔海岸地區長度(17%) 高+中潛勢佔海岸地區廠度(20%)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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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海岸防護區劃設結果比較
1995年暴潮溢淹劃設範圍 2012暴潮溢淹劃設範圍

暴潮溢淹劃設結果比較

參、海岸防護區災害類型研析、劃設原則
檢討及圖資更新

防護區佔海岸地區面積(16.7%) 高+中潛勢佔海岸地區面積(21%)

(18/24)



六、海岸防護區劃設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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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洪氾溢淹劃設範圍 2012洪氾溢淹劃設範圍

洪氾溢淹劃設結果比較

參、海岸防護區災害類型研析、劃設原則
檢討及圖資更新

防護區佔海岸地區面積(3.2%) 高+中潛勢佔海岸地區面積(22.9%)

(19/24)



六、海岸防護區劃設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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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地層下陷劃設範圍 2012地層下陷劃設範圍

地層下陷劃設結果比較

參、海岸防護區災害類型研析、劃設原則
檢討及圖資更新

防護區佔海岸地區面積(7.4%) 高+中潛勢佔海岸地區面積(13.5%)

(20/24)



(一)建立海象(暴潮溢淹)預警系統

68

 預警發布：
 根據「氣象法」規定，全國氣象、

地震或海象等現象之預報或警報，
應由中央氣象局統一發布。

 預警系統建置與監測：
 水利署已建立海岸水情資訊系統

及屏東海岸水位監測預警系統
 自颱風警報發布起，持續監測海

水位變化，如超出警戒值則由水
情系統發布海岸預警資訊。

 建議可整合颱風觀測分析、暴潮
雨量分析模擬提昇預報準確度。

 緊急疏散：
 地方單位則需依警報資訊執行後

續緊急避災措施。

水利署海岸水情資訊系統

屏東海岸水位潮升監測預警系統

七、非工程措施範疇研擬-避災對策



(二) 海岸監測調查與資料庫建置

69海岸環境監測歷史海岸災害資料建置

七、非工程措施範疇研擬-避災對策

地形水深調查

 海岸災害嚴重地區優先：
 針對暴潮溢淹、海岸侵蝕、洪氾溢淹、地層下陷災害嚴重之海岸段應

逐年辦理海岸調查監測計畫。

 海岸防護資料庫建置：
 海氣象、波潮流、地形水深、漂沙活動等環境資料監測調查工作，並

建立海岸防護設施資料、海岸生態調查、歷史海岸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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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避災措施

 疏散路線及避難處所規劃

 疏散路線：應盡量利用現有道路，避開危險路段，且避難處所距離不可過長，以步行

不超過20～30分鐘為原則。平時應維持防災路線之暢通，以利防救災人員、機具進出。

 避難處所：避難所之空間，需能容納災區居民基本作息為原則，可利用當地活動中心、

學校或較大廟宇，且應擇地勢較高處，與外界需有安全的通路，或穩定之通訊設備處。

 避難路線及避難所選定原則(參考日本311)

日本311避難設施選擇方案

七、非工程措施範疇研擬-避災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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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整備

 成立災害應變中心:

 避難處所整備：

 疏散避難人員編組：

 居民疏散避難與收容
 廣播宣導撤離，請民眾速至避難處所。

 電話聯繫村里長或村里幹事，轉知當地居民提早疏散。

 協助弱勢族群民眾等，疏散至避難處所。

 強制疏散：經評估災害風險極高，或災情可能擴大者，得以

強制疏散區內居民至避難處所。

 災民收容：地方政府輔導各地區登記災民身份人數，調度、

發放物資、分配災民住宿。

 醫療救護：派遣醫療人員進行檢傷分類、醫療救護、心理諮

商、急救常識宣導、提供壓力紓解方法。

 管制交通：請警察單位協助警戒區管制、維持救災路線暢通，

並設置標誌管制通行。

 道路搶通：調派重型機械清除障礙及道路搶通。

 治安維護：編組輪流巡邏災區與避難處所。

(四)加強民眾教育宣導

 對防護區居民宜加強宣導教育、強化民眾防災意識、必

要時辦理防災演練，以加強民眾防災避難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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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岸緩衝區劃設

 緩衝區(Buffer Zone)範圍及定義

 緩衝區係指海域與陸域之間的過度地帶，包括潮間帶及潟湖。而在海洋物理方面的定

義，則海岸緩衝區是指近岸流與洋流交界之緩衝帶應。

 國內外文獻之緩衝區訂定方式

七、非工程措施範疇研擬-減災對策

國家或組織 緩衝區訂定方式
德國 緩衝區的陸地部份係以依行政部門管轄的區域為界

立陶宛 定義距海岸線3~5 公里內的範圍，為海岸緩衝區陸地部份

丹麥 定義此區陸地部份為距海岸線3公里內

芬蘭、瑞典及愛莎尼亞 以距海岸線50~300 公尺的範圍

日本

參考其境內海水及地形之變動，從海岸延伸到所受到災害的地區，以此定義為「海

岸保全區域」包括從海岸線向陸一側土地及向海一側土地各50米距離為緩衝區及一

般公共海岸區域為準

國內(許泰文,2004)

依據海洋動力系統之定義：

1.水域方面，將漂沙運移明顯的區域納入海岸緩衝區範圍，較狹隘的界限可以近

岸流卓越之範圍(水深5~10 公尺)，廣義的界限則可擴展至潮流影響漂沙的範圍(水
深20~30公尺以上)。
2.陸域方面，則定義為海水可能到達的地區，廣義的定義應可再包括如颱風、暴

潮等所造成或者是可能造成海岸溢淹的區域

依減緩災害的防災思維來定義：海岸緩衝區定義為減緩或消除引致海岸災害發生因

素(如颱風波高、暴潮、近岸流等)的地區，此緩衝區域範圍可僅包含水域地區或是

陸域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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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緩衝區劃設案例

 日本伊豆小笠原諸島的海岸保全範圍：由海岸線向陸側土地及向海側土地各50米

 歐盟由丹麥、英國、荷蘭、德國、比利時等國家共同合作之ComCoast計畫，結合休閒、旅

遊、棲地創造等方面規劃結合沿海區域與空間規劃。

 台灣西部海岸海灘坡度平緩，潮間帶極為寬廣為生態敏感並具有波浪消能之緩衝空間功能，未來台灣

應整合水域及陸域，完成海岸緩衝帶的劃設，並結合防災、休閒等朝向多元空間規劃利用。

ComCoast海岸地區多元緩衝
空間規劃示意圖

日本海岸保全地區劃設示意圖

台灣西部潮間帶寬廣結合防災、生態及休閒多元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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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自主防災社區推動

 農委會水保局
 土石流自主防災社區計畫

 自96-101年共計247個社區

 經濟部水利署
 推動水患自主防災社區計畫

 自99年-102年共計264個社區
 建議可納入暴潮溢淹之措施

 建立暴潮預警資訊發布平台，
可結合村里廣播系統發布訊息

 防災避難設施耐災能力評估
 複合式災害防災避難地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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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海洋我們共同的未來



海洋與台灣

臺灣四周環海、海洋資源相當豐富，位居東亞南北來往的樞
紐，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海洋是我們提升國際競爭力的重要
利基，可彰顯臺灣海洋國家之特色與競爭力，符合綠色永續
發展目標與需求。

推動海洋知識環境教育、整合性海洋環境調
查、即時海氣象監測作業化系統，海洋空間
規劃，對建構我國永續發展有其重要性、必
要性。

海洋我們共同的未來、就從氣象局開始!
76



 Copyright 2009 Coastal Ocean Monitoring Center. All right reserved.
http://www.comc.ncku.edu.tw77

近十年有超過67%
於侵台之前通過台
灣東方之海域

CWB
CWB

CWB

CWB

CWB

CWB

CWB

300公里



 Copyright 2009 Coastal Ocean Monitoring Center. All right reserved.
http://www.comc.ncku.edu.tw78

台東外洋資料浮標 台東東南邊約300公里
水深達5610公尺
東經123度59分54秒
北緯21度43分36秒

風速、風向
波高、週期、波向
氣壓、氣溫、水溫
流速、流向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服務建置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服務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系統在99年度建置完成，並於100年2月1日納入
海象e化服務系統一般版海象預報選項中，對外服務社會大眾。

http://www.cwb.gov.tw



海

洋

台

灣

新

思

維

認識海洋、保育海洋、利用海洋

海洋生態、環境保育

海洋藍色國土區劃管理與永續利用

海洋生態休閒遊憩

整體性海岸防護

海洋綠色能源與永續發展



最美麗的海洋休閒觀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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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從敬畏開始，存續從謙卑做起

 海洋與國土環境變遷有其趨勢，人為因素或
多或少可以更動之，但通常是往較糟的方向。

 從環境經濟學來看，海洋與國土利用開發前
應先了解地質限制及敏感條件。

 海洋與國土利用開發後對於週遭地質條件的
影響及改變亦應事先評估。

 法規永遠是最低的標準，永續發展才是我們
的終極尺度。

 我們(真正)想要的未來??
“海洋我們共同的未來”

Benedict原則：大自然總是助長隱藏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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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做什麼?
快速且不浪費時間

 改變舊有思想(Out of Box)

 協助解決問題

 通過啟發性的個案來落實利益大眾的想法

 創造新的企業及機構規則和文化(Team Work)

 改變我們計畫，設計和決策系統
有創意的方式

 創造新的夥伴關係

 創造新的領導人精神

海洋我們共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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