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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自然環境分析

一、海岸

桃園海岸由北至南，橫跨蘆竹區、大園區、觀音區和新屋區，總長約

46 公里，呈東北東 - 西南西走向，屬砂質海岸，各河口附近有凹入的河口或

瀉湖地形，缺乏天然港口，竹圍及永安漁港為人工圍築防波堤而成，河口周

圍有紅樹林的分布。海岸組成物質以沙、礫石及珊瑚礁為主。

1. 沙岸及沙丘

本市北段海岸有南崁溪、埔心溪、新街溪、老街溪、富林溪、大堀溪等

河川注入，帶來豐富的漂沙，漂沙注入臺灣海峽後，隨海岸沿岸流及潮汐帶

來的漲退潮移動漂送，在海岸海底地勢較平緩地區堆積成沙灘。退潮時廣闊

的沙灘受強風吹襲及日曬後逐漸脫水，表層變得乾鬆，被沿海空曠地區強大

的風力吹送即成為在地表懸浮吹送的風吹沙。海岸走向為東北東，與秋冬季

及春季盛行的東北風斜交，夾角約 22.5 度左右。每年九月至隔年五月間東

北風呈向陸吹送的風，這些風吹沙即受到風力的吹送，在海灘內側，因地勢

較高，遇到植物或地物等障礙物，風力即削減，沙粒即堆積成平行海岸的縱

沙丘，分布範圍北自與新北市交界的蘆竹區海湖附近，南抵與新竹縣交界的

新屋區蚵殼港均有海岸沙丘的分布。

這些沿海的沙丘群中，以位於大園區老街溪口（許厝港）至觀音區大

堀溪口海岸間的草漯沙丘最高大寬廣，平均拔高可達 10-15 公尺，最寬的活

動沙丘部分可達 150 公尺左右，若不管上方經常築有格狀竹編的防沙籬，冬

日東北季風強大時，經

常風沙飛揚，可說是小

型的「撒哈拉沙漠」，

為臺灣海岸中沙丘保持

最寬廣而完整者，因此

2013 年被「臺灣環境資

訊協會」執行的「臺灣

海岸守護計畫」遴選為

臺灣九處最值得守護，

也最美的海岸之一。
◆海陸交界是環境生態最多樣化的地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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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本市海岸型態圖

由北至南，沙丘的分布依序為：（1）海湖沙丘（2）沙崙沙丘（3）草漯沙丘（4）
觀音沙丘（5）大潭沙丘（6）永安沙丘。

2. 礫岸

礫石海岸主要分布在北段海湖至竹圍沙崙一帶，由粗大礫石組成，海岸坡

度較陡。新屋區深圳海堤、南岸停車場下方岸邊及永安漁港觀音像下方等處海

灘，有典型礫石灘地，其礫石為外形渾圓且光滑的鵝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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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桃園海岸變遷監測調查計畫（經濟部水利署，2016 年）

3. 海岸變遷

桃園海岸受季風影響，具明顯之夏淤冬刷現象，觀音以北部分侵淤互現

大致平衡；除下埔附近侵蝕外，以南部份大致淤積，以觀音海水浴場及永安

漁港北側較為顯著，永安以南則因受防波堤阻擋呈侵蝕現象。針對桃園海岸

變遷現象，可參考圖 2-2。

圖中 S1~S65 之點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桃園海岸變遷監

測調查計畫」在進行海岸線變動計算時，依沿岸間隔每 500 公尺攫取

一斷面之位置點，並依此彙整 1985 年、2004 年、2009 年、2010 年、

2012 年、2016 年等歷年測量資料套匯結果。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第二

河川局「桃園海岸變遷監測調查計畫」期末報告 (2016) 指出，桃園

海岸在 1985 ～ 2016 年海岸線變遷，竹圍漁港北側至新街溪段，除

南崁溪北側及竹圍漁港南北側之海岸線往外海成長外，其餘大致為後

退情形，其中在竹圍漁港南側海岸有明顯海岸線向海前進現象，並在 
2016 年 5 月測得向海側 176.17 公尺的變動距。老街溪至大潭電廠取水口以

北段，除雙溪口溪南側及取水口等局部地區之海岸線有後退情形外，其餘

大致以往外海成長為主，在大潭電廠取水口以南至永安漁港北側之間海

岸有明顯海岸線後退現象，並且在 2016 年 5 月測得向陸側 139.53 公

尺的變動距，其中部分海岸線已退至堤趾處，故以新屋溪至永安漁

港北側間地區之海岸線後退情形較為劇烈。

新屋海濱
觀新海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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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本市海岸變遷示意圖

新街溪口

觀音溪口

觀新海堤

© 沈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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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堤興建與海岸侵蝕

本市觀音區岸線因具大型海工結構物（大潭電廠、觀塘工業區等），形

成突堤效應造成部分區域岸線嚴重退縮。目前沿岸海堤及保護工共 15 座，

由北至南依序為沙崙海堤、沙崙防潮堤、新街溪出海口海堤、內海海堤、北

港海堤、樹林段海堤、白玉海堤、觀音海堤、大潭二號海堤、永安一號海堤、

永安二號海堤、笨港海堤、深圳海堤、蚵殼海堤、蚵殼海岸保護工（資料來

源：經濟部水利署全球資訊網）。

據「桃園海岸變遷監測調查計畫」期末報告 (2016) 資料所示，桃園市

海岸防護設施長度總長為 21,061 公尺，並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4 年 8 月公

告之各縣市海岸地區範圍統計，本市海岸地區面積約 31,251 公頃，其中近

岸海域為 23,164 公頃，濱海陸地 8,087 公頃；另營建署 105 年度第二期各縣

市自然及人工海岸線比例一覽表，指出桃園市海岸線長度為 46,292 公尺，

自然海岸佔 45.56%，人工海岸佔 54.44%。

經濟部水利署二河局提供基本資料調查監測計畫在《桃竹苗海岸監測調

查計畫成果報告書》結果顯示，桃園海岸侵蝕沒有太大變化，侵蝕嚴重區段

包含桃園北岸的北港海堤南岸，與觀音區的大潭電廠南岸。北港海堤南岸已

◆ 人工海岸越蓋越高，企圖抵擋氣候變遷下潮汐的劇烈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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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2 年施工完成，大潭電廠南岸海堤之設計案將陸續開始施作。現有海堤

部分，請見表 2-1。

在 2014 年本市農業局桃園藻礁委託案，由台灣濕地學會所進行的「桃

園藻礁海岸侵淤與變遷以及污染排放模擬分析」中針對觀音溪至永安漁港之

海岸變遷，從長期角度來看，呈現侵蝕趨勢。而部分區段已退縮至海岸防護

結構物前，也就是於漲潮時期，已無露出沙灘（如新屋溪出海口岸段），因

此在本段海岸在颱風時期，仍可能發生大規模岸線侵蝕，或海岸防護設施損

毀之海岸災害潛勢。

海堤名稱 海堤長度（公尺） 海堤高度（公尺）

竹圍防潮堤 442.3 1.0
沙崙海堤 1,160.8 5.2

沙崙防潮堤 348.5 4.0
新街溪出海口海堤 1,593.8 5.6

內海海堤 2,189.5 5.0
北港海堤 1,619.7 5.7
觀音防潮堤 1,335.2 1.8
樹林段海堤 648.3 5.1
白玉海堤 1,463.9 5.3
觀音海堤 358.0 5.2

大潭一號海堤 727.0 4.7
大潭二號海堤 295.0 4.8
永安一號海堤 2,222.0 6.2
永安二號海堤 1,344.0 6.2
永安海堤 809.0 5.1
笨港海堤 1,700.0 5.1
深圳海堤 1392.1 5.0
蚵殼海堤 1,188.6 4.8

蚵殼海岸保護工 754.4 3.5
桃園市海堤總長度：21,061.413 公尺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桃園海岸變遷監測調查計畫期末報告，2016

表 2-1   本市海岸防護設施一覽表



38第二章第二章

二、海象

本市海岸地區海象資料，如波浪、海流、潮汐等資料，引用「工業化海岸

健診計畫 - 大園觀音工業區海岸診斷與復育先驅研究」(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2009)、「桃園藻礁委託研究案」(台灣濕地學會，2013、2014) 之相關資料。海溫

則參考中央氣象局資料，海域水質引用環保署民國 104 年度環境水質年報。

潮  汐
本地區潮汐調查，僅有永安漁港及竹圍漁港，茲說明如下。

以基隆港平均潮位為基本基準面設計水位如最高高潮位為+2.50公尺，

平均潮高 +1.91 公尺，平均潮位 0.29 公尺，平均低潮位 -1.52 公尺，

最低低潮位為 -2.33 公尺。由新竹中油長康測站之潮位調合分析結果

顯示：四個主要分潮振幅分別是：M2=178.1 公分、S2=51.2 公分、

K1=26.1 公分、O1=20.7 公分。

竹圍漁港潮位觀站隸屬中央氣象局，由中央氣象局公開之統計資料

(1995-2015) 顯示平均潮差約 2.86 公尺、平均潮位約 0.06 公尺。

波  浪

海 溫

根據中央氣象局桃園竹圍測站資料（1 9 9 5 ~ 2 0 1 5）各月平均海溫，

以 7 月攝氏 2 9 . 6 度最高，2 月攝氏 1 6 . 9 度最低。

根據調查觀音沿岸之波浪狀況，較永安漁港北側、及較南側的圓滿定置網魚場附近

更加平靜。本海域之波浪情形詳見下表。

大潭電廠波

場模擬結果

「桃園藻礁委託研究案」（台灣濕地學會，2013）針對大潭電廠周邊季風

波場進行模擬分析，可知在大潭電廠處，夏季季風吹西風，冬季季風吹北

風，且近岸冬季季風明顯高於夏季季風期間。然而受近岸人工結構物之影

響，波高明顯較低。且夏、冬季季風期間，結構物遮蔽範園也不同，夏季

時期結構物北側為遮蔽區，冬季時結構物南側為遮蔽區。

永安漁港

北側海域

夏季時期示性波高小於 1 公尺佔 88.2%，東北季風期間海況較差大於 1 公

尺的有 54.7%，大於 1.5 公尺的則佔 31.2%。

桃竹交界

海域

研究觀測結果顯示，觀測期間內所測到的波浪以風浪為主；東北季風 10
月至翌年 3 月之示性波高分布以 1.0 至 2.0 公尺為主，超過 1.0 公尺者約

佔 67.5%，波高大於 1.5 公尺約佔 37.2%，波高超過 2.0 公尺以上者約為

12.8%，示性週期以 4 至 8 秒為主。

中央氣象局

新竹測站

新竹測站近年來所測得波浪資料顯示：夏季時期（6-8 月）示性波高小於

0.6m 佔 52.8-64.3%，東北季風期間（10-3 月）海況較差，0.6-1.5m 的小

浪佔 57.8-65.1%，大於 1.5m 佔 9.68-24.97%。

註：將不規則之海面變動以單一波高及週期來代表，此波稱之為示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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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流

桃園海域海流方向大致為東北 - 西南走向，然而受季風影響，使沿岸流在小尺度的區域地

形上造成差異，而產生海岸侵蝕與淤積的自然現象。全年海流方向皆為東北 - 西南向，只

有夏季海流受黑潮影響，流速較緩。

據港灣技術研究所於觀音海域進行 12 次短期海流監測結果推定：在水深 21
公尺的潮流於大潮時，最大流速會到 108cm/s，17 公尺水深處最大流速會

到 78cm/s，流向多為東北東及西南西，海域裡的恆流狀況不明顯。由於台

灣海峽地形之影響，海峽內受潮流影響大於洋流，故近岸流由潮汐所主導。

不論冬、夏季，於漲潮時期，流場流向呈現沿岸由北流向南，退潮時則轉

為沿岸由南向北流。（台灣濕地學會，2014）

依據梁等（1982-1983）於永安漁港北側之觀音區海域水深 -17 公尺處所測

得波浪資料顯示：最大流速 81.8cm/s，平均徑流 38.3cm/s，5-6 月最大流

速 61.68cm/s，平均徑流 31.2cm/s；桃園大堀溪及新屋溪之間海域所調查

結果顯示：該海域流向大致與海岸線平行，即東北東與西南西方向。

海 域  水  質

圖 2-3 本市出海口水質重金屬銅、錳未
符合保護人體健康環境基準測點示意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民國 104 年環境水質監測年報，2016

依據環保署發佈之「海域環境分類及海洋環境品質標準」，桃園市海域係屬乙類海

域水體。乙類海域水體係指適用於二級水產用水、工業用水及環境保育，其中二級水產

用水為虱目魚、烏魚及龍鬚菜培養用水之水源。海域因水體廣闊，其水質變化較河川穩

定。因此，監測頻度為每季 1 次，本市轄內海域水質監測站如下：

測站名稱 經度 緯度 監測項目

環保署
(5處)

海湖電廠 121.2457690 25.1223700

酸鹼值(PH)、溶氧、鎘、銅、
鋅、鉛、汞

新南崁溪口 121.2457690 25.1223700

沙崙中油卸油設施一 121.1972070 25.1213300

沙崙中油卸油設施二 121.2194580 25.1304090

觀音溪口 121.0642510 25.0560260

中油桃煉廠
(5處)

卸油浮筒測站一 121.19444 25.12500

氫離子濃度指數(PH)、水溫、
溶氧、懸浮固體、生化需氧
量、礦物性油脂、總酚

卸油浮筒測站二 121.19277 25.13333

卸油浮筒測站三 121.19444 25.17222

卸油浮筒測站四 121.24722 25.15833

卸油浮筒測站五 121.25555 25.13940

桃園市
環境保護局

(3處)

南崁溪出海口 121.25555 25.13904 氫離子濃度指數(PH)、水溫、
溶氧、酚類、氰化物、礦物性
油脂、鹽度、生化需氧量、重
金屬(鎘、銅、鋅、鉛、汞、
六價鉻)

新街溪出海口 121.19444 25.12500

社子溪出海口 121.00086 24.98574

共 13 處海域水質測站，在桃園市轄沿岸各河川入海口和近海海域

進行海域水質採樣工作，並建立海域背景資料，為未來重大開發

案評估及對照參考，並依據監測結果檢討水質現況，如有水質超

標情形將釐清並追蹤污染來源，以掌握污染處理時機，進而採取

適當之防治及應變改善計畫，以期達到污染預警及突發污染事件

污染來源查證之目的。水質監測結果大都屬正常且平穩。

據環保署民國 104 年環境水質年報出海口水質重金屬調查指

出，本市計有銅 2 站（南崁溪口及老街溪口）及錳 5 站未符合基

準（圖 2-3)，受地質影響，故錳監測值偏高。在本府積極進行污

染總量管制下，出海口水質持續改善，詳見「四、水資源」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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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候

氣溫、降雨量、風速，根據民用航空局 2005~2015 年統計資料，桃園國際機

場氣象站資料，颱風依據中央氣象局研究科技中心「百年侵台颱風路徑圖集及

其應用」專題報告彙整，如下：

平均溫度為 22.66˚C，歷年月平均氣溫最高出現在 7月、最低則為 1月，

為典型的亞熱帶季節型氣候（夏季高溫，冬季溼冷）。

年平均總降雨量為 2106.99 毫米，歷年月平均降雨量最高出現在 6月、

最低為 7月；另年平均總降雨日約為 182 日。

歷年月平均風速最高出現在 1月、最低則為 6 月。冬季季風期由每年

10 月至翌年 2 月，風向以東北向為主；3~5 月屬季節轉換期，東北季

風與西南季風共存；6-8 月則為夏季季風期，主要風向為西南西方向。 

桃竹苗地區位於臺灣西北海岸，依 1958~2015 年共 58 年統計結果，期

間共約 75 次侵台颱風，平均每年約 1.29 個颱風影響本海域。颱風所造

成之災害最主要因素有三：1. 暴風、2. 豪雨、3. 浪與潮。其中以浪與潮

對海岸之破壞性最大。參考 2010 年「桃竹苗海岸基本資料監測調查計

畫」乙案彙整歷年各段海堤竣工報告因颱風所造成海堤損害之事件，

羅列如表 2-2。

降雨量

風速

颱風

東北季風時期主風向為東北向，由於平均風力已達 4m/s 以上，具有風力發

電的價值，也自此本段海岸線座落許多風力發電機組。且由於東北季風旺盛，冬

季較不適合進行戶外遊憩活動。

損 ( 毀 ) 海堤名稱

永安一號海堤

笨港海堤

深圳海堤

蚵殼海堤

災害區域

新屋區

竹圍區

大園區

新屋區

新屋區

新屋區

損害事項

暴潮溢淹、颱風波浪破壞

海水倒灌

海口、沙崙、果林及田心發生海水倒灌 
笨港至蚵間一帶採自然工法興建的

卵石海堤大部份遭海水淘空，被沖刷

的石塊堵住水門，造成排水癱瘓。

颱風波浪破壞

颱風波浪破壞

颱風名稱

賀伯

納莉

辛樂克

艾利

年度

1996

2001

2002

2004

表 2-2   本市海岸防護設施歷年颱風災害表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桃園海岸變遷監測調查計畫期末報告，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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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天然地質、地形與氣候環境條件的影響，桃園海岸年年都有海岸侵淤的現象，是自然的海岸變遷現象。

© 沈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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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資源

桃園水文美麗，主要河川為大漢溪，其演變過程受台地地形影響，並與

古大漢溪遭奪過程有關，最初桃園台地群由古石門溪（今大漢溪）沖積而成。

由於台北盆地陷落，古石門溪被襲奪而改道淡水河入海，使整個台地面的溪

流皆成斷頭河，河川短小並呈扇狀流入海中，缺乏切割地形的能力，故保留

平坦完整的台地地形。

（一）河川

桃園台地之水系主要是以接近「放射狀水系」之型態向海岸輻散，河

流短小，且未與來自中央山脈之河流連接而自成一系統。流經本計畫之水

系由北向南依次為：南崁溪、埔心溪、新街溪、老街溪、富林溪、大堀溪、

觀音溪、新屋溪、社子溪及福興溪，可參考表 2-3。
表 2-3 本市河川一覽表

河流別 長度（KM） 流經區

大漢溪 134.30 龍潭區、復興區、大溪區

南崁溪 30.73 龜山區、桃園區、蘆竹區、大園區

老街溪 36.70 龍潭區、平鎮區、中壢區、大園區

社子溪 24.17 楊梅區、新屋區

福興溪 15.30 楊梅區、新屋區

富林溪 5.50 觀音區

大堀溪 14.50 平鎮區、觀音區

觀音溪 7.80 新屋區、觀音區

新屋溪 14.30 觀音區、新屋區

新街溪 29.00 龍潭區、平鎮區、中壢區、大園區

埔心溪 23.00 桃園區、中壢區、大園區、蘆竹區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本市環境保護局針對市內河川水質監測計有南崁溪、老街溪（含大坑缺

溪、田心仔溪支流）、社子溪、新街溪、黃墘溪（連接至埔心溪）、大堀溪、

埔心溪、富林溪等 8 條河川共有 19 處監測點。

依據本市環境保護局監測資料指出，南崁溪流域人口統計約 84 萬人，

列管事業總計約 505 家；流域內林口工三工業區（1 座）、華亞科技園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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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本市重要河川污染情況

座）及龜山工業區（1 座）皆設有聯合污水處理廠。老街溪流域人口約 27.5
萬人，列管事業總計約 143 家；流域內包含竹科龍潭園區、平鎮工業區及大

園工業區，共 3 處工業區，其中竹科龍潭園區及平鎮工業區聯合污水處理廠

之廢水排放至老街溪，而大園工業區雖有設置污水處理廠，但其放流口排放

至雙溪口溪而非老街溪。社子溪流域人口統計約 12 萬，流域內設有幼獅工

業區與永安工業區，其中幼獅工業區設有聯合污水處理廠；列管事業家數總

計 118 家。埔心溪流域集污區人口統計約 21 萬人，列管事業總計約 81 家，

另有石油化學專業區以外之工業區有 2 家（經濟部工業局中壢工業區服務中

心及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分公司）。新街溪流域集污區人口

統計約 26 萬人，列管事業總計約 50 家；新街溪流域內有中壢工業區及大園

工業區（一期），中壢工業區聯合污水處理廠放流水排放至埔心溪，大園工

業區（一期）未設有聯合污水處理廠。

南崁溪、老街溪、福興溪及社子溪 100 年至 105 年重金屬銅、鋅達成

率變化趨勢如圖 2-4 所示。重金屬銅達成率由 100 年 52% 逐年改善至 105
年 83%，其中南崁溪及老街溪近五年達成率改善最為顯著，南崁溪由 100
年 19% 改善至 105 年 75%，老街溪由 100 年 25% 改善至 105 年 82%。重金

屬鋅達成率於 101 年、103 年起維持於 100%。

河川別
河川
長度 
(KM)

未（稍）受污染
RPI≦ 2.0

輕度污染
RPI≦ 2.0

中度污染
3.1≦RPI≦ 6.0

嚴重污染
RPI＞ 6.0

各流域河川

污染程度
（RPI）平均值

流經

海岸區域長度 占比 長度 占比 長度 占比 長度 占比

南崁溪 30.73 0.6 1.9% 0.4 1.4% 27.3 88.9% 2.4 7.7% 中度污染
蘆竹區
大園區

老街溪 36.7 9.3 25.2% 8.4 22.7% 18.8 50.7% 0.5 1.4% 中度污染 大園區

社子溪 24.17 9.2 37.9% 7.9 32.8% 6.9 28.6% 0.2 0.7% 輕度污染 新屋區

埔心溪 23 - - - - 12.6 100% - - 中度污染 大園區

新街溪 29 1.1 3.9% 7.3 26% 17.6 62.9% 2 中度污染 大園區

大堀溪 14.5 3.63 25.5% 3.63 24.8% 7.25 49.7% - 7.2%- 中度污染
觀音區
新屋區

富林溪 5.5 - - - - 4.5 75% 1.5 25% 中度污染 觀音區

福興溪 15.3 10.6 69.4% 2.2 14.4% 2.5 16.2% - - 未（稍）
受污染

新屋區

資料來源 : 桃園市政府環保局，統計期間：2016 年 1 月 1日 ~12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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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埤塘

本市為台地地形，早期農耕取水不易，因此挖掘埤塘來蓄水灌溉，依資

料記載，最多曾有 8,846 口，因此有「千埤之鄉」美譽；但至 2014 年底，

全市埤塘約剩 2,851 口，其中

約 800 口尚有灌溉功能，其

餘超過 2/3 只剩景觀功能或荒

廢。在空間分布上，以大園、

觀音、新屋等沿海鄉鎮之埤

塘密度較高；而新屋區（水

域面積約 513 公頃）、觀音

區（水域面積約 503 公頃），

為全市埤塘所佔面積最廣之

行政區。近來埤塘則成為本

市特色地景之一。

圖 2-4 本市（南崁溪、老街溪、社子溪、福興溪）
105 年重金屬銅達成率近五年變化趨勢分析圖

◆ 埤塘水圳是重要的灌溉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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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歧異度特性的陸棚帶正不斷受到人為開發的威脅。

五、環境敏感地

本市海岸周遭，具備各種敏感資源，以下區分為三種，分別為天然災害

敏感地區、生態敏感地區及人文景觀敏感地區。

（一）天然災害敏感地區

天然災害敏感地區，依內政部公告之「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之防護區分

類，海岸侵蝕、洪泛溢淹、暴潮溢淹、地層下陷等四種類型。並依據前開計

畫所示，本市海岸之天然災害敏感區主要有海岸侵蝕、暴潮溢淹兩類型。

1. 海岸侵蝕

本市海岸因大潭電廠設立後，由於突堤效應，對觀音區保生里附近海岸產

生侵蝕現象，海岸線已退縮至防風林帶，目前水利署第二河川局於海岸受侵蝕

面實施生態護堤工程，以減緩海岸侵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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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洪泛溢淹

水利署桃園市淹水潛勢圖資料顯示，臨海地區皆屬高淹水潛勢區。其中以

南崁溪、新街溪、老街溪、大堀溪、社子溪等沿岸聚落為主。於 24 小時最大累積

雨量150mm 時，淹水區位以埔心溪、老街溪（圳頭、海湖、大平頂、內海、北港）、

大堀溪、南崁溪（海口、竹圍）流域沿線，最為嚴重可水淹達 2-3 公尺；24 小時

最大累積雨量 600mm 時，流域沿線聚落以及沿海地區水淹深度更大於 3 公尺

並集中於各流域出海口處。其他如新屋區永興、永安、笨港、深圳和蚵間等沿海

海岸以及社子溪沿岸，皆是易淹水區域。而經國家防救災中心所提供之「淹水災

害 24 小時累積雨量門檻統計值」沿海四區淹水災害之門檻值為 24 小時最大

累積雨量 250-300mm。淹水主因除颱風過境挾帶之豐沛雨量外，區域內排水系

統不良、流域沿線護岸高度不足等皆是影響因素。

新屋區社仔溪出海口周邊已劃設為洪患溢淹防護區，包括出海口附近聚落

永安里，易自暴雨而受淹水危害。

3. 暴潮溢淹

新屋區深圳里與蚵間里海岸已劃設為暴潮溢淹防護區。

4. 地層下陷

自 2000 年以來實施地層下陷監測，本市地層下陷最大下陷量為 9 公分，

未達每年下陷量 10 公分以上之標準，未列入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 夕陽下美麗的海岸。



48第二章第二章

（二）生態敏感地區

1. 桃園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

藻礁是由珊瑚藻類等造礁生物形成的「植物礁」，然藻礁造礁速度十分緩

慢，一年平均只能形成0.1公分至0.2公分，本市海岸以觀音區地形發育最為完整，

其「藻礁」潮間帶存在時間推估已超過兩千年至七千年，於民國 96 年中油開挖

海底天然氣輸送管線供台電大潭廠使用，首度讓藻礁地形曝光。

本市海岸的藻礁主要分布中生長最佳，礁體最完整的區域是小飯壢溪口

至新屋溪口間，藻礁分布之寬度可達 500 公尺，有些礁體厚度可達 3 公尺。退

潮時可明顯露出海平面 1公尺左右。行政院農業委員已於民國 103 年 4月15
日依《野生動物保育法》以農林務字第 1031700446 號公告「桃園觀新藻礁生

態系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本市農業局並於同年 7月 7 日以府農植字第

1030161744 號公告「桃園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

桃園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屬於海洋生態系、河口生態系之

複合型生態，其範圍以觀音區保生里大潭電廠進水口南堤以南至新屋區永

興里、永安里藻礁海岸，含小飯壢溪河口、新屋溪河口；保護區範區界線

係緊連各堤岸構造物，各堤岸構造物主體不納入保護區範圈，面積達 315
公頃分為核心區 47 公頃、緩衝區 81 公頃、永續利用區 187 公頃，經市府

農業局調查報告指出藻礁具有高度的物種生物多樣性，動物密度為高美濕

◆ 觀新藻礁呈現豐富的生態。

© 廖經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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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 5 倍；香山濕地

的 8 倍，保護對象為

河口藻礁海岸生態系

及其棲息之鳥類、野

生動植物。保護區劃

定後，預期將可使棲

地環境維護、藻礁復

育、解決藻礁結構性

污染問題及推廣環境

教育等工作更為深

化。保護區全區明定

禁止各種開發、採取

土石、礦物及傾倒廢

土、排放廢污水及其

他破壞保護區自然環

境之行為。

藻礁是具有消

波功能的礁體，是天然的海岸屏障，更是海洋生物聚集、生息繁衍的重要

棲地，實屬大自然的偉大機制之一。目前分布面積最廣的觀音沿岸，則由

於工業廢水污染、突堤效應等原因，迫害著藻礁，是人類行為造成的嚴重

生態浩劫，八成以上的藻礁面臨不再造礁成長的困境。

2. 許厝港重要濕地 ( 國家級 )

◆ 埤塘濕地是桃園重要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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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厝港位於老街溪、雙

溪口溪出海口右側，於清朝曾

繁華一時，近年來自海灘逐漸

流失及陸域化面積的增加，已

失去海陸運輸功能而廢棄。港

內因泥沙淤積，已自然演變為

濕地型態，加上周邊大平頂、

圳頭股有許多農地長期休、廢

耕，或是冬季放水養田之政

策，其環境條件極適合候鳥覓

食與棲息之場所，已成為候鳥

南遷北返之重要棲息地和跳

板，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態地位。

每年 9 月至翌年 5 月冬候鳥及春候鳥過境期間，常可

觀察到上千隻水鳥聚集的盛況，為國際鳥盟評等重

要野鳥棲地（IBA）。由此，內政部營建署於

民國 100 年 1 月 7 日將許厝港濕地劃定

為國家級重要濕地，並於 104 年 2
月 2 日施行濕地保育法後，內

政部於同年 1 月 28 日公

告許厝港濕地面積

為 961 公頃。

◆ 鷹斑鷸。

© 范姜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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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近年因土地開發、大園工業區廢污水排放、垃圾，及大型廢棄物堆積

等問題，除了藻礁，人類行為再次嚴重威脅許厝港濕地，新街溪、埔心溪、

老街溪三條河流水質皆為中度污染，若開車行經這些河流，有時還能看見垃

圾漂流；加上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將使許厝港濕地環境受到一定程度之衝

擊。

3. 桃園埤圳濕地 ( 國家級 )

埤塘是本市的重要地景，它不僅反映先民開拓定居的過程，同時呈現人

類與大自然互動共存的證據。

縱橫桃園台地的灌溉渠道，是許多水生動物植物流動的生態廊道。埤圳

濕地具有較高的生物多樣性，動物有蜻蜓、紅冠水雞、水雉、澤蛙、台北赤

蛙、草花蛇、斑龜。植物有水毛花、水丁香、台灣萍蓬草、小莕菜、滿江紅、

青萍、齒葉夜睡蓮、水莧菜等。

4. 新屋溪口濕地生態

新屋溪為本市河川中感潮河

段最長、最寬廣的濕地生態。退

潮後在潮間帶露出的沙、泥灘和

沙洲，就成為耐鹽植物如紅樹林、

苦林盤生存之處。許多濱海植物，

如水筆仔、鹽地鼠尾稟粟可以觀

察；此外，春秋兩季候鳥遷移季

節，也吸引大批候鳥前來棲息覓

食。水筆仔復育十年有成，但水

筆仔繁殖力驚人，加之不當的復

育，現今亦造成出海口河道嚴重

淤塞。 [3]

◆ 白鷺成群在濕地棲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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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為社經發展分析

一、人口

桃園於民國 39 年設縣，

當時全縣人口為 34 萬 3,153
人，60、70 年代中壢、龜山

成立工業區，加上國際機場啟

用，工商發展迅速，人口快速

增加，於民國 99 年 6 月底，

人口數突破 200 萬人，103 年

12 月 25 日正式升格為直轄

市，至 105 年底人口數已達

214 萬 7,763 人，較 39 年設縣

人口成長 555%，62 年來平均每年增加約 3 萬 1 千人。 沿海四區人口佔全市

17% 之人口比例，但蘆竹南崁一帶有大量密集住宅區，故推估近沿海居住之

人口，比例應更低。

◆ 都市人口增加快速。

表 2-5  本市濱海四區人口統計表

區別

蘆竹區

大園區

新屋區

觀音區

合計

全市

面積（KM2）

76

75

88

85

336

1,221

村里數

26

18

23

23

人口

158,802
143,886
87,158
82,136
48,772
48,652
65,555
61,676

360,287
336,350

2,147,763
2,013,305

人口密度（人 /KM2）

2,103
1,906
997
940
574
552
745
701

1,072
1,001
1,759
1,649

人口比例（%）

7%

4%

2%

3%

17%

100%

年度

105
100
105
100
105
100
105
100
105
100
105
100

人口成長

10.4%

6%

0.2%

6%

7%

7%

資料來源：行政院內政部戶政司人口資料庫，人口成長以 100 年為基準比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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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

（一）土地使用管制：都市土地及非都市土地

1. 都市土地

自行政院 105 年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可知，本市迄今計有 33 個都

市計畫區，計畫面積共約 32,389 公頃，佔全市總面積約 26.5%。

依據內政部 106 年 2 月 6 日台內營字第 10608081072 號「整體海岸管

理計畫」指出，本市海岸地區範圍內之都市土地面積為濱海陸地，約 554.71
公頃，皆無臨海，分別為：觀音都市計畫、觀音（草漯地區）都市計畫、大

園都市計畫和林口特定區計畫等，周邊之都市計畫有 2 個，包括桃園航空貨

運園區暨客運園區（大園南港地區）特定區計畫和大園（菓林）都市計畫，

可參考表 2-6。

105 年 3 月本府都發局提出擬將目前 33 個都市計畫合併成中壢都會區、

桃園都會區，航空城、鄉村發展地區、龜山台地、生態遊憩地區等六大都市

計畫區；其中，海岸地區在內的有航空城、鄉村發展地區等，預計可使土地

運用更佳靈活。

表 2-6  本市海岸地區範圍內及周邊都市計畫區一覽表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5 年度公務統計報表；都市計畫書圖資料查詢系統，檢索時間：2017 年 3 月。

＊：林口特定區都市計畫為跨市之都市計畫，包含新北市、本市龜山區、蘆竹區、桃園區等。

計畫名稱 囊括行政區 公布日期 計畫面積 ( 公頃 ) 目標年度 計畫人口 通盤檢討

海岸地區範圍內

林口特定區
都市計畫 *

蘆竹區
(海湖里、坑口里 )

59.11.26 18,480.38
( 本市部分：7,378.14) 110 200,000

計畫人口併
於新北市

100 年

第 3次通盤檢討

觀音都市計畫 觀音區 63.12.03 190.30 100 11,000 95 年第 3次通盤檢討

觀音 (草漯地區 )

都市計畫
觀音區 71.11.03 504 110 63,000 95 年第 3次通盤檢討

大園都市計畫 大園區 64.12.15 510 95 28,000 95 年第 3次通盤檢討

海岸地區範圍周邊

大園 (菓林地區 )

都市計畫
大園區 70.08.20 277.43 100 18,000 91 年第 2次通盤檢討

桃園航空貨運園區暨
客運園區 (大園南港地區 )

特定區計畫
大園區 87.02.17 242.55 100 27,000 未做過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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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林口特定區都市計畫將併入龜山台地都市計畫，觀音都市計畫、觀音

（草漯地區）都市計畫將併入鄉村發展地區都市計畫群，大園都市計畫、桃

園航空貨運園區暨客運園區（大園南港地區）特定區計畫、大園（菓林）都

市計畫則併入桃園航空城都市計畫。

2. 非都市土地

本市之非都市土地有 86,612 公頃，佔全市總面積 73.5%(105 都市彙編

統計 )，其中，濱海四區計有 26,012 公頃，佔全市非都市土地 30%，海岸地

區則計有 8,077.19 公頃，佔全市非都市土地 9%。

新屋區以一般農業區及特定農業區使用為主，觀音區、大園區、蘆竹區

以特定農業區所佔面積最多，次為一般農業區，但其中觀音區，因為近年持

續開發工業區，故工業區用地已超過一般農業區。依據內政部營建署整體海

岸管理計畫之數據，顯示海岸地區範圍內，幾乎包含了濱海四區之工業區，

最多用地仍為一般農業區，次多為工業區，再次則為森林區。詳細分區面積，

見表 2-8。

◆ 竹圍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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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海四區

海岸地區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 16000

一般農業區

山坡地保育區

工業區

河川區

特定專用區

特定農用區

森林區

鄉村區

表 2-7  本市濱海四區及海岸地區範圍內之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公頃）

區別
一般農

業區

山坡地

保育區
工業區 河川區 特定專用區 特定農用區 森林區 鄉村區

蘆竹區 938 59 152 14 153 1,066 110 55

大園區 2,088 - 215 8 1,581 3,035 249 77

觀音區 1,262 - 1,467 - 36 4,960 517 14

新屋區 1,094 - 54 - 29 6,634 126 19

合計 5,382 59 1,888 22 1,799 15,696 1,002 165

海岸地區 4,266 37 1,847 5 157 104 1,071 35
資料來源：濱海四區統計資料來自內政部營建署全國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查詢系統，2017 年 3 月檢索

彙整。海岸地區資料來自內政部營建署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該數值以 GIS 軟體彙整計算，
實際仍以公告為準。

一般農業區
山坡地保育區
工業區
森林區
計畫範圍
特定專用區
特定農業區
鄉村區

圖 2-5 本市海岸地區土地使用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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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現況

海岸地區主要以一般農業區、工業區、森林區等為多數，部分為都市計

畫用地。

其中，近年海岸地區多開發工業用地，故工業土地利用包括：經濟部工

業區 3 處 ( 大園工業區、觀音工業區、大潭濱海特定工業區 ( 即大潭電廠 )、
本府開發工業區 4 處 ( 沙崙產業園區、桃園科技工業園區、環保科技園區、

桃科二期 )、報編未開發工業區 2 處 ( 海湖坑口工業區、永安工業區 )、民營

企業報編工業區 2處 (東和鋼鐵、大洋 )及大園許厝港段 (正隆紙廠汽電共生 )
等。

漁業用地 2 處，北有竹圍漁港，南為永安漁港。都市計畫地區有，大園

都市計畫、林口特地區都市計畫、觀音都市計畫、觀音（草漯地區）都市計

畫皆有部分在海岸地區內。大型開發則包括桃園航空城、中油沙崙輸油管、

大潭發電廠等，另風力發電計有 57 座風機，集中觀音、大園，其中屬於台

電有 36 座，桃威及觀威風力發電公司 21 座。

濱海四區最早發展以農、漁為主，但隨都市發展、經濟開發等人為活

動，除舊有農漁村聚落外，新聚落發展則多從工業區向外擴張。農漁村聚落

為在地型聚落，並主要於沿河流與埤塘發展分布，較大型的聚落包含觀音客

家聚落、大園區濱海聚落、永安漁村、竹圍漁村等，皆為傳統漁村、農舍聚

落。綜整土地使用現況如下：

1. 農業用地為大宗，以水田種稻、茶葉為主。

2. 漁港，有竹圍、永安為第二類漁港。

3. 工業區林立，經濟部主管及本府開發，計有 7 處工業區。報編未開

發及民間開發計有 5 處工業區。其中以大潭濱海特定工業區、桃園

科技工業園區、環保科技園區等最為鄰近海岸。

4. 沿岸設有風力發電設施，共 57 座風力發電機組。預計未來將可能規

畫設置離岸風機，或增加岸上機組，其風電的潔淨能源之益及對海

岸環境生態的衝擊，將面臨更大的權衡與挑戰。

5. 聚落發展以觀音客家聚落、大園區濱海緊落、竹圍漁村、永安漁村

較具規模。

6. 人工海岸建置影響生態廊道連接，造成自然海岸破裂、防風林退縮。

7. 過多的工業區造成河川污染與綠帶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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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使用類型

本區主要建築使用可依一般聚落和工業區劃分。一般聚落，主要為濱海

四區傳統漁村、農舍聚落，為常見的三合院及透天厝為主，並以散落型態在

防風林之內緣處居多，內部小道彎曲，埤塘處於建築物附近以利灌溉，保存

良好，稱為埤塘文化。漁港聚落以竹圍漁村和永安漁村較有規模，區內客家

聚落則以新屋客家庄較為知名。新屋區的濱海客家聚落，向來以客家老屋聞

名。人文景觀豐富，有老屋、埤塘、水圳、田園之外，尚有南北穿梭的巷弄

空間。這些空間所串聯的系統，連接以上種種人文景觀，是新屋客家聚落的

特色。

工業區建築使用多二級產業廠房建築。因工業區或工商活動所衍生的聚

落，則多為透天厝建築，沿海地區則少見大型集合住宅。

（四）大型公有地

海岸地區內之公有地，有保安林、工業區、電廠、海堤等。其分布，沿

海保安林由北至南，包圍整個桃園海岸，往陸地方向，可見零星工業區公有

地，其中以桃園科技工業園區之公有地比例所占較高。海岸地區鄰近則有大

面積之公有地為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其相關管制等對海岸地區發展有一定影

響。

◆ 沿岸風機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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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系統分析

本市交通發達，以濱海四區來看可分述為陸、海、空 ( 見圖 2-6)，主要

以陸運為主，有2條快速道路（台61西濱快速道路、台66東西向快速道路）、

2 條省道（台 4、台 15）、6 條市道（市 108、市 110、市 112、市 113、市

114、市 115）等構成綿密之交通網，其中以省道和市道為主要交通要道，

而鄰近之交通系統則有國道、高鐵、鐵路與機場捷運。海運方面有竹圍漁港、

永安漁港；空運則為桃園中正國際機場。

（一）區內交通

區內交通系統以省道與市道為主，依行徑方向歸納如下，表 2-8：

（二）海岸地區外鄰近交通系統

1. 高速公路

國道一號 ( 中山高速公路 )，南北往來，可自南崁交流道接台 4 及台 15 甲

至台 61 線；國道二號，自機場起，匯入國道三號，可銜接機場捷運線且

與國道一號機場系統交流道銜接。

行徑方向 道路類型 名稱 說明

表 2-8 本市海岸地區之交通系統

南北向

快速道路 台 61 線

西部濱海快速公路，是全台最長的快速公路。部分區段與
台 15 線共行。桃園段，北起蘆竹濱海路，南至永安。觀音
大潭以南有部分路段未完成，預定 2019 年竣工。

省道
台 15 線

(含台15甲)

西北海岸線省道，北起淡水關渡，南至新竹香山。為本市
與鄰近縣市（新北市、新竹縣）重要互聯道路，及都市區
互聯之生活走廊。

市道 市 108 起點自台 15 線，自蘆竹區海湖到新北市三重。

東西向

快速道路 台 66 線

東西向快速道路-觀音大溪線。西起觀音區觀音交流道（接
台 61 線），東迄大溪區市 112 甲線，並銜接國道 3 號大溪
交流道。為東西向重要通道，可銜接台 61 線、台 15 線、
國道 1號、國道 3號、市 115、市 114、台 31 線。

省道 台 4線
全線在本市境內，北起大園區竹圍，南至龍潭。連接桃園
航空貨運園區入口、機場，並與國道 1號交流道銜接。

市道

市 112 西起觀音西濱 (台 15 線 )，東至大溪，可銜接國道三號。

市 114
西起永安漁港，東至新北市板橋區光復橋。可銜接台61線、
台 15 線、市 115、台 66 線等。

市 115 觀音到芎林，與新竹縣之間的聯絡道路。

市 113 西起大園 (台 15 線 )，東至龍潭，銜接台 3線。

市 110 西起大園 (台 15 線 )，至新北市新店，可銜接國道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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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捷運

（1）桃園捷運機場線：路線由中壢火車站，行經桃園國際機場往東至臺北

車站，並有行經高鐵桃園站。106 年 2 月通車，目前通車路段為環北

車站 (A21)至臺北車站 (A1)，尚有2站 (中壢車站、老街溪站 )未通車。

（2）桃園捷運綠線（航空城捷運線）：路線由桃園捷運機場線橫山站（A16）
起，至八德。預計銜接八德都市生活圈，並保留規劃延伸至中壢與大

溪。刻正規劃中。

3. 高速鐵路

高速鐵路行經蘆竹區南方、大園區東南方、中壢市西北方及新屋區東側，

高鐵桃園站 ( 亦稱中壢青埔站 ) 鄰近計畫區。可與國道 2 號、台 31 線、市

道 113 等連絡，並有機場捷運可轉乘。

4. 縱貫鐵路

林口支線是貨運支線，由臺鐵桃園站分歧出，行至林口火力發電廠，全程

路線於本市境內，惟終點站林口火力發電廠位於新北市林口區。

本市海岸地區的道路系統發達，快速道路、省道與市道可串聯周邊地

區；大眾公共運輸方面仍仰賴公車、巴士等系統運作。捷運、高鐵、台鐵等

站區則與濱海沿線的距離甚遠，皆須建立相關轉乘服務、接駁系統或綠色運

輸的建置。

◆ 俯瞰西部濱海快速公路和海岸線 /Weixi Zeng 攝。

©Weixi Z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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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新藻礁

永安漁港 

竹圍漁港

桃園機場捷運路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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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本市海岸地區及周邊主要交通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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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行車道

2007 年，台灣電影《練習曲》上映，掀起單車環島風潮，伴隨著環保

意識、節能減碳等議題發酵，單車運動迄今魅力不減，政府也持續建置自行

車道，本市海岸地區範圍內有 5 條，其中以桃園市濱海自行車道整合串聯，

為沿海岸線行進，總長度達 44.6 公里，幾乎為整個海岸線範圍，著名的新

屋綠色隧道亦包含其中，見下圖 2-7。

路段名 觀音大潭工業區自行車道

行經行政區 觀音區

車道長度 8 km

路段名
桃園市大湖路田園自行車道

(含金華路、新華路)

行經行政區 觀音區

車道長度 12.207 km

路段名 桃園市濱海自行車道整合串聯

行經行政區
蘆竹區、大園區 
觀音區、新屋區

車道長度 44.6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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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本市海岸地區內之自行車道路線圖

路段名 南崁溪水岸自行車步道

行經行政區
龜山區、桃園區
蘆竹區、大園區

車道長度 22 km

路段名 忠孝路(桃35-1)

行經行政區 觀音區

車道長度 1.994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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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業結構與發展

本市產業發展以二級產業 ( 工廠、製造業等 ) 為主，是全台，以及北台

灣之工業重鎮；近年來三級產業 (服務業等 )亦快速成長，一級產業 (農、漁、

礦業等 ) 漸微，濱海四區長年以農、漁之一級產業為主，隨著工業區開發，

二級產業人口遂增。

（一）農業

104 年底全市耕地面積 34,726.33 公頃，約占全市面積 25.44%，其中耕

作地 31,778.52 公頃，約占耕地面積 90.0%，長期休閒地為 2,947.81 公頃，

約占 20.0%。濱海四區耕地面積為 15,349.44 公頃，約佔全市耕地面積 44.2%
（桃園市統計年報，2015）。

新屋、觀音為本市主要的農糧產地，以稻米、果樹、蔬菜為主，不但農

戶最多、且以自耕農為主。

此外，新屋的有機米、畜牧生產，大園與觀音的花卉、西瓜，蘆竹的茶

葉等，均為本區主要之農業特產。

本市農田以水田為主，佔 80%，其中水田區以放水養田及休耕為主，尤

其以許厝港濕地周邊多為閒置農地，可鼓勵農民放水養田，並建議中央修正

休耕補助辦法，提高農民冬季放水養田的意願以吸引候鳥棲息。

利用休耕或廢農地種水：加高田埂，在豐水期將水源引入涵養，讓大量

水源滲入地下，使地下水層更加豐饒，建構「水源銀行」可調洪蓄水並防止

地層下陷，並提供生物棲息，成為濕地的一部分。

表 2-9 本市及濱海四區內二、三級產業及業人口概況

桃園市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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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漁業

本市漁業主要

以永安、竹圍漁港

為主。竹圍漁港漁

船於全市沿岸水域

從事漁撈，漁獲物

以鰆魚、午魚、烏

魚、鯊魚、花枝、

鯧 魚 等 為 主， 約

85% 於本港魚市場

拍賣直銷，其餘由

承銷人承購後運往

基隆台北拍賣。此

外另劃有中壢區漁會專用漁業權。在漁業資源上，因近年來沿海濫捕情形嚴

重，復加上工業污染及公海捕魚區日益縮小，對於近岸漁業之發展甚為不

利，另外在陸地之養殖業亦因產業結構變遷、農地面積逐漸縮小而受到限

制。

1. 漁業活動

104 年度桃園市統計年報指出現況如下：

(1) 漁戶及漁業生產概況：104 年底本市漁戶共有 1,886 戶，漁戶人口

數為 6,239人，濱海四區漁戶共有 1,215戶，漁戶人口數為 4,107人，

約占全市漁戶之 65%；漁業生產量為 1,724 噸，以內陸養殖業生產

量 939 噸最多，產值 6,053 萬元，沿海漁業和內陸漁撈業產量各為

702 噸和 82 噸，產值各為 21,433.1 萬和 571 萬。產量以內陸養殖業

較多，但產值仍然是沿岸漁業最高。

(2)動力漁船概況：104年底本市現有動力漁船427艘，動力舢版203艘，

未滿五噸漁船 173艘，5–10噸 21艘，10-20噸 19艘，20-50噸 11艘。

(3) 水產養殖概況：104 年底本市水產養殖面積總計 1,944.5 公頃，主要

以淡水魚塭為主，1468.8公頃，其他養殖468公頃，單養38.44公頃，

混養 1,516 公頃，休養 390.06 公頃。

◆ 桃園地區主要農耕產稻米，現已少見水牛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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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漁業權

目前已核發的專用漁業權中，本市僅有中壢區漁會擁有專用漁業權。

核准號數為農漁專字第肆號（見圖 2-8），核准位置為本市新屋區與觀

音區沿岸地區自平均低潮線起向外海延伸 3 浬之海域（基點 A87：東經 120
度 56.27 分，北緯 24 度 58.19 分、基點 A88：東經 120 度 59.01 分，北緯

24 度 56.48 分、基點 A89：東經 121 度 0.53 分，北緯 25 度 4.53 分、基點

A90：東經 121度 7.04分，北緯 25度 4.97分、基點A91：東經 121度 9.24分，

北緯 25 度 5.07 分），但不包括觀塘工業港、大潭發電廠進出水口、各港區

範圍及其航道之海域。面積總共 12446 公頃。核准期間自 98 年 6 月 5 日至

108 年 6 月 4 日。

核准漁業種類包含延繩釣漁業、流刺網漁業、一支釣漁業、魚苗採捕漁

業、其他漁具漁法漁業，其主要漁獲、漁期見表 2-10。

其漁業權人應依事業計畫書規定辦理資源保育及海域環境維護，且於每

年 1 月 31 日應以書面提交上一年度報告。

但在下列共同利用海域內，專用漁業權之經營將加以限制或附以條件，

專用漁業權人無補償請求權：1.經政府依法公告海洋保護區、珊瑚礁保護區、

自然保留區、漁業資源保育區及濕地等。2. 已有設施存在之海域：例如海上

卸油浮筒及電廠進出水口等，包括桃園海淡廠取水口延伸入海域部分。3. 政
府依法公告特定利用，但不禁止漁業活動之海域。

表 2-10  本市中壢區漁會受核准之漁業種類、漁獲魚種和漁期一覽表

資料來源：漁業署

漁業種類 主要漁獲魚種 漁期

延繩釣漁業
黑口、白帶魚、鯊魚、魟、

斑海鯰、狗母、沙梭花身仔等
週年

流刺網漁業
黑鯛、白口、午仔魚、鰆魚、沙魚、

烏魚、馬加、闊腹、正堅
週年

一支釣漁業
鯛類、白帶魚、金線等、鮸魚、海鱺、

笛鯛、馬頭、龍尖、花枝等
週年

魚苗採捕漁業 虱目魚苗、鱸魚苗、鰻魚苗、烏魚苗
10 月至

翌年 3月

其他漁具漁法漁業 沿岸魚類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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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晚時分緩緩駛入港中的船隻。

圖 2-8  本市沿海專用漁業權魚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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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本市海岸地區範圍內之工業區分布表

開發單位 工業區 地點 總面積(公頃) 備註

經濟部
工業區

大園工業區 大園區 204.38

觀音工業區 觀音區 632.12

大潭濱海特定工業區 觀音區 226.7 大潭電廠

本府開發
工業區

大園許厝港段 大園區 16 汽電共生廠

沙崙產業園區 大園區 28.36 預計2019開發完成

桃園科技工業園區 觀音區 274.99

環保科技園區 觀音區 31 環保署共同開發

桃科二期 觀音區 58.05 預計2020開發完成

未報編
工業區

海湖坑口工業區 蘆竹區 178

永安工業區 新屋區 35

民營企業
報編工業區

新屋大洋工業區 新屋區 11.39

東和鋼鐵工業區 觀音區 27.32
資料來源：1. 經濟部工業局 2. 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三）工業

本市為我國工業重鎮，其產值高居全國之冠，因此，工業區開發數量眾

多，其中濱海四區（表 2-11），以觀音區為開發最多工業區，並以二級產業

發展為主，主要有化學製品製造業、紡織業、機械設備製造業、金屬製品製

造業；新屋區亦是以二級產業發展為主，其主要產業為機械設備製造業、金

屬製品製造業、紡織業、塑膠製品製造業；大園區、蘆竹區則以二、三級產

業並重發展，其中運輸及倉儲服務業為較具優勢之產業。(資料來源：經發局 -
桃園投資通招商網 )

104 年桃園市統計年報指出 104 年底，本市工廠家數為 10,890 家，自

98 年起持續成長，其中濱海四區合計有 3,498 家，以機械製造製造業 649 家

為最多，占 18.6%，次為金屬製品製造業 561 家，占 16%，再次為紡織業

328 家，占 9.4%，其後為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300 家，占 8.6%，於全市產業

統計比較，大致與全市皆為機械製造與金屬製品為前兩大，但紡織業占比則

高於全市。（資料來源：桃園市統計年報，2015）

工業區多位於非都市土地，又以觀音區海岸一帶規模最大，對本市之海岸

地景及其生態造成重大威脅與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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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公共設施 / 鄰避設施

（一）機場

依據「臺灣桃園國際機場障

礙物管制作業程序」機場周邊土

地受到管制，有禁建及限建範圖

與高度。

（二）廢棄物掩埋場

四區中廢棄物掩埋設施有大

園北港掩埋場、觀音掩埋場、新

屋永興掩埋場與大潭工業區內的

大潭區域灰渣掩埋場。污水處理

設施則位於觀音工業區。

（三）電廠

因應工業區發展於觀音區設

置大潭火力電廠、蘆竹區長生發

電廠以及沿岸之風力發電機組，計有 57 座風機，集中大園、觀音、新屋。

鄰避設施其可能帶來的污染對海岸生態環境，為影響壓力因子。（表

2-12、2-13，及圖 2-9）

表 2-12  本市海岸地區範圍內之電廠與污水處理廠分布

名稱 行政區 現況簡述

長生發電廠 蘆竹區
是國內首座民營天然氣發電廠，位於蘆竹區，佔地約 10 公頃，

裝置容量為 90 萬瓩。

大園汽電共生廠 大園區 為民營汽電共生廠，目前供電容量 37630kw（契約容量）。

大潭火力

發電廠
觀音區

於觀音大潭里設複循環發電廠，以天然氣為主要燃料。在廠區

及大園、觀音沿海裝設 28 部風力機組。複循環機組裝置容量

合計 438.42 萬瓩，風力機組合計 3.45 萬瓩，全廠總裝置容量

441.87 萬瓩。佔地約 102 公頃。

桃威、觀威

風力發電廠
觀音區

屬於民營發電廠，由德國英華威風力發電集團成立，設置有
21 座風力機組。

觀音工業區 

污水處理廠
觀音區

觀音工業區被指謫長期污染、破壞海邊藻礁生態，其污水處理

廠設施老舊是主因，桃園市環保局要求污水處理廠須於 2013
年底前完成放流口連續監測設備，2014 年發生處理廠包庇廠商

排放污水之事件。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 桃園機場。



70第二章第二章

圖 2-9  本市鄰避設施與重大公共設施分布圖

觀音掩埋場

觀音掩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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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機場

桃園科技工業區

表 2-13 本市海岸地區公有掩埋場基本資料表

項目 坑口掩埋場 北港掩埋場 觀音掩埋場
大潭區域

灰渣掩埋場
永興掩埋場

行政區 蘆竹區 大園區 觀音區 觀音區 新屋區

位置地號
坑子口後壁厝小段

1-1、1-5、1-6 地號

許厝港段 1224 ～

1229 等 22 筆地號

草漯段 2529 等

5 筆地號
潭工段 41 地號

大牛欄段大牛欄小段

1826 ～ 1828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 30,310 82,935.93 71,701.2 49,700 8,459.7

掩埋場類型 衛生掩埋場 一般掩埋場 衛生掩埋場 衛生掩埋場 一般掩埋場

啟用時間 民國 88 年 民國 88 年 民國 87 年 民國 103 年 民國 89 年

封閉時間 民國 95 年 1 月 民國 96 年 12 月 民國 95 年 5 月

使用情形 封閉復育 封閉 營運中 營運中 封閉復育

監測井 2 2 2 2 2

廢氣集排系統 沼氣管收集 無 沼氣管收集 沼氣管收集 沼氣管收集

邊坡安全監測設施 無 無 無 位移觀測點 無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坑口掩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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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地方社群

海岸生態保護及

政策之推動，須能與

在地人民之生活相結

合，且若是由海岸沿

海社區民眾參與，並

執行長期的保育維護

工作，俾使海岸保育

工作達到立竿見影的

成效。

本市海岸在地居

民亦不少熱心積極參

與、組織或規畫執行

各項環境保護、生態保

育、環境教育、在地文史等活動，並成立相關團體，以下就海岸地區內或本

市生態、環保相關之地方性團體進行彙整（表 2-14），包含周邊生態保育、

環保團體與社區性團體等。
表 2-14  本市在地團體一覽表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 民眾積極參與地方活動。

海湖社區發展協會、坑口社區發展協會

內海社區發展協會、圳頭社區發展協會、田心社區發展協會、海口社區發展協會、

南港社區發展協會、竹圍社區發展協會、后厝社區發展協會、北港社區發展協會、

大園社區發展協會、沙崙社區發展協會

廣興社區發展協會、保生社區發展協會、觀音社區發展協會、大潭社區發展協會、

武威社區發展協會、保障社區發展協會、樹林社區發展協會、草漯社區發展協會、

白玉社區發展協會

笨港社區發展協會、深圳社區發展協會、槺榔社區發展協會、永興社區發展協會、

蚵間社區發展協會、下埔社區發展協會、永安社區發展協會、石牌社區發展協會、

後庄社區發展協會、大坡社區發展協會

桃園在地聯盟、搶救大潭藻礁行動聯盟、桃園海岸生態保育協會、桃園市環境資

源教育推廣學會、桃園市環境保護協會、桃園市大園區環保協會、桃園市大堀溪

生態保育協會、桃園市菓林環保志工協會、桃園市大園區田心守望環保志工發展

協會、桃園市野鳥學會、新屋愛鄉協會、桃園市石觀音愛鄉會、桃園市環境品質

監測協會、桃園市濱海休閒協會、桃園市自然生態保護協會、桃園市濱海生態保

育協會、桃園市水生動植物生態保育學會、荒野保護協會桃園分會、桃園 ( 蘆竹 )
社區大學、中壢 ( 大園、觀音 ) 社區大學、新陽平 ( 新屋 ) 社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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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歷史文化資源

（一）文化資產：

白沙岬燈塔為本市海岸地區唯一古蹟，鄰近則有 1 處市定遺址，

3 處列冊遺址。( 見表 2-15)

（二）宗教信仰：

大園貴文宮、新屋福興宮、觀音甘泉寺、草漯保障宮等海岸居民

主要信仰中心，其中貴文宮因供奉台灣為數最多的「九府王爺」聲名

大噪 。新屋福興宮每三年有一次五朝大法會，並舉辦神豬比賽。甘

泉寺的甘泉井有可治百病之流傳，而每年農曆4月22日，是「石觀音」

浮出水面的紀念日，廟方定為「石觀音像誕辰日」，廟方築台演戲盛

大慶祝，這是全台灣最獨特的「石觀音祭典」。保障宮為 1854 年建

廟，但民 83 年配合台 15 線拓寬重建，廟內之四大龍柱，採惠安青斗

石，總高度 40 尺 2 寸；直徑含龍頭共 6 尺 6 寸，整支無接方式雕刻，

現今龍柱紀錄無人能比，為天下第一支。

◆ 貴文宮創建於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是內海里里民的信仰與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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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歷史文化資源一覽表

◆ 貴文宮主神為九府王爺，各王面貌均不同，並配有王爺夫人，稱為九府夫人，十分罕見。

名稱 說明

古蹟(法定文化資產)

觀音白沙岬燈塔

(市定古蹟)
為重要地標。日治時期即為臺灣著名之勝景。始建於日治初期

1899年，採「煉瓦石造」之雙層磚石耐震構造。

遺址

大園尖山遺址

(市定遺址)

桃園臺地上唯一較具規模且有代表性的遺址，地處大園區公所

東南約九百公尺處，即今大園國小校園內。含有豐富的新石器

時代晚期的圓山文化和植物園文化的堆積，及零星的新石器時

代中期的的訊塘埔文化的褐陶等遺物。

草漯青山遺址

(列冊遺址)

是國內所知最早的石器時代歷史遺跡，推測此遺址也可能是兩

個文化系統混合地，一為臺北盆地圓山之紅色陶系文化，一為

中部地方之黑色陶系文化。

樹林海口

(列冊遺址)

位於觀音區樹林里西濱快速道路40公里路段處，東側為樹林

溪，南側為觀音工業區，北側為防風林地。其離岸大約300公
尺。現已為西濱公路，且工程過程中已將地面推平。遺址遭破

壞及掩埋。屬於臺北盆地圓山隻紅色陶系文化、中部地方之黑

色陶系文化二者混合。

崁頭厝遺址

(列冊遺址)

位於台15線永安橋西側，新屋區永安里崁頭厝17之1號下田溪

兩側之水稻田及小山丘。遺址所在之沙丘，現已沿下田溪兩岸

開闢為水稻田，山丘雜草叢生。文化類型屬於紅毛港系統，遺

物多紅褐色夾砂陶、紅色繩紋陶。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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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氣候變遷分析

本市海岸在面臨海岸生態保育及工業開發與污染之問題，尚須考量未來氣

候變遷對環境條件的長時間擾動，亦會對海岸地區造成緩慢之衝擊影響。

一、溫度

本市未來的情境推估，主要是依據未來不同時期的氣候平均狀態改變進行

分析，分析比較的基準是以 1980 年至 1999 年間平均特徵代表現今氣候狀態，

對於未來氣候變遷推估則是以 2020 年至 2039 年間做推估（圖 2-10），推估範

圍為東經 121度 ~121.5 度，北緯 24.5 度 ~25 度，以 A1B 情境 ( 即全球經濟大幅

成長，市場經濟導向，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差距消失，人類大幅投資教育與提高生

活水準，科技的成長與資訊流通順暢，且再生能源與石化燃料並用，土地使用變

遷速度適中之情境 ) 內 24 種模式的標準差、最大值及最小值算數平均。經模擬

推估後未來本市氣溫將持續升溫約 1~2℃，可參考表 2-16、2-17。

圖 2-10  本市 2020-2039 年未來每月平均氣溫推估

表 2-16  本市未來每季平均氣溫推估

季節           氣 溫                1980 ～1999年（℃）

  春 增加（0.65~0.74℃） 18.08

  夏 增加（0.68~0.70℃） 24.27

  秋 增加（0.56~0.76℃） 20.32

  冬 增加（0.80~0.93℃） 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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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  推估溫度對本市帶來的衝擊

二、降雨量推估

針對本市氣候變遷的情境推估顯示，未來豐、枯水期的降雨量差距愈來

愈大，且長達半年的冬季至春季的降雨減少。隨著桃園和新竹人口成長、科

技產業、春季第一期稻作的農業用水以及水庫本身的蓄容量，均使得未來本

市在春季發生乾旱的機會也偏高。未來如何調配豐、枯水期的水資源，值得

重視。在降雨強度上，根據 IPCC2007 的氣候模式估計，從 2005 至 2035 全

球溫度會再增加約 0.7 度，因此台灣前 10% 強降雨在 2035 年左右可能會再

增加 100%，可參考表 2-18。

面對將來可能更大、更多的劇烈降雨事件，本市境內的都市排水系統、

土石流好發區域及未來的桃園航空城、機場捷運等重大設施均須考慮因氣候

變遷所帶來的劇烈天氣事件的風險，做好氣候變遷的調適策略規劃。

表 2-18 推估雨量對本市帶來的衝擊

歷史資料分析

各地溫度，一年之中以 5月～10月為高，歷年平均溫度約 22.6℃。
最高溫，於七月、八月，平均溫度約在 28℃左右；

最低溫，於一 ~二月，平均溫度約在 15℃左右。

未來趨勢推估

四季溫度皆趨增加約 0.95 度 ~1.51度，各季平均氣溫變遷推估最高趨增如下：

春季最高趨增 0.65~0.74 度；夏季最高趨增 0.68~0.7 度。

秋季最高趨增 0.56~0.76 度；冬季最高趨增 0.8~0.93 度。

可能帶來的衝擊

農作物

家禽家畜

健康

持續升溫可能導致產量過剩或歉收，保存也較不易。

無法適應極度高溫，因此減產。

持續升溫容易中暑或身體不適，也易引起其他高溫所造成之傳染疾病。

歷史資料分析

年雨量：1,500 至 2,000 公厘，以夏季較多，冬季較少，但降雨日反而以冬季為多。

未來趨勢推估 (各季雨量推估 )
春季 (3~5月 ) 雨量平均減少 5%；夏季 (6~8 月 ) 雨量平均增加 2%；

秋季 (9~11月 ) 雨量平均減少 4%；冬季 (12~2 月 ) 雨量平均減少 3%。

可能帶來的衝擊

旱期

較過去更為頻繁。

乾旱時可能導致供水量不足，影響工商業用水量的調配。

農作物缺水造成無法灌溉及停耕。

澇期
持續降雨導致主要道路或居家淹水，影響生活。

極端降雨導致水庫水質調配之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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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端氣候下劇烈降雨機率將會大增，都市排水系統面臨考驗。

三、氣候變遷對海岸的影響

全球氣候變遷造成海平面上升，使台灣西部沿海生態系面臨更大的壓

力。往往海岸生態系是生產力及生物多樣性者較高的地區，海岸變遷可能導

致生物因棲地喪失而消失或滅絕，對沿海生物多樣性和生產力造成重大街

擊，生態平衡也會遭到破壞。

以下依海平面上升、颱風暴潮、極端降雨事件及海水暖化，四項氣候變

遷因子，以及海岸地區不當利用，與人工化對海岸地區之衝擊影響分析：

（一）海平面上升

1. 海平面上升造成海岸地形變遷

根據 IPCC 最新的第 5 次評估報告的內容指出，在 2099 年時海平面可

能會比現在上升 86 公分左右。氣候變遷國家通訊報告指出，如果海平面上

升1公尺，將損失272平方公里的土地，1,246.2平方公里的土地處於風險中。

2. 臺灣過去海平面變化（1951-2009）

自 1950 以來，每個測站的海平面高度在長時間尺度下都處於上升的趨

勢。海平面高度上升最快速的時期皆發生在 1970 與 1990 年代。臺灣週遭

測站（高雄 KS、基隆 KL）海平面高度上升率最大值發生於 1990 年代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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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10 公

厘 / 年 ），

與全球及其

他區域性海

平面高度變

化一致，並

在 1997-1998
年間上升高

度速度隨著

聖嬰現象而

出現下降情

形。

根 據 自

1955 年後海平面上升速率比較，在 1993-2003 年間驗潮儀所測得海平面上升

速率為 5.7 公厘 / 年，略高於衛星所測得的 5.3 公厘 / 年，與西太平洋其它區

域性海平面上升速率相近，而遠大於全球平均值 3.1 公厘 / 年。

原因可能是近幾十年東太平洋海平面持續下降，西太平洋海平面持續上

升所造成，氣候變化（如聖嬰現象）以及鄰近海域（如南海）海平面變化，

都可能是造成臺灣地區海平面高度變化劇烈的原因。

（二）颱風暴潮

颱風暴潮發生頻率增加引發淹水、土壤鹽化災害，暴潮所引發海水倒灌

的頻率增加，致使河川洪流宣洩不易以及洪水位上升，其洪水位可能高於既

有排水系統與防洪系統規劃抵禦之洪水水位高度，進而引發淹水災害，亦將

引起土壤鹽化問題惡化。

（三）極端降雨事件

1. 時雨量及自雨量增加導致淹水機會與時間增加

受氣候變遷影響，豐水期與枯水期之降雨量分布將更為懸殊，降雨

集中趨勢使得沿海低窪區域每逢暴雨來襲時，面臨排水、河川宣洩防洪

及禦潮之困難度增高。

◆ 人造設施消波塊教無法抵擋大自然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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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枯水期長加劇河口揚塵現象

降雨型態極端化亦使河床於枯水期因河床裸露時間變長，其中河川

揚塵現象主要係因每年 10 月至隔年 4 月間河床受東北季風吹拂，裸露地

之細砂因顆粒細小隨風飛揚所致。

（四）海水暖化

氣候變遷溫室效應所造成的氣候暖化，使全球有高達 30% 的生物受到

氣候變遷影響而產生滅種危機，如大範圍的珊瑚礁白化即為一例；氣候變遷

的另一效應就是海水酸化的衝擊，二氧化碳濃度升高，會改變海洋碳酸鈣的

飽和態，降低珊瑚的鈣化速率，減緩珊瑚礁的成長，甚至造成珊瑚礁崩解，

為海洋生態系帶來嚴重影響。

（五）海岸地區不當利

用與人工化

海岸地區受氣候變

遷影響所面臨的災害程

度，隨著經濟發展向海

爭陸之開發導向模式更

為加劇。人為開發所需

硬體保護性結構雖在短

期之內可以有效防止沿

岸受到氣候變遷的衝擊，

但長遠來看卻可能造成

沿岸地區自發性調適能

力的喪失，因人工設施

將會阻礙物種與棲地調

整其分布範圍，阻礙沿岸

在海平面上升的衝擊下，

棲地向內陸發展的能力，

大量降低了台灣沿岸環

境對氣候變遷的調適能

力。

◆ 暖化問題，造成台灣不斷出現氣候異常，動輒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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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氣候變遷對本市海岸影響

根據「桃園藻礁委託研究案」指出：氣候變遷的極端氣候與海平面上

升問題，造成海岸的更劇烈侵淤問題和漂沙活動。觀音海域陸域沙灘將被侵

蝕至潮間帶堆積壓埋藻礁，不利藻礁生存。同樣對於新屋海岸來說，其拋石

堤前沙灘將被帶至較外海藻礁區，然因岸線已被拋石堤固定，可侵蝕量體較

少，對藻礁侵害也較輕微。然因應氣候變遷，若加強海岸防護工作防止海岸

侵蝕，則藻礁受到的危害將減少。就近倡言回復自然海岸，海岸防護設施後

撤之策略來說，短期間

內海岸因未達到自然平

衡，貿然將海岸防護設

施拆除，將致使保護範

圍土方因淘刷而帶至藻

礁區域沉積，對藻礁的

存活可能較為負面。

而在「氣候變遷對

臺灣西北（桃竹苗）及

東北（北基宜）海岸防

護之衝擊與調適方向，

2012」中即有針對本計

畫區域之海岸進行相關

衝擊與脆弱度分析：

（一）海平面上升

在海平面變遷趨

勢估算上，利用三種不

同數值分析方法進行分

析，經綜合平均的推估

分析得知臺灣西北海域

（苗栗、新竹、桃園海

域）2020 年至 2039 年

海平面變遷量平均之

變動範圍約在 4.02 至

11.82 公分，本市海岸◆ 此景在極端氣候變遷下可能不復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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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海平面上升模擬圖可參考圖 2-11。

模擬現階段（1980-1999）颱風以及目標情境年（2020-2039）颱風最大

波高與最大潮位，分析結果得知 2020 年至 2039 年颱風波浪最大波高可能增

加 50.3%，颱風最大潮位可能增加 38%。在海堤安全性現況分析方面，本市

之海堤以現階段而言，在 5、10、20 年重現期下皆可滿足溢流量標準而不致

產生危害，大於 50 年重現期颱風波浪對本市之海堤已會產生大於規範溢流

量。大園區、觀音區與新屋區皆受到暴潮影響之海岸溢淹情況。 [15]

（二） 海岸脆弱度

受到 150 年與 250 年暴潮影響下之淹水情況，整體而言與 50 年重現週

期的情況類似，但是海岸淹水的深度與範圍有逐步往內陸移動的趨勢，但主

要影響還是沿海的大園區、觀音區與新屋區，外海的暴潮影響有造成超過四

公尺的潮位，因此部分出海口處有較深的水深。因受到 100mm 之設計暴雨

與 250 年暴潮重現週期的影響，其中新街溪出海口海堤處有較明顯的溢淹；

另外則是笨港、深圳與蚵殼海堤處，同樣也發現海岸溢淹的情形，為因越波

量的增加，致使堤內有發現漫淹情況。

依據人為設施、環境地理及社會經濟三個構面之指標因子，運用等權重

圖 2-11  本市海岸海平面上升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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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加權模式（圖 2-12、圖

2-13）進行分析，本市海岸目前脆弱度除新屋區 3 級外，未來普遍為 4 級。

於計畫中將海岸災害脆弱度分析結果與災害潛勢之分析結果套疊得出海岸災

害風險圖，得知現階段海岸災害風險度皆落在 4 級。

圖 2-13   本市海岸地區之災害潛勢分析結果

圖 2-12   本市海岸地區之脆弱度分析結果

資料來源：水利署，2012

現況 &AHP 加權 調適策略 &AHP 加權

現況 &AHP 加權 調適策略 &AHP 加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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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在本市海岸環境現況，從海岸類型分布、海象、氣候、水資源

及環境敏感地等自然環境描繪與梳理，到人口、土地、交通、產業、

重大公共設施、地方社群及歷史文化資源等人文環境之綜整，在氣候

變遷，其所帶來之影響在未來對本市及海岸之衝擊分析，在此，我們

漸漸可窺見海岸自然環境與人為社會經濟交互下，目前桃園海岸之樣

貌，在下一章節將更進一步透過生態調查，初探本市海岸生態，並開

啟了關懷課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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