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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我國科學園區發展政策之目標在於創造一個「研發、生產、生活和
生態並重，環保、經濟、e化兼顧的理想園區，以高科技產業發展為
主，積極擴散產業群聚效應，符合永續發展與在地需求。」自
1980年由政府籌設第一個科學園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始，基於其
經濟上的亮麗表現，政府乃於1996年及2003年分別設立南部科學工
業園區及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形成『西部高科技走廊』，成為臺灣
產業經濟的重要支柱。惟相對於此等政策宣示，科學園區的設置與
營運事實上卻是爭議不斷，舉其犖犖大者，計有環境污染、土地徵
收、資源競奪等。雖然高科技產業的環境污染問題在台灣並未被廣
泛地認識，但是它所造成的土地徵收以及與農爭水的問題卻在新聞
媒體上時有所聞，甚而引發「土地正義運動」及反中科四期搶水等
社會運動。進言之，面對臺灣農村的衰敗與窳陋，我國於2011年7月
通過「農村再生條例」之立法，來達成農村再生之目的。揆諸該條
例，其目的在「促進農村永續發展及農村活化再生，改善基礎生產
條件，維護農村生態及文化，提升生活品質，建設富麗新農村。」
但倘若農業之所繫的基礎生產條件(土地與水)不能被確保，農業發
展與富麗農村如何可能，遑論永續之奢言。另以空間規劃而論，國
土計畫是國家空間干預政策的制度性表現，亦即公權力透過規劃論
述與工具手段之中介來成就其改善生活環境、促進均衡發展、防範
災害發生之政策目標的國家行動。惟就科學園區與鄉村發展之衝突
以觀，相關空間/政策規劃之善為預謀，詳為規劃，增進國民福祉之
積極作用並未能有效發揮。爰此，本研究計畫旨在探討前揭政策衝
突的脈絡與原因、該等衝突所導致的農業環境資源(包含農地、農村
與農民)保全問題、以及相應的解決之道。儘管國土計畫法尚未完成
立法，可是其高位整全的規劃視角，將有助於確保永續發展所強調
的多元價值，是以本研究計畫試圖從國土計畫的面向切入，分析目
前的政策、制度缺失，並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

中文關鍵詞： 科學工業園區、國土計畫、農村再生、土地徵收、土地正義

英 文 摘 要 ： Taiwan’s science parks development policy aims at creating
“special areas ideal for R&amp;D manufacturing and living
that place equal emphasis on environmental integrity and
economic expansion. With growing high-tech ventures as
their central mission, they strive to maximize the cluster
effect without neglecting the need to ens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meet the specific demands unique to their
respective communities.” Since the first science park
(Hsinchu Science-based Industrial Park, HSIP) was built at
1980 and achieved great economic performance, government
has set up the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 (STSP) in 1996
and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CTSP) in 2003,
respectively, and formed a “high-tech corridor” along
Taiwan’s west coast, and have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Taiwan economy. In contrast to such
policy claims, various problems and controversies came in
the wak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parks in Taiwa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mpetition for resources, and



land expropriation in particular. The issues or
controversies like this lead to social movements such as
“Land Justice Movement” and “Movement against Water
Taken by the 4th phase of the CTSP.”
Furthermore, in the face with Taiwan’s rural decay, the
Rural Rejuvenation Act aim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rejuvenating the rural areas. However,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atta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a new
rural prosperity and beauty if the basic production
conditions, such as farmland and irrigation, on which
agriculture hinges cannot be ensured, not to mentio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terms of spatial planning,
besides, the national spatial plan is a form of the
state’s spatial intervention through which the authority
achieves the ends of improving living environment,
bal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s and preventing
disasters and so on. In the case of the conflicts between
science park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lated spatial/policy
planning seems unable to realize the effects of
arrangements in advance and increasing well-being.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investigate into the
contexts and causes of these policy conflicts which lead to
the issues of ensuring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nd then proposes feasible suggestions to
resolve them from the light of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英文關鍵詞： Science Park, National Spatial Plan, Rural Rejuvenation,
Land Expropriation, Land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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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土計畫探討科學園區設置與鄉村發展的政策衝突與整合 
Examination of Policy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Science Park and 

R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Viewpoint of National Planning: Cases 
Study of the 4th Science Park and the Redwood Science 

Park 

摘要 

 

我國科學園區發展政策之目標在於創造一個「研發、生產、生活和生態並重，

環保、經濟、e 化兼顧的理想園區，以高科技產業發展為主，積極擴散產業群聚

效應，符合永續發展與在地需求。」自 1980 年由政府籌設第一個科學園區--新

竹科學工業園區始，基於其經濟上的亮麗表現，政府乃於 1996 年及 2003 年分別

設立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及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形成『西部高科技走廊』，成為臺

灣產業經濟的重要支柱。惟相對於此等政策宣示，科學園區的設置與營運事實上

卻是爭議不斷，舉其犖犖大者，計有環境污染、土地徵收、資源競奪等。雖然高

科技產業的環境污染問題在台灣並未被廣泛地認識，但是它所造成的土地徵收以

及與農爭水的問題卻在新聞媒體上時有所聞，甚而引發「土地正義運動」及反中

科四期搶水等社會運動。換言之，國內目前的科學園區設置政策似與追求永續農

業及農村再生等農業基本方針多所扞格之處。 

 

進言之，面對臺灣農村的衰敗與窳陋，我國於 2011 年 7 月通過「農村再生

條例」之立法，來達成農村再生之目的。揆諸該條例，其目的在「促進農村永續

發展及農村活化再生，改善基礎生產條件，維護農村生態及文化，提升生活品質，

建設富麗新農村。」但倘若農業之所繫的基礎生產條件(土地與水)不能被確保，

農業發展與富麗農村如何可能，遑論永續之奢言。另以空間規劃而論，國土計畫

是國家空間干預政策的制度性表現，亦即公權力透過規劃論述與工具手段之中介

來成就其改善生活環境、促進均衡發展、防範災害發生之政策目標的國家行動。

惟就科學園區與鄉村發展之衝突以觀，相關空間/政策規劃之善為預謀，詳為規

劃，增進國民福祉之積極作用並未能有效發揮。爰此，本研究計畫旨在探討前揭

政策衝突的脈絡與原因、該等衝突所導致的農業環境資源(包含農地、農村與農

民)保全問題、以及相應的解決之道。儘管國土計畫法尚未完成立法，可是其高

位整全的規劃視角，將有助於確保永續發展所強調的多元價值，是以本研究計畫

試圖從國土計畫的面向切入，分析目前的政策、制度缺失，並提出具體的政策建

議。 

 

關鍵詞：科學工業園區、國土計畫、農村再生、土地徵收、土地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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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s science parks development policy aims at creating “special areas ideal for 

R&D manufacturing and living that place equal emphasis on environmental integrity 

and economic expansion. With growing high-tech ventures as their central mission, 

they strive to maximize the cluster effect without neglecting the need to ens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meet the specific demands unique to their respective 

communities.” Since 1980, Taiwan government built the first science park (Hsinchu 

Science-based Industrial Park, HSIP), the government, due to the HSIP’s economic 

performance, has set up the Southern Taiwan Science Park (STSP) in 1996 and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CTSP) in 2003, respectively. In turn, the three main 

science parks form a complete “high-tech corridor” along Taiwan’s west coast, and 

have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Taiwan economy. In contrast to such 

policy claims, various problems and controversies came in the wak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parks in Taiwa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and expropriation,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resources are major issues, for example. Although the hi-tech 

industry’s pollution issues have not been known widely in Taiwan, Taiwanese people 

are familiar with issues regarding land expropriation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water 

between hi-tech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via mass media. The issues or controversies 

like this lead to social movements such as “Land Justice Movement” and “Movement 

against Water Taken by the 4th phase of the CTSP.” In other words, there seem to be 

conflicts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parks and the pursuit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the rural rejuvenation. 

 

Furthermore, in the face with Taiwan’s rural decay, Taiwan government passed the 

Rural Rejuvenation Act in 2011 to achieve the goal of rejuvenating the rural areas. 

According to the Act, it is enacted to “facilitate the rural sustainability, revitalization 

and rejuvenation, to improve production infrastructure, to conserve rural ecology and 

culture, to upgrade quality of life, and to construct a new rural prosperity and beauty.” 

However,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atta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a new rural 

prosperity and beauty if the basic production conditions, such as farmland and 

irrigation, on which agriculture hinges cannot be ensured, not to mention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terms of spatial planning, besides, the national spatial plan is a form of 

the state’s spatial intervention through which the authority achieves the ends of 

improving living environment, bal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s and preventing 

disasters and so on. In the case of the conflicts between science park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lated spatial/policy planning seems unable to realize the effects of 

arrangements in advance and increasing well-being.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int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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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vestigate into the contexts and causes of these policy conflicts which lead to the 

issues of ensuring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including farmland, village, 

and farmer), and figure out how to resolve them. While the National Spatial Plan Act 

has not been passed yet, the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s superior and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is helpful to assure the multiple values characterized b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subsequently,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deficits of existing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and then proposes feasible suggestions to resolve them from 

the light of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Keywords:   Science Park, National Spatial Plan, Rural Rejuvenation, Land 

Expropriation, Land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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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我國自 1980 年啟用第一個科學園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以下簡稱竹科）

以來，迄今共興闢了 13 個園區，形成「西部高科技走廊」，對於臺灣產業升級

與經濟發展卓有貢獻。但回顧過去三十餘載政府推動高科技產業以及開發科學園

區之歷程，除了國人所熟知的「科技新貴」、「國家經濟命脈」、「金雞母」之

類的美譽之外，科學園區的設置與營運事實上是爭議不斷，舉其犖犖大者，計有

環境污染、土地徵收、資源競奪等。雖然高科技產業的環境污染問題在台灣尚未

被廣泛地認識，但竹科相關的環境爭議事件卻所在多有，例如地下水污染、廢污

水排放問題、聖經書院師生健康疑雲、昇利化工傾倒廢溶劑、竹科焚化爐違規、

香山綠牡蠣、砷空氣污染等。相較於環境事件，科學園區所造成的土地徵收以及

水資源競奪的問題則是較為大眾所知，並引發社會議論（Huang，2012）。 

 

早於 1980 年代末的竹科三期，1990 年代中的台南園區、以及 2000 年之後的

竹科紅柴林基地（廢止）、竹科城南基地、竹科竹南基地（大埔事件）、中部科

學工業園區（以下簡稱中科）三、四期等土地徵收案，無一不是引發居民抗爭、

社會討論的爭議案件，甚而引發「土地正義」之社會運動。竹科、南部科學工業

園區（以下簡稱南科）路竹基地、紅柴林基地、中科三、四期撥用農業用水以滿

足園區高科技產業生產之需要，同樣造成當地農民的極大反彈，而溪州鄉反中科

四期搶水的護水運動更是近年來的重大社會矚目事件。換言之，國內目前的科學

園區設置政策嚴重危及農業繫的基礎生產條件（土地與水之剝奪與污染），非但

與追求永續農業及農村再生等農業基本方針多所扞格之處，亦不符合永續發展對

於衡平環境永續、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之要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反覆發

生在不同時期、不同地點但卻類似的事件，凸顯出既有的制度性安排（例如，內

政部的區域計畫、環保署的環境影響評估、國科會的科學園區選址、農委會的農

業生產區域規劃、經建會的產業政策研擬等）未能有效處理科學園區設置所衍生

的相關問題，而此等制度性能力不足之問題可由中科三、四期的開發過程爭議清

楚窺見。 

 

設置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係以滿足廠商需求為導向的產業政策思考之結果，行

政院於 2002 年 9 月 23 日正式核定中科的籌設計畫，為求縮短時程全力配合廠商

進駐，因此採取土地徵收、環評審議、都市計畫變更與水土保持審議等程序同步

進行之模式，僅耗時 10 個月又 5 天，台中園區與友達光電台中廠便得以動工，

創下我國開發科學園區速度之紀錄。產業群聚的效果使得中科一、二期的土地不

敷使用，后里乃於 2005 年被納入中科擴建範圍（通稱中科三期），又惟恐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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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用問題延宕開發時效，便將園區分作后里農場園區（134 公頃）與七星農場園

區（112 公頃）兩個部分進行，期能加快通過相關審查的腳步。但因后里之區位

及其相關條件不盡符合科學園區設置之所需，是以此二園區之環境影響評估（以

下簡稱環評）審查皆在爭議聲中被有條件通過，而七星農場環評案甚至引發行政

院高層關切，以及部分環評委員抗議、辭職之事件，紛擾尤多。基於水資源供給、

廢水排放與健康風險等重大爭議與紛歧並未能在環評及區域計畫審議過程中獲

得化解，加上當地民眾認為環評審查程序有所疏失，因此於 2006 年 6 月間向台

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行政訴訟。法院於 2008 年作出的「撤銷環評審查結論」之

判決成為我國施行環評法以來第一例，而政府相關部門之「停工不停產」決定被

法律學界強烈抨擊為曲解環評法，甚至被評為導致台灣法制國淪喪之危機事件

(李建良，2010)，該訴訟雖以環保署抗告成功作結，但此間所引發的諸多爭議卻

未因此而告終。 

     

國科會於 2008 年 8 月 20 日宣布甄選結果，中科四期開發案將落腳於彰化縣

二林鎮。類似於中科三期的爭議性，環評委員會與區域計畫委員會（以下簡稱區

委會）的審議過程在環保團體、農民團體與當地住民質疑聲中風波不斷，水資源

供應、污水排放、空氣污染、地層下陷、土地徵收等問題同樣成為爭論的焦點。

儘管如此，該案之環評審查仍以附帶條件之形式通過環評說明書而無須進入第二

階段審查，並旋即通過區委會審查而取得開發許可，當地住民針對前揭兩項審查

分別提起訴願，而後者於訴願遭駁回後更進一步提起行政訴訟，並於 2013 年 10

月 11 日由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撤銷內政部對該案所核發之開發許可，成為國

內首宗撤銷開發許可的案例。雖然全案仍可上訴，但判決所指出該許可忽視工業

區閒置、糧食安全、違反區域開發計畫、地層下陷等諸多問題，違背「國土利用

係屬適當而合理」之相關法律與原則，此一指陳實值深思，何以區委會的審查未

能排除此等明顯的瑕疵？況且該等疑慮早已於相關審查程序期間被抗議團體所

指摘，其規劃理性何在？倘將中科三、四期之開發計畫併同思考，則更深一層的

問題是，為何類似的問題反覆發生在科學園區設置的案例中，卻始終無一有效的

協調歧異與衝突之機制，終須走上最後的救濟途徑–訴訟？為何理應創造公共利

益的政策規劃卻在現實中製造「受害者」？有鑒於高科技產業已是我國經濟結構

之重要一環，而科學園區又係其運作的核心機制，如何使其發展能與所座落地方

和諧共存，並能兼顧環境永續性之需求，實係一刻不容緩的嚴肅課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從台灣產業發展的歷史脈絡來觀察，工業與農業之間的資源競奪由來已

久，從戰後初期將農業剩餘擠出的「以農養工」政策，而後壓抑糧價政策擴大工

農所得差異進而導致農業勞動力流失、以及工業污染破壞農業生產環境，乃至於

晚近的「農地釋出」政策與調撥農業用水供高科技業所需之作法，無一不是在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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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永續農業之可能性。從單純的促進產業結構變遷或提高國內生產毛額（GDP）

之經濟角度以觀，該等政策作為容或有其合理性，且不可諱言有其成效；但就政

策後果之利益與負面衝擊之配分而言，農業部門無疑是承擔大部分的不利益，長

此以往終形成臺灣農村衰敗與窳陋的問題，而有所謂的「農村再生」之議，以及

2010 年「農村再生條例」之立法。換言之，農村再生條例之立法本身其實也就

證成了過往農業政策（包含農地、農村與農民）的問題性，而這樣的問題性往往

是以對農民的不公平對待之形式呈現，例如農地徵收、農戶（村）迫遷、農業用

水調撥與休耕等，嚴重傷害其工作權、財產權，甚至是生存權。此等不公平的對

待並不見容於民主自由時代的台灣社會，對抗的社會力應運而生。以土地徵收為

例，台灣自 1990 年代中期以降興起了闢建各種以高科技為名的工業區，如國科

會籌設的科學工業園區、農委會設立的生物科技園區、環保署規劃的環保科技園

區、經濟部開發的軟體工業區與科技工業區，以及各地方政府主導的各種科技園

區等，其用地往往以徵收農地的方式取得，由此而引起的抗爭層出不窮，終有

2010 年因苗栗大埔徵收⁄毀田事件而起的「土地正義（Land Justice）」運動，作

為台灣社會對農地不當徵收、浮濫開發的嚴正控訴與抵抗。 

 

 按著名的人文地理學者 John Agnew（1987）之見，土地至少包含了三個層

次的空間意義，分別為：一、總體經濟環境下的區位空間；二、環境及自然空間；

及三、主觀的地方認同空間。本於土地價值多元之觀點，「土地正義」此概念意

識到，人類活動會在不同的種族與階級群體間帶來不公平的後果，而地理位置的

差異則會使各該群體暴露於迥異的風險或生態及健康衝擊之中（Iles， 2004：

77）。針對這種差異性或不公平，土地正義因此旨在防杜任何地方、群體或個人

被迫落入「犧牲區（sacrifice zones）」(Bullard，2005a：42)，不論該犧牲是以剝

奪財產權、侵害生存權或工作權、破壞自然生態景觀、妨礙生態永續性的確保、

或忽視社區紋理與個人認同之形式存在，都在土地不正義之列。爰此，土地不正

義事件所代表之意涵並不侷限於經濟、工作或財產面向上的不公平對待，更及於

無視當地住民之主觀認同所衍生的民主赤字問題，亦即剝奪彼等決定土地未來發

展方向之民主權利（徐世榮、廖麗敏，2011）。 

 

除此之外，環境挑戰的嚴肅性已是當代社會的普遍認知，而永續發展則是環

境治理的主流模式與論述。除了永續發展的一般性定義：「滿足當代之需要，又

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的發展機會」（WCED，1987），或兼顧經濟成長、社會

公平及生態環境穩定（Cooper & Vargas，2004；徐世榮，2001），以及強調生活、

生產、生產之「三生一體」（李永展，1997）之類的原則性闡釋外，該理念或目

標往往須要透過不同的部門政策（如經濟、農業、教育、運輸），或議題類型取

向的作法（如水資源、能源、生物多樣性）來實踐。在各種策略取徑中，「土地

利用」係邁向一個環境永續之未來必不可缺者，因為土地利用可作為整合各個不

同部門或議題之平台。例如，土地混合使用可降低交通旅次及其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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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y，2005）；保留森林與草原以維持原有碳匯，並有助於涵養水資源與維

護生物多樣性（Scherr & Sthapit，2009）；建立城市農耕（Halweil & Nierenberg，

2007）或垂直農場（Desponmmier，2010）以提升糧食安全並減少食物里程（food 

miles）；維護農地以確保糧食安全、涵養水源、景觀維護與文化傳承等（李承

嘉，2012）。質言之，透過空間計畫或國土規劃之機制來協調、整合各種土地利

用及其相應的人類活動，是在全球氣候變遷與極端氣候頻仍的今日，構築永續發

展模式的有效途徑。土地不正義因此也毀壞了具多功能性之農業（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在維護糧食安全，乃至於達成生態永續性的可能性（ibid）。綜之，

土地不正義危及的其實是涵蓋了農地、農村與農民三者不可割離的整體農業環

境，以及奠基於保全整體農業環境之上的永續發展的可能性。 

 

誠如政治哲學家及社會理論家 Karl Marx 所言：「哲學家們都只是以不同的

方式在詮釋這個世界而已，但重點是要改變它！」面對此一兼及社會、環境、經

濟等面向之危機，本研究的終極關懷或目的在於如何透過空間計畫體系（例如，

國土計畫、區域計畫、都市計畫等）所提供的制度可能性來解決該危機。之所以

選擇由空間計畫的角度切入，乃是因為國土計畫是國家空間干預政策的制度性表

現，亦即公權力透過規劃論述與工具手段之中介來成就其改善生活環境、促進均

衡發展、防範災害發生之政策目標的國家行動。再者，不論是科學園區之設置，

抑或是鄉村之發展，均須具體地座落在特定空間範圍之內，因而必定落入國土計

畫體系的防守範圍。是以空間計畫空間／政策規劃之善為預謀，詳為規劃，而為

指導、協調的積極作用，當能扮演化解前揭衝突與危機之關鍵制度角色。儘管國

土計畫法尚未完成立法，可是其高位整全的規劃視角，將有助於確保永續發展與

土地正義所強調的多元價值，是以本研究將從國土計畫的面向切入，分析目前的

政策、制度缺失，包含對國土計劃法草案未能確立之「統一、整合及程序保障」

等核心功能（林明鏘，2006：364），提出具體的政策⁄立（修）法建議。 

 

第三節 研究問題 

 

基於對永續發展的核心關懷，本研究藉由探討科學園區設置與鄉村發展的政

策衝突來凸顯出台灣所深陷的土地不正義危機，嘗試建構一個能夠協調衝突，整

合不同利益、價值與觀點的平台或制度，從而使得國土計畫能真正擔負起實現永

續台灣的任務。爰此，本研究將針對下列問題進行考察： 

 

首先，從「鄉村發展」係建立在保全整體農業環境之前提下的思考出發，科

學園區設置與鄉村發展之間衝突的原因何在？這樣的衝突置放在「土地不正義」

的問題脈絡中，所透露出的社會意涵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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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從「發展」的角度來看，科學園區開發與鄉村發展皆有其制度依據，

何以在層層節制的制度規範下，卻仍無法防杜一再發生的問題與衝突？換言之，

在台灣整體土地規劃與管制體系架構裡，究竟是相關法制的規範密度不足、法制

不備、制度設計上的偏差，還是相對單純的行政不當所致？ 

 

再次，從衡平不同利益、價值與觀點，化解衝突於政策發展或規劃過程的關

懷著眼，立法中的國土計畫法以及現行的相關空間計畫法規究竟應該涵容何等規

範，方才能達致前揭目的？ 

 

第四節 研究方法 

 

誠如胡慧幼（2008）剴切指出地，國內量化研究的主導，致使大部份學術界

之研究無法補捉社會實情，而致對社會改革無力。本子計畫認為質性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所著重的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探討問題在脈絡中的複雜

性，以及對於個案的主觀世界之發現或關懷，將有助於發掘社會改革（即本研究

之制度性化解科學園區設置與鄉村發展之衝突）所必須的社會實情。爰此，本研

究以質性方法作為整體研究之操作取徑。質性研究依據的是多元化、多面向資料

的取得，以及研究者對該等資料進行交叉分析、推論、詮釋，因此在研究過程中，

將應用不同的方法以取得多元化與多面向的資料。 

 

首先，本研究所探討的主題（即開發科學園區與推動鄉村永續發展）牽連甚

廣，從政策、法案、條例、行政實務、到地方發展與自然環境等，皆有觸及。為

求掌握所欲釐清之衝突事件的制度與社會脈絡，本研究透過文獻回顧，彙整相關

法令規章，廣泛蒐集報紙、雜誌和網路資訊等相關報導與評論，以及研讀分析對

該主題進行專門研究的學術論著、委託報告與官方刊物等專書，作為本研究計畫

之基礎。其次，承續第一年的制度與社會脈絡重建工作，我們需要從艱難複雜的

總體把握轉向具體環境下的一般現實，亦即透過深入訪談、田野調查與焦點座談

會（focus group）等「對話」取向的研究方法，來取得個案研究中利害關係人對

相關議題的認知與關懷重點。申言之，本研究計畫將進行學者專家、政府行政官

員及農村社區人士的直接訪談，研究人員並將至個案樣區進行實地的觀察與訪

問。另外，研究人員將邀集學者專家、政府行政人員、規劃人員、利害關係人於

適當的地點舉辦焦點座談會，增進彼此的溝通，由此增加彼此的理解，並共同發

掘科學園區設置與鄉村發展的問題及其可能⁄行的解決之道。最後，以樣版式分

析法（template analysis）及編輯式分析法（editing analysis），配合理論架構與

獲致的多種資料、文獻，從事交叉比對、綜合分析與詮釋的工作以完成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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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地不正義之形成機制的分析架構 

 

從大地之母蓋婭女神（Gaia）的生態學假說與環境倫理隱喻來看（Lovelock，

2000；Merchant，1980），「土地」與「環境」此二詞彙之意涵俱有相當的重疊

性。再就「土地正義運動」行動（倡議）者的認識、以及揭櫫「土地正義」的諸

多社會運動之訴而論（台灣農村陣線，2012；徐世榮、廖麗敏，2011；廖本全，

2013；蔡培慧、許博任，2011），台灣的「土地正義運動」與源發自美國的「環

境正義運動」有著相當的共通性（如保護生存環境），甚或是轉譯的關係。爰此，

本章將由爬梳逾三十載發展歷程的環境正義研究著手，為「土地正義」此一被廣

泛使用卻不易解釋清楚的概念，提出初步的內涵形構，並建構「土地不正義」的

形成機制，作為理解和突破「土地不正義」問題的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 

 

第一節  環境正義理論 

 

工業革命以降，人類對自然環境所帶來的衝擊，其深度、廣度與速度均遠勝

於昔；在世界人口總額、經濟規模與能源耗用量皆呈現加速成長的趨勢下，二十

世紀因而成為一個指數膨脹的世紀，對地球帶來沉重的壓力（McNeill，2001）。

這樣的衝擊與壓力業已影響到人類現下之福祉與未來之存續，有識之士因此大聲

疾呼，嚴肅看待此人類文明危機（Brown，2008；Brulle，2000；Kovel，2007；

Ponting，1993；Trainer，1998），而此等衝擊則是以環境問題或生態危機的概念

語彙為社會各界所熟知。表 2-1 約略地陳述人類與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亦

即呈現一種由環境劣化所驅動的「社會—環境—社會」之反覆影響過程（紀駿傑， 

2010：315）。自然資源的擷取、廢棄物的製造、土地開發、危險科技的使用等行

為，導致愈來愈多的社會成員直接或間接地面臨生態環境破壞、資源耗竭、污染、

被迫遷徙等衝擊與威脅。儘管環境劣化或問題有其普遍性，但它所帶來的負面影

響卻不是平均地散布在社會之中，而這樣的差異性也就成為不同社會群體間衝突

的來源。不管是各國國內或國際上，都越來越容易見到特定群體因為其相對貧窮

及弱勢，而直接遭受到環境災害，甚至淪為「環境難民1」（王俊秀，2001）。這

種環境不文明或環境不公平的現象也就是 一般性認識中的環境不正義。 

 

當代對於「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此一詞彙之使用源自於抵抗

運動（resistance movements），該等運動旨在揭露環境風險及工業化成果分配不

均之社會現象，進而反制「健康與乾淨之環境的可及性越來越依權力、階級與種

正義運動因此可以視為一個對每日生活條件惡化的族而分配」的不公情況。環境

                                                        
1 王俊秀（2001）主張，凡是因自然環境因素而受害或受影響者，都可稱為「環境難民」，並將

難民類別細分成：環境病患、環境災民、環境移民與環境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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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回應。就概念上來看，環境正義根植於社會與政治權力以及社會運動之理

論，其理論建構將環境破壞的解釋重點放在種族、性別及文化之上，而有別於傳

統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批判，強調環境風險分配不均問題之社會與政治權力解

釋而不侷限於階級因素（Byrne et al.，2002：3、4；Pellow & Brulle，2005a：2）。

易言之，作為目前環境社會學中重要研究取徑之一的環境正義，2其理論關懷更

多地置放於「環境問題中人與人之間社會關係失調的一面」（朱力、龍永紅，2012：

724），指出社會不公平在環境衝突中的關鍵性角色：不單是環境問題及其影響

不均地分布在人類群體間，社會的不公平性本身亦深嵌于環境問題的肇因當中。

要之，環境正義理論之洞見就在於，標誌著工業化國家經濟與社會關係的不平等

型態亦反映在其環境狀況上。晚近的研究發展甚且指出，「正義本身乃繫於一組

穩定而可預期的環境條件」，亦即環境與自然創造了社會正義得以實現的重要條

件（Schlosberg，2013：48）。 

 

表 2-1、人類與環境互相影響表 

環境劣化的起源 環境劣化的影響 
對生態劣化

的應對 

社會起因 驅動力 對自然環境 

的影響 

對人類社會 

的影響 

通過人類行

動的反饋 

社會制度、

文化信念、

個體人格特

性 

人口、技術

實踐、富裕

程度（消費

自然資源） 

生物多樣性損

失、全球氣候變

遷、空氣污染、

水污染、土壤／

土地污染和劣化 

生存空間受限、廢

棄物氾濫、供給損

耗（生態系服務損

耗、自然資源枯

竭） 

政府行動、

市場、變

革、社會運

動、移民、

衝突 

資料來源：Robert Brulle（2000：21）。 

 

壹、環境正義運動及其主張 

 

一、浮現與發展 

 

環境正義是一個源起於美國，由為數眾多且屬性各異之成員與組織所構成的

新興環境運動，並已逐漸擴散至全球各地（Elvers et al.，2008；Schlosberg，2007）。

環境正義運動萌生於難以勝數計的地方抗爭與事件，並由其他各式不同的社會運

動匯流而成（詳後述），是以要標定其確切的源起時間幾無可能（Cole & Foster，

2001：19）；惟該運動於美國凝聚成強大社會力之時期則是在 1980 年代。儘管

                                                        
2 按John Hannigan（2006：12）之研究，環境社會學中至少存在九種互相競爭的典範：人類生態

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建構論、批判實在論、生態現代化、風險社會理論、環境正義、行動者—
網絡理論與政治生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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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異議，學者一般以 1982 年發生於北卡羅萊納州的華倫郡事件（Warren 

County）作為環境正義運動之初始事件。 

華倫郡事件係美國第一個全國性、非洲裔美國人發動的重大環境抗爭事件

（Edwards，1995：40）。該事件肇因於沃德變壓器公司（the Ward Transformer 

Company of Raleigh）非法棄置 31,000 加侖的多氯聯苯（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PCBs）於北卡羅萊納州的 14 個郡，為了處理這些受汙染土壤，州政

府決定於華倫郡闢建掩埋場，而美國環保署在當地地質條件並不符合規定的狀況

下仍於 1979 年核發許可，由於該決定將嚴重衝擊當地居民的飲用水安全，是以

引發一連串的抗爭活動。該反對運動雖以包括 Walter E. Fauntroy 議員在內的 523

人遭逮捕作收，掩埋場依舊被興建完成，但這場史上第一件由貧窮的非裔美人團

結起來，在全國性民權與社運團體的支援下，共同抵抗侵害窮困少數族裔社區之

環境問題的運動，卻引起美國民眾與政治人物對環境風險分配不均問題的正視，

揭開了往後風起雲湧的環境正義運動序幕（Newton，2009：1-2）。 

 

Fauntroy 議員在獲釋後，旋即薦請美國國家統計局（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調查大型掩埋場與少數族裔社區間的關聯性，其調查報告於 1983 年發佈

指出，所調查的四座掩埋場中有三座位於貧窮與非裔美人集中的地區，認定場址

與種族及收入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這樣的結論同樣出現在Robert Bullard（1983）

對休斯頓（Houston）的研究，以及美國聯合基督教會種族正義委員會（United 

Church of Christ Commission for Racial Justice；UCC）以全美為範圍所做的《有

毒廢棄物與種族》調查（UCC，1987）。此類調查研究成果因而強化了時任美國

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執行長 Benjamin Chavis 於華倫郡事件中所提出的「環境種族主義

（environmental racism）」詮釋，益加堅定了弱勢族群護衛自身環境權利與追求

環境平等權利的信念（Newton，2009：23-5、4）。在這樣的運動風潮與社會氛

圍中，1991 年全美各地及各國環境正義運動領導者齊聚於美國首府華盛頓特

區，召開第一屆「全國有色人種環境領袖高峰會」（the First National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ummit），並發表著名的 17 點《環境正義原則》，大

幅度地擴展該運動的關懷面向（詳後述），同時也顯示了環境正義運動已開展成

美國全國性的運動。 

 

隨著 1980 年代環境正義運動在美國的發展與茁壯，其訴求在 1990 年代開始

收到美國政府部門的回應。例如 1990 年美國環保署成立「環境公平工作小組」

（Environmental Equity Workgroup）、1992 年設立「環境公平辦公室」（Office of 

Environmental Equity）後改組為「環境正義辦公室」、1993 年設置「國家環境

正義諮詢委員會」（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Justice Advisory Council）、 1994

年克林頓總統公布的第 12898 號行政命令：聯邦行動以滿足少數族裔與低收入群

體的環境正義、以及 1995 年美國環保署採行用以實踐前揭命令的「環境正義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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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environmental justice strategy）等。時至今日，環境正義運動在美國已經發

展成一個強有力且活躍的環境運動，具體呈現在相關團體數的顯著成長上，如同

有色人種環境團體名錄（the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Groups Directory）所

示，其數目由 1992 年的 295 成長為 1994 年 300，乃至於 2000 年的 400（Newton，

2009：29）。不可諱言的是，儘管有若干個別的成功案例（如訴訟或汙染廠商協

議），但就歷來行政部門、國會與法院之具體作為而論，距離環境正義之實踐仍

有漫長的路要走（Pellow & Brulle，2005a：12；Newton，2009：29-33；Johnson，

2009：36-7）。 

 

二、歷史源流及其影響 

 

環境不正義就現象而言，是因為階級或族群的差異而造成的不均環境風險分

配或環境權侵害；惟其本質則係權力的不平等（Harvey，1996：399）。因此環

境正義運動試圖透過草根層次的直接行動以及大規模的聯合公民行動（Byrne et 

al.，2002：13），將「誰得到什麼、為何得到以及如何得到（who gets what, why, 

and how）」之類的政治或倫理問題提升到檯面上來，讓這個社會共同反省進而

挑戰其肇致諸般不正義或不公平情事的體制（Adeola，2011；Bullard，2005a；

Cole & Foster，2001；Dominelli，2013；Faber，2008；Iles，2004；Pellow & Brulle，

2005b；Steady，2009）。 

 

在運動的實踐上，環境正義運動並未如同早期環境運動的發展軌跡一般，逐

漸被整編進入體制（Shellenberger & Nordhaus，2004），或如生態現代化理論所

言，採取更務實的合作策略（Heijden，1999；Mol，2010），而是堅持草根行動

策略。按 Harvey（1996: 385-7）之觀察，環境正義運動的五種特性，使其對主流

政治經濟權力體系形成挑戰，而不易被整編：一、把不平等置於環境議程的首要

位置；二、對專家與專業論述的懷疑態度；三、將人（特別是窮人與邊緣人）的

生存問題放在其關注的中心；四、透過接合賦權及個人自尊之追求與環境目標所

開啟的差異位置性（positionalities），使得不正義可以由不同角度（如階級、種

族、性別等）作衡量；五、與來自於「同垃圾相伴」的缺乏自尊作戰鬥突出了問

題的種族與歧視面向。此等特性實與該運動之「多重源流」屬性有關，亦即環境

正義運動係由數股不同的歷史源流或社會運動力量匯聚而成，並由該等源流共同

形塑此一運動的特性（Edwards，1995：37；Pellow & Brulle，2005a：15）。 

 

首先，民權運動帶來直接行動的經驗、環境惡物分配不均衍生自造成隔離與

種族壓迫之社經結構的觀點、以及透過政治行動獲致賦權的認識。其次，反毒物

運動的影響則包括採取直接行動之運動策略、使用科學與技術資訊、建構防杜或

減量之概念框架、建立全國性網絡以聯結地方行動者、提供權力的結構性認識觀

點。三者，學術界游說聯邦政府並促成某些政府機構的成立（如環境公平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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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其研究成果激起地方抗爭、塑造或重申運動領袖關於環境壓迫之結構本質

的意識、以及作為制度變遷的基礎，並且提供社區團體在訴訟或倡議時所需的專

業知識。第四、原住民運動以其逾數世紀之久的自決訴求以及對掠奪式土地使用

的反抗，幫助環境正義運動樹立其「自我決定」的核心哲學，並顯現於其信條：

我們自己述說（we speak for ourselves）。第五、勞工運動則是引進了對於掌控

工作條件以及職業安全與健康之關懷，並促成勞工、社區與環境團體合作以壯大

政治支持之體悟。 後，主流環境運動的專業化與體制化風格多強調遊說、爭訟

而脫離其草根行動傳統，是以對環境正義運動反倒是影響有限（Cole & Foster，

2001：19-31）。基於這些組成分子的動機（捍衛健康與家園）、背景（貧窮或

勞工階級）及觀點（社會正義取向），環境正義運動因而呈顯出願意採行各種不

同的策略，具有不信任法律、政府與民選官員之傾向而強調草根動員，視環境破

壞為更寬廣之結構問題的一環因而需要結構性改革，以及對於分散與由下而上之

決策模式的強調等特性（Cole & Foster，2001：33；Bullard，2005a：30、41；

Pulido，1996：32；Taylor，2000：562；Johnson，2009：20-1；Edwards，1995：

45）。 

 

三、環境正義典範  

 

就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ist）以觀，環境問題所指涉的並非其客觀

實存之狀態，而強調它作為集體定義過程之產物的面向。換言之，環境問題是在

社會群體發展有關議題之共享性意義與詮釋之過程中，由他們所感知、辨識與定

義出的（Taylor，2000：509；Hannigan，2006：29-33）。爰此，作為回應環境

問題之集體行動的環境運動，它所涉及的一個核心工作就是提出一套重新認識世

界的參考坐標，以資重新編派意義、形塑認知，從而吸引潛在支持者並喚起參與

者的熱情與信念（何明修，2004：162；Novotny，1995：64）。 

 

這個建立集體行動框架的過程即是所謂的「構框3（framing）」，而不同的

框架（frames）將引導出不同運動類型。例如Dorceta Taylor（2000：524-5）便

離析出四條環境行動主義路線或主軸：荒野／野生動物／休憩保護、都市環境議

程、勞動環境議程、以及整合社會正義與傳統勞動環境之關懷，強調此間的差異

乃緣於位處不同社會區位4（social location）的人擁有迥異的環境經驗，不同的

環境經驗將影響人們如何思考與定義環境議題之社會建構過程，進而開展出分殊

的運動路線。Taylor並從環境動員的視角將美國環境運動發展歷程劃分成四個時

主導地位之新環境典範的新興環境典範（詳表二）。 期，標定環境正義為有別於居

                                                        
3 構框（framing）係指在事實建構（reality construction）層次上，行動主體透過詮釋框架以建構

意義的動態發展現象與過程（Benford & Snow，2000：614）。 
4 社會區位（social location）意指一個人或群體在社會中所佔據的位置，該位置受性別、種族、

階級等因素之影響，而社會區位則對人們如何建構意義發生作用，並與個人或群體所能動員的

資源種類及數量，乃至於所擁有的知識相連動（Taylor，20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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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美國環境行動主義之階段暨其相應之典範發展 

 前運動 早期環境運動 現代環境運動 

環境動

員階段 

前運動時期 

（1820~1913） 

後赫奇赫奇時期*

（1914~1959） 

後卡森時期 

（1960~1979）

後三哩島／愛渠

時期（1980～） 

環境 

意涵 

資源與荒野 荒野與資源 荒野與人造環

境（如都市） 

荒野、人造及生

活環境 

典範 

剝削式資本主

義典範 

剝削式資本主義

典範與浪漫主義

式環境典範 

新環境典範 新環境典範與環

境正義典範 

* 赫奇赫奇（Hetch Hetchy）是指美國優勝美地國家公園的一處小山谷，因為水壩興建與否而引

發自然保存主義和資源保育主義兩大環保陣營之間的重大爭議。 

資料來源：Dorceta Taylor（2000）。 

 

表 2-2 所列的歷史分期是以重大事件（赫奇赫奇水壩之興建、《寂靜的春天》 

出版、三哩島核泄漏事故與愛渠毒物事件）為界，指出環境動員波段轉變所連動

的環境建構主軸及主導性環境典範之遞移。在前運動時期，有關人與自然之關係

（human-nature relations）的主導性社會典範為剝削式資本主義典範（Exploitative 

Capitalist Paradigm，ECP），環境或自然被理解為無盡的資源，科技進步將可以

解決所有的環境問題，當時的環保人士多為戶外休閒愛好者與專業者，從事自然

保存主義（preservationist）及資源保育主義（conservationist）等環境理念之宣揚

活動，尚無群眾運動。直至 19 世紀末，開始有環境團體的組成以及群眾運動的

成形。浪漫主義式環境典範（Romantic Environmental Paradigm，REP）起源自前

運動時期，而在後赫奇赫奇時期成為與ECP相抗衡的另類環境典範，引領早期的

環境運動。該典範挑戰ECP所肇致的自然資源破壞，主張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

訴求政府保護野生動物與荒野，其環境論述與關懷多和前階段雷同。值得注意的

是，迄今仍為美國環境思想核心之一的務實保育主義 5 （ pragmatic 

conservationism）即於此時期成形。接續的新環境典範（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NEP）立基於REP的意識形態礎石而擁抱新的世界觀，取代ECP與REP

成為現代環境運動的主流典範。其環境議程擴及影響人的議題，開始關注過往所

忽略的人造環境（如都市），批判像是核工業之類的鉅型科技，支持人口控制、

汙染防治、降低風險與環境整復，信奉後物質主義的價值，吸引了大量年輕世代

人口的加入，環境保護自此成為重要的社會價值之一（Taylor，2000）。儘管NEP

的關懷範疇已有所擴張，惟其相對傾生態中心取向（eco-centric）之立場，使得

其他環境相關的社會需要（如種族歧視、經濟貧困化、政治上剝奪參與的公民權

利）及其關心群體被排除在外，既未能翻轉資本主義成長型經濟與消費社會之社

的政治支持來實現永續型社會之願景，從而為環境會運作原則，也無法取得足夠

                                                        
5 簡言之，務實保育主義（pragmatic conservationism）強調資源（或自然）的科學管理、明智使

用與商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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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運動之浮現創造所需的社會歷史條件（Pellow & Brulle，2005a：3；Novotny，

1995）。 

 

不同於早期環境行動者隱晦式的運用不正義框架，將環境問題建構為「人類

傷害自然」以及「世代間與世代內資源消耗不平」，環境正義運動則是高舉正義

的旗幟，透過種族、階級與性別等視角來檢視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之關係，突破

NEP的均質社會預設，揭露不同群體間受到環境影響的差異，並批判主流環境運

動的種族與階級偏見，以及狹隘的行動議程（Taylor，2000：523；紀駿傑，2010：

315；Pezzullo & Sandler，2007：2）。因為弱勢族群擁有迥異於過往環境行動者

（主要為白人、中產階級、男性）的不同環境與社會經驗，這波由有色人種發起

的環境運動將環境重新定義為「我們每日生活、工作、遊戲與學習的地方」（Lee，

1996；Novotny，1995），使傳統環境保護以及與社區每日生活息息相關的物質

環境得以接合，並聯結弱勢族群的壓迫歷史與經驗而在環境論述裡，加入主流論

述所無之「自主或自決、土地權利、民權與人權」等概念（Taylor，2000：533），

賦予環境主義新內涵，構築新一波的草根環境動員主軸，吸引未被先前環境典範

所動員之群眾的參與，成就新興的環境典範：環境正義典範（Environmental Justice 

paradigm，EJP）。簡言之，環境正義運動將環境保護（如生態永續）與社會正

義的議題結合在一起，有別於主流環境團體所偏好的原始荒野與瀕危物種之保

護，從而拉出了一條與前此之環境典範不同的戰線與論述。 

 

作為一個新興的環境典範，EJP 並未全然拒斥 NEP 的觀點與主張（如自然的

內在價值、環境規劃、限制成長等），但此二典範對於環境與社會不平等之關係

卻有顯著差異，而這樣的差異主要反映此二典範之支持者及其對「生命之網（the 

web of life）」詮釋的不同。對於以弱勢群體為基底組成的環境正義團體而言，

環境問題以及文化與種族歧視、性別壓迫、勞工剝削與階級隔閡等傳統上被界定

為社會性之問題，皆是每日生活或生存所必須面對的挑戰，且衍生自同一結構體

系，此二類問題因此無法裂割式理解與處理（Williams，2005；Pellow & Brulle，

2005a：2；Steady，2009：11；Pulido，1996：32；Faber，2007；Peterson et al.，

2007；Kuehn，2000：10699；Adeola，2011：165；Edwards，1995：36；Novotny，

1995；Pellow，2000：598；Anand，2004：10；Dunlap，2010：24）。儘管 NEP

支持生命之網概念所傳遞彼此相聯結（interconnection）的隱喻，惟其環境論述

與議程所體現的卻是重自然而輕人類、重荒野而輕都市；EJP 則是主張作為生命

之網一環的人類應受到相等的看重，忽略與人的議題、經驗與關懷 為相關的人

居環境（peopled environment）實屬不當（Taylor，2000：558）。具體而論，弱

勢群體的生活、工作與休閒通常在同一地理區塊，一個可堪逃避（escape）的他

方野外並不實存於其日常生活選項中（Tuan，2000），反倒是工作場所的環境問

題往往以水、空氣和土壤汙染的形式滲透到鄰里之中。如同 Daniel Zwerdling

（1973：25）針砭早期環境運動未能連結低收入與貧困族群時指出的：「對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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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窮人來講，環境不在三百英里外或開車六小時遠的地方，而是始於每日清晨的

家中以及工作的第一聲哨響時。」換言之，家與社區、工作場所、學習以及休憩

等環境處所事實上是彼此相連的。爰此，為了達臻環境正義之目的，EJP 中的環

境係一整全之體（total and comprehensive），所指涉的除了綠地、自然與人造環

境之外，更及於社會文化、經濟與政治環境（Steady，2009：2）。 

 

四、主張：17 點環境正義原則 

 

誠如 David Getches 與 David Pellow（2002：4）所指出的，環境正義運動萌

生於種族歧視與環境侵害的交匯處。有鑒於環境惡物循著社會上諸如種族或社經

地位之類不平等軸線而分配，特別是其種族特徵（即有色人種），環境正義運動

初期係以環境種族主義之名為號召，主張正視並打破低收入者與有色人種社區承

擔著不成比例的環境負荷（environmental burdens）之社會不公平現象，以及該

現象所附麗的歧視性環境政策與舉措。這裡所指的歧視不僅止於公開，或是帶有

強烈主觀動機的歧視行為，也包含鑲嵌於政府或企業法令規章與執行系統中的制

度性歧視（Bullard，2005a：32；Bryant，1995：5；Adeola，2011：170；Cole & 

Foster，2001：79；紀駿傑，1996）。惟該運動並不以辨識問題現象之存在為滿

足，且逐漸認識到歧視可能來自具有連動性的多重來源，亦即「壓迫的共時性

（simultaneity of oppression）」之狀況，乃改採較具包容性的環境正義之用語

（Taylor，2000：523；Kuehn，2000：10682）。質言之，環境正義係緣於環境

因素而引發的社會（不）正義，尤其是關乎強勢與弱勢團體間不對等關係的議題

（紀駿傑，1996）。 

 

隨著環境正義運動的開展，其關照範疇並不以種族議題自限，而係要求去除

任何形式的歧視與偏見，領域廣佈生態保全、勞動安全、族群自決、基本環境權

等，強調人人皆能享受公平的待遇並能有意義的參與之普世性訴求（紀駿傑，

1996；石慧瑩、江明修，2012；Faber，1998；Newell，2005；Smith & Pangsapa，

2008；Adeola，2011）。例如 1991 年美國首屆「全國有色人種環境領袖高峰會」

的議程便涵蓋了公共健康、勞工安全、土地使用、交通運輸、住宅、資源分配以

及社區賦權等主題，遠遠超越環境正義運動原初的反毒物訴求（Bullard，2005a：

20）。這樣的全民政策導向或普世性更具體展現於該會所發表的《環境正義原則》

中(First National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ummit，1991/2005)： 

 

1. 環境正義確認地球之母的神聖性，生態調和，物種間的互賴性以及他們

免於遭到生態摧殘的自由。  

2. 環境正義要求公共政策是基於所有人種的相互尊重與正義而制訂，去除

任何形式的歧視與偏見。  

3. 環境正義要求我們基於人類與其它生物賴以維生的地球永續性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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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倫理的、平衡的以及負責的態度使用土地及可再生資源。  

4. 環境正義呼籲普遍保障人們免於受核子試爆及採取、製造、和棄置有毒

廢棄物與毒品之威脅；這些威脅侵犯了人們對於享有乾淨的空氣、土地、

水及食物之基本權利。  

5. 環境正義確認所有族群有基本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環境之自決權。  

6. 環境正義要求停止生產所有的毒素、有害廢棄物及輻射物質，而過去及

目前的生產者必須負起全責來清理毒物以及防止其擴散。  

7. 環境正義要求在所有決策過程的平等參與權利，包括需求評估、計畫、

付諸實行與評估。  

8. 環境正義強調所有工人享有一個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而不必被迫在

不安全的生活環境與失業之間做一個選擇的權利。它同時也強調那些在

自家工作者免於環境危害的權利。  

9. 環境正義保障環境不正義的受害者收到完全的賠償，傷害的修繕以及好

的醫療服務。  

10. 環境正義認定政府的環境不正義行為是違反聯合國人權宣言及聯合國種

族屠殺會議（convention on genocide）的行徑。  

11. 環境正義必須認可原住民透過條約、協議、合同、盟約等與美國政府建

立的法律及自然關係來保障他們的自主權及自決權。  

12. 環境正義主張我們需要都市與鄉村的生態政策來清理與重建都市與鄉村

地區，使其與大自然保持平衡。尊重所有社區的文化完整性，並提供公

平享用所有資源的管道。  

13. 環境正義要求嚴格執行告知（被實驗/研究者）而取得其同意的原則，並

停止對有色人種施行生育、醫療及疫苗的實驗。  

14. 環境正義反對跨國企業的破壞性行為。  

15. 環境正義反對對於土地、人民、文化及其它生命形式實施軍事佔領、壓

迫及剝削。  

16. 環境正義呼籲基於我們的經驗及多樣文化觀，對目前及未來世代進行社

會與環境議題的教育。  

17. 環境正義要求我們個人做出各自的消費選擇，以消耗 少地球資源及製

造 少廢物為原則；並立志挑戰與改變我們的生活型態以確保大自然的

健康，供我們這一代及後代子孫享用。  

 

從這 17 點《環境正義原則》可以發現，環境正義運動所涉入的議題甚廣，

凡是關聯到人、自然以及鄉村與都市環境者，皆在其列。該等關懷可以約略區分

成生態原則與土地倫理、 環境人權、生態民主、自主權與自決權、同世代和跨

世代公平、企業與社區（勞工）之關係等六大面向，在空間領域上則是橫跨地方、

區域、國家與國際等層次，並且突破了種族與社會階級之界限。如此廣褒的目標

意謂著，環境正義運動追求的實無異於一個良善社會（a just and bette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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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環境正義與良善社會皆構築於民主、平等以及可居性等前提之上（Faber，

1998；Foreman，1998：4；Bullard，2005a：25；Adeola，2011：174；Pezzullo & 

Sandler，2007：5；Widawsky，2008：584；Kuehn，2000：10699）。 

 

整體而言，環境正義運動所訴求的是讓每一個人都能夠擁有乾淨、健康、安

全、具生產力的生活環境，支持其生活與福祉，該等權利不受任何企業、政府或

其他有權力組織的侵害（Bryant，1995：6；Adeola，2011：169；彭國棟，1998：

6）。是以在「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層面上，不僅主張環境保護與改善

之機會與成果應廣澤全民，同時更要求環境惡物與風險的消除或極小化而非均

分，亦即一種「把馬桶堵上」或「不要在地球上（Nowhere on Planet Earth）」

（Edwards，1995：49）的行動策略。畢竟，環境保護以維繫乾淨的土地、空氣、

水，以及對其他環境資源的平等接近與使用應是每個人、每個社會群體所共享的

平等權利而非少數人的特權（Bullard，2005a：30）。但是由於現實上存在各種結

構性不平等、制度性壓迫、乃至於歷史文化因素形成的歧視與限制，致使該等基

本權利未能獲得應有的保障，從而引發環境正義運動。質言之，環境正義運動可

視為一個弱勢族群或權利被侵害之群體「自我賦權（self-empowering）」的政治

回應。 

 

貳、環境正義之內涵 

 

一、環境正義內涵探究 

 

如前所述，環境正義運動係一個跨種族、性別與階級界限，關懷議題廣泛，

本質上追求良善而可居社會的草根運動。但是這樣的描述並未能具體說明該運動

所欲追求的「環境正義」究指為何？就政策科學（policy science）而言，問題並

不像物理現象般的存在，等待我們去發現，而是在諸多可能解釋的選擇過程中被

形塑出來的（Rittel & Webber，1973：161；Lindblom & Cohen，1979：50； 徐

世榮，2001：320-2）。一如其他的社會問題，環境（不）正義的定義也涉及了

不同價值、意識型態或利益取向之爭辯，不易獲致共識。要之，此與正義本身係

一個「本質性爭議概念（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有關（Jary & Jary，2005：

362；Gallie，1956）。這樣的定義難題又被環境正義之特性進一步複雜化，亦即

環境正義涵蓋的地域範圍橫跨國際、國家與地方等不同層級，所界定的「環境」

概念內涵寬廣，且關注兼及公共健康、資源保育及勞工安全等等不同類型的環境

相關議題（Kuehn，2000：10681），造成各家學者定義分殊、環境正義團體關

況注議題眾多又各有側重之景

                                                       

6。  

 
6 例如，根據Taylor（2000：538）對環境正義組織的調查，該等組織著墨的議題相當廣泛：水

汙染、毒物、廢棄物處理、社區組織、空氣污染、資源回收、勞工健康與安全、居住、殺蟲劑、

能源、公園與休閒、野生動物、鉛毒害、選址、石棉。而Robert Benford（2005：48）的調查，

該運動關注的議題達 52 項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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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Peter S. Wenz 與 Bunyan Bryant 兩位環境正義研究之先驅便持有

相當不同的定義觀點。Wenz（1988：xii、4）主張，在「利益稀缺（相對於人們

的需要及欲求）而負擔眾多」的現實下，儘管「存有正義的其它面向，環境正義

涉及的主要議題是分配正義。……聚焦于所有受環境相關決定與行為影響者之間

利益與負擔的分配。」相較於此，Bryant 則將環境正義定義為： 

 

那些支持永續社區之文化規範與價值、規則、管制、行為、政策與決策，

而在該等社區中的人們得以相信他們相依的環境是安全、供產

（nurturing）、且保護的。當人們能夠在無須經歷種種「主義7（isms）」

的前提下實現自我的潛能時，環境正義便得到實踐。環境正義之實踐同樣

有賴於合理薪資、有品質教育與娛樂、合宜的居住與充分的健康照護、民

主決策與賦權，以及免於受暴力、毒品、與貧窮威脅的居住社區。如此的

社區既尊重多元文化與生物多樣性，同時也強調分配正義（Bryant，1995：

6）。  

 

除了 Wenz 所強調的分配正義之外，Bryant 的定義更兼及能力正義（潛能之

實現、居住與健康照護等基本需要）、程序正義（民主決策與個人賦權）以及承

認正義（尊重多元文化與生物多樣性）等內涵。類此之差異性同樣可以在不同的

政策、理論分析與經驗研究中發現（詳表 2-3）。 

 

此外，倘若欲從「環境不正義」之事件反推歸納出定義，劃界的難題仍無法

避免，亦即我們必須先替何種行為與何種危害構成環境不正義作出界定（Pellow 

& Brulle，2005a：16）。在不同群體往往遭遇不同形態的環境不公的情況下，專

斷地將特定議題納入而排除其他，僅會進一步惡化歧義之爭（Getches & Pellow，

2002：4）。例如，貧困社區囿於其經濟弱勢而受公共服務不足之苦，有色人種

社區經常是污染與廢棄物處理之類不可欲土地使用安排（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s, LULUs）的受害者，至於部落社區則是因為文化特殊性與自治權未受到法

律的承認與保障而遭遇自然資源開採或管理的衝突。有鑒於群體間面臨的問題並

不一致且議題又多樣化，從議題著手恐有治絲益棼之慮。 

 

爰此，本研究不擬評析各個不同的定義後援引某學者之單一見解，或提出本

研究之專殊定義，而是採借 David Donnison（1998：134）分析社會正義所提出

的「社會不正義機器（the machinery of social injustice）」的思考理路。機器意象

強調的是，各個運行部分是社會不正義的不同形態（ patterns）或面向

（dimensions），且彼此互動連結，裂割式地處理其任何個別的形態或面向均將

徒勞，遑論扭轉全局。 

                                                        
7 此間所謂的「種種主義（isms）」是指種族主義（racism）、性別主義（sexism）、階級主義

（classism）等諸般歧視之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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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環境正義在用辭選取、政策與運動方向上皆以破除環境不正義現象為尚

之認識（Pellow，2000：582；Kuehn，2000：10682；Bryant，1995：5-6），本

研究將此一解決問題（problem solving）之取徑，配合前揭「不義機器」之隱喻

的思考，提出一個整合不同構成要素的綱要式定義途徑。該途徑由「成就環境正

義」之所需的角度來尋繹其概念元素，以滿足涵容環境行動者關懷、具備政策針

砭力、並能賦予生態理性8（ecological rationality）ㄧ個穩固的地位等需要，進而

為概念化與定義「土地正義」做鋪陳，畢竟環境正義之探討於此之作用是例示性

與啟發性的。這樣途徑提供了一個不同於從眾式共識解、抑或是無批判性地兼容

所有概念元素的思考方向，同時也免除了議題取向所可能陷入治絲益棼的困境。 

 

表 2-3 環境正義概念內涵分類表 

Wenz, 1988: 4 分配正義     

The Summit, 1991 分配正義1 程序正義2 矯正正義3 社會正義4 承認正義5 

US EPA, 1992 分配     

Taylor, 1993: 57 分配 民主課責  社區賦權  

Executive Order No. 12898 

(1994) 

分配 參與    

Bullard, 1994 地理公正 程序公正  社會公正  

Bryant, 1995: 6 分配 程序 承認 能力  

Edwards, 1995: 36 分配     

Pulido, 1996 分配  承認 社會正義  

Kuehn, 2000 分配正義 程序正義6 矯正正義 社會正義  

Taylor, 2000: 537 分配  矯正正義   

Cole & Foster, 2001 分配 參與    

Shrader-Frechette, 2002: 24 分配 參與    

Bryner, 2002 分配正義＆

倫理 

公共參與 公民權 社會正義 生態永續 

Getches & Pellow, 2002: 26 分配     

Figueroa, 2003 分配正義  承認正義   

Anand, 2004: 10 分配正義7 程序正義8    

Pena, 2005 公正  自主   

Schlosberg, 2007 分配正義 參與正義 承認正義 能力正義  

                                                        
8 所謂的生態理性從功能理性（functional rationality）的觀點來理解，指的是保全生態系統的恆

定性與調適性，俾能有效地提供人類維生之所需。功能理性係由價值（value）與運作模式（mode 
of behavior）兩者來判斷；因此任何形式的功能理性都體現了一個或數個價值，以及適於實現

該等價值的某種運作模式。恆定性（homeostasis）包含了抵抗力（resistance）與回復力

（resilience）。前者是指回應壓力的穩定性能力；而後者則是指由壓力所致的失衡狀態，迅速

回復到正常運作區間的能力（Dryzek，1987：2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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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ieson, 2007: 98 分配正義 參與正義 承認   

Elvers et al., 2008: 842-7 分配 民主參與  賦權   

Widawsky, 2008: 583-4 分配正義 程序或代表

正義 

   

Johnson, 2009: 17 分配     

Bonorris, 2010: xi 分配 程序    

Adeola, 2011: 166-7 分配正義 程序正義 矯正正義   

Cory & Rahman, 2012 分配 參與    

US EPA9 (現今) 公平對待 有意義的涉

入 

   

註：1. 環境正義原則第 2、4、6、12、17 點；2. 環境正義原則第 2、7、13 點；3. 環境正義原

則第 6、9 點；4. 環境正義原則第 2、12 點；5. 環境正義原則第 2、5、10、11、12、15 點；6. 亦

含承認與能力之意；7. 亦含矯正與能力之內涵；8. 亦含承認之內涵。9. 參照

http://www.epa.gov/compliance/ej/ (2014/3/18 後檢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表中所列文獻。 

 

詳言之，當我們將環境正義設定為一個可欲的（desirable）社會狀態但保留

其具體形構之指定時，表 2-3 彙整的紛雜多樣之概念內涵，便可以看作實現環境

正義可能需要觀照的不同面向，同時也是可能導致環境不正義的來源，可當作檢

驗特定政策與行動的考察點。此外，這樣一個整合不同構成要素的綱要式定義途

徑，或更能積極地回應不同脈絡中的個案差異，以及環境運動團體多樣化的關

懷，並為環境正義運動與傳統或主流環境運動之間存在的分歧（Sandler ＆ 

Pezzullo，2007），提供一個連結與合作的共識點。畢竟，在理念上「正義是所

有環境主義的核心」（Jamieson，2007），只要正義的定義係內包式而非專斷排

他性的。 後，儘管環境正義運動在傳統自然與社會二分（nature-society 

dichotomy）的光譜上較接近社會的一端（Benford，2005：48；Schlosberg，2007：

130），不過本於永續性是任何良善社會之基石的認知、正義在缺乏可居性環境

的人類社會勢無從踐行的事實、以及永續性是維繫世代間正義（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之必要條件的考量，如何將生態理性之保全納入環境正義概念亦屬當然。 

 

二、成就環境正義的四個面向 

 

表三是例示性地選取具代表性的研究、政策與論述，離析或摘錄其定義內涵

後彙整而成，雖然作者背景橫跨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環境研究、地理與公共

政策等領域，但顯然未能也無法窮盡既有環境正義研究，不過對於顯示環境正義

概念內涵的多元性或歧異性應已足夠。從表三的歷時性安排可以窺見，環境正義

的概念內涵並未隨時間推移而趨同，且不同時期內的歧異性亦同樣顯著，唯一的

共通點是對結果取向的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之關注。除此之外，以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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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為主要內涵的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也得到相當廣泛的重視；至於其

他的內涵或面向，則是受到程度不一的探討與主張。惟須注意的是，即便在相同

或類似的用語之下，學者間的意指可能會有差異，而不同的詞彙亦可能出現意涵

相似之狀況。例如，Ruchi Anand（2004）所稱的分配正義便含有矯正正義

（corrective justice）與能力正義（capacity justice）的成分，而其程序正義則另有

承認正義（recognition justice）之意。又或者是Devon Pena（2005）強調的自主

（autonomy）以及Gray Bryner（2002）指出的社會正義，便分別與David Schlosberg

（2007）主張的承認正義與能力正義之意涵多所重疊。整體而言，本研究作者主

張「成就環境正義」所需的四個基本面向為：分配、程序、承認、以及能力。9 

 

(ㄧ) 分配正義 

 

儘管存在著相當大的歧異性，有一個草根行動者與學者多同意的觀點是，環

境正義是圍繞著「弱勢族群不應不成比例地暴露在環境風險或危害之中」此一核

心關懷所展開的（Cory & Rahman，2012：1），而這樣的關懷大抵上反映的就

是傳統正義論述中的分配正義。誠如 John Rawls（1971/2003：9）於其經典論著

《正義論》所表明的，正義的主題在於「分配權利與義務」以及「社會利益的適

當劃分。」對於分配的強調係非常自然之事，畢竟它是 為具體而可觀察到的面

向，同時也對關係人帶來 直接且實質的影響，不論是正面效益提升或是負面不

利益之衝擊皆然。整體而論，根植于平等哲學（egalitarian philosophy）的分配正

義強調平等的對待（equal treatment），關注財貨、資源以及發展的能力、機會

的分配是否公平的問題（Barry，2005：17；Elvers et al.，2008：838；Kuehn，

2000：10683），體現了「作為公平的正義（justice as fairness）」的正義觀點（Rawls，

2001/2002）。這樣的關懷揭露了「社會、經濟與政治負荷在不同發展程度、文

化、種族、階級與性別之群體或社區間分配不均」（Adeola，2011：166；Anand，

2004：10；Figueroa，2003：36），及其背後更為根本的「社會權力分配不均」

（Harrison，2014：11）的現實。 

 

在環境脈絡中，分配正義則是聚焦於環境污染之成本以及環境保護之利益的

分配不公問題，而非僅著眼於環境惡物集中特定地方之現象，要求對所有人的平

等對待，不因貧富、膚色、教育程度、源生國族之差異而有所不同

（Shrader-Frechette，2002：25；US EPA，2010：3）。環境正義的平等分配面向

因此涉及了環境法規的執行、環境改善措施的推動、公共服務的提供、環境資源

的取用或可及性，以及鄰避設施等不可欲土地使用之規劃、高風險性生產廠址之

選定、污染及其改善成本之負擔等環境相關作為在空間與時間上的公平性。亦

即，除了留意在同一個時間橫切面上環境利益（如環境執法）與不利益（如環境

形外，同時也不能忽略歷時性的變化比率（如環境危害與風險之暴露）的分布情

                                                        
9 這四大面向的選取主要是奠基于David Schlosberg（2007）的基礎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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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指標）狀況（Gelobter，1992：68）。這也就是 Robert Bullard（1994：13）

定義下的「地理公正（geographic equity）。」例如，過往或現行的不可欲土地

使用（如焚化爐、高污染性工業區）以及缺乏合宜生活環境（如公園綠地、公共

運輸）不成比例地集中在特定群體的所在，往往形成所謂的窳陋地區或風險地景

（riskscapes），既不利於當地住民的健康而有礙其發展能力與機會，也引起地

區間的不均發展問題，而未納入既存分配不公考量的都市再生或復甦政策，則可

能進一步衍生縉紳化（gentrification）或驅逐式發展（displacement by development）

的二次不公問題（Bullard，2007；Penz et al.，2011；Wilson et al.，2008）。 

 

透過「誰獲得了什麼」的發問，環境正義的平等分配觀得以辨識出過往的不

正義及其目前的遺續或沈積，並尋求未來的矯正之方，因此分配正義在實踐上往

往帶有再分配（redistribution）之意，藉以祛除令人喪失自我決定之平等機會或

能力的不應得不公或不均（undeserved inequalities）（Harrison，2014：3）。惟

須注意的是，雖然在實務運作上賦予特別弱勢者優先考量，分配正義所尋求的不

是轉移現存環境惡物或風險的再分配，而是對所有人的均等保護以及環境惡物與

有害活動的消弭或極小化，避免任何人被迫落入「犧牲區（sacrifice zones）」

（Bullard，2005a：42；Hooks & Smith，2004）。畢竟，倘若環境威脅不再存在，

自然也就沒有所謂的不成比例的承擔環境負荷衍生的環境不正義問題了。綜之，

分配正義引導我們去思考環境利益與負荷以及社會、經濟和政治資源在不同發展

程度、文化、種族、階級與性別之群體間的分配樣態差異，並試圖由再分配的手

段矯正社會經濟層面的不公或不正義問題。 

 

（二）程序正義 

 

分配樣態提供了一個探索正義以及該等樣態背後之社會過程的重要切入點

（Cole & Foster，2001：79），不過分配正義在實現環境正義上係必要但不充分

的要素，例如部分學者即由「基本權（elementary rights）」的觀點指謫平等主義

的不足，強調單純的不均未必即構成不正義（Elvers et al.，2008：838）。但是

更為直接的問題則在於，分配不公此一結果（outcome）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循

「阻力 小（least resistance）」之渠道而生；亦即，受環境侵害之衝擊 深者往

往就是那些被排除在相關決策過程的群體。即便是以歧視為底蘊的環境種族主

義，其發生的可能性也是繫於擁有個人或制度性權力（power）去採行反映偏見

的政策與行動，而不只是因為偏見、刻板印象、或歧視性態度存在之故（Adeola，

2011：168）。質言之，不公平結果所體現的其實是權力不平等衍生的壓迫

（oppression）。爰此，環境正義不僅反對環境惡物或風險的不當分配，同時也

質疑未經受衝擊者同意的決定以及缺乏使受衝擊者表達反對意見的制度建構

（Jamieson，2007：91）。在這樣的思考脈絡下，Schlosberg（2007：32、25）

將程序正義聚焦於政治面向，強調人類作為「具能動性之主體（agents）」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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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係「財貨的受領者（recipients of goods）」，以「公平且公正的制度過程」來

定義程序正義。稍詳言之，程序正義關注的乃是「在如何分配的政治決定中得到

平等的關注與尊重，強調決策過程的公平性」（Kuehn，2000：10688）。 

 

一言以蔽之，程序正義是透過以「民主參與決策」為核心建構的程序來實踐。

基於不同群體間議價或談判實力（bargaining power）差異之認識（Anand，2004：

10），程序正義的根本要件便是（潛在）受影響者或利害關係人得以有意義的參

與相關環境決策過程，或被他人有效代表進入該過程，不受其種族、階級、年齡、

性別或任何其他可能使之被排除或忽略的因素影響，讓彼等所代表的多元利益與

觀點可以被納入分析與考量（Adeola，2011：166；Bryner，2002：46；Bonorris，

2010：viii；Widawsky，2008：584），進而增加公平分配之結果的可能性。此

間所謂的「有意義」係指行政單機關、專家、受影響群體間的實質對話，且後者

或廣義的公眾意見可以影響決策（Cole & Foster，2001：16；Shrader-Frechette，

2002：28；US EPA，2010：3）。就此而論，程序正義要求實與「合意決策下的

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思維相契合（Elvers et al.，2008：845），

彰顯社區自決（community self-determination）的民主訴求。 

 

此等揭櫫內包性民主參與決策程序之主張可由實務與理論層次來進一步理

解。在實務上，倘若我們得直接面對可能的受影響者並對我們的作為（決策）進

行辯護，非常不負責或歧視性的行為與表現是相對較不易發生的，避免決策的恣

意性（arbitrariness），不僅具有保障弱勢群體之效果，亦含有協助主管機關獲取

充分資訊與決策正確性、提高決策之接受度、調和利益衝突等功能（郭麗珍等，

2013：12-3）。縱使該等作為仍舊發生，也讓受衝擊者增加反應的時間，亦即從

行動具體展開方知，提前到該行動之決定時點上，升高事件轉圜的可能性，有助

不公分配後果之防杜。在理論上，程序正義相當於在衡平既存的權力不平等現

象，增加導向不公平分配行動的阻力。此外，這種內包、參與或被代表的範圍若

能擴及自然環境（Dobson，1996；Schlosberg，2007：193-9；Smith，2003），

亦有抑制不當開發、減少環境問題、保全永續性，從而降低環境威脅分配不公機

會之作用。職是之故，程序正義實為確保分配正義不可或缺的互補要素，遑論其

作為民主體制支撐物的本善考量。 

 

（三）承認正義 

 

在《 環境正義與聯邦主義》中，Dennis Cory 與 Tauhidur Rahman（2102：11）

將「社區參與（community involvement）」評價為美國五十個州踐行環境正義倡

議的「脊骨（backbone）。」此等評價也可以從表三中諸多學者對參與或程序正

義的強調得到部分支持。作為「生態民主（ecological democracy）」的基本原則

之一（Faber，1998：1），社區參與或程序正義在實踐上係以「承認（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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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前提，因為正義是一種我們與他人共享的「普世道德關係（universal moral 

relationship）」，但該關係卻須經「殊異的個別文化機制」之詮釋而發生作用（Low 

& Gleeson，1998：67）。這樣文化脈絡中的正義觀表明，「認同承認、自決與

民主參與」之間存在的緊密連結（Figueroa，2003：29）。進言之，程序正義構

築於「政治平等（political parity）」之上，政治平等則有賴於對「社會集體之差

異（differences among social collectivities）」的承認，藉由該等承認方才不致發

生拒斥特定群體成為我群成員（membership）之情事（Schlosberg，2007：157；

Figueroa，2003：29；Schlosberg，2004：521）。循此，我們可以串起「承認—

我群—平等對待（含參與）」的關係線，理解何以缺乏對個人或文化認同的承認

往往導致無效參與或剝奪自決權。這也說明了環境正義運動中常出現的「殖民地」

（Novotny，1995：73）、「次等公民」（Edwards，1995：44）之類的自我表述

用語，乃至於該運動「我們自己述說」的口號所表達的批判壓迫之意涵。 

 

正義不能也不應被化約成純粹的分配議題（Figueroa，2003；Fraser，1998；

Young，1990）。從分配觀點來看，差異（如貧富）是需要被消除的不正義現象；

惟就承認視角以觀，肯認與尊重差異反倒是正義的背景條件，因為差異彰顯了維

繫自我與文化尊嚴的身份認同（Figueroa，2003：31）。例如Iris Marion Young

（1990：3）於其名著《正義與差異政治》便指出的，在一個存有群體差異與優

劣勢群體之別的社會中，正義需要「承認並關注該等差異方能破除壓迫10。」承

認政治（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導到模塑社會互動關係的

社會性與文化性的價值與規範，揭露文化形式的不正義，亦即特定族群或文化及

其認同是如何被負面或不當地表述、詮釋與傳遞，進而形成包含文化宰制（cultural 

domination）、不承認（non-recognition）與不尊重（disrespect）等不同形態在內

的壓迫11（Fraser，1998：7）。缺乏相互尊重與承認的社會關係往往使得該特定

群體遭受污名化或中傷，陷於一種「身份損傷（status injury）」的狀態（ibid：

25），此等狀態不僅意味著前揭群體作為「整體道德與政治社群一員之身份並不

被完全肯認」（Schlosberg，2007：16），也是導致「不對稱的權力關係」的重

要原因之一（Taylor，2000：542）。要之，承認正義關注的是社會互動中透露

的關係（relationship），例如企業與勞工及社區的關係、政府與地方社區之關係

等，對互相尊重、承認之社會關係的追求便是Taylor（2000：537）主張的矯正

正義（corrective justice）之意。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帶有壓迫或排斥的關係往往會制度化成社會結構與秩

行為準則、法規等形式延續過往與既存的誤識序的一環，以符碼、習慣、

                                                        
10 按Young（1990：48-63）之研究，壓迫的形態可以區分為剝削、失勢（powerlessness）、邊緣

化、文化宰制（cultural imperialism）與暴力。 
11文化宰制意指，被對於自身文化具有敵意與／或疏離感的他種文化主導溝通與詮釋模式。不承

認是指，因他種文化之權威性代表、溝通與詮釋行動所造成的文化隱形後果。不尊重意味著，

在持續的刻板公共文化再現或日常互動中被惡意毀謗與輕視（Fraser，1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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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recognition），使弱勢群體無法擺脫不公平的對待（Figueroa，2003：32；

Young，1990：41）。環境不正義因此應由一個社會歷史過程（a sociohistorical 

process）的角度來理解，而非個別的分殊事件來看待（Pellow，2000：588）。

可能遭到誤識卻與群體或個人之認同密切相關者，約略計有文化、傳統、價值觀

以及經濟、社會與宗教生活的模式（Schlosberg，2007：79），當中與環境正義

有關的便是地方或環境認同（environmental identity），無論其人與環境的互動

關係是經濟性（如農耕）、社會性（如社區生活、鄉土情）或文化傳統（如原住

民的祖靈聖地）所生皆然（Clayton & Opotow，2003；Figueroa，2003：37；Hummon，

1992；Robbins，2004）。環境認同不僅是形構個人自我認知（self-concept）的

一部份，也發揮著群體聯結的功能（Clayton，2003：45-6）。換言之，對構成認

同或認同所附麗之環境的破壞、不尊重或否定同樣被視為對人的承認或壓迫問

題。總此，「承認」這樣一個乍看之下似乎是自明之理的陳述，在不平等的現實

世界中其實是饒富意義的。唯有在承認特定群體為適格且對等的權利主體、承認

特定文化價值觀、乃至於承認特定人與環境關係或環境倫理的前提下，一個能夠

實踐環境正義的內包性平等民主體制才得以建立（Dryzek，2000）。 

 

缺乏承認，弱勢或受壓迫群體、特定價值判準、以及應考量因素便很可能被

排除在相關決策與行動程序中，自然也就沒有程序正義之可能。例如，缺乏對原

住民族文化獨特性的肯認（如祖靈與特定地域的連結），相關土地的使用規劃當

然也就不會納入該等考量，且在部落不具有被承認的法定權利（如財產權或使用

權）時，該規劃過程同樣也就沒有部落的側身之地。此外，在獨尊科技理性的制

度環境（如環評）中，常民知識（范玫芳，2007；陳政亮，2008）或地方知識（楊

弘任，2011）將被排除在應予參採的範疇內，也因為非專家的意見不被重視，在

相關程序安排（特別是參與）上往往輕忽一般民眾的需要（如在上班時間或公共

運輸不可及的地方召開會議、未提供翻譯、疏於資訊的揭露），或怠於回應民眾

的提問，形同實質上的排除。又或者在環境行政（如監測與督察）中不當處理民

眾的關懷，一方面抑制了民眾反應問題的意願，他方面也弱化管制與違規處分的

效果，進而擴大受影響者的衝擊程度，惡化不公的情形。也就是因為未能認識到

這些壓迫與排除，環境正義運動的社區乃有被迫成為「政治上的孤兒」，遭受「民

主制度背叛」的感受（Edwards，1995：44）。是以在 Ruchi Anand（2004：10）

的程序正義定義中，便包含了本於承認的主張：所有人之間的相互尊重，以及任

何人在政經、文化與環境上的自決權等；而 Devon Pena（2005：144）的「社區

自主」則是本於「地方生態上與文化上合宜之規範（norms）」，凸顯地方文化

在環境正義中的重要性。 

 

（四）能力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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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Young（1990：34、37）而言，「滿足所有人的需要並使之得以行使自由

權」是正義的必要條件，而「發展個人能力」則是支撐該等條件的重要內涵。

Martha Nussbaum（2006：75-8）進一步強調，一個無法保證其公民之「人類核

心能力12」得以維持在適當門檻水準之上的社會，絕非一個真正正義的社會。另

從基本權的觀點而論，正義涵蓋了「生存權、健康權、自由權與財產權」的保障，

而環境不正義往往涉及對該等基本權的侵害，因此被視為違反基本人權，是「邪

惡、不道德且殘忍」的行徑（Elvers et al.，2008：838；Adeola，2011：180）。

質言之，這些基本權影響個人發展或自我實現的可能性至深，這樣的侵害若危及

「某人去做他所重視之事的可能」或「個人可以去做什麼事或成為什麼樣人的機

會」，便無異於戕害人類自為目的或人性尊嚴之原則，成為必須被消除的不正義

（Nussbaum，2006：70；Schlosberg，2007：30；Sen，2005：153 & 2009：231）。

對於前揭機會（opportunity）之確保即為正義概念之能力取徑（approach）的關

懷所在，生命能否發展（function）因此是對正義的關鍵檢驗。惟須注意的是，

機會關乎的不僅是成就所重視之事物的具體能力，也及於選擇重視什麼之自由

（Sen，2009：228）。這也是Schlosberg（2007：53）突出前述之「社區自主」

概念須得輔以其他各種能力的原因，亦即體現承認的社區自主仍有賴制度、資

源、自由等條件或能力之配合方能成就（Harrison，2014：3）。爰此，我們不難

發現能力取徑其實是發軔於對「美好生活」（Sen，2009：234）、「人性尊嚴之

生活」（Nussbaum，2000：5）或更廣泛的「生活品質」（Nussbaum & Sen，1993）

之關懷，與Robert Kuehn（2000：10699）定義下的社會正義觀點不謀而合。 

 

置放於環境脈絡，能力取徑凸顯出一個無可迴避的事實：人類依靠環境而

生，所有的人都需要一個乾淨、安全、公義、健康、永續的環境來確保其發展。

環境因此是構成「成就有價值之人類發展組合之機會（opportunity to achieve 

valuable combinations of human functionings）」的基本要素（Sen，2005：153）。

環境不正義則被視為一個「以不健康、破壞生計以及環境威脅等形式剝奪個人及

其社區完全發展之能力的過程」（Schlosberg ，2007：80）。例如有毒廢棄物處

理或貿易（Anand，2004；Pellow，2007；Puckett et al.，2002）以及污染性工業

（Faber，2008；Seo，2010；Smith et al.，2006）迫使貧窮社區（含全球南方）

面臨「沒工作、沒發展」或「低薪高風險工作與污染」的「骯髒困境（dirty dilemma）」

（Lipman，2002），其實是一種「虛假的選擇」（Bullard，2005a：42），本質

上是剝奪能力（選擇自由）的勒索。另外，以自由貿易為名的經濟全球化使許多

農民喪失安身立命的鄉村環境（如農地、水），被迫離其傳統鄉村文化與生計而

移居城市（甚至是貧民窟）從工，使之失去原有社區支持和原有鄉村文化與經濟

更是直接戕害實質能力與選擇自由的案例。職事之能力（Desmarais，2007），

                                                        
12 根據Nussbaum（2006：76-8）之研究，人類核心能力（central human capabilities）包括生存、

健康、身體的完整性（integrity）、感覺、想像與思想、情感、實踐理性、依附（affiliation）、

其他物種、遊戲以及掌控個人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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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如何確保環境（含人造環境，如工廠）之永續性，實與人類追求「美好生活」

或「人性尊嚴之生活」的可能性密不可分，為環境正義之能力面向的核心之一。 

 

正因為環境不正義斲傷能力（機會），是以在環境正義論述中另有矯正正義
13（corrective justice），旨在填補或回復不正義所致之損害並公平地懲罰加害或

肇事者（Adeola，2011：166；Kuehn，2000：10699）。不過矯正正義尋求的回

復有其程度上的限制，無法適用於所有狀況（如生命），況且矯正正義所本的污

染者付費原則另有出賣環境權的道德爭議問題，因此環境正義論述仍將重點放在

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上，強調其 佳的能力保全作用。同時也因

為弱勢群體在能力面向上的特別脆弱性，所以環境正義主張該等群體在消除不正

義的次序上具優先性。再者，許多弱勢群體的劣勢社會地位乃過往不當制度或政

策所致，即便目前的制度舉措不再有不公對待的情形（如種族中立），惟為弭平

前此所造成的能力落差，透過額外資源的協助以矯正不義的歷史沈積即有必要

（Cory & Rahman，2012：9）。例如台灣長期對農業部門施以「發展的榨取」

手段（黃俊傑，1991：83），致使鄉村破敗，人口老化、流失，農業經營能力降

低，對此如仍強調偽中立的市場機制則無異於展延與擴大前揭不公。 

 

整體而言，如果個人甚或群體的能力無從發展（含相關制度能力的支應），

勢將影響其參與的可能性，並衝擊其被壓迫或不被承認的狀態，從而惡化或無以

扭轉分配不公的結果。例如惡名昭彰的 Cerrell 報告便建議，官員與企業在垃圾

資源焚化廠選址時，「應針對那些位於重工業區、缺乏商業活動之經濟社會地位

較低的鄰里」（Cerrell Associated，1984：117 轉載自 Stretesky & Hogan，1998：

272）。這樣的建議直白地說明了何以沒有能力、缺乏發展、權力弱勢的群體往

往淪為環境不正義的受害者。是以，環境正義倡議者訴求「社會公正（social 

equality）」（Bullard，1994：14）、「培力（empowerment）」（Elvers et al.，

2008：847）等與能力正義內涵近似的主張。 

 

二、網狀整合的環境正義 

 

為了分析上的需要，在「成就環境正義的四個面向」部分是以較為線性或流

程性的方式進行分梳，但實際上該等面向之間是以「多重迴路」關係連結在一起，

不能孤立看待與應對。此外，環境正義是糾結於社會、政治、經濟與環境議題之

間的社會關懷（Anand，2004：10-1）；相應於此，前述的四個面向則是分別架

構在不同的層面，反應其特殊的問題樣態，亦即分配、程序、承認以及能力主要

涉及的層面分別是經濟或物質、政治、文化與制度、以及社會。再者，環境正義

間容或有所重疊，但無法彼此化約（irreducible），的這四種面向或內涵彼此之

                                                        
13 按Kuehn （2000：10694）之見，矯正正義內含再分配、補償、回復與交換（commutative）

正義等多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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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 Young（1990：15）所指出的，分配不正義是社會結構、文化信念與制度脈

絡的產物，「儘管分配議題在構思令人滿意的正義概念上相當重要，斷不能錯誤

地將之化約成僅是分配。」 後，此一不可化約的觀點強調環境不正義可能以不

同的形式發生，因此不能單從目前的（分配）結果來判斷問題是否存在，同時也

否定物質性再分配能夠弭平所有環境不正義的主張。凡此皆為理解「網狀整合環

境正義」所需的基本認識，合先敘明。 

 

圖 2-1、環境正義內涵要素連動關係圖 

分配 

參與 

能力 

承認 

缺少____將導致較少____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整體而言，分配不均、缺乏承認、參與不足以及能力未展不僅各自形成某種

不正義的樣態，更會共同導致、擴大或延長不正義的問題。圖 2-1 剖析環境不正

義之外顯現象的內部動態關係，其箭頭圖例係指「欠缺」各該面向要素將肇致「較

少或較不公」的狀態。詳言之，未能發展的能力（即能力低下）將導致無力爭取

公平分配、無法從事有效參與、甚而強化歧視或偏見的認知基礎；缺乏承認將形

成具壓迫性的（制度）環境而抑制能力發展、造成以歧視為本質的分配不公、以

及面臨拒斥於參與等相關程序之外；參與不足或排除將因在決策場域的缺席而造

成利益被犧牲（即分配不公）、減少群體間溝通對話的機會而不利於認識、同時

也降低社會學習的管道而弱化其相關能力之養成；分配不均或不公以資源匱乏之

態衝擊能力的發展、持續的不公分配則為誤識創造社會條件、並且降低參與意

願。換言之，承認、參與、分配及能力等面向在各種不同的案例與脈絡中呈現出

的，其實是一種互為因果的連帶關係。例如一方面政治制度與文化習慣創造了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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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公平與承認的條件，他方面亦是分配不公與誤識束縛了政治制度中的實質參與

以及生活文化中的平等互動（Schlosberg，2007：28）。 

 

圖 2-2 是從現存社會之不公出發，說明如何翻轉支撐著不平等與壓迫的社會

關係及制度，從而成就環境正義此一可欲之社會狀態。圖中的粗箭頭為第一迴

路，細箭頭為第二迴路，虛線箭頭為原初連結。首先從第一迴路來看，雖然眾家

學者將「程序正義」或「公共參與」視為翻轉現狀不公的關鍵機制（Cole & Foster, 

2001；Cory & Rahman，2012：4；Foreman，1998：8；Schlosberg，2007：98；；

Young，1990：23），但不可諱言的，進入政治場域從事公共參與是有前提要件

之門檻存在：承認與能力。只有在制度、文化上被「承認」或接受為整體道德與

政治社群之成員，方才能獲具平等的參與機會；同樣的，參與並非個人本能性的

活動，需要生存、健康、教育（智識發展）、經濟權益、政治自由等等各種基本

「能力」的支撐，實質的參與也才有可能。這也就是何以美國行政部門環境正義

倡議中，強調授與弱勢群體較多法律及技術資源等各種協助參與的機制（US 

EPA，2000 & 2011：14-7）。本於承認與能力此二前提，透過公共參與機制，將

有助於達成一個較為平等或公正的「分配」結果（如環境保護措施的施行以及環

境惡物的風險暴露與消除程度）。 

 

圖 2-2、翻轉環境不正義之連動關係圖 

分配 

能力 

參與 

承認 

原初迴第二迴第一迴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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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第二迴路而言，「分配」不公的改善意味著壓迫的緩解，一方面透過

補償、資源挹注等物質再分配措施，（部分）矯正固有及現存不公所導致的「能

力」剝奪情形，他方面藉由改正制度規定與執行不當等權利再分配（調整）之作

為，弱勢群體被（制度性）「承認」的程度將會提升，而較公平的結果也將強化

「參與」的動機，創造或迫開更多的參與機會。由社會學習的觀點來看，更多的

「參與」動機及機會同樣可以強化個人與社區之「能力」，因參與而增多的溝通

互動與認識機會則有益於扭轉偏見、歧視、刻板印象等制度、文化層面的問題，

以及修正制度性不當差別對待的景況，從而提高受壓迫群體的被「承認」或納入

我群程度。相應地，增高的「承認」與「能力」將進一步地增進有意義的實質「參

與」，從而帶來下一輪迴的公平對待與正義程度的進展。綜之，參與有助於改變

環境不正義的不同面向，惟參與的成效同時也有賴於其他環境不正義面向的改

善。 後，原初連結所指的是，「能力」與「承認」之間恆存的連動關係，亦即

承認的提高代表著較少的壓迫，自然有利於能力之發展；另基於社會普遍認同強

者的心態，能力的增強也將對承認有所裨益。基於對環境正義不同面向間連動關

係的認識，不正義之原因因此不應歸結或侷限于特定面向，而必須同時觀注四

者，方能將弱勢或被邊緣化的群體與社區由「被動的受害者」轉化成「積極的行

動者」，具體化環境正義運動的「轉化性政治（transformative politics）」之作用

（Cole & Foster，2001：14）。 

 

參、環境不正義之形成 

 

環境破壞之成本以及環境保護之利益的分配在現代社會中並不平均，無論是

環境風險與危害的暴露程度，抑或是健康乾淨環境的可及性，多呈現出依權力、

階級、種族等社會軸線而區分的現象，因此在社會不公處往往也可以發現環境與

健康面向的不公問題（Pellow & Brulle，2005a）。基於這樣的觀察，環境正義之

命題將探索環境問題的注意力導向「環境問題中人與人之間社會關係失調的一

面」（朱力、龍永紅，2012：724）。換言之，環境不正義發生在環境問題（如

環境惡化與資源耗竭）與社會不平等或不公義的交疊處，對環境的剝削與對人的

壓迫是同樣的社會互動關係下的產物。就現象面而論，這樣的社會互動關係可以

從環境相關的決定、行動及政策被採行的過程觀察到，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此等

導致剝削與壓迫之社會互動關係所反映的社會實相（social reality）乃是「社會、

經濟與政治權力的差異」（Edwards，1995：36）。「權力」因此為解析環境不

正義之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John Gaventa （1980）所提出的「權力的三個面向」分析取徑，深刻地剖析

與闡釋權力如何運作，對於理解環境不正義之形成有相當大的助益。權力的第一

個面向是多元主義式的權力觀點，著重於可見之行為，如「做」某事或「參與」

決策，而不行動或不參與往往被解釋成對現行體制與決定的同意。權力的第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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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係對多元主義或偏重行為之觀點的批判，強調權力不僅出現在參與者在決策過

程中的行動，更表現於特定參與者及事件被排除於決策過程之中，例如議程設

定。權力的第三個面向則是更進一步地指出，權力及其運作其實是深植於制度、

結構、與意識形態的範疇裡，透過意識形態的說服以及由意識形態所建構出來的

制度與結構，無權力者的利益不但被犧牲，且其利益衝突也被隱藏起來（徐世榮，

2001）。爰此，導致環境不正義之環境決定、行動及政策須得放回該等決定、行

動及政策被採行的具體社會脈絡（the social context）來理解，亦即在何等結構、

制度、意識形態以及過往歷史實踐所組構成的特定條件框架而作出（Williams，

2005）。正是此一特定條件框架使得環境不正義成為可能，甚至是隱晦地被社會

所接受（socially acceptable）。反面而論，在不同的政經結構、制度安排、或社

會價值體系當中，可能的過程與終局作為或將有所變化。 

 

本於此社會脈絡之分析取徑，「環境不正義之形成」的思考理路並不以探尋

特定群體與環境惡物或低度環境保護之間的關聯性（correlations）為尚，而係旨

在掌握環境不正義如何產生，亦即將焦點擺在隱藏於環境不正義現象或結果背後

的機制（mechanisms）。例如企業與國家係透過何等機制，將生產所致的社會與

生態成本，不成比例地強加在勞工階級與有色人種等受壓迫族群身上（Faber，

1998：13）。至於「形成（formation）」一詞所強調的，就是以「過程（processes）」

的觀點來理解環境不正義，而非侷限於歧視、壓迫或不公等結果所存在的斷面

（Pellow，2000：588）。機制所指的因此是，導致環境不正義之環境決定、行

動及政策被採行的過程，而這樣的過程則是鑲嵌在更寬廣的結構、制度叢結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s）與意識形態或價值信念系統當中（Gelobter，1992：

74；Harvey，1996：401）。職事之故，環境正義運動抗爭的目的並不僅止於阻

斷「私人企業與國家行政部門的個別決定」，更在於「翻轉環境決策系統所體現

的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Cole ＆ Foster，2001：13）。 

 

這樣本於社會脈絡的「形成」思考理路可以避免早期環境不正義（含環境種

族主義）研究的結果取向（outcome-oriented），或橫斷性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ies）的歷史盲點問題，把研究重心由探討分配不平均的現象存在與否，轉往

其形成機制，從而符應「成就環境正義」之研究目的（Williams，2005；Noonan，

2008：1154；黃之棟、黃瑞祺，2009：93-97）。因為我們無法從任何經驗上的

相關模式推斷因果關係，解釋總是理論上的推論（Alford，2011：219）。此外，

該理路將多元的行動者與利害關係人納入環境不正義之形成的思考（Elvers et 

al.，2008；Pellow，2000），跳脫了「不公結果與單一惡人之間線性因果聯結」

所隱含的個人決定或偏見之認識觀，不再僵固於傳統「加害者－受害者情境

（perpetrator-victim scenarios）」的理解框架（Cole ＆ Foster，2001：13；Pellow，

2000：587），能更有效地掌握現實世界的複雜性。 後，此思考理路意識到結

構力量對環境不正義之形成的影響，卻不合理化或中性化其作用，因為不正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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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不以意圖（intention）為前提，其存在本身即非無可非議之事。例如將弱勢

群體往高污染（風險）潛勢地區尋找低價居所，以及嫌惡性設施選址受供需法則

驅動，視為市場機制運作的自然結果，卻忽略了該等解釋已先驗性地把環境惡物

（如污染或風險設施）接納為經濟發展的必要之惡，並非批判性地接受發展遲滯

地區（如高環境風險區域）薪資競爭導致的逐低現象，混淆決定過程中「願意

（willing）」與「能夠（able）」的區別（Adeola，2011：175；Gelobter，1992：

73；Williams，2005）。 

 

綜上所述，環境不正義雖然在不同的個案脈絡中以殊異的形式顯現於外，惟

其壓迫之本質並無差異，而壓迫之形成所體現的乃是個人或群體間權力差異的事

實，權力的所在（loci of power）因此是探究「環境不正義之形成」的關鍵場域。

易言之，權力及其運作所根植的結構、制度與意識形態皆為考察的重點。環境不

正義也就是在結構性不平等、制度性壓迫、以及特定（偏差）的社會規範性價值

系統或意識形態等權力載體共同運作下的產物。 

 

ㄧ、結構性不平等：資本主義式政治經濟結構 

 

Ulrich Beck（1992：80、81）極具洞見地指出，「被整合到普遍性工業生產

循環過程中的自然破壞（destruction of nature），不再只是『單純的』自然破壞，

而是變成了社會、經濟、政治動能當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環境問題

因此「不是我們周遭外部世界的問題（problems of our surroundings），而是社會

問題（就其起源及後果而言）」，也就是「人類的問題、他們的歷史、生活條件、

與世界及現實生活之關聯、乃至於整體社會、文化與政治狀態的問題」。要言之，

環境問題係根植於「人類社會如何被組織」之中（Brulle，2000：5）。具體而言，

即是目前占支配性地位的資本主義式政治經濟結構，無論是個人與企業或是政治

人物與行政官僚所做出的環境決定、行動及政策，均無法逸脫其結構力（structural 

power）之影響（Adeola，2011；Dominelli，2013；Pellow & Brulle，2005b；Steady，

2009；Williams，2005）。這樣的結構力主要來自於，不同群體在生產之社會關

係（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中的相對位置，如資本家與勞工、核心企業與

代工廠、或市場消費者與產品供應者。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這

樣的結構思考在特定案例中或許不能僅止於國家範疇。例如，在高度競爭的資通

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產品全球市場中，企業依

市場價格機制之邏輯，往往選擇將高污染、高耗資源、高風險的生產環節及其廢

棄物之處理轉往發展程度較低或較貧窮的國家或區域，直接衝擊該等國家或區域

的環境，迫使其住民陷入「骯髒困境」。 

 

就政治是「權威性的價值分配」或「政府為整個社會制定權威性政策的過程」

而論，資本主義式政經結構裡的另一個主要的權力載體便是民主政治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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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tic political apparatuses），或言政府。事實上，市場機制亦是運作於特

定的政治結構及其所建構的法令規範體系當中。更關鍵的是，在資本主義體系的

社會裡，資本企業體和政府在結構層次是有利益共通之處，彼等往往緊密結合，

甚或形成某種聯盟，將資本主義強調的商品生產及交換邏輯強加在民間社會或地

方社區之上，後者因此居於一種結構性不平等的位置（Offe，1984；徐世榮，2001；

陳忠信，1989）。換言之，人與環境在資本主義國家裡都被降階（reduced）成

某種「商品」、「資源」或「生產要素」，以其交換價值（如促進經濟成長之能

力）來評定，而不是由他（它）們存在的社會及使用價值予以衡量，進而導致相

關決策的扭曲。例如理應衡平社會、經濟、環境之考量的整體國家發展計畫或政

策綱領，往往淪為國家經濟持續成長計畫，貶抑社會公義與生態永續性的重要

性，具體影響資源（如預算）調度和議程安排，並不斷產出爭議性「鉅型計畫

（megaprojects）」（Flyvbjerg et al.，2003），如台灣的核四與桃園航空城開發

案。 

 

二、制度性壓迫  

 

Brian Barry（2005：16-7）在探討社會正義時特別強調「基本結構（basic 

structure）」的重要性，而此處所稱之基本結構係指「由配置（或導致配置）權

利、機會與資源的主要制度構成的結構」，制度因此是實現社會正義的關鍵，而

制度的正義性則取決于該等制度對公正結果的助益。相對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

結構性不平等往往會被具體化成各種制度性安排，中介前揭不對稱的權力結構關

係，例如代議政治、科層官僚（bureaucracy）、各種法律規則、私有財產等。事

實上，導致環境不正義的環境決定、行動與政策也就是在此被做成。環境不正義

因此可說是由諸般制度所推動、加固與延續下來，而瀰漫在各式各樣的公共政策

當中（Bryant，1995：219；Bullard, 2005a：32）。就像在嫌惡性設施的選址案

例所顯示的，特定地點的決定不僅受市場價格機制下理性（rational）選擇的影響，

更是現行相關法律規範下的合法（legal）結果，除了少數違法設置的例外案例。

因為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環境）法律原本就是設計來保護「財產的擁有者」而

非「無財產者」（Foreman，1998：6）。此等情形在美國過往的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zoning）施行經驗中尤為顯著，《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條例》經常成為實現驅

逐性（expulsive）、甚至是種族歧視性目的（含歧視性的環境規劃）的 有效法

律武器（Bullard，1994b；Rabin，1989；Wilson et al.，2008）。 

 

三、社會規範性價值系統／意識形態 

 

如前所述，有權力者透過意識形態的宰制，來操弄無權力者的需要，使得後

者的利益在無形中受到侵害。在目前的資本主義社會裡，影響我們的需要的意識

形態主要有二：經濟效率以及科技，而且這樣的意識形態也扮演著如何行事或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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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的角色（徐世榮，2001：41-50）。 兩者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被塑造成客觀中立

與理性的化身，是決策的 佳規範準則。如此一來，凡是無法被納入成本效益分

析、無助於經濟效率提升、不能或未被科學解釋、不符科學論證者，大多不受重

視，甚至被屏除在考量的範疇之外。例如民主政治的公共參與因為會使成本效益

分析的運作複雜化，它所彰顯的民主價值以及民眾表達的情感與美學關懷又無法

被量化，再加上民眾的常民知識（如在地生活經驗）不受科技霸權親睞，所以在

實務上經常是聊備一格的存在。尤有甚者，科技被政府與企業界用來阻止居民參

與決策的制定過程，像是把那些原本是政治的事件轉變成科技問題，藉以納入專

家而排除民主參與。這也就是何以在嫌惡性設施選址時，儘管政府部門或私人企

業進行各種的科學評估，卻招致「唯一涉入的科學是政治科學」的批評（Johnson，

2009：17），因為其爭議的核心本係價值取向與政治性的，而不在於技術層面。 

 

第二節 土地（不）正義及其形成機制 

 

壹、定義土地正義 

 

「土地正義」一辭在台灣蔚為風行應始自 2010 年苗栗竹南大埔徵地事件，

當推土機毀田的畫面透過大眾媒體傳播出去後，引起全台譁然，進而有後續的夜

宿凱道等「土地正義運動」之發起。大埔事件之所以造成舉國沸騰，不單是因為

國家機器藉由不當的土地徵收制度進行「圈地（enclosure）」，剝奪人民生存權

與財產權造成的社會不滿（蔡培慧、許博任，2011），同時也肇因於毀田廢稻嚴

重傷害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對農田的情感。不過土地正義運動並不是專屬受不當徵

收之苦的鄉村農友的運動（如捍衛農鄉聯盟），許多面臨都市更新迫遷威脅的都

市住民亦以之為號召（如臺北士林文林苑），又像是台東美麗灣渡假村開發案侵

害阿美族莿桐部落傳統領域土地、違反環評程序正義也被冠以土地不正義之名
14，不一而足。換言之，土地正義運動與環境正義運動皆源於基層人民或相對於

大財團與國家機器的弱勢者，對「不公平（unfair）」遭遇的反抗，試圖透過草

根層次的直接行動以及大規模的聯合公民行動（Byrne et al.，2002：13）將「誰

得到什麼、為何得到以及如何得到」之類的問題提升到檯面上來，讓這個社會共

同反省進而挑戰其肇致諸般不正義或不公平情事的體制。 

 

土地與環境係一意涵相近的概念，兩者皆包含了多重的意義（multiple 

meanings）。約略而言，土地或環境至少涵蓋了生產要素及商品、環境資源、主

觀認同等三個面向（Agnew，1987）。但是在迷信科技至上及崇尚經濟效率的現

代社會中，主流的制度建構與社會價值觀往往侷限於經濟觀點，以金錢為唯一的

尺度來衡量土地，將土地的多元價值化約為生產要素及商品，而此一現象在台灣

ntal state）尤為明顯（Amsden，1985；Evans，1995；這種發展型國家（developme

                                                        
14 http://www.e-info.org.tw/env-trust/action/20/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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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1986；Huang，2002；Wade，1990；Weiss，2000）。正因為土地的其他

價值或面向並未受到應有的肯認與尊重，各種不正義或不公平的對待所引發的抗

爭、衝突因而屢見不鮮。例如，浮濫徵收下財產權剝奪（徐世榮，2011；施正鋒、

徐世榮，2013）、專斷的水資源調撥（林樂昕，2011；楊惠真，2012；趙祥，2012）、

環境影響評估的恣意（李建良，2010；湯德宗等，2011）、迫遷（台灣都市更新

受害者聯盟，2012；張維修，2012；黃麗玲，2012）、原住民族土地與自然資源

權保障不足（詹順貴，2011）、不當開發戕害環境與健康（附錄）等等。從「成

就環境正義的四個面向」來看，這些土地不正義事件往往涵蓋一到數個面向的問

題，例如強制都更案便可能涉及住宅財產權剝奪（分配）、社區或地方連結以及

家的毀棄（承認）、侵害居住自由（能力）、以及大法官釋字第 709 號解釋指謫

的正當程序之缺乏（程序）。再以中科四期為例，其開發同樣有著農地財產權剝

奪（分配）、祖產情感連結的割裂（承認）、環評爭議（程序）、以及長期以來

榨取農業資源造成鄉村貧弱的無力（能力）等不同面向的問題。 

 

儘管在「有土斯有財」的社會氛圍裡，財產權的問題比較常被提出，惟整體

而論，土地正義應從「捍衛家園」來理解，而此「家園」的內涵是寬廣的，從安

身立命的住宅、生存所依的農地與營農環境，到情感與認同依附的環境（如社區、

老樹、傳統領域土地）均含括在內。土地正義因此旨在防杜任何地方、群體或個

人被迫落入「犧牲區（sacrifice zones）」，不論該犧牲是以剝奪財產權、侵害生

存權、工作權或健康權、破壞自然生態及景觀、妨礙生態永續性的確保、或忽視

社區紋理與個人認同之形式存在，都在土地不正義之列。爰此，土地正義所訴求

的是一種衡平或整合（integrated）的看待土地之觀點，除了目前占主導性地位的

商品經濟考量外，維繫世代間正義的生態永續面向亦應受到嚴肅地看待，並強調

制度性納入當地民眾的主觀地方認同，讓他們獲得充分的資訊，並且擁有充分的

參與機會，然後在多元及衝突的論述當中，決定他們自身以及土地使用的未來方

向。如同提出土地正義此一詞彙的蔡培慧（2011：11）所言： 

 

「土地正義」事質上包含了多組複雜的意義。它主張反省國家向財團傾斜

的不當體制；它檢視資源分配的合理性，土地作為不可再製的資源，其使

用必需合乎長遠的公共利益；它要求政府與人民權力對等的決策程序；它

要求反思經濟發展的侷限，何以經濟發展比永續發展重要；它甚且點出長

期以來，獨尊經濟發展，漠視農民農村農業所引發的社會危機與生存危機。 

 

質言之，土地正義肯認土地或家園的多重意義、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複合關係，

反對「土地商品化」對該等意義與關係的恣意侵害，以資確保人與地的關係能夠

維持在社會與生態可接受（socially and ecologically acceptable）的範圍內。否則，

維繫自由社會之秩序所需的成員自願合作，以及撐托社會運作之生態環境支持將

無以為繼，甚至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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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土地不正義的形成機制：以台灣科學工業園區之設置衝突為例 

 

環境不正義雖然在不同的個案脈絡中以殊異的形式顯現於外，惟其壓迫之本

質並無差異，而壓迫之形成所體現的乃是個人或群體間權力差異的事實，至於權

力差異的來源則可回溯到結構、制度、以及意識形態等層面。此外，這樣的分析

須得置放回個案所處的社會脈絡，而非通則式的套用至所有個案。本於此等認

識，肇因於科學工業園區之設置而生的土地不正義，其形成機制因此可以進一步

具體化為戰後台灣歷史性形構的政經體制、威權遺緒下空間計畫體系、以及發展

掛帥與科技萬能的意識形態（詳圖 2-3）。 

 

 
圖 2-3  土地不正義形成機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一、結構性不平等：全球經濟再結構與民主化浪潮中興起的地方政權 

 

自 1980 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啟用以來，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的設置大抵上可

以區分成三種模式：1980 年代的威權模式（authoritarian）、1990 年代的夥伴模

式（partnership）、以及千禧年之後的「拼經濟」模式（Huang，2012）。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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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模式反映了國家、資本、地方政府與住民等行動者之間不同的權力關係，這

樣的變遷主要來自全球化、自由化與民主化在台灣的開展與深化。換言之，作用

於其間的結構力包含了外來的全球經濟再結構驅力、以及內部的經濟自由化和政

治民主化壓力。一方面，以「半邊陲／半核心」位置嵌入全球經濟體系的台灣（林

宗弘，2007：197），其產業發展走向往往反應核心國家的市場需求，於是乎，

園區之發展（如設置與否、營運興衰）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係取決于全球資通科技

產品市場的情形與預期。例如，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之發展便是因應高科技廠商對

全球市場趨勢判讀所生之需求（李界木，2004：1；黃怡婷，2008：76）。他方

面，隨著戰後國際冷戰地緣政治結構的鬆動，台灣政權向內尋求統治正當性的需

求日增，因此在戒嚴體制瓦解、以及國會與總統直選等民主化進程中，地方政治

人物與地方發展需求在政治或施政議程上的能見度雙雙提升。在這樣的歷史脈絡

底下，以平衡區域發展差異與振興地方經濟為名的園區設置，因而成為資本家、

專業者和地方政治人物組成之地方成長聯盟（growth coalitions）的重要競逐標的

（Huang，2012；楊友仁，1998；黃怡婷，2008；鐘麗娜，2012）。相對的，園

區所在地的住民意願在此形塑需求的作用裡，究竟有多少角色可以扮演實相當可

疑。 

 

二、制度性壓迫：威權遺緒下的空間計畫排他性 

 

承接結構力所形塑出的需求，並將之具體化成特定作為者乃係制度規範，也

就是制度將前揭之全球市場力量與地方發展的想像聚合成一個個科學工業園區

的開發案。儘管科學工業園區的設置受到內外兩股力量催逼而生；但無可諱言

的，該項行政作為的業務執掌單位係中央層級的科技部（舊制之國家科學委員

會）。是以，在 低的限度內，科技部至少是配合發動特定開發案的主管機關，

從而須得符合既有的相關法律規範，例如《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除此

之外，由於科學工業園區係坐落於特定地點的生產基地，為廣義工業區的一種形

式（徐嘉男，2001），屬於台灣整體空間計畫之一環，其設置因此也要合於相關

土地利用、環境保護、以及其他相關事業法規之規定，例如《區域計畫法》、《都

市計畫法》、《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農業發展條例》等。惟彼等構築台灣土地規劃與管制體系的相關法律和命令，

其條文規範內容遺留過往威權體制精神者所在多有，且不乏有違民主人權保障之

規定（徐世榮、廖麗敏，2011）。類此之問題可由程序面規定的低度規範，甚至

是法制不備之狀況窺見一二。例如《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一條15規定，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已改制為科技部）依本條例之規定，得選擇適當地點，

報請行政院核定設置科學工業園區」，其規範密度即明顯過低，加上我國在土地

程序設計，以及合宜的民眾參與機制，其正當性往往空間規劃上欠缺公開透明的

                                                        
15 按該條例之 1979 年版本，科學工業園區設置之程序規定為：「行政院依本條例之規定，得選

定適當地點，設置科學工業園區」，毫無程序性規範可言。 

36



受到質疑，無怪乎園區之設置爭議不斷（林明鏘，2006；徐嘉男，2001；黃信勳，

2003；葉俊榮，2010）。 

 

三、意識形態：發展掛帥與科技萬能 

 

相對於形塑設置科學工業園區之「需要」的結構力，以及產出特定「開發計

畫」的空間計畫制度體系，貫穿在整個園區形成過程的乃是「經濟掛帥」和「科

技萬能」的意識形態，相當大程度地決定了園區的籌設、規劃、營運特色。首先，

科學工業園區按其設置管理條例第一條之定義，係「為引進高級技術工業及科學

技術人才，以激勵國內工業技術之研究創新，並促進高級技術工業之發展」而設。

但實際上，科學工業園區是一個聚集了各種不同強化產業競爭力政策（如單一窗

口服務、租稅優惠）的量產基地，園區的設置本身便是促進經濟成長的政策工具

之一，體現發展型國家的親發展（pro-development）意識形態。例如竹科管理局

便自承，其工作信念為「廠商的成功，才是園區的成功」（國科會，1997：98），

工作重點在於努力「把投資環境做好」（竹科管理局，2010：71）。 

 

其次，作為科學工業園區主力產業的資通科技產品是以「計畫性報廢（planned 

obsolescence）」為特性（Byster & Smith，2006：209；Slade，2007），其技術

變遷頻仍且產品生命週期短，因此以代工角色進入全球生產鏈的台灣廠商必須迅

速回應市場的變化，以把握有限的利基市場（niche market）。在這樣的時間壓

力下，持續擴大科學工業園區的胃納量也就成為因應之道之一。這部分地解釋

了，何以在 2000 年至 2010 年期間每年都至少有一個新園區基地被核定或動工的

現象（Huang，2012：211）。易言之，科學工業園區可視為一個透過空間整備

提升效率的機制，用以回應資通科技產業特性。再次，為了達致加速開發之效率

要求，技術官僚往往高度依賴專家，試圖藉彼等的識者（knower）之能來擘畫規

制高效的理想計畫，從而完成「趕進度，拼經濟」的使命（李界木，2004：1）。

以環境影響評估為例，科技理性便被用以取代，甚至是排除應有的民主參與過

程，無視風險議題所涉及的環境治理政治過程（杜文苓，2008、2011），此種認

知更是具體而微地展現在環保署（2013）新近出版的《讓專業為公眾對話》書名

中，強調由「公眾參與專家代理的專家會議」來擺脫公眾或民主的「理盲濫情」。

在此種想像中的「全盤理性規劃觀」之下，政策、規劃、評估、與審議等事項皆

是保留給專家／科技的專屬領域，公眾既無能、也毋須介入（徐世榮，2001；黃

信勳，2003）。也就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底下，民眾的非經濟性關懷自然而然地

被屏除在相關的規劃、決策過程。 

 

整體而論，在整個科學工業園區形成的過程裡，從全球經濟再結構與地方成

長聯盟催逼出的需求，以及威權遺緒下空間計畫排他性體現的制度性壓迫，到聯

貫其間的發展掛帥與科技萬能意識形態，一以貫之地呈顯出獨尊經濟成長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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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單一化」特性，同時將其他有關民主、社會、環境、美學等多元價值思考盡皆

「排除」在外，使得原應受到討論、辯證的課題被預先遮蔽，終致極不可欲的土

地不正義問題以大規模社會抗爭的形式爆發出來。爰此，如何透過制度性重構來

確保多元的價值觀點，衡平既有的權力不對等情事，應是防杜或減少土地不正義

問題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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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空間計畫體系：以程序面觀察為重心 

 

第一節 行政計畫概述 

 

壹、行政計畫之定義與分類 

 

行政計畫及其相關法律規範，乃為行政法總論上重要之一環（林明鏘，2006：

3），其不僅可作為行政發展之指導與協調的手段，亦可透過計畫之制定或審議，

使行政機關自我確定行動方向，並可提高人民的預期可能性，進而保障人民權利

（莊國榮，2013：286）。我國公法學界尚未建立統一且周延之計畫法學概念，

因此，以計畫所統稱之事項，尚非一種獨立之行政行為方式（陳敏，2011：

627-628；莊國榮，2013：286）。然學者們仍嘗試以抽象概念加以規範，依據我

國之通說定義，係指行政機關為達某特定目的或實現一定構想，於將來一定期限

內，就達成該目的或實現該構想之方法、步驟或措施等為之先前設計或規劃，由

此可知，行政計畫本質上係一種流動性、演進性之法學概念（林明鏘，2006：7-8）。 

 

我國行政計畫於憲法中並未有明文規定，僅見於第 146 條規定：「國家應運

用科學技術，以興修水利，增進地方，改善農業環境，規劃土地利用，促成農業

之工業化」中提及規劃之字眼，可知行政計畫與其法律規範於仍處猶待開發之法

學領域。行政計畫之發展直至民國 90 年行政程序法施行後有所突破，根據行政

程序法第 163 條規定：「行政計畫乃係指行政機關為將來一定期限內達成特定之

目的或實現一定之構想，事前就達成該目的或實現該構想有關之方法、步驟或措

施等所為之設計規劃」，我國始對行政計畫一詞給予法律上詳加規範之定義。然

行政程序法就行政計畫僅作定義性及種類的規定，關於行政計畫之制定、程序及

效力，並未有明確規範（李惠宗，2012：446）。因而可知我國行政程序法對於

「行政計畫」也僅為原則性立法（陳新民，2000：432）。 

 

行政計畫涉及事項廣泛，若以拘束力分類，可分為「命令性計畫」、「影響

性計畫」與「資訊性計畫」三類（林明鏘，2006：13）。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164

條所稱之行政計畫係屬「命令性計畫」（陳敏，2011：630；林明鏘，2006：15；

吳志光，2010：282），其對行政機關或一般人民有法律上之拘束力，並使其負

擔義務（莊國榮，2013：286）。「影響性計畫」雖無法律上拘束力，但經對外

宣示公開後，即具有事實、某程度上之影響（林明鏘，2006：14），係以非強制

性之誘導手段作為政策引導，促使相對人從事符合或不違反特定目的之行為（陳

敏，2011：631），例如獎勵投資之稅捐優惠（莊國榮，2013：287）。「資訊性

計畫」則為提供資訊或消息，亦無法律拘束力，僅為供政府機關或人民進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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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安排事務之參考（陳敏，2011：630；莊國榮，2013：287），例如我國關於對

外投資之南向計畫（林明鏘，2006：13-14）。 

 

此外，有關行政計畫之分類，又可從法律性質角度觀之，然計畫並無法完全

單獨納入任何一種法律形式，僅能對個別計畫之個案具體情況予以審查認定（陳

敏，2011：631），以法規（法律、法規命令、自治規章）、政府施政方針、行

政處分、行政事實行為、具體指令等形式顯現，例如內政部依據區域計畫法第 6

條擬定之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法第 14 條第 1 項訂定之特定區計畫，皆具法規

命令1性質（莊國榮，2013：287-288）。因而下一部分將談論我國空間計畫體系

下之各種計畫，於法律分類下之法定性為何。 

 

貳、我國土地使用計畫體系與法定性 

 

一、我國土地使用計畫體系概述 

 

我國現行土地使用計畫體系，其計畫層級從上而下概略由「國土綜合開發計

畫」、「區域計畫」、「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及「都市計畫」依序構成。我

國自日治時期即有都市計畫，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進行分區使用管制，戰

後除了承繼原有之都市計畫外，並陸續擬定、變更都市計畫。而 1973 年區域計

畫由都市計畫法獨立出來，並於隔年另行頒佈「區域計畫法」，以為廣域性土地

使用計畫，並於 1976 年制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針對都市計畫範圍

外之非都市土地有關分區及編定進行規範，以實施管制。又為落實整體性規劃國

土之指導目標，於 1979 年擬定發布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復於 1996 年檢討修

正為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即為目前 高指導的土地使用計畫（賴宗裕、陳立夫，

2007：8）。 

 

然而因我國現行計畫體系無整體性、目標性之上位國土計畫指導方針，致使

空間規劃上缺乏完整之利用與配置，故為使我國有 高位階之行政計畫可供依

循，內政部研擬國土計畫法（草案），以整合上下位計畫並改善空間脫序發展。

國土計畫法（草案）乃以全國國土為範圍，由上而下逐步進行各層級區域規劃，

並賦予其全國國土計畫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明確法定地位（賴宗裕、陳立

夫，2007：27）。然依據國土計畫法（草案）目前之文義解釋推知，其僅具有「普

通法」、「實施法」及「混雜實體與程序之法典」地位，效力均無法動搖其他國

土規範之一般法律（林明鏘，2010：21），故全國土地使用管制固然有該法之適

用，然對於實施都市計畫與國家公園之土地，其實際管制依據仍依都市計畫法與

，2004：8）。故未免國土計畫法（草案）淪為下位國家公園法之規定（陳立夫

                                                        
1 根據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所稱之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

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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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之實施性法律，應將國土計畫法設計為框架法律，以統整並指導其他規劃法規

（林明鏘，2010：21）。 

 

國土計畫法（草案） 

 

圖 3-1  現行計畫架構圖 

資料來源：徐世榮、廖麗敏（2011：406）。 

 

我國之土地使用計畫體系大抵可由圖 3-1 來予以呈現， 上位為屬草案階段

之國土計畫法，由區域計畫與各部門實質發展計畫承接，區域計畫目前主要針對

都市計畫區外之非都市土地進行規範，依照非都市土地區分使用計畫製定土地使

用分區書圖，而都市計畫係針對都市計畫區進行規劃，其性質可分為主要計畫與

細部計畫，種類可分為市鎮計畫、鄉街計畫與特定區計畫三類。 

 

二、各級土地使用計畫之法定性 

 

我國各級土地使用計畫之法定性，係依據其性質及法效力作判別。目前國土

高指導計畫為中央層級的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其性質屬於目標性、指導性、建

議性政策導向之綱要計畫，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則為各部門主管機關擬定及推

動之長期實質發展計畫（賴宗裕、陳立夫、徐國城，2007：7），兩者皆非依據

法律規範訂定，僅具行政指導性質。區域計畫法著重指導非都市土地管制系統（余

時熏，2013：2-1），由授權訂定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來管制都市地區外

各部門長期實質發展計畫 區域計畫 

編定各種使用地 

非都市土地區分使用計畫 

製定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都市計畫 

主要計畫 

細部計畫 

市鎮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鄉街計畫 

特定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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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非都市土地。至於都市土地便依據都市計畫法及其子法進行管制，為促進市

鎮、鄉街有計劃之發展，而進行擬定與實施都市計畫。 

 

因此，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係屬一種作為立法指導原則之政策綱領，並未具有

明確法律定位，非屬一般的行政計畫，縣（市）綜合發展計畫乃依據縣市綜合發

展計畫實施要點訂定，無法律定位之法令依據，性質上非為法定計畫（賴品劭，

2003：34）。目前我國直接對計畫加以法律規範其程序者，僅有區域計畫與都市

計畫，此二計畫分別依據區域計畫法與都市計畫法訂定，各作為非都市土地與都

市土地之原則性指導，依據之法律皆有明確法律位階，性質皆屬法定計畫（林明

鏘，2006：22）。 

 

由於我國現行計畫行政法制面尚不完整，故下一節以我國現行法中具有法定

性之區域計畫與都市計畫為主，來論述計畫程序之概況，俾利後續研究之展開。

第一部分先就區域計畫與都市計畫擬定至實施階段之程序規定作說明，並於第二

部分概述區域計畫之特定專用區及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劃定至實施管制過程規

定。而有關區域計畫與都市計畫之變更，除依據區域計畫法與都市計畫法外，詳

細規定尚見於中央或地方授權訂定之行政規則中，故另將其變更之相關程序規定

於第三、四部分作論述，以求完整檢視變更之程序規範。 

 

第二節 台灣的空間計畫體系及其程序規範 

 

壹、區域計畫與都市計畫程序 

 

鑑於區域計畫與都市計畫為我國非都市土地與都市土地規劃之依據，且皆屬

法定計畫，故於空間計畫體系中，釐清兩者之程序規範有助於理解我國目前空間

規劃之運作模式。基此，以下將先論述區域計畫法與都市計畫法及其相關法規命

令之基本程序規範，而有關區域計畫與都市計畫之變更階段，由於尚涉及其他行

政規則，故將置於後端專論。 

 

一、區域計畫程序 

 

區域計畫之程序規定，主要依據區域計畫法及其施行細則，可分為擬定、審

議核定、公告實施三階段，其流程得參考如圖 3-2 所示，詳細規定如下所述。 

 

(一) 擬定階段 

 

區域計畫由擬定機關就行政區劃、自然環境、自然資源、人口分布、都市體

系、產業結構與分布及其他必要條件劃定其區域範圍（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5 

42



 

 

 

 

 

 

 

 

 

 

 

 

 

 

 

 

 

 

 

 

 

 

 

 

 

 

 

 

 

 

 

 

 

擬定工作計畫 

民眾/機關/團體意

見

二手資料蒐集與調查 現況發展情形補充

調查
‧區域範圍(§7Ⅰ（1）) 

‧自然環境(§7Ⅰ（2）) 

‧發展歷史(§7Ⅰ（3）) 

 

 

圖 3-2  區域計畫擬定、審議核定與公告實施作業流程 

資料來源：修改自內政部營建署（2012）；擬定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實施要

點 。

資料分析與預測(§7Ⅰ（5）) 

發展課題及研擬對策 

計畫目標(§7Ⅰ（6）) 

規劃構想 

‧區域機能(§7Ⅰ（4）) 

‧人口及經濟成長、土地使用、

交通運輸 

‧資源保育與開發 

‧上位及相關計畫 

完成規劃草案 

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委員會審

議( )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

)

內政部核定(§9) 

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實施

( )

製定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圖

( )

內政部核備(§15Ⅰ) 

實施管制(§15Ⅰ) 

擬定 

階段 

審議 

核定 

階段 

公告 

實施 

階段 

內政部營建署

規劃諮詢顧問 

(座談

會)

(協調

會

(說明

會

(座談

會)

(座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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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擬定者，乃為依全國性或地區性綜合開發計畫所指定之

地區，或以首都、直轄市、省會或省（縣）轄市為中心劃定之地區，或其他經內

政部指定之地區應擬定區域計畫，跨越兩個省（市）行政區與縣（市）行政區以

上者，而跨越兩個鄉、鎮（市）行政區以上者，由縣主管機關擬定（區域計畫法

第 6 條）。 

 

擬定機關於擬定前或進行中認為有必要時，得委託有關機關或學術團體研究

規劃（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3 條），為蒐集資料，直轄市、縣（市）應公告徵

求意見 30 天，以納入擬定參考，及邀請鄉（鎮、市、區）公所、村（里）辦公

室、民意機關、相鄰縣（市）政府、民間專業團體及相關目的事業機關等舉行座

談會。而於計畫擬定期間，應就部門計畫邀請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召開機關協

調會議。計畫擬定後，應於送審議前辦理公開展覽 30 天及舉行說明會（直轄市、

縣（市）區域計畫規劃手冊拾、擬定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實施要點六）。各

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中應研訂各該項目之總量及區位對環境可能影響，並

就相關替選方式進行分析後，由政策環評主管機關提出諮詢意見，再以「直轄市、

縣（市）區域計畫」計劃書及相關技術報告書（含政策環境評估說明），報請內

政部審查（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規劃手冊拾）。 

 

(二) 審議核定階段 

 

依照計畫擬定機關層級，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立區域計畫委員會2（區域計畫

法第 4 條），進行中央或地方區域計畫之審議與核定（或備案）。中央主管機關

擬定之區域計畫，應經中央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行政院備案；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擬定之區域計畫及相關技術報告書（含政策環境評估說明），

應經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區域

計畫法第 9 條）。直轄市、縣（市）政府報請內政部審查後，由內政部轉送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辦理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再由環保署將審議意見送交內政部，

納入審議及核定計畫之參考（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規劃手冊拾）。 

 

而於區域計畫審議中，倘若計畫內容涉及重大調整，或由各級區域計畫委員

會認為有必要再行釐清事項者，應針對重要議題，邀請鄉（鎮、市、區）公所、

村（里）辦公室、民意機關、相鄰縣（市）政府、民間專業團體及相關目的事業

                                                        
2依照「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規定組成。第四條：「本會置委員二十一人至三十一人，

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各級主管機關首長兼任；一人為副主任委員，由各級主管機關首長

派兼之。」第五條：「本會委員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外，其餘委員，由中央、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就下列人員派（聘）兼之：一、主管建設、都市發展、土地、人口、財政、

經濟、交通、農業及其他有關機關之代表。二、具有區域計畫、大地工程、天然資源保育利

用及其他相關專門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三、關注區域發展事務之熱心公益人士。前項委員

名額分配，其中第二款、第三款之專家學者及熱心公益人士，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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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舉行座談會，應按議題逐一提出研處情形經整體考量後，納為審議參考（直

轄市、縣（市）區域計畫規劃手冊拾壹、擬定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實施要點

六）。 

 

(三) 公告實施階段 

 

區域計畫核定後，計畫機關應於接到核定公文之日起 40 天內公告實施，並

將計畫圖書發交各有關地方政府公開展示，其展示期間不得少於 30 日（區域計

畫法第 10 條）。凡依區域計畫應擬定市鎮計畫、鄉街計畫、特定區計畫或已有

計畫而與核定計畫內容相牴觸者須變更者，應於規定期限內為之，而區域內有關

開發或建設事業計畫等後續計畫之推行，皆應與區域計畫密切配合，必要時應修

正其事業計畫，或建議主管機關變更區域計畫（區域計畫法第 11、12 條；區域

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9 條）。 

 

而不屬於都市計畫之非都市土地，應由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按照非

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制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並編定各種使用地，報經

上級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管制（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區域土地使用管制各

層次具有上下位之指導關係，即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須受土地分區使用

計畫之指導；編定各種使用地，則須受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所定之使用區容許

使用種類之限制（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4

點）。經劃定使用分區並編定使用地類別之非都市土地，應依照「各種使用地容

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規定進行土地使用（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 條）。 

 

二、都市計畫程序 

 

本文依據都市計畫法之規定，將我國都市計畫程序區分為擬定、公開展覽、

審議、核定與實施五階段，其相關規定如下。 

 

(一) 擬定階段 

 

都市計畫包括市（鎮）計畫、鄉街計畫與特定區計畫，依都市發展性質分別

由中央、各級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擬定。市計畫由直轄市、市政府擬

定，鎮、縣轄市計畫及鄉街計畫分別由鎮、縣轄市、鄉公所擬定，必要時，得由

縣（局）政府擬定之；特定區計畫由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擬定，必要時

得由內政部訂定之（都市計畫法第 10 至 1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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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都市計畫之內容，又可分為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主要計畫書應依據都

市計畫大綱，擬定地區未來發展之基本構想，表明應規定的內容，並作為擬定細

部計畫之準則，細部計畫係主要計畫範圍內某一部分之詳細計畫，乃實施都市計

畫之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5、22 條）。而鄉街計畫及特定區計畫之主要計畫所

應表明事項，得視實際需要予以全部或一部簡化，並得與細部計畫合併擬定（都

市計畫法第 16 條）。 

 

都市計畫地區範圍之指定，應先就地方實質發展現況及未來趨勢預先做充分

調查與分析，以作為實施計畫之基礎。而都市計畫得因發展趨勢及財力狀況，預

先決定計畫之發展順序，即都市計畫之「分區發展優先次序」（都市計畫法第

17 條）。另外，若主要計畫在區域計畫地區範圍內者，內政部於訂定前，應先

徵詢各該區域計畫機構之意見（都市計畫法第 20 條）。 

 

(二) 公開展覽階段 

 

都市計畫擬定後，送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

（市）（局）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辦公處所公開展覽三十天及舉行說明會，

並應將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之日期及地點登報周知。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

期間內，以書面向該管政府提出意見，作為都市計畫委員審議時之參考資料（都

市計畫法第 19 條）。 

 

(三) 審議階段 

 

都市計畫公開展覽期滿後，應將計畫書連同公開展覽期間民眾提出之意見

書，送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之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委員會由政府代表、

專家學者及地方熱心公益人士組成。3該管政府之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修正，或

經內政部指示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及舉行說明會（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第 3 項）。

此外，如為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擬定之計畫，應先分別徵求有關縣（市）

（局）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之意見，以供參考（都市計畫法第 18 條）。 

 

(四) 核定階段 

                                                        
3 依據「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四條規定：「都市計畫委員會主任委員，由內政部、

各級地方政府或鄉（鎮、市）公所首長分別兼任；其在直轄市、縣（市）政府，並得指派副

首長或主管業務機關首長擔任之。」「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由內政部、各級地方政府或鄉

（鎮、市）公所首長分別就左列人員派聘之：一、主管業務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二、有關

業務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或代表。三、具有專門學術經驗之專家。四、熱心公益人士。依前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派聘之委員，總和不得超過委員總人數二分之一。但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會不在此限。」「內政部及直轄市政府依第三項第三款派聘之委員，應具備都市計畫、都市

設計、景觀、建築或交通之專門學術經驗。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應有熱心公益人士二人擔任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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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應分別依照主要計畫、細部計畫相

關程序層報核定（或備案）。 

 

1. 主要計畫 

 

首都之主要計畫，以及由直轄市政府擬定之特定區計畫，由內政部核定，轉

報行政院備案；直轄市、省會、市、縣政府所在地、縣轄市或鎮及鄉街之主要計

畫，以及由縣（市）（局）政府擬定之特定區計畫，由內政部核定；由內政部訂

定之特定區計畫，報行政院備案。另外若主要計畫在區域計畫地區範圍內者，內

政部在核定前，應先徵詢各該區域計畫機構之意見（都市計畫法第 20 條）。 

 

2. 細部計畫 

 

除由內政部訂定之特定區計畫，及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合併擬定之鄉街計

畫、特定區計畫，由內政部核定實施外，其餘均由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核

定實施（都市計畫法第 23 條第 1 項）。 

 

(五) 實施階段 

 

都市計畫經層報核定（或備案）後，應發布實施。 

 

1. 主要計畫 

 

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應於接到核定或備案公文之日起三十日內，

將主要計畫書圖發布實施，並將發布地點及日期登報周知（都市計畫法第 21 條）。 

 

2. 細部計畫 

 

細部計畫除規定由內政部核定實施者外，其餘皆由該管直轄市、縣（市）政

府核定實施。當地政府應於 30 日內將細部計畫書圖發布實施，並將發布地點及

日期登報周知（都市計畫法第 23 條）。 

 

貳、特定專用區與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編定程序 

 

非都市土地目前可劃定為十一種使用分區，十九種使用地編定。其中「其他

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係指為利各目的事業推動業務之實際需要，依有關法令，

會同有關機關劃定並註明其用途者；而「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係供各種特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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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業使用者（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1、13 條）。4其使用分區與用地之編定

程序，將可分為劃定、公開、審議、核定與實施五個階段。 

 

一、劃定階段 

 

(一) 特定專用區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特定專用區係指，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土地分區

使用計畫及土地分區管制，根據實際需要，就其使用性質，會同有關機關劃定並

註明其用途者 5（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6

點）。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單位會同農業、建設、水利等相關單位，依

區域計畫的土地分區使用計畫之劃定原則與標準，就非以開發設施導向的特定專

用區之資源型使用分區辦理，而未劃定或檢討變更者，維持原使用分區。若擬新

劃定或檢討變更為設施型使用分區者，應依區域計畫規定之原則、標準，經區域

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劃定或變更之範圍辦理。特定專用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

乃依個別目的事業機關核定計畫及範圍劃定，並註明其用途，而檢討變更標準則

依照各別核准之開發計畫（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

知第 7 點）。 

 

(二) 使用地編定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辦理使用地之編定原則，依核定計畫編定國家公園

區外之各種使用地，其中不涉及土地使用開發行為之資源型使用分區，經各該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核定用途者，分別依其核定用途編定之，而設施型使用分

區，若開發類別達到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十一條第一項所定之規模，經區

域計畫擬定機關送請該管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許可者，依其核定用途編定之。若

現已為某種使用之土地，應依「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

業須知編定原則表」及說明規定，按宗分別編定之（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9 點）。 

 

                                                        
4依照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3 點規定，辦理有關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與編定，主辦單位為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處（局）或城鄉發展處（局）、地政

事務所；協辦單位為直轄市、縣(市)政府建設(工務)處（局）、都市（經濟）發展處（局）、

農業處（局）及水利處（局）等有關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當地分署、鄉(鎮、市、

區)公所；而督導單位則為內政部（地政司、營建署）或會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交通部、

經濟部等有關機關。 
5依據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7 點附錄，特定專用區劃定標

準，除供作農業使用者（如臺糖農場、養殖區）外，依個案核准之開發計畫而定。包括：1、
特殊建設如電力、電信、港口、漁港、機場等設施。2、軍事設施。3、垃圾掩埋場、廢棄物

處理及污水處理等環保設施。4、高爾夫球場。5、大專院校。6、工商綜合區。7、殯葬設施。

8、土石採取場。9、遊憩區。10、其他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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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開階段 

 

完成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及土地使用編定之草圖與清冊後，應於各

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公開展覽三十天及舉行說明會，

並應將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之日期及地點登報周知；任何土地所有權人或公民團體

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得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該管政府提出意見，

由該管政府參考審查，併同專案小組審議結果報請內政部核備。但屬配合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相關業務辦理使用分區劃定或變更案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舉行公

開展覽及說明會者，得免重複辦理（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

地作業須知第 13.1 點）。 

 

三、審議階段 

 

完成公開展覽及製作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使用編定圖草案檢查等

作業後，直轄市、縣（市）政府為辦理劃定或變更資源型使用分區，應會同專家

學者6與農林、環保、水利、水土保持及地政等相關局（處、室），組成專案小

組統籌辦理，並以每季召開一次審議會議為原則。專案小組審議時，並得邀請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當地分署、農會、農田水利會、

（鎮、市、區）公所及其他相關單位會審，必要時應請相關權利人列席（製定非

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14 點）。 

 

四、核定階段 

 

直轄市、縣（市）政府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完竣，

應檢附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土地使用編定圖及各種使用地面積統計，土地使

用編定清冊，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檢討（劃定或變更）查核表，併同人民陳情意

見處理情形與專案小組審議結果，報內政部核備。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

使用編定圖說送達內政部後，由內政部邀同有關機關審核，必要時，並通知直轄

市、縣（市）政府列席。經審核無意見或有意見經修正後，內政部應即予以核備

（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

作業須知第 16 點）。 

 

五、實施階段 

 

土地使用分區及土地使用編定圖說奉准核備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

以公告三十天；其編定結果，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當地鄉（鎮、市、區）公所予

                                                        
6專家學者應以水利、水土保持、農業及森林等自然資源保育相關背景為主，惟不限制其比例，

並得邀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其分支單位之代表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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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土地登記簿所載管理人或管理機關，人民得隨時於鄉（鎮、市）公所閱覽分區

圖複印本（區域計畫法第 16 條），以及供各機關團體之參考（製定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17 點）。 

 

參、都市計畫變更程序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基本上不得隨意變更，然都市計畫法仍有規定得行變

更之情形。此外，非都市土地有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必要時，亦得依據相關規

定進行都市計畫之變更。其變更程序之相關規定分述如下。 

 

一、都市計畫之變更 

 

依據都市計畫法規定，可由政府定期通盤檢討，或不定期個案變更兩種方式

進行變更，而有關變更之審議、公開展覽、層報核定及發布實施等程序，仍應遵

循都市計畫相關規定。 

 

(一) 政府定期通盤檢討： 

 

擬定機關每 3 年內或 5 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考人

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二) 不定期個案變更： 

 

分為迅行變更與逕為變更兩種。前者為遇有或避免天災等重大事變之發生、

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需要、或配合中央或地方興建重大設施等個案變更之情事時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

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而後者乃土地權利關係人為促進其土地利用，配合

當地分區發展計畫，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而附具事業及財務計畫申請直轄

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規定辦理（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而若為重大投資開發案件，涉及都市計畫之擬定、變更，依法須辦理環境

影響評估者、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者，開發者可同時將環境影響評估書圖

文件，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函轉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審議（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之

2）。 

 

二、非都市土地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之新訂或擴大，主要法規依據為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

畫作業要點，其規定應以配合區域或都市發展所必須，或是依都市計畫法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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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十二條規定辦理7（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 1），有

關其辦理流程可參考圖 3-3 所述，詳細程序規範與相關限制如下所述。 

。 

(二) 審議與同意 

                                                       

 

(一) 擬定與申請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擬定，應邀集學者、專家、民間團體等舉辦座談會、

民意調查、公告徵詢意見或其他適當方法廣詢意見，並作成紀錄，作為擬訂或審

議之參考（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第 5 點）。而非都市土

地申請辦理之地區，都市計畫擬定機關應就是否位於限制發展地區或條件發展地

區先行審核，將審核意見併同申請書向內政部申請，若都市計畫擬定機關為鄉

(鎮、市)公所者，應報請縣政府轉送內政部審議。然非都市土地如以發展產業、

保持優美風景、管制發展或其他特定目的，申請書之內容得視實際需要簡化一部

或全部（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第 2、3、4 點）。 

 

於提報內政部區委會審議前，若為以徵收或區段徵收作為開發方式，應先就

土地徵收的公益性及必要性，向內政部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報告，並應先經政

策環境影響評估、用水計畫書核定及水土保持規劃書(計畫範圍位於山坡地者)核

定，涉及農業用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者，應依農業發展條例第十條規定，檢附農

業主管機關同意之證明文件（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第 6

點）。 

 

而要點中亦規定非都市土地申請時，應遵守之相關限制，包括為符合區域計

畫所指定城鄉發展優先次序，該申請範圍所在之鄉(鎮、市、區)既有都市計畫區

都市發展用地或計畫人口應達百分之八十以上，應先檢討利用鄰近或原有都市計

畫整體發展地區、推動都市更新地區及都市計畫農業區；以及土地使用應考量環

境限制因素，以保育為原則，避免開發限制發展地區或條件發展地區之土地；8

申請範圍劃為都市發展用地者，應避免破壞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並避免使用特

定農業區農牧用地、曾經辦竣農地重劃及農業專業生產區之地區。9然而，倘若

非都市土地乃以發展產業、保持優美風景、管制發展或其他特定目的申請辦理

者，得不受要點之相關規定限制（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

第 5 點）

 

 
7依據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第 7 點規定，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因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行政界線調整等需要辦理擴大都市計畫，且其面積在十公頃以下，或於直轄市、

縣(市)區域計畫中已將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之區位、機能、規模等事項表明，並經本部區委

會審查同意兩種情形之一者，得逕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免受本要點規定之限制。 
8但計畫內容已研提改善計畫，並徵得該管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9但經徵得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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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非都市土地申請辦理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

後，申請案應依照都市計畫之法定程序辦理（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

畫作業要點第 3 點）。而開發方式以採區段徵收為原則，應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

第五條規定填寫區段徵收評估報告書，並經地政、財政等單位評估開發為可行；

採其他開發方式者，必須敘明不採區段徵收之理由，並具體說明辦理範圍、土地

開發計畫、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及財務計畫等，且除非符合行政院所核定之特殊情

形者，否則應於依照都市計畫法辦理公開展覽前，專案報請徵得行政院同意（非

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第 5 點） 

 

製定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申請書及政策

評估說明書 

政策環評審查 

內政部區委會審查及內政部同意 

擬定都市計畫 

公開展覽 

縣都委會審查後報內政部 

內政部都委會審查及內政部核定 

 

圖 3-3 現行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程序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2008）。 

 

肆、非都市土地分區或用地變更程序 

 

非都市土地使用之變更，包括使用分區變更與使用地變更編定，申請人得視

需要自行選擇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一併申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

二）或分開申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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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都市土地分區變更 

 

依據區域計畫法規定，非都市土地符合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者，得辦理

分區變更，一為政府為加強資源保育需檢討變更使用分區者，得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時，逕為辦理分區變更；二為開發利用，依各區域計

畫之規定，由申請人擬具開發計畫，檢同有關文件，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

請，提報各該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並經各該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後，辦理分

區變更（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1）。 

 

(一) 政府由上而下分區檢討 

 

區域計畫辦理通盤檢討變更後，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單位應會同農業、

建設、水利等相關單位，就非以開發設施導向的特定專用區之資源型使用分區，

依區域計畫的土地分區使用計畫之劃定原則與標準，辦理劃定或檢討變更使用分

區，並報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如屬未劃定或檢討變更者，維持原使用分區；若擬

新劃定或檢討變更為特定專用區等設施型使用分區者，應依區域計畫規定之原

則、標準，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劃定或變更之範圍辦理。特定專用區之劃定

或檢討變更原則乃依個別目的事業機關核定計畫及範圍劃定，而檢討變更標準則

依據各別核准之開發計畫（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

知第 7 點；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規劃手冊拾壹）。 

 

倘若區域計畫通盤檢討前，已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辦理用地

變更編定，其開發類別及規模符合下列規定者，俟通盤檢討公告實施後，得由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逕予變更使用分區，報請區

域計畫主管機關核備（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7 點）。 

 

1. 申請開發遊樂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2. 申請設立學校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3. 申請開發高爾夫球場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4. 申請開發公墓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5. 申請開發為其他特定目的事業使用或不可歸類為其他使用分區之土地面

積達二公頃以上者，得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二) 開發許可制 

 

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達下列規模者，應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申請人應依

相關審議作業規範之規定製作開發計畫書圖及檢具有關文件，於徵得目的事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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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同意籌設後，向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辦理開發許可與分區變更（區

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1；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3 條）。若辦理分區變更案

件，申請開發涉及其他法令規定開發所需 小規模者，應符合各該法令之規定（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1 條）。 

 

1. 申請開發社區之計畫達五十戶或土地面積在一公頃以上，應變更為鄉村

區。 

2. 申請開發為工業使用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或依產業創新條例申請開

發為工業使用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應變更為工業區。 

3. 申請開發遊憩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4. 申請設立學校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5. 申請開發高爾夫球場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6. 申請開發公墓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或其他殯葬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二

公頃以上，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7. 前六款以外開發之土地面積達二公頃以上，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關於開發許可之程序，得以 30 公頃以上開發計畫或非屬得授權縣（市）政

府審議之變更計畫作為區分，依照規模大小或得否授權縣（市）政府審議，各規

定了專責審議機關，其相關規定如以下所述。 

 

1. 30 公頃以上開發計畫或非屬得授權縣（市）政府審議之變更計畫 

 

達此規模並非屬授權縣（市）政府審議之變更計畫之程序可概略如圖 3-4 所

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受理開發許可與分區變更申請後，應查核開發計畫書

圖及基本資料，並視開發計畫之使用性質，徵詢相關單位意見，提出具體初審意

見，再併同申請案之相關書圖，送請各該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提報其區域計畫委

員會，依各該區域計畫內容與相關審議作業規範及建築法令之規定審議。 

 

而若申請土地開發者於目的事業法規另有規定，或依法需辦理環境影響評

估、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及維護或涉及農業用地變更者，應依各目的事業、環境

影響評估、水土保持或農業發展條例有關法規規定辦理。依需要送變更後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定事業計畫，轉送環境影響評估書件至環境保護主管機關辦理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水土保持規劃書件至水土保持主管機關辦理水土保持規劃書審查

作業。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或區域計畫擬定等主管機關之審查作業，上述得

採併行方式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7 條；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7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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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同意後，由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發許可，

副知申請人、變更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內政部地政司，並通知土地所在地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4 條），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應將許可內容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公告三十

日（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20 條）。 

 

申請人申請開發許可 
變更後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籌設 

 區域計畫擬定機關 

提報區域計畫委員會

審議

核發土地開發許可 

變更後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轉送水土保持主管機關

辦理水土保持規劃書審

轉送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辦理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理

及初審

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

開發許可

併
行
審
查
或
聯
席
審
查

 

圖 3-4 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流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6：28-29）；陳立夫（2012：D-25）。 

 

2. 30 公頃以下開發計畫或屬得授權縣（市）政府審議之變更計畫 

 

面積規模於 30 公頃以下之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需辦理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

更之案件，其程序如圖 3-5 所示，須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一規定經區域計畫

擬定機關許可審議，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代為許可審議核定（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作業要點第 1 點）。

惟對於一定規模以上、性質特殊、位於環境敏感地區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者，仍應由內政部審議許可（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規劃手冊拾壹）。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受理申請後，應由縣市政府組成專責審議小組10進行審查，於

                                                        
10 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作業要點」，

第六點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審查作業需要，應組成專責審議小組，置委員十五

人至十九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直轄市、縣（市）長擔任並主持會議。其餘委員由直

轄市、縣（市）長就工務、建設、城鄉發展、環保、水保、地政、水利、農業、財政、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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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請次日起 90 日內，將審議結果通知申請人，並副知內政部營建署。涉及

環境影響評估或水土保持審議者，縣市政府得採併行審查或聯席審查方式辦理

（土地使用變更作業手冊，行政院經建會，2006：91；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

用地變更申請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作業要點第 4、5、6 點）。 

 

變更後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籌 申請人申請開發許可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理 

 

圖 3-5 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流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6：28-29）；陳立夫（2012：D-25）。 

 

二、非都市土地使用地變更編定 

 

非都市土地變更為非以開發設施導向之特定專用區等資源型使用分區者，依

照非都市土地各種使用地之編定原則表及說明來辦理變更編定（製定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 10 點）。使用地變更編定之申請辦理

程序，參照圖 3-6 所示，檢附申請書、興辦事業計畫核准文件、土地使用計畫配

置圖及位置圖等文件，向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核准。申請人

擬具之興辦事業計畫土地若位屬山坡地範圍內者，其面積不得少於 10 公頃（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52 條之 1）。 

 

興辦事業計畫除有須辦理使用分區變更之情形而須依照相關規定辦理外，應

先徵得變更前直轄市、縣（市）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同意，再報經

變更後直轄市、縣（市）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核准。變更後直轄市、縣（市）

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理變更編定案件時，須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興辦事

                                                                                                                                                               
等相關單位主管人員及具有區域計畫、大地工程、天然資源保育利用及其他相關專門學識經

驗之專家學者遴聘之。」「前項委員中之專家學者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委

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由單位主管兼任之委員，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並

列入出席人數，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專責審議小組審查 

核發土地開發許可 

公告開發許可 

變更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定事業計畫 併
行
審
查
或
聯
席
審
查

轉送水土保持主管機關辦

理水土保持規劃書審查作

轉送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辦理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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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審理，依規定須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或徵得其同意

者，應從其規定辦理。此外，涉及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者，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環保單位審查。 

 

除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49 條之 1 第 1 項情形外，直轄市、縣（市）

政府地政單位應組專案小組審查變更編定案件，核准變更編定案件並通知申請人

時，應同時副知變更前、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變更編定手續由申請人檢具奉准

興辦事業計畫文件或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之核准興辦事業計畫文件，併同非

都市土地變更編定申請書件向地政單位申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四章；

土地使用變更作業手冊，行政院經建會，2006：100）。 

 

 

 

申請人申請定變更編定 

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單位
專案小組審查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並通
知申請人 

 

 

興辦事業計畫 

徵得變更前直轄市、縣
(市)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及有關機關同意 

變更後 
直轄市、縣(市)政府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審查 

涉及須辦理環境影響評
估，直轄市、縣(市)政府

環保單位審查 

申請人向地政單位申請變更
編定手續 

副知變更前、後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 

 

圖 3-6  非都市土地用地變更編定流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6：30-31）；陳立夫（2012：D-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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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設置科學工業園區所涉相關計畫之程序規範 

 

    承續前節對於台灣空間計畫體系的敘述性說明，本節以設置科學工業園區所

涉及的相關程序規範，做進一步的爬梳。基於過往設置科學工業園區的經驗，其

用地多由非都市地區之農業用地轉用而得，例如本研究個案之中科四期二林園區

與竹科宜蘭園區紅柴林基地均然，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因此係園區設置所涉及之

空間計畫與管制體系的核心部分；另因目前的非都市土地變更機制主要依據所謂

的「目的事業導向的開發許可制」，其間「事業許可」為非都市開發案件能否獲

得核准之關鍵（徐芬微，2003：4）。爰此，行文安排上係以興辦事業計畫與非

都市土地使用變更為主軸，具體描繪科學工業園區設置之整體程序規範。 

 

壹、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架構及其制度沿革概述 

 

按現行《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之規定，區域土地之使用管制計有

三大類型：首先，已發布都市計畫及依《都市計畫法》第 81 條規定為新訂都市

計畫或擴大都市計畫而先行劃定計畫地區範圍，實施禁建者為「都市土地」，依

《都市計畫法》管制；其次，非屬前述都市土地之土地者為「非都市土地」，其

管制依據為依《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第 1 項授權訂定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三者，根據《國家公園法》劃定之「國家公園土地」，依國家公園計畫

執行管制。歷史性地來看，台灣的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濫觴，係 1973 年內政

部函頒的《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但亦僅止于興建建築物及

建築線管制等相關規定，前此則可謂是「自由建築使用時期」；至於現行之「土

地分區管制」，則是自 1974 年制定公布《區域計畫法》與 1976 年內政部訂定發

布《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起，逐步建立而成（賴宗裕、陳立夫，2004：72）。  

 

在此一土地分區管制制度下，非都市土地（不含國家公園土地）之管制依《區

域計畫法》第 15 條規定，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按照「非都市土地分區

使用計畫」，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並編定各種「使用地」，據以執

行。換言之，非都市土地管制係循「計畫指導」以進行「兩層級式分區、編定管

制」之規範模式（戴秀雄、王珍玲，2011：21）。惟須注意者是，區域計畫並未

直接對個別土地為分區或編定，而是對計畫空間範圍內之非都市土地做出指導性

的指示，引導地方政府對土地做出符合各該區域計畫之分區與編定，至於實際之

管制仍直接適用《區域計畫法》第三章「區域土地使用管制」之規定，以及更具

體詳細的《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與《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執行要點》，而

非區域計畫；且就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與實務運作來看，

分區與編定一旦確定後，各該土地之使用僅依照上開規則之附表一（即容許使用

項目和許可許用細目）執行管制，實與區域計畫內容全然無涉（ibid：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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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由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以觀，其方式大抵上可以區分成「開發許可」和「用

地別變更」兩大類，前者適用於涉及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之大面積變更案件（例如

特定農業區變更為工業區），後者則係為分區容許使用範圍內之小面積使用地變

更編定案件而設。稍詳言之，申請使用地變更編定時，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第 30 條之規定，除有需辦理使用分區變更之情形者外，應由申請人擬具

興辦事業計畫，報請地方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前揭核准應先徵得變更前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之同意，而變更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審查興辦事

業計畫，得訂定審查作業要點；由此即不難看出變更編定係以「事業計畫」為核

心，透露出「目的事業導向」之制度設計思考。其他有關使用地變更編定之規定，

除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四章「使用地變更編定」專章外，以《非都

市土地變更執行要點》為據，例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興辦事業計畫時，按該

要點第 3 點應酌其「可行性、必要性（或總量管制）、土地區位或面積規模」等

要素為之。惟此等裁量於實務上，卻有符合上開規則第 27 條第二項（附表三：

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變更編定原則表）即為准予變更之現象。就其主掌機關而

言，使用地變更因屬小規模、原分區範圍內之變更案件，率由地方政府辦理。 

 

至於疊加於「土地分區管制」上的「開發許可制」，其精神內涵首見於 1983

年內政部發布實施的《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並自 1994 年通過《環境影

響評估法》與《水土保持法》，以及 1995 年內政部訂頒《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

規範》後，漸次成形，更於 2000 年《區域計畫法》增訂第 15 條之 1，賦予實施

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制明確之法源依據而告完備（吳東憶等，2010：2-2~2-5）。

在運作上，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0、11 條及第 30 條第 3 項規

定，開發案涉及使用分區變更或興辦事業計畫達一定規模者11，應依該規則第 3 

章「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專章規定辦理，由地方政府受理後，循程序報經內政部

區域計畫委員會，並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審議同意，而其審議重

點依《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1、上開規則第 14、15 條與作業規範總編第 8 點

之規定則在於「開發計畫」，在在反映出許可制的「目的事業導向」特性。由此

可見，現行之開發許可制係「個案審查開發案制度與土地使用分類管制之混合

體」，其核心在於維持土地分類管理架構，透過變更分區之方式，達到符合開發

人所需土地編定種類之目的，而異於英國規劃許可制（planning permission）用

以管控、確保個別土地開發案符合綜合計畫之「計畫管制」設計（戴秀雄、王珍

010：3-27）；亦即，後者原則上不生改變土地利用玲，2011：82；吳東憶等，2

                                                        
11 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1 條之規定，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達下列規模者，應辦理

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一、申請開發社區之計畫達五十戶或土地面積在一公頃以上，應變更為鄉

村區。二、申請開發為工業使用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或依產業創新條例申請開發為工業使

用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應變更為工業區。三、申請開發遊憩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

上，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四、申請設立學校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五、申請開發高爾夫球場之土地面積達十公頃以上，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六、申請開發公墓

之土地面積達五公頃以上或其他殯葬設施之土地面積達二公頃以上，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七、前六款以外開發之土地面積達二公頃以上，應變更為特定專用區。 

59



方式之作用。惟此一運作模式，卻會導致所謂的「管制」現況與區域計畫之應有

「指導」相互逸脫的問題。 

 

另因 2001 年「全國經濟發展會議」之簡化土地使用變更流程之意見，內政

部于同年函頒《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件委託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審查作業要點》，將 10 公頃以下之分區變更案件委由地方政府負責審

查12，且基於「強化地方審議自主性及落實地方自治」之考量，該面積規定復于

2009 年進一步放寬為 30 公頃13。此等委辦規定於 2013 年修正之區域計畫法施行

細則第 18 條14已有重大變更，亦即在「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  

 

 
圖 3-7 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管制架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賴宗

                                                       
裕、陳立夫（2004：80） 

 
12 此一委託辦理之法源依據係，2001 年版之《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之 4，該條規定「依

本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開發之案件，於一定面積以下者，區域計畫擬定機關

得委託直轄市、縣 (市) 政府辦理審議許可。前項之一定面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13 該審查作業要點於是次修正更名為《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件委辦直轄市縣

（市）政府審查作業要點》。 
14 《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前二項規定分別為，「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公告實施

後，依本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開發之案件，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

理審議許可。但一定規模以上、性質特殊、位於環境敏感地區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許可」，以及「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前，依本法第十五

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開發之案件，除前項但書規定者外，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辦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議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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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審議開發許可案件將成為原則，僅於「一定規模以上、性質特殊、位於

環境敏感地區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等例外情形下，方由中央主管機關審

議許可。承上所述，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整體架構可以圖 3-7 概括之。 

 

貳、科學工業園區之設置程序：以中科四期為例 

 

    空間計畫之體系依內容和法律依據可以劃歸成綜合計畫與部門計畫兩大平

行系統（戴秀雄、王珍玲，2011：37-8），前者主要計有國土計畫、區域計畫與

都市計畫等類型，而科學工業園區開發便屬專業部門對於特定空間使用所規劃的

「空間部門計畫」（ibid：23）。兩者雖係平行而無優先順位之關係存在，惟按

《區域計畫法》第 12 條之規定，區域內之開發或建設事業計畫（即部門計畫）

應與區域計畫密切配合；換言之，此二計畫理應存有內在的連動性，倘有衝突則

應修正事業計畫或變更區域計畫，俾維持計畫體系間的平衡與協調。就科學工業

園區的開發設置以觀，其程序大體上可以區分為三大階段：以興辦事業計畫為核

心的「事業許可」、以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為核心的「開發許可」、以擬定

特定區計畫為目的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但在實務上，並非所有的科

學工業園區開發均涉及前揭三大階段，例如竹科的銅鑼園區、龍潭園區、宜蘭園

區、生醫園區、中科的虎尾園區、后里園區、二林園區15、南科的高雄園區即未

訂定特定區計畫；亦即，僅前二階段方係各個園區開發案所共通者。基此，下文

以中科四期二林基地之開發流程為例，說明上述兩階段之規範內容。 

 

一、事業許可階段 

     

《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1 條揭櫫，科學工業園區係「為引進高級

技術工業及科學技術人才，以激勵國內工業技術之研究創新，並促進高級技術工

業之發展」而設。林明鏘（1999：43、50）乃將科學工業園區開發定義為，依據

前揭條例之規定，「劃定一個特定區域，而將該區域開發成一個專門研究、發展

及生產高科技產品的區域」，並指出其開發係依據單獨科學工業園區之組織條例

立法，且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16（以下簡稱國科會）為主管機關而迥異於一

般工業區之建制，可見其「充滿政策性」。倘就開發流程以觀，可以前揭條例於

2001 年修法前後之規定做出不同時期之區隔。 

 

    按《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修法前第 1 條後半段之規定，「行政院依

點，設置科學工業園區。」此一規定顯示，設置科本條例之規定，得選定適當地

                                                        
15 惟由彰化縣政府委託育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研提的「彰化縣二林中科基地及鄰近地區都

市發展綱要計畫研究案」的內容可知，該府似有「新訂特定區計畫」之意。 
16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已於 2014 年改制為「科技部」，惟鑑於本研究所討論之個案時間係屬

國科會時期，相關引用文獻與法律條文亦多以國科會稱之，為求行文之一致以避免混淆，除

有另外說明，以下皆以國科會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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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工業園區之程序規定實處法制不備的狀態，而在此一法律規範下之竹科與南科

設置經驗，其設立流程則如圖 3-8 所示。儘管在行政實務上可以劃分出國科會擬

定計畫、評議委員會審議、環境影響評估以及計畫確定等程序單元，惟其法制面

則是由行政院獨攬計畫擬定與確定之權限，展現出戒嚴時期行政權獨大的歷史景

況。嗣後，此一規定雖修改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依本

條例之規定，得選擇適當地點，報請行政院核定設置科學工業園區」，將計畫擬

定與計畫確定之權責機關劃分開來，但仍不脫「行政內部作業程序」規定之本質

（李建良，2011a：14），有意義的程序法制實仍近乎闕如。誠如該條文之修正

理由所示，「有關園區之擴建或新設，其整體發展策略及可行性評估與規劃，目

前均係由國科會承辦各項先期相關作業與方案之研擬後，再報由行政院核定，爰

將條文中『行政院』修正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並明定設置園區應報請

行政院核定」。若以依此規定而設立之中科三期來看，圖 3-9 看似繁複的步驟究

其實亦只有國科會籌設或擬定計畫，以及行政院核定或確定計畫兩個程序單元；

亦即，在「國科會立案」之前的步驟概屬規劃過程。細究此等流程，可察覺行政

部門對於所謂的「嚴謹的基地評選」之強調（張運宗，2008：36）；另值得注意

的是，前一時期的計畫程序發動原因，已由整體性「政策需求」或「高位階之行

政計畫」（如亞太營運中心）轉變成個別廠商「建廠需求」，反映出行政部門在

園區設置事務之角色扮演上，已有「主導者」與「配合者」之異。 

 

 
圖 3-8 科學工業園區設立流程（2001 年以前） 

資料來源：修改自林明鏘（19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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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同的法制規範下，中科四期的設立一如中科三期的流程般，行政部門亦

將重點放在用地遴選上，並進一步細緻化其作業，分「檢核、初選及決選」三階

段，執行「推甄基地基本資料審核、候選基地適宜性評量及候選基地優序綜合評

比」等內容（詳圖 3-10）；惟因僅 7 處基地參與推甄，故實際上係採以檢核、決

選二階段評選之公開評選方式進行，其整體籌設流程如圖 3-11 所示（張運宗，

2008：232-239）。 

 

至於所謂的政策思考則係配合光電產業發展次世代廠用地需求、台中園區不

敷使用、擴大中部區域既有科技產業群聚規模、以及加速中部區域產業轉型升級

腳步（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2010）。 

 

 
圖 3-9 中科第三期發展區籌設流程 

資料來源：張運宗（2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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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中科四期擴建案基地遴選作業時程表 

資料來源：張運宗（2008：234）。 

 

 

圖 3-11 中科第四期發展區籌設流程 

資料來源：楊文科（2009：32-6）；張運宗（2008：23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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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發許可階段 

     

承前所述，台灣的非都市土地係運作於「計畫管制」模式之上，因此於區域

計畫公告實施後，區域內有關之開發或建設事業計畫，須與區域計畫配合17；惟

為因應實際發展之需要，《區域計畫法》第 13 條設有發動變更之規定，除 5 年

通盤檢討外，亦有因「發生或避免重大災害、興辦重大開發或建設事業、區域建

設推行委員會之建議」而得隨時檢討變更者。設置科學工業園區即屬「重大開發」

之情形，且該等開發往往涉及大面積土地使用異動，因此須辦理個案變更，例如

中科四期便是變更特定農業區 21 公頃、一般農業區 67 公頃、特定專用區（多作

農業使用）538 公頃、鄉村區 1.5 公頃、未登錄地 2.1 公頃為工業區（中部科學

工業園區管理局，2009：2-15）。究其實，此等變更僅係將不符擬開發事業所需

之土地使用分區，轉換成合於目的事業開發項目者，當中的轉換機制即為《區域

計畫法》第 15 條之 1 所設的「開發許可」，而其程序則為申請人擬具「開發計

畫18」，檢同「有關文件」，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經區域計畫委

員會審議通過，由該管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許可後，始得辦理分區變更。 

 

    就科學工業園區開發而言，前揭「申請人」於中科四期案例中係指中部科學

工業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中科管理局），因此土地使用變更作業是由中科管理

局檢具申請書、開發計畫書圖、水土保持規劃書及環境影響評估書圖等《非都市

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 6 條所定之書圖文件，向彰化縣政府提出申請。另參

照前揭作業規範附件二、三，以及《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之規定，申

請書即涵蓋《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1 所定之「有關文件」之內容，計有申請

人清冊、設計人清冊、土地清冊、相關簽證（名）技師資料、土地及建築物權利

證明文件、相關主管機關或事業機構同意文件以及其他文件。該管政府受理申請

後，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4 條規定，應查核開發計畫書圖及基本

資料，並視開發計畫之使用性質，徵詢相關單位意見後，提出具體初審意見，併

同申請案之相關書圖文件，送請各該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即內政部），提報其區

域計畫委員會審議。而據《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4 規定，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於受理後六十日內，報請各該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辦理許可審議。 

 

    內政部於收到彰化縣政府核轉之開發計畫相關書圖文件及查核意見後，辦理

專案小組現勘及審議，另因該案涉及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之審議，相關作業

則》第 17 條規定得採「併行審查」方式辦理，俾爭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17 例如已廢止之《獎勵投資條例》，其第三章「工業用地之取得」在 1980 年的全面修訂後，第

51 條即明定，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土地所有權人及興辦工業人得申請將一定地區內之土

地編定為工業用地，其區位「應與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相互配合」。 
18 《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進一步說明，「開發計畫」應包含下列內容：一、開發內容

分析。二、基地環境資料分析。三、實質發展計畫。四、公共設施營運管理計畫。五、平地

之整地排水工程。六、其他應表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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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時效（經濟建設委員會，2006：90）。須得注意的是，根據《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附表二「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計畫一併申請案件之審議流程圖」、

《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7 條以及《水土保持法》第 12 條之規定，申請人提具之

環境影響評估及水土保持規劃書件係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轉送變更後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再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送同級之相關主管機關辦理審查作業，且

於申請開發屬「綜合性土地利用型態19」時，由區域計畫擬定機關依其土地使用

性質，協調判定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儘管該規則第 18 條有關協調判定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之情事，不適用於中科四期之案例，惟何行政機關係開發科學工業園

區之「主管機關」卻非毫無疑義？ 

 

    每一個行政機關均有其設置目的，負責一定事項或行政任務，亦即管轄權。

所謂主管機關即為對特定事務具管轄權，「依法律得對外為特定行政行為」之行

政機關（李建良，2011a：14）。依「管轄法定原則」，行政機關管轄係屬法律

保留事項．因此行政法律中設有主管機關之規定，乃屬通例（黃錦堂，2006：287），

並明文於《行政程序法》第 11 條第 1 項，「行政機關之管轄權，依其組織法規

或其他行政法規定之」之規定中。例如，《區域計畫法》第 4 條、《產業創新條

例》第 3 條、《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3 條等法律，便分別明定內政部

（在中央）、經濟部（在中央）、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其主管機關。爰此，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須有法律明文；但查《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卻無此等條

文之規定，實有未妥。如是，如何判定園區之主管機關呢？按 1979 年版《科學

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之規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設置「園區指導委員會
20」與「園區管理局21」，分別負責「監督、指導及決定政策」，以及「執行園

區管理業務，辦理園區營運工作，並提供園區事業各項服務」。林明鏘（1999：

47）因此從「政策決定」和「行政管理」面向上，認定國科會是該條例以及依據

該條例設置之科學工業園區的主管機關。饒是如此，基於「法明確性、避免爭議」

之考量，以及「法治國家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李建良，2011a：14），仍應

，以臻周全。 于法律條文中明訂主管機關

                                                        
19所謂的「綜合性土地利用型態」，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8 條第 2 項之定義，係

指多類別使用分區變更案或多種類土地使用（開發）案。 
20《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5 條規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設

置園區指導委員會，負監督、指導及決定政策之責，由有關部會副首長及專家組成之；國科

會主任委員為召集人。關於園區企劃管理之決策及重大業務事項，應由園區指導委員會層報

行政院核定之。」此一條文目前已移至第 7 條，內容修訂為「國科會設園區審議委員會，置

委員十五人至十九人，由內政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行政院衛生署、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國科會之副首長、學者專家組成之，國科

會主任委員為當然委員並為召集人。園區審議委員會並就管理局所提下列事項審議之：（一）

園區企劃管理之決策及重大業務事項。（二）園區引進科學工業之種類及優先順序。（三）

在園區內投資之申請案。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經審議後，由國科會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21《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6 條規定，「為執行園區管理業務，辦理園區營運工作，並

提供園區事業各項服務，由國科會設置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管理局）；其組織另以法律定

之。」此一條文目前已移至第 5 條，內容修訂為，「為執行園區管理業務，辦理園區管理工

作，並提供園區事業各項服務，由國科會於各園區設置園區管理局 (以下簡稱管理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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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一程序疑義值得探討。《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7 條明定，

申請土地開發者於「目的事業事業法規另有規定，或依法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及維護或涉及農業用地變更22者」，應依各有關法規規定辦

理；而「前項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或區域計畫擬定等主管機關之審查作業，

得採併行方式辦理，其審議程序如附表二及附表二之一。」循此，環境影響評估、

水土保持與區域計畫之審議作業固得併行辦理，惟就「明示規定其一者應認為排

除其他23」之法諺而論，「農業用地變更」作業應不在該條所規範之併行之列。

另依《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為開發利用而辦理分區

變更，由申請人檢具「開發計畫」及「有關文件」，而「有關文件」按《區域計

畫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係指「相關主管機關或事業機構同意文件」等文件，復

查《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附件二（申請使用分區變更檢附書圖文件製

作格式）、三（申請使用地變更編定檢附書圖文件製作格式）有關申請書內容之

說明部分，具體指明該等同意文件除水用、電力、電信、垃圾、土方處理、排水

等公共設施與公用設備主管機關出具者外，亦包含「興辦事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籌設、推薦、核定或其他相關支持意見之文件」，以及「農業用地申請變

更為非農業使用同意文件（於提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查會議前取得）」24。

易言之，上開「同意文件」係屬送審文件，應于地方政府受理申請時即須備妥，

實不應於作業規範之附件，擅自將農業用地變更同意文件之取得時間更改成「提

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查會議前」，如《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二、

二之一關於變更案件審議流程所示（詳圖 3-12），從而造成某種實質併行審查之

操作規定。 

 

    次就農業主管機關之相應規範以觀，《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

審查作業要點》第 13 點規定，達應送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審議規模之非都市土地

農業用地變更案件，屬中央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審議者，「經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受理及查核後，應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徵詢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審查同意。」

再對照農委會 2012 年函頒的《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小組設置要點》第 2、10

條，該小組係為「審查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或都市計畫委員會受理」之各式農

業用地變更案件而設，其「決議事項應作成紀錄，並由業務主辦單位據以擬具為

農業主管機關意見簽奉核定後，函復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或都市計畫委員會」

之規定。綜整此等規範內容即不難看出，農業主管機關將其審查作業程序設計為

「併行」于區域計畫擬定機關之審查作業（詳圖 3-12），從而與上述之農地使用

變更同意文件為興辦事業人應檢具之送審文件規範意旨相衝突。即令此等規定已

屬可議，實務操作卻又與之相違，亦即農業主管機關並未如規定般，作出部門意

，而係由農業主管機關之區域計畫委員會機關代表見決定後函復區域計畫委員會

                                                        
22 有關「農業用地變更」之規定，係於 2013 年 9 月 19 日修訂時新增列者。 
23 大法官解釋釋字第 3 號解釋文參照。 
24 有關興辦事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農業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之規定，係於內政部 100.10.13

台內營字第 1000808063 號令修正時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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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時「發表意見」，既弱化其「確保糧食安全、維護農地資源25」立場之捍衛

能力，更有違「依法行政」之原則，誠屬不當。 

 

圖 3-12 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計畫一併申請案件之審議流程 

資料來源：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二。 

 

    然而，更為關鍵的問題是，作為興辦事業人送審文件之一的農業主管機關同

意變更文件，被轉換成在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查會議前取得，是否導致原

應于初審階段即可能被退件或要求補正之案件，卻得以賡續進行，破壞程序正義

之原則。更深一層地看，此等設計加上「徵詢農業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之語，似

乎反應了農業部門的「諮詢」角色。也就是說，中央或地方農業主管機關在開發

提供「意見諮詢、資訊提供、參與會勘」等功能的許可審議過程中，扮演的是的

                                                        
25《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小組設置要點》第 1 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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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性角色，而非維護並尊重總體農業政策（游貞蓮，2009：5-5）。不過此等

「諮詢」角色之定位，卻與《農業發展條例》第 10 條「農業用地於劃定或變更

為非農業使用時，應以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並先徵得主管機關之同意」

之規範意旨相衝突。於是乎，當農業部門就特定個案為反對之意思表示，問題便

具體化成其實質作用或法律效果究竟為何？相對于此，在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更

文件作為申請書或送審文件之一部的規範狀態下，反而更能與《農業發展條例》

之規定相契合。此外，該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後半明文，「變更之條件、程序，

另以『法律』定之」；儘管該條第 2 項規定於是項法律制定前，依現行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但此一立法要求自 2000 年全文修正迄今仍未落實，惟現實卻是在《農

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訂定，所稱依現行相關法令之規定，「包括主管機

關依本條例第十條第一項決定是否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所訂定之相關作業規

定」之條文，顯現立法怠惰之情事。 

 

    內政部俟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作出審查決議，申請人依專案小組決議提

送補正資料，且環境影響評估及水土保持規劃審查完竣後，方才舉行區域計畫委

員會大會審議，審議通過後由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發許可予申請人（經濟建

設委員會，2006：96-726）。此間所指之「審議」，性質上迥異於《非都市土地

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8 點，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區域計畫擬定

機關受理申請開發案件時，應『查核』開發計畫及有關文件」之規定；亦即，前

者為實質審查，後者僅係形式審查而以勾選表列項目之型式為之。申言之，審議

係一綜合考量，盱衡審酌諸般要素之決定過程，《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2 提

供了許可開發之基準，計有：一、於國土利用係屬適當而合理者；二、不違反中

央、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基於中央法規或地方自治法規所為之土地利用或環境

保護計畫者；三、對環境保護、自然保育及災害防止為妥適規劃者；四、與水源

供應、鄰近之交通設施、排水系統、電力、電信及垃圾處理等公共設施及公用設

備服務能相互配合者；五、取得開發地區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者。另于前

開作業規範總編亦有類似的原則性指導說明，如開發個案應「符合區域計畫保育

水土及自然資源、景觀及環境等土地利用方針」，以及「區域計畫之部門發展計

畫之指導」（第 3 點）；「保育與利用並重」（第 17 點）；「確保基地通往中

心都市之縣級（含）以上道路系統的順暢」（第 27 點）；基地位於河川新生地

範圍者，其開發計畫「應符合河流流域之整體規劃」（第 44 點之 1）等。至於

區委會審議之對象主要是「開發計畫」，其內容含括開發內容分析、基地環境資

料分析、實質發展計畫、公共設施營運管理計畫、平地之整地排水工程等，而非

一部的「土地使用計畫僅止于實質發展計畫內容之

                                                       

27」。要言之，此審議理應以 

 
26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2014 年 1 年 29 日發布之《內政部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許可案件申辦

須知》，其附件二「內政部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許可案件之申辦流程圖」同於與此等程序。 
27對於申請人採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與使用地變更編定同時申請辦理許可之案件，《非都市土地開

發審議作業規範》附件三詳列「實質發展計畫」包含土地使用計畫、交通系統計畫、公用設

備計畫、景觀計畫、分期分區發展計畫、防災計畫等六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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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科學工業園區設置流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二；《內政部非都市土地申

請開發許可案件申辦須知》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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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全視角，通盤考量開發基地及其所在區域各種要素、面向之決定。就內政部之

審議時程而言，依《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4 規定為 90 日，如有特殊情形得延

長一次，其延長期間不得超過原規定之期限。 

 

    當區委會作出同意開發／變更之審議決定後，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第 13、14、20 條之規定，由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發許可予申請人，並通知

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該管政府主辦機關應將許可內容於各該直轄

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公告三十日。另，申請人據以向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申請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之異動登記。綜整上述之分梳，科

工業園區設置之流程可彙整如圖 3-13 所示。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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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農業部門發展計畫於空間之鑲嵌 

 

    空間的發展或演變不能僅就其物理面向來掌握，亦須對其與社會、經濟發展

相互構成（mutually constituted）之關係有所認識（Chen and Shih 2010）。農地

係從土地使用之角度所做的國土類型區分，其發展規劃雖屬農業部門之專屬職

權，並為農業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就空間範疇或面向而言，其空間相關計畫

（如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計畫）則係空間計畫體系之「空間部門計畫」，其規劃應

與空間部門相協調，以臻國土總體發展之妥適。《農業發展條例》第 9 條，「中

央主管機關為維護農業發展需要，應配合國土計畫之總體發展原則，擬定農業用

地需求總量及可變更農地數量，並定期檢討」即為該觀點的具體展現。職事之故，

農地政策所涉及者並非僅限於農業部門的事務與課題，不能僅考慮單一農業生產

因素或變更使用問題，其擬定往往亦納入「全國經濟發展之需要」及「全國土地

資源之有效利用」等跨部門思維與目標，故而須由「國土規劃、土地利用、環境

保育、農民權益等整體土地資源規劃與開發」之觀點作通盤考量 (林國慶，1994：

16；彭作奎，2000：35)。例如，耕地面積占全國總面積之比例於 1990 年至 2013

年間，由 24.72%降至 22.21%，即可視為前揭相互構成關係之體現，惟其妥適性

則有待進一步探究（農委會，2000：285；2014：179）。基於本研究對個別部門

發展計畫（如農業與經濟部門）如何于空間規劃過程彼此協調之關懷，本章將分

梳農業部門與空間計畫體系互動的制度性安排，作為探討後續科學園區開發爭議

之基礎。爰此，本章行文安排上首先概述戰後台灣農業（地）政策沿革，接著分

析在此等政策脈絡底下農業發展現況或言困境，特別是農地空間之實況，後乃于

第三節詳析《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此一關鍵法

規，藉以掌握與判讀農業部門之於農地的立場。 

 

第一節 戰後農業（地）政策沿革概述 

 

    就公共政策過程而言，一項政策的提出與開展有其特定的時空背景與脈絡可

循，同時受到諸般因素的影響（Falleti and Lynch, 2009）。以台灣的農地政策變

遷為例，其發展更迭除與所處社會情境和國際局勢密切相關外，在不同階段更分

別受到「政治考量、經濟發展、生態保育以及農村社區參與」等重大因素不同程

度的影響（陳恆鈞、詹茗荏，2013）。若從經濟再結構的角度來觀察，台灣的農

業（地）政策大抵上可以 1980 年代末期為界，劃分成前期配合國內整體經濟、

產業發展而調整，以及後期因應貿易自由化與經濟全球化而轉變之別（夏鑄九，

1995；施柏榮，2011）。為能較細緻的理解目前的農業（地）問題，本節旨在分

梳戰後台灣農業（地）政策變遷、演替之過程，並以「營農條件」為考察點，將

此一過程劃分作四大階段：培元復舊、發展的榨取、農建暨調整、以及自由化（詳

表 4-1）。至於「營農條件」所指的係，農地與用水之供給或保全（含污染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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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農民所得之類的生活或福祉的保障，以及農村建設之屬的固定資本形成投

注情形。惟歷史的發展有其連續性，前揭歷史分期之區劃係為分析需要而設，藉

以凸顯階段間的趨勢性差異，非謂階段之間係彼此無涉的斷裂關係。 

 

表 4-1 戰後台灣農業與農地政策發展沿革 

階段 政策 法規與方案 年份

肥料換穀 

 

台灣省化學肥料配銷辦法、違反糧食管理治

罪條例 

1948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1951） 1949

台灣省放領公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 1951

培元復舊 

（1945-53） 第一次土地改

革（農地改革） 
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 1953

農業培養工業 第一期四年經濟建設計畫 1953

低糧價 田賦徵收實物條例、隨賦征購稻穀辦法 1954

臺灣省農地重劃十年計劃方案（1961-1971） 1961

農業生產改進措施、農業政策檢討綱要 1969

加速農業機械化方案 1970

發展榨取 

（1953-72） 
促進農業生產 

現階段農村經濟建設綱領 1970

加速農村建設方案（九大重要措施） 1972

制定《農業發展條例》 1973

設置糧食平準基金、實施稻米保證價格收購

措施 

1974

提高農民所得加強農村建設方案 1979

加強基層建設提高農民所得方案、 1982

加強農村建設

暨提高農民所

得 

改善農業結構提高農民所得方案 1985

第二階段農地改革方案、擴大家庭農場經營

規模協助農民購買耕地貸款辦法、八萬農業

建設大軍培育輔導計畫 

1982

農建暨調

整 

（1972-91） 

調整生產結構 

稻米生產與稻田轉作六年計畫、精緻農業 1984

農業綜合調整方案 1991

農業政策白皮書、農地釋出方案 1995

跨世紀農業建設方案、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 1997

修正《農業發展條例》 2000

邁進二十一世紀農業新方案、水旱田利用調

整後續計畫 

2001

自由化 

（1991~） 

三生農業（農

業多功能） 

制定《農村再生條例》 2010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995a：27）；廖安定（2001）；吳同權（2012：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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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培元復舊階段（1945~1953） 

 

    從台灣經濟發展歷程而論，學者多將此一時期稱為「戰後恢復期」（the 

Recovery Period），發展的重點在於戰前建設及產業的復舊，以期恢復原有的生

產力（許松根，2013：8）。當時的農業為國民經濟的主要產業，是勞動力的主

要就業機會所在，複以農業提供糧食之關鍵作用，因此恢復農業生產力以充裕糧

食，乃至于穩定社會秩序，實為執政當局施政的重中之重，無怪乎農政機關稱此

一農業發展階段為「充裕軍糈民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995a：27）。此外，

國共內戰敗退來台的國民黨政府急於建立其在台統治之穩定基礎，如何使台灣鄉

村社會「由政治不安來源蛻變成為維護既存政治、社會體制的保守穩定基礎」，

更是維繫政權的必要環節（蕭新煌，1990：68）。職事之故，國民黨政府乃大力

推動「土地改革」（Land Reform）此一兼具充裕糧食、吸收勞動力及穩定政權

等多重功能之社會、經濟與政治政策。此階段的農業政策圍繞在以「土地改革」

為核心的農地政策，而此等改革則是以揭櫫於憲法第 143 條的「耕者有其田」為

名。由於第一次土地改革（本質上的農地改革）結束於 1953 年的「耕者有其田

政策」，台灣整體經濟自此亦步出戰後的通貨膨脹的「混亂時期」，並展開一系

列的「四年經濟建設計畫」，故而以 1953 年作為階段轉折點。 

 

    中華民國憲法第 143 條第 4 項明文，「國家對於土地之分配與整理，應以扶

植『自耕』農及自行使用土地人為原則，並規定其適當經營之面積」，此即往後

「農地農有、農地農用」之農地政策的原型。此次土地改革目標在於創造自耕農，

在 1949 年迄 1953 年間，經歷了「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及「耕者有其田」

三個階段。整體而言，其政策核心在於地權的重分配，改變土地所有權結構，使

自耕地面積占當時耕地總面積的比例由 1948 年的 55.88％，上升至 1953 年的

82.87％（陳誠，1961：79-80）。從減租政策的增加佃農收益效果1以迄地權變革，

激起了農民耕作的高度意願，農地生產力大幅提高，使得此階段農業每年生產平

均成長率高達 10.2％，遠超過 4.7％之人口年平均成長率，且農業生產於 1952 年

恢復到戰前的 高水準（吳同權，2012：20；段承璞，1992：108）。除開農民

耕作意願提升之因外，農業（地）生產力的成長亦肇因於勞動密集的生產方式，

增加土地利用集約度，故而能吸收大量的勞動人口，以 1952 年為例，當時的從

農勞動人口約 164.2 萬，占總勞動人數之 56.1％（毛育剛，2006：3）。用以回

應「充裕軍糈民食」之階段目標的政策，不單包含前揭之「增產」面向，亦有「掌

握糧源穩定糧價」之措施，後者即係建立在不平等交換基礎上的「肥料換穀」政

策，其具體辦法則有《台灣省化學肥料配銷辦法》以及《違反糧食管理治罪條例》

等（廖正宏等，1986：57）。 

 

                                                        
1 自 1949 年至 1952 年間，佃農收益增加 81％；同期之糧食生產量亦提高了 47％（陳誠，1961：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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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改革不僅影響農業生產與農地所有權，更對鄉村社會結構產生重大衝

擊，亦即自耕農占總農戶數的比率由 1948 年的 33.02％，增加為 1953 年的 51.79

％，同期佃農所占比率則由 36.08％降至 19.82％（陳誠，1961：80），創造出「強

有力的自耕農階層」，加上土地改革帶來的「生活改善」作用，使之成為安定台

灣鄉村社會的中堅力量（廖正宏等，1986：22）。誠如蕭新煌（1990：68）指出

的，自土地改革之後，「家庭農場小農構成了台灣戰後社會結構的重要階級成

分」，其「保守性格」已不易對國家權力產生任何較具體制改變之威脅與抗爭力

量，從而有利於執政當局貫徹其政治意志與政策，例如後續的一系列工業化政策。 

 

貳、發展榨取階段（1953~1972） 

 

    相較于戰後恢復期之「追求安定與自給自足」發展目標，本階段則係以實施

1 至 5 期的四年經濟建設計畫，推動「工業化」成長策略為其特徵（經濟建設委

員會，2012：8；笹本武治，1992：17）。此階段可以進一步區分成第 1、2 期四

年經建計畫（1953～1960 年）之「進口替代工業化」時期，以及第 3 至 5 期四

年經建計畫（1961～1972 年）之「出口導向工業化」時期。前者的重心在於開

展以輕工業為主的、面向內銷的產業，以滿足 終消費品的國內需求，減少消費

品進口、促進經濟穩定與改善國際收支；後者的焦點則為積極扶持創匯型產業，

加速經濟成長，使經濟結構由農轉工。值得注意的是，該等工業化背後的發展戰

略思維，乃確立於 1953 年第 1 期四年經建計畫之「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

展農業」（黃俊傑，1991：83）；惟因該戰略的後半段未曾認真實踐，其結果對

農業部門而言因此成了「發展的榨取」（developmental squeeze）（廖正宏等，

1986：55、6）。 

 

    所謂的「以農業培養工業」或「發展的榨取」，意指將包含勞動力、資金與

土地在內的諸般生產要素，從農業部門擠壓到工業部門。農業部門在上述兩個工

業發展策略中扮演的支持角色分別為：在進口替代時期，農產品外銷得到償付進

口工業生產物資所需的外匯，扶植了國內工業的雛形；出口導向時期則是由農業

提供外銷製造業充分的糧食資源，以及充沛的農村外流勞力（廖正宏等，1986：

55-6）。這樣的「擠壓」策略是由國家權力直接介入和干預經濟活動，在農業與

非農業部門之間創造「極不平衡之交易條件」方能遂行：一方面，將農產品低價

銷售到都市，以降低工業生產之成本，而低價銷售導致農業所得低落，迫使農業

勞動力轉移至工業部門；他方面，以較高價格的工業產品（如肥料、農機）賣到

農村，並透過外加種種課稅之名目（如田賦隨徵教育捐），把農民所得和儲蓄移

轉到農村之外，提供非農業部門發展所需之資本形成（蕭新煌，1990：69）。要

言之，農業部門擔負著糧食供應並穩定工資與物價、工業部門之勞動力來源、工

業產品之消費市場以及工業發展所需資金的經濟使命（吳同權，2012：21）。本

階段之重要政策與措施因此涵蓋了兩個面向，首先是提高農業生產量以製造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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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物力之「剩餘」（surplus）的部分，其次則是將該等「剩餘」擠壓到非農業部

門的部分。創造剩餘或增產相關的政策主要有「四年經建計畫」、「臺灣省農地

重劃十年計劃方案」、「加速農業機械化方案」及「農業生產改進措施」等，至

於擠壓剩餘的做法則有延續自前階段的「肥料換穀」，以及「低糧價」政策下的

「田賦徵收實物」和以低於市價的「隨賦征購稻穀」。 

 

表 4-2 台灣經濟結構的變化（1953～1972 年）                   單位：％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0：2-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1：15）；

谷蒲孝雄（1992：242）；廖正宏等（1986：67）。 

 

    在前揭「以農養工」之發展戰略下，農業固然達成了它促進整體經濟成長之

策略使命。如表 4-2 所示，1962 年工業所占國內生產毛額比例與工業產品出口產

值均首度超越農業，並漸次拉大彼此間的差距，及至本階段末的 1972 年，國內

生產毛額的農工分配已由 1953 年的農高於工 15％，翻轉為工勝於農近 30％，而

出口的農工產品產值則從農業相關產品所占比例逾 91％，逆轉成工業產品占 83

％。此外，工業就業人口比例逐年成長，於本階段末的 1972 年呈現與其他產業

鼎足而立的狀況，台灣逐步轉型為工業社會。在此工業化的進程中，國內生產毛

額實質成長率亦隨之提升，例如於 1960 年代達成 9.65％的年平均成長率。但此

等農工消長之發展趨勢的後果，並非經濟結構中農業地位下降所能概括，而意味

著農業（地）、農村、農民盡皆衰弱的三農問題叢生之「危機」（劉岫青，1970：

7），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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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農所得不足導致農村勞力缺乏 

    

在「以農養工」此一不均衡的成長戰略下，一個觀察農業被「擠壓」之後果

的重要指標是農家與非農家的收入比。由表 4-3 可知，於本階段中期，農家與非

農家之平均家戶所得差異仍十分有限，可是到了 1972 年，兩者的差距已達 25％；

惟因農家人口數高於家非農家，因此在較能反映生活（經濟）福祉的人均所得差

異上，兩者之別不僅更具意義也更顯著，亦即由 1954 年的 25％擴大為 1972 年

的 40％。尤有甚者，除了農家所得不及非農家所得外，分析農家所得來源進一

步發現，其業外（非農業）所得比例也是逐年成長，農外所得在 1970 年首度超

過半數，該數額並持續成長。至於農業所得偏低之原因，農經學者許文富（1993：

503-4）便分析指出：農產（特別是稻米）價格偏低、農用品（尤其是肥料）價

格相對昂貴、農戶稅捐負擔過重；而此三項原因則可歸結為政策使然。 

 

表 4-3 農家與非農家收入比與農家所得結構（1954～1972 年）     單位：％ 

年份 農家與非農家之平均

所得比 

農家與非農家之人均

所得比 

農家之農外所得比 

1954 N/A 75 N/A 

1959 N/A 84 N/A 

1964 96.59 70.64 35.3 

1966 N/A 69 N/A 

1968 71.18 57.47 47.37 

1970 67.09 55.84 51.31 

1971 71.65 58.51 54.77 

1972 75.55 61.42 57.7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1995：30-1）；沈宗翰（1993：130）。 

 

    由於務農顯得難以營生，農業勞動力紛紛離村覓職，農業操作多由老弱婦女

負擔，不只是農村剩餘勞動力外流，連骨幹勞動力也外流，因此自 1965 年起農

業勞動人數與所占總勞動比率均下降，呈現勞動力絕對減少之勢，勞動力漸感不

足（毛育剛，2006：4；石田浩，1992：46；吳功顯，1993：405）。相應于此，

專業農戶數迅速下降，從 1961 年的 47.61％，降至 1970 年的 30.24％（廖正宏等，

1986：64）。換言之，不單是農業產值在國民經濟總體上的重要性日益低落（詳

表 4-2），甚至營農所得對農家而言都不是主要收入來源。綜之，農工之間的所

得差異迫使農業勞動力外流，以「離農、通勤兼業或離村兼業」之模式投入工業

生產，以賺取足夠的薪資來照顧農村的親人，造成兼業農家的形成，並導致農業

勞動力的「老年化」和「婦女化」，以及農業產業開始「空洞化」（黃際鍊，1993：

255；石田浩，1992：50；董建宏，2012b：66）。無怪乎，農經學者史濟增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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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下來，是農業『燃燒了自己』，把原本黯淡無光的工業前途給照亮了」

之評述（廖正宏等，1986：66）。 

 

二、勞動成本高漲、農業生產增長率降低以及投資不足 

     

承前所述，營農所得不足造成農村勞動力外流，農業勞動力缺乏進而導致農

工的工資上漲，例如普通農工過去每日工資約 50 元，及至 1970 年 120 元尚且不

易雇到工人（劉岫青，1970：8）。就在此農家人手不足以自力操作，雇工卻又

有不敷成本而虧蝕之虞的景況下，農業經營因此漸趨粗放，並顯現在作物複種指

數2下降的現象中。具體而言，複種指數在此階段呈現先升後降的變化趨勢，亦

即從 1953 年的略高於 170％，攀升至 1964 年近 190％的 高點，並自 1968 年起

明顯下滑，及至 1972 年已不足 175％（董建宏，2012a：341）。此等農業收益

不足、農民從農意願下降的農業發展問題，同樣可以從農業生產增長率下降，及

其與經濟成長率差距擴大得到佐證（詳表 4-4）。農業增長率在 1953 年至 1968

年期間穩定發展，約莫維持在 5％，但在 1969 年後便急速下降至 1.5％，而耕種

之年增長率雖然有著相同的趨勢，惟其數額則又低於農業平均值，顯見農耕在農

業部門（另有林、漁、畜等次部門）中尤居於不利之境。 

 

表 4-4 農業部門年平均增長率（1953 年～1972 年）              單位：％ 

 1953~1956 1957~1960 1961~1964 1965~1968 1969~1972 

經濟 8.1 7.0 9.1 9.9 11.6 

農業 4.9 4.2 5.8 5.7 1.5 

耕種 4.2 3.1 4.8 4.5 0 

資料來源：石田浩（1992：37）。 

    

相較于前揭農業經營角度的分析，若由國內固定資本形成（fixed domestic 

capital formation）之組成比例來看，則可發現農業發展的困境其實與政府政策或

經建計畫的不重視密切相關。在 1953 年至 1972 年共計五期四年經建計畫期間，

工業的固定資本形成比例逐年成長，農業則是愈趨下降，後者的比重由本階段初

的近 24％落至末期的不足 8％，農工差距於同一期間更是從 6％驟增為 43％（詳

圖 4-1）。饒是如此，農業產值占國內生產毛額之比例（參表 4-2），歷年來卻

都一直在投資所占比例之上，可見農業在偏頗的經濟政策中，雖然持續流血輸

出，仍為台灣經濟成長做出奉獻。 

 

                                                        
2 作物複種指數係用以描繪耕地利用狀況的指標，計算方式為全年內農作物的總播種面積與耕地

面積之比值，亦即耕地在一年內被用來種植農作物的平均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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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個產業合計不足 100 之部分為政府服務以及民間非營利機構服務家庭所生產者。 

圖 4-1 1953 年迄 1972 年間國內資本形成之組成（依產業別）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0：4-5）。 

 

三、農地問題浮現 

 

就經濟學原理而論，生產要素的流動或配置係由利潤率驅動的供需法則所決

定，作為生產要素之一的土地自然亦無例外。在農業收益低落的狀況下，農業用

地轉作他用，或由農業部門內的低獲利次部門移往獲利較佳者，實可預期。申言

之，就經濟結構以觀，本階段是「農工消長」的轉捩期，隨著非農業部門的成長，

其土地需求亦隨之增加，而此等需求多由變更農地來滿足，衍生「工農爭地」問

題日烈，特別是在 1960 年《獎勵投資條例》制定之後。前此，工農爭地多由地

方政府以行政裁量的方式個案解決，該條例之發佈為興辦工業人取得工業用地，

便利工業設廠，建立了制度性管道，自此工業部門取得了開發工業用地之主動

權，以致農地大量變更使用（毛育剛，2002：11）。 

 

此外，由於農耕不及農業部門整體之表現（參表 4-4），意指漁、牧等其他

農業次部門之經濟效率較高，因而產生將耕地轉作畜牧用地或魚塭之推力。如表

4-5 所示，在 1969 年至 1972 年四年間，有 22,935 公頃的水田轉作他用，其中有

近半數是變更為非農用使用。除了此等政策衍生的農地問題外，台灣總體面積有

限，開發邊際地亦有其限度，隨著人口增長與繼承移轉，原即狹小的家庭農場開

始出現農地細分的問題（劉岫青，1970：7-8）。可議的是，農地細分及其衍生

的經營效率問題往往被指為，導致農業所得低落的原因，卻少有批判「擠壓」政

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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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台灣水田用途轉變情形（1969 年～1972 年）             單位：公頃 

年度 轉用總面積 轉作畜牧用地 轉作魚塭魚池 轉作非農用 

1969 4,199.3 837.2 861.5 2,500.6 

1970 4,776.4 1,243.9 1,024.9 2,507.6 

1971 6,275.0 1,759.7 1,732.7 2,782.6 

1972 7,683.9 2,173.3 2,725.5 2,785.2 

合計 22,934.6 6,014.1 6,344.5 10,575.9 

資料來源：余玉賢（1993：200）。 

 

經歷了「發展的榨取」，農民所得低落、農業勞動力流失、農村（業）建設

投資不足、農業成長停滯、農地轉用與細分等諸多問題紛紛于 1960 年代末期出

現。「糧食危機」、「促進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所得」、「改善農民生活」

等議題，因此成為臺灣政界、新聞界與學術界的關注點，並要中央政府正視此「台

灣農業危機」（施柏榮，2010：57-8；廖正宏等，1986：75）。相關問題之嚴肅

性，或可由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於 1972 年宣布「加速農村建設方案」之談話，

略窺一二： 

 

最後，我要向全省農民說幾句話：你們在過去二十多年內，對國家經濟

建設所做極大的貢獻，已經受到全國同胞至高的尊敬。……現在，因為

國家工業化的結果，使農業遭遇了若干困難，雖然這也許是經濟發展過

程中難免的現象，但政府必須負起責任來解決困難，來改善你們的工作

和生活條件。（吳音寧，2007：140） 

 

事實上，在該「方案」之前，國民黨政府於 1969 年與 1970 年即已分別公佈

「農業政策檢討綱要3」和「現階段農村經濟建設綱領4」，作為上述農業困境的

因應之道。儘管此二「綱要」、「綱領」均對提高農業所得、農業現代化等目標，

提出一系列的改善經營或增進效率之措施，卻未對肥料換穀、隨賦征購等變相徵

稅制度進行批判與矯正，複以缺乏具體實施辦法與經費支持而無實效（廖正宏

1986 69 2012b：66）。易言之，當局仍不願放棄「擠壓」政策，等， ： ；董建宏，

                                                        
3「農業政策檢討綱要」由行政院頒布，共計 14 項施行措施：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推行農業機械

化；充裕農業生產資材，穩定農產價格；強化農民組織，加強服務；發展農產加工，拓展國

際貿易；革新農產運銷制度，提高運銷效率；革新農業金融制度，充裕長期低利資金；繼續

糧食作物增產，特用作物與糧食作物並重；繼續改進畜牧生產，增加肉類蛋類供應；繼續發

展漁業擴大外銷；平衡發展林業，造林伐木與林產利用兼籌並顧；加強山坡地開發，保育與

利用並重；加強試驗研究，提高技術水準；訓練國內研究人才，配合經建計畫需要；修正及

訂正有關法律（董建宏，2012a：345）。 
4中國國民黨發表「現階段農村經濟建設綱領」，內容計有 10 項基本措施：改善農業生產結構；

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推行農業機械作業；提高生產技術；降低肥料施用成本；減輕農民負擔；

合理調整農產價格；改善農企金融及投資；健全農民組織；增進農民福利（劉岫青，1970：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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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思考上依舊聚焦于如何增產以利榨取，未慮及在農工消長的經濟結構轉變

過程中，農業已成弱勢產業，需要保護以防衰落，故而呈現一種猶豫的態度。例

如劉岫青（1970：9）在《中國國民黨「現階段農村經濟建設綱領」的意義》一

文中便指出，該綱領的核心目標在於「促進農業現代化以導致國民經濟的全面高

漲」，並強調「農業經營企業化」及「農業操作科學化」等「農業現代化」作為

的根本性，其他措施僅屬配合，毫無反省既存的「擠壓」政策，遑論翻轉。爰此，

在階段劃分上不以較早的「綱要」或「綱領」作為轉折點，而是以中斷「擠壓」

政策的「加速農村建設方案」為界，台灣農業政策自此進入了一個新里程。 

 

參、農建暨調整階段（1972~1991） 

 

相較于「發展榨取」階段末期相關政策的猶疑不定，1972 年 9 月發佈的「加

速農村建設方案」或「加速農村建設九項重要措施5」則有明顯的翻轉政策走向

之意涵，其九大措施即由廢止「肥料換穀」、「田賦附徵教育捐」此二不公平制

度始，意味著農業政策始由「擠壓」朝「平衡」或「支持」之方向移動（廖正宏

等，1986：11；常惠廉、黃振德，1993：283）。從「加速農村建設方案」，及

其實施期滿後接續的 1979 年「提高農民所得加強農村建設方案」、1982 年「加

強基層建設提高農民所得方案」、以迄 1985 年「改善農業結構提高農民所得方

案」來看，這一系列以「農民所得」為政策焦點的「農業建設」方案，實係本階

段之特色所在，故而以此名之；至於「調整」則是用以描述，農業政策於本階段

後期因應貿易自由化壓力而有再次轉型之傾向或準備。 

 

首先值得分梳的是，前階段的農業發展困境並非陡然出現，而是在一個積累

的過程中逐漸惡化，且執政當局早有掌握，例如 1969 年第五期四年經建計畫便

已將「促進農業現代化 」列為其目標之一（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2：40），

同樣的主張亦見諸「農業政策檢討綱要」和「現階段農村經濟建設綱領」之中，

卻始終未能切實施行，顯示當時政策轉型的關鍵在於政治意志不足，而非不知問

題之嚴峻！然何以此到了 1972 年執政者「突然」決定改弦更張，由「榨取」轉

為「農建」？此等改變不僅顯示在政策內容與論述上，更證諸行政院提撥 20 億

元作為推動經費之舉（立法院，1973：12）。有鑒於三農問題在前階段中期後已

是既成事實，因此有異者應在於該問題所處之環境脈絡轉變，導致當局對問題的

認知或定義有所不同。申言之，農業於戰後長期擔負著提供「糧食、外匯及就業」

的重要任務，惟其吸納勞動人口之作用已于前階段中期逐漸衰退，出口與經濟產

值於前階段末期則已近乎無足輕重（參表 4-2），至於糧食供給又因國內飲食消

                                                        
5 行政院頒布「加速農村建設方案」有 9 大措施：廢除肥料換穀制度；取消田賦附徵教育捐；放

寬農貸條件；改革農產運銷制度；加速農村公共投資；加速推廣綜合技術栽培；倡導農業生

產專業區；加強農業試驗研究與推廣工作；鼓勵農村地區設立工廠（廖正宏等，198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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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習慣變化6以及稻米出口量銳減（日本外糧需求減少）而有過剩的問題（毛育

剛，2002：12；董建宏，2012a：347-8）；職事之故，農業被認為重要性不再，

農業發展也因此得不到政策的親睞，況且整體經濟發展戰略仍聚焦于「工業化」。

不過，1970 年代的一連串外交挫敗、1973 年的世界糧食危機以及石油危機等外

在因素，使得農業的「安定社會」角色重新被納入政策場域思考，進而翻轉了政

策走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995a：26）。 

 

對於國民黨政府而言，1970 年代是一個「危機7」的年代（朱雲漢，1992），

尤其是 1971 年蔣介石政權代表被逐出聯合國、1972 年美國總統訪中且同年台日

斷交等外交挫敗，迫使執政當局採取「革新保台」政策（彭懷恩，1987；蕭阿勤，

2010），並於「廣大農村為社會穩定的基礎」之認知基礎上，將農業建設計畫納

編入重要革新項目中，1973 年公布施行的《農業發展條例》也就是在這樣的歷

史背景中完成立法（常惠廉、黃振德，1993：283）。換言之，發展農業或建設

農村以安撫占總人口數 38.7％（1972 年）之農戶人口，確保糧食安全，從而穩

定社會秩序與政權，其重要性自然遠勝于榨取所剩無幾的農業剩餘（臺灣省政府

農林廳，1973：47）。此一轉變可由前揭「綱領」與「條例」之制定理由差異察

覺，前者係「為適應現階段國家經濟發展之需要，謀求增進土地利用，提高農民

所得，保障農民利益，改善農民生活，以促進農業現代化」，後者為「加速農業

現代化，促進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所得，以期提高農民生活水準」，亦即政策鵠

的從增產取向的「農業現代化」轉至穩定鄉村社會秩序考量之「提高農民生活水

準」（劉岫青，1970：9；立法院，1973：20）。例如，1974 年設置「糧食平準

基金」，並實施「稻米保證價格收購」，便是針對穩定物價、改善農民生活，安

撫社會人心之具體措施。 

 

依時任經濟部長孫運璿於立法院審議《農發條例草案》之說明可知，該條例

是為了使「加強農村建設方案」的各項措施與經費於法有據，足證《條例》與「方

案」之間的一貫性，另強調《條例》係為「第二階段農業發展」或「第二次農業

改革」而設，顯示了一個「新農業政策」階段的到來（立法院，1973：12-3、15；

廖正宏等，1986：76）。不同於前次農業（地）改革以「土地之合理分配」為重

點，此次改革要務則擺在「提高土地的利用」以增加農民（業）收入（立法院，

1973：13），是以條文重點可概分為四：首先，「開發及有效利用農地資源」是

確保糧食安全之根本，強調邊際地之開發，並限制農地變更8。其次，「改進生

                                                        
6 據「每人每年糧食可供消費量」之統計，國人穀類消費量由 1952 年 126 公斤逐年攀升，直至

1968 年達 141.5 公斤之高峰後開始減少，而果品、肉、蛋、水產、乳品等其他類別之消費則

穩定成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1：56-7）。 
7國民黨政府於此時期共計面臨了四大統治正當性危機：1)遭逐出聯合國以及與大部分國家斷交

之外交挫敗、2)黨外勢力興起所形成的社會挑戰、3)石油危機、4)來自其他開發中國家競爭

勞力密集的國際外銷市場的壓力（Huang, 2012: 169-174）。 
8第 9 條明定，「地政主管機關核准農業用地變更為工業用地時，應先徵得農業主管機關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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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結構」有賴「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推行農業機械化」及「實施農業生產專

業區」等現代化作為，以提高勞動生產力、增加農業收入；而擴大規模更是機械

化之前提，尤為重要，相關措施有放寬自耕定義9、獎勵共同經營、委託經營及

合作農場、購地優惠10、防止細分11等。再次，「改進農產運銷與確立農產價格」

旨在消弭中間剝削、保障農民收入以及穩定物價；至於「籌集農業發展基金」以

滿足推行農業現代化相關措施之經費所需（ibid：14-5）。此四面向可歸結為確

保糧食安全與保障農民福祉（所得）兩大主軸，回應了前揭「安定社會」的時代

需求。 

 

表 4-6 農家與非農家收入比與農家所得結構（1973～1991 年）     單位：％ 

年份 農家與非農家之平均

所得比 

農家與非農家之人均

所得比 

農家之農外所得比 

1973 76.91 62.42 54.44 

1977 78.11 62.07 65.36 

1981 78.48 64.39 73.63 

1985 81.45 69.41 75.24 

1989 79.93 72.31 78.02 

1990 78.7 69.24 79.9 

1991 79.95 70.76 78.6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1995：30-1）。 

 

保障農民福祉此一政策軸線，在後續以「提高農民所得」為名的農建方案仍

能清楚得見，惟該等以「保價收購」及「農村福利」形式投入之資源，固然某種

程度的改善農民基本生活，卻未能翻轉既存的農業發展困境（董建宏，2012b：

73）。比較表 4-3 與 4-6 之數值可知，雖然農家與非農家平均每戶及每人可支配

所得從「發展榨取」階段的約莫七成與六成，略漲為接近八成與七成，拉近了彼

此的差距，但是業外所得比例卻是持續攀升，除了 1974 年因為當時糧價高漲使

得該數值略降回 51.9％外，農業所得對農家的經濟重要性是愈形降低，90 年代

甚至就要突破二成之關卡，顯示農業發展停滯的整體狀況實無改善。之所以如

此，乃是因為農政當局將「生產成本」定義成農業困境的關鍵所在（立法院，1973：

13），故而《條例》之「改進生產結構」、1979 年「提高農民所得加強農村建

                                                        
9將土地法第 6 條之「自任耕作」之自耕定義放寬為，「農民以自有人力、畜力或農用機械操作

經營農業生產者為自耕。其委託他人以人力、畜力或農用機械代耕而自行經營農業生產者，

以自耕論」（第 20 條參照）。 
10第 21 條規定，「家庭農場為擴大經營面積，購置農業用地，於取得後持有農業用地之總面積

在三公頃以下者，依契稅條例規定減半課徵契稅，並得由農業主管機關協助辦理十年以上地

價貸款。但取得後如繼續經營不滿五年者，應追繳其所減徵之契稅。」 
11 例如第 22、23 條分別規定「現有之每宗耕地不得分割及移轉為共有」、「政府應協助、獎勵

由繼承人一人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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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方案12」、1982 年「第二階段農地改革方案13」，再三以擴大農場經營規模作

為降低農業成本之政策規劃核心，然囿於既有的土地分配結構與相關法令規範，

始終成效有限（劉志偉等，2012：289-90）。另一條提高農民所得之路線則係始

於 1980 年代的「商品化生產」，強調資金與技術的投入，以「八萬農業大軍」

或「核心農民」以及「精緻農業」為代表，惟該路線又受挫於 1980 年代中期以

降的農業貿易自由化（董建宏，2012a：353）。於是乎，前揭農業改革政策創造

出了兩極化的農民結構：「仰賴國家資源挹注的小農／糧食農」，以及「高資本、

高投入、高風險的商品農」（董建宏，2012b：74）。 

 

至於糧食安全之主軸，則是體現於「農地農有農用」之農地保護政策，翻轉

了 1960 年《獎勵投資條例》以降，視農地為便宜的工業生產資源，輕易變更農

地為工業用地之觀點與作法。一方面，《農發條例》首度揭櫫農地變更須經農業

主管機關同意之「農地農用」條款（即第 9 條），以資確保農地資源，維護糧食

安全。此外，內政部於 1973 年 10 月訂頒《限制建地擴展執行辦法》，限制一至

八等則之良田變更為建地14，同年 12 月另訂《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

理辦法》，嚴格限制農地轉作建地使用，反覆重申限制農地他用、維護優良農地、

確保糧食安全之原則（毛育剛，2002；吳清輝，2004）。及至 1974 年制定《區

域計畫法》及其授權訂定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1976 年）後，非都

市土地分區使用管制之實施對農地變更予以更一般或全面性的限制，農地變更使

用管制始邁入法制化時期。他方面，1975 年《土地法》配合《農發條例》擴大

農場經營規模、防止農地細分之立法，修正第 30 條而再次確立「農地農有15」

之規定，亦即從事農地買賣必須具備自耕農的身份。相較于前階段，台灣之農地

保護政策有著由寬鬆而嚴格、由原則性宣示到具體規範之發展。 

 

                                                        
12「提高農民所得加強農村建設方案」有兩大政策主軸：一、輔導小農改善經營：加強各種農產

專業區；二、提高農業生產力：擴大農場經營規模、加速農業機械化、加強公共設施（江璧

帆，2008：21）。 
131982 年起推行「第二階段農地改革方案」，該方案採行五項措施：（1）提供擴大農場經營規

模之購地貸款；（2）推行共同委託與合作經營；（3）加速辦理農地重劃；（4）加強推行

農業機械化，以及（5）檢討修訂法規並推動農地利用區域規劃。（吳同權，2005） 
14「限制建地擴展執行辦法」之主要內容有：（一）一至八等則農田，共十五萬公頃，除土地所

有人自建農舍外，應暫不准變更為建地。（二）九至十二等則農田，如轉作工廠用地，應經

工業主管機關會同農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至轉作一般建地，除農舍及為發展交通、學校及

其他公共設施需用外，應一律暫停核准，並注意不得破壞灌溉及排水系統。（三）已實施農

地重劃之農田，除經編定為工業用地及作農舍用地外，應暫不准變更為建地。（四）已正式

編定為工業用地及各地都市計畫列為工業區之土地，如使用一至八等則之良田過多，而尚未

開發者，應由省政府會同經濟部加以檢討後予以解除，恢復為農業區及農耕用地。（五）對

於三公畝以下土地地目之變更，應一律加以限制（吳清輝，2004）。 
151946 年《土地法》第 30 條規定，「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其承受人以承受後能自耕者為限。」

該規定於 1975 年修正為「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為限，並不得移轉

為共有。但因繼承而移轉者，得為共有。違反前項規定者，其所有權之移轉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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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本階段的農業發展政策成效有限，但農村生活的改善計畫則因國

民黨政權向內尋求統治正當性之需要（如「吹台青」）而獲致支持，其具體實例

便是原為掌握糧源與穩定糧價而設的糧食平準基金與保價收購制度，卻轉變成提

高農民收益之政策工具，從而創造了一群「仰賴國家資源挹注的糧食農」，稻米

產量大幅成長。不過，隨著國人飲食習慣改變，米食消費量明顯下降，收購方式

因此自 1977 年起改為「計畫收購」，限定每公頃收購量，再加上美國透過政治

壓力要求開放進口農產品，並於 1984 年與美國簽署「中美食米協定」，限制了

當時補貼稻米外銷之作法，致使稻米生產過剩，從而有 1984 年「稻米生產與稻

田轉作六年計畫」之推出，開啟了休耕政策的先河（董建宏，2012a：350；蕭柊

瓊、唐淑華，2012：364）。該計畫一改過往確保糧食安全之增產思維，而代之

以「產銷平衡」，鼓勵農民辦理休耕或轉作種植具地區性特產之作物，推廣策略

亦由「重量」改為「重質」，預計于計畫期限內轉作 14.7 萬公頃的稻田（林美

華等，2013；蘇宗振，2005）；據統計，稻米種植面積乃由 1983 年 64.5 萬公頃，

減少為 1989 年 47.6 萬公頃（徐明宜，2006）。更全面地來看，此等調整其實是

台灣因應美國於 1980 年代在世界各地推動經濟與貿易自由化政策之一小部份，

在美國「301 法案」壓力以及台灣意欲申請加入「關稅及貿易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之脈絡底下，農業貿易自由化被執政當局

視為不可逆的趨勢，調降關稅與開放進口對於台灣農業的衝擊，甚至引發了 1980

年代末期台灣農民運動，其中包含 1988 年大規模流血衝突之「520 事件」（蕭

柊瓊、唐淑華，2012；蕭新煌，1990）。要言之，在本階段農業政策未能帶來全

面性的農業生產結構改革，複以貿易自由化（trade liberalization）及經濟全球化

（globalization）的浪潮來襲，1980 年代末的農業（地）政策再度面臨轉型的挑

戰。 

 

肆、自由化階段（1991~） 

 

經過「發展榨取」的農業部門已呈疲態，故需「農建」以期改善農業結構，

重現農村活力，但是 1980 年代的經濟與貿易自由化趨勢不單打擊了剛起步的「商

品農」，也限制了對於「糧食農／小農」的補助，如何「調整」農政方向以應新

局再次考驗執政當局。惟相較于前期以「農工並重」之政策轉型來面對「農工消

長」之內部社經結構變遷問題，經貿自由化的衝擊更在於政府介入空間的壓縮，

而不只是國際市場之競爭壓力。以當時台灣亟欲加入的「關稅及貿易協定」為例，

其 1993 年簽署的「農業協定」重點在於，透過「全面降低關稅、削減境內支持、

出口補貼削減」，破除「扭曲貿易」的保護措施，確立農業自由化（蕭柊瓊、唐

淑華，2012：366）。爰此，本階段所需的轉型勢必更加全面性，這也就是選擇

以 1991 年「農業『綜合』調整方案」為界的原因。不過更實質的理由則是該「綜

調方案」率先提出「落實農地農用，放寬農地農有」之調整策略，且甚具遠見與

創新的揭櫫「三生農業」理念，賦予農業一個全新的定位而不再侷限于其生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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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角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991：20、14）。凡此種種迥異于過往的政策思

維，在在指陳著一個新農業政策（觀點）的開啟。 

 

    「農業綜合調整方案16」係接續「改善農業結構提高農民所得方案」之綜合

性方案，此方案為期 6 年，從人力、土地、市場、技術、組織、漁業、福利及保

育等面向綜合調整，「改善農業結構，促進農業升級」，使農業成為兼具生產、

生活、生態功能之「三生一體」事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991：4-5）。雖然

該方案所列之問題17、目標與調整策略相當廣泛，但觀諸時任行政院長郝柏村於

立法院提出之施政方針，略謂「農業仍為國家的根本，提高農漁民所得，調整農

地政策，促進農業資源的有效利用，均為『經濟發展』的重要課題」，可知其核

心關懷在於如何有效利用農業資源（含農地），以強化整體經濟之發展或競爭力

（ibid：5），並在貿易自由化的歷史脈絡裡，將解方繫於「減少扭曲資源利用與

貿易的措施」（ibid：8）。於是乎，改善農業結構、促進農業升級的作法主要係，

輔導農民轉業，減少農業人口，發展重點產業，提升市場競爭力；促進農業資源

有效利用的重點則為適度放寬農地買賣限制，促進農地有效利用（ibid：1）。換

言之，農業（地）政策被置放于市場經濟的天平上估量，先前被安全考量或保護

措施所「扭曲」的資源調配，須按效率原則重置。例如，被列為重點保護產業的

稻米，除採保證價格等補貼措施予以適當保護外，併行第二期「稻米生產及稻田

轉作六年計畫18」，以減少無競爭力之產業對於農業資源（如土地、水）的無效

率使用，達成了水稻面積自 1991 年 42.9 萬公頃降至 1996 年 34.8 萬公頃，以及

減少餘糧與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之「成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998：279）。

在同樣的思考邏輯與符合WTO規範（如削減農業境內支持）下，接替的 1997 年

「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及 2001 年「水旱田利用調整後續計畫」，確立了「休

耕」作為因應全球化發展的重要資源調配政策手段，其實施範圍更擴大到其他不

料甘蔗二項產業，一併調降生產面積以調整產業結具國際競爭力之保價雜糧及原

                                                        
16「農業綜合調整方案」之目標為：（一）提高農業勞動素質，增進農地利用效率，調整產業結

構，增加農產品附加價值，降低農業產銷成本，提升市場競爭力；（二）增進農民福利，提

升農村精神文化，改善農村生活品質，縮短城鄉生活差距，實現均富理想；（三）確保農業

資源永續利用，調和農業與環境關係，維護農業生態環境，豐富綠色資源，發揮農業休閒旅

遊功能。而其相應的調整策略則為：培育核心農民，提高經營效率；規劃農業區域，落實農

地農用，放寬農地農有；發展重點產業，健全產銷制度，提升市場競爭力；研究直接所得補

貼，分離生產政策與所得政策；研訂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減輕天然災害損失；調整農業

試驗研究及推廣體系，加強防疫與檢疫；培育漁業資源，調整漁業結構，加強國際漁業合作；

健全農民組織，強化農民團體服務功能；整體規劃農村社區，重建農村文化，提升生活素質；

加強自然生態及資源保育，防治公害污染，改善農業生產環境等十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991：14、20~31）。 
17農委會評析當時農業部門面臨的問題有：農民所得偏低、農產貿易自由化與產銷調適、農地問

題凸顯、農民高齡化及農村活力不足、農漁村建設缺乏整體規劃、多元化社會與農民組織、

面臨瓶頸的漁業發展、環境保護與資源保育更為殷切、兩岸關係的新變數（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1991：10~13）。（粗體為作者所加） 
18第二期「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六年計畫」原訂於 1995 年底結束，惟為配合整體農業施政規劃，

經報院同意延長至 1997 年 6 月，從而得以與接替的「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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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開啟了台灣「大規模休耕的時代」（施柏榮，2010：95；林美華等，2013；

李承嘉，2012：74）。農糧政策已從「自給自足」調整為，配合開放稻米進口辦

理輪作、休耕之「供需平衡」，稻作面積因此續降至 2000 年 34 萬公頃以及 2004

年 23.7 萬公頃（徐明宜，2006）。究其實，此等以調整土地使用內容提升農地

資源利用與分配效率之模式，意味著糧食安全這個限制農地流動的政策關懷已遭

拋棄。 

 

    1995 年的「農業政策白皮書」，大體上承續著「農業綜合調整方案」之政

策脈絡，思考重點仍在於如何「調整農業結構」，因應「自由化與國際化帶來的

競爭」，以及「快速轉變的國內社經環境」，維護農業永續發展（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1995a：vi）。在三生農業之總體目標下，「白皮書」將「方案」之十項

調整策略結構化成（一）產業、（二）農漁民、（三）農地、（四）資源管理、

（五）科技發展、（六）國際合作等政策類型；當中的一、三、五、六係為「提

高農業經營效率，強化國產品市場競爭力」而設，二旨在「加強農村建設，增進

農民福祉」，四則屬「維護環境資源，促進生態和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995a：

26）。為能提高效率與競爭力，發展重點產業以及調整稻米、雜糧生產結構（即

調減生產面積）與保價收購制度，依舊是規劃重點。不同於過往的是，農地政策

獨立成篇，強調維護優良農地資源、改善農地流通增進經營效率、健全農地轉用

提升整體土地利用效率等三大目標，正式宣告「放寬農地農有」之政策方針，輔

以「農業發展區19」之等級區劃，強化其農地利用，規劃釋出 16 萬公頃農地配

合國家建設需要（ibid：62-5）。一言以蔽之，「白皮書」對於「農業資源配合

國家整體發展及農業生產結構的改變，進行更有效率的分配利用」之觀點與立

場，作出了正式的發表與定調（ibid：86）；「農地資源自由化流動」之改革方

向自此而確立（施柏榮，2011：18）。相對的，倘以農業部門為主體而論，此等

政策實可視為繼擠壓農業之勞動力與資金後，轉而汲取其根本生產基礎之舉。 

 

    早於 1993 年行政院第 2341 次會議便曾指示，「目前農地使用情形應澈底檢

討，需要的農地應予維護，不適用之農業用地，應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的整體需要，

公平而有計畫的釋出。」是以，1995 年初「白皮書」發佈後，同年 8 月即有「農

地釋出方案」之配套，以應「經濟發展及各項重大建設計畫」之亟需（如六年國

建計畫、振興經濟方案、亞太營運中心等）。在釋出作業上，該方案本於「整體

規劃，維護農業生產環境完整」之原則，以「總量監控20」方式，透過「擴大農

整、放寬農地變更限制及簡化審查程序地變更管道、農業用地分區調

                                                       

21」等作法，

 
19 依據農地之自然與社經條件評估地區性農業發展潛能，劃分等級，進而規劃「重要農業發展

區、次要農業發展區及不適農業發展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995a：63）。 
20 由需求面估算，以 2011 年（民國 100 年）4.8 萬公頃為第一監控量，以農委會估計可釋出之

16 萬公頃為第二監控量（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995b：5）。 
21 依「農地釋出方案」之規劃，其作業採長程與近程作法，惟長期做法所需之《國土綜合發展

計畫法》始終未能完成立法，故分析上僅列進程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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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變更「回饋」之要求，達成地盡其利、地利共享之目標22（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1995b）。嗣後，根據 2001 年經濟發展諮詢會議，有關「研擬加入WTO後

農業用地之需求總量、可變更農地數量，妥善規劃農地釋出之短、中、長期政策

與計畫」之共同意見，且「釋出方案」已屆檢討之期，爰擬定「農地釋出之短、

中長期政策」取代之，複配合 2002 年第五次全國農業會議結論修正；惟兩者之

實施作法並無根本性差異，主要的不同之處容或僅係，後者寬估 25 萬公頃之可

釋出面積作為第二監控量（蔡秀婉，2004）。簡言之，農地釋出係以放寬既有的

國土計畫管制體系作為農地變更之手段，提供其他部門廉價土地，促進經濟成

長。至於「白皮書」與「釋出方案」所提及的維護優良農田（如農業發展區或農

業使用分區之劃設），則未見具體實踐，但就特定農業區亦得變更以觀，該等說

法應只是平衡政策調性的口惠，進一步的分析將于第三節闡述。 

 

    在貿易自由化的大纛下，1990 年代的農業（地）政策主軸在於，調整農業

結構與資源運用以因應經濟全球化之衝擊。循此，相關政策方案體現著不同於往

的認知，亦即農業僅係諸「經濟部門」之一，農地則為生產要素之一的「土地資

源」而非糧食安全基礎，同時其運作邏輯也呈現由「市場機制」取代「政府介入」

之趨勢（施柏榮，2010：104）。於是乎，產業競爭力與效率成了決策判準，並

具體反映在稻田轉作、休耕、放寬農地農有以及農地釋出等政策上。惟無可諱言，

「農地資源自由化流動」與「開放農地變更」之政策變革，實與既存之「農地農

有農用」法律規範有所捍格，故有修正《農業發展條例》之需要。行政院函請立

法院審議條例（含相關配套法案）修正案之說明，開宗明義即言「為執行『放寬

農地農有，落實農地農用』政策」，而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除重申該修法理由，

並列之為修正要點之首，足證該次修法係為 1990 年代的農政轉向提供法律錨定

之作用（立法院，2003：2、3）。按《農業發展條例修正草案》之提案背景說明

可知，農政機關體認到時代變遷所引發之挑戰，有賴「產業轉型升級」、「增進

農民福祉」以及配合農業結構調整與整體經濟發展，「適當調整農業資源，提升

其利用效率」等作為，始能「維繫農業發展與社會安定」，並兼顧「所得合理分

配與經濟成長」。這當中的關鍵樞紐就在於，農地政策需為「放寬農地農有、落

實農地農用」之相應調整。此等「土地改革以來農地管理政策的 大變革」意味

著，「在有效的管理制度下放寬『購買農地所有權人資格』限制，以引進資金與

技術，促進農業經營現代化，並適度調整『農地資源的利用』」（ibid：152）。 

 

    整體以觀，此次修法所涉之制度變革有三個面向：（一）農業生產與農業發

展、（二）農民福利及農田權益、（三）農村建設（ibid：153-5）。「農業生產

與農業發展」為前揭農地政策調整之所在，所列 7 項修法重點可依「農地使用管

型綜整為，前者之（一）農地有計畫之釋出與變更、制」與「農地移轉管制」之類

                                                        
22 按「農地釋出方案」之政策目標為：促進土地資源合理分配與有效利用，確保農地之生產、

生活及生態功能，以及符合社會公平、達成地利共享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995b：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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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允許個別興建農舍但新購者須以集村方式為之、（三）強化違規使用之稽

查，以及後者的（一）放寬自然人承購農地資格，准許農企業法人承受農業用地、

（二）放寬農地移轉、分割、繼承及贈與等限制、（三）建立合理耕地租賃制度

（凍結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至於「農民福利及農田權益」和「農村建設」則

分別處理，政府補助受經濟衝擊之農民，以及防止農村環境污染與發展休閒農業

等相對單純之議題。由此等修法重點不難看出，其核心確為「農地農有農用」農

地政策方向之扭轉。有疑議的是，「農地農有」之放寬或棄守固甚明確，此由刪

除《土地法》第 30 條與 30 條之 1 有關承受農地以自耕者為限之規定足資證明；

「農地農用」之維持（以「落實」之名）則非無爭，儘管修法後第 10 條仍有「農

業用地於劃定或變更為非農業使用時，應以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並先徵

得主管機關之同意」之規定形式存在。 

 

    首先，從早期的「稻田轉作計畫」以迄接續的「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其

以「休耕」為主的策略使農地低度或不使用，僅維持其農地之名，幾無農用之實；

該等低度或不利用又肇致盜採砂石並回填廢棄物等諸多違規情事，查緝違規甚且

成為修法重點之一，可見問題之嚴重與普遍性。進一步就變更農地為非農用來

看，自「白皮書」的原則性揭示，迄「釋出方案」之具體規劃，到《農發條例》

修正賦予該方案以法源依據，所稱的「整體規劃」（即按「使用分區管制」）卻

因缺乏上位法源（即「國土綜合發展計畫法」）而無從運作，故以「總量管制23」

作為管理基礎（即前述之「監控量」），草案並提出設置「審議委員會」之議，

以期循現行土地使用編定管制之架構來操作「發展許可制」（ibid：155-6）。揆

其實，「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小組設置要點」遲至 2012 年方才訂頒，且於缺

乏「整體規劃」的情形下，「釋出方案」雖列出可優先釋出之八萬公頃農地，但

因區位不合申請開發單位所需，「零星開發」無意外地成為執行檢討的重點問題

（蔡秀婉，2004；游貞蓮，2009；劉小蘭，2009）。 後，就興建農舍管制而論，

草案原擬允許原有農地之農民與耕地共有人於分割為單獨所有人而無自用農舍

者，得申請興建農舍，而新購者則以集村方式為限，但通過條文則擴及「或在自

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延續至今，在「農地上種房子」的「實際非農用」與破

壞農業生產環境問題，已成尾大不掉之勢。由是觀之，所謂的「落實農地農用」

之實質已被掏空殆盡，成為自欺欺人的空洞詞彙。事實上，在 2006 年底修正通

過《農發條例》第 31、39 條，刪除「耕地之使用，應符合區域計畫法相關法令

規定，始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之規定，則是對農地移轉及使用限制的進一步

放寬，並引發「還能留下多少農地？」的質疑（徐世榮，2006）。綜觀上述農地

「移轉」與「使用」此二管制之實質，對於農地政策擺向「自由化」與「商品化」

之觀察應屬可信。 

 

                                                        
23 2000 年《農業發展條例》第 9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維護農業發展需要，應配合國土計

畫之總體發展原則，擬定農業用地需求總量及可變更農地數量，並定期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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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1970 年代的「農建暨調整」階段起，農村建設之名不停的出現在各種計

畫、方案與法律裡，但 2010 年卻極具諷刺性（ironic）的通過了《農村再生條例》，

期能「促進農村活化再生、提升農村整體發展、恢復農村居民在地居住尊嚴」，

以挽農村「人口外移嚴重、建設及公共設施不足、發展嚴重落後、生活機能低落、

生活及文化特色漸喪」之不堪（行政院，2008：政 2）。《農再條例草案》第三

章「農村土地活化」部分，引起諸多「圈地」疑慮，該條例甚至被批評為一部假

農村再生之名的「土地開發法案」，迫使該章終遭刪除（蔡培慧，2010：323）。

無可諱言的，該草案並未處理農村竟落得需要活化、再生之原因，卻以土地開發

（特別是基礎設施改善）作為復甦農村之策（鍾怡婷，2011；莊谷中、郭秀裕，

2009）。無怪乎，條例所設之農村再生被貶為「不過是農村的都市化、農地的建

地化」而已（陳信雄，2010：100）。惟較少被論及的是，該條例意圖突破既有

的農地使用管制制度，亦即將農地使用管制自《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規

範之約束中「解套」（施柏榮，2011：87）。 

 

    行政院版《農村再生條例草案總說明24》指出，該條例係以「非都市土地」

為主要對象，在現行土地規劃及管制體系下，作為農村整體發展及規劃建設之法

令依據；其具體規劃為，設置 1500 億元之「農村再生基金」，訂定「農村再生

發展計畫」，以「活化農村土地利用」，解決「農村社區生活設施用地不足問題」

（行政院，2008：政 2）。易言之，執政者將農村凋敝歸因于農地使用管制制度

過於僵化、生活設施用地不足，無法因應農村發展所需。本此認知，時任農委會

副主委之林宗男于立法院說明立法要旨時，便強調「建構因應社區環境改造所須

之彈性土地管制」（立法院，2008：171）。至於創造彈性的關鍵在於，導入「農

村再生發展區之功能分區管理制度」，藉其「功能性分區」之計畫規範，促進積

極性之土地使用（行政院，2008：政 10）。按草案第 24 條規定，農村再生發展

區內土地使用係依「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內容實施管理」，且計畫所需之活化農

村社區發展土地，得「依法辦理使用分區或使用地變更」；另輔以草案第 25 條

所定，配合農村社區整體發展而需「擴大鄉村區建築用地範圍」者，得以「區段

徵收、土地重劃或協議價購」，以及「所有權人捐贈二分之一土地作為公設用地」

之方式辦理。透過此等機制，架構於區域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上的農地

使用管制，其相關規範便得以放寬或排除，使農村再生發展區範圍內土地得以「實

施土地活化管理」（ibid）。嗣後，此等列屬第三章「農村土地活化」之條文雖

被刪除，但前揭第 24 條用以躍過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設計，仍保留在立法通

過後第 15、17 條之規定中。《農再條例》因此是將農地進一步的朝「自由化」

或「去管制化」的方向推去。 

 

                                                        
24 除了行政院所提之《農村再生條例草案》外，另有國民黨黨團、民進黨黨團以及部分委員共

同提案者，共計有 7 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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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的農業發展現況 

 

    台灣的農業與農地政策，隨著國內政經、社會情境與國際局勢之轉變而演

替，反映不同階段的時代挑戰與特性。儘管農業發展問題或困境自 1960 年代即

已浮現，然後續的政策改革似乎未見成效，農村生活貧困化、城鄉差距擴大之問

題仍日益惡化，甚而激起 1988 年 520 農民運動，乃至于 2003 至 2004 年間的白

米炸彈案。時至今日，農業沈痾至顯，俯拾皆是，例如中央研究院提具之「農業

議題建議書」便臚列了 9 項當前農業面臨之結構性問題：（一）優良農田快速流

失，生產環境受汙染、（二）台灣糧食自給率低，危及糧食安全、（三）長期稻

田休耕政策影響生產環境、（四）老農津貼淪為選舉時之政治籌碼、（五）農業

產業與科技研發實力未受政府重視、（六）農業科技人才養成不符產業需求、（七）

不合宜的農政法規抑制高科技、高收益產業的形成（八）兩岸農業交流缺乏全盤

配套策略、（九）TPP 及 FTA 之簽署貿易自由化，嚴重影響農業生計（中央研

究院，2013）；而農委會委託的《農業資源空間規劃構想配置計畫》亦列舉 8 個

農業土地資源利用不永續之問題：（一）不可再生資源的投入升高，對於土地資

源品質造成影響、（二）區位不適的土地超限利用，危害生態體系平衡、（三）

工業污染造成農地品質惡化、（四）土地資源競爭，轉用壓力強烈、（五）農地

違規使用普遍，農業生產環境惡化、（六）水資源供給的時空分配不均，農業土

地灌溉面臨問題、（七）不當的農業耕作方式造成土壤流失與水污染、（八）民

生與工業競爭農業水資源（黃書禮等，2004：43-50）。以下將從三農或三生之

面向，藉統計數字描繪戰後台灣諸般農業（地）政策施行之現況或結果

（consequences），亦即由農民（生活）、農業（生產）及農村（生態）說明之。 

 

壹、農民生活：所得、農戶人口 

 

    自 1960 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社會經濟結構急速改變，農業在整體經濟之比

重快速下降，從 1960 年代的逾 2 成、1970 年代勉強守住 1 成，並自 1978 年首

度跌破 10％起，農業的經濟角色便每況愈下，近十餘年來皆徘徊于 1％左右（詳

表 4-7）。此等經濟面的頹勢自然衝擊從業人員的所得收入，不僅影響彼等之經

濟或物質生活水準，連帶亦使農戶數及其人口總數逐年降低。如表 4-7 所示，在

平均每戶及每人可支配所得上，農戶與非農戶的差距雖已不若 1960、1970 年代

之鉅，但兩者間仍穩定維持 2 至 3 成之別；不過，更為關鍵之處在於，農戶所得

的主要來源並非經營農業之業內所得，反倒是大量仰賴業外所得，且其比例高達

8 成，而此一情形從 1990 年以後便無改變。以 2013 年為例，農業淨收入僅占農

戶所得 19.4％（即 91,517 元），而受僱報酬與移轉收入兩類收入卻占 62.4％，

顯見農戶之營農所得不足以支持農家生活所需（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a：125）。

正因為農戶所得較非農戶為低，營農所得又不敷生活，農戶數及其人口數在總戶

數與總人口之比例，乃呈逐年下滑之勢（詳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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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農戶所得結構與人口                                   單位：％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1995：30-1；2014a：33-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2：

589、591；2014a：2、196）。 

 

    前揭統計數據之分析容或能勾勒出城鄉生活差異的梗概，卻遠不足以道出

「作農賺不到錢，生活不下去」的真實困窘，而此等困窘則推動著農地的「非農

化」或「瘡痍化」，成為形塑農民生活與農村環境的重要力量（詹澈等，2007：

27、8）。透過對農地此一農村主要地景的觀察，更能說明農民生活的景況。誠

如廖正宏與黃俊傑（1992：162）有關台灣農民價值取向轉變之研究指出，戰後

初期台灣農民的農業意識為：「對土地的強烈認同感」以及「以務農為生活方式

之心態」；惟該等「神聖性」自 1970 年代以後，已為「世俗性」所取代。這種

價值取向轉變配合上務農不足為生的現實，構成了「一塊地扒三層皮」的社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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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所謂的「一塊地扒三層皮」，係指地主先以農地為擔保進行抵押貸款，後將

農地提供砂石業者採砂石，再作廢棄物回填之用，這種「一魚三吃」的模式造成

了許多致命的坑洞，更一再奪走無辜兒童的性命（詹澈等，2007：55）。雖然這

並非台灣農地的普遍現象，各地有著程度上的差異，但是當農民竟爾以此種殺雞

取卵方式對待農地，彼等對於農業的失望、對生活的無奈即不難想見。 

 

表 4-8 專業農戶與小農（耕地不滿 1 公頃）比例                 單位：％ 

 
*未計入無耕地者。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1：；2012：592；2014a：197；2014b：13）。 

 

 

貳、農業生產：勞動、農地 

 

    作為國民經濟之一環，產業發展或生產雖非農業之全部，仍是永續農業不可

或缺者；以生產論，農地與勞動力等基礎生產要素便為主要的考察點。承上所述，

農戶所得偏低且營農收入不足，影響農民生活水準。從營生工作的角度來看，務

農自非上選，並具體反映在農戶的專兼25結構組成上。如表 4-8 所示，台灣的專

業農戶比例相當低，在 2002 之前，皆在 2 成以下，近年來雖略有成長但仍偏低，

戶所得大幅仰賴業外收入之結構。看壞農業前（錢）不及 3 成，呼應了前述有關農

                                                        
25專業農戶指農家之全部人口均依賴農業收入生活，無人專辦或兼辦其他行業；兼業農戶指農家

戶內滿 15 歲以上之人口中,有一人以上專辦或兼辦其他行業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4a：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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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態度自然也顯現在從農意願上，導致投入農業的年輕勞動力不足，農業整體

勞動力平均年齡偏高，呈現老年化的趨勢。按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b）之「2013

年主力農家經營概況調查」，主要工作者之年齡於 15 至 44 歲、45 至 64 歲以及

65 歲以上等三個區間的分配情形為：18.8％、64.9％、23.3％，平均年齡則為 57.5

歲。 

 

 

圖 4-2 戰後台灣農戶平均耕地面積（1945~2009 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2：586-9）。 

 

除了農業勞動結構的兼業化與老年化問題外，另外的生產面結構難題則是耕

地面積規模狹小。由表 4-8 的長流性統計可知，耕地不滿 1 公頃的小農（或言極

小農）為台灣農業的主幹，自 2001 年以降，其比例多在 8 成上下。另，若以農

委會（2012：586-9）出版的《耕耘臺灣：農業大世紀》之耕地與農戶數統計表

為本，計算所得之農戶平均耕地面積為 1.1 公頃（1945～2009 年），且自 1960

年代以後便無甚變化；整體走向為趨勢線（細線）所示之緩慢下降（詳圖 4-2）。 

 

進一步就農地結構與農地利用狀況來觀察，耕地自戰後初期約 81 萬公頃擴

張至 1977 年 92 萬公頃之高峰，後便陸續縮減，在 1980 迄 2010 年三個十年期間，

分別減少了 17,000、39,000、38,000 公頃，2013 年之面積已不足 80 萬公頃（詳

表 4-9）。惟此等水、旱田合計之耕地面積並不等同于供給糧食之稻作面積，由

表 4-9 的第 2 與 4 之欄位可知，兩者間始終有著相當的落差，特別是在 1994 年

之後，該差距穩定的超過 50 萬公頃，意味著水田與旱田耕地面積之消長，農地

結構有惡化之勢。除了整體耕地面積縮減（農地釋出方案）及農地結構改變外，

休耕政策更是大幅改變農地利用模式（在合法的範疇內），且其面積自 2004 年

以後幾與稻作面積相當。換言之，實際生產稻米的面積約莫為耕地總數的四分之

一，這樣大量的閒置農地不僅為違規使用（如盜採砂石）增加可行性，亦直接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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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耕地及其利用暨糧食自給率、農產貿易一覽表            單位：公頃 

 

註：2010~2012 之休耕統計數據，未計入台中縣、臺南縣與高雄縣。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2：586-7、598-9、603、595；2014a：179；

2014b：32、44；2014c：187）；廖憶華（2014：149）。 

     

擊國內的糧食自給率。如表 4-9 所示，糧食自給率從 1960 年代的超過百分之百，

降至 1990 年代的不到 4 成，千禧年過後更多徘徊在 30％，嚴重影響糧食安全，

而 2008 年春全球性糧食危機暴露了台灣休耕政策的問題。相應于此，台灣也從

農產出超國變成了入超國，自 1970 年代中開始出現農產的貿易赤字，時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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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數額已達每年百億美元之譜。由是觀之，農業經濟之停滯或衰退並未隨著諸般

農業政策的調整有所改善。 

 

三、農村生態：化肥、農舍 

 

    儘管農業部門的經濟產值占國內生產毛額比重極低（不足 2％），但在農村

發展（如休閒農業）及環境生態保育（如調節氣候、涵養地下水）等方面，仍扮

演重要角色。按李承嘉（2012：122-3）的研究指出，國人（一般民眾與農民）

普遍肯定農地的重要性，在農地保存議題上具有相當高的共識，並對農地的三生

功能表示認同，顯示「農業多功能」的觀點已逐漸在台灣社會生根成形。不過，

「三生農業」此一具有新農業體制精神的政策概念，在實踐層次上究竟有多少成

效則仍有待觀察。 

 

表 4-10 農地使用化肥與農藥情形                            單位：公噸 

 

註：農藥用量統計於 2010 年之後即無統計，而在 1990 至 1993 年之數值為農藥成品量，非目前

之「有效成分」的表現方式，故而未納入。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2：596；2014a：206；2011：207；2004：332）。 

 

如表 4-10 所示，在化學肥料使用量上呈現先升後降的趨勢，反映著早期「綠

色革命」的增產思維，直自 1990 年代末期，方才有所轉變；至於農藥的使用習

慣，更是非常晚近才有更動。相較于此等絕對量上的減少走向，圖 4-3 則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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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公頃農地的平均化肥使用狀況，其間又區分為耕地總數以及稻作、蔬菜與果樹

合計面積兩項，因為台灣農地閒置情形嚴重，是故以前者為母數恐有稀釋真實景

況之虞，而後者為主要農作，應較能反映實情。亦即，兩項統計的趨勢線（直線）

均呈遞增之姿，迥異于絕對數量上的漸減趨勢，且後者展現更高的成長率，尤其

是在 1990 年代耕地平均化肥用量開始出現下降趨勢時，稻作、蔬菜與果樹之統

計平均數值仍在上昇，逐漸拉開兩者的差距。 

 

換言之，農地的單位化肥使用情形仍在惡化中，絕對數量上的減少應是閒置

農地增加所致。循此，農地的健康狀態難謂改善，遑論永續。再就農舍興建來看，

雖然建築案件數及其樓地板面積非屬暴增之況，但整體而言，其數量不菲且處成

長之勢，複以零星建築對整體營農環境之破壞（如廢水搭排），此一發展趨勢仍

不利於農村生態之維繫（詳表 4-11）。 

 

從「三生農業」的政策理路出發，綜整上述分析可知，本章第一節所提及的

諸多調整政策，並無實效，農民、農業、農村（三農）之困境如故。無怪乎，2004

年紀錄片「無米樂」主角崑濱伯於片中自嘲道，他是「末代稻農」，甚至有「末

代滅農」之嘆。 

 

 

註：缺乏 1952 年的果樹面積，致使該年的平均化肥用量暴增。 

圖 4-3 每公頃耕地化肥使用量趨勢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2：586-7、5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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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台灣農舍興建情形                      單位：件；平方公尺；千元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2006；2014）之表 6-15 歷年核發建築物建造及拆除

執照。 

 

第三節 國土計畫下農地定位初探：以《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

查作業要點》為中心 

 

    以 2013 年為期，台灣耕地面積占全國總面積約莫 22.1％（即 799,830 公頃），

若加計林地與魚塭，廣義農地之比例更高達 81％（2,938,600 公頃），係重要的

國土組成部分。為達國土永續利用之目的，農地應在「維護生產、生態環境與促

進鄉村發展」之原則下合理分派，並建立完整的「農地使用管理與變更轉用機

制」。換言之，「農地資源空間調整」是農業部門，於確保國家永續發展及國土

安全，促進國土資源合理配置，有效保育自然環境等國土計畫功能目標中，擔負

的重要施政工作（黃書禮等，2004：151）。亦即，依據土地資源特性、環境容

受力及地方發展需求，在兼顧糧食安全、生態保育與經濟發展等各方面考量下，

使農地得以適地適用，提升整體國土利用效益，確保土地永續發展。揆其實，在

全球化與貿易自由化之外部壓力，以及農業轉型、升級與調整產業結構之內部需

要的脈絡底下，前揭農地資源空間調整之實務內容即在於「農地變更」，或言于

確保農業生產環境完整性下有秩序的釋出農地。畢竟，農地為農業、農村、農民

（三農）之根基，在整個農業政策體系裡具有關鍵性地位，倘無立足之「地」，

奢談三農的永續發展。至於如何衡平農業發展空間整備需求與有序釋出農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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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政策規劃與法制配套措施至為關鍵；職是之故，各相關機關乃配合增（修）

訂相關涉及農地管理、變更及興辦事業審查作業要點等 23 項法規，明確規定農

地變更使用之程序與原則（蔡秀婉，2004）。在眾多的配套法制規範中，作為決

定農地變更准駁依據之《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

無疑處於樞紐的位置， 能覺察農政機關的部門立場，亦可窺見晚近農地問題的

制度性成因。 

  

壹、《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概述 

 

依 2000 年修正公布之《農業發展條例》第 10 條規定，「農業用地於劃定

或變更為非農業使用時，應以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並先徵得主管機關之

同意；其變更之條件、程序，另以法律定之。在前項法律未制定前，關於農業用

地劃定或變更為非農業使用，依現行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惟該條文所課予之

立法義務迄今尚未履行，因此持續沿用 2000 年 5 月 3 日訂定發布之《農業主管

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雖然不無立法怠惰以及違背法律保

留原則之虞，但作為實務上農業用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之主要法令依據則屬確

然。不過，回溯該《審查作業要點》可以發現，其內容係承續自 1997 年 5 月 5

日台灣省政府公佈施行之《台灣省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 

 

是時，台灣省政府為執行《農業發展條例》第 13 條26及「農地釋出方案」，

乃訂頒全文共計 9 點之《台灣省審查作業要點》，內容包括訂定依據、適用範

圍、申請程序、違規使用地之變更處理原則、農業用地變更審查原則、隔離綠帶

之設置以及審查同意程序等。大抵上，這些內容是「農地釋出方案」所設之原則

性規定的具體化版本。後爰於精省之故，原台灣省訂定之各項行政命令均須重新

頒訂，《台灣省審查作業要點》亦在廢止之列，為賡續辦理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

查作業之需，遂於 2000 年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

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取代之。新訂定之《審查作業要點》全文 20 點，較

原有規定更為詳盡，涵蓋內容計有：訂定理由（第 1 點）、適用範圍（第 2、17

點）、申請程序與審議分工（第 3、15、16、18 點）、審查書件（第 4、14 點）、

違規使用之變更處理原則（第 5 點）、農地變更准駁原則（第 6~10 點）、隔離

綠帶（第 11~13 點）、審查小組（第 19 點）、審查費（第 20 點）。觀諸該《要

點》自 2000 年訂頒迄今，已修訂達 11 次之多（詳表 4-13），除顯示其重要性之

外，也反映著它的附屬性或工具性。 

 

一、重要性：所轄面積甚廣、羈束處分 

    

                                                        
26按 1983 年《農業發展條例》第 13 條規定，「耕地及其他依法供農業用地使用之土地，於劃

定或變更為非農業使用時，應先徵得農業主管機關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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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第 1 點，「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為辦理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特』訂定本要點」可知，

該《要點》係辦理農業用地變更使用之法令憑藉，其核心地位可見一斑。複就第

2 點「適用範圍」以觀，《要點》所轄面積至廣，對於組成並形塑國土機能具有

相當影響力，益增其重要性。以 2000 年初訂之版本而言，該點規定申請非都市

土地農業用地變更使用應徵得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者為：依區域計畫法編定為非都

市土地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變更為其他使用分區者；以及依區域計畫法編定

為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養殖用地、水利用地、林業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

保安用地變更編定為其他用地別者。至於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之田、旱地目

土地變更使用者，另依據都市計畫農業區審查作業規範規定及都市計畫審查程序

辦理27。若以 2000 年為期，當年的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合計面積為 582,861

公頃，約占國土之 16％；倘以農牧用地等相關非都市土地編定用地計，其面積

更廣達 1,469,065 公頃，所占比例則有 41％（行政農業委員會，2002：298、300）。

此等適用範圍之規定，嗣後分別於 2003 與 2013 年增列第三、四款之內容，亦即

「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農業用地劃定或變更為非農業使用者」以及「依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作非農業使用性質之容許使用或臨時使用」，使得農

業用地變更主管機關審查範圍進一步擴大。 

 

    後，從該《要點》之精神與形式來看，農業主管機關所為之農地變更准駁

意思表示，應屬「羈束處分」（王玉真，2005：95；劉小蘭，2009：174-5），

亦即當個案事實與法規之特定構成要件事實相符，行政機關即應作成特定效果之

行為（吳庚，2015：117）。首先，《要點》係為執行「農地釋出方案」而訂定，

其目的在於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完整性之前提下，有序的釋出農地，故規範要旨

係以「如何釋出」為核心關懷，只要符合規定，即無不同意之理，方合於農地釋

出之政策方針。其次，儘管部分條文未臻明確，例如「防止災害」、「妨礙農業

經營」等准駁條件之具體內涵有待進一步釋義，但觀諸 2000 版第 14 點「農業主

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表」（以附件存在）此一主要評斷依據，其規

範形式（即審查項目）係以「是否」表述，例如「申請事業設置之必要性及申請

事業計畫是否符合當地之需求」、「是否妨礙原有區域性農路通行」、「如位屬

山坡地，是否依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辦理」等，當個案審查項目結果為「是」時，

農業主管機關似無「不同意」之空間，亦即無裁量之餘地。複察第 6 點「不同意

為維護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而設，後二點旨在防範變更情形」之規定28，前四款

                                                        
27 按《台灣省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第 2 點之規定，應徵得農業主管機關同意之情

形有三：（一）依區域計畫法編定為農牧用地、養殖用地、水利用地、林業用地變更為其他

用地者。（二）依都市計畫法劃為農業區及保護區田、旱地目土地之變更使用者。（三）非

都市土地之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申請變更為其他分區者。亦即，都市計畫範圍內的農地

亦在農業主管機關的管轄範圍內，不若 2000 年《審查作業要點》將之排除。 
28 該點原條文為，「申請農業用地變更使用，經審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同意變更使用：（一）

未依規定規劃設置隔離綠帶或設施者。（二）使用原有農業專屬灌排水系統作為廢污水排放

使用者。（三）申請變更範圍內夾雜未申請變更之農業用地且妨礙其農業經營者。（四）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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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避區域計畫擬定機關之審查，並無其他限制性規定（如《農發條例》第 9 條之

「總量管制」原則），同樣反應著非屬除外情形即須同意變更的規範形式。如同

彰化縣政府承辦人員所言，「基本上只要符合法規的規定，我們無法駁回」（劉

小蘭，2009：175）。易言之，基層行政人員對相關規定之認知為，他們並無法

源依據作出不同意處分，正因為此等羈束處分之行政行為類屬，益發凸顯《要點》

在決斷農地變更使用個案上的樞紐角色。 

 

二、 規範特性：「分區分級」管制（劉小蘭，2009：169） 

    

如前所述，2000 年版《要點》在規範內容上可以結構／功能性地區份成：

訂定理由（第 1 點）、適用範圍（第 2、17 點）、申請程序與審查分工（第 3、

15、16、18 點）、審查書件（第 4、14 點）、違規使用之變更處理原則（第 5

點）、農地變更准駁原則（第 6~10 點）、隔離綠帶（第 11~13 點）、審查小組

（第 19 點）、審查費（第 20 點）。整體而論，訂定理由、適用範圍、申請程序

與審查分工、書件、違規處理原則、審查小組與收費等規定，為組成一完整審查

機制所需之要件，惟其規範主體則係由變更准駁原則與隔離綠帶共構成的「分區

分級管制」。亦即，將農業區類型化為辦竣重劃之特定農業區、未經重劃之特定

農業區、政府核定之養殖漁業生產區、以及一般農業區，並課予不同的農業區以

寬嚴不等之限制（即例外同意情形之多寡），依其管制之嚴密程度分述如下： 

 

(一) 辦竣重劃之特定農業區 

 

本區農地位於曾受重大農業投資（如水利設施、農路）之處，故受到 嚴格

的限制或保護，除「防止災害、國防需要及規劃農民住宅用地或行政院指定地點

專案核定之公共建設」等 4 種特殊情形外，不予同意變更使用（第 7 點參照）。 

 

(二) 政府核定之養殖漁業生產區 

 

此區農業用地之變更受到相對寬鬆的限制，其允許之狀況較諸第一類為眾，

計有「防止災害、國防需要、國家重大建設計畫、經行政院核定之事業或公共設

施、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設立之公益性福利設施、中央農業主管機關

專案核准輔導興建之農業計畫」等 6 種除外類型（第 9 點參照）。大抵上，該等

例外情事皆為廣義的增進「公共利益」之需，且以政府為主要的發動者。 

 

                                                                                                                                                               
礙原有區域性農路通行者。（五）申請變更農業用地面積已達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

應送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審查面積百分之九十以上，且有採取部分土地分割情形，以規避區域

計畫擬定機關之審查者。（六）申請變更農業用地面積已達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所定應

送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審查之面積，而藉分期分區開發，分次申請用地變更，以規避區域計畫

擬定機關之審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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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經重劃之特定農業區 

 

相較于前二者，此區農地變更所受管制更為寬鬆，同意變更之情形除「防止

災害、國防需要、國家重大建設計畫、經行政院核定之事業或公共設施、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設立之公益性福利設施、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輔

導興建之農業計畫所需用地、開發面積在二十五公頃以上之住宅社區或屬低污染

之工業區」外，亦包含「依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申請毗連土地變更為丁種建築用

地、申請毗連甲種或丙種建築用地土地變更為建築用地、特定農業區供道路使用

申請變更編定為交通用地、因重大建設計畫土地被徵收申請於自有土地變更編定

為建築用地、因重大交通建設計畫土地被徵收申請於自有土地變更編定為建築用

地、特定農業區內公立公墓更新計畫申請變更為墳墓用地」，以及「依非都市土

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第十點規定，經檢具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申請

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等狀況（第 8 點參照）。不僅允許的要件放寬許

多，申請變更者也納入了個人與個別零星的可能性，顯見農政機關對於此一類型

的農地採取較不嚴格保護的立場。 

 

(四) 一般農業區 

 

不同於前三類農業區農地變更審查要件所採之「例外排除」規範模式，一般

農業區之農地則以「條件許可」為之，亦即「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其事業計

畫者，得同意變更編定為非農業用地」（第 10 點參照）。儘管條文中以「得」

表示農業主管機關仍保有准駁之判斷空間，不過從其要件規定來看，此區農地變

更之同意權可視為交付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手中，反映著前者視一般農業區為

「釋出標的」的觀點。 

 

在前揭 4 類農業區之外，2003 年的修訂又新增了一類：都市計畫農業區、

保護區之農業用地（第 10 點參照）；其規定為，「除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

關另訂定有限制條件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其事業計畫者，得同意申請變

更使用。」換言之，此類農地與一般農業區者類似，係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扮演

主要的裁判角色，只是讓地方政府留有介入的可能性。就此而論，一般農業區以

及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之農地應是農政單位「有意」或「計畫」釋出之標的

農地。 

 

相應於上述寬嚴程度不等的變更審查要件，「分區分級」制同樣見諸隔離綠

帶或設施此一保護農業生產環境完整性之規定，亦即對於「不同使用分區轉用成

不同使用強度時採差異對待」，或言依保護程度之高低而課予不相容土地使用分

殊的防範義務，避免衝擊毗鄰農地之農業生產環境（劉小蘭，2009：173）。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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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點之規定，隔離綠帶或設施之配置標準如表 4-12 所示，其間的程度之別可

見一斑。 

 

    綜上，「分區分級」制固然寓有維護農業生產環境完整性之意，惟僅有限制

條件相對嚴格之別而無禁止轉用區之劃設的規範情形底下，其保全農業整體生產

環境之效果實不無疑議。再就隔離綠帶或設施之配置以觀，大規模的不相容土地

使用（如工業區）能否以綠帶或設施隔離亦難斷言，畢竟污染物往往會隨著環境

載體（如空氣、水）而移動。此外，2001 年 5 月修訂之《要點》第 12 點，列舉

之隔離設施為，具有隔離效果之「通路、水路、空地、廣場、平面停車場、開放

球場及蓄水池等非建築之開放性設施」。此一修訂雖然增加了規範的明確性，卻

也暴露出該等隔離規定似乎只有形式意義。試問，通路、空地、停車場等等開放

性設施能有何阻絕效果？爰此，所謂的「分區分級」制究竟能發揮多少確保農業

生產環境完整性之作用，恐難以期待！ 

 

表 4-12 隔離綠帶或設施之分區配置標準  

變更用途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山坡地保育、

特定專用區 

工業區 至少 30 公尺 至少 20 公尺 

住宅社區 至少 20 公尺 至少 10 公尺 

工商綜合區 至少 20 公尺 至少 10 公尺 

社福、擴展工業 至少 20 公尺 至少 10 公尺 

廢棄物處理、土

石採取碎解 
N/A 至少 10 公尺 

其他 不少於事業面積30％ 不少於事業面積30％

除 另 有 規 定

外，比照一般

農業區辦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2000 年《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

業要點》第 11 點。 

 

三、歷次修訂脈絡／理由 

     

由表 4-13 可知，《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自

2000 年 5 月訂頒公布迄今，已經歷了 11 次的修正。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各

種土地相關之（經濟）行為多以農地作為土地供給來源，而 1990 年代以降經濟

全球化的快速變遷引發台灣內部社會、經濟情勢的連動，致使農地變更依據之《要

點》亦須隨之頻繁更動。細究這 11 次的修正，除了個別微調（第 1、4、7、9 次）

外，另有兩大類原因：配合相關法令修訂（第 3、5、11 次）以及因應社會經濟

情勢變遷（第 2、6、8、10 次）。由《要點》之修正多因外部經濟、社會需要而

調整可知，《要點》被賦予的是工具性角色，不具主體性；特別是從保護農地的

角度來審視歷次修正尤為清楚（詳後述）。以下將先就後二個修訂類型，略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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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之脈絡或理由，一方面顯示國土計畫管理體系內諸般法令間的相互嵌合特

性，他方面亦說明《要點》的附屬性質。 

 

表 4-13 《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修訂一覽 

 
註 1：　表示「新訂」；　表示「修訂」；　表示「刪除」；反灰表示「重大」。 

註 2：表列變革未納入文字性的修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歷年《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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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濟政策或方案需要（第 2、6、8、10 次） 

     

2001 年 1 月 6、7 日行政院為「改善投資經營環境」，召開「全國經濟發

展會議」，並彙集其會議結論成「全國經濟發展會議結論具體行動方案」，該「方

案」目標之第 3、10 點分別為：「放寬使用土地管制，簡化土地變更流程，建立

工業區設廠服務單一窗口」，以及「建立地方政府吸引投資競爭機制，發展地方

特色產業」（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1）。為落實全國經濟發展會議有關合

理檢討農地變更標準之決議，農委會爰於 2001 年 5 月 17 日第 2 次修正《要點》，

擴大由地方政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之審查範圍（即特定農業區 2 公頃以下

者），放寬 921 震災重建區農地變更使用標準，並明文隔離設施之認定，且增列

得由地方政府按地方農業經營特性訂定隔離設施項目等規定，使農業用地變更之

規定更為明確，俾利產業用地之取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2）。 

 

    台灣於 2002 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須履行降低關稅、開放市

場及減少農業補貼之承諾，為因應加入 WTO 對農業之挑戰，協助農業部門轉型

升級，俾使農業得以永續發展，爰有修訂相關法令之需要；複以 2000 年修正之

《農業發展條例》第 77 條，即有「本條例修正施行滿兩年，由中央主管機關檢

討之」之明文，《農發條例》乃於 2003 年 2 月 7 日修正公布，其間涵蓋「因應

未來農業發展趨勢，建構農業結構調整環境；合理放寬農地管理規定，提高農地

資源利用效率；配合農業施正需要之其他必要調整修正」三大主軸（立法院，

2003b：437-9）。配合《農發條例》之修正，本《要點》亦於 2003 年 9 月 30 日

作出第 6 次修正，修正重點為：明定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及送區委會審議之大

面積開發案件的審查程序及內容、合理放寬辦竣重劃之特定農業區土地變更原

則、明確化與合理化隔離綠帶或設施之配置原則與標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03）。此外，同年 2 月另有《土石採取法》之制定公布，以應當時盜濫採土石

案件層出不窮之弊，而農地又是相關案件的重點處所，《要點》因此新訂農地變

更為土石採取設施、礦業用地、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設施等不相容之使用所需設

置之隔離要求。 

 

    面對全球化的競爭與兩岸經貿、京都議定書生效、人口結構高齡化與少子

化、以及政府效能滑落等各項問題，行政院於 2006 年 7 月召開「台灣經濟永續

發展會議」，凝聚社會各界共識，並達成 516 項共識。為落實該等結論，行政院

爰規劃三個「三年計畫」，構成 2007 至 2015 年政府的建設藍圖，以 2015 年邁

向「繁榮、公義、永續的美麗台灣」為國家發展的新願景與努力目標。「2015

年經濟發展願景第一階段三年衝刺計畫（2007-2009 年）」之規劃，即以「大投

資、大溫暖」為主軸，包含了產業發展、產業人力、金融市場、公共建設及社會

福利等 5 大套案（行政院，2006）。本《要點》因此於 2006 年 11 月再次修正，

增訂同意辦竣重劃之特定農業區農地變更使用之情形：「（七）民國九十八年十

106



二月三十一日前依據行政院 2015 年經濟發展願景第一階段三年衝刺計畫所規範

原設廠用地於依農地重劃條例辦竣農地重劃前已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申請毗連

土地擴展工業，且原設廠及擴展工業均屬低污染無公害事業者。」 

 

    2013 年之第 10 次修正係歷來之 ，不僅內容大幅更動，體例結構亦較為完

整合理。揆諸其「修正總說明」可知，此次修正主因有二：其一為 2011 年「全

國農業與農地研討會」及「全國糧食安全會議」，達成「從嚴審認及檢討農業用

地變更審議制度」且「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共識；其二為因應「農業多元發

展需要」，應適度鬆綁以符合「農業產業價值鏈之相關農業設施之變更使用」（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2013）。究其實，前者係行政部門回應 2010 年「土地正義運

動」、氣候變遷下「全球糧食危機」之表現（台灣農村陣線，2011；陳帥如，2011），

後者則為因應經貿自由化，提高產業競爭力，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農業加值」

政策之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4d）。爰此，確保農地資源、維護農業生產

環境之修正計有：增列「作非農業使用性質之容許使用或臨時使用」，亦應徵得

農業主管機關同意；明定興辦事業人應具體說明使用農業用地之「必要性、合理

性及無可替代性」之理由，同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須就上開理由表達支持與

否；強化不得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之審查要件；修正應留設隔離綠帶或設施之相關

審查事項與標準。至於落實「價值鏈」觀念，彈性調整農地利用管理之修正則有：

改變長期以農地重劃為優良農地之作法，調整特定農業區變更不再以農地重劃為

判斷依據（陳祈睿，2014）；農業所需產、製、儲、銷及休閒等相關農業設施免

提使用農地合理性、必要性說明。 後，整併相關程序性規定，確立中央與地方

農業主管機關之分工及審查作業程序。 

 

(二) 配合相關法令修訂（第 3、5、11 次） 

 

台灣的土地使用變更審議制度存有許多問題，為改善投資環境、釐清土地使

用變更審議程序，經建會配合行政革新工作進行相關土地使用變更制度之檢討，

從而有 1998 年「重大投資計畫認定標準及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審議流程」，以

及 2000 年「改進土地使用變更審議機制方案」二次重大變革，大幅簡化土地變

更審議流程（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6：6）。根據「改進方案」之指示，

內政部將非都市土地變更，逐步委託由地方政府審議，並於 2001 年 3 月 30 日發

布《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件委託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審

查作業要點》，由地方政府負責審查 10 公頃以下之分區用地變更之申請案。本

《要點》於 2001 年 10 月 24 日發布之第 3 次修正，即係為配合前揭《委託辦理

審查作業要點》之公布，爰修正直轄市或縣（市）農業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之面積

範圍，由 2 公頃擴大至 1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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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促進鄉村區邊緣畸零不整土地之有效利用，並處理過去通盤檢討遺留之個

案問題，2001 年 5 月 31 日《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爰作第 14 次修正，增

訂毗鄰鄉村區邊緣畸零不整，且未依法禁限建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非

作為隔離必要之土地，合於一定條件規定者，得在原使用分區內申請變更編定為

建築用地。相應於此，本《要點》乃於 2002 年 10 月 15 日發布之第 5 次修正，

增列辦竣重劃之特定農業區得同意變更之情形：「（四）凹入鄉村區為自然地形、

建築用地包圍或被合法建築用地包圍、夾雜之零星農業用地，符合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規定者。」 

 

    按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許可案件，依區域計畫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應向直

轄市、縣（市）政府申請，報經各該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即內政部）許可。當中

涉及目的事業、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等不同主管機關權責，為提升審議效率，

營建署爰於 2003 年整合訂定《內政部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許可案件申辦須知》，

並配合相關法制規定之變革而調整，2014 年 1 年 29 日所發布者為 新版本。從

國土計畫管理體系而言，本《要點》之規範自應與之相容；惟《要點》原訂之申

請程序與審查分工等條文，迄 2013 年方才整併為第 13 條，屬區域計畫擬定機關

審議者，其徵詢農業主管機關之審查程序略為:「（一）屬中央區域計畫擬定機

關審議者，經『中央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受理』後，應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徵

詢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不過，此一規定卻與前揭《須知》之程序相左，

後乃於 2014 年 12 月 26 日作出 新的一次修正，把上述條文改成，「屬中央區

域計畫擬定機關審議者，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受理及查核』後，應請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徵詢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使二者之程序性規定取得一

致。 

 

貳、《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主要變革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要點》幾經修正，期間更不乏如第 2、6、10 次大幅變

動者（詳表 4-13），因此無論是程序面亦或是實體面的現行規定，皆已與 2000

年初頒版本有相當差異，這樣的差異提供了一個觀察主管機關對於農地變更之態

度與立場的重要管道。不過，有鑒於程序面的變革往往肇因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系統的法令異動（如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的審查分工），且簡化（如逕詢地方

農業主管機關免依本《要點》）與趨繁（如農地變更使用說明書內容詳細程度）

之發展兼而有之，再加上地方農業主管機關係以「會辦」方式決定同意與否（王

玉真，2005：142；蔡秀婉、簡俊發，2006），而中央農業主管機關之審議則是

與區域計畫委員會併同舉行，以「列席發言」或內部「簡簽」方式於區委會表達

意見，並由該會保有 終決定權（劉小蘭，2009：180、181），顯示程序面的變

化較無助于作出部門立場的判讀。相對的，實體面的規定則較為明確而容易辨別

趨勢走向，例如例外允許項目的增多或減少，以及隔離綠帶或設施要求之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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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職事之故，以下的分析將集中在「分區分級」的同意變更項目以及隔離綠帶

或設施等保全農業環境之要求上。 

 

一、不同農業區同意變更使用之情形 

     

如本節第一部分分析所示，《要點》以「分區分級」管制為其規範特性，類

型（等級）化農業區並課以嚴密程度不同的規範，計有辦竣重劃特定農業區、政

府核定之養殖漁業生產區、未經重劃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以及都市計畫農業

區和保護區等 5 類。首先，就規範形式而言，2000 年 5 月初頒版《要點》對於

特定農業區與養殖漁業生產區係採「例外同意」之設計，亦即在條文用語上以

「除……外，不予同意變更」行之，而一般農業區則以「經……，得同意」為文，

可知後者為預計釋出之農地所在，意味著有秩序釋出農地的行政規劃思考。惟此

一模式旋即於同年的第一次修正出現變革，亦即重劃特農區之變更規定改成，「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同意」，並於第 2 次修正時，擴及未重劃特農區與養殖漁

業生產區。換言之，區分農地釋出之先後順序的預設觀點被剔除，此種一視同仁

的態度反映著農政機關維護優良農地立場的鬆動。直至晚近農地問題惡化，受到

學者與輿論的大肆批判後，特定農業區與養殖漁業生產區之規範形式乃再次異

動，成為類似原有之態樣，即「不同意變更使用。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無第

五點（即不同意變更使用）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變更使用」。再從個別分區

之規範內容變動情形來看，依表 4-13 可知，主要的變動多集中在特定農業區，

養殖漁業生產區與都市計畫農地皆僅小幅修正一次，一般農業區則是在 2013 年

的第 10 次修正時遭到刪除，更動情形分述如下： 

 

(一) 辦竣重劃特定農業區 

 

按 2000 年 5 月初頒版《要點》第 7 點規定，該區農業用地，「除防止災害、

國防需要及規劃農民住宅用地或行政院指定地點專案核定之公共建設所需用地

外，不予同意變更使用。」惟此 4 類除外規定，分別於第 1、5、6、8、9 次修正

時，逐步增列，並在第 10 次修正時與未經重劃特定農業區之規定整併而不復存

在。前揭歷次修正所增列之除外情形分別為：「政府機關興建辦公共建設或提供

公眾使用之設施、經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與農業經營相關之農業產銷設

施」（第 1 次）；「凹入鄉村區為自然地形、建築用地包圍或被合法建築用地包

圍、夾雜之零星農業用地，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者」（第 5 次）；

「申請事業用地變更面積已達送區域計畫審議規模者，因無可避免使用農地重劃

土地，且已依規定對使用農地重劃土地之灌、排水系統等農業建設投資未造成影

響，或有影響惟已研擬相關防護與配合措施者」（第 6 次）；「民國九十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前依據行政院 2015 年經濟發展願景第一階段三年衝刺計畫所規範

原設廠用地於依農地重劃條例辦竣農地重劃前已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申請毗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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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擴展工業，且原設廠及擴展工業均屬低污染無公害事業者」（第 8 次）。至

於第 9 次則是放寬政府興辦公共建設或供公眾使用設施，以及中央農業主管機關

核准或輔導之農業相關設施此二除外情形之額外限制條件，增列「民國八十九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前經專案輔導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既有農業產銷設

施，經認定確有擴展事業使用必要之毗連土地。」要言之，屬于原則不同意變更

使用之辦竣重劃之特定農業區農地，其除外情形之門是越開越大，益形弱化保護

優良農地之力道與可能性。第 10 次修正更直言，農地重劃工作實施已逾五十年，

個案實地情況不同，以經辦竣農地重劃為特定農業區農地管理之準據，未盡妥

適；且依區域計畫分區劃設原則，特定農業區屬法定較優良農業生產區域，不符

者應採分區調整方式辦理，爰與未經重劃之特定農業區規定整併，詳後述（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2013：7）。 

 

(二) 未經重劃特定農業區 

     

相較于前者，本區農地之變更規範原即較為寬鬆，除開「防止災害、國防需

要、國家重大建設計畫、經行政院核定之事業或公共設施、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專案核准設立之公益性福利設施、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輔導興建之農業

計畫所需用地、開發面積在二十五公頃以上之住宅社區或屬低污染之工業區」等

例外狀況，另列出「依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申請毗連土地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

申請毗連甲種或丙種建築用地土地變更為建築用地、特定農業區供道路使用申請

變更編定為交通用地、因重大建設計畫土地被徵收申請於自有土地變更編定為建

築用地、因重大交通建設計畫土地被徵收申請於自有土地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

特定農業區內公立公墓更新計畫申請變更為墳墓用地」，以及「依非都市土地變

更編定執行要點第十點規定，經檢具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文件，申請變更

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等得予同意之情形。此等已甚寬鬆的規定，在第 2、

7 次修正時被進一步放寬，前者額外納入依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申請「工業區以

外為丁種建築用地包圍或夾雜土地，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已作住宅用地使用之

零星土地變更為建築用地；依已核定住宅重建案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因徵收或

撥用，至剩餘建築用地畸零狹小，申請毗鄰土地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離島或原

住民保留地因住宅興建計畫申請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並排除「土石方資源堆

置處理場併作碎解洗選用途使用」於依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變更為特定

目的事業用地之列。後者則續行增加「規劃農民住宅；經行政院核定之公共建設；

政府機關興辦公共建設或政府機關興辦提供公眾使用之設施」等除外情形，且將

「申請作為營建土石方收容處理場所者」劃入得依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

變更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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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第 10 次的修正，調整特定農業區變更不再以農地重劃為判斷依據，整

併辦竣重劃（原第 6 點）與未經重劃（原第 7 點）兩類特定農業區之不同條文規

定成第 6 點，共計 8 款例外情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3：7-11）： 

 

i. 國防或防止災害之所需用地。此款刪除原有之農民住宅開發規定，因住

宅使用宜選擇其他適當區位規劃辦理之。 

ii. 經行政院核定之計畫或公共建設之所需用地。此款係原第 6 點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7 點第 2、3 款整併，酌修文字而成。 

iii. 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得辦理徵收事業之所需用地。配合《土地徵收

條例》之規定，「增列」此款規定，明定得徵收之事業者（如國防、交

通、水利、公用事業等），得同意變更使用。 

iv. 政府機關興辦之公共建設設施或提供公眾使用設施之所需用地。此款係

由原第 6 點第 1 項第 5 款及第 7 點第 4 款整併移列，且涵蓋政府公辦之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 

v.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設立之公益性福利設施或再生能源設

施。此款為原第 7 點第 5 款規定，另考量再生能源設施屬綠能產業，為 

未來能源發展趨勢且對農業環境影響相對較小，爰予「增列」。 

vi. 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為自然地形或合法建築用地包圍、

夾雜之零星農業用地。此款係原第 6 點第 4 款規定，而第 7 點第 9 款第

2 目及第 3 目意涵已納本款，故刪除之，並作文字修正。 

vii. 供公眾通行且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或公立公墓更新計畫之所

需用地。此款乃原第 7 點第 9 款第 4 目及第 7 目規定整併修正。 

viii. 經中央農業主管機關核准或輔導之產、製、儲、銷及休閒等農業相關設

施之所需用地。此款規定係整併修正自原第 6 點第 1 項第 6 款及第 7 點

第 6 款，以應農產業多元發展需求，以及相關設施利用多於原料產地進

行處理之實務需求。 

 

至於贅述條款（原第 6 點有關達送區域計畫審議規模之規定）、屆期不續辦

者（原第 6 點有關 2015 年經濟發展願景第一階段三年衝刺計畫之規定）、興辦

事業所在地區重劃比例等限制條件（原第 6 點第 2 項規定）、以及不宜使用特定

農業區農業用地者（原第 7 點有關住宅社區、低污染工業區、建築使用、特定目

的事業用地之申請變更使用規定）等，均予刪除。 

 

    綜整特定農業區之規範變革可知，於 2013 年整併重劃與未重劃之不同規定

前，兩者皆朝擴大開放的方向大步邁進，直至第 10 次修正方才予以收斂，將不

宜於特定農業區從事之使用剔除；惟就增訂「得徵收之事業」以觀，由於其範圍

益甚廣泛，複以徵收程序之規範仍未盡妥適，徵收案件多有浮濫之虞（徐世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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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陳炳宏，2014），現行之規範究係收攏除外情形，亦或是實質洞開則有待

時間之檢證。 

 

(三) 政府核定之養殖漁業生產區 

 

於初頒《要點》第 9 點規定，本區農業用地變更使用之除外規定有「防止災

害、國防需要、國家重大建設計畫、經行政院核定之事業或公共設施、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設立之公益性福利設施、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輔導

興建之農業計畫所需用地」，而在 2013 年的第 10 次修正中，新增了「依土地徵

收條例規定得辦理徵收事業；政府機關興辦之公共建設設施或提供公眾使用設

施；再生能源設施」之規定。易言之，本區之農地變更規定仍處於擴大開放的發

展線上。 

 

(四) 一般農業區以及都市計畫農業區和保護區 

 

一般農業區之農業用地變更，原規定為「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其事業計

畫者，得同意變更編定為非農業用地。」惟此一條文已于第 10 次修正時刪除，

其理由為一般農業區之變更亦應符合本《要點》規定之情形，並非均得同意變更，

為避免執行爭議，故予刪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3：13）。爰此，一般農業

區之規範可謂實質上不變。至於都市計畫範圍內農業區與保護區之農地變更規

定，由「除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另訂定有 限制條件外，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其事業計畫者，得同意申請變更使用」，修正為「除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另定有限制條件外，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不同之處在於將其審查規

定與程序分列於第 12 點，而無實質上的變化。 

 

二、確保營農環境完整之隔離綠帶或設施 

     

揆諸《要點》之修正歷程（詳表 4-13），隔離綠帶或設施所涉條文共計有四：

配置標準、合併計算情形、免設情形、以及配置基本原則。當中，配置標準是變

動 頻繁（4 次）且修訂幅度 大者，合併計算之條文則有 2 次修正，至於免設

情形僅有 1 次更動，並于第 6 次修正時被併入是時新訂之基本原則條文。所謂的

隔離綠帶或設施，係為避免或降低變更後各目的事業使用對農業生產環境造成的

負面衝擊而設，明文列舉之變更使用項目越多，表面上雖似對於前揭環境更加周

全的維護，實則是為愈多的不相容使用開啟入侵農地的方便之門，特別是當配置

原則及隔離設施等規定亦有效果上之疑義時，相關規範能否發揮確保營農環境完

整性之作用不免起人疑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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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按表 4-14 所示之隔離綠帶或設施配置標準修訂沿革可以發現，該條

文列舉應配置適當寬度之隔離綠帶或設施之情形越來越多，而彈性配置之適用範

圍也變廣。就使用分區別而言，2000 年初頒版僅含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

山坡地保育區及特定專用區，後於 2001 年修正時增列了森林區。次就明文「允

許」之不相容變更使用項目以觀，特定農業區由「工業區、住宅區、工商綜合區、

社福設施與擴展工業以及其他」，陸續於 2001 年、2003 年與 2013 年分別增加

了「廢棄物處理場」、「土石採取與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設施（刪除社福設施）」、

以及「科學園區」；一般農業區則從原初之「工業區、住宅區、工商綜合區、社 

 

表 4-14 隔離綠帶或設施配置標準修訂一覽 

 

註：（>）意指「不少於多少公尺」；P 意指「配合土地規劃配置，其面積不得少於申請事業面

積 30%」；P'意指「申請變更編定面積未滿二公頃，得配合土地規劃配置，其面積不得少於申請

事業面積 3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歷年《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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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設施、廢棄物處理設施、土石採取碎解場、擴展工業以及其他」，於 2003 年

和 2013 年另外納入「礦業用地與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設施（刪除社福設施）」

及「科學園區」。此外，不同於變更為工業、住宅或工商綜合區之明確配置標準，

某些特定情形《要點》另有從權之彈性規定，例如「一定面積以下，得配合土地

規劃配置，其面積不得少於申請事業面積之 30％」。若以彈性配置為例，擴展

工業所需土地由原定之 1 公頃以下，在 2002 年修正時放寬成 2 公頃以下，而 2013

年新增「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規定辦理」與「行政院核定之輔導方案」

之類型，更有個案處理之可能。從此等變動情形來看，不難察覺農政機關對於維

護農業生產環境完整性之立場，逐漸鬆弛。不過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何以廢棄物

處理設施、土石採取、礦業用地、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等高度不相容之使用形態

亦在彈性配置之列？這樣的規定似有違確保農業生產環境完整之本旨。 

 

    其次，就合併計算之規定而言，初版《要點》第 12 點規定，「各目的事業

計畫審查規定，所規劃留設之綠地或保育地，其設置區位具有隔離效果者，得併

入應留設之隔離綠帶或設施面積計算。」是項規定於 2001 年第 2 次修正時補充

道，隔離設施之認定，指「具有隔離效果之通路、水路、空地、廣場、平面停車

場、開放球場及蓄水池等非建築之開放性設施」，並在 2013 年修正時又加入「滯

洪池」之列舉。此等修正固然對提升法規範之明確性有所裨益，但問題在於該等

「開放性」設施究竟具有何等「隔離」效果？當可堪併計面積之設施項目如此之

多，且多屬一般開發案件原即劃設者，是否會產生排擠「隔離綠帶」之留設可能

性或說意願？ 

 

    後，再就免設隔離綠帶或設施之規定以觀，原列之例外情形有二：因政府

辦理土地徵收或土地重劃而變更者，以及非都市土地鄉村區、風景區或工業區內

農業用地變更者（2000 年版第 13 點參照）。後於第 2 次修正時增加了「國家公

園區、河川區」之農地變更，並在第 6 次修正併入新訂的配置基本原則條文時，

又納入「都市計畫農業用地變更使用者」。除了此等免設之例外情形的擴增，新

訂的配置基本原則明文，「配置區位應與毗鄰農業用地相緊臨」，且除已有配置

標準規定者外，其 小寬度「至少應為 1.5 公尺」（2003 年版第 11 點參照）。

及至 2013 年修正，免設規定被刪除，但 1.5 公尺之原則予以保留。儘管刪除了

與確保農業生產環境完整要旨不符之免設規定，但 1.5 公尺的綠帶或設施又能發

多少的「隔離」效果？是否僅剩聊備一格的宣誓意義！ 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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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案研究(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二林基地 

 

本章從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二林基地(下稱中科四期)所在地區(即二林地區)的

發展歷史、中科四期計畫的緣起，以及中科四期的計畫變更，來呈現中科四期計

畫的區域地理歷史背景，以及計畫本身的發展脈絡。 

 

第一節  二林地區發展簡史 

 

根據《臺灣開發史》的考證，二林地區早在明朝崇禎年間即有西班牙人從滬

尾的淡水城(Fuerte de Santo Domingo)南下抵達當時的二林社(程大學，1991：54)，當

時的彰化平原已有相當多的平埔族社聚落，發展相當早。本節先從整理二林所屬

彰化地區的整體歷史背景與發展面貌，以及對二林地區有主要影響的彰南平原河

川、水利部分、特別是針對水患與治水，進行相關文獻記載的整理，呈現二林地

區發展的艱困環境。再透過日治時期對二林地區聚落發展有重大關連的大型農場

與製糖會社的土地開發、受到總督府支持的墾戶大地主與受招攬而來開墾落戶的

小佃農之間的生產與剝削關係，為理解後來爆發的農民運動以及二林地區發展，

建構基礎的背景脈絡。本節共分四小節，分別為：彰化發展簡史、彰南地區的河

川與水利設施、二林地區聚落發展：清領到日治時期、製糖會社的土地掠奪與生

產剝削，茲分別整如后。 

 

壹、彰化發展簡史 

 

一、地理位置與發展歷史 

 

彰化北以大肚溪與臺中市相隔，東倚八卦山脈與南投縣為臨，南以濁水溪與

雲林縣相望，西濱臺灣海峽，平地約占 90%，山地為 10%，主要河流有烏溪(大

肚溪)、貓羅溪、濁水溪，均西流入海。雍正元年，以虎尾溪起至雞籠山後止劃

為彰化縣(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219)設縣治1以後，行政轄區與所管保2、

                                                        
1 當時臺灣隸屬福建省臺灣府，行政劃分為一府(臺灣府)、四縣(臺灣、鳳山、諸羅、彰化)、二

廳(淡水廳、澎湖廳)。澎湖廳為雍正五年新設(翁  鈐，1974：7)。 
2 學者陳哲三考證地方志和契約文書(2008)，「保」是保甲之「保」，而非城堡之「堡」，清代

官方文書、官方戳記以及民間契約，95%以上都用「保」字。用錯誤的「堡」字從道光柯培元

《噶瑪蘭志畧》開始，劉銘傳的丈單起了推波助瀾的作用，而日本人將錯誤的「堡」字定為官

私通用的字。因此，本文中皆採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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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康熙中葉(康熙24年/1685)彰化地區平埔族社群聚落 

資料來源：洪英聖(2002)《康熙臺灣輿圖》,台北市：聯經。(局部) 

庄時常調整，甚至在日治時期曾全部併為臺灣縣或台中州轄下，一直到 1950 年

調整為現行的行政區劃一縣轄市、七鎮、十八鄉後，始未再調動 

 

(一)清領以前的彰化 

 

三百多年前外來族群(包括荷蘭人3及西班牙人及漢人4)抵達或遷移至臺灣之

前，無論平原、盆地或淺山、深山地區，大部份屬於南島民族的活動，估計約有 

 

 

 

 

 

 

 

 

 

 

 

 

 

 

 

 

 

 

 

 

                                                        
3 1624 年荷蘭佔領臺灣南部並建立政權，1644 年 3 月 21 日，荷蘭長官於赤崁舉行北部村社集會，

會中提到有關東螺、西螺社、Valapais 眉裡社，顯示西部平原在 1644 年以後才納入荷蘭人的

勢力範圍(江樹生，2000：249)。從 1659 年「教會及學校視察報告書」已知東螺社的教化率為

60%(中村孝志，1970:104-106)。;  
4 明鄭時期，鄭成功部將劉國軒曾討平中部沙輾社叛變，1676 (永曆 31 年，清順治 33 年)鄭經設

屯招佃於半線地區(今彰化縣一帶) (張素玢，20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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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17世紀末的半線(彰化)地區。 
資料來源：高拱乾(1696),《臺灣府志》, 「臺灣府總圖」(p2~5)(局部) 

六千年，之後，南島民族才逐漸漢化而成為「熟蕃」或「平埔族」(李壬癸，1994：

2)。根據學者的考證，今日的彰化平原地區，曾有 10 個平埔族社群的聚落(見圖

5-1)，八卦台地邊緣有半線、貓羅、柴坑仔、大武郡社，阿束、馬芝遴社，分布

在大肚溪到濁水溪間。而舊濁水溪以南到今天的西螺溪之間，有東螺、眉裡、二

林、大突等社，大突社本來居住於舊濁水溪北岸(今彰化縣溪湖縣境)，18 世紀遷

徙到南岸(今二林鎮境)(張素玢，2004：68)。 

 

(二)清領時期的彰化 

 

康熙35年(1696)、福建分巡臺灣廈門道高拱乾刊印的《臺灣府志》(學界通稱

《高志》)記載，當時的半線(今彰化市)屬於諸羅縣治，有「半線庄」的漢人村莊

地名(見圖5-2)，並載明面積「半線庄二甲」(高拱乾，1696：37、39)，此或與明

鄭時期軍隊的開發有關，但已證實有零星的漢人入墾彰化地區(郭伶芬，2002：

10；柯光任，2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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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 18世紀中葉的半線(彰化)地區聚落分布。 
資料來源：劉良璧(1740),《重修福建臺灣府志》, 「彰化縣圖」(p10~11)(局部)

到了1717年(康熙56年)周鍾瑄主修的《諸羅縣志》曾記，康熙35年以前，漢

人「流移開墾之眾極遠不過斗六門(雲林縣斗六市)，界內多諸番社，漢人雜居其

間」；從35年~49年，「流移開墾之眾又漸過半線大肚溪以北」(周鍾瑄，1724：

110)，並已有官方在半線庄設倉廒三間、社倉一間，以及半線街的記載(周鍾瑄，

1724： 30、32)，顯然短短的14年卻是漢人進入中部開發的重要年代，斗六以南

的移民在這個時期開始大量往彰化平原前進，更說明漢人居住的半線庄已具有商

業功能(郭伶芬，2002：7)。1721年(康熙60年)朱一貴事變後，清廷逐漸注重臺灣

軍事與政治防務，隨奉命平亂的族兄藍廷珍來台參與戎幕的藍鼎元建議應劃諸羅

縣以北設一新縣治(藍鼎元，1723：54)。1723年(雍正元年)巡視臺灣御史吳達禮

再次奏言，清廷遂在虎尾溪以北增設彰化縣(柯光任，2012：24)。1731年(雍正9

年)清朝再將大甲溪以北之地的刑名及錢穀，劃歸淡水同知，其餘地區則設縣治

設在半線(今彰化市)，彰化之管轄範圍至此確立在虎尾溪以北、大甲溪以南。 

 

依1740年(清乾隆5年)福建分巡臺灣道劉良璧所修訂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

的記載，當時的彰化縣下轄「十保，一百一十庄」；10個保分別為半線保、貓霧

捒保、燕霧保、馬芝遴保、東螺保、西螺保、大武郡保、布嶼稟保、深坑仔保，

以及二林保(見圖5-3)。二林保下，管有大突庄、舊社庄、火燒庄、七夕厝庄、火

燒厝庄、西勢庄、垓坮庄、過溝仔庄、文厝厝庄、西庄莊、蘆竹塘庄、土庫庄等

12個庄(劉良璧，1740：80)，以及2個社，即二林社與大突社(洪麗完，1997：65)，

範圍是大甲溪以南、虎尾溪以北、西至大海、東林北投南投「番界」的地區。到

1734年(雍正12年)，再分割二林保部分為深耕保(洪麗完、李坤北，200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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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 19世紀初期彰化地區聚落分布 
資料來源：周璽(1836),《彰化縣志》,「彰化山川全圖」(p2-3)(局部) 

 

 

 

 

 

 

 

 

 

 

 

 

 

 

 

 

到了1764年，臺灣府知府余文儀編修的《續修臺灣府志》記載「彰化縣舊十

保，管一百一十庄；今新分及加增共一十六保、一百三十二庄」(余文儀，1764：

73)，將貓霧捒保分拆成貓霧捒東保與貓霧捒西保、大武郡保分拆成大武郡東保

與大武郡西保，增加海豐港保、鹿仔港保、水沙連保，但尚未出現「二林街」。

而在1836年《彰化縣志》「卷二˙規制志」中，也記載了16個保，但名稱稍微不

同。分別為：半線保、貓霧捒保、燕霧保、馬芝遴保、東螺保、西螺保、大武郡

保、布嶼稟保、深坑仔保、海豐港保、鹿仔港保、水沙連保、大肚保、貓羅保、

南北投保，以及二林保(見圖5-4)，二林保下設有包含二林街在內的78個庄、街、

厝(周  璽，1836：42-51)，顯示二林已聚集了足夠的商業活動、形成街市。 

 

1812年(嘉慶17年)臺灣變成一府、四縣、三廳，彰化縣治調為東起「番界」、

西至鹿仔港、北達雞籠、南臨虎尾溪與嘉義縣接壤，管有16保、1,079庄、47(番)

社，原屬「深耕保」之二林市街及以南地區獨立為「二林下保」(洪麗完、李坤

北，2000：229)。1875年(光緒元年)，改二府、八縣、四廳，彰化縣仍屬臺灣府、

轄18保；1887年(光緒13年)，臺灣建省，原有臺灣府改為台南府，原彰化縣與嘉

義之間增設雲林縣，彰化縣轄又把烏日以北劃為臺灣縣，轄區大幅縮小，從原來

的18個保縮減為13個保(魏金絨，20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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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1901年彰化廳行政範圍(與現彰化縣鄉鎮行政區疊合對照) 
資料來源：根據1898年「台灣堡圖」以及現行彰化縣鄉鎮行政區界套疊繪製。

(三)日治時期的彰化 

 

1895年(光緒21年、明治28年)，馬關條約割讓台澎與日本，臺灣總督府成立，

全台劃為三縣一廳(臺北縣、臺灣縣、台南縣，及澎湖島廳)，彰化地區隸屬為臺

灣縣轄下「彰化支廳」。不久，臺灣縣及台南縣改為「民政支部」，下設「出張

所」，彰化地區屬「彰化出張所」，後又裁撤，改隸鹿港出張所。1896年〈臺灣

總督府地方官制〉頒佈，再改成臺北縣、台中縣、台南縣及澎湖島廳，彰化隸屬

台中縣轄下「鹿港支聽」。同年8月8日，鹿港之廳遷至彰化城，改稱「彰化支廳」。

1901年，總督府將全台改為20廳，直屬總督府管轄，彰化地區即設「彰化廳」、

下設員林、二林、溪湖、、田中央、蕃挖、鹿港、北斗等七個「支聽」(行政轄

區範圍見圖5-5)。 

 

1906年，總督府將20廳行政編制裁併為12廳，彰化廳再被併入台中廳；1920

年，廢縣制州，劃為五州二廳，彰化地區被分為台中州隸屬下的彰化市(州轄市)

以及彰化郡、員林郡、北斗郡。1926年雖然調整為五州三廳(增加澎湖廳)，然彰

化仍隸屬台中州，一直到日本戰敗、臺灣重歸中國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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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戰後的彰化 

 

1945年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在臺灣地區成立行政長官公署，行政區劃上仍沿

襲日治舊制。1945年12月上旬，行政長官公署訂頒〈臺灣省縣政府及省轄市組織

規程〉，重新劃定臺灣的行政區為8縣、9省轄市，彰化地區分屬省轄市的彰化市，

以及台中縣的彰化區、員林區以及北斗區5(翁  鈐，1974：9；宋澤來，2003：

173-174)。1947年行政長官公署廢除、臺灣省政府成立，1950年訂頒〈臺灣省各

縣市區域調整方案〉劃16縣、5省轄市、1局，將彰化市以及原屬台中縣的彰化區、

員林區以及北斗區(李坤北，2000：256)合併為彰化縣，轄一市、7鎮、18鄉至今。 

 

二、彰化縣人口及產業現況概要 

 

(一) 近年人口概況 

 

如表5-1所示，彰化縣於2013年底的戶籍登記人口數為1,296,013 人，其中男

性663,500 人占51.20％，女性632,513 人占48.80％，性比例為104.90。人口數較

上年底1,299,868 人減少3,855人(或0.30％)，平均每月減少321.25 人，每日減少

10.56 人。總戶數為375,940戶，較上年底372,303戶增加3,637 戶；每戶平均人口

數為3.45 人，較上年底3.49人減少0.04人，顯示家庭組織逐漸趨向小家庭制度。 

 

表 5-1 彰化縣人口統計 

現住戶口 
戶數 合計人口 男 女 

戶量 
年底 

(戶) 成長% (人) 成長% (人) (人) (人／戶)

2004 年底 336,670 --- 1,316,762 --- 680,785 635,977 3.91 

2005 年底 340,358 1.10% 1,315,826 -0.07% 679,764 636,062 3.87 

2006 年底 344,076 1.09% 1,315,034 -0.06% 678,645 636,389 3.82 

2007 年底 348,265 1.22% 1,314,354 -0.05% 677,590 636,764 3.77 

2008 年底 353,763 1.58% 1,312,935 -0.11% 676,162 636,773 3.71 

2009 年底 359,341 1.58% 1,312,467 -0.04% 674,594 637,873 3.65 

2010 年底 363,424 1.14% 1,307,286 -0.39% 670,812 636,474 3.60 

2011 年底 367,801 1.20% 1,303,039 -0.32% 667,920 635,119 3.54 

2012 年底 372,303 1.22% 1,299,868 -0.24% 665,895 633,973 3.49 

2013 年底 375,940 0.98% 1,296,013 -0.30% 663,500 632,513 3.45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 102 年彰化縣統計年報》no.63. 
                                                        
5 二林地區為台中州北斗區轄內之一。參閱李坤北，20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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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彰化縣與全國人口成長率曲線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華民國 102 年彰化縣統計年報》no.63.製圖。 

 

 

 

 

 

 

 

 

 

根據彰化縣統計年報，自2004年到2013年底的統計，彰化縣都維持在負成

長，而全國人口仍維持在正成長。不過，比較彰化縣與全國的人口成長率趨勢(見

圖5-6)，從2009年到2013年區間的成長率變化相似，顯示彰化縣的人口成長雖然

是低於全國的負成長狀況，但並個別的特殊因素，造成人口成長的變動異於全國。 

 

(二) 產業類型 

 

根據《後五都時代彰化縣城市發展策略》的統計分析(彰化縣政府，2011：

16-17)，以彰化縣本身而言，縣內產值 高(2006年)6的產業為二級產業，達

74.40%；其次為三級產業的20.73%；一級產業僅佔4.86%。而彰化的二級產業主

要是以傳統工業為主，包括機械設備製造、金屬製品製造、橡膠製品製造、家具

製造等；三級產業也以批發零售為主(彰化縣政府，2011：21~22)。 

 

進一步看彰化縣的一級產業，查《中華民國102年彰化縣統計年報》統計至

2013年底，耕地面積占彰化縣土地總面積107,439.60公頃之57.57%之普(彰化縣，

2014：10)，遠高於全國耕地面積佔總土地面積(36,009.49平方公里)7的22.20%，

縣市彰化仍為臺灣重要之農業生產區之一。另就從業人口方面看，彰化縣2012

年底8從事農業人口有346,759人，占全縣人口數1,299,868人之26.68%9；漁戶人口

                                                        
6 此數據為彰化縣政府主計處民國 85、90、95 年的工商及服務業及農林漁牧業普查統計。 
7 參閱行政院主計總處 2013 年統計年鑑 p3:「表 1-3 土地面積及耕地、森林面積」。 
8 截至 2014 年 9 月底止、彰化縣統計要覽資料期限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尚未發布 2013

年資料。 
9 對比 102 年底臺灣地區農牧戶數為 78 萬多戶，占臺灣地區當年底總現住戶數之 9.5%；農牧戶

人口為 299 萬餘人，占總人口數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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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11,827人占全縣總人口0.91%。兩者10合計雖僅佔全縣人口27.59%，不過，值

得提出來的是，彰化縣一級產業人口比例高於中部區域及臺灣地區，說明了彰化

縣一級產業相較其他縣市有其特殊性，位居中部區域及全國重要地位(彰化縣政

府，2011：16)。 

 

事實上，自古以來，彰化的農業活動發達且農產豐富。研究彰化歷史的學者

指出，施世榜引濁水溪興築水圳11後，濁水溪即不斷供給農業與生活所需之水，

也改變彰化地區的命運使彰化平原成為臺灣 重要的穀倉。以耕地面積而言，

1735年彰化縣治下水田面積以超開墾數十年的鳳山縣、諸羅縣(張素玢，2011：

168)，土地贍養人口的承載力提升，也使得人口快速成長(周國屏，2008：3)。到

了日治中期，彰化已成為全臺灣人口密度 高的地區(張素玢，2011：168)，人

口成長率在1916~1919年，1921~1943年甚至高於臺灣平均， 高(1936年)曾達

33.58% (周國屏，2008：8)。 

 

再回到當前的彰化農業。彰化農業的重要性具全國影響力， 2009年一級產

業總產值共計475億元，其中農業產值為193億元(占臺灣地區10.83%)、畜業產值

為257億元(占臺灣地區18.07%)、漁業產值為24億元(占臺灣地區2.85%)。農業以

種植稻米為主，花卉植栽亦相當重要，尤其是菊花，花卉種植面積達4,649公頃，

占全國花卉種植總面積34.83%，為各縣市之冠。其他農產品還有葡萄的種植面積

共1,441 公頃，占臺灣地區3,225 公頃的44.68%、將近全國半數，產地集中於溪

湖鎮、大村鄉及二林鎮；二林鎮蘆筍及豌豆產量全國第一；芳苑鄉胡蘿蔔產量冠

居第一；埔鹽鄉花椰菜產量全國 高；甘藷種植面積占臺灣地區的13.95%、居第

二，主要產地為大城鄉、芳苑鄉及福興鄉。 

 

落花生種植面積占臺灣地區的19.97%，產量為全台第二高，主要產地為芳苑

鄉、大城鄉及二林鎮；福興鄉豌豆產量位居第二；番石榴主要產地為社頭鄉及溪

州鄉，為全國第三(僅次於高雄縣社頭鄉、大社鄉)；製糖甘蔗產量位居各縣市第

四位，蔗主要產地為二林鎮。各項統計顯示，彰化的農業具有相當之重要性(彰

化縣政府，2011：18-19)。 

 

                                                        
10 彰化縣統計要覽未單獨提列畜牧業及林業之從業人口，亦未解釋是否併入農業。但從「農業生

產」所列之項目並無包含畜牧與林業來看，這方面的人口統計是缺乏的。 
11 即施厝圳或稱八堡圳。詳后文 p16「農田水利灌溉系統」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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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彰化(彰南/二林)的發展定位 

 

彰化縣政府依據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規劃之空間治理分區、以直轄市(六都)扮

演推動區域發展該區域進步之角色，帶領都會區內鄰近鄉鎮之發展的背景之下，

彰化縣依中部區域之發展定位「優質文化生活中樞與新興科技走廊」之願景。 

 

(一)中部區域計畫第一、二次通盤檢討 

 

1. 第一次通檢中對彰化地區的定位 

 

《臺灣中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是在1996.08.22由臺灣省政府公告

實施，計畫中指認「彰化雲林平原」為中部區域主要的農業生產地(臺灣省政府，

1996：4-12)，通檢當時，彰化縣總產業人口共60.5萬人，以農業比例 高佔33.8%，

其次為製造業29.1%，顯示彰化縣農業及工業均佔重要地位(p3-27)。是以，中部

區域計畫中確立平原地帶之優良農地應優先保護，維持農業生產使用，而對於丘

陵、高山等地區宜結合農產、遊憩資源，推動休閑農業發展，而改善農村基本生

產及居住環境，提高農戶實質所得(p5-19~20)。並將中部區域計畫五大生活圈之

一的「彰化生活圈」定位為重要農業生產地區12(p5-56)，故應保護優良農田，改

善農村生活環境，並配合觀光計畫推動休開農業。 

 

2. 第二次通檢的定位 

 

《中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2007)指認從彰南到雲林是臺灣的「黃

金農業走廊」，其定位為中部區域重要農業帶。其中彰化縣是臺灣重要的水稻、

花卉生產地，區位機能定位是「朝向優質鄉村聚落型態發展的田園生活區」，以

因應加入WTO所面臨的競爭下，利用既有的農業基礎，加強精緻農業生產。未

來並可配合觀光休閒產業整體發展，推動包括休閒農業、科技農業等措施，發展

成永續及休閒農業重鎮。另針對大肚溪口、漢寶濕地河海交會處等豐富的海岸生

態環境，在海岸保育前提下，應推動棲息地復育計畫，並結合王功地區，形成西

海岸休閒觀光帶。二林鎮更是「應為具備生產功能、農業技術升級、觀光休閒的

                                                        
12 本計畫階段已檢討到「中部科學園區四期」是規劃在「苗栗生活圈」中的苗栗縣後龍鎮，開

發面積 356 公頃(p2-7)。其因為「地方資源型工業已有基礎」，故能「藉由與新竹科學圈區及

研發機構之運作聯結，提供技街研發及管理服務機能」(p5-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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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產單元」。《中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也明確定位「中部科技

走廊」自后里到彰北，因此，配合高科技產業發展需求，持續推動彰濱工業區及

生活腹地之相關建設，並建立適居、便利之生活環境，搭配高鐵彰化站之田中鎮

結合社頭鄉及二水鄉，將彰化發展成為臺灣中部的交通樞紐與地方消費新核心。

換句話說，彰北朝配合「中部科技走廊」定位發展，彰南則配合「黃金農業走廊」

發展成優質的農業生產基地與田園生活區。 

 

(二) 後五都時代彰化縣城市發展策略(2011) 

 

《後五都時代彰化縣城市發展策略》的分析，彰化自古即為臺灣榖倉，今為

農業生產大縣兼工商發展重鎮(彰化縣，2011：49)為彰化的競爭優勢。彰化縣一

級產業人口比例高於中部區域及臺灣地區，說明了彰化縣一級產業相較其他縣市

有其特殊性。而競爭劣勢包括：1.地方財政拮据，現行中央補助制度、稅制改善 

 

 

 

 

 

 

 

 

 

 

 

 

 

 

 

 
圖5‐7    彰化縣後五都時代空間發展結構 
資料來源：彰化縣政府(2011)，《後五都時代‐彰化縣城市發展策略》: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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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利於彰化縣；2.全縣人口數呈現逐年下降趨勢，農村年齡結構老化；3.高質

素專業人力不足，企業研發能力亟待加強；4.二級產業以中小型工業為主，多為

未登記工廠；5.部分鄉鎮發展特色有待建立(彰化縣，2011：51)。並依彰化縣未

來空間發展結構(見圖5-7)，將彰化縣區分成四大發展分區：彰北發展區13－政經

都會中心；彰南發展區14－花田樂活城市；西南發展區15－科技產業新城；山脈

及濱海生態廊道。其中「西南發展區」目前產業發展以農業為主，但因為涵蓋了

「中科四期二林園區」、「二林精機園區」，故「發展策略」即以「高科技園區」

為本區發展之核心動能，定位為「科技產業新城」。 

 

「發展策略」把彰化主要的農業生產規劃在「用具有優良傳統的花卉與果菜

農業基礎」的「彰南發區」，定位為「花田樂活城市」，並指出，未來在中科二

林基地、二林精機園區建設後，對農業及生態的衝擊亦不可規避，建議以二林為

當地核心，整合鄰近鄉鎮的生活機能，並兼顧農業再發展與工業發展的平衡。 

 

四、小結 

 

從歷史文獻對於彰化地區的記載，1696年以前即有漢人的村莊與平埔族分區

共處，1717年時即有大量的漢人從斗六以南向北進入彰化平原定區，並發展出具

有商業功能的半線街。1723年設彰化縣後，1740年已有二林保的記載、1764年也

出現了二林港的記載，到1836年的《彰化縣志》就出現了二林街的記載。雖然，

「彰化之田，膏腴固多，磽薄不少。……，田少園多，土少沙多，海濱廣斥，未

浚畎澮；故土瘠而民貧也」(周  璽，1836：162)，但在先民的駢手胝足、開荊

闢棘之後，「墾務日興，成都成聚。物力之饒，溝洫之利，人多殷庶」(連 橫，

1920：121)，才奠定今日16彰化農業除稻米生產面積及產量為全國第一、花卉種

植總面積達5,500公頃(占全國41.51%)為各縣市之冠、葡萄的種植面積共1,366公

頃(占臺灣地區46.88%)近全國半數，其他如花椰菜、胡蘿蔔、豌豆、菜豆、蘆筍

等種植面積都是全國第一的農業環境基礎。在有三百多年漢人開發歷史的彰化平

原，即使臺灣農業之產值已退居產業之末，彰化的發展也必須避免對農地利用、

農業生產造成不可回覆的衝擊，否則將影響彰化、甚至臺灣甚鉅！  

                                                        
13 包括彰化市、和美鎮、伸港鄉、線西鄉、鹿港鎮、福興鄉、秀水鄉、花壇鄉、埔鹽鄉、芬園鄉 
14 包括員林鎮、大村鄉、溪湖鎮、埔心鄉、埤頭鄉、永靖鄉、田尾鄉、社頭鄉、北斗鎮、田中鎮、

溪州鄉、二水鄉。 
15 包括二林鎮、芳苑鄉、大城鄉、竹塘鄉。 
16 根據 2014 行政院《農業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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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彰南地區的河川與水利設施 

 

彰南平原在東螺溪(舊濁水溪)以南與西螺溪之間，基本上就是濁水溪的沖積

扇平原，大致包括溪州鄉、北斗鎮、埤頭鄉、竹塘鄉、大城鄉、芳苑鄉、二林鎮，

是本島由溪流形成沖積扇中 大的一個。自古濁水溪河道變換無常、造成大面積

的水患與沙害，根據《彰化縣志》「卷六˙田賦志」的記載，乾隆年間就有高達8

次17的「水沖」而施行的田賦減徵(周  璽，1836：161-171)，顯見河川與水利設

施對彰化地區的重要性。以下以河川與農田水利灌溉系統分為說明。 

 

一、河川 

 

(一) 河川系統-各上下支流 

 

濁水溪，包含下游的三條分流(見圖5-8)。位於北側的是「東螺溪」，通稱「舊

濁水溪」，由北斗流經二林抵褔興、芳苑交界出海，沿途經現在的溪州鄉、北斗 

 

 

 

  

 

 

 

 

 

 

 

 

                                                        
17 依序為乾隆 3、13、15、18、33、37、57、58 年。 

圖5‐8  彰化縣沖積扇平原與境內河川、排水系統圖 
資料來源：套疊中區水資源局「水資源利用現況」官方網站「臺灣中部地區主要

灌溉設施圖」繪製。http://www.wracb.gov.tw/ct.asp?xItem=897&ctNode=898&m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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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埤頭鄉、溪湖鎮、埔鹽鄉、二林鎮、芳苑鄉、褔興鄉，由麥嶼厝出海，又稱

「麥嶼厝溪」。位於中間的是「西螺溪」，也就是今日的「濁水溪」。流經西螺

鎮，由大城鄉台西村出海。位於南側的是「虎尾溪」，也就是今日雲林縣的「舊

虎尾溪」，流經斗六市，在「舊虎尾溪」海口厝莊台西庄出海(康原，2008：15)。 

 

(二) 水患與治水計畫 

 

濁水溪沖積扇平原區地勢平坦、沙丘地形發達。沖積扇上的河流，河道淺且

多伏流、失尾河(無出海口之河)，分流、網流發達，流路常因大水災而改變，1697

年就有濁水溪水患的記載(張素玢，2004：52)。藍鼎元的《東征集》「卷六˙紀虎

尾溪」(藍鼎元，1722：247)，描述了當年濁水溪上游的虎尾溪，水勢湍急、無

法行舟筏，且多河沙的情況：「虎尾溪濁水沸騰…粉沙漾流、水色如葭灰18，…

溪底皆浮沙，無實土，行者須疾趨，乃可過；稍駐足，則沙沒其脛，頃刻及腹，

至胸以上，……。溪源出水沙連，合貓丹蠻蠻之濁流為濁水溪。從牛相觸二山間

流下，北分為東螺溪，又南匯阿拔泉之流為西螺溪」(見圖5-9)。《諸羅縣志》記

載，「虎尾東、西二螺，水濁而迅急，泥沙滾滾；人馬牛車渡此須急行，稍緩則

有沒腹埋輪之患。夏秋水漲，有竟月不能渡者，被溺 多」(周鍾瑄，1724：286)。 

 

 

 

 

 

 

 

 

 

 

 

 

 

 

                                                        
18 「葭」，葭莩，就是蘆葦，古人將蘆葦燒成灰，置于律管，作為占卜氣候之用。色如葭灰是

指顏色如葭莩之灰。 

圖5‐9    18世紀初彰化平原水系 
資料來源：周鍾瑄(1717)，《諸羅縣志》「山川總圖」p2‐22(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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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留下了「……東螺清濁不定，且沙土壅決，盈洞無常。……去年虎尾寬，今

年虎尾隘。去年東螺乾，今年東螺澮」 (藍鼎元，1722：248) 的說法。 

 

自有文字記載，濁水溪在彰化平原發生過十多次大災變19，洪水氾濫成災，

造成河道變遷、民舍漂流(康原，2008：17)。《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簒》的〈濁水

溪護岸工事書類〉也記載：1855年(咸豐4年)洪水氾站「本流變更由東螺溪入海」、

1890年(光緒16年)的東螺溪氾濫致「各庄田園漂流80餘甲」、1893年(光緒19年)

有「番仔園、興化各庄，村民死亡四十餘名、田園流失二白餘甲」、1897年(明

治30年)9月9日有「洪水......自濁水溪以東螺溪為主流後，川幅未增，年年與期、

溪水暴漲，水害即伴之而來」等紀錄(張素玢，2004：57-58)。而《北斗鎮志》對

1893年的水患也有「光緒19年，濁水溪溪水潰堤，街北地區田園流......東螺溪不

但失去貨品轉運功能，由於水患頻仍交通因而受阻，繁榮一時街肆遂逐漸蕭條起

來」(張哲郎，1997：157、162)的記載。  

 

嚴重的一次發生在日治初期的1898年8月，1濁水溪發生重大水災後改道，

主流改道、導入西螺溪。當時濁水溪支流清水溪上游草嶺潭潰決，流路北移，洪

水回歸舊濁水溪故道，而使舊濁水溪成為濁水溪下游的主流，使當時的台中縣(包

括今日的苗栗縣、台中縣、彰化縣、雲林縣)受到極大的損害，從二水、溪州、

北斗、田尾、埤頭到二林都有嚴重水患；洪水沖破河岸，北斗街全市浸水，溪流

漲勢如奔馬，四塊厝、沙仔崙、曾厝崙、北勢寮土地大量流失。埤頭庄、田尾鄉

也災情慘重。至於二林附近則沖毀竹頭角、新莊仔、打銅一帶，造成新的溪流，

經港尾、崙仔腳、代馬、挖仔、柳仔溝、西庄仔、萬興之東或北，然後轉向東北

隅會合舊濁水溪入海(張素玢，2006：2)。這就是讓老一輩人聞之色變的「戊戌

大水」，足見濁水溪水系變幻無常，先民的移墾實異常艱辛。 

 

1911年(明治44年)濁水溪再犯大洪，平原受災、下游淤積，也形成更大的沖

積扇，次年，臺灣總督府便對濁水溪展開護岸工程。護岸以堅石疊成，上掛鐵條

蛇籠，各重要地方更以鐵條蛇籠調節水量。工事費81萬餘圓，人力達五千，逾一

年完成。但仍不能阻擋洪水肆虐，當年7月汛期時，鐵道橋北岸堤防又潰決，河

水淹入西螺街(張素玢，2004：61-62)。因此，殖民政府即於1916年擬訂了包括濁

水溪在內的河川整治計畫，除了是為了長年的洪水為患以外，也從經濟與軍事考

                                                        
19  張素玢考證相關文獻，彙整自 1721~1913 年，濁水溪就有 38 次的變遷或災害(張素玢，2004：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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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對業已貫穿臺灣南北的「縱貫鐵路」加強保護20，讓全島的透過鐵路運輸完全

掌握。從總督府的防洪工程計畫優先順位就可以看出，除對受災嚴重的地點進行

臨時性緊急搶修工程(1897~1916)外，有計畫的防洪工程(1919~1926)首重對跨河

的鐵路橋樑架設地點的上下游進行局部性防洪工程(馬鉅強，2005：126)，濁水

溪的河岸治理即為其中 重要的一項。1906年完工的縱貫鐵路中部段濁水溪鐵道

橋在1911年與1912年兩次暴風雨的受河水沖擊損毀，使得縱貫鐵路交通運輸中

斷。由於縱貫鐵路橫越台灣各主要河川，一旦洪水沖毀路基鐵橋，這條 重要的

交通命脈就為之中斷(張素玢，2006：172；王  鍵，2009：179)，從軍事面、經

濟面影響對臺灣的殖民統治甚鉅。濁水溪護岸工程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於1918

年開始進行，在後龍溪、大安溪、大甲溪及濁水溪等河岸興建部份堤防，於1920

年完工(張素玢，2004：58)。 

 

濁水溪整治的結果，有近34,790甲土地受益，年收入增加1,445,000圓。比較

施工前的1917年到完工後的1927年的十年期間，濁水溪的收穫增加167.88%、地

價增加180.20%21。由於築堤導水，至溪底浮現而得浮復地3,591多甲(張素玢，

2004：63)，成為日本移民屯墾村、日資私營農場、臺灣地方資本家私營農場的

主要基地，因而農業灌溉設施更形重要。 

 

二、農田水利灌溉系統 

 

(一) 日治以前二林地區農田水利灌溉系統 

 

清領時期彰化平原 著名的水圳莫過於1709年由施世榜22引濁水溪水所開

的「施厝圳」23，而彰南地區 重要的水圳則為「莿仔埤圳」(見圖5-10)。莿仔

埤圳開鑿時，因為全部是土堤為岸，為保護不受水侵蝕而崩塌，便以竹子削尖插 

                                                        
20 更有研究指出，早在清朝的臺灣鐵路脫離軍事管理之前，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便直陳為了鎮

壓抗日勢力、奠定統治臺灣的基礎，必須盡快興建一條正式連接臺灣南北的縱貫線鐵路(戴寶

村、蔡承豪，2009：37)。 
21 根據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土木課(1938),《土木事業概要》p30 記載資料換算. 
22 施世榜(1671～1743)，字文標，號澹亭，半線(今彰化)地區墾首施秉之長子。因祝清廷平朱一

貴事變有功，而授督司，後升至兵馬司副指揮。1709 年結合彰化鄉紳在鼻仔頭倡和村設圳頭，

後人稱為施厝圳。有文獻記為「施長齡」(鄭雅心, 2004:30)，其實是「業戶」名稱，而非人名。 
23 八堡圳於 1709 年開圳時，清朝尚未在臺灣設「保」，故學者認為俗稱的「施厝圳」才是正名，

在 1723 年清廷在彰化設縣、下轄有「保」以後，因為「施厝圳」灌溉區域遍東螺東保、武東

保、武西保、燕霧上保、燕霧下保、線東保、馬芝保、二林上保等八個保，才被稱為「八保圳」。

而「八堡圳」的寫法，又是清領後期，誤把「保」寫成「堡」(陳哲三，2008)以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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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彰化平原水利灌溉系統 
資料來源：引用中區水資源局「水資源利用現況」官方網站「臺灣中部地區主要

灌溉設施圖」套疊 Google Earth 衛星影像及中科四期範圍繪製。

http://www.wracb.gov.tw/ct.asp?xItem=897&ctNode=898&mp=6 

 

 

 

 

 

 

 

 

 

 

 

 

 

 

 

在岸沿，再以竹片圍成護牆。竹子多莿，故名為｢莿仔埤圳｣(鄭雅心，2004：31)。

根據學者研究，莿仔埤圳之開鑿始於清乾隆年間(1736~)鹿港人陳四芳集資所

築，灌溉面積1,200甲、設備不甚完整(張素玢，2004：246)，但為莿仔埤圳奠定

初步的規模。其後又有彰化來之蔡壽星，自埤頭來之許鳥美，自溪州來之葉惠清

等，相繼前來墾荒，從事農業拓耕工作，先後管理莿仔埤圳，完成頗具規模之水

利工程(林達雄等，1997：58)。 

 

1907年(明治40年)，民間因時修建莿仔埤圳的費用難以籌措，加上農民不勝

負荷，因而在次年2月，由當時的日治臺灣總督府頒布公共埤圳規則之後，納為

官設埤圳。當時，葉惠清被迫交出莿仔埤圳的管理權給臺灣總督府，改由政府出

資修造，一年後(1910 年)全圳完工(鄭雅心，2004：31)，因此，有許多文獻記載

莿仔埤圳是臺灣第一個官設埤圳，實為日治之後因官署接手拓建因而納入管理與

營運而變成官設，而非自始即由官方出資開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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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莿仔埤圳灌溉區域 

資料來源：許世融(2012),  〈日治時期濁水溪北岸粵籍移民裔的分布與變遷〉,
中華民國客家委員會獎助計畫 2011.01.01~2011.11.30）

http://www.wracb.gov.tw/ct.asp?xItem=897&ctNode=898&mp=6 

(二) 日治以後二林地區農田水利灌溉系統 

 

1901年7月4日，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府以「律令六號」公佈〈臺灣公共埤圳

規則〉，將莿仔埤圳認定為公共埤圳，從當時管理者葉惠清(時任溪州庄長)手中

收回、納入「台中廳」的公共埤圳管理(鄭雅心，2004：78)，1907年，總督府以

埤圳水租、賃金、 地方稅、埤圳補助費等方式，籌資為莿仔埤圳進行改修工程(張

素玢，2004：246)，合併當時的舊莿仔埤圳、三分圳、七分圳(賴志彰，2000：

186)共投入28萬4000餘圓之鉅貲，並徵集民工義務服役(林達雄，1997：58)，目

的在進行全面的修改，並盡可能的予以擴張。 

 

整治工程於1910年3月完工，當時的灌溉區域包括東螺東堡的下水埔庄之

內、下霸庄之內、西畔庄之內、圳藔庄之內；東螺西堡的舊眉庄之內、溪洲庄之

內、溪漧厝庄之內、新庄仔庄、牛稠仔庄、番仔埔庄之內、埤頭庄之內、連交厝

庄、三塊厝庄、斗六甲庄之內、大湖厝庄之內、小埔心庄之內、崙仔庄之內；深

耕堡的石屚磘庄之內、丈八斗庄之內、面前厝庄之內；以及二林下堡的犁頭厝庄之

內、後厝庄之內、大排沙庄之內、周厝崙庄之內(見圖5-11)，灌溉面積幾乎涵蓋

了南彰化平原的1/3(許世融，2012：19、20)，約為今日的溪州鄉、埤頭鄉、田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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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竹塘鄉、二鎮、大城鄉等區域，目前仍為彰化縣第二大灌溉系統，灌溉18,850

公頃的農田。就1925年(大正14年)日本陸軍陸地測量部繪製的二萬五千分之實測

圖(有稱「軍部圖」)來看，水稻田作區則明顯的增長(對照臺灣總督府1904年二萬

分之一實測圖〈臺灣堡圖〉)，此與莿仔埤圳的開發關係密切(張素玢，2004：250)。

1926年，刺仔增圳之流量平常為每秒6.944立方公尺、 高為每秒9.722立方公尺，

幹線長達23公里以上，支線共22條隙，長遠50餘公里。分線3條，長達9公里，共

計灌溉渠道超過84公里，可以灌溉之土地達3,983甲，在原北斗水利員會之區域

內，以刺仔埤圳 大，稱為第一大圳(林達雄，1997：58)。 

 

戰後的1949年11月，莿仔埤圳又進行一次全線大修改，1953年6月完工，幹

線總長達28,550公尺、總灌溉面積達8,597公頃(約8,855甲)(林達雄，1997：59)。

另外，根據二林當地文史工作者的田野訪調，二林地區的灌溉系統除了「莿仔埤

圳」外，還有沙山圳、竹圍子圳、十三戶圳、竹香圳、源成圳等，皆屬彰化農田

水利會二林工作站的管轄範圍(翁啟源，2007：122)，由於範圍廣大、年代悠久，

百年下來，鄉人大多不知悉其名稱，而直接稱為「大圳」24。 

 

戰後國民政府時期另一項突破性的治水計畫是「集集共同引水」工程。鑑於

濁水溪電力、灌溉等開發雖已具規模，但與全流域的蘊藏資源相比，相差甚遠，

加上洪害仍然頻生，下游農業區又因缺乏蓄水，在枯水期常因分配圳路系統之用

水而生糾紛(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1962：2)，1956年7月起當時的水利局即開

始研擬同源圳、八堡圳、莿仔埤圳共同進水閘計畫，壩址規劃在名間鄉。 

 

1958年由經濟部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以濁水溪全流域水資源開發為目

標，接手開發研究工作， 1961年底完成實質規劃工作(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

1962：4)，奠定濁水溪水資源開發之思想架構。1980年代臺灣省水利局開接辦此

項計畫，並奉指示加速規劃儘早完成。水利局於1984年6月完成「集集共同引水

計畫可行性規劃報告」，規劃目標仍以解決兩岸農業用水為主，惟正值農業經濟

低迷，對於政府投資此計畫之經濟效益一直有爭議，計畫遲遲無法核定實施。1990

年代台塑公司六輕廠商決定於雲林興建，政府核准開發「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

區」，其所需水源由集集共同引水計畫供應，另雲林地區公共給水一直使用地下

水，應一併解決。自此集集共同引水計畫乃朝多目標規劃，經濟效益目標亦獲解

                                                        
24 吳晟(2011),〈大圳悲歎〉, 自由時報, 副刊, 2011-08-07. http://news.ltn.com.tw/news/supplement/paper/51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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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且配合六輕廠興建時程，本計畫應加速辦理。依此原則水利局著手修正計畫，

行政院並於1990年10月同意先行開工，1993年正式核定實施。 

 

三、小結 

 

從對滾滾洪荒、水沖沙壓侵害的逆來順受，到積極地築堤護岸、開圳引水，

先民們努力與濁水溪共生共存可說是備極艱辛。當代以共同引水計畫積極地嘗試

高效率進行水資源分配與利用，彰化平原的水利可說是進入不同的階段。然而，

原先以河川治理以及下游農業用水的「流域管理型」計畫，卻仍不足以構成政府

水利投資的動能，直到有工業生產目的加進來後，政府才感到具有「經濟效益」、

才拍版進行水利建設。從此，彰化平原的水資源利用，農業已經退位、變成以「穩

定工業用水」為主要目標。農業的灌溉需求在缺水時期，就以「鼓勵休耕」來處

理，這樣的變化與影響，不下於大自然災害對農業的衝擊，更改變了彰化平原土

地利用的模式。 

 

學者也指出，台灣總督府的治水目的，期時除了減少洪水危害人畜田園以

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從經濟與軍事25的考量，而保護業已興建完成

的縱貫鐵路的不中斷。從總督府的防洪工程就可以看出，除對受洪氾嚴重侵襲的

地點進行臨時性緊急搶修工程(1897~1916)外，有計畫的防洪工程(1919~1926)一

開始是著重在對跨河的鐵路橋樑架設地點的上下游所進行的局部性防洪工程(馬

鉅強，2005：126)，以避免跨和的鐵路橋樑的橋墩不被沖毀，導致鐵道交通的中

斷，濁水溪的河岸治理即為其中 重要的一段。1906年完工的縱貫鐵路中部段濁

水溪鐵道橋，在1911與1912兩次暴風雨的受河水沖擊損毀，使得縱貫鐵路交通運

輸中斷，由於縱貫鐵路橫越台灣各主要河川，一旦洪水沖毀路基鐵橋，這條 重

要的交通命脈就為之中斷(張素玢，2006：172；王  鍵，2009：179)，從軍事面、

經濟面影響了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人為了水而與天爭的時代，變成了人與掌

握水資源分配者而爭的時代。水的使用，也深深地與分配正義的追求結合。 

 

參、二林地區聚落發展：清領到日治時期 

 

                                                        
25 更有研究指出，早在清朝的臺灣鐵路脫離軍事管理之前，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便直陳為了鎮

壓抗日勢力、奠定統治臺灣的基礎，必須盡快興建一條正式連接臺灣南北的縱貫線鐵路(戴寶

村、蔡承豪，20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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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考證，1721年即有「二林保」的建置(洪麗完，1997：65；李坤北，2000：

228)，1740年《重修福建臺灣府志》的「彰化縣圖」上已標示二林港的存在，

慢在十九世紀中葉，二林地區可耕地已經開發完成(張素玢，2004：247)，即使

不計入平埔族的聚落，漢人在二林的開發也有三百年的歷史。以下就二林地區的

行政變遷、聚落發展，包括日治時期的農場、製糖會社，以及移民村分別說明。 

 

一、二林地區之範圍 

 

二林地區位於彰化縣西南方，以今二林鎮為中心，處舊濁水溪下游與魚寮溪

之間之濁水溪沖積扇上，東接埤頭鄉、溪湖鎮，西連芳苑鄉、西南鄰大城鄉、南

接竹塘鄉，北隔舊濁水溪連接埔鹽鄉、福興鄉。歷史上的行政區劃上早期隸屬於

二林保。1740年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記載二林保管有12個庄(劉良璧，1740：

80)，《續修臺灣府志》「卷二˙規制」中記載二林保距彰化縣城五十里26，管有

五個庄(余文儀，1764：73、75)，到了《彰化縣志》就出現「二林街」的記載(周  

璽，1836：40)，顯示二林已有相當程度的商業活動。 

 

清光緒年間，二林地區屬臺灣府彰化縣二林上保、二林下保、深耕保範圍，

日治初期則隸屬臺灣縣(後改稱臺灣民政支部)彰化出張所管下的二林上保、二林

下保、深耕保；1897年改屬台中縣二林辦務署二林下保、深耕保，部分屬鹿港辦

務署二林上保；1901年改為彰化廳番挖支廳二林下保、深耕保，部分屬鹿港辦務

署二林上保；1909年再改隸台中廳二林支廳二林下保、二林上保及深耕保；日治

末期，改屬台中州北斗郡二林街；1945年，改隸台中縣北斗區二林鎮，1950年底

廢區署，改隸彰化縣二林鎮迄今。套疊1898年〈臺灣保圖〉之保界，現今二林鎮

行政區範圍，大約包含在二林下保、二林上保地區內，以及深耕保東北隅一部分

地區27(見圖5-12)。 

 

以現今二林鎮行政區為範圍28，轄區面積92.85平方公里，約52,841人(103年2

月)，密度約為569人/平方公里，追溯其源流，主要來自泉州、漳州，以及客家 

                                                        
26 《續修臺灣府志》也記載，半線社在南門外、二林社距城三十四里(余文儀，1764：81)，可見

當時漢番的生活圈域其實有相當接近。 
27 因地形的變遷以及過去的行政區劃圖有一定程度的誤差，致套圖時的邊界應有一定的差異，因

此，也可能有馬芝保西南隅一小部分地區，以及東羅東保西北隅一小部分。 
28 根據彰化縣二林鎮公所官方網站「鄉鎮介紹」。http://town.chcg.gov.tw/erhlin/01local/local02.asp 

(瀏覽日期：2015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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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清乾隆中葉彰化地區原住民聚落分布 
資料來源：1760 年「臺灣民番界址圖」(局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典藏。

圖5‐12    中科四期範圍與當年二林地區與鄰近各保地理關係位置 
資料來源：根據1898年「臺灣堡圖」堡界以及現行彰化縣鄉鎮行政區界套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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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平埔族已與漢人混居或通婚，不甚明顯。產業方面，自清代漢人移民入墾以

來，即以農為本；日治時期雖有工商業的開展，尤其是戰後，在臺灣工商業迅速

發展下，基本上仍以農業為 重要經濟活動(張素玢，2000b：2)。 

 

二、清領之前的聚落發展 

 

早在漢人入墾、建立聚落之前，平埔族即已在今二林地區活動並形成聚落。

舊濁水溪以南到今天的西螺溪之間的彰南地區，過去有東螺(Dabale Baoato)、眉

裡(Balbeijs)、二林(Gilim)、大突(Trugra/Turchara /Taytoet)等社(見圖5-13)。從地

理上屆分，現在的二林地區主要是二林社和一部份的大突社。根據中村孝志的研

究(1994：223)，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統治與抽稅的目的，曾對控制區進行多次

戶口調查工作，二林社與大突社，分別自1647年、1648年起已有相關的戶口數字

出現(中村孝志，1994：223)，1650年荷蘭人的調查，明確記載著平埔族二林社

的戶數與人口，二林社有419人、大突社有267人(洪麗完，2000：190)。以當時

的人口規模而言，二林社與大突社的規模算是平均以上的大社。《彰化縣志》「卷

六˙田賦志」推算的人口，二林社有84丁(換算有420人)、大突社有91丁(換算有455

人)，每丁徵兩錢，共額徵銀兩35兩(周  璽，1836：176)，顯示平埔族的聚落已

臻完整。學者推論，本地土地多屬沙地、河流常有水患，應該不利耕作、遑論水

稻。而人居聚落 早的營生活動，本來就從漁獵開始，二林地區處於新舊濁水溪

下游濱海地區的地理環境，除濱海條件外，因為有二林溪與魚寮溪流貫所以漁業

資源應屬豐沛，加上副熱帶季風氣候下的草原盛產鹿隻成為主要的經濟來源(洪

麗完，1997：57)，是能形成大社的可能原因。 

 

從原住民族的聚落範圍界分，彰南地區的芳苑鄉、二林鎮大部份地區、竹塘

一小部份，是巴布薩族(Babuza)二林社的原始社域(洪麗完，1997：52)。二林社

地處新舊濁水溪下游沖積扇上，包括今二林鎮的大部份(除萬興、挖仔、塗仔崙

為大突社域外)、芳苑鄉、竹塘鄉的一部份地區，即清代二林下保及深耕保部份

地區(洪麗完，1997：62)。而二林鎮北部，溪湖鎮西南、埔鹽鄉西南、芳苑鄉東

半部等地區，為洪雅族(Hoanya)大突社域(洪麗完，1997：52)，位處彰化平原偏

西南處，即清代二林上保的範圍，有舊濁水溪與麥嶼厝溪斜實而過(洪麗完，

1997：62)。據考證，大突社本來居住於舊濁水溪北岸(今彰化縣溪湖鎮境)，18

世紀才遷徙到南岸的二林鎮境(張素玢，200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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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領時期的聚落發展 

 

Blusse等人(1645)29所編定的《臺灣熱蘭遮城日記》(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曾提到二林地區的漢商多次向荷蘭Van Breen牧師請

求指定適當的地方以便居住之事(許雪姬，2000：5)，但漢人有規模移居本區，

根據學者的研究，應該是清領以後的事情(洪麗完，1997：62；張素玢，2004：

247)。 早的漢人開墾紀錄，相關研究與史料分別有《臺灣府志》30已紀錄臺灣

府諸羅縣、離府治460里有半線庄(高拱乾，1696：37)、《臺灣拓殖史及其族姓

分布研究》考證康熙中葉，大墾首施世榜等人開闢許多水圳、讓彰化平原拓殖興

盛起來的同一時間，有墾首曾機錄拓墾二林一帶(潘  英，1992：338)、以及楊

緒賢的《臺灣姓氏堂號考》記載康熙末葉林開燕進入墾殖(洪麗完，1997：65；

魏金絨，2000：47)，是二林地區 早有關漢人開墾的紀錄，雖然難以比對何者

為 早的漢人開墾時間，但在康熙年間應無疑義。到了1717年(清康熙56年)完成

的《諸羅縣志》，已經有船隻可由三林港載稻與脂，直達二林社的記載，為清代

關於漢人與土著部落進行交易的 早相關記錄(洪麗完，1997：64)。 

 

1721年(清康熙60年)，漢人設立二林保、隸屬諸羅縣，範圍包括今二林鎮及

附近竹塘、大城、芳苑等鄉鎮，及溪湖鎮、埔鹽鄉部份地方，涵蓋二林社與大突

社社域範圈(洪麗完，1997：65)。1723年(清雍正元年)清朝在原諸羅縣境，劃虎

尾溪以北、增設彰化縣及淡水廳(初設時又稱淡水海防廳)，二林保隸屬彰化縣治

轄內。1734年(清雍正12年)再分二林保一部份(今芳苑、竹塘等鄉)為深坑仔保(即

後來的深耕保)。乾隆年間，復自深耕保又分出二林下保，改原來二林保為上保。 

 

二林地區漢人大姓「同姓聚落」的形成，大致是在18世紀陸陸續續的入墾。

到了1760年(清乾隆25年)福建巡撫吳士功上疏清廷、請准台民「搬眷過台」，將

以往的渡台的禁令全面放寬，遂有大批漢人從大陸渡海來台，當然也促成二林地

區在清乾隆中葉之前形成漢人的同姓聚落(洪麗完，1997：65)。這一時期入墾二

林地區的有廣東潮州饒平縣涂順德，福建南靖莊三郎派下莊則周、莊幾生，以及

廣東嘉應州徐玉琳等入墾二林社域的二林街(在今二林鎮北平、南光、東和、西

                                                        
29 Blusse, J. L. et al(eds)(1645),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I: 1941-1648 Den Haag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erse Geschiedenis. 1995. p. 378. 引自許雪

姬，2000：5. 
30 根據台灣銀行重印《臺灣府志》的「弁言」說明，高拱乾的《臺灣府志》是在康熙 33 年編修、

35 年刊印。是以，可以確定《臺灣府志》所記載之開墾活動，皆早於康熙中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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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里)；福建泉州同安縣陳姓祖先耀錦、顯、猛等兄弟三人，先後移居大突社

域的二林上保大突草湖庄(今芳苑鄉崙腳、草湖、健平、新生、文津等村)(洪麗完，

1997：65)；另有謝姓宗族於1760年(清乾隆25年)攜眷渡臺，住居二林社域的路上

厝(今芳苑鄉路上村)並向二林地區發展；蔡姓祖先蔡自顯於1742年(清乾隆7年)

入墾二林社域的代馬庄(今二林鎮華崙里)。「同姓聚落」包括前述代馬庄的謝姓；

萬興、萬合庄一帶(今二林鎮萬興、永興、振興、萬合、趙甲等里)的陳姓；入墾

二林街、山寮(今二林鎮豐田里)、後厝仔(今二林鎮後厝里)及土人厝庄(今二林鎮

興華里)的洪姓；入居外蘆竹塘(今二林鎮外竹里)的林姓；居橋仔頭、丈八斗(今

二林鎮原斗里)的莊姓。及散居在竹圈仔(今二林鎮香田里)、大排砂(今二林鎮大

永里)、型頭厝(今二林鎮東興里)及其附近一帶的客家族群(洪麗完，1997：66-67)。 

 

整體二林地區的發展，在劉良璧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三」有記載「(東

螺溪)遵海而北，為三林港31；港水入至二林社」(劉良璧，1740：65)，顯示二林

地方已有船運自海溯河抵達，但未稱港32，到了余文儀的《續修臺灣府志》「卷

二」時，就有「二林港」的記載出現，只是「二林亦多沙線，水退，去口五、六

里」(余文儀，1764：112)。 

 

另外，從《續修臺灣府志》「卷五˙賦役二」記載當時清朝對土番社共34

社的徵銀紀錄(余文儀，1764：257-258)，對二林社的徵銀達「四百二十五兩一錢

二分四厘」，不僅高過東螺社並附眉裏社二社合徵的「三百七十兩零四錢四分」，

更是相鄰大突社「一百零五兩八錢四分」的四倍，是彰化地區平埔族社域33中，

單一社34徵銀 高者，顯見二林社地區在彰化地區中是相當的繁榮的。故而，到

了1836年《彰化縣志》「卷二」中已經有「二林街：屬二林保，距邑治四十五里」

(周  璽，1836：40)的記載。二林街的出現，顯示二林地區已經聚集了足夠的商

賈販夫，而發展城市街，在「田少園多、土少沙多、海濱廣斥，未浚畎澮；所以

土瘠而民貧」(周  璽，1836：162)的環境下，可想見在地居民辛勞勤奮的程度。 

                                                        
31 關於當時三林港的位置，一說在芳苑鄉的永興村(洪麗完，1997：58；張金絨，2000：47；)，

一說在大城鄉的西港(張金絨，2000：47)。 
32 《彰化縣志》也記載「遵海而北，為三林港，港口有商船到此載米粟。港水入至二林社止」(周

璽，1836：14-15)，雖晚於余文儀的《續修臺灣府志》，但並未以「二林港」加以記載。 
33 《續修臺灣府志》的記載中，所列之「土番社」並未明確以「縣」來區分各番社，而是 34 個

番社放在一起。但由於清代各「保」的行政區約略符合主要的平埔社群社域(張素玢，2004：

77)，因此，依前述原則，可清楚比對出屬於彰化縣治下的番社。 
34 徵銀 高者為「南北投社並附貓羅社」合征的五百零一兩三錢二分八厘零，但這一組為三社合

併，且南北投並非彰化縣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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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治時期的聚落－農場與製糖會社 

 

濁水溪沖積扇自古多水患，大量河沙加上強烈季風，在形成嚴重沙害，致村

常常散村、廢庄。日治後的1900年，臺灣總督府在二林地區進行規模達4000甲之

普的防風林種植的防沙工程(張素玢，2000a：3)，再加上政策獎勵，濁水溪沖積

平原的荒地開墾成為20世紀初期二林的重大經濟活動，許多資本家在這個區域紛

紛設置農場35。如大排沙(今二林大永里與東勢里一部份)地區有陳梓成前來設立

大排沙農場、本島資本家辜顯榮於山寮仔(今二林鎮豐田里)設的山寮農場、日本

三五公司的源成農場等。這些農場所招佃的移農、移民的居住與耕作區，逐漸形

成今日各聚落的一部份。 

 

(一) 三五公司－源成農場 

 

1902 年，臺灣總督府當時的總督兒玉源太郎想藉私部門公司企業的身份展

開對華南的事業經營，因此找上具有臺灣總督府前官員身份的日本資本家愛久澤

直哉36，作為所成立「三五公司」的台面上負責人37。1907~1908 年間「三五公

司」藉臺灣總督府的庇護，強制收買二林下保(犁頭厝、後厝仔)、深耕保(丈八斗、

石屚磘、面前厝、五庄仔)、東螺西保(大湖厝)近 2,026 甲土地，闢為「源成農場」(柯

任光，2012：47)，將原地主改為佃戶強制耕作。根據《蔡氏族譜》38的記載(張

素玢，2004：265)： 

 

(1907 年)突有彰化廳、警務課長帶著大小官吏數十人到二林，下令二林支廳

長傳召犁頭厝、丈八斗、後厝、面前厝等四段之業主於二林媽祖宮(前)。面

                                                        
35 日治時期的行生產聚落與日本政府的殖民政策直接相關，移民除了為了統治與「皇民化」殖民

地以外，建立民生物資(如蔗糖)的生產基地也是重心之一。臺灣總督府於 1902.06.14 以律令五

號頒布〈臺灣糖業獎勵規則〉，主要是對於開闢農場種植甘蔗者，給予金費獎勵，項目有：開

墾費、灌溉費或排水費、甘蔗苗費或肥料費、製糖機械器具費；對於所欲開墾之官有土地，將

免費貸與該地，且在開墾成功時並得給予業業權；為栽培甘蔗而施行灌溉或排水工程者，政府

得免費貸與官有地。開墾土地不僅幾乎免備資金，還有補助，開墾成功還可取得地權，吸引許

多本島「仕紳家族」甚至日本退休官員投入。 
36 愛久澤直哉曾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製藥所職務，1900 年(明治 33 年)8 月受聘為臺灣總督府

專賣局「囑託」(約聘人員)到印度、南洋及華南各地視察。1901 年(明治 34 年)3 月返台後被任

命為「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經濟部)部長，擔任經濟調查工作(柯任光，2012：44)。 
37 後來在臺灣總督人事更迭，佐久間佐馬太繼任後，三五公司作為國策公司的政策改變，臺灣總

督府逐漸收回、追討對三五公司的補助。1911 年(明治 44 年)後，三五公司雖仍繼續營運，但

以成為專屬愛久澤直哉個人色彩之公司(柯任功，2012：45)。 
38 張素玢之研究引自蔡淵騰編，《蔡氏族譜》(無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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諭：政府欲買此四段之土地經營做模範田，田每甲 80 圓、園每甲 40 圓，並

訂定一週內買收完竣，如不肯賣者，暫歸國庫，並設有臨時刻印所，大地主

申請印鑑證明，上有土地登記所另派多名巡察，按戶強迫收購辦理過戶登記。 

 

1908 年，一批民眾被連人帶眷帶到彰化廳二林支廳。在官廳已準備好刻印

師、土地登記所備好資料下，由官府強行徵購所有土地，總數近三千餘甲39。這

個範圍，根據平識善雄的研究(1941)有 3,030 甲，包含 5 個街庄、10 個大字村莊，

其中屬於農場核心地帶的「3 庄 7 大字」：(1)二林街(犁頭厝、後厝、丈八斗、      

石屚磘)、(2)竹塘庄(面前厝、五庄子)、(3)埤頭庄(大湖厝)，小計 2,712 甲；以及另

外的二林街(外蘆竹塘)、(4)北斗街(東北斗)、(5)沙山庄(草湖)，小計 318 甲。「3

庄 7 大字」因為是中心地區，遂窄化成為人們口中說的源成農場大字村莊，指稱

「源成七界」、「七界內」或「七界」(柯任光，2012：53)。 

 

源成農場除強制改佃外，也招募移民。 初經營一般農耕，後來逐漸轉向蔗

作。1911 年，「源成農場」自日本招募來的移民發現二林地區盡是荒野一片，

地表的鹽分猶如初雪，入冬後季風凜烈，在這種環境下從事農耕收成無望，於是

移民喧囂不平，怨氣沖天。這些日人移民曾衝進事務所，欲刺殺社長渡邊，渡邊

因而被砍斷三根指頭，帶頭鬧事的移民八人被押到三五公司旗山南隆農場(張素

玢，2004：256)，也算是二林地區農民運動之一！ 

 

(二) 辜顯榮－大豐拓殖 

 

辜顯榮在臺灣割讓日本之前，已經是萬華、大稻埕地區從事南北或生意的富

商。日軍「兵不血刃」地進入臺北城，辜顯榮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數次擔

任臺灣總督府的官職、民意代表以及勳章40。獲得日本殖民政府大力支持的辜顯

榮，1900年即設立「大豐館開墾事務所」，以「招佃入墾」的方式將外地的勞動

力移往墾區，從事荒地的開墾。佃農可以獲得開墾事務所的佃寮、農具、耕牛、

糧食等供應，加上開墾完成後可以獲得相當之土地，及1~3年不等的田租免除，

以這種方式，在1904年時已經完成鹿港地區300餘甲土地(吳文星，2011：32)。 

 

                                                        
39 詳〈爭議中の源成農場の罪惡史〉，《臺灣民報》，第 216 號（昭和 3 年 7 月 8 日），版 10。 
40 曾出任臺北保量局總局長、臺北保甲局總局長，台中廳參事、臺中州協議會會員、總督府評議

會評議員、貴族院議員，獲總督府敘勳六等、頒授單光旭日章、臺灣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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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辜顯榮以資金八萬圓開墾二林荒地，地段位於二林山寮(今豐田

里)，1916年(大正5年)竣工，為 早在二林開發的本島資本家(張素玢，2004：

251)，是除了「源成農場」外， 早進入二林的私營農場。這片以辜顯榮個人名

義經營的山寮農場、二林中西耕區，在1922年2月15日、辜顯榮創立「大豐拓殖」

後，轉由「大豐拓殖」經營。辜氏廣招農民佃耕，四方貧農甚至當時新竹、苗栗

的客家人也因農場的優惠條件而入墾農場。辜氏提供每戶個農三間竹管厝和耕作

所需化學肥料的一半。當時每分地年收穫約200斤稻穀，佃農與地主五五分帳(張

素玢，2004：253)。這些招墾而來的佃農，形成了如「十三戶仔」、「四戶仔」、

「十一戶仔」，以及以客籍佃農為主的「客人庄」 (或稱沙崙庄五十二番41、沙

崙腳)，和由桃園平鎮遷徙而來形成的「濁水膏掘仔」等聚落。 

 

1905 年，辜顯榮籌資 30 萬圓成立「斗六製糖會社」，後因原料採收區大部

分被劃為「大日本製糖會社」，而於 1907 年以 7.5 萬圓售予「大日本製糖會社」。

1919 年 12 月，辜顯榮又創立「大和製糖株式會社」，資本 500 萬圓，擔任社長

(吳文星，2011：32)；翌年，「大和製糖」與農場被「明治製糖」與「鹽水港製

糖」兼併，辜氏改擔任「明治糖廠」監察人。 

 

(三) 林本源製糖會社 

 

臺灣人林本源家族在臺灣糖務局長大島久滿次的勸誘42及臺灣銀行總裁柳

生一義等人的支持下，接受臺灣總督府的獎勵，於 1906 年 6 月以資本 200 萬圓

成立「林本源製糖合名會社」、在台中州彰化郡溪州庄設立一 750 噸的糖廠，總

經理為當時的臨時臺灣糖務局技師花和太郎，採取自有蔗園供應原料的作法。 

 

「林本源製糖合名會社」的原料採取區域為彰化廳二林上、東螺西等 2 堡全

境，以及武西、武東、東螺東、馬芝、深耕、二林下等 6 堡之一部分，與當時以

大肚下、線東、線西、燕霧上、燕霧下等 5 堡全境，以及馬芝、貓羅等 2 堡之一

部分為原料採收區日資製糖會社「新高製糖」幾乎瓜分彰化平原區域(莊天賜，

2011：235)。 

                                                        
41 因日治時期屬第五十二番地號. 
42 莊天賜的研究指出(2011:234)，林本源家族並分主動想發展製糖事業，乃因為有遺產上的資金

處理，請託當時的民政長官大島久滿次出面協助協調林氏家族各房意見，大島久滿次乃建議林

家各房以股份方式把遺產資金轉投資新式製糖事業，得到各房的贊成或無異議，拿出其中 200
萬圓成立製糖會社，其餘金額由臺灣銀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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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 年，「林本源製糖合名會社」亦想仿效日資源成農場靠官憲之力一夜

之間低價買進二林地區三千多甲土地的模式，以每甲田 70 圓、園 40 圓的低價來

收購溪州一帶土地，但遭業主激烈反抗， 後被迫以每甲平均 773 圓的價錢購買

(何鳳嬌，2003：168)。也因為價格過低，引起強烈抗爭，演成轟動的社會問題，

當時民政局長大島久滿次因之引咎辭職。 

 

1913 年「林本源製糖合名會社」因為連續兩年的天災導致生產受創、收入

虧損，由臺灣銀行提供貸款 90 萬圓，並依規定加入日人股東(其中有臺灣銀行代

表石川昌次與田邊米二郎)，改組為「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社長仍由林熊徵

擔任，經營權實際由擔任經理的臺灣銀行代表田邊米二郎所掌握(莊天賜，2011：

343)。自此其經營即受到臺灣銀行強力的控制43(何鳳嬌，2003：49)。1923 年以

後，砂糖業開始出現了長期蕭條的景象，致使部分製糖會社經營困難，造成臺灣

製糖也的一波合併潮，終於，1927 年 3 月，「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由「鹽水

港製糖」購併(許松根，2000：2)。 

 

(四) 二林在地墾戶－陳梓成、林爐 

 

位於二林下堡的大排沙庄(今二林鎮大永里與東勢里一部份)，有二林當地經

營米穀起家的地主陳梓成，依〈臺灣糖業獎勵規則〉、以設立大排沙製糖會社、

設置改良糖廍為名義，向臺灣總督府糖務局申請免費貸借官有地開墾蔗園。根

據規定，1907 年蔗園全數開闢完成後，陳梓成也依規定取得了開墾地區的業主

權(莊天賜，2011：212)。1912 年，陳梓成的大排沙製糖由辜顯榮購併。 

 

林爐44，二林鎮外竹里人，1920 年任二林區書記、庄助役，1923 年任庄長、

1935 年卸任。林爐與陳建上、謝蚶目於二林組織「振業株式會社」及「耕雲拓

殖株式會社」，並出任「振業株式會社」社長、「耕雲拓殖株式會社」取締役 (賴

                                                        
43 莊天賜從佐藤吉治郎，《臺灣糖業全誌》(臺中：株式會社臺灣新聞社，1926 年)的研究中找

到林本源製糖合名會社成立當時所訂定的「會社章程」，其中，規定社長、副社長由糖務局長

指定，經理的聘任與解任雖由社員多數決定，但仍需經局長認可(莊天賜，2011：233)。顯見

林本源製糖合名會社自始就是受到總督府的控制。 
44 林爐(1892~1951)，二林鎮外竹里人，幼入書房，並接受新式教育。1920 任二林區書記、庄助

役、庄長，二林信用組合長。與芳苑鄉陳建上(1890-1950，芳苑鄉人，富豪陳榜東長子、陳派

創始人)、謝蚶目合資於二林成立「振業株式會社」、「耕雲拓殖株式會社」，並出任「振業

株式會社」社長、「耕雲拓殖株式會社」取締役，林爐卸任庄長後，專事殖產，從事土地投資

買賣。與陳建上因合夥利益衝突，雙方壁壘分明，為彰南地區林派首要人士(賴盟騏，2009：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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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騏，2009：215)，其中，耕雲拓殖株式會社在 1912 年由辜顯榮購併(張素玢，

2004：252)。林爐卸任庄長後，專事殖產，從事土地投資買賣。1923 年，林爐擔

任二林庄長，連同公醫許學以及大城庄長吳萬益等，在「林本源製糖會社與蔗農

爭議」中，代表農民向林本源抗議不公平的採收政策，但不得要領。1924 年，

在聯合了二林、大城、竹塘、沙山等四庄共 2002 名的蔗農、聯名向臺中州及殖

產局陳情，才爭取每甲增加五圓(等於每千斤約補貼 0.0625 圓)作臨時補貼(謝四

海，2010：36)。這時候的林爐是幫蔗農爭取正義伸張的地方代表，然而在辜顯

榮的大豐拓殖與農民的衝突時，林爐卻是站在另一邊。 

 

辜顯榮在大豐拓殖株式會社(1902~1922)時期的三百多甲土地，就由林爐與

陳建上等人當中間佃戶，出面承墾再出瞨他人(張素玢，2004：269-270)。也是因

為與辜顯榮的這層關係，當辜家把大豐拓殖賣給日資的鹽水港製糖會社、卻沒有

告知佃農，1928 年時農民拒繳春租抗爭時，辜氏要中間佃戶林爐和陳建上放棄

收自小佃農的租穀作為讓步，但林、陳卻不願意(張素玢，2004：270) 45。而 1930

年(昭和 5 年)時，林爐等人將承租區內地上物的一切權利，以每甲價值約十八萬

斤的收穫物為計算，但轉手以每甲二十萬斤的權利金賣給會社，坐收二萬斤純

益，農民則喪失耕作權，成為製糖會社的雇工(張素玢，2004：270)46時，林爐並

沒有鬆手、依舊堅持自己的利益，讓農民處於被利用與雙重剝削的狀況。 

 

(五) 日本移民村 

 

日本政府為對殖民地進行民族同化，以長久領有臺灣，大力推動日本農業人

口的移民。當時臺灣總督府內主導農政、移民業務的新渡戶稻造、東鄉實等，本

身在日本就是研究與推動移民政策的學者。日本移民政策，從初期(1895~1908)

的放任、獎勵私營企業經營，到官、私並行，以及末期的官營。臺灣的東部是

早設立移民村的地方，臺灣中部會則是在 1938 年(昭和 13 年)之後(張素玢，1997：

432)。推敲其原因，可能是土地取得問題。東部容易取得大片土地，而臺灣西部

地區則因漢人早已入墾，取得大面積土地難度極高。然，濁水溪流域長年的水患

經過臺灣總督府刻意的治理，加上防風林的經營，產生適合移墾的沖積平原土

地。再加上實施土地登記制，無確切契據的漢人土地被編為「國有」，因此，移

                                                        
45 張素玢引自《臺灣民報》第 184 號，〈二林農民瞨耕交涉決裂〉,昭和 2 年 11 月 27 日. 
46 張素玢引自《臺灣民報》第 302 號「農民は立貧困と窮迫」,昭和 5 年(1930)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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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村在中部出現的機率變高。根據張素玢的研究，臺灣中部的移民村，是日本「私

營」移民村 早的地方，甚至是後期官營移民村 多的地方(張素玢，1997：432)。 

 

三五公司的「源成農場」就是獎勵私營企業經營的日本移民村之一。根據張

素玢的研究(1997：447)，臺灣中部的官營日本移民村都在台中州北斗郡，二林

西庄為六個官營移民村之一。日本移民村通常是封閉的社區，有完整的公共設

施，除了自設的學校、醫療所等，有的甚至有火葬場。 

 

西庄里 11~12 鄰的「移民仔」聚落，原本即為日治殖民後期的移民村「利國

村」，全村採棋盤式規劃，與現在的農地重劃相當類似。建於 1942 年(昭和 17

年)的利國村採密集式村規劃(張素玢，1997：447)，每戶約有 600 坪、初期有 20

餘戶日本人居住，並設有利國國民小學(洪麗完、李坤北，2000：189)。二林鎮

的「日本殿」，根據《二林鎮志》的考證，即為三五公司源成農場的日本移民村，

後來日本村遷居今芳苑鄉五圳頭庄，將此處農地與屋舍佃租給臺灣人，並繼續農

場的耕作工作，故稱為「日本佃」，當地還留有日本人竹內家族墳墓(洪麗完、

李坤北，2000：282-283)。 

 

肆、製糖會社的土地掠奪與生產剝削 

 

一、掠奪的制度性背景 

 

日治以來，造成製糖會社對蔗農剝削，其根源在於當時日本殖民政府對於蔗

糖業的政策。根據學者研究，日本自秀吉家康時代，臺灣就成為日本砂糖的供應

地，1650年前後臺灣的砂糖主要是輸出給日本(矢內原中雄，1985：199)，因此

日本佔領臺灣時，就非常注意蔗糖產業的掌控與發展。 

 

第四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根據當時的殖產局局長新渡戶稻造博士「臺灣糖

業改良建議書」的建議，讓臺灣的蔗作農業生產與製糖生產過程現代化，來改良

臺灣糖業，於是在1902年6月14日以「律令五號」頒布〈臺灣糖業獎勵規則〉(共

14條)，進行大規模的科學的獎勵政策(楊彥騏，2001：33)，因此，製糖會社紛紛

成立(見圖5-13)。而，為了讓鼓勵發展的臺灣糖業經營者原料取得不虞匱乏，更

在1905年6月7日以「府令三十八號」頒布〈製糖場取締規則〉(共4條)，規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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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日時期臺灣中部的日本製糖會社分布 

資料來源：1934 年(昭和 9 年)臺灣糖業圖(局部) 

 

 

 

 

 

 

 

 

 

 

 

 

 

 

 

 

製糖會社的製糖廠周邊一定範圍的蔗田，透過將全島的蔗作區域加以劃分或指定

原料採取區域(許松根，2000：7)，限定供應給該製糖廠，蔗農未經許可，不得

將採收的甘蔗運出劃定的各糖廠「原料採取區域」以外。原本是為了制止各糖廠

之間搶奪原料目的而定，以達成各糖廠的原料獨佔、供應穩定，但是，這樣的規

定反而造成甘蔗的買收價格可由個別製糖會社單方面指定，蔗農毫無置喙餘地

(杜昀玶，2012：212)，等於是方便資本家、製糖會社更能完全壟斷、獨佔製糖

原料。這樣做無意於鼓勵資本家與製糖會社剝削臺灣蔗農，若再遇到不肖的資本

家，勢必逼得農民走投無路、為生活揭竿而起(魏金絨，2007：37)。所以可以說，

〈製糖場取締規則〉的操作方式，是造成日許多次蔗農抗爭的制度性根源。 

 

二、蔗農的抗爭 

 

(一) 蔗農抗爭的背景 

 

二林地區長年以來就飽受濁水溪水患影響，加上東北季風，農民的開墾自然

相當艱辛，散庄或整庄遷移他處是時有所聞。日治之後，雖然有河道固堤工程以

及防沙工程讓墾殖環境逐漸改善，然臺灣總督府實行土地登記政策，農民常因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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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出確切的契據，土地被收歸公有，加上殖民政府有計畫扶植本地籍日本資本

家進行大規模開墾，而協助以各種方式吞併農民土地，使墾戶變佃農、佃農變雇

工。農民被長期壓榨、剝削下，形成二林(彰化)地區農民抗爭的特殊歷史。 

 

根據二林鎮公所官方網站「鄉鎮介紹」記載，至 1924 年時，會社與蔗農的

爭議已有 5 件(台中州北斗郡之林本源製糖會社溪洲工廠、台中州員林郡之明治

製糖溪湖工廠、台南州新營郡鹽水港製糖岸內工廠、台南州虎尾郡虎尾街之大日

正製糖本社、高雄州鳳山郡大寮庄之新興製糖會社)，至 1925 年已增至 12 件，

關連會社者共有 8 件。 

 

(二) 林糖蔗農抗議事件 

 

前文說明，日治時代製糖會社與蔗農因為「原料採取區域」之規定，而處於

沒有市場競爭下的不平等供給關係下。蔗農收成沒有選擇的只能共給指定的糖

廠，甚至甘蔗重量由糖廠過磅、蔗農不得參與，價格更是會社按蔗糖銷售情形由

糖廠片面決定，過磅往往偷斤減兩，據說當時蔗農懷疑林糖的磅秤信度，三個保

正(里長)跳上台車過磅，結果才增加八十斤，遂流傳「三個保正八十斤」的說法，

可見偷斤滅兩的嚴重(謝四海，2010：35)。而這種情形已經持續了兩、三年，而

甘蔗的收購價格都是在收割了一半才公布，蔗農根本沒有討價還價餘地(魏金

絨，2007：41)，蔗價更是一貶再貶，事事壓榨、處處剝削(謝四海，2010：35)。 

 

1923 年，由於糖廠設在溪洲的「林本源製糖」長期以來不僅偷斤減兩、收

割後單方定價，甚至同樣都是臺灣人，原料收購價卻比糖廠設在溪湖的日資「明

治製糖會社」為低，肥料供應價卻比較高。相鄰地區的日資「明治製糖」甘蔗收

購價每千斤 5.9 圓，林本源製糖只有 4.7 圓；而肥料明治製糖每包 3.3 圓，林本

源製糖卻 4.75 圓。兩者一年一甲就差了 170 圓以上(當時一斤肉只有幾毛錢)(謝

四海，2010：35)。 

 

由於長期的剝削問題，二林、沙山、大城、竹塘四庄蔗農由二林庄庄長林爐、

大城庄庄長吳萬義領銜，共二千餘人連署，向台中州、總督府殖產局請願，要求

林本源製糖會社支付臨時補發金。隔年，二林庄長林爐與同庄開業醫生許學，再

被蔗農推出為代表向林糖交涉，北斗郡守石渡榮吉加以調解的結果，該年十二

月，會社決定每甲增加五圓作為「臨時補給金」，這是蔗農集體請願第一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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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記錄(張素玢，2004：266；謝四海，2010：36)，但是「林本源製糖」的新規

定等於讓蔗農一甲地減少 170 圓的收入，前述 5 圓的補償雖然「聊勝於無」，但

也等於是施捨的態度，更引發蔗農的不滿與憤怒，更懷疑具有官方身份的林爐、

吳萬義兩位庄長偏向官廳與製糖會社，對農民的請託只是敷衍而已(魏金絨，

2007：42)，轉而向回鄉開業的李應章醫師求援(謝四海，2010：36)。 

 

(三) 二林蔗農事件 

 

林本源製糖會社(當時通稱「林糖」)蔗農爭議事件讓地方人士體悟到權利必

須自己爭取，尤其是需要透過一個有力量的組織來爭取權益(張素玢，2000a：6)。

1923 年，李應章47結合二林地區「臺灣文化協會」48士紳詹奕候、劉忠甫、蔡淵

鵬、陳萬勤等會員，自行進行研究種植甘蔗的成本、產值與糖廠收益等資料的分

析，並常常組織「農村講座」下鄉巡迴演講，教導農民 起碼的新知識，宣導日

本官商壓榨蔗農的不公不義之實情(謝四海，2010：36)。就在「林本源製糖」終

於願意每甲增加五圓作為「臨時補給金」的當月(1924.12)24 日，「臺灣文化協

會」的文化演講團到二林開設兩場「農林講座」，這是李應章首次在二林庄舉辦

的農村講演活動(杜昀玶，2012：213)。 

 

1925 年 1 月 1 日，2000 多位農民於二林仁和宮前之廣場，召開「農民大會」，

議決組織「二林蔗農組合」，以代表蔗農與林糖交涉。同年，4 月 19 日，深入

研究種蔗成本、編寫甘蔗歌、舉辦農村講座的李應章醫師(當時身份為「臺灣文

化協會」理事兼二林地方幹事)邀請會長林獻堂一行人到訪二林演講(演講會場在

一家碾米工廠)。6 月 28 日，「二林蔗農組合大會」藉「二林酒製造廠」正式成

立，是臺灣第一個「農民組合」(即農會前身)。當時參與組合的農民既有 404 人，

會中選出李應章為理事長，劉崧甫、蔡淵騰、詹奕候為常務理事，陳萬勤、謝黨、

謝月、詹忠、洪珍、詹昌寶為監事，另選出代議員 50 人，又聘任泉風浪(日籍，

台南新報記者)、鄭松筠(臺籍，辯護士)為顧問，正式掛牌連作，開啟了臺灣農民

組織的先河(謝四海，2010：36)。 

 

                                                        
47 李應章，1897 年出生於彰化二林，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為二林開業醫師、開設「保

安醫院」，是臺灣文化協會的籌備委員。 
48 臺灣文化協會，成立於 1921 年。任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人組織著重文化思想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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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農組合首先向「林糖」提出三項要求：甘蔗價收購價格提高及肥料代價減

低、甘蔗刈取前發表收購價格、雙方共同監督甘蔗價格的秤量，但會社卻不家理

會(矢內原忠雄，1985：244)。8 月，蔗農又陸續前往北斗郡、台中州總督府請願，

但仍然沒有結果。9 月 27 日，二林農民再度集會，議決五大訴求：採收前先公

布價格、價格由雙方決定、過磅有蔗農立會、肥料自由買賣、應公布肥料分析表。

10 月 6 日，李應章、詹奕候等組合幹部再往「林糖」交涉，遭到拒絕。10 月 15

日，第二次談判又告破裂。組合人士轉而求助於北斗郡守石渡榮吉，郡守亦僅敷

衍而已。蔗農眼看甘蔗採收期將至，於是一致聲明：在沒有公布價格前，甘蔗拒

絕「林糖」採收(謝四海，2010：36~37)。 

 

遺憾的是，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無視「二林蔗農組合」訴求，依會社表定的

採收日程於 10 月 21 日到二林竹圍(今香田里)陳琴的蔗田採收，被組合的蔗農們

阻止而作罷。次日，在有日本遠藤巡查部長、六名巡查及北斗郡特別高等警察支

援下，再派六十餘名委員、社員、工人到火燒厝洪江崙、謝財的蔗園欲強行採收。

此一強制採收的行動被二林蔗農得知，匆匆集結了一百多人前來阻止，雙方引發

衝突。日本巡查部長遠藤與六名巡查見狀拔見威嚇，卻在衝突中被蔗農奪劍，一

位日籍工人與五位巡查受傷。是為臺灣史上著名的「二林蔗農事件」，也是第一

個農民抗暴運動(張素玢，2004：268；謝四海，2010：37)。事件 後仍是日治

政府以「騷擾事件」為由進行大規模逮捕、逼供、判刑，共 24 人判刑確定並執

行，李應章因遭到通緝而走避福建廈門，二林蔗農事件以悲劇收場。 

 

(四) 鹿港辜家包圍 

 

「二林蔗農事件」兩年後(1927 年)，辜顯榮承接自「大豐拓殖株式會社」在

二林庄(今太平路以北)、轉租給佃農種植甘蔗的 292 甲土地，在沒有告知佃農下

就轉賣給「鹽水港製糖會社」49，引起佃農的不滿，拒繳春季租穀，並向鹽糖提

出五項條件：1.以前蓬來種的租穀實額改為九折的在來種；2.本季未繳交之租概

不追討；3.前年積欠之負債一筆勾銷；4.保證種蔗草每甲有 280 元以上的獲利。

5. 照農家所需食物播稻，水稻與甘蔗採輪作(張素玢，2004：269)。 

                                                        
49 張素玢研究(2004: 264)指出（統計自《土地台帳》二林鎮、芳苑鄉、大城鄉部分）「辜顯榮…

山寮段…和舊趙甲…，到昭和七年(1932) 轉賣給蓬萊不動產，至十二、三年(1937~1938)蓬萊

不動產和原屬辜顯榮的大部分土地，分別由鹽水港製糖和明治製糖收購」。與同一著作第 269
頁「辜家在二林庄承接大豐拓殖株式會社的土地…賣給鹽水港製糖會社時，沒有告知佃農…拒

繳昭和三年(1928 )的春季租穀」，兩者有所落差，有待另以其他文獻資料確認，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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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氏與佃農協議六百多甲地不必繳早稻，另外一百多甲仍懸疑未決，然「鹽

水港製糖會社」在事情沒有定數之前，請官方查封農民之晚稻(張素玢，2000a：

9)，爭議再起。11 月 5 日，「農民組合」在莊萬生、張萬福動員、帶領下，包圍

鹿港辜家；9 日，「農民組合二林支部」準備召開「反對扣押青苗大會」，當晚

演講前，莊萬生、謝財神、張福星等 5 名帶頭者被捕(張素玢，2004：270)。事

件的後續發展雖然辜氏意讓步，因此要中間大佃戶林爐和陳建上放棄收自小個農

一千餘石的租穀來解決，但林、陳皆不願(張素玢，2004：270)，真正的佃戶農

民遂坐收利益的辜家以及在地的大佃戶夾殺，成為 後犧牲者。 

 

三、戰後製糖會社的土地移轉/放領 

 

(一) 台糖公司對製糖會社土地的接收 

 

戰後，國民政府對於日治時期製糖會社的接收分城監管與接管兩個階段。監

管從 1945.11.2650到 1946.03.31，後組織「臺灣糖業接管委員會」開始接管，並

著手組織「臺灣糖業有限公司」，並於 1947.05.01 成立，原有日人所有之日糖興

業、臺灣製糖、明治製糖、鹽水港製糖四大製糖會社，則由糖業公司所屬之間區

分公司分別接收。 

 

由於二次大戰期間，糖業生產屬於重大物資，製糖工廠與相關設施受到盟軍

猛轟炸，光四大製糖會社的 42 座製糖廠中即有 34 座損壞(張季熙，1958：10)，

可見當時損害之慘重。二戰結束後，接收臺灣的長官公署規定「凡在民國卅四年

八月十四日以前被日政府依法給價徵收或已交換之土地房屋，即為公有土地，概

不發還」。 

 

由於戰後的「台糖」仍肩負「戰後全國製糖工業五年建設計畫」所賦予的供

應 100 萬噸目標，後台糖限於人力，對於二戰期間被視為重要經濟物資生產設

施、遭盟軍密集轟炸而設施殘破的各糖廠一時無法由台糖直接納入經營，所以希

望藉由農民的租墾來恢復土地的原狀，因此將一部分自營農場土地放租給農民，

                                                        
50 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的「臺灣糖業監理委員會」開始監理「日本糖業聯合會臺灣支部」。

監理期間，各項營運與生產適宜仍由原糖業會社人員進行，檢理人員僅負監督之責(張季熙，

1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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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糖廠負責人甚至告訴農民：「准渠等盡力開墾，當然永久放租」(何鳳嬌，

2003：193)。 

 

(二) 不當接收引起的抗爭 

 

等到臺灣省政府地政局要求台糖必須依照本省〈公有耕地放租規則〉時，由

於台糖擔心農民不配合種植甘蔗，因此擬結束放租、改為雇工經營，要農民返還

土地時，彰化、台南、高雄等轄內糖廠如溪湖、後壁林、旗尾等糖廠紛紛片面撤

消佃農租約、任意撤佃起耕(徐世榮，2009)，而引起農民的激烈抗爭。其中溪湖

糖廠起耕農民、取回土地的衝突事件中，1946 年底即發生有檢察署拘禁農民代

表、糖廠強行損毀農作物，並恐嚇糖廠設有監獄、打死人不償命的情事。根據被

拘禁的農民代表控訴： 

 

在當局未決定方針的期間內，所種的蕃薯；早期的至本年一月底，晚期的至

本年三月底交還糖廠，怎知道我們代表還沒出獄，糖廠便把我們耕種的地上

物毀損，而且在附近路上立牌告示，說如有違背糖廠者，打死人不償命，又

放言該糖廠第二工場設有監獄，對於反對糖廠的人，不用區署或警察所辦

理，可能拿去拘禁，亦有被捕之人曾挨過拷打(侯坤宏，1988：422)！我是

一個基督教徒，今年六十三歲，因見農民生活太苦，糖廠作風不合理，所以

做農民代表，對官方和廠方交涉，豈知糖廠竟把我們拘押起來，在番仔埔打

了一頓，到警察所又打一頓，至縣政府再打了一頓，聽說糖廠是國家經營，

當真國家會這樣待遇我們嗎?代表國家的糖廠可以這樣對待我們嗎? (侯坤

宏，1988：423) 

 

1947 年 1 月 28 日，又發生溪湖糖廠職員持槍械強制驅趕還在耕作農民事

件，經〈自由報〉披露後，行政長官公署要求台糖總經理查明回覆51。受害農民

陳文向北斗警察所提出的控訴文中，說明當時的情形： 

 

民國三十六年一月二十八日上午三時許，於原溪湖糖廠大排沙農場公有地以

牛手耙耕種胡麻時，被告人(溪湖糖廠職員楊西滄)與其他二人(不識姓名中有

一人執銃)、近告訴人大聲喝謂：『汝受何人許可前來耕種? 所種何穀?』告

                                                        
51 1947 年 3 月 22 日、寅養(36)民地丙字第 62 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代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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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答以現種胡麻。被告人繼謂：『汝(指告訴人)要即時將所播種胡麻種籽

一粒一粒收拾起來；不然決要縛汝到糖廠去』……被告訴人便罵告訴人王八

亂說，出手推動告訴人之手，另一個人將告訴人之牛索捆縛告訴人，尚且不

足，再解自己之羈絆縷縛，欲押至糖廠，因此告訴人大呼救人，被村民聞及、

趕至現地，被告訴人等見勢狼狽不堪， 似知自己所為不法，其手執銃之人，

始則解放捆縛告訴人之索，應予自由同行至大排沙農場附近……(侯坤宏，

1988：418)。 

 

同年 2 月 6 日上午，由縣參議員、埠頭鄉長、鄉氏代表、農會代表聯袂造訪

區長及警察所長，陳述詳情。區署警察所方面為圖圓滿解決，遂於 10 日，於北

斗區里民會館召開「北斗區公有地承耕農民大會」，除前述參議員、鄉長及諸代

表外，還有關係農民三百餘人出席，糖廠方面則有溪湖廠長代理、溪洲糖廠代理

參與，警察所長及區署民政課長也到場，會議由縣參議員陳勳擔任會議主席(侯

坤宏，1988：420)。 

 

據當時《青年自由報》2 月 22 日報導，一名農民表示：「在憲政公布的今

日，一切不合《憲法》的事情當然要撤廢，廠方屢次以非法的手段侵害農民的權

益，委實令人痛恨，如前次番仔埔農場事件，在檢察官判定侵占不起訴，農民沒

有犯罪事實，廠方竟昧於法治精神，使警察拘捕農民；餘恨未消，又以執銃的員

工來脅迫農民，甚至不法逮捕，毀損地上耕作物，此不僅為農民的損失，亦是國

家生產上的損失，如此糖廠作風是否合法，委實令人懷疑！」(徐世榮，2008)。 

 

整理從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時代，二林地區的農民運動(見表 5-2)在臺灣的

民主運動歷史中，可說是有著非常重要的份量。 

表 5-2  二林農民抗爭重要關係事件大事紀 

時間 事件/會議 

19020614 臺灣總督府頒布〈臺灣糖業獎勵規則〉，進行大規模的科學的獎勵政策。 

19050607 臺灣總督府頒布〈製糖場取締規則〉，指定蔗糖原料採取區域。 

1923 
李應章結合二林地區「臺灣文化協會」士紳詹奕候、劉忠甫、蔡淵鵬、陳萬勤等會

員，自行組織「農村講座」下鄉巡迴演講。 

1924 
林本源製糖會社蔗農爭議事件：聯合了二林、大城、竹塘、沙山等四庄共 2002 名

的蔗農、聯名向臺中州及殖產局陳情，才爭取每甲增加五圓臨時補貼。 

19250101 
2000 多位農民於二林仁和宮前之廣場，召開「農民大會」，議決組織「二林蔗農

組合」，以代表蔗農與林糖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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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會議 

19250419 李應章醫師邀請會長林獻堂一行人到訪二林演講(演講會場在一家碾米工廠)。 

19250628 「二林蔗農組合大會」藉「二林酒製造廠」正式成立，是臺灣第一個「農民組合」。

19250927 
二林農民再度集會，議決五大訴求：採收前先公布價格、價格由雙方決定、過磅有

蔗農立會、肥料自由買賣、應公布肥料分析表。 

19251006 李應章、詹奕候等組合幹部再往「林糖」交涉，遭到拒絕。 

19251015 李應章、詹奕候等組合幹部與「林糖」第二次談判又告破裂 

19251021 林本源製糖株式會至二林竹圍(今香田里)陳琴的蔗田強制採收 

19251022 

「林糖」在日本警察支援下，再派員到火燒厝洪江崙、謝財的蔗園欲強行採收。二

林蔗農集結了一百多人前來阻止，雙方引發衝突。衝突中日警被蔗農奪劍，一位日

籍工人與五位巡查受傷。稱為二林蔗農事件  

192702 鹽水港製糖合併林本源製糖 

19270609 「二林蔗農組合」正式更名為「二林農民組合」 

19271105 

辜家原來在二林庄土地在沒有告知佃農下就轉賣給「鹽水港製糖會社」，引發佃農

拒繳春季租穀抗議。官方立即查封當季稻。11 月 5 日「農民組合」在莊萬生、張

萬福動員、帶領下，包圍鹿港辜家。  

19271109 
「農民組合二林支部」準備召開「反對扣押青苗大會」，當晚演講前，莊萬生、謝

財神、張福星等 5 名帶頭者被捕。 

19450815 日本無條件投降 

19450829 國民政府任命臺灣調查委員會主委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 

19470128 

台糖公司「溪湖糖廠」片面撤消佃農租約，糖廠職員楊西滄以銃器(槍枝)強制驅趕

還在耕作大排沙農場(日治時代農地被徵收/強買，又再回租)耕作的農民，並以牛索

綑綁欲押至糖廠，引起激烈的衝突以及 300 多村民的不滿與聲援。 

1947228 
行政長官公署鎮壓市民對私菸查緝血案衝突而組織的請願、示威、罷工、罷市活動，

演變成 228 事件。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第二節  中科四期(二林基地)計畫 

 

壹、中部科學園區的起源 

 

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以外的園區基地開闢  

 

(一)「第二科學園區」的發展與選址 

 

由於新竹科學園區擴張的土地徵收受挫52(立法院，1990a：293-294；科學園 

                                                        
52 立法委員王令麟在質詢中指出，新竹科學園區第三期用地之徵收取得受到土地所有權人的強烈

反對，如在(1990 年)7 月底前徵收用地不成，則編定之工業用地即失其效力。另科學工業園區

管理局 1992 年所提出的報告也指出，新竹科學園區第三期面積(計畫)共有 533 公頃，因土地

徵收發生困難，只先開發位於新竹市轄土地之 19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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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國科會報行政院、建議在新竹以外縣市尋求設置「第二科學園區」的可

能性。同年12月，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即委託研究單位進行《設置第二科學園區

可行性研究》，提出候選基地設定基本條件，並發公文給各縣市自動提出符合條

件的土地區位。向國科會提出參與候選基地的縣市共有苗栗縣、雲林縣、嘉義縣、

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宜蘭縣與花蓮縣等8個縣政府53、11處候選基地，包

括：苗栗縣銅鑼、苗栗縣後龍鎮(海寶、灣寶)、雲林縣虎尾鎮(台糖)新興農場、

嘉義縣大林鎮(台糖)大埔美農場、台南縣新市鄉(台糖)道爺農場、高雄縣旗山鎮

手巾寮、高雄縣燕巢鄉北滾水及南滾水農場、屏東縣長治鄉大同農場、宜蘭縣蘇

澳鎮利澤工業區、宜蘭縣員山鄉、花蓮縣壽豐鄉(科學園區管理局，199：36-37)。 

 

根據第一階段評比，台大城鄉所與新亞工程顧問公司於1993年2月25日完成

《設置第二科學工業園區可行性評估》，然在相關政策尚未確立以及擔心地方的

壓力，國科會並未將專家模擬評估的結果公佈(郭俊麟，2001：46-47)。但行政院

卻在同年7月1日2388次院會中通過的「振興經濟方案」中正式提出「增設南部科

學工業園區」的計畫。換句話說，中部幾個縣市所提的基地，全部出局。而在整

個「新竹以外」的「第二」科學工業園區徵選過程中，不僅當時的彰化縣未提出

任何候選基地，台中縣、市沒有在「第二科學工業園區」的候選基地徵選中，主

動或被動提出來成為「中部科學園區」第一、二期的台中市西屯、台中縣大雅間

的大肚山台地，甚至根本沒有提送任何候選基地。即使「第二科學工業園區」評

選結束後，台中縣、市，或彰化縣等所謂「中科縣市」也無任何爭取「中部科學

工業園區」的提案聲音。 

 

(二) 政見催生的「第三科學園區」－中部科學園區 

 

1997年11月29日，直轄市、縣(市)首長大選，台北市長陳水扁連任失利。次

年4月17日，當選的台中市長張溫鷹邀請台北市前都市發展局長張景森到台中市

擔任副市長一職，張景森在當時宣布競選總統的前台北市長陳水扁陪同下，參加

台中市舉辦的「歡迎副市長記者會」。陳水扁在記者會中針對大台中的發展提出

「三個第三」：成立第三個直轄市、第三個國際機場、第三個科學園區。陳水扁

表示中央政府長久以來重南北輕中部，「台中市用排的、用輪的，也該輪到、排

                                                        
53  研究單位依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指示，發函邀請苗栗縣、台中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

台南縣、屏東縣、宜蘭縣及花蓮蓮縣、高雄縣等 10 縣，提出候選基地。 後提送者為 8 縣市、

11 處候選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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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中市政府，1999)。因此，台中市也用「三個第三」要求2000年總統大選

的兩組候選人，都承諾會在當選後兌現這項陳水扁開出來的「競選支票」。 

 

贏得2000年總統大選的陳水扁在就職前夕造訪台中時，向台中市民承諾會在

四年內兌現「三個第三」政見(盧金足，2000)，2000年5月20日宣示就任總統後，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即於6月完成《中部區域科技產業環境資源潛力之研究》、

行政院也在2714次會議中通過《新世紀國家建設計畫》，把「適時推動中部科學

工業園區之籌設」列為國家建設計畫。次年，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完成《設置中

部科學園區可行性研究》，行政院也通過「綠色矽島建設藍圖」，確立「有必要

促使中部產業升級、區域發展均衡，並於中部地區設置科學工業園區」的政策。

原本在「第二科學工業園區」沒有參與、完全未被納入評估的中部地區，就這樣

確立要成立一個「以生物科技、精密機械、光電及通訊產業等為目標引進產業」

的科學工業園區，變成臺灣的「第三個科學園區」聚落所在。 

 

二、中科四期的起源－中科三期爭議未定下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自2002年9月奉行政院核定成立，共分為：台中園區(台中

市大雅區及西屯區、面積466公頃，又稱中科一、二期)、虎尾園區(雲林縣虎尾

鎮高鐵特定區旁、面積97公頃)、后里園區(包括后里基地及七星基地、面積255

公頃，又稱中科三期)、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中興新村內，面積約259公頃，

又稱中科五期)，以及本研究的二林園區，共計五處。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的台中

基地、虎尾基地之開發效率屢屢創新紀錄，甚只有從計畫核定到工程開工僅10

個月又5天的紀錄，但這樣的「創新」到了中科三期的后里基地即開始波折不斷。 

 

2005年11月28日，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31次委員會議，雖然主要的決

議是「原則同意」通過「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3期發展區(后里基地)籌設計畫書」，

但更重要的是提出需重新檢討有關科學園區之選址與設立程序、應優先考量現行

去化工業區土地，甚至具體警告科學園區作業基金現已負擔沉重，未來在「科學

園區作業基金財務計畫評估」，未完成前，不應再陳報新設科學園區開發計畫。

實際計畫進行後的環評階段也爭議不斷，當時國科會即承諾不再開闢中科三期七

星基地，等到七星基地計畫時，又承諾不會再有新的科學園區。然不久，「中部

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籌設計畫」又送進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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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0日，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339次委員會議，審查行政院交

議、國科會陳報「『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籌設計畫書」一案，

一樣的問題又再出現。結果固然又是通過，但委員會在決議中的特別警告：「科

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債務餘額已達千餘億元」(三年前1231次委員會議時

所處的作業基金負債達630億元)，顯示當年「作業基金現已負擔沉重」的財務危

機不僅沒有解除，還加倍惡化。如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的決議，當時所決議的

「不應再陳報新設科學園區開發計畫」底線應為國科會謹守才是。當然，委員會

還是以「本案係屬愛台12建設之一，擬同意辦理」。但委員會依舊、再度設下底

線，要求「優先由民間參與，並促進廠商儘早投資生產」，並要彰化縣政府對所

承諾事項「日後不得以財政困窘為理由要求中央另行補助」，現在來看，這些「底

線」，在實際的科學園區開闢中，證明是一再地被打破。 

 

三、中科四期的選址競爭 

 

(一) 候選基地與評選程序 

 

2008.06.16日，中科管理局函請經濟部工業局、台中縣政府、台中市政府、

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等七個推甄單位，請其推薦

符合擴建需求之優良基地以納入中科四期用地遴選。受推甄單位共計提出下列七

處推甄基地參與遴選：(1)台中縣政府推薦「清水基地」、(2)彰化縣政府推薦「和

美基地」及「二林基地」、(3)南投縣政府推薦「名間基地」、(4)雲林縣政府推

薦「虎尾基地」、(5)嘉義縣政府推薦「馬稠後基地」、(6)經濟部工業局推薦「彰

濱基地」。依「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四期用地遴選作業須知」，中科四期用地設置

區址之遴選，因為候選基地少於十處，故採二階段評選作業方式辦理。 

 

第一階段「檢核」：由推甄單位提出推甄基地說明資料及自行檢核之基本條

件檢核表，經作業小組複核，排除法規規定屬不可開發區或不符必備條件任一者

後，產生決選基地。第二階段「決選」：決選基地，由推甄單位提出開發企劃書，

經委員會現地勘查後，召開基地決選會議進行適宜性評量及綜合評比，產生推薦

基地；推薦基地之推甄單位，應依基地決選會議之委員會意見辦理修正，提送開

發企劃書(定稿本)。由委員會召開推甄單位決選簡報會議，複經委員現勘後，由

委員以建立之評選指標體系進行適宜性評量與綜合評比後選定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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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科四期評選指標 

 

中科四期的選址指標分為環境條件、開發潛力、開發執行三大「向度」，其

下再分別區分「準則」與「衡量指標」。環境鍵向度下有「區位環境」準則，下

分面積規模與使用性、地區水資源條件、與上位計畫指導契合性；「自然環境」

準則，下分地形及地貌條件、可能環境災害；「限制環境」準則，下分環境敏感

區位之避免、污染源之避免、文化遺址及資產之保護。開發潛力向度下有「交通

環境」準則，下分與核心園區進便性、聯外交通進便性、國際運輸進便性；「產

業環境」準則，下分既有產業發展基礎、形成科技產業聚落潛能；「研發及人力

環境」準則，下分學術科研機構、人力資源供應；「生活環境」準則，下分都市

機能、教育設施、醫療設施、文化休閒設施。開發執行向度下有「開發配套」準

則，下分聯外交通改善性、水電設施配合性、環保設施配合性、周邊地區整體發

展配合；「財務負擔」準則，下分土地取得及開發成本、開發方式及政府出資金

額；「執行能力」準則，下分招商計畫、土地取得難易度、行政配合與承諾。 

 

委員會以「分析階層程序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來對不同評

估向度、評估準則、衡量指標間之相對重要性，決定因子相對權重之共識，其中

適宜性評量權重80%，下分三個大項，分別為環境條件28.75%、開發潛力22.08%，

以及開發執行29.17%，其權重分配如表5-3所示。剩下的20%為綜合評分。不難

看出「人定勝天」、「有志竟成」的思維，深植在科學園區的選址偏好中。檢視

此權重之分配，前10大的權重佔總權重之45.26%(前5大佔總權重之26.41%)。分

別為1.污染源之避免6.27%(環境條件-限制環境)；2.土地取得及開發成本5.93%(開

發執行-財務負擔)；3.環境敏感區位之避免4.85%(環境條件-限制環境)；4.地區水

資源條件4.75%(環境條件-區位環境)；5.土地取得難易度4.61%(開發執行-執行能

力)；6.行政配合與承諾4.55%(開發執行-執行能力)；7. 開發方式及政府出資金額

4.37%(開發執行-財務負擔)；8. 可能環境災害3.62%(環境條件-自然環境)；9. 聯

外交通進便性3.33%(開發潛力-交通環境)；10.文化遺址及資產之保護2.98%(環境

條件-限制環境)。前10大權重中，「環境條件」向度佔了5項，計22.47%；其次

為「開發執行」向度佔了4項，計19.46%；「開發潛力」有1項，佔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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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中科四期評選指標內容及權重 
向度 準則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說明 

面積規模與使用性 1.59%
 基地面積大小是否符合目標產業建廠需求規模
 基地周界形狀及完整性是否利於整體開發使用

地區水資源條件 4.75%  區域水源供需狀況、既有或新增水源是否可充份
供應園區用水需求 

8.69%
 

區
位
環
境 與上位計畫指導契合性 2.34%

 基地是否符合國土綜合發展計畫(草案)對各縣市
綜合發展政策之指導 
 基地是否符合國土復育策略方案之指導 
 基地是否符合區域計畫之指導 

地形及地貌條件 2.35%  基地地形地勢、坡度、氣候、地質、水文等條件

5.96%
 

自
然
環

境 可能環境災害 3.62%  基地及鄰近地區之斷層、淹水、振動、地層下陷、
土壤液化等可能環境災害 

環境敏感區位之避免 4.85%  基地是否位屬環境敏感、特定目的區位及應予保
護、或限制建築地區 

污染源之避免 6.27%  基地是否鄰近農畜養殖場所、大型煙囪、重工業
設施等環境污染源 

環
境
條
件 28.75%

 14.10%
 

限
制
環
境 文化遺址及資產之保護 2.98%  基地內是否有應予保存之古蹟、遺址及文化景觀

等文化資產分佈 
與核心園區進便性 2.39%  基地與中科台中園區行車距離 

聯外交通進便性 3.33%  基地與 近高速公路交流道行車距離 
 基地與 近高鐵車站行車距離 

8.07%
 

交
通
環
境 國際運輸進便性 2.34%  基地與 近國際機場行車距離 

 基地與 近國際港口行車距離 

既有產業發展基礎 2.93%
 基地半徑10公里內科學園區、加工區及工業區數
 基地所在縣市之登記工廠家數 
 基地所在縣市之工商及服務業企業單位數 

5.27%
 

產
業
環
境 形成科技產業聚落潛能 2.34%

 距基地 近既有科學園區距離 
 基地所在地區屬科技工業地域、傳統工業地域或
非工業地域 
 基地所在縣市國內1000大知識型旗艦廠商家數

學術科研機構 2.28%  基地半徑10公里內與科學工業相關科技之大專
院校及研發機構 

3.56%
 

人
力
環
境 

研
發
及 人力資源供應 1.28%  基地所在縣市技術性人力(專科及以上人口數) 

 基地所在縣市研發性人力(研究所及以上人口數)

都市機能 1.84%  基地與區域中心或地方中心之距離 
 基地所在地之都市階層(依區域計畫之界定) 

教育設施 1.03%  半徑10公里內之幼稚園、國中、小學校數 
醫療設施 1.39%  半徑10公里內之地區、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家數

開
發
潛
力22.08%

 

5.18%
 

生
活
環
境 文化休閒設施 0.92%  半徑10公里內之藝文活動場所、觀光遊憩據點及

大型公園綠地等設施 
聯外交通改善性 1.87%  基地聯外道路規劃及改善程度 

水電設施配合性 2.27%  地區水源及電力設施分佈情形及配合園區開發
之供應能力 

環保設施配合性 1.91%

 基地周邊污水承受水體條件、排放專管埋設距離
與工程難易度等條件 
 基地廢棄物處理設施規劃情形及配合園區開

發之處理能力 

7.36%
 

開
發
配
套 

周邊地區整體發展配合 0.86%  基地周邊地區配合園區設置之相關基礎設施、支
援服務 體系及未來發展規劃 

土地取得及開發成本 5.93%  土地取得及地上物補償費用、預訂負擔開發成本預估值

10.29%

財
務
負

擔 開發方式及政府出資金
額 4.37%  可降低政府財政負擔之開發或合作方式評估情

形，與各政府單位需出資金額 
招商計畫 2.35%  廠商進駐意願、招商成效及未來招商作業計畫
土地取得難易度 4.61%  土地權屬、取得方式、地主意向及辦理時程之配合性

開
發
執
行29.17%

 

11.51%
 

執
行
能
力 行政配合與承諾 4.55%

 地方政府行政配合與承諾事項 

資料來源：由「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專案小組第 2 
次初審會審查意見補充修正資料」之「表1.2.1 評選指標說明表」(p附16-122)及「表1.2.2 評

選指標權重」(p附16-123)整理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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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開發執行力」是評估權重中比例 高者，而「開發執行力」的

衡量指標如聯外道路規劃、水源及電力設施配合園區開發之供應、污水排放專管

工程難易度、配合園區設置之相關基礎設施、各政府單位需出資金額、招商計畫…

等，幾乎都可與「行政配合與承諾」直接連結。候選基地如能在「開發執行」向

度中的「財務負擔」準則(土地取得及開發成本、開發方式及政府出資金額)與「執

行能力」準則(招商計畫、土地取得難易度、行政配合與承諾)表現突出，是非常

具有影響作用的。因為，「行政配合與承諾」幾乎是看地方政府如何開出支票而

定，至於支票如何兌現，則多半適合准以後的事情。 

 

四、中科四期的選址疑慮 

 

廖本全教授在2011.06.23的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292次審查會議上，提

出：「真正重要的指標變成開發潛力(22.08％)與開發執行(29.17％)，外加綜合評

分(20％)，佔總評量權重的71.25％。請問這樣的指標與權重，還需要選址嗎?」

的質疑，主要原因在於遴選作業說明中明列用地需求的重要條件包括：「環境條

件」有：「水源供應：具有可配合園區開發時程，充分供應園區用水之既有水源、

已核定新增水源或水源調度計畫。」；「環境條件」有：「發展限制：避免位於…

嚴重地層下陷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特定農業區」。然在縣市首長極力動員爭

取、開出許多承諾之後，依照權重評分結果選定二林為 適基地的同時，彰化地

區的水源嚴重不足而必須依賴原本供給給國光石化的大度攔河堰水源是被放在

爭取計畫中的，超抽地下水使得地層嚴重下陷到必須要求臺灣自來水公司提出封

井計畫已經被多次討論。何況二林園區位於特定農業區、周邊並無科學工業相關

科技之大專院校及研發機構54……等等問題，當時也都看不到可以解決的跡象，

事後檢視，彰化也無能力解決這些先天性的問題。 

 

2009.04.07的環評委員會(中科四期)專案小組第1次(初)審查會上，臺灣生態

學會顧問張豐年就具體指責水利署規劃大度堰引用烏溪的水源供應，但大度堰

105年才能完工，環評審查也還沒過，是「先上車後補票，對百姓連哄帶騙」。

2009.04.28區域計畫委員會(中科四期)專案小組第2次會議二度審查會議上，農委

會也質疑二林園區內有「稻米產銷專用區」，且廢汙水可能衝擊漁業。溪州鄉長

                                                        
54 彰化縣政府曾提出一個佔地 3,000 公頃的大學城計畫，擬爭取中興大學(理工及醫學院)、台中

師院到大學城設立第二校區、邀請成功大學來設置航太院所。但這些「構想」至今並未有任何

的實質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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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上左：與各中部科學園區之關係位置；上中：與彰化縣之關係位置；上右：與二林鎮關係位置。下左：園區周邊舊

地名關係位置(臺灣堡圖1917)；下又：園區與行政里界關係 

圖5‐14  中科四期區域位置圖 

資料來源：引用彰化縣行政區劃圖、彰化縣二林鎮行政區域圖、1898年臺灣堡圖、

Google衛星行照圖等，套疊二林園區範圍繪製。 

黃盛祿就引農委會研究報告說明中科四期調度農業用水將會使彰化農業用水的

缺水量，每年擴大1,000萬至3,000萬噸不等，也將造成一萬一千公頃以上農田因

缺水而休耕(林宛諭，2011)。選址問題爭議不斷、環境衝擊問題無法解決、長期

水源無法取得等等因素，終於讓國科會主委朱敬一在立法院(2012.03.12)表示，

中科四期將進行調整，印證了當初選址決策的粗糙，無怪乎立委要質疑選址完全

是一種政治操作(立法院，2013：160)。 

 

貳、中科四期(二林基地)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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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使用計畫內容 

 

(一) 園區區位及範圍 

 

中科四期(二林基地)約位於東經120°25’48’’、北緯23°55’46’’處，行政轄區隸

屬彰化縣二林鎮，西南側與彰化縣埤頭鄉鄰接，多落在二林鎮萬合里、梅芳里與

東勢里範圍內，少部分(西北隅)落於趙甲里及永興里，為清代的彰化廳二林下舊

趙甲庄、堡萬合庄、大排沙庄，與二林上堡的塗仔崙庄範圍。土地使用現況多。

為台糖大排沙農場、萬興農場土地，以種植甘蔗等農作為主，並有相思寮聚落(萬

合里)與萬合農場聚落(梅芳里)兩處，以及台糖溪湖糖廠畜殖場一處(見圖5-14)。 

 

(二) 園區開發計畫核定大事紀 

表5-4 中科四期二林園區核定大事紀 
時期 事件內容摘要 

20080225 國科會組成「科學工業園區策略發展委員會」(或55召開第一次遴選委員會議) ，推

動第四期用地遴選作業。 
20080815 國科會召開「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擴建用地決選簡報會議」。 
20080820 國科會宣布四期預定地落腳於彰化二林56，相思寮為其開發範圍57。 
20081020 行政院經建會第1339 次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國科會陳報「『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

林園區)』籌設計畫書」 
20081106 行政院核定(院臺科字第 0970048480 號函)國科會所報「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

林園區）籌設計畫書」 
20090121 中科管理局與彰化縣政府共同舉辦「中科二林園區招商說明會」。 
20090205 台電公司審查同意二林園區用電計畫。 
20090227 中科管理局函送(中建字第 0980004166 號)「中科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及細部計畫」

20090310 彰化縣府函(府建管字第 0980055770 號)請內政部審議「中科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

20090318 二林園區辦公室揭牌典禮 
20091030 環保署第 185 次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有條件通過開發行為之環評 
20091116 內政部以台內營字第 09808114091 號函發給二林園區開發許可。 
20091117 中科管理局取得二林園區擴建案建管授權。 
20091122 二林園區「先期設施工程」開工 
20091209 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通過中科二林園區徵收案，准予徵收。 
20091218 彰化縣政府公告二林園區徵收案，公告期間至 99 年 1 年 18 日止。 

                                                        
55 根據《中科志》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大事紀。 
56 遴選決選會議以「分析階層程序法(AHP)」就環境條件、開發潛力及開發執行 3 個向度、10

個準則及 28 個指標綜合評量， 後以彰化縣二林基地得分 高。(劉逸柏，201261) 
57 詳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20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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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事件內容摘要 
20091226 中科四期二林園區動土典禮 
20100201 二林居民依〈行政訴訟法〉§116 第 3 項規定，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請「二林環評」

處分之停止執行。 
20100730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行 99 停 11)中科四期二林民眾申請的「停止執行」

20100924 中科管理局召「二林園區耕地保留配置及農水路規劃方案」說明會，達成「聚落原

地保留、住戶耕地以地易地」共識。 
20110510 國科會函送「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相思寮聚落及耕地保留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20110623 內政部區委會第 292 次會議審議「變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

畫與細部計畫書」：相思寮聚落、萬合農場聚落、另設農業保留區土地劃出園區。

20110721 內政部區委會第 294 次會議決議：相思寮聚落、萬合農場聚落及另劃設之農業保留

區土地劃出開發範圍外。並應於 3 個月內將修正之變更開發計畫書圖送本部營建

署，經查核無誤後，核發許可函。 
20110913 內政部以台內營字第 10008077761 號同意「變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

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書」案。 
20120713 行政院於以院臺科字第 1010042093 號函同意轉型 
20120813 國科會主委朱敬一宣布中科四期(二林園區)轉型精密機械園區計畫完成報院程序 
20121011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9 訴 1856)撤銷58內政部中科四期二林園區開發案的開發許可 
20130125 「102 年中科二林園區招商說明會」 
20130618 召開「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變更內容審查會議。 
20141009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二林精密機械產業園區開發計畫暨第一期開發區細部

計畫」案第 1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自相關函件、文檔、報告書、媒體報導。 

(三) 園區規模 

 

在國科會主委朱敬一宣布中科四期轉型為精密機械園區之前，二林園區有一

次變更。主要是受到徵收範圍居民強烈抗爭，而檢討發現將抗爭民眾家園劃出園

區並非不可行，而將現有相思寮聚落、萬合農場聚落及另劃設之農業保留區土地

劃出開發範圍外59，而形成變更案的結論。 

 

1. 變更前範圍     

範圍界址約為東西向快速公路漢寶—草屯線台19 線以西路段(以下簡稱台

76延伸線)規劃路權線以南之台糖萬興農場及大排沙農場，並以大排沙滯洪池為

界，東至二林鎮界面積約631.10公頃。區內尚有台糖廢棄鐵路與台電高壓電線經

過；周邊部份則有萬興排水路及莿仔埤圳第四放水路兩水路流經(如圖5-14)。 

                                                        
58 2012.10.1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856 號判決 
59 詳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294 次審查會議(2011.07.21)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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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變更後範圍60   

  

為保留相思寮及萬合農場等既有聚落，將萬合段246-6地號等46筆土地部分

或全部(共4.68公頃)辦理變更、劃出園區範圍，並依原核定開發計畫申請分區及

用地編定變更，並配合調整園區內60公尺道路之線形，及依2010年9月24日與相

思寮居民所達成之協議於相思寮北側劃設農地、供日後有耕種需求居民價購，同

時並規劃相關配套之農水路等，周邊相關之用地則配合上述變更予以適當調整。 

 

(四) 土地權屬 

 

土地面積大、權屬單純是當初中科四期選址之競爭優勢，範圍內以台糖萬興

農場及大排沙農場為主，少部分為國有土地、彰化農田水利會土地以及私人土地

(見表5-5及圖5-14)，私地主約二百餘人、私有建物約有21 戶，大多為磚造房屋。 

 

1. 變更前面積     

 

表5-5 中科四期二林基地土地權屬表 

2009.03公告版 2009.11.16定稿本 
台內營字第09808114091 土地所有權人 

使用面積(㎡) 百分比 使用面積(㎡) 百分比 

差額 

中華民國 441,694 6.95% 441,694 7.00% ---

中華民國(未登錄) 21,694 0.34% 19,360 0.31% 2,334
公有 
土地 

彰化縣 3,194 0.05% 3,194 0.05% ---

台電公司 1,086 0.02% 1,086 0.02% ---

台糖公司 4,996,911 78.66% 4,957,528 78.55% 39,383

彰化農田水利會 69,582 1.10% 69,582 1.10% ---

其他 818,517 12.88% 818,517 12.97% ---
私有 
土地 

小計 888,099 13.98% 888,099 14.07% ---

 6,352,678 100.00% 6,310,961 100.00% 41,717

資料引自：分別整理自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2009)《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

園區)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簡版(公告用)」(2009.03)，「第二章 開發內容分析」之「二

林基地土地權屬表」(p2-7)。以及2009.11.16核定之《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

區)開發計畫與細部計 定稿本(第二冊 實質計畫)》(p2-14)。 

                                                        
60 依 2010 年 08 月 13 日行政院院長會見相思寮住戶代表結論，將相思寮聚落、萬合農場聚落及

另劃設之農業保留區土地劃出開發範圍外，並依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292 次會議決議，提出

將農場巷 3 住戶以專案讓售方式安置於相思寮聚落內之方式，同意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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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5 中科四期二林基地土地權屬概況 

資料來源：以Google衛星圖套疊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2009),《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簡版(公告用)」(2009.03), p2-7. 

在相思寮聚落、萬合農場聚落及另劃設之農業保留區土地劃出開發範圍外以

前，中科四期總土地面積為631.0961公頃，約78.55%屬台糖公司所有，86%以上

屬公有或國營事業(台糖、台電)所有，私有地部分佔14.07%(見表5-5及圖5-15)。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書》「簡版(公告

用)(2009.03)」(簡稱「簡版」)記載61之(變更前)面積635.27公頃(2009a ：1-28、

2-8)，與《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基地)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書 定稿本(第

二冊 實質計畫)(2009.11)》(簡稱「定稿本」) (2009b：2-8)、及《變更中部科學

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基地)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書(2011.09)》(簡稱「變更版」)

記載之面積為631.0961公頃(2011：9、14)，前後相差4.17公頃。然「定稿本」並

未有任何紀錄說明為何有此面積差額之說明，查第1~8次專案小組會議之會議紀

錄，亦未見申請單為提出變更申請面積之計畫，或是專案小組做出變更申請面積

之決議，因此缺乏文獻判斷是哪一階段的計畫縮減面積，以及縮減之原因。 

                                                        
61 亦為中科管理局送內政部區委會第一次專案小組(2009.04.14)審查之計畫書版所記載的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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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變更後面積 

 

除保留相思寮聚落外，另規劃聚落北、西、南側三處綠地為周界。西側除劃

設寬度10公尺以上綠帶外且以20公尺道路作為分界，增加聚落與園區間之安全隔

離距離；南側有60公尺道路、東側以20公尺道路加上滯洪池與園區相鄰，並配合

居民要求於聚落保存區與農業區間之農業區南側規劃6公尺農路。另保留萬合農

場聚落、劃設保留區，四周以滯洪池、排水道及道路等與園區相隔，使未來園區

運作與居民日常生活相互影響得以減至 低。重新統計減除劃出區域的土地使用

分區面積後，本區總面積由原631.10公頃略減4.68公頃至626.42 公頃(見表5-6)。 

表5-6 中科四期二林基地土地權屬表(變更後) 

2009.11.16定稿本 
 

2011.09.13變更版 
台內營字第10008077762 土地所有權人 

使用面積(㎡) 百分比 使用面積(㎡) 百分比 

差額 
(㎡) 

中華民國 441,694 7.00% 394,894  46,800 

中華民國(未登錄) 19,360 0.31% 19,360  --- 
公有

土地 
彰化縣 3,194 0.05% 3,194  --- 

 台電公司 1,086 0.02% 1,086  --- 

 台糖公司 4,957,528 78.55% 4,957,528  --- 

彰化農田水利會 69,582 1.10% 69,582  --- 

其他 818,517 12.97% 818,517  --- 
私有

土地 
小計 888,099 14.07% 888,099  --- 

總計 6,310,961 100.00% 6,264,1611  46,800 

資料引自：分別整理自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2009.11.16核定之《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與細部計 定稿本(第二冊 實質計畫)》：p2-14。以及2011.09
《變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書(定稿本) 》：p1~3。 

 

根據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定稿本」「圖2.3-2 二林基地土地權屬分布

圖」(2009b：2-14)，將相思寮聚落標示為「私人土地」，然根據中部科學工業園

區管理局(2011)「變更版」p1~p3「劃出園區範圍之土地清冊」，土地所有權人

皆顯示為「中華民國」；p4「圖1劃出園區範圍之地籍示意圖」亦標示為「國有

土地」。本研究進一步將「細部計畫書」所記載的地籍地號，再對照中科管理局

送內政部區委會第一次專案小組(2009.04.14)審查之計畫書「第一章 申請書」

p1-2~p1-35所記載的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整理出被劃出的4.68公頃中，國有地

佔3.91公頃(83.74%)、私有地佔0.77公頃(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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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  中科四期(二林園區)總體空間架構圖 

資料來源：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2009),《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

區)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 定稿本(第二冊 實質計畫)》(2009年11月)p4-3 

亦即，計畫確定後，相關機關即辦理徵收，將相思寮範圍內之土地變更登記

為中華民國，至無法顯示「劃出範圍」有多少是屬於私有土地。另外也可推測原

計畫是以全區辦理徵收的作法，並未特別思考現有聚落居民去留問題，因此未再

於計畫書中特別分析既有聚落中的私有產權狀況。 

 

(五) 使用分區計畫 

 

依照計畫書的說明，二林園區將成為一個可以提供25,200個就業機會的高科

技產業園區，除了產業地及相應配套的公共設施，還有因應當地地勢低窪、容易

淹水而設置的滯洪塵沙設施用地，更配置了相當面積、預計容納5,500人的住宅

區。以下分別說明其總體空間發展與機能分區構想，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發展構想。 

 

1. 總體空間發展與機能分區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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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7  中科四期(二林園區)土地使用分區圖(變更前) 
資料來源：2009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定稿

本)》p4-7(局部截圖) 

總體空間發展構想有五點：1. 以尊重周邊原有聚落紋理及生態環境條件，

發展整體空間架構；2.於園區中央塑造較符合人性尺度的都市發展區域；3.以雙

十字軸大道架構園區主要進出動線；4.建構全區串連之生態綠地系統；5.藉既有

景觀資源之部分保存與轉化，豐富開放綠地及公園之主題意象，塑造本園區為自

然地貌與生產地景交融的高科技工業園區。其「機能分區」部設，主要考量：1. 

客製化的園區事業專用區；2. 塑造兼顧園區內外需求的核心生活區；3. 連續的

開放空間網絡(見圖5-16)。 

 

2. 使用分區發展構想(變更前) 

 

依照總體空間發展與機能分區構想，中科管理局將園區之土地使用劃設為三

大分區，分別為：園區事業專用區用地、住宅區用地、公共設施用地，各分區之

分部及使用強度明如下(以下引自《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

與細部計畫(定稿本)》) (見圖5-17、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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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園區事業專用區    廠房或作業場所之用地，或供設置試驗研究設施、提供

標準廠房、或其他經中科管理局審核同意公用設備及公共服務設施等使用。 

B.住宅區用地    提供園區人員及其眷屬住宿使用及日常生活之服務，主要供

興建住宅居住及其相關設施使用，並容許作為日常用品零售、餐飲、一般服

務、日常服務、住宿、會議服務等設施使用。 

C.公共設施用地    管理服務用地(提供園區主要行政、金融、商務、展示、

研討、表演及娛樂、餐飲、購物等多功能使用為主)、文教62、變電所、給水

設施、停車場、環保設施、滯洪沉砂池、排水道、公園、綠地、道路等用地。 

表5-7 中科四期二林基地使用強度 
計畫提報 核定 

土地使用分區 土地使用編定 
建蔽率 容積率 建蔽率 容積率 

園區事業專用區 丁種建築用地 60％ 240％ 60％ 240％

住宅區 丁種建築用地 50％ 200％ 50％ 200％

管理服務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60％ 180％ 60％ 180％

文教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60％ 180％ 60％ 180％

變電所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60％ 180％ 60％ 180％

給水設施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60％ 180％ 60％ 180％

停車場用地 交通用地 40％ 120％ 40％ 120％

環保設施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60％ 180％ 60％ 180％

滯洪沉砂池用地 水利用地 10％ 10％ --- --- 
排水道用地 水利用地 --- --- --- --- 
公園用地 遊憩用地 15％ 45％ 5％ 10％

綠地 國土保安用地 --- --- --- --- 

公
共
設
施 

道路 交通用地 5％ 5％ 5％ 5％

資料引自：合併彙整自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2009a:4-12 及2009b:4-12. 

 

3. 使用分區發展構想(變更後) 

 

根據2010.09.24「二林園區耕地保留配置及農水路規劃方案」說明會所達成

「聚落原地保留、住戶耕地以地易地」共識，以及內政部區委會第292次、294

次會議決議，中科四期(二林園區)計畫自園區範圍內，將現有兩處現住聚落劃設

為保留區(合計面積約1.99公頃)，並保留一處農作區(面積約2.69公頃)。另依區委

會294次會議決議，需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工業區開發計畫專編〉§7

                                                        
62 文教用地部份，本計畫未來將視園區發展實際需求，申請教育主管機關同意園區設立實驗中小

學及雙語學校；或依「國民教育法」，由彰化縣政府或符合資格者設置學校。實際使用範圍與

大小，則由彰化縣政府依未來實際人口成長比例推估、訂定。(中科局：2009b：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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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為聚落劃設隔離綠帶或設施。因此聚落及農業保留區西側加劃10公尺寬度

以上綠帶，使園區廠商與現居民間保有適當之隔離空間(見圖5-18及表5-8)。 

 

(1) 相思寮聚落(保1)及農業區保留區規劃    以相思寮聚落至其北、西、南側

三處綠地為周界，劃為保留區。西側除劃設寬度10M以上綠帶、且以20M道

路作為分界，以增加聚落與園區間之安全隔離距離；南側有60M道路、東側

以20M道路加上滯洪池與園區相鄰，並配合居民要求於聚落保存區與農業區

間之農業區南側規劃6M農路。另為尊重現住戶保留區居民保留農業生產用

地、繼續耕作之意願及維持生活需求，集中耕地於相思寮聚落保留區北側、

劃設2.69公頃農業保留區，並於其南側劃設6M農路供使用者進出使用。農

業區亦與園區間有北側20M道路、西側10 M綠帶帶與20M道路，東側除6M

農路外另有30M寬排水道作隔離使用。 

(2) 萬合農場聚落(保2)規劃    依聚落現況劃設保留區，四周則以滯洪池、排

水道及道路等與園區相隔，使未來園區運作與居民日常生活相互影響得以減

至 低。 

(3) 其他一併修正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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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8  變更使用分區範圍 
資料來源：圖面修改自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2011),《變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書(定稿本)》(2011.09)相關圖資。 

170



 

 表5-8  變更前後各使用分區面積及差異比較表 

面積 
變更前 變更後 使用分區 

公頃 % 公頃 % 
變更 
差易 

專 1 15.3 2.4% 15.3 2.4% - 
專 2 4.16 0.7% 4.16 0.7% - 
專 3 15.32 2.4% 13.95 2.2% -1.37 
專 4  8.5 1.4% 7.64 1.2% -0.86 
專 5 13.97 2.2% 13.08 2.1% -0.89 
專 6 11.36 1.8% 8.22 1.3% -3.14 
專 7 8.98 1.4% 8.98 1.4% - 
專 8 5.78 0.9% 5.78 0.9% - 
專 9  9.3 1.5% 9.3 1.5% - 
專 10 6.64 1.1% 6.64 1.1% - 
專 11 6.17 1.0% 6.17 1.0% - 
專 12 2.67 0.4% 2.67 0.4% - 
專 13 8.28 1.3% 8.28 1.3% - 
專 14 8.63 1.4% 8.63 1.4% - 
專 15 189.62 30.1% 189.62 30.3% - 
專 16 9.8 1.6% 9.8 1.6% - 
專 17 14.42 2.3% 14.42 2.3% - 
專 18 17.02 2.7% 17.02 2.7% - 

園
區
事
業
專
用
區 

園區事業專用區小計 355.92 56.4% 349.66 55.8% -6.26 

住宅區 8.32 1.3% 8.32 1.3% - 

管理服務用地 2.55 0.4% 2.58 0.4% 0.03 
文教用地 4.22 0.7% 4 0.6% -0.22 
變電所用地 1.22 0.2% 1.22 0.2% - 
給水設施用地 18.1 2.9% 18.08 2.9% -0.02 
停車場用地 7.2 1.1% 7.2 1.1% - 
環保設施用地 17.02 2.7% 17.17 2.7%  0.15 
滯洪沉砂池用地 47.67 7.6% 47.06 7.5% -0.61 
排水道用地 14.14 2.2% 14.42 2.3%  0.28 
公園用地 15.96 2.5% 15.97 2.5%  0.01 
綠地 65.35 10.4% 65.01 10.4% -0.34 

公
共
設
施 

道路 73.43 11.6% 75.73 12.1% 2.30 

中科四期(二林園區)面積總計 631.1 100.0% 626.42 100.0% -4.68

劃出園區範圍 (保 1) 1.41 0.2% 
劃出園區範圍(農業保存區) 2.69 0.4% 
劃出園區範圍(保 2) 0.58 0.1% 

劃
出
地
區 劃出範圍小計 4.68 0.7% 

合            計 631.1   

資料來源：彙整自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2009a、20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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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鄰近都市計畫與居住人口 

 

1. 鄰近鄉鎮及其人口成長狀況 

 

以本計畫所在之二林鎮為中心，周邊的鄉鎮分別有埔鹽鄉、溪湖鎮、埤頭鄉、

竹塘鄉、大城鄉、芳苑鄉、福興鄉(見圖5-19)。二林鎮以及毗鄰各鄉鎮的人口，

自2009年至2013年止，成長狀況如表5-9： 

 

 

 

 

 

 

 

 

 

 

 

   

 

表 5-9  鄰近各鄉鎮 2009~2013 年人口成長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人口數 % 人口數 % 人口數 % 人口數 % 人口數 % 

彰化縣 
1,312,467

--- 
1,307,286 -0.39 1,303,039 -0.32 1,299,868 -0.24 1,296,013 -0.30

二林鎮 
54,479 --- 53,939 -0.99 53,552 -0.72 53,198 -0.66 52,864 -0.63

埔鹽鄉 
34,565 --- 34,284 -0.81 34,082 -0.59 33,712 -1.09 33,456 -0.76

溪湖鎮 
56,260 --- 56,119 -0.25 55,918 -0.36 55,899 -0.03 55,802 -0.17

埤頭鄉 
32,008 --- 31,771 -0.74 31,501 -0.85 31,415 -0.27 31,221 -0.62

二林鎮 

芳苑鄉 

大城鄉 

竹塘鄉 

埤頭鄉 

溪湖鎮 

埔鹽鄉 

福興鄉 

圖5‐19  中科四期(二林基地)與周邊鄉鎮關係位置 
資料來源：根據「彰化縣都市計畫資訊網」圖資套繪中科四期範圍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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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人口數 % 人口數 % 人口數 % 人口數 % 人口數 % 

竹塘鄉 
16,693 --- 16,470 -1.34 16,365 -0.64 16,201 -1.00 16,040 -0.99

大城鄉 
19,151 --- 18,936 -1.12 18,639 -1.57 18,337 -1.62 18,043 -1.60

芳苑鄉 
36,637 --- 36,320 -0.87 35,752 -1.56 35,337 -1.16 35,104 -0.66

福興鄉 
49,130 --- 48,945 -0.38 48,625 -0.65 48,182 -0.91 48,015 -0.35

資料來源：根據彰化縣政府主計處官方網站「彰化縣各鄉鎮市重要統計指標」彙

整。 

 

對照同一時期、彰化縣平均人口成長狀況，彰化縣與表列各鄉鎮之人口都是

負成長，其中，只有溪湖鄉之人口負成長狀況(除2011年略高)，比彰化縣平均值

要低，而大城鄉與芳苑鄉是人口負成長 嚴重的兩個鄉。中科四期(二林基地)所

在行政區之二林鎮，雖然自2009年以降，其負成長狀況有逐年微幅減緩之趨勢，

但負成長狀況都在彰化縣的2~3倍之間。 

 

2. 鄰近都市計畫及與計畫區內人口63 

 

依距離遠近分，以中科四期(二林園區)大致之中心位置向外分成5km半徑、

10km半徑時，鄰近的都市計畫地區分別有：溪湖都市計畫區、埤頭都市計畫區，

以及二林都市計畫區、埔鹽都市計畫區、高速公路員林交流道附近地區特定區計

畫區(以下簡稱「員林交流道特定區」)、竹塘都市計畫區，以及10km半徑外之大

城都市計畫區、芳苑都市計畫區等8個都市計畫地區(見圖5-20)。 

 

依計畫性質分，8個都市計畫中，屬「市鎮計畫」者為：二林都市計畫區、

溪湖都市計畫區；屬「鄉街計畫」者為：埔鹽都市計畫區、埤頭都市計畫區、竹

塘都市計畫區、大城都市計畫區、芳苑都市計畫區；屬「特定區都市計畫」者為：

員林交流道特定區。 

 

                                                        
63 都市計畫區內的「人口」，基本上並未侷限於「住宅區」，蓋因「商業區」亦可容許住宅行

為，而農業區亦可興建農舍，作為居住使用。然相關統計數據換算的「計畫密度」以及「居住

密度」，則是以計畫人口數÷住宅區面積(公頃)的方式表示。從而，所謂的達成率，以及對住

宅區是否應進行擴大的檢討，也是以全部都市計畫區人口來計算，因此，所謂的以 80%作為

是否應進行住宅區擴大的檢討，其實仍有相當程度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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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0   中科四期(二林基地)與周邊都市計畫區關係位置 

資料來源：究根據「彰化縣都市計畫資訊網」、各都市計畫說明書資料繪製

 

 

 

 

 

 

 

 

 

 

 

 

 

另從圖5-20可以清楚瞭解，各鄉鎮行政區內，發佈都市計畫之地區，僅為該

行政區之一小部分。根據彰化縣主計處的統計，縣境內的非都市土地達全部登錄

土地面積的86.08％之譜(彰化縣政府，2014：2)，其餘為都市計畫地區。以中科

四期與周邊都市計畫區關係位置圖中所顯示的八個都市計畫地區統計(見表

5-10)，各都市計畫區的住宅區面積、計畫人口密度，對照2013年同一都市計畫

地區範圍內的實際居住人口，僅有溪湖都市計畫地區以及員林交流道特定區的人

口有達到檢討住宅區(達成率80%)的標準64，其餘都偏低。進一步分析，中科四

期所在的二林都市計畫地區，其達成率甚至低於6成，僅為53.65%。與二林都市

計畫地區同樣位於5km半徑內的埤頭都市計畫地區，更僅達到46.86%。換算成兩

個都市計畫地區的計畫人口數(分別為40,000人以及10,000人)，兩個都市計畫地

區尚可容納23,858人的人口成長數。如再加上10km範圍內的竹塘都市計畫區，尚

可增加2,704人，總數可達26,562人。以八成(不需檢討住宅區擴大之參考值)計，

則亦有可再容納將近21,250人的空間。 

                                                        
64 根據 1992.04.29 之〈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四章§15 規定：住宅區已建築之用地

面積已達原計畫面積之 80%以上者，得考慮未來五年內人口成長之需要，酌予增加。1996.05. 
01 修正公布的版本，已經刪去「百分之八十」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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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0  彰化縣彰南地區各鄉鎮之人口成長 

住宅區面積
計畫人口

/密度 
實際人口 

/密度 都市計畫 
公告

期日 
公頃 使用率% 人 人/公頃 人 人/公頃 

達
成
率
％ 

建蔽率

/容積率
65 

二林(二通) 1997.12 176.24 33.10 40,000 220 21,459 122 53.65 60/200

溪湖(一通)66 1986.10 155.3 33.37 40,000 260 40,121 258 100.30 60/200

埔鹽(二通)67 2002.07 51.63 75.50 12,000 220 7,289 141 60.76 50/106

埤頭(一通) 2002.07 50.57 30.17 10,000 186 4,683 93 46.86 60/200

竹塘(二通) 1999.01 22.33 82.31 7,500 315 4,796 215 63.85 60/200

大城(一通)68 2007.04 29.58 60.11 7,000 230 3,922 133 56.03 60/180

芳苑(二通) 1998.09 38.32 69.42 9,000 220 3,391 88 37.68 60/200

員林交流道(三通) 2004.07 72.76 88.94 16,750 230 17,538 241 104.70 60/180

註：【使用率%】為前一次(通盤檢討前)都市計畫之住宅區使用率。  

資料來源：「實際人口/密度」數據引自《2013 年彰化縣統計年報》「表 5-5 都

市計畫區面積及人口」(p236-237)；其餘資料根據各都市計畫說明書。 

 

3. 鄰近都市計畫區的住宅區與人口密度 

 

各都市計畫進行通盤檢討時，對於各使用分區的「使用率」都有加以檢討69。

根據前述八個都市計畫地區的都市計畫說明書，在各計畫區 近一次的通盤檢討

中，各都市計畫地區的住宅區分別有30.17%~88.94％不等的使用率。而中科四期

所在行政區的二林都市計畫地區(1997.12公告通檢計畫)，住宅區使用率僅達

33.10%，遠低於平均值(見表5-11)。 

 

                                                        
65 依〈都市計畫法〉§22；〈臺灣省都市計畫施行細則〉§35 規定，訂定「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66  1990.12.21 公告實施的「擬定溪湖都市計畫(原「公八」公園用地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配合

變更主要計畫案」(簡稱「溪湖(公八)」案)，並未檢討住宅區之「使用率」，但將住宅總面積

增加到 170.51 公頃。之後溪湖都市計畫地區相關細部計畫(多為變更為住宅區案)，就沒有再檢

討累積的住宅區總面積。 
67 埔鹽(二通)「分期分區發展計畫」(p26)：「……本計畫區……住宅區發展率為 75%、且公共設

施多未開闢，惟本計畫區內計畫人口呈緩慢成長，住宅區內尚有部分尚未闢建…」，通檢後，

住宅區甚至再減少 0.04 公頃。 
68 本計畫區內人口成長雖緩慢…住宅區使用率亦達 60％…群落平均分散於各處，…維持原計畫。 
69 關於「使用率」之檢討，查各都市計畫地區 近幾次的變更為住宅區的細部計畫案，並無提供

住宅區的 新「使用率」調查，少數有提列者，皆停留在各該都市計畫 近一次的通盤檢討，

因此也並無「 新」的使用率統計。另查彰化縣政府城鄉計畫科委託辦理(2011.11.25)的《彰

化縣二林中科基地及鄰近地區都市發展綱要計畫研究案》，關於「各都市計畫住宅區使用概況」

之檢討分析，所採用的資料亦為 近一次的通盤檢討的資料(p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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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1  彰化縣彰南地區各鄉鎮之人口成長 

住宅區面積
計畫人口 

/密度 都市計畫 
公頃 使用率% 人 人/公頃 

換算未開
闢面積

換算可再 
容納人口 

平均
戶量 

換算可再
容納戶數

二林(二通) 176.24 33.10 40,000 220 117.82 25,920 3.58 7,240

溪湖(一通) 155.3 33.37 40,000 260 102.37 26,616 3.53 7,540

埔鹽(二通) 51.63 75.50 12,000 220 12.65 2,783 3.72 748

埤頭(一通) 50.57 30.17 10,000 186 35.31 6,568 3.53 1,861

竹塘(二通) 22.33 82.31 7,500 315 3.95 1,244 3.46 360

大城(一通) 29.58 60.11 7,000 230 11.80 2,714 3.37 805

芳苑(二通) 38.32 69.42 9,000 220 11.72 2,578 3.48 741

員林交流道(三通) 72.76 88.94 16,750 230 8.05 1,851 --- --- 

推估合計 303.66 70,274 --- 19,295

註：《中華民國102年彰化縣統計年報》沒有「員林交流道特定區」之平均戶量。

同年彰化縣的平均戶量為3.45人/戶。 

資料來源：參數乃根據《中華民國102年彰化縣統計年報》no.46~47:「表 2-1 現

住戶數、人口密度及性比例」換算「平均戶量」。 

 

以二林都市計畫區有劃定176.24公頃的住宅區、使用率33.10%，換算成未利

用面積達117.90公頃，依計畫人口密度220人/公頃，可容納近26,000人，以平均

戶量3.58人/戶計算，還有容納7,260餘戶的新增空間。同樣的，位於5km半徑內的

埤頭都市計畫地區有50.57公頃的住宅區、使用率30.17%，換算成未利用面積達

35.31公頃，依計畫人口密度186人/公頃，可容納近6,600人，以平均戶量3.53人/

戶計算，還有容納1,860餘戶的新增空間。 

 

再加上10km半徑內的竹塘都市計畫有22.33公頃的住宅區、使用率82.31%，

換算成未利用面積達3.95公頃，依計畫人口密度315人/公頃，可容納1,244人，以

平均戶量3.46人/戶計算，還有容納360餘戶的新增空間；埔鹽都市計畫地區有

51.63公頃的住宅區、使用率75.50%，換算成未利用面積達12.65公頃，依計畫人

口密度220人/公頃，可容納2,783人，以平均戶量3.72人/戶計算，還有容納748戶

的新增空間。累計，10km範圍圈內之二林都市計畫地區、埤頭都市計畫地區、

埤頭都市計畫地區、埔鹽都市計畫地區，粗估將有10,200餘戶的住宅新增空間，

以八成折算，亦可在不擴大都市計畫住宅區面積的情況下，容納8,160戶的移入

住宅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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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道路系統 
資料來源：底圖取自 Google 衛星地圖 

二、交通路網 

 

(一) 現況道路交通系統： 

 

二林基地現況係藉由區內之既有彰127、129、130等鄉道(既有道路寬度均介

於8~12公尺)與外界連接，向東連接「台19線」及田尾、彰化市等，向北連接縣

148縣及溪湖、員林、王功地區，向南連接縣150線及芳苑、北斗地區；而二林基

地與中山高速公路員林交流道之距離約6.3公里。公路路網系統(見圖5-21及表12)

說明如下： 

 

1.二林基地之東西向有「彰130線」橫貫、中段有「彰129線」(太平路)及「彰133

線」貫穿南北向。 

2.以「彰129」(太平路)線往西南方向進入二林鎮，往北連接縣148線、可達台19

線及國道一號高速公路員林交流道。 

3.以「彰130」(沙崙路)往東接「台19」(彰水路)向北進入溪湖鎮、向南跨濁水溪

進入雲林縣，或接「彰150」到國道一號高速公路北斗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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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2 二林基地公路路網系統 

路段  
起點 迄點 

路寬
M 

車道 附註說明 

台19 線 縣道144線 小埔心 24 4  北起彰化市，連接台1線 
 貫穿彰化縣之重要南北向道路 

草湖 溪湖 11-24 2-4縣道148線 

溪湖 員林 24 4 

 二林基地北側主要聯外道路 
 現況部分拓寬為路寬24M/雙向二車道

 向東可接國道1號高速公路員林交流

道、向西接台17線 
芳苑 二林 18 4  從二林基地以彰133或129向南連接縣

150線，向西於芳苑接台17線 
縣道150線 

二林 埤頭 16 4  向東往埤頭鄉，連接台19線及國道1高

速公路北斗交流道。 

彰126線 東口 萬興 8 2  趙甲路 

彰127線 縣道143線 縣道150線 8~12 2  原訂2009.08，實際2011.12完成拓寬 

彰129線 挖仔 二林 8 2  原訂2010.12完成拓寬，仍公聽程序中

彰130線 相思橋 埤頭 8 2  原訂2009.08，實際2011.03完成拓寬 

彰133線 塗仔崙 丈八斗    

台76線延

伸線 

福興 埔心    新開闢 
 於園區西北界通過，向西連接台17線

(西部濱海公路)、向東連接台19線及台

76線(東西向快速公路漢寶草屯線) 
 原訂2011.12完成開闢，目前仍評估中

註：彰化縣政府承諾將辦理二林基地6項聯外道路拓寬計畫。 

資料來源：整理自各都市計畫說明書及彰化縣工務局公告。 

 

4.計畫開闢之台76線延伸線70，從本基地西北側通過，向北可連結到台76線(東西

向快速公路漢寶草屯線)、向西可連接到台17線(西部濱海公路)並北接台61線

(西濱快速道路)。 

 

(二)未來道路交通系統計畫 

 

初期(民國98年)將可透過拓寬後之彰130線及彰129線(皆為雙向四車道)連接

至台19線(24M寬)及縣150線(18M寬)，遠期則將新闢園區東側快速道路銜接至中

山高速公路(見表5-13)。 

                                                        
70 計畫路線西起台 61 線西濱快速公路芳苑交流道，向東跨越省道台 17 線、舊趙甲排水及縣道

143 後轉往東北方向，行經二林精密機械園區預定地及二林中科園區預定地(台糖萬興農場)間
之計畫道路後，跨越萬興排水並與縣道 148 交會(以上為平面道路)，其後轉向偏北方向(以下為

高架)，分別跨越舊濁水溪、縣道 135 甲及溪湖埔鹽排水路等，於避開埔鹽鄉都市計畫範圍後，

跨越縣道 135 並向東偏轉，於員林大排銜接現有省道台 76 線高架段。目前因道路路行尚未確

定，縣 148 線以南部分為暫緩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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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3 聯外交通系統改善計畫時程表 

優先順序 聯外道路名稱  預定完工 權責單位 

1 彰130線 拓寬至台19線 2009.08 彰化縣政府

2 彰127 線 全線拓寬 2009.08 彰化縣政府

新闢至台19線 2012.07 彰化縣政府

新闢台19線至中山高 2013.07 彰化縣政府3 
園區東側聯外

道路 
增設交流道 2013.07 高公局 

4 彰129線 全線拓寬 2010.12 彰化縣政府

拓寬溪湖外環道(台19線以東) 2010.12 公路總局 

拓寬溪湖外環道(台19線以西) 2011.12 彰化縣政府5 縣148線 

溪湖都市計畫區以西 2010.12 彰化縣政府

6 台76線 闢建於台19線以西之道路 2011.12 公路總局 

資料來源：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2009b),《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

區)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 定稿本(第二冊 實質計畫)》(2009.11):p4-43。 
 

三、中科四期(二林基地)的用水與供水 

 

中科管理局依照已開發科學工業園區之數據，推估擬開闢的中科四期(二林

基地)的每日用水量為157,399CMD/ha。根據管理局提報的計畫書，此用計畫已於

2009.01.23獲水利署經水源字第09851022480 號函同意在案。2009.01.30經濟部水

利署及台電公司審查同意用水用電計畫書。 

 

(一) 需水計畫 

 

1. 需水產業、項目： 

(1) 園區事業專用區用水量推估： 

預計引進光電產業、半導體產業、精密機械產業、生物科技產業、綠色能源

拱五類。 

(2) 住宅區用水 

(3) 其他用水量推估：公共設施用水、公園綠地澆灌用水 

 

2. 計畫用水總量：計畫用水量（平均日需用水量）為160,000 CMD，供水水質應

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見表5-1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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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4 中科四期(二林園區)計畫用水量 

面積 單位需用
水量 

平均日需
用水量 用 水 標 的 

(ha) (CMD/ha) (CMD) 

1.光電產業 60%   200.00 525 105,000 

2.半導體產業 10%    40.00 960 38,400 

3.精密機械產業 10%    40.00 35 1,400 

4.生物科技產業 10%    40.00 50 2,000 

5.綠色能源產業 10%    35.92 200 7,184 

園
區
事
業
專
用
區 

小計  153,984 

住宅區(計畫人口：1700 人)    8.32 167 1,389 

管理用地     2.55 20 51 

文教用地、變電所、給水設施   23.54 20 471 

(I)民生用分攤 --- 340 環保設施、道路、停車場、
滯洪沉砂池、排水道 (II)工業用分攤 

 159.46 
--- 960 

公園綠地    81.31 --- ---

公
共
設
施 

小計  1,771

總計    157,195 

採計量    160,000 

註一：園區預計引進就業員工30,000 人，其中1,700 人居住於住宅區（用水已另

計）。「事業專用區」用水包涵：「廠內非住宿人口」用水，及「工廠

宿舍人口」用水。廠內非住宿人口為20,300 人、用水量為20,300 人×30 
lpcd＝609CMD；工廠宿舍人口為8,000 人，用水量為8,000 人×250 lpcd 
＝2000CMD。合計2,609CMD。 

註二：計畫書上並未說明「採計量」 是否為總量的四捨五入。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2009c),《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

(二林園區)開發計畫－用水計畫書(定稿本)》(2009.08)「表3-13 中科四期(二林園

區)計畫用水量推估一覽表」(p25) 

 

表5-15 中科四期(二林園區)用水時程表 

短期 中期 長期 時  程 
(西元年) 

萬CMD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民生用水 0.002 0.005 0.01 0.08 0.12 0.17 0.20 0.27 0.32 0.39 0.43 0.48

工業用水 0.109 0.223 0.47 3.47 4.42 5.43 6.93 8.91 10.74 13.00 14.02 15.52

合計 0.111 0.228 0.48 3.55 4.54 5.60 7.13 9.18 11.06 13.39 14.45 16.00

資料來源：取自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2009c),《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
林園區)開發計畫－用水計畫書(定稿本)》(2009.08)「表3-13 中科四期(二林園區)
計畫用水量推估一覽表」: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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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中科四期(二林園區)供水方案 
資料來源：中科管理局(2009),〈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

畫與細部計畫書〉 

(二) 供水水源 

 

彰化地區受地形因素影響，並無建設水庫之條件，雖有烏溪及濁水溪等河川

流過，但受限於河川水源特性，且無水庫供應足量地面水情形下，水源主要取自

地下水(中科局，2009c：44)，以及川流引水。農業用水現況約16億噸/年，主要

由福馬圳引烏溪水量及集集攔河堰引濁水溪水量供應(中區水資源局，2010：7)。 

 

根據中科管理局的規劃，中科四期的供水水源主要來自1. 區域自來水系

統；2.烏溪大度攔河堰。然規劃當時，「烏溪大度攔河堰」亦仍在規劃中，預計

2015年才能完工送水，所以，必須仰賴區域自來水系統加上.集集攔河堰水源作

為中期供水水源(見圖5-22及表16)。以下分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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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6 短、中、長期供水水源 

用水期程 
用水量 
(萬噸) 

供水水源 

短期 
(2009-2011) 

0.48 
 既有自來水系統供水 
 水公司第11區管理處二林及鄰近供水系統聯合調配供應

中期 
(2012-2015) 

7.13 
 既有自來水系統(4800噸)供水 
 不足量者由彰化農田水利會調配，調度集集攔河堰水源

(上限6.65萬噸)因應。 

長期 
(2016~) 

16.00 
 既有自來水系統(4800噸)及大度堰(15.52萬噸)聯合供水 
 中期供水源則納入備用水源(因應枯水期缺水)。 

資料來源：2、3欄資料引用自中科管理局, (2009a：4-52、2009b：4-72「表4.3-3
短、中、長期供水水源」彙整. 

 

1. 區域自來水系統 

 

(1) 區域自來水系統之水源 

 

本園區屬臺灣自來水公司第十一區管理處(以下簡稱「11區管處」)二林營運

所之供水範圍71(見圖5-23)內，根據「11區管處」官方網站「機關沿革」之網頁

介紹72：「本區處供水區域均在彰化縣境內（芬園鄉除外），共計25鄉鎮市，因

區域內均無水庫、水壩，水源主要取自地下水」。根據水利署的委託研究報告(李

振誥等人，2013：13-3)，目前彰化地區目前水源，包含地下水抽用每日30萬噸、

雲林地區調配供水每日0.4萬噸、台中地區調配供水每日8萬噸，總供水量每日38.4

萬噸。亦即，計畫供應供應中科四期之系統中，所謂取自「自來水系統」之水源，

實際是來自於彰化地區的地下水73。 

 

根據自來水公司在環評專案小組第5次初審會議上的報告(環保署，2009：

13~14)，供應中科四期(二林園區)之「區域自來水」系統，為彰南地區「二林供 

                                                        
71 臺灣自來水公司第十一區管理處二林營運所之服務轄區包涵二林鎮、芳苑鄉、大城鄉、竹塘鄉，

每日供水量為 24,600CMD。資料引自：臺灣臺灣自來水公司第十一區管理處官方網站

http://www11.water.gov.tw/ch/00home/home.asp (2015.04.08 瀏覽) 
72 詳臺灣臺灣自來水公司第十一區管理處官方網站 http://www11.water.gov.tw/ch/01about/01history.asp 

(2015.04.08 瀏覽) 
73 另根據自來水公司本身之報告，彰化地區目前在台中等地區供水系統支援(約 6.5 萬 CMD)，方

勉強滿足目前用水需求(36.5 萬 CMD，其中 30 萬 CMD 抽取當地地下水)。亦即，扣除台中地

區支援之 6.5 萬 CMD，彰化地區本地之水源全數為地抽取地下水。參閱環保署(2009)專案小組

第 5 次初審會議(於 2009.10.05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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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3    中科四期區域自來水系統水源 
資料來源：中科管理局，2009c：50.   

 

 

 

 

 

 

 

 

 

 

 

 

 

 

 

 

 

 

水系統」的淨水廠，分別為芳苑淨水廠、二林淨水廠，與竹塘淨水廠，皆為抽取

地下水後淨化使用的淨水廠。總設計處理水量為38,200 CMD(各為12,000，21,000

及5,200CMD)、實際出水量27,300CMD。 

 

(2) 供水計畫     

 

依據歷次供水會議協商紀錄，自來水公司表示目前既有系統可調度水量約

4,800CMD74。為順利供應本園區用水，自來水公司將新設ψ600mm 專用輸水管

線自竹塘淨水場接出，沿152 縣道西行、穿越19 號省道、再沿彰127 道路北向

進入園區配供全區使用(中科局，2009c：50)。然而，根據水利署 102 年度委辦

計畫〈鳥嘴潭人工湖設置對彰化地區地層下陷防治之研究〉指出，以彰化地區第

11區處所管理的27處淨水場之水位現況、下陷現況、水位回升潛能、下陷減緩潛

                                                        
74 依設計處理水量(38,200CMD) vs.實際出水量(27,300CMD)比例換算，三個淨水廠的實際出水量

分別為：8,576 CMD、15,008 CMD、3716 CMD。顯然，無法由竹塘淨水廠單獨供應 4800CMD
給中科四期(二林園區)。 

183



 

能、地下水管制區與嚴重地層下陷等六個指標進行各淨水場之評分， 不適合抽

水之淨水場前五名中，芳苑淨水場與竹塘淨水場接列名其中，亦即，二林系統為

劣抽水系統(李振誥等人，2013：13-5~13-7)，也就是說，前述自來水公司所提

供的「既有系統可調度水量」是來自 不適合供水的地區，不僅影響民生用水的

供應，更擴大地區地層下陷的風險。 

 

2. 烏溪大度攔河堰(簡稱大度堰)供水設施 

 

(1) 大度堰的定位與功能 

 

根據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於2004.09完成的《烏溪大度攔河堰工程規

劃－初步工程規劃報告》(2004a：1-1)，以及2004.12完成的《烏溪大度攔河堰工

程規劃(第一階段)整體環境計畫報告》(2004b：0-1)，由於作為中部地區主要水

源「烏溪」的中上游主支流河川污染，「致使烏溪下游水質污染問題日益嚴重，

水資源利用率偏低」，而因應水源問題的「建民水庫」75與「國姓水庫」計畫都

無法興建，因此「大度堰」是合併「雙溪嘴攔河堰」的共同供水計畫，以作為無

法興建水庫的替代方案76。 

 

前述兩份規劃報告也都指出「大度堰」是以提供位於鹿港、線西、伸港地區

之彰濱工業區工業用水(30萬CMD)為主要(中區水資源局，2004a：1-4)，以彰化

地區民生用水為次要目標(中區水資源局，2004b：3-28)，因此可以說，「大度堰」

工程的定位與功能並非專為供應工業使用之水源。後來，烏溪大度攔河堰(以下

簡稱「大度堰」)成為國光石化的主要水源，甚至在中科四期(二林園區)規劃時，

也以「大度堰」引用烏溪水源供應，做為長期水源。 

 

(2) 大度堰的位置與規模 

 

                                                        
75 建民水庫之開闢原是藉開發烏溪流域水源，成為提供台中、南投、彰化及雲林地區穩定用水的

「中部區域水資源聯合運用計畫」中之重要的一環，可滿足用水需求至 2016 年之情況(中部水

資源局,2004a:p1-4)。惟因壩址附近發現斷層，於 2001.10 報經濟部決議，終止興建計畫。 
76 《烏溪大度攔河堰工程規劃－初步工程規劃報告》是由大度堰並同柑子林攔河堰作為建民水

庫之替代方案；而《烏溪大度攔河堰工程規劃(第一階段)整體環境計畫報告》則以合併「雙溪

嘴攔河堰」作為共同供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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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度堰」計畫的堰址位於國道1號大肚溪橋下游約1500m處。再以輸水管

路，由堰址下游沉澱池起，沿既有道路埋設，經彰化縣和美鎮、伸港鄉、線西鄉、

鹿港鎮、福興鄉、芳苑鄉，到大城鄉近海的大城工業區，總長(至)約60km。二林

鎮、埤頭鄉。另於台17與舊濁水溪交接處，以分枝管線連到中科四期基地(彰化

二林鎮)，長約14km。整個工程項目包涵了攔河堰、沉砂池、沈澱池、輸水管線、

加壓站等。攔河堰形式為全斷面固定堰，總長約920公尺，平均河床標高約EL6.0

公尺。堰體佈置採全段面固定堰(堰頂標高EL10.00公尺)側方取水工，取水工設

置於左岸，取水高程為EL10.00公尺。水流由取水工經輸水渠道送往位於左岸下

游之沈砂池。設計 大取水量為80萬噸/日(約9.26立方公尺/秒)。 

 

(3) 供水計畫     

 

根據規劃，民國105年以後，中科四期(二林園區)之長期用水將納入大度堰

供水範圍內。大度堰輸水主幹管擬沿國道3 號嘉寶潭堤段往北，穿越台17 線中

彰大橋及台61 線新中彰大橋，向南接台61 線，到線西鄉中華路（彰138 線）交

會口處，埋接分支管路向西沿線工路引入彰濱工業區。而後輸水主幹管續沿台61 

線南行，至鹿港鎮濱海路向東銜接台17線，續沿台17 線經鹿港外環道路向南，

直行濁水溪北岸下海墘海堤後，於西濱大橋下游側約600 公尺跨濁水溪至台塑環

保綠化帶引入雲濱工業區。輸水管路幹線全長約65 公里(輸水管路計畫由水利署

規劃中，尚未核定)。 

 

(4) 對下游農業取用水影響     

 

大度堰堰址下游現況之農業灌溉用水分屬彰化農田水利會的福馬圳(重力式

自然取水)，以及台中農田水利會的大肚圳(抽水站抽取式取水)(中區水資源局，

2004b：3-18)。規劃報告評估，近年，福馬圳與大肚圳灌溉區內有不少農作面積

轉作、廢耕或非農耕用途。故灌溉面積逐年縮小，因此如以水權登記量估算需用

水量，將不符實際用水情況，故以其計畫用水量為需保留水量(中區水資源局，

2004b：3-19)。保守估計，以輸水損失8%計算，則大度堰需供應之目標年需水量

約為32.27萬噸/日(中區水資源局，2004b：3-27)。雲林縣政府建設處曾於環評專

案小組第5次會議中質疑，「大度堰供水計畫」未能確定是否能於105年前完工，

185



 

屆時仍將調撥集集攔河堰水源，基於用水需求於105年將成長至16萬噸/日，勢必

壓縮集集攔河堰水源之調度，排擠農業用水標的77。 

 

(5) 大度堰的停建決策     

 

整個檢討起來，現在大家的一般認知都認為大度攔河堰之興建是為了「國光

石化」之用水需求。但是國光石化案是由國光石化公司於2005年提出、在雲林縣

離島工業區興建石化工業區的大型石化投資開發案，因為環評與購地等困難，才

在2007.11.30由行政院副院長邱義仁決定改至彰化縣大城鄉的海埔工業區。對照

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的「烏溪大度攔河堰規劃檢討及水質改善利用可行性

評估」是在2002年完成、《烏溪大度攔河堰工程規劃初步工程規劃報告》為2004

年完成，一如中科四期(二林園區)把「大度堰」規劃為長程水源一樣，顯然「大

度堰」只是被後來的「國光石化」納為供水水源設施罷了。 

 

將歷史文獻做一整理，很清楚地可以呈現「大度堰」供水設施本來就早於國

光石化案，原先的計畫也是要解決烏溪上游國姓及建民兩水庫無法興建、致中部

水資源利用不足之問題，而不是為了國光石化案而興建。然而，當國光石化因環

評問題而停滯、2011年4月22日馬英九總統即親自宣布不支持國光石化案在彰化

縣繼續進行時，經濟部水利署卻在3天後的25日發布新聞稿表示，「審慎檢討大

度堰各種方案，不排除不興建之可能」。值得深思的是，國姓及建民兩也沒有重

新檢討是否要恢復興建，而彰濱工業區還在，彰化地區民生用水仍然有需要，停

建大度堰的決策是不是有先想想原先規劃大度堰的功能目的到哪裡去了？ 

 

3. 集集攔河堰引水設施 

 

(1) 集集攔河堰計畫的提出 

 

「集集攔河堰」的正式名稱為「集集共同引水」工程或計畫。根據經濟部1962

年提出的《濁水溪流域開發-集集共同引水計畫-實施性規劃報告》的記載，自1958

年起，即由「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78統籌以有效利用濁水溪豐沛之水資源、

整合兩岸各水圳引水、用水效率、建立「固定共同引水設施」為題(經濟部，1962：

                                                        
77 參閱環保署, 2009: 19. 
78 當時「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隸屬於經濟部，1996.12 與水利司合併改為現在的「水資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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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行研究79，1961年完成實施性規劃工作，1962年彙編研究成果為前述的書

面報告。然，一直到臺灣省水利局接辦、於1984.06完成《集集共同引水計畫可

行性規劃報告》，政府仍對於投資此計畫之經濟效益存有疑慮，因此遲遲無法核

定實施。直到在1990年代，台塑公司提出將興建六輕，而經政府核准開發「雲林

離島式基礎工業區」後80，因其所需水源由集集共同引水計畫供應，此計畫才由

行政院於1990年10月同意先行開工81，1993年正式核定實施82。 

 

(2) 集集攔河堰的功能定位 

 

早期，攔河堰的規劃是以利用濁水溪豐沛之水資源、整合兩岸各水圳引水、

用水效率為目標，主要在服務彰化與雲林地區水利會近10萬餘公頃、120餘條圳

埤的農業灌溉面積。其中北岸灌溉面積40,958公頃，南岸58,161公頃，合計99,119 

公頃。本地區農業總用水量約28.86億M3 ，其中地面水源約21.92億M3 ，佔總用

水 之75.95%(中區水資源局，2002：摘-2)。 

 

其次，由於雲彰地區普遍以成本低廉的地下水為給水之水源，因此，攔河堰

之水源初期僅為「配合」之角色，後來地下水抽取過度產生大範圍的地層下陷後，

攔河堰的水源轉為扮演彌補地下水用水以及補充地下水位的功能。其他還兼有防

洪，以及小規模發電的功能。到了1994年臺灣省水利局完成的《集集共同引水供

水計畫》中，工業用水已成為計畫的三大需水項目之一，主要供應雲林離島工業

區之工業用水(如台塑六輕、六輕擴廠等)(省水利局，1994：14)。 

 

(3) 供水計畫     

 

集集計畫供水量龐大， 大供水量每秒160 CMS(北岸70CMS、南岸

90CMS)，其中，北岸(彰化縣)進水口設計 大取水量77CMS、南岸(雲林縣)進水

口108CMS(中區水資源局，2002：1-1、1-4)。而中科四期園區用水預估至2012

年短期供水水源無法滿足需求，大度堰於2016年完工供水前擬採區域自來水系統

                                                        
79 共同引水的研究更早於 1942 年，到 1955 年已經提出同源圳、八堡圳、莿仔埤圳共同進水閘計

畫目，為一臨時堰形態，設於名間鄉。(經濟部，1962：4～5) 
80 1991.06.26 行政院以台(80)經字第 20837 號函核准，工業區原規劃包括麥寮、新興、台西、四

湖區等四區，暨麥寮、四湖工業專用港，預計引進石化、煉油、煉鋼、電力及相關中下游產業。 
81 僅先進行「集集共同引水工程」的北岸引水隧道開工。 
82 資料引自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集集攔河堰管理中心官方網站

http://www.wracb.gov.tw/mp.asp?mp=2(瀏覽日期：2015.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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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配(4,800 CMD)及調用集集攔河堰水源因應。將配合園區供水需求設置用水調

度專用設施（包含輸水專管及沉砂調節池，目前委由彰化農田水利會規劃中），

擬自集集攔河堰引接後送水至園區。 

 

4. 莿仔埤圳引水工程 

 

(1) 莿仔埤圳引水工程的定位與功能 

 

正式名稱為「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基地)調度使用農業用水計畫工

程」，為當時的國科會委託彰化農田水利會規劃代辦執行。主要是從擬集集攔河

堰北岸聯絡渠道引接後直接送水至園區，合併區域自來水系統調配(4,800 CMD)

的水量，在大度堰可以完工供水(2016年)前，作為中科四期的中期水源，以及未

來枯水期時、調用農業用水的備用系統。 

 

(2) 工程位置與規模 

 

為了要提供中科四期二林園區中期的穩定用水，國科會交由彰化農田水利會

發包，規劃沿莿仔埤圳往下游埋設水管，將農業用水運給中科。由於鄰近園區之

水利會既有圳路輸水能力不足，且歲修期間無法送水，需設置用水調度專用設施

輸水專管及沉砂調節池，由集集攔河堰北岸聯絡渠道引接後直接送水至園區。 

 

工程計畫在莿仔埤圳進水口制水門下游設置引水量8.0萬CMD的引水口，後

再於台糖溪州農場配置滿足計畫輸水量6.65萬CMD、之置13.9公頃沉砂池及總設

計蓄水容積約8萬立方公尺的調節池，輸送原水至園區之二林基地之淨水廠受水

端止全長約24.3公里。輸水管線將沿著沿莿仔埤圳堤防(圳南路)，挖空寬2.5公

尺、平均深度3.5公尺的管線孔道。調度使用農業用水計畫工程採統包工程方式

辦理，於2010.12經彰化農田水利會公開徵選招標，2010.12.31發包設計施工83。 

 

(3) 供水計畫     

                                                        
83 根據彰化農田水利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基地)調度使用農業用水計畫工程」專屬

官網(http://www.gti-pcm.tw/)所公布的資料，行政院於 101 年 7 月 13 日以臺科字第 1010042093
號函原則同意中科四期二林園區將正式轉型為「精密機械園區」後，「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

期(二林基地)調度使用農業用水計畫工程」配合變更引水口位置，改採用「中游引水」的方案，

即由莿仔埤圳中游約 12 公里處開始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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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管理局擬依據「農業用水調度使用協調作業要點，經濟部91年12月30

日經濟部經授水字第09120217690號」函示，向彰化農田水利會協調支援事宜，

於2008.12.12獲彰化農田水利會原則同意調度之同意函，並於2009.01.05由水公

司、彰化農田水利會及中科管理局三方共同簽訂調度使用農業用水契約書(中部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2009c：48)。計畫管線 大輸水量為每日13萬噸，預計每

日調度中科8萬噸(預估損耗1.35萬噸)，由彰化農田水利會以每噸3.3元計算授予

中科四期使用。 

 

(4) 對下游農業取用水影響 

 

彰化農田水利會長呂爐山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彰化農田一天用水量170萬到

200多萬噸84，只能從集集攔河堰調度90多萬噸，缺水率高達六成七(林宛諭等，

2011)。而莿仔埤圳原本直接取水自濁水溪，沿線灌溉區18,550公頃，引水灌溉已

是「供四天，休六天」，沿線農田的缺水率從91年的22%節節升高，到99年時，

已有近半數(48%)農民已經缺水灌溉。農委會委託的研究報告也指出，支援中科

四期用水會造成農業用水缺水量增加、供水可靠度下降，彰化農田水利會並不認

為未來會有足夠的從業用水可以支援中科四期(虞國興 ，2007：6-31)。 

 

(5) 莿仔埤圳引水工程的停建決策     

 

2012.08.13國科會召開記者會，表示中科二林園區轉型一案獲行政院同意通

過、園區籌設計畫(修正本)業於101年7月13日獲行政院臺科字第1010042093 號

函原則同意在案，中科四期二林園區將正式轉型為「精密機械園區」。因此，莿

仔埤圳引水工程同時配合變更引水口位置，改採用「中游引水」的方案，即由莿

仔埤圳中游約12公里處開始引水。水源供應部分，調用農田水利會之農業用水量

以5萬噸/日及10日累積總量15.2萬噸為上限，且應採行夜間引水等農業影響減輕

措施。原工程工程自2013.01.17起停工，2013.04.18完成變更工程契約簽訂，並於

次日復工。根據彰化農田水利會的官方網站記載，2014.12.25日尚有召開工程協

調會議，相關工程進度都標示「尚符進度」。 

 

                                                        
84 參照《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 100 年年報》表 10-3-3「100 年度集集攔河堰供水量統計」

(p109)，2011 年集集攔河堰年供水量為 189,273 萬噸/年(約 518.56 萬噸/日)，分配給彰化地區

農業用水為 74,111 萬噸/年(約 203.04 萬噸/日)，僅佔集集攔河堰總供水量的 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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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4    中科四期區域集水排水系統 
資料來源：根據中科管理局，2009a「二林園區水系圖」(p3‐5)及 2009a，「二

林園區基地周邊排水系統與相關計畫示意圖」(p6‐26)套疊 Google Earth 繪製. 

四、基地集水排水區 

 

二林基地位置屬「萬興排水集水區」，區域內主要灌排水系統為「萬興排水

幹線」(集水面積約84平方公里)與「莿仔埤圳第四放水路」(集水面積約21平方公

里)，行政區域跨埤頭鄉、二林鎮及芳苑鄉。萬興排水不僅是中科四期二林基地

的主要排系統，也是彰化縣管的區域性排水，為灌排兩用水路，沿途設置多處制

水閘門取水灌溉，上游源於埤頭鄉芙朝村，流經埤頭鄉、二林鎮及芳苑鄉，於芳

苑鄉獨自出海。莿仔埤圳第四放水路為萬興排水之 大支流，主要功能係調節排

放莿仔埤圳灌溉水路之灌輸水並收集鄰近水路地區之排水後，於萬興農場北側匯

入萬興排水幹線。水利署亦於規劃滯洪池，總面積約達52.5公頃，並以10 年重

現期之洪峰流量為設計標準，提昇地區防洪排水標準(中科管理局，2009a：3-3；

中科管理局，2010：6-2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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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科四期(二林基地)的放流水 

 

水污染的問題一直就是中科四期計畫的核心爭議，特別是在廢水排放口的選

址上，環境影響評估方面。受到非常大的質疑與抗拒，除了雲林縣長親自出席環

評會表達堅決反對將放流口設置在彰化縣與雲林縣共同邊界的濁水溪外，連中科

四期場址的彰化縣長也到場表達反對將排放口設置在舊濁水溪。當積極爭取中科

四期設址的地方首長都對主辦機關的污水放流設計抱持高度不信任的態度時，加

上中科三期環境影響評估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以「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錯誤資

訊之判斷而有瑕疵」，撤銷「中科三-后里/七星基地」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的

結果85，可以想見原本就反對中科四期設置的地方民眾心中是如何的恐懼、絕望

與憤怒，也埋下一連串中科污水放流計畫影響地區鄉鎮居民的抗爭，行動。 

 

(一)中科四期放流水計畫的演變 

 

中科四期的廢水排放計畫從污水處理廠收集後，以埋設防漏性佳之專管的方

式排放至周邊承受水體下游河段。排放方案因涉及排放水體下游的產業與生態考

量，以及民眾不信任而歷經數次變化，規劃單位因應環評委員的審查意見，以及

行政院的政策指示，提出幾個不同的方案(見圖5-24)。 初原規劃排放方案包括

「舊濁水溪方案」、排放點位於園區西北側舊濁水溪三和制水閘下游(中科局，

2009d：5-20~5-21)。因福興鄉居民強烈反對，2009.06.16的「放流水之影響及因

應第2次專家延續會議」(下稱放流水專家會議)結論即要求規劃單位補充「放流

口變更至濁水溪」及「以海洋放流管線排放於海洋」等2 項替代方案評估86，規

劃單位遂於2009.06.30「放流水專家會議」中提出取消舊濁水溪方案，改排放至

濁水溪的「濁水溪方案」87，排放點位於濁水溪自強大橋下游河段，作為「舊濁

水溪方案」的替代方案(中科局，2009b：4-86~4-86)。 

 

2009.10.13，環評專案小組第5次初審延續會議時，做出「舊濁水溪方案」及

「濁水溪方案」等放流水排放方案為「均屬可接受之方案」，同意「由開發單位

應就環境、技術、經濟、管理等4方面充分檢討後，採行較佳方案」之建議。前

                                                        
85 2008.01.31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訴字 1117 號判決. 
86 參見 2009.06.16「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放流水之影

響及因應專家延續會議的會議紀錄. 
87 參見 2009.06.30「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放流水之影

響及因應第 2 次專家延續會議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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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4  中科四期區放流水排放方案 

資料來源：根據中科管理局，2009b，「放流水排放專管佈設路線示意圖」(p4-86)，
以及中科管理局，2011，「舊濁水溪與濁水溪河口潮間帶低潮線以下排放方案示

意圖」(p1-4)、「本園區放流水排放專管路線替代方案(路線一)示意圖」(p1-13)；
套疊 Goole Earth 繪製。 

提條件為初期及中期(廢(污)水放流量在6萬CMD以下)，廢水得排放至舊濁水溪

或濁水溪之「河口潮間帶低潮線以下」，後期或廢(污)水放流量高於6萬CMD或

河口牡蠣體內銅檢測濃度值超過100mg/kg濕重，應以「海洋放流管」排放，以及

放流水排放專管施設完成後，始得同意進駐廠商營運88。一週後的10.21，雲林縣

長蘇治芬由縣級立委陪同拜會當時的行政院長吳敦義，反對仍有濁水溪方案之可

能。當天，行政院做出「政策決定」，請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另考量採取專用放

流管向海洋再延伸3公里，以及廢水完全回收提供國光石化再利用等方案，環保

書發佈新聞稿，表示此為「政策決定的事項，而非環評專業審查的事項」。 

 

 

 

 

 

 

 

 

 

 

 

 

 

 

 

 

 

 

 

 

 

 

 

                                                        
88 參閱 2009.10.13「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專案小組第

5 次初審延續會議之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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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30環保署召開第185次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基本上以專案小組會議

建議為結論，有條件(4項結論及19項條件)通過開發行為之環評，並附帶決議「開

發單位會中承諾依行政院政策指示將廢水排放於河口潮間帶低潮線再向海洋延

伸至少3公里之方案，係較前述認定可接受方案補充要求更高之環境保護對策，

開發單位於實施前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申請變更」89。因此，中科局在

2009.11.16所提出的《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基地)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

書 定稿本(第二冊 實質計畫)》中說明，將經依照環評委員會審查結論，以及行

政院之政策指示(2009.10.21)，將規劃延伸至各該河口潮間帶低潮線以下或以海

洋放流管排放之方案，並提出環評變更程序(中科局，2009b：4-87)，並於2011.09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放流水排放方案變更環境影響

差異分析報告》，提出「舊濁水溪河口潮間帶低潮線以下排放方案」、「濁水溪

河口潮間帶低潮線以下排放方案」與「濁水溪河口海洋放流路線評估」 

 

當中科四期轉型為「精密工業園區」，園區產業調整為低用水、低排放產業；

終期用水量調整為20,000CMD；滿足2年內廠商可開始建廠營運目標90，因此依

照〈環評法施行細則〉§37規定辦理「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原環評審查結論通

過之排放方案「濁水溪方案」及「舊濁水溪方案」並未納入變更，由中科局綜合

檢討環境、技術、經濟、管理等4方面自行採行較佳方案，等於回歸到2009.10.13，

環評專案小組第5次初審延續會議之前、沒有增加「河口潮間帶低潮線以下」排

放的方案。 

 

(二) 排水方案 

 

以下，依序就排放點位於園區西北側舊濁水溪三和制水閘下游的「舊濁水溪

方案」、排放點位於濁水溪自強大橋下游河段的「濁水溪方案」、前兩案延伸至

河口潮間帶低潮線以下排放方案，以及四種路線的海洋放流管方案等，分別說明。 

 

1.舊濁水溪方案 

 

(1) 方案內容： 

                                                        
89 參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185 次會議之會議紀錄. 
90 參閱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2013),〈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報告及變更審查結論(定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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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濁水溪方案係由園區西北側沿二林精機園區(預定計畫)西側綠帶、既有道

路、農業道路至舊濁水溪堤岸鋪設專管，將放流水排至舊濁水溪 後一處灌溉引

水閘門—三和制水閘下游河段，專管全長約8.3 公里。放流水排放點距離河口尚

約有7公里(中科局，2010：5-33)，評估施工期約20個月、工程經費約12億(中科

局，2013：1-22)。 

 

(2) 預期受影響地區 

 

舊濁水溪的「感潮河段」91 遠可能上溯至三和制水閘下游約1.2 公里處之

三和橋一帶，因此三和制水閘即為舊濁水溪下游河段所設置之 後一處灌溉引水

閘門。根據中科四期的環評說明書，舊濁水溪方案排水口下游(舊濁水溪三和制

水閘下游)河岸兩側雖仍有不少農作田分布，但大多仍屬彰化農田水利會灌區範

圍，而其灌溉水源均來三和制水閘，並分別由大和圳、義和二圳、義和三圳、麥

嶼厝圳及福寶圳所引出，與舊濁水溪三和制水閘以下之河段並無關聯。 

 

然舊濁水溪出海口河段兩案以及出海口海域周邊，有福寶生態園區與福寶濕

地的土地利用概況，主要為酪農區及養殖漁塭(淡/海水皆有)，並設有生態展示

區、水鳥繁殖區等。出海口以外之鹿港水道一帶的潮間帶，則有密集的牡蠣養殖

(蚵田)分布92，為可能受舊濁水溪方案影響 劇之產業。中科局規劃單位自己的

評估也認為，因福興鄉蚵農曾多次抗議表達堅決反對之立場，未來排放後對養蚵

的影響，將與現行3個大排所衍生的責任發生糾葛，而產生極大的管理風險(中科

局，2013：1-22)，因此，彰化縣政府也正式表示，不建議採取「舊濁水溪方案」，

而偏好「濁水溪方案」。 

 

2. 濁水溪方案 

 

(1) 方案內容： 

 

                                                        
91 即河川受到潮汐影響的河段，臺灣一般的河川感潮河段大約在 3~20 公里範圍，因潮汐影響，

可能會混入海水，因此一般的農業引水閘門必須設置在河川感潮河段的上游，感潮河段的河水

已無灌溉之利用價值。。 
92 彰化縣重要的養殖漁業生產區，主要在舊濁水溪出海口海域以南的芳苑鄉沿海一帶，包括漢寶

養殖漁業生產區、王功養殖漁業生產區、永興養殖漁業生產區等(主要產量為蜆、文蛤、鰻魚

及吳郭魚)，分別鄰近萬興排水出海口、後港溪出海口、二林溪出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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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舊濁水溪方案」遭到彰化縣王功、福興鄉蚵農強烈抗議，2009.06.30

第三次專家會議時，中科副局長郭坤明主動提出濁水溪方案(朱淑娟，2009)。「濁

水溪方案」係由園區南側沿既有道路鋪設專管，將放流水排至濁水溪自強大橋下

游附近約1公里處河段，專管全長約14.2公里。濁水溪為中央管河川，放流水排

放點河段屬乙類陸域水體，距離河口尚約有16.5公里(中科局，2010：5-33)，評

估施工期約30個月、工程經費(不含抽水站用地取得)約22.2億(中科局，2013：

1-22)。 

 

(2) 預期受影響地區 

 

根據中科局函尋地區自來水公司及農田水利會之回覆(中科局，2010：7-62)，

濁水溪方案下游河段南北兩岸並無自來水取水口，南岸亦無農田水利會灌溉取水

口，僅彰化農田水利會於北岸自強大橋下游尚有深耕三圳臨時水權(即備用水

源)，且位於位於自強大橋下游約80公尺處，為規劃放流水排放點(自強大橋下游

約1 公里)上游河段。因此，環評說明書認為「濁水溪方案」對於使用集集攔河

堰(位於自強大橋上游50公里)兩側分別佈設南、北岸聯絡渠道，再由這兩條聯絡

渠道分水到沿線各圳路的濁水溪灌溉系統而言，並無影響。放流水排放的可能影

響區域，主要是自強大橋下游沿岸非農田水利會灌區約1,169公頃的高灘地農作

區。農作區之農產主要以西瓜( 大宗)、稻米為主，另有花生、蔬菜、番藷、大

蒜等。由於季節生長交替及休耕，且此區位於濁水溪下游河道，易受枯豐水期及

颱風侵襲等影響使河道變遷，皆會影響農地作物種類及面積的變化。 

 

對沿海養殖漁業的影響部分，濁水溪西濱大橋下游至出海口兩側有部份養殖

漁塭分布，北側(彰化地區)約70.8公頃、南側(雲林地區)約58.6公頃，合計約129 公

頃，主要養殖文蛤、虱目魚及鰻苗。用水來源，主要係抽取地下水及引取漲潮時

湧入的海水。故，中科局環評說明書評估濁水溪方案對養殖漁業影響的結論是「可

能性相對較輕微」(中科局，2010：7-80~7-81)。 

 

3. 河口潮間帶低潮線及海洋放流管方案 

 

(1) 方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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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06.16的「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

明書」放流水之影響及因應專家延續會議，環評委員陳弘成於上提出，規劃單位

所提的污水處理能力與排放標準都有待努力，建議若將廢水能以管線海洋放流，

則引起之糾紛與影響將可減至 低。該次會議結論，即請開發單位在下次會議中

提出評估方案。2009.06.30專家會議，也做成以「排放至濁水溪」及「以海洋放

流管排至海洋」兩項方案進行後續評估分析。因此，2009.10.13，環評專案小組

第5次初審延續會議即以前提為廢(污)水放流量超過6萬CMD即需採「河口潮間帶

低潮線以下排放」及「海洋放流管排放」，且放流水排放專管施設完成後始得同

意進駐廠商營運，同意「舊濁水溪方案」及「濁水溪方案」是「均屬可接受之方

案」。復於2009.10.21行政院做出「放流管向海洋再延伸3公里」的政策決定後，

此方案即為環評的主軸。 

 

表5-17 舊濁水溪與濁水溪河口潮間帶低潮線以下排放方案比較 

方案 舊濁水溪河口潮間帶低潮線以下 濁水溪河口潮間帶低潮線以下 

環境

影響 
1. 排放於河口潮間帶低潮線以下，因海

洋之稀釋效果高於河川，應仍屬可接

受之方案。 
2. 排放點將落在專用漁業權範圍內，且

施工及排放可能影響河口養殖業。 

1. 排放於河口潮間帶低潮線以下，因海

洋之稀釋效果高於河川，應仍屬可接

受之方案。 
2.排放點附近區域已排除在專用漁業權

範圍外，較無因損及漁業權求償之問

題。 
工程

技術 
1. 放流水專管由園區至舊濁水溪河口潮

間帶低潮線以下，全長約20.3公里，其

中陸域段約15.1公里，海域段5.2公里。

2. 管線大致呈順向排水之走向。 
3. 舊濁水溪南岸道路之路幅較小，堤岸

多屬天然植生護坡，管線施工易造成

邊坡崩塌，須特別加以復舊或保護，

施工困難度較高。 
4. 埋設管線至河口潮間帶時已在海平面

以下，須再設置一座揚水站。 
5. 揚水站興建可利用公有土地，其餘多

為私人之養殖魚塭，人工濕地用地取

得恐有困難。 

1. 放流水專管由園區至濁水溪河口北側

潮間帶低潮線以下，全長約34.5公里，

其中陸域段約29.3 公里，海域段5.2公

里。 
2.園區至自強大橋段屬逆向排水，自強大

橋至河口段則呈順向排水之走向。 
3.埋設管線至河口潮間帶時已在海平面

以下，須再設置一座揚水站。 
4.揚水站用地取得較易，人工溼地用 
地取得難度亦較低。 

經濟

性 
建設費約38 億元(揚水站及人工溼 
地用地取得費用未計)。 

建設費約63 億元(揚水站及人工溼 
地用地取得費用未計)。 

營運

管理 
操作維護費用，初估約需2,640 萬元 
/年。 

操作維護費用，初估約需4,140 萬元 
/年。 

資料來源：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2011b),《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

區)開發計畫放流水排放方案變更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2011.09.: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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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局所提出的「海洋放流方案」，是以放流排水口於河口潮間帶低潮線再

向海洋延伸至少3公里之方案(中科局，2010：5-33~5-34)，分別是「舊濁水溪河

口潮間帶低潮線以下排放」方案以及「濁水溪河口潮間帶低潮線以下排放」方案

(見表表5-17)。 

 

前者，由園區至舊濁水溪河口潮間帶低潮線以下，全長約20.3公里，其中陸

域段約15.1公里，海域段5.2 公里，總建設經費38億。後者由園區至濁水溪河口

北側潮間帶低潮線以下，全長約34.5公里，其中陸域段約29.3公里，海域段5.2公

里，總建設經費63億(不含揚水站及人工濕地的土地取得費用)。 

 

評估排放點將落在彰化區漁會之專用漁業權範圍內、施工及排放可能影響河

口養殖業、未來之施工及營運之阻力極大、彰化縣政府不支持的情況(中科局，

2011b：p1-6)，偏好採取建設經費高出66%、操作維護費用高出57%的「濁水溪

河口潮間帶低潮線以下排放」方案。中科局另提出四種路線「海洋放流」方案，

與經與原環評路線比較後，採取長34公里(陸上管線約25.3 km、海域部分管線約

8.7 km)、僅經過大林鎮與大城鄉的方案，總工程經費約60億元。 

 

(2) 預期受影響地區 

 

本方案放流管線穿越王功海埔新生地之密集漁塭、潮間帶蚵田及西側彰化區

漁會之專用漁業權水域。王功養殖漁業生產區生產面積約270公頃，海放管施工

可能影響區域約40公頃、海放管亦穿越彰化區漁會之專用漁業權水域，可能影響

區域約160公頃。 

 

2009.10.05專案小組第五次初審會議，有委員指出河口或沿岸廢水排放都會

對中華白海豚有所影響，因其棲息於9m以淺之水深，沿岸3km以內的水域，故廢

水若以海洋放流管行之，則可將影響減至 低(見2009.10.05專案小組第五次初審

會議紀錄)。該次會議中福興鄉公所堅決反對「舊濁水溪方案」，請中科局採取

「海洋放流或其它能讓百姓信任安全無污染」的方式處理中科廢水93 

 

 

                                                        
93 見 2009.10.05 專案小組第五次初審會議紀錄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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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科四期計畫變更 

 

早在2009.04.14，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召開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首度審查中

科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時，就有委員質疑，審議中科三期后里農場開發時管理

局即說明將不再開發中部科學園區，中科局如何說明中科四期二林基地開發的迫

切性、辦理81.8公頃私有土地徵收之「公益需要」？對於使用特定農業區是否影

響農業？園區用水是否排擠農業甚至民生用水？廢排水對周遭農地的污染….等

質疑。出席的民間團體、地區民意代表、民眾代表等，也對中科四期開發將帶改

原本就用水吃緊、因過度抽取地水而劃為地層下陷嚴重區的彰南平原用水更加緊

張，下陷更加嚴重，並對廢水對農業及沿海養殖魚業的影響、土地徵收造成居住

及就業等等問題，紛紛表示憂心與反對意見。 

 

另一邊，提早一週召開(2009.04.07)的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也進行第一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環評委員也質疑開發的可能經濟效益不大、長期供水源不

確定、對農業造成衝擊嚴重，甚至園區開發、引進大量人口後造成附近物價地價

飆漲卻未做社經影響衝評估等爭議，認為問題嚴重而決定召開延續會議。在中科

三期后里基地計畫書通過時，經建會及決議「作業基金現已負擔沉重」、「不應

再陳報新設科學園區開發計畫」。事實上，到了中科四期時，作業基金不僅沒有

解除，還加倍惡化。而選址二林時的用水、污水排水、地層下陷、環境衝擊等等

問題都一再受到質疑，不僅是居民，連區域計畫委員、環評委員也提出非常多的

問題，甚至直接指責中科局「哄騙老百姓」，但計畫還是在「愛台12建設」的大

帽子下，強行闖關。從各種審查會議、專家會議不僅密集召開多次，還追加「延

續會議」來看，「走完程序」似乎是行政單位的 高指導原則。 

 

諷刺的是，僅僅只是選址確定(2008.08.20)，中科局即設定可以在11個月內

完成動工前的所有審查程序(洪耀堂，2008：9)，然不久後，原先用地需求的產

業即已表示「受全球性的不景氣衝擊、將進行減產及延後設廠計畫」，但中科局

仍按原計畫展開長達三年半的籌備程序，甚至在環評未通過，前述供水、污水排

水等關鍵問題都還未找出確定方案之前，園區基礎設施即已興建完成，留下許多

未處理的問題。舉例來說，作為「開發工程污水處理廠」的人工濕地設置計畫卻

「僅能處理園區內千分之一的汙水量」，然，這是已經完工、不會再改變的事實。

若不是彰南地區農民鍥而不捨地透過各種管道、形式來表達抗議，尋求合理方

案，甚至透過法律訴訟，今天的中科四期恐已成為環境的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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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人感嘆的現實是，如果不是因為國開石化不開發，連帶做成大度攔河堰

不開發的結論，使得中科四期主要水源產生致命問題，再加上農民循法律訴訟管

道的努力逐漸獲得結果，中科四期恐怕也不會「中止」。只是這是「中止」而非

「終止」，中科四期以「轉型」的方式推出了「二林精密機械產業園區」，意圖

避開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已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

用之土地，因情事變更，致原徵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已無徵收之必要」，應廢止

徵收之情形。從整個計畫轉折過程與發展，不難看出計畫的荒謬與人民的無奈。 

 

壹、中科四期計畫的轉型 

 

由於中科四期的主要長期水源大度堰工程中止，加上主要進駐產業光電面板

業者因產業景氣因素而建廠擴產的意願逆轉，中科四期經行政院於2012.08.13正

式核定，轉型為「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轉型為精密機械園區計畫」

確定。以下，概要說明計畫變更的前因、官方說法與轉型後的定位。 

 

一、計畫轉型的前因： 

 

中科四期在2009年(04.07)第一次環評送審，半年之後的10月30日就通過環

評、11月12日通過內政部區委會都市計畫等配套(詳表5-18)，600多公頃、高度爭

議的開發案在9個月內走完全部的審查取得開發許可與建築許可，無怪乎立委何

欣純在質詢當時國科會主委朱敬一時指出，中科四期「完全是政治操作下的產物」

(立法院，2012：160)。此種質疑也一定程度反應出中科四期籌備的倉促與勉強

處境。事實上在2008.08.20國科會宣布中科四期落腳彰化二林不久，中科局長楊

文科在「邁向全球 有競爭力科學園區規劃論壇」(2008.10.09)中引述國科會李

羅權主委的「軍令狀」，指示二林園區務必在2009.07能如期動工(洪耀堂，2008：

5)。不料，兩個月後光電大廠友達光電董事長李焜耀即在中科局舉辦的「中部科

學園區產業聚落發展與產學合作」高峰論壇中表示，受全球性的不景氣衝擊，將

進行減產及延後設廠計畫94。然中科管理局仍表示「中科會依照計畫，明年七月

底如期交地」，而當時中科四期的開發計畫尚未送審，離第一次環評審查還有4

個月之久，等於是先設定政策目標結論，再設法評估場址事宜，限期開發心態的

躁進，也形成對民眾溝通的品質粗糙，反而造成不信任。 

                                                        
94 李錫璋(2008),〈中科二林園區明年如期動工 友達建廠擬延後〉,中央社, 200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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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8 中科四期相關審查會 

日期 會議名稱 

2009.02.27 中科局送彰化縣政府審查 

2009.04.07 環評委員會專案小組第1次審查會 

2009.04.14 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第1次審查會 

2009.04.21 環評委員會專案小組第1次審查會延續會議 

2009.04.28 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第2次審查會 

2009.05.05 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第3次審查會 

2009.05.07 環評委員會專案小組第2次審查會 

2009.05.12 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第4次審查會 

2009.05.18 環評委員會專案小組第2次審查會延續會議 

2009.05.21 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第5次審查會 

2009.06.09 環評委員會「放流水之影響及因應」專家會議第一次會議 

2009.06.15 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第6次審查會 

2009.06.16 環評委員會「放流水之影響及因應」專家會議第一次會議延續會議 

2009.06.17 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第7次審查會 

2009.06.19 環評委員會「放流水之影響及因應」專家會議第二次會議 

2009.06.30 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第8次審查會 

2009.06.30 環評委員會「放流水之影響及因應」專家會議第二次會議延續會議 

2009.07.07 環評委員會專案小組第3次審查會 

2009.07.07 環評委員會「放流水之影響及因應」專家會議第三次會議 

2009.08.10 環評委員會專案小組第4次審查會 

2009.10.05 環評委員會專案小組第5次審查會 

2009.10.13 環評委員會專案小組第5次審查會延續會議；環評初審通過 

2009.10.30 環保署185次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有條件(4項結論及19項條件)通過

2009.11.05 區域計畫委員會第265次會議 

2009.11.12 區域計畫委員會第265次會議延續會議；決議得以開發 

2009.11.16 內政部同意中科局完成「區委會265次審議延續會議19點補正」 

2009.11.17 取得二林園區擴建案建管授權 

資料來源：整理自各委員會各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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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2006年中科后里園區審查時中科局就說不會再設工業區。2009.04.28

區域計畫委員會(中科四期)專案小組第2次會議二度審查中科四期開發案時，就

重提中科局當年有提出不會再設工業區的承諾，質疑現在中科四期設置的必要性

與正當。因此要求國科會必須公布7個候選基地的得分、優先順序排名。而中科

四期對環境衝擊的疑慮上，也是問題重重、陰霾不散。單就2009.04.07環評委員

會(中科四期)專案小組第1次(初)審查會中，就有多位環評委員對計畫提出質疑。

游繁結委員指出大度堰要到2016年才完成供水、水質是否能供園區使用等不確定

因素存在，也具體建議要重新檢討農業用水之分配、減少爭奪。 

 

林素貞委員質疑採用的短中期用水調配措施對附近農產品及農民權益與民

眾用水之影響、以及如何補充地下水以避免地層下陷影響等並沒有評估。陳鎮東

委員甚至指出中部地方本來就是缺水地區，質疑大度攔河堰是否可。林鎮洋委員

提出大甲溪至大肚溪口沿海、外傘頂洲北部沿海以及嘉義布袋沿海為台灣保育類

動物繁殖育幼接地，中科發展後帶來的高科技污染問題尚無法完全充分認知。盧

至人委員甚至指出部分內容太過於一般性了，說了跟沒說差不多(參閱專案小組

會議紀錄)。 

 

許多民間團體便批評選址不當95，臺灣生態學會顧問張豐年指出，水利署規

劃大度堰引用烏溪的水源供應，然大度堰2016年才能完工、環評審查也還沒過，

對百姓連哄帶騙；委員陳光祖也要求中科應承諾不會影響原來灌溉用水。即使到

2009.04.28區域計畫委員會(中科四期)專案小組第2次會議、二度審查時，農委會

也還在質疑二林園區內有「稻米產銷專用區」，以後園區的廢汙水更可能衝擊漁

業。甚至發生彰化縣長與雲林縣長同時出席，都堅決反對污水不得排放到所轄縣

境內的河川96的情況。中科四期的催生，可說是先天不良、又後天失調。 

 

二、計畫變更的官方說明：水資源不足 

 

2012.03.08當時的國科會主委朱敬一向行政院提出產業景氣轉變、大度攔河

堰暫緩導致長期水源計畫生變兩大觀察，復於12日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會

議上答覆立委質詢時表示，由於大度攔河堰不蓋、長期的水源就不確定，加上環

                                                        
95 朱淑娟(2009a),〈中科四期二林園區首次環評 引爆中區搶水爭議 退回再審〉,《環境報導》, 

2009-04-07. http://e-info.org.tw/node/42328 
96 2009.10.05 舉行的環評委員會(中科四期)專案小組第 5 次審查會. 彰化縣長卓伯源反對廢水排
入彰化縣境的舊濁水溪、雲林縣長蘇治芬都到場反對廢水排入彰化與雲林交界的濁水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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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爭議以及光電產業趨勢變數，因此提請行政院「重新檢討」(立法院，2012：

130、160、172)，並於29日提出「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科學園區轉型方

案建議報告」。而大度攔河堰計畫的暫緩源自於國光石化投資案劃下句點。 

 

2005年提出的國光石化投資案因環評未通過，而在2008年決定從雲林離島工

業區移往彰化大城鄉，經建會旋即於2008.04.14同意將彰化大城工業區列為國家

重大計劃，藉以避免受禁止開發海埔新生地的保育禁令限制，以利此案能填海造

陸興建國光石化園區，但仍因為高污染、健康風險、生態問題、用水問題，以及

對於彰化近海養殖魚業的威脅，而遭到彰化居民、環境保育等團體強烈反對。其

中，原計畫104年投產的國光石化計畫，所依賴的長期水源大度攔河堰計畫卻需

要到106年才能完成供水，因此又必須要調用截取自濁水溪的農業灌溉用水，此

舉又使原本農業用水吃緊的彰化平原農民更為緊張。各界對於國石化案對於生態

與人居環境的衝擊相當質疑，因此該案也引起廣泛的反開發抗爭活動，甚至有18

位中研院院士以及758位教授連署提案反對。 

 

2011.03.30，多名彰化醫界以及環保團體代表前往總統府對談，向總統提出

對國光石化意見；2011.04.03，馬英九總統出席彰化縣芳苑鄉福海宮舉行的「全

民拒絕國光石化，萬人拚健康餐會」，翌日抵達彰化大城濕地，在彰化縣芳苑鄉

反污染自救會長林濟民等人陪同下到蚵田了解養蚵產業。就在國光石化二階環評

於2011.04.21第五次專案小組會議作出「不予開發」及「有條件通過」兩案併陳

送交下月環評大會的結論後，馬英九總統率內閣首長於同月23日召開記者會宣

示，不再支持國光石化開發案在彰化進行。三天後，經濟部水利署發布新聞稿表

示，「審慎檢討大度堰各種方案，不排除不興建之可能」，也成為檢討中科四期

轉型變更的關鍵因素。 

 

2012.07.13行政院於以院臺科字第1010042093號函同意轉型：1.以引進低用

水、低排放產業為原則進行轉型；2.但書指示事項協調獲共識後，方得據以推動。

到了2012.08.13，國科會主委朱敬一宣布，中科四期(二林園區)轉型為精密機械

園區計畫已完成報院程序97，原宣稱有主要預定進駐廠商友達投資4000億及華邦

投資1500億合計兩家公司即達5500億投資的中科四期，確定轉行為精密機械產業

使用的工業區。 

                                                        
97 科技部官方網站 http://www.most.gov.tw/ct.aspx?xItem=15483&ctNode=163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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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變更後：轉型做精密工業園區   

 

中科四期的轉型計畫「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轉型為精密機械

園區計畫」，經行政院於2012.08.13正式核定。根據當時國科會所發佈的官方新

聞98，二林園區開發修正要點有三：一、產業轉型：依據低耗水、低排放的原則，

降低光電產業比重由60%到20%，不含面板製造，以光電材料與光學元件、背光

模組等產業為招商目標。半導體由10%提高為20%，但不含晶圓製造。精密機械

招商目標增幅 大，由原先10%提高到35％，其餘則為生物科技與綠色能源。二、

降低用水：長期總用水量由原先16萬噸/日，降低到2萬噸/日，降幅高達8倍。三、

不由莿仔埤圳上游引用農水：由於中期用水缺口由原先 多6.65萬噸/日，降為預

估量1.22萬噸/日，降幅高達五倍。自民國109年水利署中部聯合供水工程完成起，

將增加調度1.52萬噸/日自來水。屆時將不再引用農水。 

 

貳、民間的抗爭活動   

 

中科四期的落腳二林， 大的爭議是對環境與在地農、漁業的衝擊，主要是

用水與排水的問題。特別是用水計畫是與現行的民生與農業用水產生衝突，而二

林區的民生用水是依賴抽取地下水，加上農業用水也有大量的地下水抽取需求以

彌補彰化農田水利會的「供六休四」輪灌措施。但也由於長年抽取地下水，連官

方都證實已經產生嚴重的地層下陷、甚至危及高鐵的通車安全(劉明岩，2011)，

因此，民間批評選址不當、抗爭不斷。本小節重點整理當地民眾對於中科四期計

畫中的用水、排水、土地徵收等計畫的抗爭活動，呈現政府計畫擬定與推動過程

中，對於當地產業與人民生活現實的不夠理解與溝通粗糙。 

 

一、水資源(供水)的抗爭：  

 

(一) 大度攔河堰抗爭 

 

大度堰的規劃早在2004年即已完成整體環境計畫報告，堰址位於國道1號大

肚溪橋下游約1500m處。再以輸水管路，由堰址下游沉澱池起，沿既有道路埋設，

經彰化縣和美鎮、伸港鄉、線西鄉、鹿港鎮、福興鄉、芳苑鄉，到大城鄉近海的

                                                        
98 參閱科技部官方網站「新聞資料」2012.08.19 
http://www.most.gov.tw/ct.aspx?xItem=15483&ctN ode=163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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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工業區，總長(至)約60km。二林鎮、埤頭鄉。另於台17與舊濁水溪交接處，

以分枝管線連到中科四期基地(彰化二林鎮)，長約14km。其實， 初目的是為提

供位於鹿港、線西、伸港地區之彰濱工業區工業用水(30萬CMD)為主要(中區水

資源局，2004a：1-4)，以彰化地區民生用水為次要目標(中區水資源局，2004b：

3-28)，而非國光石化案。 

 

2005年提出的國光石化案因為環評與購地等困難，在2007.11.30由行政院副

院長邱義仁決定由原先的雲林縣離島工業區改至彰化縣大城鄉的海埔工業區，此

時才將大度攔河堰納為國光石化的主要供水水源。同樣的，當彰化縣提出二林基

地作為中科四期的候選基地時，也是把大度堰作為主要的水源，但大度堰的計畫

卻是預定在2016年才會完成。何況，早在2009.04.07首次召開中科四期環評審查

時，委員對於開發單位把大度堰納入供水水源也有諸多質疑99，彰化地區民眾也

認為大度堰截烏溪水源可能造成下游鄉鎮農業灌溉、地層下陷、河口生態與養殖

魚業衝擊等等疑慮100。因此，在河川局的說明會上，許多民眾與團體即提出國光

不建廠，就沒有興建攔河堰工程必要的呼籲。回應民眾的意見，經濟部水利署中

區水資源局副局長江明郎在主持2010.10.01彰化市說明會也表示，若國光石化不

開發，大度堰的興建當然要重新檢討(朱淑娟，2010b)。 

 

2011.01.24 彰化縣彰化市長邱建富及溪州鄉長黃盛祿曾召開記者會，邱建富

表示如果國光石化進駐彰化，就要興建提供國光石化水源的大度攔河堰，彰化市

會因此陷入沙塵暴的危機。次日約300名反國光石化民眾到彰化政府靜坐抗議國

光石化，28日起三天又有超過200位民眾於彰化火車站前廣場參加反國光石化、

反大度攔河堰靜坐活動。也有中央、地方的民意代表在邀請水利署召開的協調會

中表示「徹底反對」大度攔河堰的計畫(高堂堯，2011)。因而，在環評專案小組

作出國光石化「不予開發」及「有條件通過」兩案併陳送環評大會後(葉小慧、

蘇秀慧，2011)，2011.04.22馬英九總統召開記者會宣示不再支持國光石化開發案

在彰化進行(蘇秀慧、楊毅，2011)。 

 

                                                        
99 主要意見包括：大度堰計畫本身是否可行(陳鎮東)、能否於 2016 年完工供水(游繁結、盧至人)、

水質是否能供使用(游繁結)、大量截水會影響民生用水(林鎮洋)與河口生態(農委會)等。參閱「中

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專案小組初審會議紀錄

(2009.04.07) 
100 2010.01.11 於彰化縣政府舉辦的公開說明會中，民眾主要的質疑有：上游攔水影響下游鄉鎮地

下水的補水，會擴大地層下陷；擴大下游河口沙塵影響；對沿岸農業灌溉以及河口近海養殖的

衝擊；對大肚溪河口以南海岸的特殊泥質沙灘生態造成衝擊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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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25日，上百名台中烏日、大里、大肚、龍井居民組成「反大度攔河堰聯

盟會」前往台中市議會，要求撤銷用以供給國光石化、中科四期、大城、彰濱及

二林精機等工業區用水的大度攔河堰開發計畫案。聯盟總召張煥昌說，攔河堰截

水後，下游600多公頃農地將無水可用，沿海也將缺乏淡水，影響魚苗生長與漁

民撈捕，當初興建集集攔河堰供水給雲林麥寮，造成濁水溪下游揚塵嚴重(洪敬

浤、陳秋雲，2011)，強調地方有堅決反對大度攔河堰計畫的決心，終於讓經濟

部水利署發佈新聞，表示「審慎檢討大度堰各種方案，不排除不興建之可能」。

同年05.17以及08.24，水利署及召開大度攔河堰替代方案會議，確定單就中科四

期與彰濱工業區的用水效益，將無法負擔大度攔河堰工程的成本，因此決議另研

擬大型海水淡化廠取代(中區水資源局，2013：摘-1)。大度攔河堰計畫正式終止。 

 

(二) 中科搶水抗爭－守護莿仔埤圳 

 

由於中科四期主要長期水資源來自於2016年才能完成供水的大度攔河堰計

畫，因此把地區自來水源以及集集攔河堰分配至彰南平原農業用水劃為中期用

水，從而影響利用莿仔埤圳為主要農業灌溉水源的彰南地區18,550公頃灌溉區的

農地與農民生計。該項分配用水工程的正式名稱為「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

林基地)調度使用農業用水計畫工程」，主要是從擬集集攔河堰北岸聯絡渠道引

接後直接送水至中科四期園區。計畫由莿仔埤圳進水口制水門下游設置引水量

8.0萬CMD的引水口，透過沿沿莿仔埤圳堤防(圳南路)挖空寬2.5公尺、平均深度

3.5公尺、全長約24.3公里的管線孔道所埋設的輸水管，將水送至園區之二林基地

之淨水廠。計畫工程採統包工程方式辦理，於2010.12經彰化農田水利會公開徵

選招標，2010.12.31發包設計施工。 

 

此一計畫不僅讓已長期實施「供四天，休六天」的彰化農田水利會灌溉區域

再度面臨分水的危機，農委會委託的研究報告也指出，支援中科四期用水會造成

農業用水缺水量增加、供水可靠度下降，其工程施做也將大幅的開挖擁有數百年

歷史的莿仔埤圳的堤岸，因此引起在地農民「反中科搶水」的危機感，因而展開

一連串的抗議、抗爭行動。2011.05.24，溪洲農民北上抗議101，手舉「農民沒水，

眼淚灌溉」布條抗議中科「買水滅農」(邱燕玲等，2011)。2011.06.21，上百位

                                                        
101 農民訴求：農業灌溉自集集攔河堰每日調度 90 多萬噸用水，缺水率高達六成七，濁水溪灌溉

引水已是「供四天，休六天」彰化農田水利會還以 3.3 元/每立方公尺的代價，撥用集集攔河

堰每天六．六五萬噸的農業用水，給中科四期作為中期用水(邱燕玲等，2011).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495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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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21日前往彰化農田水利會溪州工作站抗議政府未經環評，就準備進行23億的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基地)調度使用農業用水計畫工程(統包工程)」

(呂苡榕，2011)102。2011.07.28民眾成立「反中科搶水自救會」到環保署前「擊

鼓告官」，遞送公民告知函，希望環保署能主動調查彰化農田水利會，是否涉及

違法調撥農業用水給中科四期。2011.08.07反中科搶水自救會在溪州鄉莿仔埤圳

源頭舉辦「反中科搶水護水圳行動」，自救會長謝寶元說，彰化農民在六輕興建

後已經陷入長期缺水的狀況，溪州鄉長黃盛祿引農委會研究報告說明中科四期調

度農業用水將會使彰化農業用水的缺水量，每年擴大1,000萬至3,000萬噸不等，

也將造成一萬一千公頃以上農田因缺水而休耕，若中科再截走莿仔埤圳的水，很

多農田真的會廢掉，他們反對中科到底(林宛諭，2011)。2011.09.07反中科搶水

自救會舉辦「反中科搶水護水行動」，於溪州鄉莿仔埤圳水源頭舉辦「祭水」儀

式，呼籲彰化農田水利會不應再配合國科會，將珍貴農業用水調撥給中科四期二

林基地使用。2011.10.06反中科搶水自救會今號召700多位彰化農民北上行政院抗

議。 

 

就在當時國科會主委朱敬一在立法院備詢(2012.03.12)時證實中科四期計畫

將檢討轉型之後，反中科搶水自救會農民於03.15北上總統府抗議，要求搶水工

程立即撤案。當天，國科會也發出新聞稿，重點說明因為面板產業前景尚未明朗，

開發計畫有必要再審視檢討，而民眾疑慮的輸水工程已暫緩施作，目前所做的工

程只是開挖區的回填。另二林園區因應產業變化調整引進產業內容，是維持原計

畫之發展規模、與原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相符，所以沒有學者所稱依〈土地徵收

條例〉第49條第1項第5款法需廢止徵收之情形。 

 

2012.03.21立委張曉風、林淑芬、魏明谷、蔡其昌、林佳龍、何欣淳等人視

察原中科二林園區水源頭溪州莿仔埤圳，呼籲政府聽見農民訴求中科引水工程停

工的聲音。三百位溪州農民為抗議中科四期引水工程偷偷復工，於2012.04.12第

12次北上抗議，並在行政院前放置斗大的護水旗幟「傲慢政府，凌遲農民」(黃

湘淇，2012)。國科會則於2012.04.19由副主委賀陳弘回應，轉型定案前「工程停

工沒有正當性」不會停工，而且轉型後的園區還是「可能」用到水，不能說現在

進行中的工程是浪費(朱淑娟，2012)。此舉讓民眾感到更大的不安，發起了一連

串的「守護水圳」活動，在溪州鄉的莿仔埤圳舉辦反中科四期搶水工程的護水靜

坐，現場發起「一人一分，全民復耕」的連署活動。2012.05.29更把「守護水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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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帶到凱達格蘭大道台北賓館前，召開農民與藝文界聯合記者會。次月2日，

在莿仔埤圳農民靜坐現場舉辦守護水圳音樂會；23日，「守護水圳」活動有溪州

鄉農民邀集來自全國各地的上百名民眾拿起鐮刀下田收割，並在田間留下一個巨

大的「水」字，表達護水決心。 

 

二、水污染(排水)的抗爭 

 

中科四期的污水排放是採取「專管」的排放至周邊承受水體下游河段，而有

排至園區西北側舊濁水溪三和制水閘下游的「舊濁水溪方案」，以及排放至濁水

溪自強大橋下游河段的「濁水溪方案」(中科局，2010：5-31~5-32)，以及後來追

加的海洋放流方案。因此從地方居民的角度，污水放流的影響就分成專管路線的

選擇對路線經過地區的工程(土地取得與施工期間)影響：以及，污水排放口的選

擇對於排放口下游水體與區域鄉鎮市的農業、養殖魚業、生態等的環境衝擊。前

者的影響較低，本文將著重在後者污水放流對環境生態甚至農漁產業的衝擊。 

 

(二)民眾的抗爭訴求 

 

由於流放水排放區域有三大密集的水產於貝類養殖區103，加上1986年高雄縣

茄萣外海「綠牡蠣事件」，以及科學園區不良的排放紀錄104，因此，2009.04.07

環評審查第一次初審時，內政部就特別提醒應審慎評估對沿海養殖的影響
105

，環

保署水保處提醒科學園區之廢水排放者多數重金屬、有沈積疑慮，易於近岸養殖

區形成累積
106

，然規劃單位所提放流水標準方案較目前處理技術及其他科學工業

園區還要寬鬆，且未提出放流水排放至海洋後、隨洋流對海域養謹漁業之影響，

也因此，中科局所提出的放流方案，受到當地民眾的強烈質疑，甚至發請一連串

的抗議活動。 

 

                                                        
103  詳「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p8，張添晉委員意見,  
104 在環評會議(2009.06.09)上，地球公氏協會執行長李根政舉環評委員永健教授在 2001 年對新竹

香山地區牡蠣重金屬增高的研究，福興鄉反二林中科排放污水自救會於細數竹科污水污染當地

隆恩圳；鄰近大崎村井水無法引用、稻穀未結穗就枯萎；龍潭科學園區廠廢水排入霄裡溪使下

游龍潭鄉三和村，新竹縣新埔鎮巨埔里、鹿鳴里經常發現溪流生物死亡，居民眾也傳出飲用井

水後身體不適的例子，認為污水排放將使鄉民難逃厄運、產業化為烏有。 
105 參閱,2009.06.09「『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放流水之

影響及因應專家會議紀錄」p13. 
106 參閱,2009.06.09「『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放流水之

影響及因應專家會議紀錄」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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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18環評委員會(中科四期)專案小組第2次審查會延續會針對中科四期

廢水排放採「舊濁水溪方案」問題討論。當天福興鄉漁民到場抗議，質疑中科不

將廢水就近排放，反而拉專管排放到舊濁水溪流域，完全未評估廢水對近海養殖

可能的危害，更未告知漁民。2009.06.09中科四期「放流水之影響及因應」專家

會議第一次會議上，福興鄉表示對於「舊濁水溪方案」是「誓死反對到底」，質

疑如果放流水「皆符合標準」，為何不就近利用園區周邊、二林鎮境內的萬興排

水、第四排水、萬趙甲排水、成美排水、萬興馬場排水等直接排放，而要捨近求

遠，另以「專管」排放。環保團體地球公民協會執行長李根政也提醒過去新竹香

山綠牡蠣事件已證實與工業廢水有正相關，放流水即使合乎標準，但應思考汙染

累積性的影響。漁民粘秋雄說，他的兒子跟著他靠養蚵為生，孫子念書有空也會

回來幫，全家生活還可以過，「廢水來我們就死定了」107。 

 

2009.06.19環評委員會(中科四期)專案小組「專家會議：放流水之影響及因應」

第一次會議延續會議，彰化沿海漁民團體及環保團體、地方代表(福興鄉、埔鹽

鄉公所代表、彰化縣議員等)依舊前往環保署前進行抗議，要求改採「濁水溪方

案」，遭雲林縣政府、議會強烈反對。環評委員陳弘成教授表示：廢水問題或許

可採用海洋放流之提議，廢水排放出現第三種選項。到了06.30環評會專家會議

「放流水之影響及因應」第二次延續會議，中科局提出廢水改排「濁水溪」(往

南排到自強大橋下游雲林縣境)；07.07專案小組召開環評會專家會議「放流水之

影響及因應」第三次會議，規劃單位認為海洋放流方案工期費時四年，來不急園

區期程，表示反對。08.10環評委員會(中科四期)專案小組第4次審查會，雲林縣

長蘇治芬到場表達反對立場，要求中科管理局需到雲林縣舉辦放流水地方說明

會。委員李俊璋表示：二林福興為臺灣重要酪農區，環評化為評估其影響108(p4)；

二林及周邊鄉鎮為重要稻米、蔬菜及酪農區，環評報告極少評估污染排放對農產

品之影響及攝食後之鑑康影響(p5)。 

 

2009.08.19 中科管理局到雲林縣二崙鄉、崙背鄉針對放流水議題召開地方說

明會；麥寮鄉部分於鄉公所前廣場向地方民眾說明召開說明會之目的，並接受地

方民眾連署書；09.22彰化縣漁民至中科管理局抗議二林園區污水排放路線，訴求

不得再回歸至舊濁水溪方案。 
                                                        
107 參閱,2009.06.09「『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放流水之

影響及因應專家會議紀錄」之「旁聽意見」p1~2. 
108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專案小組第 4 次初審會

議紀錄」(2009.08.10):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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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05環評委員會(中科四期)專案小組第5次審查會上，彰化縣長卓伯源

到場反對廢水排入舊濁水溪(彰化縣境)，同時出席的雲林縣長蘇治芬反對廢水排入

濁水溪(彰化與雲林交界)縣內。自來水公司表示，彰化地區現有水源各為地下水，

端賴台中等地區供水系統支援，才勉強滿足目前用水需求，二林園區所需(由二林

供水系統調配供給之)4,800 CMD水量不能排除使用地下水；中科局提出一個新方

案，廢水要給國光石化用。當天颱風，彰化縣500位蚵農仍北上抗議，把蚵殼、蔬

菜、米慷灑在環保署大門前，提醒政府，發展科學園區，不應該用台灣農漁民當

祭品。蚵農在雨中高喊，「反對汙染、反對汙染」。蚵農表示，不反對中科，但

反對把廢水排入彰化沿海，影響蚵農生計。10多個環保團體到場，要求中科在無

法保證中科廢水排放不會汙染前，中科應暫時撤案。10.13中科四期環評初審過

關；10.30(爭議尚未解決下)環保署第185次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有條件(4項結論

及19項條件)通過開發行為之環評109，決議「舊濁水溪方案」及「濁水溪方案」2

項放流水排放方案皆可接受，行政院指示的「海洋放流方案」作為附帶決議。 

 

2009.11.10環保署公告「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

響說明書」審查結論：有條件通過中科四期二林園區的環境影響評估。2010.12.24

中科管理局分別在二林鎮立圖書館(前兩排坐保警)以及大城鄉公所辦理「環差分

析」、「健康風險評估規劃及範疇」說明會，大城鄉堅決反對污水管經過110，在

場有民眾要求也要在王功、芳苑辦說明。  

 

三、土地徵收的抗爭 

 

(一)徵收範圍與徵收計畫 

 

中科四期以徵收方式取得二林園區內之私有土地(中科局，2009b：4-119)，包

括農田水利會(69,582㎡)以及其他私人(818,517㎡)(見表5-5、圖5-15)。被徵收土地

或房屋之原所有權人，得優先配售予園區規劃之社區用地，供興建住宅使用，作

為現住戶安置。有確實無法於園區內社區用地配售予原住戶者，再依彰化縣政府

所提安置措施辦理(中科局，2009b：6-6)。日後就業及轉業部份，按內政部區委會

第265 次會議決議五(二)之內容：「私有農地地主，如仍有耕作意願，請申請人協

                                                        
109 朱淑娟(2009c), 〈中科四期二林園區，風風雨雨中環評拍板過關〉，《環境報導》,2009-10-30. 

http://shuchuan7.blogspot.tw/2009/10/blog-post_30.html 
110 詳 環差報告附錄 04-14; 劉曉欣(2010),〈「排放流水」中科相中大城 鄉親說不〉,自由時

報,2010-12-25.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454781/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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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洽台糖公司承租鄰近台糖農地，供其繼續耕種，並確保其農保資格；如無耕作

意願，請申請人提供就業訓練及於園區就業之機會」(中科局，2009b：6-6)。 

 

(二)民眾的抗爭訴求 

 

2009.04.14相思寮首度北上至「區域計畫委員會(中科四期)專案小組第一次

審查會」抗議，會中對於居民徵收安置、用水規劃、地層下陷、區位適宜、糧食

安全等問題多有爭論；04.28相思寮居民再度北上至「區域計畫委員會(中科四期)

專案小組第二次審查會」抗議；11.05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265次會議，相思

寮農民到會中陳情反對徵收；11.12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265次會議延續會議

時，行政機關安排大批警力，以該次會議為延續會議為由進行關門會議，民眾被

排除在外。營建署綜合計畫處表示，中科對民眾陳情或團體發言及回應的程序都

已進行完畢，故延續會議未再邀請民眾參與。當天，委員會即通過審查「中部科

學工業園區第四期發展區(二林園區)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案」，決議得以開發。

出席委員中支持的11名委員中9名是機關委員代表，2位專家委員有條件支持，反

對本案開發的5名委員皆為專家委員(另有專家委員先行離席未能投票，但表明不

同意開發)。 

 

然 內政部仍於2009.11.16以中科局已完成「區委會265次審議延續會議19點決

議請中科局補正」、以台內營字第09808114091號函發給二林園區開發許可；翌日，

中科局即取得二林園區擴建案建管授權，並於11.22舉辦二林園區「先期設施工程」

111開工。緊鑼密鼓地，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即於2009.12.09辦理審查中科二

林園區徵收案，並通過准予徵收。二林居民於12.17接獲徵收公告，得知隔年01.18

將遭到迫遷。12.18彰化縣政府公告二林園區徵收案，無助的相思寮居民遂於12.26

中科四期二林園區動土典禮時，到現場向主持動土的馬英九總統陳情。 

 

2010.01.08立委林淑芬召開「中部科學園區相思寮土地協調會」，邀集國科

會與中科局，協商思寮居民協調迫遷事宜。相思寮居民當天在立法院協調會上明

確表達不願搬遷之訴求。國科會同意延後相思寮拆遷半年，要求中科局應進行園

區配置計畫的可行性評估；02.08中科局坦承相思寮配置有變更的可行性，但強

調相思寮景觀與園區意象「不協調」、恐影響招商，加上廠商用地需求急切，認

                                                        
111 包括動土典禮、工地辦公室、RD10A-1 施工便道及相關排水設施等，2010.04.20 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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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思寮不適合保留；02.25中科局針對「相思寮原地保留」，提出112：1.保留相

思寮須變更園區內的60米大道、排水道配置，工程需要11個月；2.友達光電的新

面板廠預定今年11 月動工，將園區延後不利廠商進駐。 

 

2010.05.00縣府要求居民速領補償金，即將進行拆遷；06.22限期一個月遷移

的公文亦發送至相思寮居民手上； 

 

2010.07.08二林居民不服內政部核給中科四期開發許可，向行政院訴願委員

會提起訴願。行政院訴願決定作成：1.訴願駁回；2.其餘部分訴願不受理。07.22

中科管理局與彰化縣舉辦二林園區原住戶安置計畫說明會，仍維持限期拆遷日。

然因徵收補償費偏低、安置計畫費用偏高，激起相思寮居民的不滿，現場抗議。

07.27相思寮居民北上總統府抗議，希望停止徵收，提出替代方案進行保存113。

08.13相思寮居民獲行政院吳敦義院長接見，結論包括：1.為辦理相思寮聚落現地

保留事宜，請中科管理局儘速辦理撤銷徵收，並請內政部全力加速相關審議作

業。2.國有財產局以專案讓售方式辦理相思寮聚落周邊國有土地讓售；3.中科局

會同彰化縣政府協助辦理專案讓售土地之整地及農水路系統建設；4.請彰化縣政

府協助相思寮住戶儘速以應領補償費繳價購回等面積之國有地手續。 

 

2010.08.28中科管理局召開相思寮聚落及相思寮住戶「耕地集中保留方案」

說明會：1.確認了5戶居民有耕地易地保留需求；2.抽籤決定耕地分配位次。09.24

中科管理局召「二林園區耕地保留配置及農水路規劃方案」說明會，會中達成聚

落原地保留、住戶耕地以地易地的共識，並將此一變更，納入園區後續環差及開

發許可變更程序。 

 

2011.0721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294次審查會議，決議將相思寮聚落、萬

合農場聚落及另劃設之農業保留區土地劃出開發範圍外。並應於3個月內將修正

之變更開發計畫書圖送本部營建署，經查核無誤後，核發許可函。2013.12.25相

思寮及農場巷土地讓售案土地說明會。2014.01.12相思寮及農場巷土地讓售案土

地第二次說明會。03.26彰化縣政府函告土銀員林分行將相思寮讓售案林老望等8

戶地價補償費自保管專戶直接匯入國產署讓售土地繳款專戶，俾憑辦理後續土地

                                                        
112 胡慕情(2010),〈中科拒絕修改四期園區配置〉,臺灣立報, 2010-02-25.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7548 
113 呂苡榕(2010),〈中科四期拒絕改設計救農田〉,臺灣立報, 2010-07-27.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9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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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售作業。當天，國產署辦理相思寮讓售案建地2戶擬調整讓售陳正宗建地及既

有道路調整現勘。 

 

參、司法的行動：環評訴訟 

 

二林居民在進行抗爭活動的同時，也著手進行法律的行動。特別是中科三期

的環評訴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以「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錯誤資訊之判斷

而有瑕疵」，撤銷「中科三-后里/七星基地」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2008.01.31)

的鼓勵，二林居民也於2009.12.09向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行政院訴願

會)提起訴願，請求撤銷「二林環評」原處分。12.31二林居民依〈訴願法〉§93-

Ⅱ規定向行政院訴願會申請「二林環評」處分之停止執行。這期間， 高行政法

院判決駁回環保署上訴，撤銷中科三期環評審查結論定讞。 

 

由於行政院遲遲未對訴願申請做出決議，二林居民依〈行政訴訟法〉§116-

Ⅲ規定、於2010.02.01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行「二林環評」行政處分。

03.16二林居民以向行政院訴願會提起訴願已逾3個月，訴願會仍不為決定，爰依

〈行政訴訟法〉§4-Ⅰ，向臺北高行提起行政訴訟。07.08行政院針對前一年二林

居民所提出的訴願案做成駁回決議。07.30台北高等行政院法院對中科四期二林

園區民眾聲請的「停止執行」做出裁定114：1.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已堪認

定，在訟爭裁判確定前，停止原處分續行；2.聲請人對該行政處分提起行政救濟

事件裁判確定前，停止關於開發程序之續行；3.徵收程序部分，因作業程序已於

99年4 月28日完成，已無暫停之必要。 

 

2011.09.15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對於撤銷中科四期環評結論之訴訟宣布駁回

115，理由為主管機關對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雖然是採較低之審查密度，並無恣

意及其他違法情事，從而原處分並無違法，民眾訴請撤銷為無理由。 

 

10.11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針對中科四期「開發許可」一案，判決撤銷內政部

中科四期二林園區開發案的開發許可，裁定應予停工116。判決之理由為：1.園區

有大量閒置土地，又舉債520億徵收耕地開發，對國土利用形成嚴重浪費；2.二

                                                        
114 朱淑娟(2010a),〈中科四期聲請停止執行成功 人民的重大勝利！〉，《環境報導》,2010-07-30，

http://shuchuan7.blogspot.tw/2010/07/blog-post_4125.html 
115 見 2011.09.1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882 號判決. 
116 見 2012.10.1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85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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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鎮已是彰化 大的地層下陷中心，不利高科技廠商進駐；3.周圍長期有缺水疑

慮，內政部在做成開發許可處分之前，其長期水源烏溪大度攔河堰工程原應進行

二階環評才行，但審查當時尚在一階環評審查中而已，綜合相關事證，昨判決撤

銷開發許可，以保全重大公益。這是國內首宗撤銷開發許可的案例。提起訴訟的

農民與律師要求「立即停工」！ 

 

對於撤銷環評訴訟被臺北高等法院認為無理由而駁回，二林居民向 高行政

法院提起上訴。2013.02.07 高行政法院對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駁回中科四期民

眾之行政訴訟(99訴1882)，做出「原判決廢棄」之判決，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7。而內政部也對開發許可被撤銷的判決不服，提起上訴。2014.01.27 高行政

法院針對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撤銷內政部中科四期二林園區開發案的開發許可」

的99訴1856判決，認為原審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尚有未洽。但是對於內政

部是否有違區域計畫法第15條之2第1項第1、2、4款之判斷， 高法院無從據以

判決，因此發回原審法院詳為調查後，另為適法之判決118。2014.04.30台北高等

行政法院召開二林環評訴訟案言詞辦論庭，訴訟各方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請合

意停止訴訟119。 

 

第四節  本章小結 

 

中科四期計畫爭議非常之多，從短中長期水源、地層下陷、廢水排放、農漁

產業衝擊、土地徵收……等等，對於民間與審議委員的質疑，官方都有一套人定

勝天的「科學技術」方案來回應，核心的價值就是經濟效益。然而，認真探究根

源，中科四期的問題是否就是出在「完全是政治操作下的產物」(立法院，2013：

160)而不應該通過審查呢？回溯整個在中部地區設置科學園區的政策發想，不也

就是來自於一個擬參加兩年後總統大選的前台北市長、在其子弟兵就任台中市副

市長時的記者會(1998.04.17)所開出來的「三個第三」(期中之一為臺灣第三個科

學園區)、以爭取台中地區選票的空白政策支票，理由是「用排的、用輪的，也

該輪到、排到」(台中市政府，1999)！台中市也用「三個第三」要求當時總統大

選的兩組候選人承諾會在當選後兌現這張支票。 

                                                        
117 見 2013.02.07 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70 號判決. 
118 見 2014.01.27 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59 號判決. 
119 蔡碧詹(2013),〈就中科二林園區建設項目排序不良問題提出建言〉,「政務顧問建言」,行政院

官方網站.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aspx?n=D4530250726828B1&sms=24275AA207E835AC&s=D7016D6A8
6CEE7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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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關台灣地區是否適合在中部地區增設科學園區的專業的評估呢？ 早

一份報告是2000.06完成的《中部區域科技產業環境資源潛力之研究》，然後，

再由同一位研究者根據此研究報告以6個月的時間於2001.06.30完成另一份《設置

中部科學園區可行性研究》。而中部科學園區的遴選作業早4個月前的2001.02.13

就「奉行政院指示」開始進行、同年05.28正式的「中科基地遴選委員會」成立

時。「可行性研究」還沒完成，已經有「遴選委員」去勘查過「候選基地」，能

說不是先射箭再畫靶嗎？同時間「高科技產業投資漸趨保守，園區廠商用地需求

壓力已較緩和」(趙榮耀，2010：176)120，科學園區應無由跨進中部才是，只能

感嘆，所謂的科學評估、分析、檢證、各種專業規劃與技術性解決方案，以及前

述所衍生出來的環境、產業、基本權衝突，原來都只是一場「無事生非」，在土

地上從事生產、成家立業的老百姓無端被一張空白支票綁架，卻只有接受與配合

的選擇，沒有提供意見以協助計畫調整的空間。 

 

從中科四期的整個選址、規劃、居民溝通與執行的過程，處處顯露所謂的「可

行性」是為繞著如何達到「開發可行」而進行，所謂的「環境可行」、「既有產

業可行」或是「原住居民生活可行」的考量，一律被換算成「交換價值」，因此

都是以補償來解決衝擊，但仍掩飾不住諸多的嚴重缺失。 

 

舉私有地徵收為例，為何不全部採用容易取得的台糖的農場？位於埤頭鄉沙

崙頭的台糖農場(見圖5-15)，原亦為「彰化縣大學城特定區計畫」計畫納入，該

計畫的原則就是盡量以土地容易取得的台糖農場為主，然在提出中科四期土地計

畫時，與二林鎮一線之隔的埤頭鄉的台糖土地卻全數排除，寧可劃入西北側私人

土地，將既有聚落拆除、住民搬遷。即便從「變更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

林園區)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2011)觀之，將既有聚落劃出二林基地在規劃上並

非不可行，顯亦無礙科學園區的運作。然規劃當初為何不去考量此一「傷害 小

手段」，而輕率地動用徵收工具呢？ 

 

                                                        
120根據前監察委員趙榮耀的報告，2000~2001 年間「高科技產業投資漸趨保守，園區廠商用地

需求壓力已較緩和」，國科會的評估也認為當時申請中的「銅鑼基地」如進行開發會造成「園

區作業基金負債之高度劣化」(參見趙榮耀，2010：176~178)。當然，難以解釋的是 2000.04.08
由九位專家組成之「科學工業園區擴建用地選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也才決定將「路竹科學工

業園區」納入科學工業園區。只是，後來前述的作為新竹科學園區擴建基地的「銅鑼基地」

經行政院於 2002.10 核准暫緩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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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舉二林基地內編定住宅區為例。整個二林園區預計容納25,200個工作人

口。查中科四期半徑10km範圍內都市計畫(二林、竹塘、埤頭、溪湖、員林交流

道、鹽埔)區(見圖5-20)，仍可以在不需檢討變更都市計畫(80%)的情況下再容納

超過3萬人(見表5-10)而，以各都市計畫住宅區未開闢率換算也可再容納超過

14,000戶以上(見表5-11)，然中科四期計畫仍然額外規劃了容納5,500人(1,500名員

工、4,000名家屬)的住宅區，並自評為合理，其根據不知為何？ 

 

以地方承諾事項中的道路開闢為例。評選條件中，地方政府的配合度及相關

因素佔非常關鍵因素，二林基地園區的周邊聯外道路依照評選當時的承諾，彰化

縣政府應在2011年底前全數完成拓寬或開闢，然除彰130線已於2011.03完成拓

寬、彰127線於同年12月完成拓寬以外，其餘仍在公聽程序(彰129線)、或可行性

評估中(台76線延伸線)。 

 

而長期穩定的水源已證實是科學園區的致命關鍵，二林地區由於長期抽取地

下水造成嚴重的地層下陷，彰化地區必須遵照2011年行政院核定的雲彰地區地層

下陷具體解決方案暨行動計畫，完成水公司與水利會深水井的封填，中科四期卻

仍以自來水(及地下水)為初期水源。作為中期水源的集集攔河堰與莿仔埤圳引水

工程，原目的是為服務彰化雲林地區近十萬公頃的農業灌溉，後期發展卻轉為工

業使用為主。甚至在工業用量不足時，再從已捉襟見肘、缺水率高達六成七的莿

仔埤圳再抽調一成農業用水，而解決的方式竟是鼓勵農業休耕。本為解決中部長

期水源不足問題而規劃的大度堰供水，在被重度用水的國光石化計畫引為水源

後，政府才認為有足夠的開闢效益。諷刺的是，當國光石化案終止後，政府卻以

不符合經濟效益終止大度堰計畫，卻忘了後面還有一個以中科四期計畫，彰化地

區的農業用不足依舊存在。重工業而輕農業的現象，在此顯露無遺。更令人費解

的是，莿仔埤圳引水工程21億的工程經費僅作為4年(2012~2015)的中期引水計

畫，即使中科四期已確定轉型為低用水產業也不願務實地重新檢討其規模。 

 

再談廢水放流。中科局所提出的各種不同廢水排放方案，工程費從12億、22.2

億、38億，到63億與60億，卻不責成科學園區內的廠商投資先進設備、提高廢水

回收率。在2013.02.04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229次會議，針對中科四期轉

型後的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與變更審查結論，並未參酌同時間也在環保署審查

中、可達到廢水零排放的友達光電龍潭廠的「放流水水質優化措施計畫」的零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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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設施121，僅表示「舊濁水溪方案」與「濁水溪方案」均仍屬可接受方案，而允

許2萬CMD的排放上限，這對於恐懼「香山綠牡蠣」在彰化重演的居民來說，豈

非杯水車薪？ 

 

後的轉型決定。早在中科四期規劃初期，即已將當時規劃中、位於北側台

糖萬興農場、佔地352.89公頃的「彰化縣二林精密機械科技園區」計畫列為「相

關開發計畫」(中科局，2009a：2-12)，但中科轉型的考量卻沒有全盤性地將「彰

化縣二林精密機械科技園區」整合進來，仍堅持用以開闢的六百多公頃土地，轉

做一個「將精密機械定位為主領產業」之園區，表面上似乎是順應環評的要求，

找一個「低用水、低排放」的產業，但仍難掩其想避開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

條「已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未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之土地，因情事變更，致原

徵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已無徵收之必要」，應廢止徵收之要求。 

 

從歷史發展照看彰南平原這片土地，從荷、西以來，所謂「統治」或「經略」

臺灣的統治者(或稱「政府」)，主要的目的多在於如何從臺灣的土地上提取所需

的資源，住民(不論是原住民或移墾的閩、客、粵等漢人)充其量只是其交易的對

手、壓榨的對象。各耕區的開墾，多是先由老百姓用自己與鄉親氏族的力量協力

開墾，甚至自組民防防範外力侵奪，所謂的「政府」反而是在開墾形成一定規模

後，才派員來設役館徵丁抽稅。而駢手胝足開墾荒地的人民，在朝代更迭、行政

轄區變換時，似乎並沒有獲得什麼實質好處，只是所繳錢穀流向不同的官衙罷了。 

 

即使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府政府，如果沒有必須以縱貫鐵路的交通可及性來

將全島納入有效統治範圍、讓資源的運補或軍事派遣都能快速達成，而必須鞏固

跨濁水溪的鐵道橋，面對只有農業生產或是農村聚落安全的考量，是否還會認為

有足夠的效益而進行中部平原影響重大的濁水溪治理，一如雲林離島工業區才讓

集集攔河堰有開闢的效益、國光石化按才能讓大度攔河堰有開發的經濟利益一

樣，也難保不讓臺灣總督府政府陷入長考。 

 

中科四期的籌設過程中，政府無視民意與地理環境條件的現實與限制，無限

地承諾配合開發，強力爭取一個科學園區政績到自己的轄區來。遇到選民的抗爭

                                                        
121根據報導，這套設施於 2013.02.08 通過環保署初審、2014.06.05 環保署長魏國彥還親至友達、

華映龍潭廠視察廢水全回收零排放工程。該設施也於 2015 年完工運作，預定年底可以達成全

回收的目標。這套「蒸鍍回收廢水設備」的建置費用約十億元，廢水可以完全回收(王志煌，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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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轉過來反對規劃單位原訂的「舊濁水溪方案」而要求讓雲林縣政府共同承

擔環境後果的「濁水溪方案」。甚至演出彰化與雲林兩縣地方首長同時出席環評

委員會，先後發言堅持只要是「不要在我的後院」(not in my back yard)就是所代

表政府所能接受的方案，也不管是採取哪一個方案仍然沒有解決廢水排放對排放

口下游至出海口影響範圍的農業、養殖魚業的衝擊，重演日據時代，扮演資本家

下包大佃農角色的地方仕紳(如林爐)，挾民意向大地主爭取權益、贏得地方尊

敬，不成則犧牲下層農民的利益、自己是一點都不能吃虧。然，終能因兩面做人

而累積自己的財富與地方影響力，而擔任官方要職、穩掌地方政治派系領袖大旗。 

 

正如廖本全教授於2011.06.23於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292次審查會議上

沈痛的發言：「錯誤的選址成為一切問題的根源」，政府起了一個錯誤的因，卻

硬是以「操弄、濫用科學」的所謂科學選址方法，以及人定勝天的解決方案來處

理環境的侷限，把土地當作一種提取資源的空間，無視於居住其上的住民，「難

道這就叫『公益』，當然不是，這是『「不公不義」」(廖本全，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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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個案研究（二）：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園區紅柴林基地 

 

紅柴林基地是「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園區」（下稱「竹科宜蘭園區」）經遴

選確定、右臂決議廢止開闢的園區基地，而行政院的說法之一是由地方民眾召開

的公民共識會議結論認為不宜設置生產型基地。然，梳理、考究相關報告、研究、

文獻後，所呈現出來的面貌，不僅發現民眾參與重大建設的討論發會作用（不論

是抗爭或公民共識會議），更反應出行政院 後做成廢止開發的幾項重大考量因

素，特別是涉及土地取得與環境限制條件的因素，似不需經過事後調查才能發現

其限制性的存在，而是紅柴林地區原始固有的狀態與限制條件。比如，與多數科

學園區多選址產權單一的台糖土地不同，紅柴林基地範圍多數私人產權，不僅位

於重要農業生產區，其可取得的水資源也難以再容納大量用水的生產型園區等

等，以科學工業園區選址的基本動作來說，這樣的先天限制，幾乎是不會被地方

政府提報，即使提報，也多半被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下稱「竹科管理局」）

接受遑論被、轉陳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1（下稱「國科會」）呈報行政院核定。 

 

本章分為五部分。第一部分為三星鄉紅柴林聚落發展簡史，概要考證蘭陽平

原乃至於紅柴林地區的地理位置、環境、初期開拓歷史，人口、交通、產業概況，

以及與地區發展定位有關的主要上位計畫。其次概要介紹紅柴林基地本身，先藉

由對計畫名稱的考證說明計畫本身初期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再重點說明紅柴林

基地範圍的實體空間條件，包含座落、計畫概要、交通網絡、用水與供水問題等。

第三部分解析基地選址的問題，透過官方報告、研究文獻以及媒體報導的整理，

重新呈現從竹科宜蘭園區的提案、選址、決議、一二期基地對調、重新評估可行

性，到決議廢止開發的過程。第四部分仍藉由報告、文獻及媒體報導所紀錄的事

件整理，梳理民眾參與的軌跡，包括民眾的抗爭以及辦理公民共識會議。 後一

部份為結論。 

 

第一節 三星鄉紅柴林聚落發展簡史 

 

本節分成三部分，第一部份為三星鄉與紅柴林的發展歷史概要，說明蘭陽平

原的地理位置、發展簡史。其次是人口交通及產業概況，以及第三部份的上位計

畫，特別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稱「農委會」）對於宜蘭縣以及三星鄉具體的

農業發展定位。 

 

壹、三星鄉與紅柴林的發展歷史概要 

 

一、地理位置 

                                                       
1 2014 年 3 月 3 日升格為部級，改名為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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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早年稱為蛤仔難（灘），即噶瑪蘭，位在台灣島的東北隅，東臨太

平洋，西北兩側有雪山山脈、南有中央山脈，地形環山面海、地形封閉，阻隔了

蘭陽平原的對外交通（詳圖 6-1）。縣境總面積約 2,143 平方公里，山岳及丘陵

地形占全縣面積 3/4，餘由蘭陽溪沖積而成的蘭陽平原，占全縣土地面積 1⁄4。《噶

瑪蘭廳志》稱蘭陽平原「處臺灣萬山之後」，至為傳神（陳淑均，1852：7）。 

 

 

圖 6-1 宜蘭縣三星鄉及三星都市計畫區位關係 

資料來源：底圖套取自國土規劃地理資訊平台 http://nsp.tcd.gov.tw/ngis/，以及

Googole Earth 衛星影像圖 

 

三星鄉，原稱之為叭哩沙（或有記為叭哩沙湳、叭哩沙難、叭哩沙灘者）、

位於蘭陽平原的南隅、蘭陽溪沖積扇的頂點，整個地形略成三角形，地勢西高東

低，呈坡度下降。鄉境之南已經是中央山脈的一部份，北側隔蘭陽溪與員山鄉、

大同鄉對望，東側隔羅東溪與羅東鎮及冬山鄉毗鄰，三面受廣興溪、蘭陽溪及羅

東溪所環繞，在漢人的蘭陽開拓史中屬於較晚開發的地方。早年漢人繞過三貂嶺

自北進入蘭陽平原，從北而南以「結」、「圍」、「城」為名建立集村，如頭城、

二圍（城）、三圍（礁溪一帶）、四圍（城），乃至五圍（宜蘭市）、五結等地

方。地勢低窪、易有洪汛者，或接近山區、與泰雅族原住民活動領域重疊者，則

是 晚有漢人足跡之處，三星地區南有高山原住民活動，北有洪汛氾濫的蘭陽溪

所夾出來、低窪易積水的平地，即為漢人移民的 後選擇，在宜蘭而言，是屬於

較晚開發的區域。 

 

二、發展簡史 

 

(一) 從宜蘭講起 

 

1. 蘭陽平原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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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的蘭陽平原原是平埔族噶瑪蘭族的生活領域，故又稱「噶瑪蘭」，根

據學者黃雯娟之研究（2000：1），1626 年（明朝天啟 6 年）間有西班牙人到達

三貂角，但到 1632 年才真正進入蘭陽平原、主要是可以泊船的海岸一帶，一直

到 1642 年之後，才有噶瑪蘭族以外的民族入蘭陽平原。在 1696 年高拱乾所著《臺

灣府志》的「臺灣府全圖」（p2~5）上，已可見「蛤仔灘」地名的標示（詳圖

6-2），當時屬臺灣府諸羅縣轄內。《臺灣府志》卷一「山川」一節中提到「山

朝山…有土番山朝社。其南即蛤子灘三十六社）」（高拱乾，1696：15）。不過，

在漢人的史觀中，當時的蘭陽地區是人煙少的蠻荒之地，如劉良璧《重修福建臺

灣府志》「卷三」「（山朝山）山南為蛤仔難三十六社；未入教化，人跡罕到」

（劉良璧，1740：64）；余文儀（1764：535）《續修臺灣府志（上、中、下）》

「卷十四」「由民仔里武三日可至蛤仔難，但峻嶺深林，生番錯處，漢人鮮至」。 

 

 
圖6-2  17世紀末的宜蘭：台灣府總圖（1696）（上圖）中的蛤仔灘（下圖） 

資料來源：取自高拱乾（1696）,《臺灣府志》,p2~5. 

2.蘭陽設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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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證柯培元2《噶瑪蘭志略》（1837）之記載，蘭陽地區的行政區劃在清政府

在臺灣設一府三縣時，即屬臺灣府諸羅縣；1724 年（雍正二年）後撥入新設之

彰化縣；1731 年（雍正 9 年）又自彰化縣轉撥歸淡水廳管轄。但正式考慮設治，

是在 1807 年（嘉慶 12 年）台灣知府楊廷理3、鎮軍愛新泰、南澳總兵王得祿力

退海寇蔡牽朋黨朱濆之後的事。根據《臺灣府輿圖纂要》的記載（不著撰人名氏，

1871：311）1810 年（嘉慶 15 年）噶瑪蘭始請設官疏賦，當時是閩浙總督方維

甸清上〈奏請噶瑪蘭收入版圖狀〉一摺，奉請將宜蘭納入版圖，1812 年（嘉慶

17 年）8 月始奉准設廳治，定名為「噶瑪蘭」，以楊廷理為首任通判。 

 

3. 漢人入墾 

 

初期非正式漢人入墾的記載，如 1768 年（乾隆 33 年）閩南人林漢生渡海來

台召集同鄉親友多人進入蘭陽平原開墾，但終為當地土著所殺（陳進傳，2002：

3；朱瑞墉，2006：20）。之後到了 1768 年（乾隆 33 年）便有吳沙「稍稍與漳、

泉、粵諸無賴者，即其近地而樵採之」，因為原住民並未禁止，故「漸成阡陌之

勢」（陳淑均，1852：512）。 

 

當時的吳沙是「久住三貂嶺，以採伐販私 悉西社番情形」的漢人，曾「聚

眾數百、佔築頭圍土城」（柯培元，1837：9~10），後因「社番出死力拒」而放棄

佔據點退出蘭陽平原，不算是完全入墾。官方有紀錄的漢人移墾是 1797 年（嘉

慶 2 年）吳沙在朋友的支持下，「赴淡水同知何茹蓮呈請墾種；准給文單照墾，

並給諭戳，募添鄉勇」（柯培元，1837：10），「率漳、泉、廣三籍之人入其地，

和蕃酋闢草萊，十餘年間墾得地段東西廣二十五里、南北袤一百四十五里」（不

著撰人名氏，1871：311），遂能正式入蘭住墾、進駐烏石港（朱瑞墉，2006：21）。

這也是台灣知府楊廷理擊敗海盜朱濆後、進入噶瑪蘭進行十餘日勘察訪問時，在

溪北發現的土圍五所及零星民庄共 23 處，與番社錯處，男女丁口約有 2 萬餘人，

開墾田畝達 800 餘甲；溪南（即東勢）除了在靠近濁水溪處有漢民居住並墾田

200 餘甲（中研院，1972：548）的景象。

                                                       
2 柯培元  ，字復子，號易堂，山東歷城人。舉人，善詩文，精金石。1835 年（道光 15 年）由

福建甌寧知縣調署噶瑪蘭通判，自 11 月 17 日到任，至 12 月 16 日卸任，在任僅一月即去。歸

而纂成《噶瑪蘭志略》一書，凡十四卷，自「天文」以至「雜識」共三十三志，總約十二萬九

千字。記事止於道光十五年，頗為詳贍。原稿今藏南京圖書館。 
3 楊廷理（1747~1813）字清和，號雙梧、甦齋，廣西柳州馬平人。1786 年（乾隆 51 年）任臺

灣南路海防兼理番同知。，1791 年（乾隆 56 年）因平定林爽文有功陞臺灣道、加按察使銜，

經理善後事宜。於嘉慶年間捐復知府、分發福建，因熟悉臺灣事務，清廷任為臺灣知府以治遁

台海盜蔡牽。1812 年（嘉慶 17 年）7 月設噶瑪蘭廳、任首任通判。同年 12 月補建寧知府去職。

蘭陽先民感念楊廷理治蘭之功績，在文昌壇之右設牌位祀奉，目前宜蘭市昭應宮仍祀楊廷理木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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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1852 年噶瑪蘭廳地輿全圖 

資料來源：取自陳淑均（1852）,《葛瑪蘭廳志》,p2~3 

 

建治後的噶瑪蘭廳除於「五圍適中之地」見蘭城4外，根據 1837 年《葛瑪蘭

志略》記載，設有頭圍（一保）、淇武蘭（二保）、民壯圍（三保）、五圍三結街

（四保）、員山仔（五保）、溪洲（六保）、頂二結（七保）、茅仔寮（八保）、羅

東（九保）、利澤簡（十保）、清水溝（十一保）、打那美（十二保），當時有大、

小叭哩沙喃山（圖 6-3），以及處於平原的叭哩沙口，位於蘭城西南 22 里未劃屬

任何一保。再往西 8 里設有叭哩沙喃隘（位於蘭城西南 30 里）、有隘丁 12 名，

是與額頭刺有王字的生番聚落的邊界。到了 1852 年《噶瑪蘭廳志》記載，則減

為 11 保，分別為：頭圍保、淇武蘭保、民壯圍保、員山保、溪洲保、頂二結保、

茅仔寮保、羅東保、利澤簡保、清水溝保、那美保。而所在位三星鄉早期的主要

聚落是當時的叭哩沙喃，位於蘭城西南 25 里，也就是叭哩沙口與叭哩沙喃隘之

間的地區，劃屬溪洲保。 

 

(二) 三星鄉紅柴林聚落 

 

三星，位處蘭陽平原南端、蘭陽溪南岸，緊鄰山區，古稱之為叭哩沙（或叭

哩沙喃），乃噶瑪蘭平埔族 pressinowan 社之譯音，漢譯作巴勞辛仔員、巴勞辛

                                                       
4 1810 年知府楊廷理築土植竹為城、1812 年新任通判翟淦搭四門弔橋、1819 年通判高大鏞建四

門城樓、1830 年署通判薩廉重修。詳陳淑均，18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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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員、八里沙浦、巴魯新那完、婆羅辛仔宛、婆羅新仔宛（施添福，1996：32）。

叭哩沙社在道光 20 年前後及咸豐年間移至現址（洪敏麟，1979：439），故有此

地名，但也有文獻指出在此之前叭哩沙地名即已出現。 

 

有研究指出，古時蘭陽溪洪泛頻仍，以噶瑪蘭平埔族聚落為主，並無漢人聚

落，漢人進入蘭陽溪南地區發展，是在 1809 年（嘉慶 14 年）以後。當時噶瑪蘭

爆發第二次彰泉分類械鬥，漳州人佔有羅東、泉州人進入溪洲大湖一帶，粵人則

至西南冬瓜山一帶，從此溪難才有漢人定住（陳進傳，2000：4），此從 1823 年

（道光 3 年）噶瑪蘭通判呂志恒為便於清查戶口、將噶瑪蘭廳分為七保時，卻未

包含本區範圍（黃雯娟，2000：323）可以得鑑。 

 

 

圖 6-4 三星鄉界、紅柴林基地，與叭哩沙庄、紅柴林庄關係位置 

資料來源：上圖底圖套取自 1898 年〈台灣堡圖〉；下圖取自三星鄉行政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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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 年（光緒元年）噶瑪蘭聽改制為宜蘭縣、轄 12 保。其中，溪洲保下轄

叭哩沙、紅柴林等 12 個庄。學者研究指出，1878 年（光緒 4 年），溪洲保阿里

史庄的潘金盾等人應漳州人陳金合成之募，組成民蕃共 70 餘名開墾紅柴林（黃

雯娟，2000：324）。1900 年、日本領台後的總督府重新建立街庄系統，宜蘭廳

下的溪洲保中也劃有叭哩沙庄、紅柴林庄。1920 年後實施州廳制，宜蘭廳併入

臺北州，紅柴林改隸於三星庄。1950 年，國民政府臺灣省調整行政區，紅柴林

則大約是後來的貴林村。正確來說，現在貴林村在清代屬於紅柴林、利葉翼、涼

仙洲及八王圍庄；日治初期，紅柴林庄又分為紅柴林、新厝二庄，涼汕洲庄則再

分出破鼎金庄。1901 年（明治 33）的查定區域又將紅柴林、新厝、利葉翼、涼

仙洲庄、破鼎金庄、八王圍庄併入紅柴林庄（黃雯娟，2000：338）。 

 

根據「中央研究院臺灣新舊地圖比對-台灣堡圖」系統的圖資套疊現行宜蘭

縣三星鄉行政區域圖，三星鄉大部份屬當時的溪洲保範圍，西北側局部位於清水

溝保。在台灣總督府 1904 年二萬分之一實測圖〈台灣堡圖〉上，可以看到紅柴

林庄、叭哩沙庄在溪洲保中的地理關係（詳圖 6-4）。 

 

(三) 三星都市計畫地區 

 

三星都市計畫區位於宜蘭縣三星鄉（參閱圖○○），處於蘭陽平原西南隅，東

距羅東約 12 公里。1973 年 3 月 1 日發佈實施。以三星鄉所在之市街心地為中心，

北以水溝為界，南止安農溪，東沿太平路至三星橋，西沿義德街至農業區。包括

月眉村、集農村、義德村及雙賢村之部分。計畫面積 164.55 公頃、計畫人口 6,000

人。 

 

貳、人口、交通及產業概要 

 

一、 近年人口概況 

 

宜蘭的生活圈域大至以蘭陽溪為界，分為「溪南」與「溪北」兩大生活圈。

溪北生活圈，以宜蘭市為中心，除文教迷漫的宜蘭、觀光熱絡的礁溪及養殖蓬勃

的頭城外，壯圍、員山及大同等三鄉，均以農產為大宗。溪南生活圈，則以羅東

鎮為中心，除商經鼎盛的羅東及盛產漁獲的蘇澳外，五結鄉、冬山鄉、三星鄉及

南澳鄉，均以農產及畜產為大宗。 

 

宜蘭縣人口自2001年到2014年間，大約都維持在45萬~46萬上下（詳表6-1），

雪山隧道通車後雖略有提昇，但經過三年後甚至有少幅流失。宜蘭縣各鄉鎮市中

人口 多者為宜蘭市，約佔宜蘭總人口的1/5。而三星鄉的人口數，僅高於大同

鄉與南澳鄉，不到宜蘭縣總人口數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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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2001~2014宜蘭縣各鄉鎮人口 

 
2001 2002 2003 

2004

註一 
2005

2006

註 2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宜蘭縣 465,799 464,107 463,285 462,286 461,586 460,426 460,398 460,902 461,625 460,486 459,061 458,595 458,456 458,777 

宜蘭市 92,097 92,768 93,623 94,188 94,606 95,383 96,094 95,874 95,831 95,568 95,521 96,016 95,985 95,885 

羅東鎮 70,258 70,775 72,020 73,196 73,629 74,018 74,173 73,722 73,038 72,958 72,860 72,468 72,352 72,533 

蘇澳鎮 46,469 45,869 45,273 44,487 43,895 43,219 42,915 43,665 43,305 42,986 42,417 41,855 41,382 41,018 

頭城鎮 33,113 33,062 32,817 32,577 32,188 31,924 31,610 31,300 31,161 30,899 30,556 30,304 30,043 29,890 

礁溪鄉 38,133 37,685 37,267 37,032 36,625 36,059 35,900 35,940 35,895 35,876 35,924 36,010 35,998 35,945 

壯圍鄉 27,136 26,355 26,137 25,992 25,878 25,457 25,271 25,072 25,109 25,004 24,674 24,551 24,468 24,492 

員山鄉 34,153 33,566 33,254 32,833 32,711 32,506 32,345 32,213 32,378 32,347 32,304 32,106 32,195 32,377 

冬山鄉 51,313 51,382 50,988 50,754 50,907 51,161 51,391 51,722 52,330 52,635 52,975 53,363 53,731 53,482 

五結鄉 39,034 38,897 38,468 38,047 37,702 37,686 37,821 38,469 38,797 38,850 38,772 38,999 39,230 39,378 

三星鄉 22,265 21,999 21,734 21,530 21,712 21,295 21,203 21,268 21,710 21,362 21,203 21,122 21,191 21,503 

大同鄉 5,901 5,842 5,788 5,772 5,812 5,802 5,830 5,815 6,004 5,987 5,931 5,915 6,005 6,127 

南澳鄉 5,927  5,907 5,916 5,878 5,921 5,916 5,845 5,842 6,067 6,014 5,924 5,886 5,912 6,147 

註一：宜蘭縣政府主動積極爭取設置中央主導型科學園區之時間 

註二：雪山隧道通車之時間 

 

三星鄉下設有18個村，人口（詳表6-2） 多（2001~2014平均）前三者依序

為大隱村、大洲村及尾塹村， 少者為依序為員山村、人和村、貴林村。18個村

中，紅柴林基地之範圍分別為萬富村、貴林村、尚武村及大義村。而萬富村的大

部分地區，以及貴林村盡半數地區劃入紅柴林基地；尚武村及大義村則是少部分

地區內納入範圍。而不論是2004年紅柴林被提報為竹科宜蘭園區基地後，或是

2006年雪山隧道通後，人口都沒有明顯的增加。反之，2007年初確定廢棄開發後，

人口亦無明顯減少。 

 

表6-2  2001~2014 宜蘭縣三星鄉各村人口 

 
2001 2002 2003 

2004

註一 
2005

2006

註 2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三星鄉 22,265 21,999 21,734 21,530 21,712 21,295 21,203 21,268 21,710 21,362 21,203 21,122 21,191 21,503

人和村 612 615 615 602 577 570 566 558 562 543 547 543 542 530

大洲村 1,682 1,686 1,676 1,680 1,751 1,726 1,749 1,727 1,842 1,781 1,759 1,735 1,765 1,785

大義村 1,420 1,408 1,360 1,379 1,383 1,362 1,343 1,340 1,363 1,307 1,321 1,304 1,313 1,331

大隱村 4,282 4,215 4,282 4,236 4,265 4,244 4,238 4,259 4,282 4,240 4,254 4,268 4,376 4,596

天山村 778 746 724 700 690 667 647 643 657 655 649 643 651 633

天福村 1,039 1,053 1,036 1,007 1,008 966 967 970 982 962 902 887 853 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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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2002 2003 

2004

註一 
2005

2006

註 2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月眉村 1,034 1,022 1,003 996 1,017 1,022 1,045 1,060 1,085 1,052 1,042 1,051 1,060 1,038

行健村 898 881 860 870 873 854 867 865 862 873 868 890 897 917

尾塹村 1,489 1,469 1,486 1,478 1,545 1,533 1,555 1,564 1,618 1,598 1,579 1,593 1,582 1,618

尚武村 1,048 1,022 965 958 952 917 911 908 957 925 901 870 871 871

拱照村 1,359 1,336 1,313 1,320 1,337 1,309 1,334 1,375 1,456 1,484 1,492 1,468 1,469 1,452

員山村 335 314 284 276 323 282 269 261 288 269 255 259 238 255

貴林村 704 676 653 621 603 592 577 589 591 587 579 583 571 565

集慶村 1,580 1,613 1,581 1,520 1,541 1,482 1,432 1,449 1,474 1,420 1,408 1,424 1,398 1,416

萬富村 858 847 830 835 844 843 835 824 824 815 830 846 829 829

萬德村 801 776 763 756 741 731 716 698 703 715 696 674 674 682

義德村 1,500 1,450 1,450 1,462 1,456 1,417 1,402 1,433 1,431 1,402 1,411 1,375 1,395 1,392

雙賢村 846 870 853 834 806 778 750 745 733 734 710 709 707 699

註一：宜蘭縣政府主動積極爭取設置中央主導型科學園區之時間 

註二：雪山隧道通車之時間 

資料來源：宜蘭縣三星鄉戶政事務所「三星鄉人口統計報表資料」http://sshhr.e-land.gov.tw/ 

 

再從宜蘭縣與三星鄉從事農業人口、戶數的比較來看，2004年提報竹科宜蘭

園區計畫當時，宜蘭縣約有26.55%的人口從事農業，包括自耕農、扮自耕農、受

託經營農以及非耕種農（以下同），戶數比約占19.87%。而三星鄉從事農業之人

口與戶數分別佔該鄉總人口之49.85%、42.74%，其比例將近宜蘭縣的一倍，顯

示農業生產以及農地的使用對於三星鄉鄉民的重要性。 

 

表6-3  2004年 宜蘭縣及三星鄉農業人口 

農戶人口 
地區別 總人口  

自耕農 半自耕農 受託經營 非耕種農 合   計 佔總人口

人數 462,286 107,832 9,103 5,499 311 122,745 26.55%
宜蘭縣 

戶數 141,006 24,801 1,613 1,536 62 28,012 19.87%

人數 21,530 9,738 - 994 - 10,732 49.85%
三星鄉 

戶數 6,507 2,533 - 248 - 2,781 42.74%

資料來源：2004年宜蘭縣統計要覽  

 

二、交通 

 

宜蘭地區受中央山脈阻隔，自古交通並不變節。主要系統以鐵路系統、公路

系統為主，兼有海港，而有海運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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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鐵路系統 

宜蘭之鐵路運輸有宜蘭線鐵路之營運，形成宜蘭南、北向運輸之骨幹。宜蘭

線鐵路北起台北，南迄蘇澳與北廻鐵路銜接通往花東，與北迴線、台東線組成「東

部幹線」。除台東線仍為單線運行外，其餘都已完成全線雙軌、電器化。2006

年引進傾斜式電聯車TEMU1000型（即太魯閣號），使原先臺北花蓮間需2小時

20分鐘（自強號）的行車時間縮短為1小時59分。2013年2月又加入斜式電聯車

TEMU2000型（即普悠瑪列車）特快車投入營運。近年有「北宜直鐵」以及「高

鐵北宜延伸」的倡議，但未有定案計畫。早期尚有期配合太平山森林資源的開發

所闢建的之森林鐵路，隨太平山林場伐木停止而廢棄，僅遺局部舊場站和鐵道之

遺跡。 

 

(二) 道路系統 

 

主要由國道5號高速公路（北宜高速公路）、省道台2線、省道台9線南北貫

穿。並有省道台2庚、縣191、縣192、縣196 與宜3、宜4、宜5、宜8、宜64等約

64條鄉道縱橫聯絡（詳表6-4）。 

 

表6-4  宜蘭地區主要道路系統 

 道路名稱 現況說明 備註 

聯外 

國道5號高

速公路 

 北起南港，南至宜蘭頭城，西銜北二高，

東連國道東部公路頭城蘇澳段。 

 一般稱北宜高速公路、蔣渭水公路 

雙向四車道高架

橋 

聯外 

省道台2線  南北向主要交通及聯外幹道 

 北以頭城鎮接新北市貢寮區，聯絡新北

市、基隆市、台北市，一般稱北部濱海公

路，為南北聯外幹道之一。 

 南經壯圍、五結至蘇澳鎮 

 約70公里。 

路寬17M~25M 

聯外 

省道台7線  東、向交通幹道 

 東起桃園大溪鎮，在本縣大同鄉進入宜

蘭，續往西經員山鄉、宜蘭市到壯圍鄉接

台2縣。 

 往北橫、中橫、太平山等重要觀光據點的

連絡道 

路寬17M 

聯外 省道台7丙

線 

 溪南 重要的東、西交通幹道 

 連接三星、羅東、五結人口集居地區，亦

是聯絡冬山風景區之要道。 

路寬12M~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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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名稱 現況說明 備註 

聯外 

省道台9線  南北向主要交通及聯外幹道 

 聯絡台北、宜蘭至花蓮，沿線經過礁溪、

宜蘭、羅東、冬山、蘇澳等重要聚落，為

地區性主要南北向交通幹道 

 從新北市新店景美橋（7.5k），經石碇、坪

林，在石牌（56.727k）進入宜蘭頭城，到

金面山出山區後進入蘭陽平原段，一般稱

為「北宜公路」，全長約58公里。 

 到二城（70.0k）處往南為宜蘭縣境路段 

 南端至蘇澳鎮白米橋（104k）進入花蓮縣

境，一般稱「蘇花公路」。 

路寬25M 

聯外 

省道台9甲

線 

 從新北市新店青潭、烏來，在宜蘭員山鄉

進入蘭陽平原，全長約19.8公里 

 一般稱「新北橫公路」 

 經原有縣道194 至宜蘭市泰山橋與台七線

銜接 

路寬15M 

主要 縣道191  北起二城，南至宜蘭商職與台7線銜接。 路寬12M 

主要 縣道196  西起三星、經羅東五結至清水防潮閘門。 路寬7M 

次要 縣道192  西起龍潭湖，東至台二線的大福村 

 為縣內重要東西向道路 

路寬15M 

次要 宜8  為礁溪與壯圍，與台9，縣道191、192相接

 為縣內東西向次要聯絡道路 

 

次要 宜12  聯絡宜蘭和壯圍，與台二線交接  

次要 宜14  為員山、宜蘭、壯圍，與台7、台9交接 

 為東西向聯絡道路 

 

次要 宜25  聯絡五結、冬山 

 與台9、台7丙、縣196 交會。 

 

次要 宜30  聯絡三星、冬山至蘇澳區界 

 與台2、台9交會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自宜蘭縣政府（2001）,《宜蘭縣綜合發展計畫（第一次修訂）-宜蘭縣各

部門研究報告》p1-1~1-8；國科會（2005）,《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籌設計畫書（定稿

本）》:p2-11~2-13；竹科管理局（2007）,《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園區紅柴林基地可行性評估

報告（定稿本）》,p2-13~2-16. 

 

(三) 海運系統 

 

蘇澳港位於蘇澳鎮，為1974年十大建設之一，定位為基隆港之輔助港。除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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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港外，在北方澳有軍港港區。蘇澳港區水域面積278.55萬平方公尺，陸地面積

127.08萬平方公尺，擁有港勤船碼頭1座、散雜貨碼頭6座、煤碼頭1座、油品碼

頭1座、水泥碼頭2座、化學品碼頭2座，共13座碼頭。進口以煤、燃油、對二甲

苯、爐渣、鋼胚等，出口則以水泥、純對二甲苯酸、硫酸鉀等為大宗5。並吳客

運業務。 

 

三、 產業類型  

  

宜蘭縣昔稱農業縣 ，過去一級產業一直是主要的經濟活動。然由於臺灣與

國際經濟結構的變化，加上宜蘭縣交通系統的改善，吸引廠商來宜蘭縣投資，工

商逐漸繁榮。二級產業中，木材製造業、紡織成衣及服飾業、食品加工....等在宜

蘭縣仍有相當大的比重。近年則朝向休閒農業、休閒漁業轉型。 

 

參、發展定位－相關上位計畫的定位 

 

在國科會2005年發佈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籌設計畫書（定稿本）》

中，並未說明計畫之制訂內容依循哪些相關上位計畫，不過宜蘭縣的整體計畫中

具影響性的綱要性發展方針應屬1994年委託新加坡規劃公司進行的《宜蘭縣總

體規劃報告書》6，為宜蘭縣的發展設定了X年7的100萬人口的發展規模與空間發

展模式。其次有宜蘭縣綜合發展計畫以及農委會委託擬定的農業資源空間規劃構

想配置計畫等。本節著重在耙梳這些上位計畫對於宜蘭的整體發展定位，以至於

對科學園區的開發、農業的發展的指導與可能影響。 

 

一、1994.08_宜蘭縣總體規劃報告書 

 

規劃單位所設定的規劃目標中，一級產業部分：將把大部分農地與養殖業用

地保留，朝向高經濟效益方向改進，繼續在北部區域扮演「北部倉庫」的角色為

北部區域提供豐富的糧食。所以北宜高東部與西環快速公路西部的農業用地都被

成片的保留。二級產業部分：創立高科技商業園，吸引高科技研發機構到本區域

投資設廠。且基於「環保立縣」的方針下，僅引進無污染工業。配合這種科學園

區發展的特別經濟活動，則需爭取有海洋生物學、軟體研發、農產科技、資源開

發和能源節約研究的大專院校的設校。規劃單位也把重工業局限在東南部的利澤

與龍德工業區，並騰出些較好的地段（約170公頃、佔工業區總用地的7%）供科

                                                       
5 資料引自蘇澳港營運處官方網站 http://kl.twport.com.tw/。瀏覽日期:2016.06.20. 
6 在此之前也有 1987 年委託台大土研所都計室完成「宜蘭縣綜合發展計畫」、1994 年委託台大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完成「2001 新蘭陽計畫：宜蘭縣實質發展整體計畫」。 
7 X 年是個富有彈性的年限，這就是此規劃案的巧妙之處。它可能是 2035 年加 5 年，加 10 年，

或減 5 年。重點是當 100 萬人口到來時，宜蘭縣已掌握了清楚的方向與策略來應對。（199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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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商業園的建設（p123）。這些科技商業園的性質膺於研究發展與無污染生產的

低密度發展。惟此一重要規劃報告並未對蘭陽平原的農業發展有較具體的構想，

因此，無法比對農委會在2003年、2004年、2005年完成的三個農業資源空間規劃

構想配置委託研究計畫中，對於宜蘭縣甚或三星鄉的農業發展定位是否符合宜蘭

縣的整體規劃。 

 

圖 6-5 《宜蘭縣總體規劃報告書》及總體規劃空間規劃架構圖 

資料來源：《宜蘭縣總體規劃報告書》 

 

二、2001 宜蘭縣綜合發展計畫（第一次修訂） 

 

農業部分將以有機農業、精緻農業提升食品加工業，建立品牌認證制度與通

路網，並結合現有的休閒農業或縣內大型活動強化銷售。因此，農地利用與管理

上將區分為「農業生產區」、「農地保留區」、「農舍住宅用地」與「休閒農場」。

其中，「農業生產區」將分為「專業養殖區」與「農產專業區」，給予得稅賦、

公共建設、資金、訊息、經營管理等協助，鼓勵農民從事專業生產。對於無積極

納入重點農業生產之地區，基於生態或安全存量而保留農地者，即透過自主申請

劃為「農地自願保留區」。 

 

而特定產業園區的發展上，除發展有機農業、基因轉殖作物等等，而發展農

業生物技術園區（Agricultural Biotech Park）外，基於國際光纖海纜於頭城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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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產業條件，宜蘭的科技產業是鎖定發展「知識產業」，包括資通訊產業、

積極爭取國際電信大廠直接投資於宜蘭，設置客服電信服務中心（Call Center），

以強化宜蘭在資訊、電信產業方面的經濟活動（p2-10），再搭配大學資訊學科

的設置，發展培養資訊技術人才的科學工業園區（或科技商業園）。 

 

三、宜蘭縣政府「地方永續發展策略計畫報告書」 

 

此為宜蘭縣政府於2004年發表的永續發展計畫。主要為實踐中央「綠色矽

島，永續發展」施政理念，及「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的成立、「國家環

境保護計畫」的策訂、以及「二十一世紀議程--中華民國永續發展策略綱領」於

2000年的完成，宜蘭線索制訂的推動地方永續發展的架構與策略。計畫中對於有

利於宜蘭既有產業的產業進而升級與轉型的方向，包含了發展有機農業與精緻農

業，以及發展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知識產業園區、會議與訓練產業園區、以及電

信客服中心等特定產業園區等。 

 

四、農業資源空間規劃構想配置計畫 

 

主要為農委會委託  基金會連續三年所做的系列性研究規劃，特別是後兩年

具體以宜蘭縣及三星鄉做檢討，擬定農業資源計畫。以下分別說明。 

 

(一) 2003 年農業資源空間規劃構想配置計畫－農業資源空間規劃構想配置 

 

該計畫對於當時的宜蘭縣仍是一個農業人口佔全縣人口30%上下的農業

縣，針對蘭陽平原獨立作為一個重要的農業區域，在農業人口微幅減少6.16%的

情況下，農戶卻逆勢增加8.46%，解釋為典型農業分家現象，以致於在現有農地

上另外興建農舍居住，特別是農地重劃後每塊耕地多直接面臨農路、水路， 因

此許多建築物以農舍的名義臨農路而興建，甚置這些建築物完全缺乏農業行為為

所需之建築要素（如耕耘機之停放、機具、作物之儲藏處）、假農舍之名行別墅

興建之實，有嚴重的城鄉蔓延以及對鄉村永續發展衝擊。 

 

(二) 2004 年農業資源空間規劃配置模擬計畫（以宜蘭為例） 

 

根據2003年農委會委託進行的「農地資源空間規劃構想配置計畫」，續以宜

蘭縣農地為規劃研究範圍，根據農地資源利用問題提出見解、配合策略空間規劃

程序，建議未來農業空間發展架構，並透過農地空間的特定農業經營區位之評估

準則，以及農地資源空間配置解決目前宜蘭縣農地資源空間問題。 

 

研究指出，宜蘭縣內稻米收穫不論是面積或是產量，都是三星鄉 多、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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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圍鄉；蔬菜生產之面積與產量則僅次於大同鄉，為宜蘭第二大。果品生產面積

與產量則排在員山鄉、冬山鄉與大同鄉之後居第四位。 

研究指出，「特定農業區」是根據〈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將優良農地或

曾經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經會同農業主管機關認為必須加以特別保護而

劃定。然，特定農業區的面積由1998年的18,205公頃，已逐年下降至2001年的

17,160 公頃，減少了1,000多公頃。因此，對於宜蘭的農地空間政策建議，報告

指出，宜蘭平原土壤肥沃，擁有得天獨厚之優良地理條件，為台灣北部區域農業

生產重地、台灣稻米生產主要生產地之一，基於糧食安全與維護重要農業生產用

地等因素，應避免重要農地轉作他用；對於不適宜從事任何土地使用之農地也要

加以保育、維護農業基本生產環境，以達永續土地管理經營之目標。未來的來農

業規劃將以劃設農業專區為首，結合生物科技廠商之技術面與農民、農地等生產

面，進行完整而連貫的經營管理規劃。 

 

為了瞭解宜蘭縣各鄉鎮市未來適合發展特定農業經營區五種分區的優勢順

序，該研究亦進行宜蘭縣各鄉鎮的整合評估值（詳表6-5），得出三星鄉 適合

發展蔬果專業區，其次為自然休閒農業區與稻米專業區。 

 

表6-5  各次分區之鄉鎮市整合評估值（相對接近度指標RCi
* ）表    

特定農產專業區 
次分區 

鄉鎮 稻米專業區 蔬果專業區

農業科技園區

綜合性農業科

技園區 

農產物流專區

產地物流專區 

休閒農業區

自然休閒農業

頭城鎮 0.0812 0.0242 0.2535 0.5611 0.5341 

礁溪鄉 0.8327（3） 0.5825 0.6908 0.9605（1） 0.7824（5）

壯圍鄉 0.6374 0.9940（1） 0.8967（2） 0.9262（2） 0.5441 

員山鄉 0.6405（5） 0.8663（3） 0.8402（3） 0.9210（3） 0.9211（3）

宜蘭市 0.0530 0.0254 0.2263 0.8539（4） 0.0165 

五結鄉 0.9643（1） 0.8057（4） 0.9785（1） 0.6444（5） 0.1943 

三星鄉 0.7040（4） 0.9865（2） 0.8288（4） 0.2397 0.9581（2）

羅東鎮 0.0466 0.0329 0.0687 0.0481 0.4100 

冬山鄉 0.9287（2） 0.6698（5） 0.8062（5） 0.1026 0.9893（1）

蘇澳鎮 0.0392 0.0003 0.0132 0.0081 0.0524 

大同鄉 0.0500 0.0633 0.0067 0.1175 0.8017（4）

南澳鄉 0.0380 0.0049 0.0007 0.0005 0.5132 

說明：括弧內之數字為各分區前五優勢鄉鎮之順序。 

資料來源：農委會（2004）,《農業資源空間規劃配置模擬計畫（以宜蘭為例）》：p62。 

 

研究結論指出，宜蘭縣既有農地應劃設為稻米農業發展區者，多位於三星鄉

與員山鄉東部地區；農業發展區適宜程度 高與次高者多分佈於礁溪鄉東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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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壯圍鄉、員山鄉東部地區、三星鄉、冬山鄉北部地區與五結鄉等地區（p85）。

而緊鄰工業區、容易受到工業污染影響，則成為適宜發展稻米農業發展區程度

低之農地，目前，多分布於宜蘭平原內。為了避免城鄉發展阻礙農業，因此當既

有農地位於土壤適栽程度高、水利灌溉區或農地重劃區時，應限制城鄉發展強度

（p90）。整體而言，三星鄉之農業發展區應發展稻米專業區、蔬果專業區或自

然休閒農業區，以及一定前提有條件下可發展綜合性農業科技園區。 

 

(三) 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農地資源空間規劃配置構想研擬計畫（以三星鄉為例） 

 

該計畫針對針對三星鄉特有之農業發展環境，進行鄉鎮（市）層級農地資源

空間規劃與模擬之示範操作。除了自然環境、農業相關計畫與政策、耕地、灌排、

農地使用現況、農產作物與休閒農業等資料進行蒐集與分析外，也對於三星鄉農

地資源與土地使用現況、非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地形、土壤排水特性、限制

發展、水利灌溉、農地重劃等空間分佈區位進行研究。 

研究團隊透過訪談，與「三星鄉農地空間規劃促進委員會」各委員共同研擬、

完成農地資源空間發展願景，並做出往後農地資源評估、區位選擇與行動計畫的

研擬依據。計畫定位出來的發展願景為：以中央山脈與蘭陽溪之間優越的生態環

境，作為三星鄉發展的基礎。推動精緻、健康的安全農業，並以三星四寶作為休

閒產業的重要賣點，注入文化與創意內涵，提高休閒產業的競爭力（詳圖6-5）。 

 

圖6-6  「未來三星」農地資源空間規劃發展配置構想圖 

資料來源：農委會（2005）,《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農地資源空間規劃配置

構想研擬計畫（以三星鄉為例）》: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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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竹科紅柴林基地概要 

 

由於當時全球景氣逐漸復甦，國內經濟可望穩健發展，新竹科學園區高科技

廠商用地需求及潛在投資需求亦日漸增加，故新竹科學園區為因應擴建或新闢科

學園區之需要，積極尋求可以擴建的基地。在 2004 年竹科宜蘭園區被提出的前

後，就有南科的確立以及中科的開闢。根據科管局的說法，由於宜蘭縣政府的積

極爭取，因此科管局亦有在北部尋找適當地點設置科學園區，以塑造北部高科技

產業帶之發展方向，從而催生了竹科宜蘭園區紅柴林基地的開發。 

 

壹、紅柴林基地的簡要始末 

 

一、竹科宜蘭園區的名稱考證 

 

依照 2005 年 5 月國科會核定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籌設計畫書（定

稿本）》推定，本計畫正式名稱應稱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然到了

2006 年 4 月由主辦機關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所提的可行性評估時，報告書全名

又以《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園區紅柴林基地可行性評估報告（定稿本）》名稱，也

就是本計畫正式名稱變更為「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園區」、下轄各基地則稱為「紅

柴林基地」、「員山內城基地」……等。究竟「園區」與「基地」有無層級關係？

都是政府的正式文件，究竟何者正確？以下試做整理，以將本研究所指涉的「計

畫」做統一表示方式。 

 

表 6-6  計畫名稱之衍變 
日期 文號 名稱 備註 

2004.02.27 臺會協字第 0930014832 號 （未定）
8 國科會陳報 

2004.03.16 院臺科字第 0930012642 號 （未定） 行政院政策支持遴選 

2004.06.16 院臺科字第 0930086500 號 宜蘭科學工業園區 
行政院研商會議

9
中對本案

的稱呼 

2004.06.16 園建字第 0930016947 號 宜蘭園區 
竹科管理局會議：1st 遴選工

作會議名稱 

2004.07.09 園建字第 0930019313 號 宜蘭基地 
竹科管理局會議：2nd 遴選工

作會議名稱 

2004.07.19 園建字第 0930020484 號 宜蘭基地 
竹科管理局會議：3rd 遴選工

作名稱 

                                                       
8 根據院臺科字第 0930012642 號函之內容，此時期，國科會以臺會協字第 0930014832 號函向行

政院陳報，建議在宜蘭地需遴選適當基地，納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於北部「新闢」或「擴建」

之科學園區，而行政院也僅以「政策上原則支持」回覆。可知，未來是採取「新闢」抑或「擴

建」之定位若未定，也將影響正式名稱之決定。 
9 該研商會議是針對「新竹科學園區宜蘭通訊知識服務園區規劃專案」，會中並決議將「數位創

意園區」及「宜蘭通訊知識服務園區」納入「宜蘭科學工業園區」中。依文義理解，似乎是有

一個「宜蘭通訊知識服務園區」之規劃早於「宜蘭科學工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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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文號 名稱 備註 

2004.07.26 會授園建字第 0930022031 號 科學工業園區擴充宜蘭基地 
遴選委員會籌備會：4th 遴選

工作會議名稱 

2004.08.04 園建字第 0930022685 號 科學工業園區擴充宜蘭園區 
遴選現勘會議名稱（宜蘭縣

政府會議室） 

2004.08.05 園建字第 0930022685 號 科學工業園區擴充宜蘭基地 
遴選現勘會議名稱（宜蘭縣

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

2004.08.18 園建字第 0930024397 號 宜蘭基地 5th 遴選工作會議名稱 

2004.08.31 會授園建字第 0930025088 號 科學工業園區擴充宜蘭基地 
遴選決選會議名稱（國科會

會議室） 

2004.09.15 園建字第 0930027219 號 宜蘭園區 竹科管理局召集之會議名稱

2004.10.01 園建字第 0930028849 號 宜蘭園區 
竹科管理局召集之協商會議

名稱 

2004.10.13 園建字第 9300029957 號 科學工業園區擴充宜蘭園區 
遴選會議名稱（國科會會議

室） 

2004.10.15 園建字第 930003ol83 號 宜蘭基地 
竹科管理局召集之中興紙廠

用地會議名稱 

2004.10.26 園建字第 9300031211 號 宜蘭園區 
竹科管理局召集之計畫書初

稿簡報會議名稱 

2004.11.05 園建字第 0930032336 號 宜蘭園區 
竹科管理局召集之計畫書初

稿簡報會議名稱 

2004.11.30 臺會協字第 0930069618 號 
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以下

簡稱宜蘭園區） 
國科會函竹科管理局 

2005.01.12 會授園建字第 0940001237 號 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 國科會函竹科管理局 

2005.01.13 總字第 0940000209 號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 經建會函竹科管理局 

2005.01.20 院臺科字第 0940002085 號 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 行政院秘書長函國科會 

2005.01.24 院臺科字第 0940001801 號 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 行政院函國科會 

2005.02.03 都字第 0940000523 號 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 經建會覆國科會函 

2005.02.21 院臺科字第 0940005325 號 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 行政院函國科會 

2005.03.24 臺會協字第 0940025521 號 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 國科會覆竹科管理局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 籌設計畫書定稿本正式名稱

宜蘭科學工業園區 籌設計畫書內文十多處 2005.05.16 院臺科字第 0940018090 號 

宜蘭科學園區 籌設計畫書評估報告 4 處 

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園區 
《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園區紅

柴林基地可行性評估報告

（定稿本）》名稱 

宜蘭園區 評估報告內文 30 多處 

竹科宜蘭基地（或宜蘭基地） 評估報告內文 3 處 

2006.04  

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基地 評估報告內文 4 處 

2008.08  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園區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園

區宜蘭城南基地開發計畫與

細部計畫（定稿本）》名稱

資料來源：整理自官方發佈的計畫書、公文函件、會議紀錄等。 

 

在計畫書定稿前，或許我們可以有以下的理解：一、是擴建或新闢並未定論，

故名稱未定，或有新竹科學園區加在宜蘭園區（或基地）之前，可以理解亦無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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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困擾；二、雖於 2004 年 7 月 26 日第四次籌備會議名稱可以看出已定位為新竹

科學園區的擴充、而非新闢，然因籌備階段尚未確定 後選定的基地是一處或多

處，故或稱園區、或稱基地。因此，在這個階段以前沒有正式統一的計畫名稱，

是可以理解、也不造成困擾。 

 

然，從 2005 年 5 月 16 日行政院核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籌設計畫

書（定稿本）》，其內容主要在說明做為「通訊知識服務園區用地」的宜蘭城南

基地以及五結中興基地，以及做為「高科技產業生產園區用地」的三星紅柴林基

地，共三處「基地」的籌設計畫、並無疑義。然計畫書內容仍摻雜出現「宜蘭基

地」與「宜蘭園區」，卻未見規劃單位在報告書中對「園區」與「基地」加以名

確定義、說明其差異。 

 

再從核定發佈的《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園區紅柴林基地可行性評估報告（定稿

本）》，標題已定為「宜蘭園區」（可理解為「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園區」的簡稱），

且已具體在討論「紅柴林基地」，但文中又多次出現「宜蘭基地」（可理解為新

竹科學園區宜蘭基地或竹科宜蘭基地的簡稱），則可推論主辦單位也並無統一的

用詞與定義，而即使這不同名稱之間若真有階段性、範圍性的差異，也已經不容

易從官方的文件中去區分出來了。 

 

由於無官方的統一名稱，故本文採用關於以紅柴林為科學園區場址的 後一

本官方報告書《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園區紅柴林基地可行性評估報告（定稿本）》

的寫法，將在宜蘭開發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擴建園區稱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

蘭園區」，下稱「竹科宜蘭園區」；將具體單指紅柴林這個候選的生產基地場址

稱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園區紅柴林基地」，下稱為「紅柴林基地」。 

 

二、重要事件時間點：  

 

竹科宜蘭園區紅柴林基地是一個發展自 2004 年而結束於 2007 年的計畫。以

下摘要整理計畫前後發展脈絡，特別是推動者的更迭與重大建設的時間點。 

 

依據竹科管理局所完成之委辦研究案結論，宜蘭縣具設置科技產業研發圈區

之潛力，並得依照當地地方特性引入適宜之科技產業，充分運用在地之整體學術

研究資源，結合地方特色產業以擴大其競爭基礎。宜蘭縣在未來台灣產業鏈中發

展，功能與定位以「兼具分工與獨特性質產業的經營角色」為主。其功能角色以

「臺北都會區為中心之產業連結發展功能」、「地方獨特性產業之研發培育功能」

等兩特性為定位。園區的類型建議以創新培育與研發類型之園區，中小型科技產

業園區規模為宜（竹科管理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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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竹科宜蘭園區紅柴林基地計畫發展脈絡簡要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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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科宜蘭園區的發展雖然是從 2004 年正式開始，但在宜蘭設立科學工業園

區的想法被提出，實可溯及國科會在 1990 年開始尋求除新竹以外的臺灣第二個

科學園區（詳圖 6-7）。從 1990 年 12 月宜蘭第一次提出科學工業區園區的候選基

地而被遴選委員會刷掉開始，一直到行政院放棄開發 2004 年所提出的紅柴林基

地，這期間經過三位、五屆的宜蘭縣長、經三個行政院長，以及南部科學園區的

定案，中科虎尾園區、台中園區的定案，在花蓮設立東部科學工業園區的政策喊

話，甚至是中科三期定案後又進行到中科四期的提出。從圖 6-6 可以清楚看到，

在 2004 年 11 月 8 日之前，紅柴林地區的居民對於竹科宜蘭園區是沒有反對聲音

（根據搜尋媒體報導紀錄）的，而在這之前，此計畫就跑了快一年。讓這件事情

看起來好像是忽然受到居民的反對，並密集的抗爭一年多，到 2005 年底才因為

碰到縣市鄉鎮長選舉，以及選後的縣政府、鎮公所黨執政做的發展，才逐漸落幕。 

 

綜合整理發現本案有幾特色。首先，與前後進行的南部科學園區、中部科學

園區採取區域內各縣市提案競爭的方式不同，竹科宜蘭園區則是一枝獨秀、無與

爭峰，從頭到尾只有宜蘭縣，甚至可以說是為宜蘭縣量身打造的科學工業園區遴

選作業與開發計畫。其次，許多既存的實質環境條件限制，在整個遴選過程中似

乎都沒有成為關鍵要素，以致於員山內城基地可以在決議為第一優先生產基地

後，「才」發現位於水源地區；遞補的紅柴林基地在成為第一期生產基地，私有

土地佔比例過高才成為放棄的原因之一。其他如宜蘭地區的水源不足、列入遴選

的三星鄉為農委會列為精緻農業重點發展地區等因素，都是在提報之前就可以得

知的限制條件，卻沒有在提到的當時被地方及中央層層的主管機關認為是關鍵，

以致於遭到強力的反對，然後在縣政府及鄉公所換黨執政後，迅速落幕。 

 

貳、竹科宜蘭園區概要 

 

紅柴林基地為竹科宜蘭園區五個基地之一。竹科宜蘭園區包含做為「通訊知

識服務園區」用地的宜蘭城南基地、五結中興基地，以及做為「高科技產業生產

園區用地」的第一期用地紅柴林基地，與第二期用地員山內城基地及三星天送埤

基地（詳圖 6-8 上右）。 

 

一、座落位置 

 

分別座落在蘭陽溪以北的宜蘭市（城南基地），以及蘭陽溪以南、羅東溪東

側的五結鄉（中興基地），與蘭陽溪以南、羅東溪西側的三星鄉（紅柴林基地），

其區位關係略呈三角鼎立（詳圖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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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竹科宜蘭園區分布 

資料來源：竹科管理局，2008：p 附 8-5；底圖套取自國土規劃地理資訊平台

http://nsp.tcd.gov.tw/ngis/，以及 Googole Earth 衛星影像圖 

 

二、宜蘭科學園區計畫概要 

 

(一) 通訊知識服務園區（宜蘭城南基地、五結中興基地） 

 

宜蘭通訊知識服務園區包含通訊知識服務產業用地及數位創意產業用地，其園區

範圍共有宜蘭城南及五結中興兩處基地，有關基地實質資料分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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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置及範圍 

 

宜蘭城南基地位於宜蘭市南郊，北、西、南三側毗鄰宜蘭運動公園、清華大

學宜蘭校區預定地及縣政中心（詳圖 6-8），面積約 73.27 公頃（含南側 16.17 公

頃數位創意園區預定用地）；五結中興基地臨省道台 9 線，坐落於羅東鎮北面，

為五結（學進）地區都市計畫中心偏南位置，基地面積約 31.66 公頃（詳圖 6-9）。 

 

圖 6-9 宜蘭城南基地位置圖 
資料來源：國科會（2005）,《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籌設計畫書（定稿本）》:p2-3. 

 

圖 6-10  五結中興基地位置圖 

資料來源：國科會（2005）,《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籌設計畫書（定稿本）》: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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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使用現況 

 

宜蘭城南基地北面部分土地為宜蘭都市計畫區範圍之農業區；東面部分土地

則屬宜蘭縣政中心地區都市計畫區範圍，其土地使用分區屬農業區及機關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基地西面土地則為非都市土地之特定農業區。基地範圍

土地之使用現況，以農田使用及舊有機場跑道為主，亦參雜部分農舍與農業附屬

設施使用。 

 

五結中興基地為五結（學進地區）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工業區，屬早期國營事

業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廠房，目前中興紙業公司已民營化並停工，現況僅基

地北側出租興中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工業生產使用；基地南側土地則已停工閒

置未予使用。 

 

3.土地權屬 

 

宜蘭城南基地範圍公有地約 16.17 公頃（約占 22.1%），為宜蘭縣政府所有；

私有地約 57.10 公頃（約占 77.9%）。公有地以有償撥用方式辦理，私有地部分

採一般徵收方式辦理。 

 

五結中興基地本基地全屬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台灣中興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所有，目前北面 16.1961 公頃土地出租予民營興中紙業股份有限公司，租期至 

99 年 10 月 15 日止。本基地開發及用地取得作業，將請國營會與中興紙業股

份有限公司協助處理土地租約問題，並俟處理結果辦理後續作業。 

 

表 6-7 通訊知識服務園區（宜蘭城南基地、五結中興基地）土地權屬 

宜蘭城南基地 五結中興基地  

公頃 百分比 公頃 百分比 

私有地 57.10 77.9% 31.66 100.0% 

公有地 16.17 22.1 0.00 0.0% 

合計總面積 73.27 100.0% 31.66 100.0% 

資料來源：國科會（2005）,《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籌設計畫書（定稿

本）》:p2-4. 

 

4. 使用規劃 

 

城南基地土地使用規劃，期望強化龜山島景觀軸，並配合區內及南面清華大

學園區之藍、綠帶系統整體規劃。此外，基地西側以環形道路系統銜接，並保留

污水處理、自來水、電力供應等用地，規劃人行、自行車道系統串聯運動公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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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中心。基地詳細土地使用項目及規劃面積如下表。 

 

表 6-8  宜蘭城南基地土地使用項目及規劃面積 

土地使用項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園區事業用地 34.82 49.30% 

管理服務用地 1.14 1.16% 

停車場用地 2.96 4.19%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18 0.24% 

電力設施用地 0.50 0.71% 

環保設施用地 1.14 1.61% 

自來水設施用地 0.60 0.85% 

道路用地 7.84 11.10% 

園道用地 0.81 1.15% 

公園 2.39 3.39% 

滯洪池 3.29 4.66%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兼滯洪池 8.55 12.11% 

40.01% 

綠地 6.41 9.08% 

合計總面積 70.63 100.00% 

資料來源：竹科管理局（2007）,《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園區宜

蘭城南基地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定稿本）》:p4-3. 

 

五結中興基地計畫區位於五結（學進地區）都市計畫區中心偏南部分，西臨

台 9 省道、北以萬長春圳四結幹線為界、東至宜蘭線鐵路、南至宜 24 鄉道，主

要為原國營事業中興紙業（股）公司羅東廠廠區範園。由於中興紙業公司已民營

化並停工，現況僅基地北側出租興中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工業生產使用；基地

南側土地則已停工閒置未予使用。 

 

表 6-9  五結中興基地土地使用項目及規劃面積 

土地使用項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園區事業專用區 26.05 81.92  % 

綠地 1.30 4.09% 

公園 1.34 4.21% 

廣場兼停 車場 0.79 2.4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道路 2.32 7.30% 

18.08% 

合計總面積 31.80 100.00% 

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2013）,「變更五結（學進地區）都市計

畫（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園區五結中興基地）案」: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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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科技產業生產園區用地（三星紅柴林基地） 

 

93 年 10 月 13 日基地遴選委員會議決議，將三星紅柴林基地從第二期生產基地

用地調整為第一期生產型基地用地。 

 

1.位置及範圍 

  

本基地位於三星鄉市區北面，東起宜 26-2 線道路，以紅柴林聚落的青蔥生產專

區為中心，西與國防部紅柴林營區為鄰，南臨 196 縣道，北倚紅柴林堤防。基

地完整，面積共約 492.15 公頃（基地位置詳圖○○），行政區域包含桂林村、萬

富村、尚五村及一小部分大義村。 

 

 
圖 6-11 三星紅柴林基地位置圖 

資料來源：底圖套取自 Googole Earth 衛星影像圖. 

 

2. 土地使用現況 

 

三星紅柴林基地範圍內土地現況大多仍作農業使用、以及零星聚落與農舍。

農作部分，以種植水稻為主，其次為蔥蒜、果樹及園藝、花卉等經濟作物，集中

於基地北面，而三星鄉青蔥專業區就在北範圍之內。聚落與農舍有東側的紅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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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南側的二萬五、以及東側的桕腳廍等小型聚落，與零星分布的農舍。而鄉道

宜 26 線、宜 26-1 線、宜 47 線及 4-5 公尺寬之農路橫亙交錯。除西北角約 100 

公頃為非都市土地之一般農業區，其餘為非都市土地之特定農業區分區（竹科管

理局，2006：2-6）。 

 

表 6-10  紅柴林基地範圍用地編定 

用地編定 面積（公頃） 百分比 

甲種建築用地 15.61 3.2% 

農牧用地 409.69 83.3% 

水利用地 28.80 5.9% 

交通用地 26.76 5.4%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1.21 0.2% 

遊憩用地 0.01 0.0% 

編定欄空白與未登錄土地 9.93 2.0% 

合計總面積 492.01 100.0% 

資料來源：竹科管理局（2006）,《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紅柴林基地

可行性評估（定稿本）》:p2-7. 

 

3. 土地權屬 

 

依據核定之籌設計畫範圍之用地清冊，整理土地權屬分配如表。其中 9.52%

為國有土地，約 79%以上為私有土地。 

 

表 6-11  三星紅柴林基地土地權屬 

權屬（所有權人/管理機關） 合計㎡ 百分比 

內政部營建署新生地開發局 1.3861 0.29%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30.4683 6.31% 

農委會林務局 0.4680 0.10% 

宜蘭縣政府 0.0881 0.02%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9.9012 2.05% 

陸軍總司令部 0.5344 0.11% 

經濟部水利署 3.0784 0.64% 

三星鄉公所 24.7124 5.12% 

宜蘭縣政府 4.2571 0.88% 

員山鄉公所 1.2054 0.25% 

三星鄉公所 1.5955 0.33% 

臺灣省宜蘭農田水利會 23.4347 4.85% 

臺灣省宜蘭農田水利會 0.1035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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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屬（所有權人/管理機關） 合計㎡ 百分比 

其他私有地 381.7599 79.04% 

已登錄土地合計 482.9993 100.00% 

未登錄土地面積 9.0107 ---- 

合計總面積 492.0100 --- 

資料來源：竹科管理局（2006）,《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紅柴林基地可行性評估（定

稿本）》:p5-1 

 

4. 土地使用規劃 

 

三星紅柴林基地設定為宜蘭園區高科技產業生產用地。規劃單位對於基地之

整體使用與或開發計畫，主要是依擬引進之目標產業及其所占比重規劃，並留設

必要之限制發展地區、道路、公共設施用地，以及考量開發使用對鄰近都市發展

區及四周農業生產環境之衝擊，希望以低密度開發方式，配合都市設計管制塑造

高品質園區環境。籌設階段之配置構想有以下功能分區及內容（國科會，2005：

3-8~3-11）：  

(1) 園區事業專用區：供設置廠房之用地，或供設置其他製造、生產、研究、

試驗等活動所需相關設施之用地。 

(2) 管理及服務中心區：供設置行政管理、工商服務等設施。 

(3) 展覽會議及商務區：供設置展覽館、會議中心及商務旅館區等設施。 

(4) 住宅宿舍區：供設置員工住宅及單身宿舍等設施。 

(5) 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用地：供公園、綠地、停車場、自來水、電力、電信、

環保設施及道路等設施及設備使用。 

 

表 6-12  紅柴林基地範圍用地編定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園區事業專用區 240.17 48.80 

管理及服務區 7.46 1.52 

商務區 7.53 1.53 

住宅宿舍區 11.40 2.31 

公園綠地 73.21 14.87 

道路 55.88 11.36 

公用事業及其他 96.50 19.61 

公共設施及

公用事業用

地 
小計 225.59 45.84 

合計總面積 492.15 100.00 

資料來源：國科會（2005）,《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籌設計

畫書（定稿本）》:p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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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 籌設計畫階段紅柴林基地使用配置及區內道路系統構想 

資料來源：國科會（2005）,《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籌設計畫書（定稿本）》：

P3-10. 

 

宜蘭園區紅柴林基地之配置方案構想，係依據基地現況及地理特性做規劃。

但面對地方居民迫遷與強徵的抗議後，在行政院指示進行可行性評估的階段，首

先考量區域現有聚落（內含地方信仰中心）的排除，避免全面徵收時的抗性以及

聚落社區發展的脈絡與傳統的消失，將邊界進行調整，約排除 8.09 公頃土地。

其次考量原有設施，特別是現有的農業灌溉、排水水路，其位置亦會影響基地規

劃配置。下表整理規劃單位所考量的基地配置規劃課題及其規劃對策。 

 

表 6-13  紅柴林基地配置課題與對策 

課題 說明 對策與構想 

原主要灌

溉水道處

理 

1. 基地內灌溉水道留

設路線與位置將影

響基地的規劃配置。

2. 洽詢三星農田水利

會並初步分析後，確

定萬富圳通過基地

內主要灌溉水道可

A. 大型水圳路線保留： 

萬富圳第七支線與第六支線兩條 大型灌排

水道按原路線保留，兩側留設 25 公尺寬綠

帶作為阻隔，以減低大型水道改道的問題。

其餘次要水道則依同樣由西向東走向，調整

路線改由道路側邊或綠帶側邊行經。 

B. 水道路線佈設排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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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水理改道，但仍

需以明渠封底使用

為原則。 

全區因第七支線與第六支線等大型灌排分隔

為三個排水區，各自於基地東側低點，設置

滯洪池與分區排水系統。由於本區域地下水

位較高，初步研判本基地開發應留設較高面

積比例的滯洪池。 

紅柴林大

橋設置區

位與區域

交通 

1. 宜蘭縣政府承諾於

本基地附近地區北

側闢建紅柴林大橋

通往員山鄉，連結至

台七乙號省道。 

2. 大橋位置將配合本

案基地之主要道路

系統配置。 

A. 宜 47 線為本地區道路寬度 寬（20 公尺）

之南北向道路，向南可連結台七省道通達三

星鄉市區中心。 

B. 跨蘭陽溪之橋面，需與北岸堤防道路時道路

立體交叉。因此南北正向連接為 有利之交

通與道路路線規劃。 

C. 宜 47 線在基地內的位置，將由現況偏西的

位置向往東移。 

D. 建議紅柴林大橋與宜 47 線南北正向連接。 

東南側高

壓電塔 

高壓輸配電線路線將

影響區塊之土地使用。

洽詢台電洽詢後，建議不適宜遷移。 

既有聚落

周圍使用 

1. 主要聚落排除於邊

界調整範圍外 

2. 二萬五聚落位於基

地內側，僅能以內部

挖空方式排除，仍會

對其周邊直接鄰近

的園區土地使用造

成影響。 

A. 縣 196 號道與萬富第六支排水線所夾分區距

三星鄉市區較近且內含二萬五聚落保留，建

議以住宅社區、創新育成中心等功能發展。

B. 基地南側部分發展住宅社區與育成中心，可

與原有聚落活動做 較佳的相容使用與合。

 

資料來源：彙整自竹科管理局（2006）,《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紅柴林基地可行性

評估（定稿本）》：p6-4~6-5. 

 

綜合上述課題與對策，規劃單位對基地配置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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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可行性評估階段紅柴林基地使用配置構想 

資料來源：國科會（2005）,《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籌設計畫書（定稿本）》：p3-11. 

 

根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區紅柴林基地可行性評估，紅柴林基地土地使用

配置構想，調整後的用地配置及用地面積如下表。 

 

表 6-14  可行性評估調整後的紅柴林基地土地使用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廠房用地（專用區） 208.3 43.40% 

管理中心 10.5 2.19% 

社區住宅用地 27.5 5.73% 

停車場用地 17.6 3.67% 

自來水用地 7.8 1.63% 

中小學用地 3.0 0.63% 

變電所用地 6.2 1.29% 

汙水處理場 4.7 0.98% 

滯洪池 47.8 9.96% 

產業用地 

小計 333.4 69.46% 

道路 40.6 8.46% 

水利用地 8.6 1.79% 公共設施 

公園、綠帶用地 97.4 20.29% 

合計總面積 480.0 100.0% 

資料來源：國科會（2005）,《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籌設計畫書（定稿本）》：p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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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路網（以下整理自國科會，2006：1-7~1-8、2-5~2-7、2-11~2-12） 

 

(一)區域內重要交通路網 

 

進出宜蘭地區的內重要交通路網有高速公路、區域道路系統、鐵路、海運等，

分別說明如下： 

 

1. 高速公路系統：興建中的北宜高速公路及東部高速公路頭城蘇澳段，預計民國

95 年完工通車，並於頭城、宜蘭、羅東及蘇澳等地設置四處交流道及相關連

絡道路。 

2. 區域道路系統：宜蘭縣現有公路系統中，主要道路有台 2、台 7、台 7 丙、台

9 及台 9 甲，其中台 9 線、台 2 線為地區內南北向主要交通及聯外幹道，台

7 及台 7 丙則為東西向交通幹道。目前區內道路僅台 9 線正拓寬改善中，其

餘道路寬度則大多低於 20 公尺，就引進科園產業及地區未來發展而言，將產

生交通設施不足現象。 

3. 鐵路系統：宜蘭線鐵路北起台北，南迄蘇澳與北廻鐵路銜接通往花東，目前正

進行東部鐵路改善工程，台北到羅東站路段已完成雙軌及電氣化工程，可直接

與西部縣市鐵路系統相容，節省接駁及轉車時間，行車安全與品質上，亦獲得

相當程度的改善。 

4. 海運系統：蘇澳國際商港位於蘇澳鎮，距本基地約 25 公里，行車時間約 30 分

鐘；港區水域面積 290 萬平方公尺，陸地面積 86 萬平方公尺，擁有 13 座碼

頭。目前進口貨物以煤炭、原木、燃油、工業鹽為主；出口貨物以水泥為大宗。

主要的聯外道路有蘇澳鎮特一號道路、蘭陽第二隧道及台 2 線省道。 

 

(二) 連結各基地之地區性交通網絡 

 

1. 宜蘭城南基地：宜蘭城南基地距北迴鐵路宜蘭車站約 2 公里。東側鄰縣政中

心外環道，可銜接台 9 線。距頭蘇段高速公路宜蘭交流道約 3 公里，可經由

新闢宜蘭連絡道銜接高速公路。 

2. 五結中興基地：五結中興基地距北迴鐵路二結車站約 1 公里、羅東車站約 2 

公里。西側鄰台 9 線，為主要聯外道路。距頭蘇段高速公路羅東交流道約 4

公里，可經由新闢連絡道銜接。 

3. 三星紅柴林基地：基地位於蘭陽平原西側，對外運輸必須藉由東西向道路系統

連結蘭陽平原東側。 

 

(三) 未來道路交通系統計畫 

 

考量宜蘭地區之地理條件及既有交通建設狀況，宜蘭園區各基地聯外交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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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仍以公路運輸系統為主。由於宜蘭通訊知識服務園區城南基地及中興基地均位

於台 9 線附近，且鄰近未來對外運輸走廊東部高速公路廊帶，因此僅需闢建連

結前述路郎之地區性道路系統。而應紅柴林基地區位 為偏遠，交通條件不佳。

因此，在此設置生產基地的配套件是宜蘭縣政府必須承諾多項交通改善措施與實

質建設。相關規劃路網茲摘要說明如下（詳圖 6-14）。 

 

 

圖 6-14  籌設計畫階段宜蘭園區基地聯外交通構想 

資料來源：圖面取自國科會（2005）,《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籌設計畫書

（定稿本）》:p2-13.  

 

1. 通訊知識服務園區（宜蘭城南基地、五結中興基地） 

 

就銜接區域的高速公路系統部分，計畫當時有興建中的北宜高速公路及東部

公路頭城蘇澳段，預計民國 94 年底完工通車，並於頭城、宜蘭、羅東及蘇澳等

地設置四處交流道及相關連絡道路（詳圖 6-14）。 

 

就地區內的交通系統，宜蘭縣現有公路系統中，主要道路有台 2、台 7、台

7 丙、台 9 及台 9 甲，其中台 9 線、台 2 線為地區內南北向主要交通及聯外幹

道，台 7 及台 7 丙則為東西向交通幹道。目前區內道路僅台 9 線正拓寬改善中，

其餘道路寬度則大多低於 20 公尺，就引進科園產業及地區未來發展而言，將產

生交通設施不足現象。因此，宜蘭縣政府為配合科園基地之開發，已依據基地區

位及需求，研擬道路改善計畫，包括，計畫開闢宜蘭城南基地附近之宜 14 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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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路段（台 9 至宜 17 線間）、新闢基地北側道路（宜蘭運動公園西側至宜 14

線間）、拓寬建蘭北路（台 9 線至縣政中心外環西側間）；拓寬五結中興基地南

側宜 24 線部分路段（北宜高至中里平交道間），以便提供基地快速銜接各主要

市鎮及高速公路系統之交通路網。相關聯外道路將於開發計畫及細部計畫作業階

段，依據產業引進需求研擬適當之路網改善方案，使科園宜蘭基地得以健全發展。 

 

2. 高科技產業生產園區用地（三星紅柴林基地） 

 

基地範圍南側以縣 196 號東西向道路為界，道路寬度約 10 公尺，向東 9 公

里可通達羅東市區，向西往宜蘭山區大同鄉等地；基地中央南北向宜 47 號道路

穿越，道路寬度約 15 公尺。基地內尚有東西向宜 26 號（紅柴林至桕腳廍），

南北向宜 26-1（經紅柴林）、宜 26-2（桕腳廍）與農地重劃區內東西向與南北

向之產業幹道，寬度約在 8 至 10 公尺左右。基地北側堤防邊東西向道路約 10 至

15 公尺路寬，向東亦可通達羅東市區（詳圖 6-14）。 

 

為配合紅柴林基地之開發，已研擬道路改善計畫。針對聯外道路改善部分，

研擬拓寬蘭陽溪北岸道路部分路段（台 7 交會處至北宜高間）、新建紅柴林大

橋、拓寬縣 196 線部分路段（清州橋至宜 26 間）、拓寬宜 47 線部分路段（紅

柴林基地南側至省台 7 丙間）、拓寬省台 7 丙部分路段（憲明國小至羅東市區

間）等，以便提供基地快速銜接各主要市鎮及高速公路系統之交通路網。相關聯

外道路將於後續開發作業階段，依據產業引進需求研擬適當之路網改善方案。 

 

四、宜蘭科學園區的用水與供水 

 

科學工業園區的選址，特別是生產型園區，對於水的需求是相當嚴苛且補可

妥協的，甚至常常有截取農業用水以供應園區的情況。特別是宜蘭地區的河川屬

何短流急之形態，用水幾乎都是取自地下水。因此，在宜蘭園區需要開闢的前提

下，用水的計畫就變得相當關鍵。 

 

(一) 宜蘭通訊知識服務園區（宜蘭城南基地、五結中興基地） 

 

宜蘭通訊知識服務園區之水、電及電信需求，將於開發規劃階段，依據引進

之產業類別開發面積及單位面積需求估算，並協調相關公用事業單位辦理水、電

及電信等供應之申請事宜。有關雨、污水排放處理將於規劃階段，依據基地環境

予以妥善處理；廢棄物處理部分，因考量基地開發初期之廢棄物量有限，故擬配

合開發時程，開發初期一般事業廢棄物委託宜蘭縣宜蘭市、五結鄉等行政區之掩

埋場或宜蘭縣利澤垃圾資源回收廠處理園區一般事業廢棄物；有害事業廢棄物則

委託甲級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處理。俟廠商進駐達適當比例、廢棄物量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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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經濟規模時，再行評估設置相關廢棄物處理設施。 

 

(二) 高科技產業生產園區用地（三星紅柴林基地） 

 

三星紅柴林基地面積約 480 公頃，產業引進目標以生物科技、通訊科技、

積體電路、光電、電腦週邊設備及其他新興策略產業為主，有關產業引進之類別

比重分配，將依實質規劃情形調整之。 

 

1. 計畫用水總量 

 

依據竹科、南科及中科等經驗，以及上述預計引計之產業類別開發面積及單

位面積需水量均較一般傳統產業大，就國科會於 2005 年 5 月定稿的籌設計畫書

估計，本基地平均日需水量約 203,000 CMD（國科會，2005：3-14）。不過，竹

科管理局於 2006 年定稿的可行性評估報告則估計平均日需水量約 100,000 CMD

（竹科管理局，2006：6-11），未說明為何僅及籌劃階段計畫書的 203,000 CMD

用水量的 50%不到，僅註明配合進駐產業調整。 

 

2. 目前供水概況 

  

宜蘭地區之供水隸屬台灣省自來水（股）公司第八區管理處管轄，以蘭陽溪界分

為溪南、溪北二供水系統，平地主要水源係以地下水及地區性水源為主。目前現

況總設計出水量約 24 萬 CMD，實際出水量約 16 萬 CMD，可滿足區內水需求（竹

科管理局，2006：6-11）。而水利署於 2003 年完成之羅東溪攔河堰（下稱羅東

堰）計畫可增加供水量每日 20 萬 CMD（配合清洲淨水廠興建第一期供水 8 萬

CMD、第二期供水 12 萬 CMD），大致可滿足 2020 年後宜蘭地區的民生與一般

工業用水。 

 

3.供水系統規劃設置構想 

  

由於生產型的科學工業園區用水量極大，以不論是以籌劃階段預估的 203,000 

CMD 或是可行性評估階段的 1000,000 CMD，都超過前述宜蘭地區現有供水系統

的負荷量（竹科管理局，2006：6-12），未來之中長期供水規劃需仰賴清洲淨水

廠供應，並須沿縣 196 號道路埋設長達 16 公里之輸水專管（φ1000mm）及加壓

設備以供應基地所需。因此，自來水公司認為清洲淨水廠第一期（2006 年開工，

2008 年完成）8 萬 CMD 顯然不足，建議第二期 12 萬 CMD 供水工程必須提早（2014

年）進行，否則無法因應紅柴林基地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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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園區紅柴林基地的選址 

 

竹科宜蘭園區紅柴林基地的選址一波三折。首先，不像南部科學工業園區（下

稱南科）、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下稱中科）， 初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下稱「竹

科管理局」）接受宜蘭縣政府提報、並於 2004 年 2 月 25 日向國科會正式陳報、

再經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0（下稱「經建會」）評估陳報行政院時，到底是以

新竹科學園區的延伸擴建、亦或是另外新闢新園區為定位，連主管機關都尚無定

論。其次，宜蘭縣政府正式向竹科管理局提出候選基地時，也似乎並未包含紅柴

林基地（詳後說明）。到第一次確立候選基地時，紅柴林基地也只是被評選為第

二期開發的生產基地、卻又在短期內被翻轉為第一期生產基地，而被居民發現範

圍擴大，致引發抗爭。雖然到 後因各種因素而在 2006 年 8 月 9 日行政院核定

放棄紅柴林基地的開發，並於 2007 年 1 月 12 日正式函知宜蘭縣政府而劃下終止

符，然中間轉折起伏之大，不輸其他科學園區的決策。本節分為竹科宜蘭園區的

的提出、竹科宜蘭園區的選址、計畫的廢止三個部分分別說明。 

 

壹、竹科宜蘭園區的的提出 

 

或許因為 初是採擴建或新闢的定位不明，在各種官方函件、報告書等等所

出現的名稱都不一樣，因此，要從相關主管部門機關有對外發布的文獻、再輔以

媒體報導去找出確切的起源，也仍然有許多缺漏之處。單從正確的計畫名稱的不

統一，即可知其困難。 

 

2004 年 2 月 25 日，宜蘭縣政府11「主動積極」地向竹科管理局爭取在宜蘭

設置科學園區（國科會，2005：1-1；國科會，2012：報 1956），不過，這並非是

宜蘭縣第一次爭取科學園區的設置。早在新竹科學園區快速發展，第一、二期

411.9 公頃以完全開發仍不敷臺灣高科技業快速成長、第三期 533 公頃土地取得

發生困難時，遂有第二科學園區設置之研議。而宜蘭縣也在那個時候不缺席地提

出候選基地12，只是當時並非以設置「竹科宜蘭園區」而提出，而是按照當時的

遴選規定，由主辦單位發文邀請各縣市提出候選基地、參與臺灣地區第二個科學

園區的徵選，因此 後的競爭相當激烈。 

一、第二個科學工業園區的年代－第一次竹科宜蘭園區的嘗試 

 

由於新竹科學園區在成就台灣高科技發展奇蹟上扮演著卓著的角色，因此，

在 1991 年的行政院院會上即有設立第二科學園區的擬議（周素卿，1998：128）。

                                                       
10 2014 年 1 月 22 日與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合併改制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11 當時縣長劉守成（民進黨籍）。劉守成 1997.12.20 就任 13 屆宜蘭縣縣長，2001 縣市長選舉擊

敗國民黨籍的宜蘭市長呂國華而連任 14 屆宜蘭縣縣長，至 2005.12.20 屆滿。 
12 當時的宜蘭縣長為民進黨籍游錫堃，是第 11 屆宜蘭縣長（1989.12.20~1993.12.20）。任期屆滿

後，游錫堃再度當選 12 屆宜蘭縣長，到 1997.12.20 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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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12 月，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即委託研究單位進行《設置第二科學園區可

行性研究》，而當時的宜蘭縣長游錫堃也於 1993 年 4 月 7 日正式委託甫從新加坡

城市重建局局長退休的劉太格先生擔任計畫主持人、展開《宜蘭縣總體規劃報告》

的研究。而該計畫具體建議宜蘭縣應設置科學園區、高科技商業園（宜蘭縣政府，

1994：59~60、68）。 

 

職是之故，當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的《設置第二科學園區可行性研究》提出

候選基地設定基本條件，並由研究單位發公文給苗栗縣、台中縣、南投縣、雲林

縣、嘉義縣、台南縣、屏東縣、宜蘭縣及花蓮蓮縣、高雄縣等 10 縣，邀請前述

縣市自動提出符合條件的土地區位作為候選基地時，宜蘭即第一次提出科學園區

的候選基地。當時，向國科會提出參與候選基地的縣市共有（竹科管理局，1993：

36-37）苗栗縣、雲林縣、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宜蘭縣與花蓮縣

等 8 個縣政府、11 處候選基地，包括： 

 

表 6-15 各縣市提報為第二科工業學園區之候選基地 

提報縣市 候選基地 面積（公頃） 

銅鑼 688.1783 
苗栗縣 

後龍鎮（海寶、灣寶） 300 

雲林縣 虎尾鎮（台糖）新興農場 414.7656 

嘉義縣 大林鎮（台糖）大埔美農場 548.4729 

台南縣 新市鄉（台糖）道爺農場 482 

旗山鎮手巾寮 866.9891 
高雄縣 

燕巢鄉北滾水及南滾水農場 426.8697 

屏東縣 長治鄉大同農場 424.1694 

蘇澳鎮利澤工業區 328 
宜蘭縣 

員山鄉 382 

花蓮縣 壽豐鄉志學村及平和村， 1,159 

資料來源：竹科管理局，1993，《設置第二科學園區可行性研究》：36-37 

 

而當時的候選基地的「區位基本條件」共條列了五大項，以協助各縣市政府

初步評選適宜之基地備選（竹科管理局，1993：34~36）： 

 

1. 土地面積在 300 公頃以上、基地完整、適合整體開發、且保證能順利取得 

2. 基地平均坡度在 30%以下、地盤穩定 

3. 每天可供應水量 36,000 公噸以上之已開發或可供開發水源 

4. 基地離地方生活圈中心車程在 45 分鐘內，且都近地區已有或籌設中相關科

技大學或研究機構 

5. 基地位址如屬非都市土地，應在區域計畫允許變更範圍，但不可位於水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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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區及特定農業區內 

 

當時的評估對於宜蘭所提出的員山候選基地認為，位於特定農業區、水源保

護範圍、需防坍方與河岸侵蝕，將造成擴展性不夠，利澤也因為面積 小而有擴

展性困難之疑慮。雖然該報告 後雖認為各基地的可行性不無差異，但仍是以「十

一處備選基地以作第二科學工業園區之開發均屬基本可行」、「需作進一步之評

估」做結論（竹科管理局，1993：271）。 後，宜蘭所提報的兩處基地仍未入選，

宜蘭縣第一次嘗試引進科學園區的努力並未成功。 

 

二、搶在第三科學園區之前 

在第一次提出希望科學園區進到宜蘭的努力失敗、臺灣第二個科學園區落腳

台南，到宜蘭縣再度提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園區」之間，臺灣第三個科學

園區設置計畫被提出，這次宜蘭縣連提出候選基地的機會都沒有，因為第三個科

學園區是為台中市、縣所量身訂做的政策。 

 

(一) 第三個科學園區政策的浮出 

 

當時，前總統陳水扁的身份仍只是宣布競選總統的前台北市長時，在台中市

歡迎市前台北市都市發展局長張景森到台中市擔任副市長的記者會上（1999 年 4

月 17 日），針對大台中的發展提出「三個第三」：成立第三個直轄市、第三個

國際機場、第三個科學園區13，主張台中市「用排的、用輪的，也該輪到、排到」

（台中市政府，1999）。因此在 2000 年 5 月 20 日就職第 10 任總統（2000.05.20~ 

2004.05.20）後，行政院第 2714 次會議（2000 年 12 月 20 日）所通過的「新世

紀國家建設計畫」中便明確揭示應適時推動中部科學園區之籌設。該計畫有關宜

蘭部分僅有「宜蘭線鐵路電氣化」在內的「東部鐵路改善」5 項工程（p226）、

北宜高速公路建設（p228）；關於建設科學工業園區部分有：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四期（竹南、銅鑼基地）擴建計畫、台南科學工業園區、中部科學園區，以及「於

適當地點設置核心科學園區，並建設鄰近衛星科學園區，形成高科技產業聚落」

的政策宣示（p286），並無在宜蘭開發科學園區或任何形式的產業園區的計畫。 

 

俟後，行政院便（2001 年 02 月 13 日）積極辦理中科基地遴選14，國科會也

在同年 6 月 30 日完成《設置中部科學園區可行性研究》15，並於 9 月 24 日選定

                                                       
13 台中市政府（1999）, 〈市府召開 歡迎副市長記者會〉,台中市政府「市政新聞」,1999-04-17.  
14 中科志 http://web.ctsp.gov.tw/temp/book/f07.html 
15 2001 年國科會委託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研究所進行的「設置中部科學園區可行性研究」；執行

期間 2001.01.01~2001.06.30. 候選基地包括台中大雅林厝基地、台中清水基地、彰化二林基地、

雲林褒忠（虎尾、土庫）基地、彰化彰濱基地等五處。 後選定雲林褒忠（虎尾、土庫）基地

（雲林縣虎尾基地/虎尾園區）及台中清水基地（臺中園區/台中縣市交界處）兩處，優先作為

設置中部科學園區之核心園區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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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虎尾基地及臺中園區兩處，優先作為設置中部科學園區。次月 21 日陳水

扁總統到花蓮為花蓮縣長參選人游盈隆站台背書時指出，發展生物科技，北、中、

南、東都要設立，他相信花蓮是 好的基地，同時，陳總統也允諾要設立「東部

科學園區」16。 

 

(二) 宜蘭縣政府的準備工作 

 

在參與第二科學園區候選基地遴選時，宜蘭縣並沒有全盤性的發展計畫與實

際行動證明宜蘭適合科學園區的發展。不過，在 1993 年 7 月 1 日行政院 2388 次

院會中通過「增設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計畫後，宜蘭縣先後完成了《宜蘭縣總體

規劃報告》（1994）與《宜蘭綜合發展計畫（第一次修訂）》，並在此計畫發佈之

前即已採取實際行動、進行與引進科學園區有關的兩項互相關連的用地取得計

畫：清華大學宜蘭校區以及國防部紅柴林營區。 

 

基於《宜蘭縣總體規劃報告》所定下引進科學園區的目標必須配套有大學，

並明確訂定宜蘭必須積極爭取大專院校到宜蘭設校（宜蘭縣政府，1994：68），

2000 年 8 月 12 日由宜蘭縣劉守成縣長邀請清華大學劉炯朗校長率相關單位主管

至宜蘭參訪並洽談清華大學宜蘭設校事宜，次月 12 日雙方即簽署合作備忘錄。

為讓清華大學落腳宜蘭，宜蘭縣政府透過行政院協助、邀集軍方與縣府協商，由

縣府補助 1 億元協助軍方城南基地旁南機場軍營遷至紅柴林地區設置新營區17，

釋出南機場土地給清大設校18。更在同年發佈《宜蘭綜合發展計畫（第一次修

訂）》，具體地在「地方產業發展與轉型」篇章中擘劃以特定產業園區的供給，集

大學、研究單位與育成中心功能，以作為重點產業的研發與創業的溫床，以大學

資訊學科的設置、培養資訊技術人才，結合知識產業園區的開發（p5-16），並透

過資訊網路軟體的代工，在邊做邊學中提升宜蘭縣的軟體產業的生產技術，進而

帶動內部產業的 e 化，具體提出開發知識產業園區、農業生物技術園區、會議

產業園區、電信中心等建設（p5-2）。而這些準備，都沒有讓中央政府把宜蘭縣

放在發展高科技產業園區的名單之中。 

 

(三) 「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關於宜蘭的部分 

 

                                                       
16 邱燕玲（2001）,〈謝：在野癱瘓政府 不爭事實〉,自由時報,2001-10-22. 
17 戴永華（2006）,〈清大宜蘭校地 軍方不釋出〉, 聯合報,2006-07-28. C2 版/宜蘭縣新聞 
18 而清華大學也於 2003 年 3 月 21 日完成宜蘭校區的籌設計畫書（初版）陳報教育部，經學者專

家書面審查並於 9 月 26 日實地會勘。同一時間內，內政部也在 2003 年 5 月 1 日以台內營字第

0920086245 號函核定「三星紅柴林營區開發計畫建築配置計畫」案，國防部在紅柴林地區新

建營區已成定案。而清華大學也於 2003 年 3 月 21 日完成宜蘭校區的籌設計畫書（初版）陳報

教育部，經學者專家書面審查並於 9 月 26 日實地會勘。同一時間內，內政部也在 2003 年 5
月 1 日以台內營字第 0920086245 號函核定「三星紅柴林營區開發計畫建築配置計畫」案，國

防部在紅柴林地區新建營區已成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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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2 月 1 日，原先在縣長任內向中央提報在宜蘭設置科學園區的游錫

堃，因政黨輪替，被任命為民進黨主政後的第三位19行政院長。延續陳水扁的「綠

色矽島建設藍圖」大政以及前一任行政院長所提出的「新世紀國家建設計畫」20，

游錫堃於 2002 年 5 月 31 日提出「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1。不過，即

使當時的行政院長是前宜蘭縣長、當時的竹科管理局局長李界木是宜蘭縣子弟
22，前述的努力都沒對在宜蘭設置科學園區的這件事有產生明顯效果。「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仍沒有把宜蘭縣的建議列入，未設定要在宜蘭地區範

圍內設置科學園區。 

 

查中央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關於宜蘭的部分只有 5.1.1

北海岸旅遊線（p82）、5.2.1 蘭陽北橫旅遊線（p86）、5.2.7 環島鐵路旅遊線（p89）、

8.4.1 東部鐵故路善計畫（p133）、8.4.3 規劃東部直線鐵路（p133）、8.6.1 建構高

快速公路基本網路（p135）、9.3.5 地熱公園（p144）。 

 

進一步查與產業園區有關的計畫，計有生物醫學園區（新竹高鐵車站特定

區）、IC 設計園區（新竹科學園區附近）23、中部科學園區、花卉生物科技園

區（南投縣、台南縣）、台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擴建計畫）、農業生物科技園

區（中南部農業生產區）、再生科技園區、南港生物科技園區24。換句話說，「挑

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並無在宜蘭設立科學園區的任何評估，遑論具

體的短、中、長期計畫。 

 

(四) 重大的水資源建設的進行－羅東攔河堰 

這期間還有一個不是為了科學園區設置，卻影響深遠的宜蘭地區重要建設也

在進行。也就是羅東攔河堰。 

 

                                                       
19 第一位：唐飛（2000.05.20~2000.10.06）；第二位：張俊雄（2000.10.06~2002.02.01）. 
20 「新世紀國家建設計畫」中關於宜蘭部分僅有「宜蘭線鐵路電氣化」在內的「東部鐵路改善」

5 項工程（p226）；關於建設科學工業園區部分有：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四期（竹南、銅鑼基地）

擴建計畫、台南科學工業園區、中部科學園區，以及「於適當地點設置核心科學園區，並建設

鄰近衛星科學園區，形成高科技產業聚落」的政策宣示（p286）。 
21 行政院 91.5.31 院臺經字第 0910027097 號函核定 
22 宜蘭出生，美國格林威治大學環境科學博士。1999 年從美國回國後即在宜蘭縣政府擔任計畫

室主任、2000 年任環保署副署長，2001 年接任竹科管理局長，2006.09.30 退休。2008.10.28
因涉及竹科龍潭科學園區土地買賣涉及利益輸送，遭檢方聲請羈押禁見獲准。 

23 可落實行政院核定之「國家矽導計畫」中以 IC 設計為引擎產業，推動 SOC 設計產業及光電、

網路、資訊、通訊等產品產業發展之構想，並促進 IC 設計的研究創新。期程：92-95 年。進

度：規劃中。（p77） 
24 依據行政院「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中「建構改善台北都會區生物技術研究群聚圈」構

想，由中央政府購買南港軟體園區第二期 F 棟 24,000 坪樓地板面積之一半，以出租方式供政

府相關單位及財團法人進駐，設立育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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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  羅東攔河堰及下游供水計畫範圍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羅東攔河堰官方網站 http://www.wranb.gov.tw/ 

 

1998 年 12 月 10 日由行政院核定了「羅東攔河堰尾塹堤防工程」，這個耗

資 3 億餘元，以減少宜蘭地區地下水超抽、防止沿海地區地層下陷及提高地面水

使用率（監察院，2009：2）、因應宜蘭地區 2021 年用水需求為目的，屬於整個

宜蘭地區重大用水計畫的水利工程（還有 6 億元的清洲淨水場用地徵收與管線工

程為配合工程），也在 2002 年 1 月 9 日啟動自動倒伏閘門系統工程、及尾塹堤防

工程25，28 日土木部分工程開工、9 月 25 日尾塹堤防竣工26、2004 年 1 月 17 日

土木部分工程竣工。整個第一期工程於 2010 年完工時，按照計畫可以有每日 8

萬立方公尺（噸）之出水，全部完工後每日可以供應 20 萬立方公尺（噸）之水

源27。 

三、宜蘭不在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的科學園區適合名單中 

 

                                                       
25 參閱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羅東攔河堰官方網站 http://www.wranb.gov.tw/mp.asp?mp=3.瀏

覽日期: 2016.03.01 
26 參閱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羅東攔河堰官方網站 http://www.wranb.gov.tw/mp.asp?mp=3. 

瀏覽日期: 2016.03.01 
27 參閱水利署電子報 http://epaper.wra.gov.tw/Article_Detail.aspx?s=5978C581ECE06974 瀏覽日期: 

201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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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結果而言，在 2001 年 9 月 24 日第三個科學園區拍版之前，宜蘭不僅有非

常全盤性的區域總體發展計畫、清楚的提出了成為科技資訊產業大縣的實踐藍

圖，也積極行動、爭取了清華大學進駐蘭陽平原的意願，更具體地從國防部展開

事業用地取得的協調。再加上前縣長游錫堃高升行政院長，輔以竹科管理局局長

李界木也是宜蘭出身，照理講，是天時、地利、人和具足。然，第三科學園區的

選址，很清楚的就是一個政策決定－台中必須是第三個科學園區，因此並沒有像

第二科學園區（即南科）一樣向全國縣市徵求候選基地，所以宜蘭縣也不算錯過

這次機會，當然也就無法評估是不是準備好了。 

 

只不過，當同樣是民進黨的總統喊出在臺灣東部設置科學園區時，卻仍是為

了縣長選舉添加政策買票能量而跨過宜蘭、指定在花蓮（當然，因為未能當選而

不再討論），甚至連前縣長游錫堃主導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也

沒有採納新加坡前都市發展局長劉太格的規劃，把宜蘭納入產業園區的政策候選

清單中。合理推論，除了地方政府積極爭取、配合度高這項優點以外，中央主管

機關與相關部門在擬定全國的科技產業政策時，並不認為宜蘭應該放在國家發展

重點計畫的科學園區適合名單中。 

 

四、竹科宜蘭園區的政策核定－先射箭再畫靶 

 

如前所述，基於宜蘭縣政府的積極爭取，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遂於 2004 年

2 月 25 陳報國科會，建請考量宜蘭縣政府的建議、在宜蘭開發科學園區。而國

科會的評估有非常之快速，僅兩天（2 月 27 日）作業即函報行政院，而行政院

更在 20 天內（3 月 16 日）即函覆、對於此涉及數百億的科學園區設置提案，參

酌經建會建議的「基於政府推動綠色矽島之目標」，同意地方政府有積極爭取的

意願下，讓宜蘭可以引用科學園區選址考量中，以都會優先、交通優勢、園區優

先及地方資源導向優先等原則，遴選適當基地，納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於北部新

闢或擴建之科學園區，政策上原則支持。只是，如前文的梳理，從執行「綠色矽

島」的前後兩次具體政策計畫：張俊雄的「新世紀國家建設計畫」與游錫堃的「挑

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其具體內容與政策指導方向都沒有將宜蘭縣納入

是適合發展科技園區的地方。 

 

由於並沒有公開的資料可以知道當時行政院的原則支持，到底所根據的主客

觀因素是什麼，因此，如果說竹科宜蘭園區是一種「先射箭再畫靶」的作法、又

是一次政策決定，不能這樣的臆測說完全沒有其批評基礎。但無論如何，中央的

政策是決定了，因此至少要讓宜蘭縣政府的提案符合「綠色矽島」的政策外觀，

並政策上原則同意讓相關部會與地方政府就要動起來。 

 

貳、竹科宜蘭園區的選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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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科宜蘭園區候選基地的提出過程與過去及後來的科學園區都不一樣。在進

入遴選會議（2004 年 8 月 4 日首次土地遴選會議）的時間點之前，除有臺灣的

第二個科學園區落腳台南以外，第三個科學園區也底定，整個過程都是競爭型的

徵選28。但竹科宜蘭園區卻打破這種模式，是由單一縣市提出六~八處基地，

後甚至選出五處做為園區基地，換算成中選率高達 62.5%，對宜蘭縣而言則是

500%，實為空前絕後、完全與其他科學園區地遴選不同。 

 

一、園區候選基地的提出 

 

竹科宜蘭園區比較像是先鎖定宜蘭縣後，在由宜蘭縣政府自行提出適合的基

地，並沒有其他縣市的競爭，宜蘭縣內也沒有各鄉鎮的競爭。其決選也不是選出

一處，而是決定要有做為「通訊知識服務園區用地」與「生產用地」的兩種用地，

還細分為第一期開發與第二期開發用地。梳理官方所公布的資料，竹科宜蘭園區

所提的候選基地至少有一次是六處，並在後來追加到八處。再加上期間的一、二

期生產基地互調，候選基地的遴選也是多有波折。 

 

(一) 候選基地何時被提出？ 

 

根據相關部會機關的文件顯示，在行政院以院臺科字第 0930012642 號函原

則同意展開竹科宜蘭園區的評估作業之前，宜蘭縣政府似乎並沒有具體提出希望

列入遴選的候選基地。 

 

首先，在行政院 2004 年 3 月 16 日發給國科會的「政策原則同意」函中，並

未具體做出國科會儘速針對宜蘭所提的候選基地進行評估與遴選作業的指示，而

是同意國科會請宜蘭縣政府「遴選適當基地」、以做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北部的

新闢或擴建園區的建議。再參酌同年 6 月 16 日由竹科管理局召開的遴選工作專

案小組第一次會議時，結論之一是「請宜蘭縣政府儘速確定候選基地」，並要求

在限定時間（6 月 21 日）前把提報基地的相關資料「函送竹科管理局彙辦」。

根據這個時間點，我們也找到行政院的立法院施政報告中有宜蘭縣政府於年 6 月

底提送六處備選基地參與基地遴選的記載。同年 7 月 9 日遴選工作專案小組第二

次會議決議之一，是要求受委託辦理遴選的中華顧問工程司需補充「各基地之現

況」，並要求宜蘭縣政府「正式來函將冬山茅埔基地納入遴選基地」。 

 

復對照縣府綜合規劃課課長潘宇翔在三星鄉公所 11 月 17 日舉辦的「重大建

                                                       
28 第二、第三科學園區遴選的方式都經邀請各縣市或目標區域內之縣市提出候選基地，經過競爭

型的評比遴選程序， 後，中選的縣市也只有一處做為園區。如第二科學園區是由 8 個縣市提

出 11 處候選基地；如中科落腳雲林縣虎尾基地（虎尾園區）及台中縣市交界處基地（臺中園

區）。連後來的中科四期也是由中部四縣市提出 7 處候選基地， 後遴選出彰化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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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推動委員會」中的解釋，指出 7 月 9 日三星鄉公所才行文給縣府提報紅柴林基

地，而且面積與範圍都不符合縣政府與竹科管理局的基本要求，因此縣政府在期

限前自行用口頭方式商量調整紅柴林基地的範圍與規模。換句話說， 快是在 6

月底前彙報了六處基地、7 月 9 日以後才補齊八處基地，但，所提報的計畫書中

都沒有具體的基地之現況。 

 

所以，合理推測，在 2 月 27 日、國科會向行政院提報29宜蘭縣政府有積極

意願爭取設置科學園區之前，都還沒有具體的候選基地被提出、遑論各基地的主

客觀條件描述。因此，在同一份函示中所指「竹科管理局研究結論」建議宜蘭可

以做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新闢或擴建園區，其所做出的「研究結論」究竟根據

為何，是宜蘭縣境內有一些地區具有主客觀條件適合作科學園區的地方？還是新

竹縣以北的宜蘭縣比其他北部縣市如桃園縣、基隆市、以及當時的臺北縣更適

合？不得而知。更 令人困惑的是，遴選工作專案小組第一次會議還做成另一項

結論，決議把宜蘭縣提報的所有基地均納入遴選範圍。換句話說，還不知道宜蘭

要提報多少個地方、多大規模、主客觀條件為何之前，就已經決定全數納入遴選

基地。 

 

(二) 六處候選基地與八處候選基地 

 

1.六處候選基地 

 

根據 2004 年 09 月立法院第 5 屆第 6 會期（2004.09.14 ~2005.01.24）第二次

會議（2004.09.17）的行政院施政報告有關「加速擴建園區」部分，宜蘭縣政府

是於 2004 年 6 月底提送六處備選基地參與基地遴選，不過施政報告中並未列出

哪六處。查兌 7 月 9 日召開的「宜蘭基地遴選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的會議紀錄
30，內容中有提及宜蘭城南基地、中興五結基地（中興紙廠）、蘇澳新馬基地（利

澤工業區），加上未提及但已為行政院核定開發之「海洋生物科技園區」所在地

的頭城下埔基地31，此一階段所提到的六處基地，尚有二處未在公開資料中查到。 

 

2. 八處候選基地 

 

接續「六處基地」階段之後，才進到補齊另外兩處基地的八處候選基地階段。

根據遴選工作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決議文中要求宜蘭縣政府「正式來函將冬山

                                                       
29 從而行政院於 3 月 16 日做出院臺科字第 0930012642 號「政策上原則同意」的函示。 
30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園建字第 0930019313 號函. 
31 根據行政院 2004.03.16 院臺科字第 0930012642 號函之內容，對於國科會建議在宜蘭地需遴選

適當基地納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於北部「新闢」或「擴建」之科學園區之建議，除表示「政策

上原則支持」外，也提醒已經行政院核定之「宜蘭海洋生物科技園區計畫」，所以在科學園區

基地遴選時需「詳加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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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埔基地納入遴選基地」，看起來冬山茅埔基地在六基地階段已經為工作小組知

悉，但是口頭提報？還是只有提報地點而沒有資料，致使工作小組會要求宜蘭縣

政府正式函報，相關資料並無顯示。 

 

另外還一處即為紅柴林基地。根據文獻顯示，三星鄉公所拖到 7 月 9 日才行

文縣政府提報預定的 300 公頃範圍的紅柴林地，而縣府在提報期限時間的 7 月

15 日之前倉促與鄉公所人員口頭商量調整範圍（因而造成紅柴鄰居民誤會的黑

箱作業），可證紅柴林基地也是「六處基地」階段之後才補齊的候選基地。 

 

 

圖 6-16  竹科宜蘭園區八處候選基地與宜蘭都市計畫地區關係圖 

資料來源：底圖套取自國土規劃地理資訊平台 http://nsp.tcd.gov.tw/n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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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6 竹科宜蘭原區八處候選基地區位與規模 

 
宜蘭 

城南 

頭城 

下埔 

員山 

內城 

五結 

中與 

蘇澳新馬

（含利澤

工業區）

三星 

紅柴林 

三星 

天送埤 

冬山 

茅埔 

基地

位置 

宜蘭市南郊 

鄰台9 省道 

位於頭城與

礁溪交界 

鄰台9 省道 

位於員山鄉

南側 

距台 9 省道

約6 公里 

為原中興紙

業公司廠區

鄰台9 省道

位於五結、

冬山及蘇澳

等三鄉鎮交

界處 

位於三星鄉

北側 

距台 9 省道

約8 公里 

位於三星鄉

西側 

距台 9 省道

約13 公里 

位於冬山鄉

東北面 

距台 9 省道

約9 公里 

面積 約73 公頃 約698 公頃 約402 公頃 約31 公頃 約263 公頃 約500 公頃 約588 公頃 約386 公頃

土地

權屬 

78 %私有 

22 %公有 
100%私有 100%私有 100%公有

43 %私有

57 %公有
100%私有 100%私有 100%私有

資料來源：擷取自竹科管理局（2008）,《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園區宜蘭城南

基地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定稿本）》,p 附 8-21. 

 

承上推論，縣府所設的 7 月 15 日提報期限後，包含紅柴林在內的八處基地

才完全到位，或至少在同年 8 月 4 日辦理「竹科宜蘭基地首次土地遴選會議」之

前，名列遴選清單的八處基地提報在這個時間之前補齊。也就是宜蘭城南、頭城

下埔、員山內城、五結中興、蘇澳利澤工業區、三星紅柴林、三星天送埤、冬山

茅埔（詳圖 6-16；表 6-16）。 

 

由於宜蘭縣政府向竹科管理局提報候選基地的公文及報告書（假設有的話）

並未揭露在有公開的官方計畫書或往來公文附件中，所以無法確定 7 月 15 日的

縣府提報資料記載哪些細節。但，單從由縣府向中央提報、到舉行遴選會議，除

非宜蘭縣政府提報的資料很詳盡與精準，竹科管理局只有短短半個月的時間準備

遴選資料，時間是非常的急迫。是以，為何在 6 月底已有六處候選基地的情況下，

又要緊急地追加兩處候選基地，而這兩處又都是 100%私有產權、非常不利於土

地取得的基地（詳表 6-16），大費周章地追加這兩處候選基地的實益何在，實在

令人費解。 

 

3.候選基地的遴選 

 

「宜蘭基地遴選原則」在遴選原則是在遴選工作專案小組第四次會議（7 月

26 日）時尚未確定。當日會議結論僅達成要求遴選原則應說明園區設置的方向

及原則，而一星期後的 8 月 4 日已經是基地現勘會議。 

 

根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籌設計畫書（定稿本》及相關研究之記載，

8 月 4 日～5 日，國科會主委吳茂坤、副主委紀國鐘在竹科管理局局長李界木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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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下，率基地遴選委員32抵達宜蘭縣政府聽取相關單位簡報，並到現場勘查縣政

府所提報之候選基地（國科會，2005：p1-2），包括宜蘭城南、頭城下埔、員山

內城、五結中興、蘇澳利澤工業區、三星紅柴林、三星天送埤、冬山茅埔，並就

各基地的實質環境、產銷環境、研發環境、生活機能、行政配合等，五大面向、

23 大項目（詳表 6-17；6-18）等重點，做充分的了解。 

 

表 6-17 科學工業園區擴充宜蘭園區候選基地評選因素分析項目 

環境因素 考量項目 

實質環境 
基地位置、土地面積、土地權屬、土地使用分區、天然災害、人

為環境、 地理因素、水資源、自然環境保護、文化景觀保護、產

業資源。 

產銷環境 發展彈性、交通運輸、公用設備及設施 

研發環境 大專院校、研究機構。 

生活機能 鄉鎮中心、教育設施、文化休閒設施、醫療設施。 

行政配合 落實執行承諾事項、整體規劃、限制因素 

資料來源：擷取自竹科管理局（2008）,《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園區宜蘭城南

基地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定稿本）》, 2008.08 未出版.p 附 8-21. 

 

表 6-18  科學工業園區擴充宜蘭園區候選基地評選因素分析表 

 
宜蘭 

城南 

頭城 

下埔 

員山 

內城 

五結 

中與 

蘇澳新

馬（含利

澤工業

區） 

三星 

紅柴林

三星 

天送埤 

冬山 

茅埔 

綜合因素 優 尚可 尚可 尚可 較差 較差 較差 尚可 

離鄉鎮中

心 

宜蘭 2k

縣政 

頭城 2k 

礁溪 5k 

員山 1k

宜蘭 4k

羅東 2k

縣府 4k

蘇澳 5k

冬山 5k
三ㄒㄧ   

地層下陷 

附近地

層下陷

量約

21cm 

附近地

層下陷

量約

5cm 

附近地

層下陷

甚微 

附近地

層下陷

量約

16cm 

附近地

層下陷

量約

10cm 

附近地

層下陷

甚微 

附近地

層下陷

甚微 

附近地

層下陷

甚微 

地下水管

制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農地重劃 80% 農 非 農 地 非 農 地 非 農 地 40% 經 60% 經 非 農 地 80% 經

                                                       
32 召集人魏哲和：華盛頓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博士、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主任；林建山：環球經

濟社社長、美國拉撒勒大學經濟管理學博士；吳靜雄：康乃爾大學電機博士、台灣大學電機工

程學系教授；張宗仁：科羅拉多大學化學博士、中山大學化學系教授委員；許明德：美國馬里

蘭大學核子工程博士、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兼任教授；劉助： 台灣新竹交通大學管理學院

教授；黃欽勇：DigiTimes 電子時報社長；游靜秋：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專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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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城南 

頭城 

下埔 

員山 

內城 

五結 

中與 

蘇澳新

馬（含利

澤工業

區） 

三星 

紅柴林

三星 

天送埤 

冬山 

茅埔 

地重劃 重劃 重劃 重劃 農 地 重

劃 

農 地 重

劃 

重劃 農 地 重

劃 

土地成本

（億） 
56.47 155.00 144.00 17.03 178.93 105.00 118.61 117.60 

開發成本

（億） 
69.66 366.83 228.08 22.47 229.66 241.55 260.60 241.81 

平均（億/

公頃） 
0.95 0.53 0.57 0.72 0.87 0.48 0.44 0.63 

基地完整

性 
完整 完整 欠完整 完整 欠完整 完整 完整 完整 

斷層分布 

距 大 礁

溪 斷 層

8km 

距 外 澳

斷 層

4km 

距 大 礁

溪 斷 層

4.5km 

距 大 礁

溪 斷 層

12km 

基 地 南

側 3km

有 小 斷

層 

距 牛 鬥

斷 層

5km 

位 於 牛

鬥 斷 層

上 

距 古 魯

斷 層

4km 

供水水源 

深 溝 淨

水廠 

清 洲 淨

水廠（計

畫中）

清 洲 淨

水廠（計

畫中） 

清 洲 淨

水廠（計

畫中）

龍 德 淨

水廠 

清 洲 淨

水廠（計

畫中）

龍 德 淨

水廠 

清 洲 淨

水廠（計

畫中）

清 洲 淨

水廠（計

畫中）

清 洲 淨

水廠（計

畫中） 

清 洲 淨

水廠（計

畫中）

供水管線 
需 增 專

管 

需 增 專

管 

需 增 專

管 

既 有 專

管 

既 有 專

管 

需 增 專

管 

需 增 專

管 

需 增 專

管 

與北部科

技帶交通

時間 

優 

60mins

優 

50 mins 

尚可 

75 mins

尚可 

65 mins

較差 

80 mins

較差 

80 mins

較差 

90 mins 

尚可 

70 mins

鄰近研發

中心 
優 尚可 － － － － － － 

鄰近中心

都市 
優 尚可 尚可 優 尚可 較差 較差 尚可 

鄰近工業

區 
－ － － 30km 

利 澤 龍

德 
無 無 無 

生活環境

機能 
優 較差 尚可 尚可 較差 尚可 較差 尚可 

資料來源：擷取自竹科管理局（2008）,《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園區宜蘭城南

基地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定稿本）》,2008.08 未出版. p 附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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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縣政府計畫室對媒體表示，國科會遴選委員此行只是初選初勘，把所見

所聞連同相關資料帶回討論，淘汰條件不適合的基地，再另行擇期複選複勘，八

月底前，即可知道竹科宜蘭基地究竟要落腳何處（陳木隆，200433）。同時，計

畫室主任洪賢德還對媒體表示，兩天內與會官員與縣政府將初步決定遴選結果，

並在八月底所舉行的第二次土地遴選會議時，從八處候選基地中正式遴選出一處

做為宜蘭基地34。 

 

現勘第一天的遴選委員會議也具體建議評選結果以基地開發之優先順位加

以排序為原則，以便竹科管理局視未來宜蘭園區之發展及用地需求狀況，依序逐

步開發（國科會，2005：附 2-1）。第二天的遴選委員會議，委員提出將「宜蘭基

地區位遴選準則」第五項，修正為「遴選委員會對於基地之評選，分「現勘』及

決選二階段辦理」。以及現勘後，由各遴選委員提供基地審查意見單予承辦單位

的竹科管理局，再由承辦單位進行資料蒐集或答覆。並決定決選會議原則預定 8

月底或 9 月初在國科會召開（國科會，2005：附 2-6）。 

 

4. 變更候選基地面積 

 

就在遴選委員現勘後二週後召開的「宜蘭園區基地遴選工作專案小組」第五

次會議中，宜蘭縣政府對所提八處基地中的四處，提出影響遴選重大的基地面積

修正建議。在 2004 年 8 月 18 日召開的第五次會議（園建字第 0930024397 號）35

中，宜蘭縣政府提出四處基地面積調整建議： 

 

（1） 宜蘭城南之面積從 73.72 公頃擴大為 132 公頃。竹科管理局建議維持

73.72 公頃。 

（2） 頭城下浦從 212.37 公頃擴大為 440 公頃。竹科管理局同意。 

（3） 員山內城因淨水廠 500M 半徑問題刪除 A、B 區（137.6 公頃），僅剩 402

公頃。竹科管理局認為調整後範圍崎嶇、不適合產業用地規劃。 

（4） 冬山茅埔從 386 公頃縮減為 336 公頃。獲竹科管理局同意。 

 

由於會議紀錄並未註記此一修正建議提出的原因，因此無法判斷是因應遴選

委員意見、認為不經修正則無法獲選，而請宜蘭縣政府提出修正方案？抑或是宜

蘭縣政府自己發現先前提出的範圍有實現的困難而主動除出，做為決選會議時委

員的補充參考。然，不論是哪一種狀況，正式現勘後再調整影響重大的候選基地

面積，特別是縮減，都不免讓人對於遴選的嚴謹度產生疑慮。 

                                                       
33 陳木隆（2004）,〈竹科宜蘭基地 月底出爐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遴選委員 昨進行初選及初

勘作業 將再擇期複選複勘〉, 中國時報, 2004-08-05. 宜蘭新聞/C4 版. 
34 沈如峰（2004）,〈竹科宜蘭基地八月底遴定 廠商明年底可進駐〉,中央社,2004-08-04. 宜蘭縣

四日電.  
35 簡宏昌（2008）,《環境正義與科學園區設置：以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基地為例》:p112（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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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宜蘭縣政府明確提出員山內城基地範圍與深溝淨水廠之取水範圍有重

疊，因此應將淨水廠半徑 500 公尺範圍劃出員山城南基地。此一提案，凸顯兩個

問題。首先，深溝淨水廠並非未來的建設，因此在宜蘭縣政府提報前應該就知道

這個問題，除非員山城南基地並由宜蘭縣政府提報，而是由不清楚地方問題的中

央單位欽點；或者，縣政府的提報作業太過急促、草率，提報計畫書中也不需自

行檢討有關環境條件的限制，所以才在事後追加此一影像重大的限制因素。其

次，深溝淨水廠的存在事實，極可能沒有呈現在 8 月 4 日～5 日的遴選委員現勘

會議資料中，否則，在第二天的現勘會議紀錄中，委員對於中華顧問工程司的指

示應該不會只有「再提供個別基地之聯外道路等級及區域排水之詳細資料」，而

是深溝淨水廠的地下水取水水源影響半徑，以及員山內城基地地區的地下水伏流

流向等具體資料。 

 

5.遴選結果：八選五 

 

科學園區基地遴選之考量，多基於聚集效益政策，將產業集中於同一區域，

而獲得經濟效益，如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成功便歸因於 IC 產業的群聚效應。而

宜蘭科學園區在 93 年 8 月 4 日竹科宜蘭基地首次土地遴選會議中，亦決議在宜

蘭縣政府向國科會及竹科所提出的八處候選基地中遴選出一處做為宜蘭基地36。 

 

然，令人意外的是，8 月 31 日召開的「科學工業園區擴充宜蘭園區基地遴

選委員會決選會議」的結果不是公布哪一處基地獲選，而是公布了五處預定基

地。其中，宜蘭城南基地、五結中興基地作為「通訊知識服務園區」用地，先前

在討論會議中被竹科管理局認為「不適合產業用地規劃」的員山內城基地選為第

一期生產用地，且五處基地位置分散，並非每處基地皆具有完善之交通設施。 

 

至於為何還分為一期、二期？宜蘭籍的竹科管理局局長李界木表示，考量所

選定的科學園區基地大多數是私人土地，為避免第一期計畫開發以後、帶動周圍

地價飛漲，導致第二期擴建用地征地成本激增，因此事先擇定第二期擴建用地，

這特別請遴選委員同意一、二期同時選定的。也造成與過去競爭後一處基地卻選

的結果，一口氣從 8 個候選基地選出 5 個預定地，被媒體戲稱37「一地五星」、 

創下國科會推動科學園區擴建計畫的新模式，形成提報的候選基地中選率高達

62.5%，對宜蘭縣是 100%中選率的空前絕後結果，與以往科學園區擴建模式相

當不同。 

 

二、第一期生產基地的對調：從員山基地到紅柴林基地 

                                                       
36沈如峰（2004）,〈竹科宜蘭基地八月底遴定 廠商明年底可進駐〉,中央社,2004-08-04. 宜蘭縣

四日 電. 
37 李宗祐（2004）,〈一地五星 竹科宜蘭基地擇定 預定明年底取得土地供建廠 將開發成數位創

意和通訊知識服務園區〉, 中國時報, 2004-09-01. 社會脈動/A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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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柴林基地原為生產基地的第二期，也就是說，其遴選的評比結果，是低於

原先評為第一期的員山內城基地。卻在遴選委員會公布決選基地後，意外的因為

一個存在 70 年的深溝淨水廠水源問題，而由內部會議與民意代表介入而翻案。 

 

(一) 現勘後、決選會議前－員山內城基地與取水範圍重疊問題的提出 

 

在候選基地相關資料備齊、邀集遴選委員到現場現勘（2004 年 8 月 4~5 日）

討論結束的二週後，竹科管理局召開第五次工作會議（18 日）。根據會議紀錄，

宜蘭縣政府在遴選委員完成現勘後，復對宜蘭城南、頭城下浦、員山內城、冬山

茅埔等四處候選基地提出「修正建議」。其中，提出員山內城的 B 區部分範圍與

深溝淨水廠取水範圍重疊，因此以淨水廠 500 公尺半徑範圍不做開發的條件，刪

除 A 區、B 區，增加 B2 區，共減少 137.6 公頃，成為 402 公頃。而，竹科管理

局的意見是「調整後之範圍崎嶇，較不適合產業用地規劃使用」（國科會，2005：

附 3-22）。 

 

(二) 決選會議不認為取水水源問題影響選址 

 

顯然，與深溝淨水廠重疊的問題，以及竹科管理局認為調整後不適合做產業

園區的決議，在 8 月 31 日的決選會議上沒有造成影響。當天會議是輔卸任國科

會主委的遴選委員會召集人魏哲和教授38與繼任的國科會主委吳茂坤共同主

持。根據會議紀錄，遴選委員有對員山內城基地的變動提出問題，主要是詢問宜

蘭縣政府可否在考量園區利用的情況下，再將之前於工作會議中建議替出的 A、

B 區納入，達到總面積 793 公頃的規模。似乎，深溝淨水廠的地下水源取水問題

對於遴選委員而言並不影響到科學園區生產型基地的選址決策，而宜蘭縣政府也

為特別強調深溝淨水廠的考量因素，而是外加以「B 基地農委會已規劃作休開農

業區」做為不能納入的理由（國科會，2005：附 2-9）。在遴選委員不擔心、地方

政府不堅持的情況下，其結果就是發佈員山鄉內城基地為第一期生產用地，三星

紅鄉柴林及三星鄉天送埤基地作為第二期生產用地。 

 

(三) 自來水公司的逆襲 

 

在遴選委員做成重大決議後，9 月 15 日由竹科管理局召集的「協商宜蘭園

區籌設計畫書內容等相關適宜會議」中，臺灣省自來水公司仍然提出重大影響範

圍的意見。當時是由竹科管理局營建組長許勝昌與和中華工程顧問公司人員39

（受竹科委託研擬籌設計畫書）到宜蘭縣政府與縣府計畫室、工務局、建設局等

                                                       
38 遴選委員、交通大學教授、前國科會主委（2001.03.07~2004.05.19），由吳茂昆繼任。 
39 陳木隆（2004）,〈竹科宜蘭基地招商 將辦三場說明會 昨天發出邀請函〉, 中國時報, 2004-10-21. 

宜蘭新聞/C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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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單位人員舉行雙方合作開發會議，與會的外單位只有臺灣省自來水公司。會

議主題就獲選基地的交通、水電、教育等問題進行熱烈的討論，預定儘快提出籌

設計畫書，送行政院審核40。在這場會議中，臺灣省自來水公司明確表示深溝淨

水廠有五處地下水取水口、主要供宜蘭縣西北地區的民生供水，因此建議將限制

開發範圍應由半徑 500 公尺提高為 1000 公尺，以確保民生用水遭到工業區污染

（國科會，2005：附 3-26），因此宜蘭縣政府提出基地範圍可能需要再從 792 公

頃下修到 523 公頃。當時因為縣政府無法確定地下水流方向，因此是否依照自來

水公司的意見採半徑 1000 公尺，或是依縣府的意見採上游 1000 公尺、下游 500

公尺並未做成決定，因而也難以做成基地範圍調整之決議。 

 

(四) 決選會議決議的逆轉－民意代表介入 

 

不過，在專業主管單位無法做成決議後的兩週（9 月 28 日），立委陳金德41即

與竹科管理局局長李界木聯繫，表示列入竹科宜蘭園區第一期的員山內城基地位

置和橫山頭休閒農業區相重疊，附近又有自來水水源地，水源區攸關宜蘭市、員

山鄉等用水問題42，主張應先開發三星紅柴林基地。因而，在兩天後（10 月 1 日）

竹科管理局召開的「宜蘭園區籌設計畫書內容討論會」中，竹科管理局及做出員

山基地即因「修正後範圍未達 200 公頃，且位於取水口上游，日後環評審查恐難

通過，故調整基地開發順位，放棄員山內城基地」（國科會，2005：附 3-30），而

將紅柴林基地調整為第一期開發區的結論，並附帶要再蘭陽溪上建一座連結員山

內城與三星紅柴林的跨溪大橋，向北連結員山台七省道，以及宜蘭城南與五結中

興基地。 

 

這項決議在 10 月 13 日於國科會召開的基地遴選委員會議上確認。委員會的

理由是員山內城基地位於深溝淨水廠上游，並毗鄰聯勤 204 兵工廠，開發計畫之

環評審查恐無法配合基地開發時程；另考量水資源保育及環境因素，同意將三星

紅柴林基地調整為第一期生產基地、三星天送埤及員山內城基地作為第二期生產

型基地，以及跨蘭陽溪的紅柴林大橋的興建計畫（國科會，2005：附 2-13）。 

 

(五) 疑點：深溝淨水廠與 204 兵工廠為既有設施之事實未列入考量 

 

就科學園區的生產基地而言，水資源的取得量是非常的大，而污水排放的處

                                                       
40 陳木隆（2004）,〈竹科與縣府開會 討論合作事項 近期提出籌設計畫書 送行政院審核〉, 中

國時報, 2004-09-15. 宜蘭新聞/C2 版. 
41 陳金德：民進黨新潮流系。1989 年受到時任宜蘭縣縣長的游錫堃青睞而進入縣政府擔任機要

秘書，後陸續擔任宜蘭縣工策會總幹事、宜蘭縣政府民政局局長、國立宜蘭技術學院講師。1991
年底、1996 年 3 月連續當選第 2、3 屆國大代表。2004 年大選中參與連署反對陳呂配，與時任

總統府秘書長的游錫堃關係密切。2004、2008 當選宜蘭區域立委。 
42 廖雅欣（2004）,〈立委陳金德建議先開發紅柴林基地 兩者可建大橋連結 內城應審慎評估〉,

聯合報, 2004-09-30. B2 版/宜蘭縣新聞 

270



理是非常關鍵而不可妥協的。加上員山鄉深溝淨水廠是一個已經存在 70 多年的

重大民生設施43、聯勤 204 兵工廠也非新設施44。因此，就園區基地的遴選程序

中，基地範圍內、周邊有民生用水取水設施的事實，不可能、也不可以不列在評

估資料中。 

 

換句話說，既然是由地方政府自行提報員山內城基地，也經過竹科管理局委

託專業的中華顧問工程司做各基地的現況資料彙整與評估，關於生產基地的設置

是否與淨水廠的水源取得、兵工廠互為影響，進而造成環境影響評估的時程是否

會影響園區的開闢等，都是左右選址的重大因素，不可能無法事先得知並納入連

選委員之考量。因此，何以遴選委員們在審酌所有資料、復經現勘後，會覺得深

溝淨水廠不影響生產基地的設置？又若經過許多遴選委員共同的討論認為並無

造成不能設廠的影響，又何以事後的事業單位的內部協調會議就可以推翻連選委

員會的決議，讓遴選委員在做出決選宣布後的短短一個半月不到，又做出翻案的

宣布？又或者，整個遴選的過程既急促，又粗糙，所有的程序都是在資訊不足有

打鴨子上架的情況下，依法定程序走完一遍便做出結論，所以在發現問題浮現

時，又緊急轉彎？這些，都是評斷竹科宜蘭園區設置程序是否嚴謹不能不檢討的。 

 

三、紅柴林基地的列入候選與扶正 

 

竹科宜蘭園區各候選基地的遴選，特別是紅柴林成為候選基地，又從 300 公

頃變成 640 公頃，再從第二期基地變成第一期基地，當地居民似乎事先都不知

情。研究訪談的當居民指出：「11 月初（2004 年）的時候一個老村長他正在蓋房

子，那一個副議長就說這就要蓋科學園區了你還在蓋樓房？村長說哪裡中，明明

是紅柴林那邊啊，拿圖給他看~哇中到這」（林忠毅，2007：48），進而引起民眾

的抗爭。 

 

(一) 紅柴林列入候選基地 

 

根據官方有公佈的報告、函件顯示，紅柴林地區成為候選基地應該是在行政

院做出「政策上原則同意」國科會建議在宜蘭縣開發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新闢或

擴建園區函示之後（2004 年 3 月 16 日）。又同年 9 月 17 日行政院長游錫堃在立

法院第 5 屆第 6 會期中進行施政報告時指出，宜蘭縣政府於 6 月底才提送六處備

                                                       
43 深溝淨水廠建於 1932 年，主要場區面積約 20.5 公頃、建築面積約 2 公頃，早期屬蘭陽溪舊河

道，自 1923 年堤防完工後，此區域成為天然的地下水庫，供給蘭陽溪以北之員山、宜蘭、礁

溪、頭城，約二十二萬五千人使用， 
44 國防部軍備局第 204 廠於 1940 年成立於重慶化龍橋，1957 年遷至宜蘭縣。本廠位於礁溪，另

於員山鄉有再連分廠，過去生產雙十國慶煙火彈，煙火改民間施放後，目前生產非殺傷性的信

號彈、閃光手榴彈、震撼彈、瓦斯彈及神經麻痺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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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基地45參與基地遴選。又根據受訪民眾表示，國科會於同年 7 月初發文請縣政

府提更適當的地，縣府又發文給各鄉鎮，此時三星鄉始提報紅柴林基地做為候選

基地的「第二建議用地」（林忠毅，2007：附錄三 C-2）。對照縣政府綜合規劃課

課長潘宇翔在同年 11 月 17 日的三星鄉「重大建設推動委員會」稱鄉公所是在 7

月 9 日行文縣政府提報預定的紅柴林基地範圍 300 公頃，時間點相當，應可採信。 

 

而這一次的提報，是將紅柴林基地做為第二建設用地（韋 樞，2004）46，

東西長 5,100m，南北長 1,400m。根據 2005 年 10 月 14 日由宜蘭縣政府再三星鄉

公所召開的「紅柴林基地可行性評估地方說明會」會議紀錄，出席的萬富社區協

會理事長黃富全先生表示，「當初推動委員會開會時，鄉公所在簡報時範圍是沿

溪畔一長條形，因為那裡常淹大水……不是我們的田要給科學園區」（竹科管理

局，2006：附 3-1），因此，當時的民眾是歡迎的：「我們當時都很高興啊，科學

園區來紅柴林，有好幾百甲的荒廢之地，想說本來又沒用乾脆開工廠好了」（林

忠毅，2007：附錄三 C-2）。不料，這時後的紅柴林基地並非鄉公所提報的蘭陽

溪以南、鄉道宜 26 道路以北的東西向狹長形 300 公頃（含國防部紅柴林營區）

基地，而是縣政府調整過後的方整地形。 

 

(二) 從 300 公頃變成 500 公頃 

 

紅柴林基地的範圍變更是一場羅生門。根據縣府綜合規劃課長潘宇翔的說

法，國科會 7 月初通知再提更適當用地的期限是 7 月 15 日，也就是兩週的時間。

鄉公所提報紅柴林基地的公文 7 月 11 日送到縣政府，縣府認為範圍不僅狹長、

有蘭陽溪疏洪的開口堤（將近 2/3 土地將在洪泛區中），還包含 120 公頃的國軍

蘭陽師預定營區（紅柴林營區）（詳圖 6-16），因此「課員和公所人員口頭商量，

取得共識」（吳淑君，2004）47，將用地向南調整到縣 196 道，與三星鄉大義村、

萬富村、桂林村、上武村重疊，約 4~500 戶。當然，三星鄉公所是否認事先知情，

而是宜縣政府擅自調整。這件事也引發居民的反彈，在同年 11 月 9 日組成「反

對竹科興建紅柴林基地自救會」48。 

                                                       
45 根據研究者對紅柴自救會成員的訪談紀錄（林忠毅, 2007）， 早期縣政府考量地方政治勢力與

財團的競和，因此提報科學園區候選基地時有發文各鄉鎮。當時有 1.頭城下埔基地；2.宜蘭市

城南基地包含舊機場；3.五結中興基地、利澤工業區，4.蘇澳新馬基地；5.冬山茅埔基地；6.
三星鄉天送碑基地。 

46 韋 樞（2004）,〈國科會將再協調宜縣府竹科紅柴林基地問題〉,中央社, 2004-12-03. 
47 吳淑君（2004）,〈紅柴林基地 縣府：可能忍痛割愛〉, 聯合報, 2004-11-18. C2 版/宜蘭縣新聞 
48 相關報導對於自救會的正式名稱與成立時間並不一致。聯合報記者記者王燕華 2004.11.15 的報

導則指出前晚（11.13） 200 多位村民前晚開會，決定成立「不同意宜蘭縣政府變更紅柴林科

學園區基地徵收範圍自救會」、自救會將不設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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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三星鄉公所提報範圍及縣府調整後範圍 

資料來源：底圖套取自 Googole Earth 衛星影像圖. 

 

參、計畫的廢止 

 

由於紅柴林地區居民強烈的反對，竹科宜蘭園區計畫也多次修改，應此就在

國科會彙整完成本籌設計畫書並於 2004 年 11 月 30 日以台會協字第 0930069618 

號函報請行政院核定時，行政院便交由經建會於 93.12.30 召開研商會。從結果而

言，各部會單位在這場研商會議中所提出的許多問題，為計畫的廢止拉開序幕。 

 

一、經建會研商會議 

 

由於紅柴林地區居民強烈的反對，經建會於 2004 年 12 月 30 日召開了一場

研商會議，根據這場研商會議，經建會 1197 次委員會議做出「五結及城南基地

之數位創意園區及通訊知識服務園區可優先開發、生產型之紅柴林基地應經可行

性評估規劃後視廠商實際需求再行推動」之決議。從 後的結果回溯這場研商會

議的討論，其實已經定調了將放棄開發紅柴林基地發展的方向。 

 

(一) 研商會議討論要點 

 

這場會議由經建會副主委張景森主持、縣長劉守成親自說明49，邀集國防

                                                       
49 簡浴沂（2004）,〈竹科基地 經建會初審過關 縣府表示民間多支持早日定案 迎竹科 三星鄉

今起發動千人連署〉, 中國時報, 2004-12-31.宜蘭新聞/C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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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行政院秘書處等單位進行紅柴林基地開發的研商。 

 

會中，國防部就質疑竹科宜蘭園區計畫中設置「國家資訊安全防護中心」與

行政院已建置之國家資安防護中心（NSOC）已經有任務重複的問題，也質疑計

畫單位是否事先有跟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聯繫協調。同時，交通部也指出「城

南基地中，通訊知識服務園區五大中心並未包括通訊產業，建議規劃單位評估納

入」。規劃通訊知識服務園區卻沒包括通訊產業中心的問題，只要後續納入即可，

但國防部質疑計畫不切實、重複建置，計畫單位也只好以「建議展緩建置費用」

為由，將原訂的「國家資訊安全防護中心」取消。這也凸顯計畫單位為求通過，

而將計畫目的與內容草率灌水的問題。 

 

而關於重大的水資源取得問題，雖然經濟部水利署表示「開發單位將供水時

程及所需水量與水公司聯繫」的前提下，因為「開發將有助地區經濟發展，本署

將盡力配合協助」（國科會，2005：附 4-1）。不過，自來水公司卻指出，經濟部

水利署興建完成羅東堰水源雖然有每日 20 萬噸的供應量，而竹科宜蘭園區所提

供第一期生產基地（三星紅柴林 492 公頃）每日所需水量即達 20.3 萬噸，以宜

蘭地區之自來水主要來自地下水及羅東堰，且無水庫調蓄的情況下，現有供水系

統並不足以供應基地用水需求，必須仰賴規劃中羅東堰下游之清洲淨水廠供應基

地所需。復以，羅東堰下游的清洲淨水廠一期即使於 2008 年順利完工，也僅能

供應每日 8 萬噸、仍不敷使用，必須提前辦理二期，總計畫經費需 28 億元（國

科會，2005：附 4-12）。不過，每日供水量為 12 萬噸的第二期供水工程，主要目

標為減少宜蘭地區地下水超抽、防止沿海地區地層下陷及提高地面水使用率（監

察院，2009：2），加上宜蘭地區之自來水主要水源為羅東堰及地下水，並無水庫

調蓄，在科技工業無法容許缺水之情況下，應另外考量備用水源。如將羅東堰下

游的水源全數納為生產基地之用，則相關建設成本應列入園區的開發費用。並提

醒，「未來民生及其他開發案用水之需，請水源開發單位，積極開發水源」（國科

會，2005：附 4-12）。 

 

農委會也表示，紅柴林基地位處偏遠、交通不便，未來在需配合闢建交通設

施或拓寬道路等工程的情況下，恐將破壞宜蘭農業整體生產環境。行政院主計處

則警告，園區作業基金預計截至 2005 年止負債已高達 750 億餘元，而紅柴林基

地總建設經費預估將達 231.485 億元，在未提及廠商進駐意願、開發之迫切性、

與其他園區是否造成競合的情況下，要求宜優先檢討以民間參與方式辦理。經建

會的財務處除質疑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竹南及銅鑼園區出租率不加、現有園區可

能尚有設廠空間之外，也提出三星紅柴林基地之財務預估似過度樂觀、自償率僅

32.25%，加上宜蘭縣政府截至 93 年底債務餘額預算數距離公債法規定之存量上

限僅餘 15.7 億元，恐不足支應本案聯外道路工程經費，而計畫書的財務計畫尚

不含聯外交通之開闢是否涉及私地徵收及徵收所需費用，質疑紅柴林基地開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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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 

 

因此，經建會研商會議做出：紅柴林基地應經可行性評估後、市場商需求再

推動的結論。並在 2005 年 1 月 3 日召開的行政院經建會第 1197 次委員會議討論

確認。1 月 24 日，游錫堃內閣總辭、轉任總統府秘書長，由謝長廷擔任行政院

長（2005.02.01~2006.01.25），2 月 21 日行政院函50國科會有關「新竹科學工業園

區宜蘭基地籌設計畫書」之核定，也指示依照經建會 1197 次委員會議意見修正

辨理，紅柴林基地的計畫整個緩慢下來。 

 

(二) 研商會議結果的檢視 

 

研商會議的舉行，是在遴選委員會決議後的 4 個月後、竹科管理局向遴選委

員會提出候選基地資料的五個月後，也是宜蘭縣政府向國科會提出候選基地的半

年後，更是，行政院核定可以以宜蘭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新闢或擴建園區的竟

個月後。但，讓經建會做出應經可行性評估在考慮推動決議的一些重點，都是本

來就存在的客觀環境事實與限制條件，包括： 

 

1. 水源不足－羅東堰水源 20 萬噸/每日＜第一期生產基地 20.3 萬噸/每日 

2. 水源不足－羅東堰原為解決民生用水不足問題而建設 

3. 交通不便－紅柴林基地位處偏遠、未鄰近任何重大幹道 

4. 土地取得－近 80%為私有土地 

5. 農業衝擊－紅柴林為宜蘭青蔥重要生產基地，佔全鄉 14%~30% 

6. 財政壓力：園區作業基金高額負債 

 

檢視上述問題，每一項都本為科學園區開發的基本限制之重要部分，且應在

提報為候選基地時、主管的竹科管理局就能夠很快發現而預為取捨。然本案卻經

過多次工作會議、遴選委員會、決選又抽換順位……等過層層的資料提報、研究、

評估、檢視，仍將紅柴林提報生產型基地的候選基地，甚至從備用的地而其開發

提昇為第一期開發順位，而前述的這些先天存在的限制條件，卻不見妥適的解決

方案，相信這也是導致民眾激烈抗爭，以及 後決議廢棄的原因。 

  

二、可行性評估 

 

2005 年 5 月 16 日核定51《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基地籌設計畫書（定稿本）》

時，行政院核示：鑑於紅柴林基地有部分當地居民提出對環境及農業生產等相關

問題，必要時應進行該基地區位替代方案及基地適宜性分析。同年 7 月，國科會

                                                       
50 院臺科字第 094000532 號函 
51 院臺科字第 094001809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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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進行委託顧問公司辦理「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園區紅柴林基地可行性評估」之計

畫。一年後的 8 月 9 日，該評估報告完成、核定。顧問單位所提出的評估結論有

六大面向： 

 

(一) 區位適宜性： 

1. 區位非屬重大環境敏感及限制開發區。 

2. 雖位於區域性土地分析的「洪水災害敏感區」與「地下水補注區」，若開發

時配合透水率、排水系統與污水排放的規劃管理，評估結果顯示並無重大影

響。 

(二) 農業影響 

1. 基地土地使用以農業生產為主，約佔三星鄉全鄉 10%，自耕戶比例高。 

2. 基地開發對農路影響輕微 

3. 基地內灌排水路經評估在技術上與水理上改道均可行。 

4. 農業生產受影響以青蔥為主，經市場調整後應不致影響總產量太大。 

(三) 不利與有利因素 

1. 不利的因素是交通區位條件。 

2. 吸引廠商的因素，則是宜蘭縣高品質生活環境。 

3. 廠商問卷結果無法判定產業類別與廠商意願的關係。但原因推估為：實質規

劃與設廠條件尚未具體明確下，影響了廠商進駐的意願。 

(四) 地方意見調查 

1. 反對徵收的意見較贊成徵收者多。 

2. 不論贊成與反對者均 重視徵收補償標準，其餘則是期待安置計畫，或改採

可領回土地方式（區段徵收、以地易地等）。 

3. 依公民會議、地方座談會結果，推論地方上贊成與反對開發的聲音均有 

4. 贊成者認為本基地將對地方發展與就業有很大貢獻 

5. 反對者則以環境污染、選址過程與土地資源耗損等問題為主。 

(五) 可用基地規模 

1. 基地原面積為 492 公頃，經扣除聚落等調整邊界後面積為 480 公頃。 

2. 初步規劃配置出 200 公頃之產專區面積與住宅發展用地，亦可進行分期分區

開發。 

3. 尚可得到足夠提供。 

(六) 財務可行性 

1. 依規劃方案，評估結果為自償率 71.95%、內部報酬率 2.46%、回收年期 32 

年，財務指標尚屬可行。 

2. 應儘早招商找出先導型廠商，由廠商參與、合作共同主導開發與經營。 

3. 若無先導型廠商，則由政府推動園區基礎設施和維生系統（如污水處理廠）

之興設，同時持續推動有關進駐廠商招商（園區事業、研究機構、育成中心）

事宜，且辦理具市場性公共建設之招商投資（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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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顧問公司的評估結論認為： 

 

1.本案在基地適宜性及財務評估方面尚符可行。 

2.產業招商及用地取得方面仍需配合措施及策略。 

3.用地取得方面應與地主民眾加強溝通化解阻力，促使徵收作業順利，以提昇

開發之可行性。 

 

顧問公司的「尚符可行」，其實並沒有完全回答行政院經建會第 1197 次委

員會議的決議。以「自償率」而言，評估報告也指出（竹科管理局，2006：7-16）

「如依據經建會第 1197 次會議結論，園區增闢計畫以作業基金整體自償率不低

於 75%為目標視之，比較目前各科學園區建設計畫之自償率約在 7 成左右，本

案之自償率（71.95%）並無明顯不及之處」。換句話說，評估報告並不否認自償

率並無達成 75%以上之要求，只是把其他園區也達不到 75%拖下水，認為紅柴

林基地的自償率也沒有太差。只要未來園區順利開闢、地價上漲、廠商營收較預

期值高出 20%時，自償率就可提高到 73.12%（竹科管理局，2006：7-18），接

近 75%之政策底線。 

 

事實上，在評估報告的期末報告簡報會議中，竹科管理局官員即指出「依本

案評估報告結論，如逕陳報經建會，則評估結果似不理想」、「產業進駐意願分

析結果不佳」（竹科管理局，2006：附 6-2）。對於評估報告結果不樂觀，簡報

會中的與會官員的建議則是重做問卷（竹科管理局，2006：附 6-1、附 6-2、附

6-4、附 6-5），以便能出現「其結果應更具客觀性」的可行性結論。 

 

三、廢棄決定 

 

依照顧問公司的評估，紅柴林基地的開發應該是「尚符可行」，但 2006 年 8

月 9 日行政院核定中華顧問工程司所做的《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園區紅柴林基地行

性評估報告》（下稱評估報告）後， 後的決議卻是「依據評估結果放棄該紅柴

林基地之開發」（國科會，2012，報 1957），並由國科會於 2007 年 1 月 12 日正

式函知宜蘭縣政府。 

 

(一) 行政院之核示  

 

行政院在核復所陳報的評估報告時指出 4 項重點（郭評儀，2007）52，並指

示要把資源集中運用在核准設置的宜蘭城南與五結中興基地（沈如峰，2007）53： 

 

                                                       
52 郭評儀（2007）,〈紅柴林基地 國科會放棄〉, 中國時報,2007-01-16, C2/宜蘭新聞. 
53 沈如峰（2007）,〈多方壓力衝擊 宜蘭紅柴林基地暫劃休止符〉, 中央社,2007-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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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紅柴林以優良水質、無汙染土壤及專業栽培技術聞名，所生產農作物品質

佳，且農委會編列 1 億多元，甫於 92 年完成區內 410 公頃的農地重畫，並

已規畫為青蔥生產專業區。 

2. 依 2005 年 6 月召開的公民會議結論顯示，無論贊成或反對宜蘭設置生產型

科學園區，基本上都同意紅柴林為宜蘭精緻農業園區，不宜設置生產型基地。 

3. 本基地私有地約占 80％，依國科會的問卷調查，近 6 成地主以該區為重畫

後之良田，反對設置科學園區，其中更有高達 84％的地主，無法接受徵收

補償標準。 

4. 行政院於 2005 年 1 月即已核示，宜蘭基地之開發方式及經費「應以鼓勵民

間辦理為優先，不足部分再以科學園區作業基金配合辦理」，而本案所提財

務計畫，係以園區作業基金支應自償部分，政府編列預算補助支應非自償部

分，明顯與本院核示原則不符。 

 

並無公開的文件顯示行政院的意見是否就直接做成廢止開發的決定，但事實

上的確是經過了三個半月後，才對宜蘭縣政府正式宣告廢止，也因此不免引起地

方的臆測。在尚未正式函知宜蘭縣政府放棄開發之前，竹科管理局局長李界木退

休（2006.10.27），許多宜蘭地方人士紛紛猜測這表示紅柴林基地的開發確定生

變，不過當國科會副主委戴謙（200.07~2007.08）在接任竹科管理局局長黃得瑞

陪同下，於 2006 年 10 月 26 日拜會宜蘭縣政府時，在地方人士的關切下卻仍表

示「不必擔心計畫有變」（簡浴沂，2007）54。由於一直到國科會正式函知宜蘭

縣政府之前，對於紅柴林基地的決策就沒有任何官方文件或媒體報導出現，僅能

推測行政院的決策行程是在 10 月之後。 

 

反對紅柴林興建竹科宜蘭園區生產基地的自救會，在接獲國科會放棄開發紅

柴林基地的公文後，在萬富社區活動中心召開臨時會員大會（2007 年 1 月 15 日），

由會長張火爐宣布這個「好消息」55。而紅柴林基地的開發與爭議，也隨之走入

歷史。 

 

第四節 紅柴林的開發爭議 

 

不例外的，竹科宜蘭園區選址紅柴林也是引起極大的民眾抗爭。本節分成抗

爭活動與公民共識會議兩部分進行說明分析。 

  

壹、民眾的抗爭事件記要 

 

一、民眾抗爭的發生 

                                                       
54 簡浴沂（2006）,〈竹科局長：宜蘭基地如期開發〉, 中國時報,2006-10-27, C2/宜蘭新聞. 
55 簡浴沂、郭評儀（2007）,〈自救會大樂 縣府不放棄〉, 中國時報,2007-01-16, C2/宜蘭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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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可查詢的官方文件、媒體報導等資訊，三星鄉紅柴林基地的民眾抗爭並沒

有發生在宜蘭縣三星鄉公所向縣政府提報候選基地、或縣政府向竹科管理局提報

候選基地56，也沒有發生在竹科管理局向國科會提報的 2004 年上半年，甚至不

是基地遴選委員會到宜蘭來舉行「竹科宜蘭基地首次土地遴選會議」

（2004.08.04）、進行現場勘查、發佈包含紅柴林基地在內的五處候選基地的 2004

年 8 月。而隨後 9 月底到 10 月中旬民進黨籍立法委員陳金德57協調將員山鄉內

城基地從第一期生產基地調整為第二期、將三星鄉紅柴林基地從第二期改為第一

期的時點，也沒有相關報導揭露三星鄉民眾的抗意事件，而是到了 11 月初才有

第一起四十多位民眾抗議範圍擴大、向鄉代會陳情58的抗爭事件被紀錄。相當特

別。 

 

根據官方函文、會議紀錄、相關報告，以及媒體報導的補充，在 2004 年 2

月 25 日因宜蘭縣政府59「主動積極」地向竹科管理局爭取在宜蘭設置科學園區

（國科會，2005：1-1；國科會，2012：報 1956），而由竹科管理局向國科會陳報、

建請考量宜蘭縣政府建議之各基地納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新闢或擴建之備選基

地的時候，並未有地方居民提出反對意見甚或發動抗爭的資訊被揭露。而 8 月

4~5 日期間，國科會主委吳茂坤、副主委紀國鐘在竹科管理局長李界木陪同下，

率基地遴選委員勘查宜蘭城南、頭城下埔、員山內城、五結中興、蘇澳利澤工業

區、三星紅柴林、三星天送埤、冬山茅埔八處候選基地時，也沒有出現民眾陳情

抗議的報導。 

 

民眾的異議聲音出現在再過 3 個月後的 11 月 8 日才有第一起民眾抗爭、成

立自救會60的報導。一直到 2007 年 1 月 12 日國科會函知宜蘭縣政府放棄紅柴林

基地開發（國科會，2012：報 1957）、16 日「反對竹科興建紅柴林基地自救會」
61（下稱自救會）接獲國科會放棄開發紅柴林基地的公文62為止，紅柴林基地的

                                                       
56 根據 2004 年 09 月立法院第 5 屆第 6 會期行政院的施政報告，宜蘭縣政府於 2004 年 6 月底提

送 6 處備選基地參與基地遴選。當然，與後來正式資料顯示的八處不同。然因施政報告並未指

出哪六處，因此無法比對是先提出 6 處而後增加到 8 處，還是單純的誤植。 
57 陳金德：民進黨新潮流系。1989 年受到時任宜蘭縣縣長的游錫堃青睞而進入縣政府擔任機要

秘書，後陸續擔任宜蘭縣工策會總幹事、宜蘭縣政府民政局局長、國立宜蘭技術學院講師。1991
年底、1996 年 3 月連續當選第 2、3 屆國大代表。2004 年大選中參與連署反對陳呂配，與時任

總統府秘書長的游錫堃關係密切。2004、2008 當選宜蘭區域立委。 
58 郭評儀（2004）,〈紅柴林基地擴大 居民陳情 指摘縣府未經溝通逕自變更損及地主權益 要求

促請政院暫緩核定〉, 中國時報, 2004-11-09.宜蘭新聞/C2 版 
59 當時縣長劉守成（民進黨籍）。劉守成 1997.12.20 就任 13 屆宜蘭縣縣長，2001 縣市長選舉擊

敗國民黨籍的宜蘭市長呂國華而連任 14 屆宜蘭縣縣長，至 2005.12.20 屆滿。 
60 根據中國時報的報導，40 多位居民於 2004.11.08 上午在萬富村長游松川、社區發展協會理事

長黃萬全帶領下赴鄉代會陳情，但對結果不滿意，因此籌組成立自救會，推派萬富村長游松川

為會長（詳郭評儀（2004）,〈紅柴林自救會今陳情〉, 中國時報,2004-11-11. 宜蘭新聞/C2 版）。 
61 相關報導對於自救會的正式名稱與成立時間並不一致。聯合報記者記者王燕華 2004.11.15 的報

導則指出前晚（11.13） 200 多位村民前晚開會，決定成立「不同意宜蘭縣政府變更紅柴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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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抗爭才告一段落。 

 

二、重要抗爭記事 

 

(一) 2004 年底以前 

 

從 11 月 8 日第一起抗爭報導，到 12 月 31 日止，共有 16 件抗爭或與抗爭有

關之報導。主要內容為： 

 

表 6-19  紅柴林基地民眾抗爭記事－2004 年底以前 

時間 事件摘要 

20041108  紅柴林新基地範圍內的四十多位民眾抗議範圍擴大，向赴鄉代會63

陳情64，隨後發起籌組自救會。 

20041109  紅柴林居民成立自救會65，推派萬富村長游松川為會長66。 

20041111  數百名紅柴林萬富重劃區農民赴縣府、縣議會67陳情。 

20041112  居民頭綁印有「抗議」兩字的白布條赴三星鄉公所抗議黑箱。 

 下午赴宜蘭地檢署按鈴控告控告縣長劉守成及三星鄉長吳順亮68

涉嫌瀆職。 

20041116  鄉長吳順亮發表聲明，表示絕對歡迎竹科宜蘭基地落腳三星鄉；但

是希望以三星鄉公所提報的版本作規劃，以減少民怨。 

20041117  鄉公所邀集力促竹科設廠的該鄉「重大建設推動委員會」研商 

 數十名反紅柴林基地變更擴大居民赴到場旁聽、全程攝影紀錄69。

 縣府綜合規劃課課長潘宇翔到三星鄉公所說明基地擴增始末70。 

20041203  立法委員鄭美蘭（親民黨籍）與十多位宜蘭縣三星鄉民赴行政院國

科會陳情71 

20041215  三星鄉代會舉行村長聯席會議。 

 居民指控鄉代會主席游正義72刻意不讓萬富和貴林兩村村長參

                                                                                                                                                           
學園區基地徵收範圍自救會」、自救會將不設會長。 

62 簡浴沂、郭評儀（2007）,〈自救會大樂 縣府不放棄〉, 中國時報,2007-01-16, C2/宜蘭新聞. 
63 當時鄉代會主席游正義（民進黨籍）為三星鄉第二選區選出，亦擔任「爭取竹科紅柴林基地促

進會」副召集人。 
64 郭評儀（2004）,〈紅柴林基地擴大 居民陳情 指摘縣府未經溝通逕自變更損及地主權益 要求

促請政院暫緩核定〉, 中國時報, 2004-11-09.宜蘭新聞/C2 版 
65 林忠毅（2007）, p 附件 紅柴林自救會代表訪談 
66 郭評儀（2004）, 〈紅柴林自救會今陳情〉, 中國時報, 2004-11-11. 宜蘭新聞/C2 版. 
67 議長張建榮（國民黨籍） 
68 三星鄉鄉長吳順亮（國民黨籍）， 
69 郭評儀（2004）,〈竹科基地 擴大風波暫息〉, 中國時報, 2004-11-18. 宜蘭新聞/C2 版 
70 吳淑君（2004）,〈紅柴林基地 縣府：可能忍痛割愛〉, 聯合報, 2004-11-18. C2 版/宜蘭縣新聞 
71 韋 樞（2004）,〈國科會將再協調宜縣府竹科紅柴林基地問題〉,中央社, 2004-12-03. 
72 游正義：民進黨籍，曾任兩屆三星鄉代，並擔任過代表會主席；當時鄉代會主席、「爭取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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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摘要 

加，意圖與縣府唱和73。 

20041216  三星鄉公所 2 樓舉行說明會，縣長劉守成到場聆聽民意 

 自救會總至三星鄉公所發表反對理由 

 縣府計畫室課長潘宇翔簡報紅柴林基地評選過程 

20041217  縣府向媒體稱自救會成員多不是地主、動機可議，引發居民抗議。

20041218  自救會發起地主重新連署 

20041219  自救會發動罷免鄉代會主席游正義74。 

20041222  竹科紅柴林基地外圍出現「歡迎科學園區」、「好鄉長發展地方」

等支持竹科紅柴林基地的旗幟 

20041223  自救會赴縣府抗議抹黑誣指抗議科學園區的大都不是當地居民。

 要求罷免三星鄉代會主席游正義，並與縣政府公開辯論。 

 表達堅決反對心聲。 

20041229  縣府夜間舉辦紅柴林案說明會，再度引發質疑黑箱作業。 

20041231  紅柴林的陳耀聰等人於尚武社區活動中心發起「歡迎新竹科學園區

暨紅柴林基地地主權益促進會」。 

 近 200 人反對者到場抗議。 

 

此一期間，民眾抗爭多數是以自救會為中心，所提出的爭議重點有： 

1. 縣府提報範圍與鄉公所陳報範圍不符。 

2. 縣府變更（擴大）徵收範圍未事先知會鄉公所並辦理說明會，黑箱作業。 

3. 縣府於非一般時間舉辦說明會，引發黑箱質疑。 

4. 三星鄉代會主席被懷疑偏向開發、刻意排除徵收地區村長參加相關會議，意

圖與縣府唱和75。 

5. 紅柴林地區為青蔥、上將梨、水稻等農作物之生產區，也位於大義、柯林湧

泉區上游，關係安農溪灌溉和羅東、五結和冬山等鄉鎮的民生用水，不適合

做為高科技生產基地。 

6. 縣府指摘自救會有外勢力介入，引發鄉民不滿。 

7. 縣府對於徵收區鄉民的抗議布條採取強制拆除，升高官民衝突。 
                                                                                                                                                           

紅柴林基地促進會」副召集人。游正義與和從衛生單位退休的妻子江美香，2014 分別參選三

星鄉代會本屆的第一及第二選區代表選舉時涉賄。游正義因在偵查時自白行賄，獲得減刑，判

1 年 8 個月、江美香被判 3 年徒刑，均褫奪公權 5 年。 
73 王秋霖（2004）,〈自救會反竹科 活動再起 反徵地今連署 後一天籲地主站出來 控三星鄉代

會主席未盡責任將提案罷免〉, 中國時報, 2004-11-19. 基宜花新聞/C4 版. 
74 自救會表示，由於三星鄉第二選區選出的三星鄉代會主席游正義，擔任爭取竹科紅柴林基地促

進會副召集人，且他早就知道徵收的範圍 增加到五百公頃，身為三星地方民代，卻未善盡告

知地主之義務。參閱：王秋霖（2004）,〈自救會反竹科 活動再起 反徵地今連署 後一天籲

地主站出來 控三星鄉代會主席未盡責任將提案罷免〉, 中國時報, 2004-11-19. 基宜花新聞/C4
版. 

75 王秋霖（2004）,〈自救會反竹科 活動再起 反徵地今連署 後一天籲地主站出來 控三星鄉代

會主席未盡責任將提案罷免〉, 中國時報, 2004-11-19. 基宜花新聞/C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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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期間僅短短兩個月。雖然早在 8 個月前的 2 月 25 日宜蘭縣政府早已「主

動積極」地向竹科管理局爭取在宜蘭設置科學園區、3 個月前的 8 月初遴選委員

已大陣仗的勘查過八個候選基地、9 月底還在中央民代的影響下更換過第一期生

產基地，民眾還是到了年底的 11 月 8 日才有具體的抗爭。反對民眾主要由萬富、

貴林、尚武、大義等村部分居民組成，反對紅柴林基地範圍變更擴大。11 月 8

日上午由萬富村長游松川、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黃萬全帶領 40 多位居民赴鄉代

會陳情，但對結果不滿意，因此籌組成立自救會，推派萬富村長游松川為會長自

救會。抗議居民指出，鄉公所當初提報的範圍，在鄉道宜 26 線與蘭陽溪之間，

面積只三百公頃，但縣府後來逕將南界延伸到縣道宜 196 線，面積擴大至五百公

頃。縣府事前卻又未曾與地方溝通，徵求地主意見，他們一直被蒙在鼓裡。 

 

 
圖 6-18 宜蘭縣政府變更擴大紅柴林基地範圍示意 

資料來源：底圖套取自 Googole Earth 衛星影像圖. 

 

由於相關報導或官方文件、報告書並未能找到三星鄉公所在 11 月以前有召

開過說明會、對居民解說候選基地範圍的紀錄，因此，居民對於鄉公所所提報的

基地範圍究竟是事先知情抑或事後發現、或是部分或是部分人知情部分人被刻意

隱瞞，注定成為羅生門而無法確定。但爭議被提出時，鄉公所表示當初向縣府提

報的地區是未辦理農地重劃的區段，縣府變更擴大該基地範圍一事，鄉公所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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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8 月 5 日的國科會踏勘基地時才知悉，甚至聲稱被「蒙在鼓裡」76。不過，查

兌之後抗爭民眾的意見主張中，並未針對鄉公所 初提報、包含陸軍紅柴林營區

在內的 300 公頃預定範圍有表示意見，因此，若假設參與自救會民眾並不反對把

紅柴林部分地區劃為科學園區、只是不認同後來因範圍擴大而納入的部分作為科

學園區，應該也是民眾的可能想像情況之一。 

 

當然縣政府對於擅自決定擴大的指控是予以否認的。縣政府綜合規劃課課長

潘宇翔在 11 月 17 日的三星鄉「重大建設推動委員會」稱鄉公所是在 7 月 9 日行

文縣政府提報預定的紅柴林基地範圍 300 公頃，一則與紅柴林營區重疊，再則面

積未達 500 公頃要求，而國科會選址 後期限是 7 月 15 日，因此才和公所人員

「口頭商量」、自行予以調整77。而由於當事的縣政府說是口頭商量，因此自然

無留存書面紀錄說明鄉公所是否同意。不過，無論如何，對於候選基地範圍的調

整，不論是鄉公所或縣政府，顯然是沒有在遴選委員進行現勘之前向在地民眾做

補充說明、取得認同，顯然低估民眾的意願。等到事後於 12 月 16 日在三星鄉公

所補做說明會、縣長劉守成親自到場聽取民眾意見時，300 多民反對竹科宜蘭基

地進駐的居民已經主觀認為縣政府是黑箱作業、提出「反對到底」（王燕華，2004）
78的主張，而難以溝通。 

 

不過，縣政府也多次利用不同場合、媒體表示，鄉公所和地方民代等各界人

士也是有具體的歡迎行動的（陳木隆，2004）79。如縣議會副議長陳文昌80擔任

執行總幹事的三星鄉「重大建設推動委員會」、三星鄉代會主席游正義擔81任副

召集人的「紅柴林基地促進會」，以及後來由村民陳耀聰等人發起「歡迎新竹科

學園區暨紅柴林基地地主權益促進會」 （王燕華、徐柏棻，2004）82，因此，

而如果民眾並不支持，也可能忍痛割愛83。只是，宜蘭縣縣政府卻在縣長劉守成

參與 12 月 16 日三星鄉公所說明會、聽取紅柴林民眾意見的次日，向媒體透露，

經縣府調查，組成自救會的民眾多數不是真正的地主、實際反對土地徵收者只佔

16％、經費來源也不單純，要求調查單位進一步了解是否有人為操弄（簡浴沂，

                                                       
76 參閱郭評儀（2004）,〈紅柴林基地擴大 居民陳情 指摘縣府未經溝通逕自變更損及地主權益

要求促請政院暫緩核定〉, 中國時報 2004-11-09./宜蘭新聞/C2 版. 
77 吳淑君（2004）,〈紅柴林基地 縣府：可能忍痛割愛〉, 聯合報, 2004-11-18. C2 版/宜蘭縣新聞 
78 王燕華（2004）,〈萬富村 反竹科進駐說明會 300 人拉布條 激烈陳詞 縣長答應反映〉, 聯合

報,,2004-12-17. C1 版/宜蘭．文教. 
79 陳木隆（2004）,〈縣長：向政院反映地主意見〉, 中國時報, 2004-11-12. 宜蘭新聞/C2 版 
80 縣議會副議長陳文昌（民進黨籍）、連任多屆縣議員，與前縣長陳定南（民進黨籍）同為三星

鄉大洲村出身。 
81 游正義：民進黨籍，曾任兩屆三星鄉代，並擔任過代表會主席。與和從衛生單位退休的妻子江

美香，2014 分別參選三星鄉代會本屆的第一及第二選區代表選舉時涉賄。游正義因在偵查時

自白行賄，獲得減刑，判 1 年 8 個月、江美香被判 3 年徒刑，均褫奪公權 5 年。 
82 王燕華、徐柏棻（2004）,〈紅柴林兩派人馬 又槓上了〉, 聯合報,2005-01-01.C2 版/宜蘭縣新

聞 
83 吳淑君（2004）,〈紅柴林基地 縣府：可能忍痛割愛〉, 聯合報, 2004-11-18. C2 版/宜蘭縣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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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84）。 

 

此舉更激起了自救會的義憤，立即發起重新連署陳情書，要證明至少有九成

的地主是明確反對，並同時發動罷免該地區選出的三星鄉代會主席游正義，理由

是擔任竹科紅柴林基地促進會副召集人的三星鄉代會主席早就知道紅柴林基地

擴大的事情，卻未讓當地區民知悉，還在 12 月 15 日由鄉代會舉辦的三星鄉村長

聯席會議中，刻意不讓劃為紅柴林基地範圍的萬富和貴林兩村村長參加（王秋

霖，200485），認為是與向政府唱和、卻忽視三星鄉的反對民意。 

 

而在居民抗爭方興之際，經建會則趕在 2004 年結束以前的 12 月 30 日召開

了宜蘭科學園區的研商會議。根據經建會 1197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研商會中省

自來水公司表示宜蘭地區雖有羅東堰計畫，但主要是為了減少宜蘭地區地下水超

抽、防止沿海地區地層下陷及提高地面水使用率（監察院，2009：2），因此建議

宜蘭園區應考慮備用水源；而農委會明確表示園區計畫將破壞宜蘭農業整體生產

環境；經建會財務處則指出三星紅柴林基地之財務預估似過度樂觀。 

 

後研商會做出紅柴林基地應再經可行性評估後、市場商需求再推動的結

論，此結論亦在次年 1 月 3 日召開的經建會第 1197 次委員會中獲得確認，並要

求開發方式及經費應以鼓勵民間辦理為優先（國科會，2005：1-3）。顯示，中央

主管機關對於宜蘭是否適合發展高科技產業似乎並無太多正面的看法。對照國科

會在不同場合都表示是宜蘭縣政府「主動積極」的說法，呈現出不同於其他科學

園區開闢過程中央強勢主導、地方無條件歡迎（杜文苓，2007a：79）的中央冷、

地方熱，民眾反對的反常現象。 

 

(二) 2005 年 1 月～11 月（12 月 3 日有三合一選舉） 

 

從 1 月 4 日第一起民眾抗爭活動，到 12 月 31 日止，共有 14 起被相關媒體

報導的民眾抗爭活動。主要內容為： 

 

表 6-20  紅柴林基地民眾抗爭記事－2005 年期間 

時間 事件摘要 

20050104  近 200 名民眾至縣府抗議基地被擴大、指控特權介入86。 

20050111  自救會成員 300 多人由立委鄭美蘭聯繫赴立法院87、監察院陳情88

                                                       
84 簡浴沂（2004）,〈紅柴林自救會縣府調查成員多不是地主 多次發動地主北上陳情 經費來源

也不單純〉, 中國時報,2004-12-18. 宜蘭新聞/C2 版. 
85 王秋霖（2004）,〈自救會反竹科 活動再起 反徵地今連署 後一天籲地主站出來 控三星鄉代

會主席未盡責任將提案罷免〉, 中國時報,2004-12-19. 宜蘭新聞/C4 版. 
86 簡浴沂(2005),〈反竹科紅柴林基地 二百人抗議〉, 中國時報, 2005-01-05.宜蘭新聞/C2 版. 
87郭評儀(2005),〈反竹科 紅柴林自救會陳情〉, 中國時報, 2005-01-11.宜蘭新聞/C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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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摘要 

20050120  自救會抗議白布條被公所強制拆除89。 

20050120  宜蘭縣工商界組成竹科促進會，全力爭取宜蘭基地籌設90。 

20050124  自救會蔥蒜節活動入口處附近發抗議傳單，作 後努力91 

20050224  「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基地公民會議」（下稱宜蘭公民會議）第一次

工作協調籌備會召開。 

20050325  宜蘭公民會議第一次執行會議。 

20050422  縣府拆除反紅柴林基地的抗爭旗子、與自救會卅多名民眾對峙。

20050423  宜蘭公民會議接受民眾報名。 

20050514  公民會議」預備會議（14~15 日）。 

20050519  縣府單位會勘自救會豎立在農地上的抗議旗幟，認有損縣府形象。

20050604  公民會議正式會議（4、6、12 日） 

20050612  公民會議結論報告、結束。 

20051014  竹科管理局舉辦可行性評估座談會，未獲邀請的自救會民眾擠爆會

場。 

20051130  三星鄉「反竹科紅柴林基地自救會」召開公聽會，三名宜蘭縣長候

選人，也只有謝李靜宜到場。 

 

這個階段除了自救會以外，另發展出公民共識會議的一條路線。活動主要內

涵有： 

 

1.指控範圍的擴大是因為考慮特權 

2.向立法院、監察院提出陳情 

3.抗議白布條的強拆與反強拆角力 

4.地區 NGO 團體主導的公民共識會議的籌備與舉行 

 

2005 年的第一起抗爭是延續 2004 年 11 月以來對縣政府的抗議行動。1 月 4

日宜蘭科學園區紅柴林基地近 200 名地主，由自救會由總領隊黃萬全、總指揮沈

志祥帶領到縣政府抗議，認為原基地面積 300 公頃被縣府擴大劃設為 500 公頃是

縣府黑箱作業。總指揮沈志祥要求在三星鄉舉辦公投，看哪一村意願高、園區就

到哪一村設置92。總領隊黃萬全及居民指控土地徵收有特權介入，徵收地區外圍

東邊有法務部長陳定南、副議長陳文昌、縣府顧問黃壽華、體委會副主委朱壽騫；

西邊有勞委會主委陳菊和多家砂石廠，所以縣府不敢動。更指出第一期生產基地

                                                                                                                                                           
88 黃文宗(2005),〈紅柴林地主向監院陳情 設科學園區未先告知〉, 中央社, 2005-01-11. 
89 郭評儀(2005),〈三星抗議白布條 部分拆除〉, 中國時報, 2005-01-21. 基宜花新聞/C2 版. 
90 郭評儀(2005),〈紅柴林地主 持續反竹科宜蘭基地〉, 中國時報, 2005-01-24. 基宜花新聞/C2 版. 
91 郭評儀(2005),〈紅柴林地主 持續反竹科宜蘭基地〉, 中國時報, 2005-01-24. 基宜花新聞/C2 版. 
92 戴永華（2005）,〈抗議！ 紅柴林地主要真相辦公投〉, 聯合報 2005-01-05,C1 版/宜蘭．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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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蘭陽西北側的員山內城改為對岸的紅柴林，是因為涉及金車企業大片土地，縣

府就以位處水源區的理由剔除93，而忽略溪南也是水源區94。之後，自救會近兩

百人就於 11 日搭乘遊覽車、由親民黨籍立委鄭美蘭聯絡95、邀請相關單位列席，

在立法院聽取居民的意見。同一日下午，再轉赴監察院陳情，由值日監委林鉅鋃

受理96。 

 

面對紅柴林地區居民堅定的反對聲音，新竹科學園區管理中心主任李界木在

1 月 26 日接受媒體97專訪時表示：「西部台糖土地很多，各縣市也在爭取，土地

徵收都不像紅柴林這般麻煩……如果地方不歡迎，竹科不必那麼辛苦」，反常地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動透露不是太願意在宜蘭設科學園區的訊息，這在中

科四期的開闢過程是很罕見的。 

 

2005 年的居民抗議行動，除了承續向縣政府、鄉公所的陳情抗議外，另有

發展出兩個較重大的行動，一是抗議布條及引起的糾紛，另一個就是公民會議的

舉辦。因為三星鄉歷年辦理的蔥蒜節已經相當知名，紅柴林基地自救會為了凸顯

抗爭活動的持續存在，便在包含縣 195 公路在內的幾條進出蔥蒜節活動地區的主

要公路兩側懸掛抗議布條。第一次在 1 月 20 日被縣府以妨礙環境整潔為由強制

拆除，自救會也動員百餘地主阻擋鄉公所拆除白布條，雙方一度爆發爭議98。溝

通後，留下羅三公路北側的新白布條，其餘拆除。然到了 4 月 22 日，宜蘭縣環

保局、公路局第四區養護工程處及三星鄉公所又以有侮辱官署及首長之嫌、影響

道路交通名義99，連手拆除三星紅柴林反竹科宜蘭基地的抗爭旗子，而與民眾對

峙一個多小時。 後自救會遂將抗議布條移至路旁的私有農地上繼續懸掛，縣府

雖欲強拆、卻找不出在私人土地上懸掛抗議布旗文反何種法令而作罷。後縣府地

政局又研議要以違反〈區域計畫法〉相關法令告發的可行性，並在 5 月 19 日上

午邀集宜蘭農田水利會、鄉公所和警方實地會勘100，但仍找不到適用的取締法

規，參加會勘的相關單位也都有不同看法而不了了之。 

 

另一件是公民共識會議的舉辦，由財團法人宜蘭社區大學教育基金會（下稱

「宜蘭社大」）、財團法人台灣智庫主辦，青輔會、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台

灣大學社會學系為指導單位。當時在世新大學擔任助理教授的學者杜文苓就以此

活動發表了至少三篇的期刊論文101。實際參與公民會議者102，是從該公民會議的

                                                       
93 簡浴沂（2005）,〈反竹科紅柴林基地 二百人抗議〉, 中國時報, 2005-01-05.宜蘭新聞/C2 版. 
94 蘭陽溪北岸有深溝淨水廠，南岸有清洲淨水廠。 
95 郭評儀（2005）,〈反竹科 紅柴林自救會陳情〉, 中國時報, 2005-01-011.宜蘭新聞/C2 版. 
96 黃文宗（2005）,〈紅柴林地主向監院陳情 設科學園區未先告知〉, 中央社, 2005-01-11. 
97 簡浴沂（2005）,〈李界木：反竹科是損失〉, 中國時報, 2005-01-26.宜蘭新聞/C2 版. 
98 郭評儀（2005）,〈三星抗議白布條 部分拆除〉, 中國時報, 2005-01-21. 基宜花新聞/C2 版. 
99 王秋霖（2005）,〈紅柴林抗爭旗子被拆 居民不滿〉, 中國時報, 2005-04-23.宜蘭新聞/C4 版. 
100 郭評儀（2005）,〈會勘抗議旗幟 遭民眾抗議〉, 中國時報, 2005-05-20.宜蘭新聞/C4 版. 
101分別是杜文苓（2007）,〈審議民主與社會運動：民間團體籌辦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基地公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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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對於通訊知識服務園區（城南基地）以及數位創意園區（五結中興基地）進

駐宜蘭表示歡迎，但對生產型基地應否進駐紅柴林，仍未能達成共識（宜蘭社大，

2005b：4）。 

 

(三) 2005 年 12 月～2007 年 1 月（12 月 3 日三合一選舉之後） 

 

本段將 2005 年底三合一選舉，到 2007 年初國科會函告放棄紅柴林基地為

止，做為一個階段，主要是僅有三則關報導被搜尋到。這一期間的民眾抗爭報導

極少的原因可能是受到 2005 年 12 月 3 日的縣市長、縣市議員暨鄉鎮市長（三合

一）選舉的投票、縣府換黨執政有關。本研究搜尋到的新聞僅三則：12 月 5 日

自救會會長沈志祥接受媒體訪問表示 1000 餘名紅柴林居民轉投呂國華；2006 年

4 月 3 日竹科紅柴林基地的地主及農民於縣府抗議103；2007 年 1 月 16 日自救會，

接獲國科會放棄開發紅柴林基地的公文。 

 

針對選舉結果，查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資訊網站紀錄資料 2005 年 12 月 3 日

選舉當天開票結果，縣長部分，原宜蘭市長呂國華（國民黨籍）以 51.39%得票

率當選宜蘭縣長；對手陳定南（民進黨籍）則以 47.75%落敗，少了呂國華 8,610

票。而兩人在三星鄉的得票數（率）分別是呂國華：4,785 票（40.27%）、陳定

南：6,948 票（58.47%）。在紅柴林基地範圍內的四個村的得票數（率）分別是

呂國華：貴林村 200 票（62.50%）、萬富村 274 票（54.80%）、大義村 239 票

（31.00%）、尚武村 214 票（38.08%），合計 927 票（43.06%）；陳定南：貴

林村 113 票（35.31%）、萬富村 207 票（41.40%）、大義村 525 票（68.09%）、

尚武村 345 票（61.39%），合計 1,190 票（55.27%）。 

而鄉長選舉部分則是由民進黨籍劉燉亮以 4,642 票（39.85%）當選，險勝對

手國民黨籍陳文新 4,498 票（38.61%）。而兩人在紅柴林基地範圍內的四個村的

得票數（率）分別是劉燉亮：貴林村 50 票（15.72%）、萬富村 125 票（26.15%）、

大義村 300 票（39.74%）、尚武村 169 票（31.01%），合計 644 票（36.63%）；

陳文新：貴林村 169 票（53.14%）、萬富村 231 票（48.33%）、大義村 380 票

（50.33%）、尚武村 334 票（61.28%），合計 1,114 票（63.37%）。 

 

從選舉結果來看，縣長從民進黨變成國民黨、鄉長從國民黨變成民進黨，而

在紅柴林基地範圍涵蓋的四個村的選票，不論是縣長票或鄉長票，似乎都看不出

                                                                                                                                                           
議的啟發〉,《公共行政學報》,no.23（2007.06）:p67~93.；杜文苓、陳致中（2007）,〈民眾參

與公共決策的反思-以竹科宜蘭基地設置為例〉,《臺灣民主季刊》vol.4,no.3（2007.09）:p33~62.；
杜文苓、施麗雯、黃廷宜（2007）,〈風險溝通與民主參與：以竹科宜蘭基地之設置為例〉,《科

技、醫療與社會》,no5（2007.10）,p71~110.；  
102 總共有 18 名民眾獲選參與公民共識會議討論。居民如下：石習鏘、何雅婷、林弘杰、林志晟、

林和曄、林英基、林振生、林麗玥、俞尚德、姜宜秀、徐仁勳、商松堉、陳素月、黃德勝、趙

桂芳、劉寅蘭、魏乾龍、蘇林梅枝。 
103戴永華（2006）,〈紅柴林設科學園區 200 人抗議〉, 聯合報. 2006-04-04 /C1 版/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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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的支持或反對的傾向。但對照 2001 年的縣市長選舉，民進黨的劉守成，與

國民黨的呂國華的兩大陣營對決104來看，當時劉守成在三星鄉市獲得 6,322 票

（60.98%），而呂國華僅得票 3,861 票（37.24%），2005 年的選舉，在陳定南

的故鄉就是三星鄉的地緣優勢下，原執政宜蘭縣的民進黨在三星鄉的總支持度是

下降的。至於是不是一定與紅柴林基地的抗爭有關，由於 2001 年中選會的資料

並沒有記載到各村的開票，無法對照紅柴林基地範圍四村的票數增減，在資料缺

乏的情況下，並無法做嚴謹的推論。 

 

貳、公民共識會議的舉行 

 

紛擾中，宜蘭當地的非營利性團體開始組織「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基地公民會

議」（下稱「宜蘭公民會議」）。這是宜蘭第一次辦理公民會議，由宜蘭社大為主，

而公民會議的理論與操作上獲得世新大學公共行政學系以及台大社會學系的協

助，經費上則有來自民主基金會的支持。 後，由參與討論的 18 位居民組成的

小組共同簽署發表了一份結論報告。 

 

一、公民共識會議是什麼？ 

 

公民共識會議源自北歐國家丹麥，原文為 consensus conference，是審議民主

（deliberation democracy）的一種公民參與（public participation）形式，臺灣引

進之後，也常稱為公民會議。根據 Waldo 等人的研究，「公民參與」乃「新公共

行政學派」的重要主張。公共行政所謂的「參與」，是鼓勵民眾參與行政方案的

規劃和執行（Waldo，1980：95~96），此即為「公民參與」，或稱為「參與民主」

（Held，1987：254~264），也可稱為「民主行政」（Meade，1971：177；Waldo，

1971：261~262），或「參與行政」（participatory administration）（Meier，1993：

210~214）。而邁向公民社會常有許多瓶頸，當代的民主發展，即在於將技術指導

的知識（technical steering knowledge）專門化地運用到政策決定與執行過程，使

得一般大眾無法利用有限的知識來形成意見。知識的壟斷，使得少數有特權取得

知識的階層得以支配多數不具專業知識的公民。為打破「當代民主的瓶頸」，讓

不具專業知識的平民能夠具有充分的資訊來進行公共討論，以提高公共政策的參

與，西方社會發展出以「審議民主」為核心觀念的民主參與機制，包括：公民陪

審團105、審慎思辯民調106、表決會議107等民眾參與機制。 

                                                       
104當時還有朱振東（無黨籍）、林錦坤（無黨籍） 
105公民陪審團發展自德國，係由十二到二十五名自願參與的公民所組成，並且評定不同政策選

擇、處理對策與科技計畫的優缺點。公民陪審團的公民參與層次通常限於地方性的議題，而進
行為期四天的會議。公民陪審團的目標在於將專家的知識與看法置於更寬廣的社會之中，並且
促成專家、公民以及政治人物一種任務取向的對話。 

106審慎思辯民調是融合民意調查、團體討論以及對於受訪者參與民調前後改變的一種新式民意調
查，除體現民主政治平等參與及審慎思辯精神外，同時也能教育民眾，培養公民能力及認同感，
期能呈現代議機構及利益團體之外的精緻民意。目前已在美國、英國、澳洲、丹麥等國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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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挪威社會與政治學者 Jon Elster（1998：8）的定義，審議民主指的是：

所有受到決策影響的公民或其代表，都應該能夠參與集體決定。而這集體決定，

是抱持理性與無私態度的參與者經由論理的方式來形成。由此定義可知，審議民

主強調公民是民主體制的參與主體，應該積極促進公民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而

公民的政治參與，不應該僅侷限於投票，或者是陳情、請願與社會運動。參與者

應該在資訊充分、發言機會平等與決策程序公平的條件下，對公共政策進行公開

的討論，並且提出可行的方案或是意見（Benhabib，1996；Bohman，1996；Dryzek，

1996；Elster，1998；Fishkin，1991；Gutmann and Thompson，1996；Nino，1996）。 

 

公民會議 早是由丹麥所發展出來，主要在促成社會公眾對政策議題進行廣

泛的、理知的辯論，進而形成社會的共識。從 1987 年以來，丹麥科技委員會已

經針對各類議題舉辦了二十多次的公民會議，近年也逐漸受到各國的重視與仿

效，包括亞洲的韓國與日本。在台灣，公民會議首先由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科技、

民主與社會小組引進。從 2002 年的「先驅性全民健保公民會議」、2004 年 5 月

「北投社大溫泉博物館何去何從公民會議」、「全民健保公民會議」，到近兩年的

「媒體公民會議」、「北投社區參與式預算」、「公民憲政會議草根論壇」，已經有

八十多場次以上的公民共識會議舉辦。 

 

公民會議主要在促成社會公眾對政策議題進行廣泛的、理智的辯論。公民會

議是邀請不具專業知識的公眾，針對具有爭議性的政策，事前閱讀相關資料並作

討論，設定這個議題領域中他們想要探查的問題，然後在公開的論壇中，針對這

些問題詢問專家， 後，他們在有一定知識訊息的基礎上，對爭議性的問題相互

辯論並作判斷，並將他們討論後的共識觀點，寫成正式報告，向社會大眾公布，

並供決策參考。在公民會議中，非專家的公眾，被提升到顯著的地位，是公眾，

而非專家，來界定什麼是重要議題；藉由專家提供的知識協助，他們在有訊息根

據的基礎上，來評估政策議題所涉及的利益與價值衝突，並在爭議中試圖達成共

識性的見解。而「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基地公民會議」也就是承繼著這樣的精神與

目標而舉辦。 

 

二、宜蘭公民會議的發起 

 

由宜蘭社大與台灣智庫主辦的「宜蘭公民會議」，從 2 月 24 日正式啟動、

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到 6 月 12 日提出結論報告，將近四個月。 

                                                                                                                                                           
多次，台灣也曾在2002年應用於全民健保公民論壇。 

107表決會議是一種市政會議，這種形式的會議要求參與者扮演積極的角色。參與者包括一般民
眾。表決會議呈現利益團體之間互相衝突的態度與觀點，好讓參與者能夠選擇支持某一方。因
此，在會議過程中，參與者必須提供相關的資料來支撐他們的論點，並贏得他人的支持。換句
話說，這是一個以辯論為基礎的意見形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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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宜蘭公民會議的發起與籌辦行程 

․2 月 24 日：第一次工作協調籌備會召開 

․3 月 25 日：第一次執行會議 

․4 月 23 日：接受民眾報名 

․5 月 14 日：預備會議召開 

․5 月 15 日：預備會議之分組討論與問題形成 

․6 月 4、6 日：正式會議召開 

․6 月 12 日：結論報告、結束 

 

圖 6-19 竹科宜蘭園區公民共識會議 

資料來源：圖片取「審議民主資料庫」http://museum02.digitalarchives.tw/ 

 

(二) 發起人與代表團體 

 

根據〈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基地公民會議結論報告〉，宜蘭公民會議是由宜蘭

社大、財團法人台灣智庫主辦，獲得財團法人台灣民主基金會經費上的支持，並

有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公共事務研究所、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社團法人社區

大學全國促進會的協助辦理。而公民共識會議的基本理論與操作知識則有世新大

學行政管理學系、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的指導。 

又根據從宜蘭公民會議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資料，執行委員會的主持人是

由宜蘭社大執行長張捷隆擔任。執行委員有（詳表 6-21）： 

 

表 6-21   宜蘭公民會議第一次執行委員 

組成領域 專長條件 執委建議名單 

公民會議專業 公共事務行政 林子倫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公民會議專業 公共事務行政 黃東益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學術專業 科學園區專業 張智欽 宜蘭大學通識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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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領域 專長條件 執委建議名單 

民間社團 主辦單位 張捷隆 宜蘭社大校長 

民間社團 城鄉規劃 陳育貞 台大城鄉基金會宜蘭工作室負責人 

民間社團 學術界 許文傑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公共事務學系教授 

民間社團 工商團體 朱儒文 宜蘭縣商業會理事長 

民間社團 NGO 團體 楊欽年 慈林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民間社團 土地權所有人 江健華 台灣中興紙業清算工作小組綜合組組長 

民間社團 地方環保團體 陳清枝 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宜蘭分會分會長 

備註：科學園區管理局代表游靜秋執行委員為列席人員 

 

負責籌辦的人員主要是動員宜蘭社大以及仰山文教基金會的工作人員 31

人，以及佛光大學公共事務所的研究生 2 人、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助理 2 人108。 

 

(三) 參與宜蘭公民會議之公民成員 

 

本次宜蘭公民會議報名者計有 99 人，依執行委員會所訂出的公民小組遴選

原則，分別依性別比率、年齡、教育程度以及居住地區進行分層隨機抽樣，遴選

出 20 位公民（詳表 6-22），他們是石習鏘、何雅婷、林弘杰、林志晟、林和曄、

林英基、林振生、林麗玥、俞尚德、姜宜秀、徐仁勳、商松堉、陳素月、黃德勝、

趙桂芳、劉寅蘭、魏乾龍、蘇林梅枝（宜蘭社大，2005b：2），以及兩位公民無

法全程參與（傅若凱，2006：44；陳怡君，2007：50），所以 後在結論報告簽

署的公民成員僅有 18 人。 

 

表 6-22 宜蘭公民會議公民成員背景資料 

公民成員背景資料 人數 百分比 

男性 11 61% 
性別 

女性 7 39% 

30 歲以下 5 28% 

30~39 歲 2 11% 

40~49 歲 4 22% 

50~59 5 28% 

年齡 

60 歲以上 2 11% 

博、碩士 4 22% 

大專 7 39% 

教育程度 

高中、職 4 22% 

                                                       
108 陳怡君（2007）,《公共審議下的自我轉化-「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基地」公民會議個案研

究》:p187~188.「附錄三籌辦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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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小 3 17% 

宜蘭市 6 33% 

羅東鎮 5 28% 

蘇澳鎮 1 6% 

五結鄉 2 11% 

三星鄉 2 11% 

居住地區 

冬山鄉 2 11% 

資料來源：取自陳怡君，2007：51~52. 

 

基於參與宜蘭公民會議之三星鄉籍公民成員僅兩位，復對照相關報導，紅柴

林地區參與自救會的主要成員姓名都未出現在宜蘭公民會議的民單之中。進一步

查兌研究者訪談資料（林忠毅，2007）中、個別受訪者的問答逐字紀錄，一位被

記載為紅柴林自救會代表之受訪者表示，宜蘭公民會議主辦單位本來希望紅柴林

基地、城南基地、五結（中興）基地各有一位地主代表參加，但自救會開會決議

不報名參加公民小組成員。不過受訪的自救會代表也表示，在預備會議時，自救

會有出席關心，也提供許多資料給主辦單位，並在正式會議時受邀出席向公民成

員說明自救會反對在紅柴林設科學園區生產基地的原因。故得以確認公民小組成

員中並無自救會成員，但對於自救會的反對理由，除了書面瞭解外，也有面對面

的諮詢與對話，取得其做成決議的必要訊息。 

 

三、公民共識會議的議題內容與結論 

 

公民共識會議的議題並非由主辦單位提出，而是由參與會議的公民成員經過

參考資料閱讀、專家講述、分組討論， 後在一場會議中共同確定該場公民會議

所要討論的議題。以下，根據宜蘭社大於 2005 年 5 月所做（未出版）的《新竹

科學園區宜蘭基地公民會議可閱讀資料》，以及 2005 年 6 月 12 日所發表（未出

版）的《「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基地」公民會議結論報告》做重點整理說明。 

 

(一) 公民會議主辦單位整理之基本議題 

 

主辦單位由執行委員會選定與討論議題相關的背景知識文獻，提供給公民小

組成員閱讀和討論。除了有關公民共識會議的理論與操作外，整理的背景知識文

獻涵蓋下列五大面向： 

1. 關於宜蘭的發展願景 

(1) 歷年宜蘭官方對蘭陽平原的願景規劃為何？ 

(2) 宜蘭縣在地方發展的條件上具有哪些優勢呢？ 

(3) 宜蘭縣在地方發展的條件上具有哪些劣勢呢？ 

(4) 宜蘭官方對科學園區進駐後願景的想像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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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於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基地 

(1) 什麼是科學園區（Science park）? 

(2) 台灣目前有哪些科學園區 

(3) 為什麼新竹科學園區會選址在宜蘭設立基地 

(4) 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基地要蓋在哪裡? 為什麼要選在這幾處基地? 

(5) 宜蘭基地在規劃上與台灣其他科學園區有什麼不同呢? 

(6) 宜蘭基地預定引進哪些產業 

(7) 宜蘭基地的土地權屬與用地取得方式 

(8) 宜蘭基地開發的預期效 

(9) 宜蘭基地附近的聯外交通規劃情形 

(10) 宜蘭基地的環境規劃進程 

(11) 興建宜蘭基地第一期的三個基地的討論焦點 

3. 關於科學園區與宜蘭經濟及社會發展之關係 

(1) 科學園區的興建對房地產價格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2) 科學園區的設置對周遭社區產業有哪些可能的帶動與影響 

(3) 宜蘭的經濟產業結構因高科技產業的引進會產生什麼樣的轉變 

(4) 高科技產業引進對宜蘭在地的經濟就業機會可能的影響 

(5) 宜蘭地方是否可以分享到高科技產業的引進所創造的經濟利潤 

(6) 科技族群對宜蘭地方消費型態會帶來什麼樣的改變 

(7) 高科技產業引進對宜蘭勞動人口結構的影響 

(8) 科學園區的設置對周遭交通影響 

(9) 大量科技人口的引進對原本農 村社會鄰里關係有什麼樣的改變? 科技

界的社會精英能不能融入傳統社區網絡 

(10) 高科技產業引進對宜蘭教育可能的影響 

(11) 宜蘭社區發展以及過去自豪的城鄉規劃能不能因應全球性產業的流動

性與快速變化 

4. 科學園區與宜蘭環境及文化發展之關係 

(1) 高科技科學園區可能產生的環境污染 

(2) 宜蘭園區的污染產量評估與環境污染防範規劃 

(3) 地方環保監測機制如何有效監督科學園區的污 

(4) 科學園區的興建對於蘭陽平原電力結構可能的影響 

(5) 科學園區的興建對水資源可能的影響 

(6) 科學園區的興建對宜蘭城鄉地貌景觀的可能影響 

5. 文化發展 

(1) 科學園區的設置對地方歷史感與社區文化價值的保存有何影響 

(2) 宜蘭在地的文化優勢 

(3) 高科技產業的進駐對宜蘭文化優勢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4) 高科技社群文化特性為何?能否與宜蘭在地文化共生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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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科學園區的開發對文化古蹟的保存有何不同的觀點 

 

透過閱讀、專家講解、成員討論，讓公民小組對該議題有一定的瞭解之後，

再由成員自行形成他們要在公民共識會議中要討論並詢問專家的問題，而進入真

正的議題討論階段。 

 

(二) 宜蘭公民會議討論議題 

 

經過四天的會議，公民小組成員分別對於宜蘭園區的生產特性、園區進駐宜

蘭之後，對於在地環境、人文、社會、經濟的衝擊，以及整體規劃之下應有的配

套措施，進行了詳細的討論，並擬出了五大討論議題： 

 

1. 宜蘭要什麼樣的科學園區 

2. 科學園區設立對宜蘭社會及人文的衝擊 

3. 科學園區設立對經濟的影響 

4. 科學園區的環境影響評估與監督機制 

5. 相關配套措施 

 

上述五大議題，經過由公民小組成員所共同指定邀請的專家到會場來做專業

的說明，並與公民小組成員進行交叉詢問，目的在使公民小組成員能探究議題的

差異，並確定義提的討論範疇與方向。 後由公民小組自行進行討論，並在取得

共識後、撰寫 後的結論報告，以便於 後一天向專家、大眾和媒體發表其討論

結論。 

 

(三) 公民小組成員結論 

 

根據結論報告，雖然公民小組成員認知到高科技產業的進駐可以帶入大量的

高級知識菁英的就業機會，也帶動地方的繁榮及提高國民平均所得，但也帶來環

境污染以及文化衝擊，造成較高的房價、生活費，這對於「一般中下階級」的生

活衝擊 大，科學園區帶來的所謂的「繁榮」並非毫無疑問的。 

 

基於「又愛又怕」的心裡，小組成員對於在城南基地設通訊知識服務園區、

在五結中興基地設置數位創意園區，有達成共識、表示歡迎。而對於生產型基地

應否進駐紅柴林之正反意見人數相近、仍未能達成共識。反對意見主要是認為：

一、生產型高科技園區具備大量生產的特性，有大量消耗水資源、高污染量、高

汙染風險、法令技術往往跟不上污染內容之日新月異、以及高科技產業污染不可

逆，因此認為不適宜設置生產型基地，也認為生產型基地不適宜進入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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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贊成意見認為：生產型基地帶動的經濟效益大，創造的就業機會 為顯

著，可為宜蘭的發展以及子弟返鄉帶來 立即效益，並相信宜蘭縣環保單位有能

力來進行環保監測，因此設定兩項前提條件下，接受生產型基地進駐：一、三星

鄉紅柴林為宜蘭精緻農業園區，應優先保存，而生產型基地應儘可能配合宜蘭既

有整體規劃，由縣政府進行全縣土地利用評估，重新考量其位址適宜性。二、若

生產型園區不得不設於紅柴林基地，紅柴林基地的環境影響評估以及未來的污染

防治須以宜蘭的在地條件做 嚴格的規範。 

 

簡言之，宜蘭公民會議並未達成一致反對生產型基地進入紅柴林地區的共

識。其原因是否與三星鄉籍之會議成員僅佔 11%有關，實難以論斷。 

 

四、公民共識會議發揮什麼作用？ 

 

在宜蘭公民會議召開之後，有許多研究提出觀察。以下分為會議舉辦的意義、

對於政策決策的影響兩部分分析說明。 

 

(一) 會議舉辦的意義 

 

主辦的宜蘭社大在可閱讀資料（宜蘭社大，2005a：7）中、對於為什麼要召開

公民會議是認為，公民會議的持續召開，有助於民主傳統的確立，讓民眾能更極與

有效的參與政治，改善目前政治菁英與專家學者壟斷政策制定的情形。學者也認

為，在台灣普遍缺乏對高科技經濟發展深刻批判的社會脈絡，且欲參與討論的民

眾通常又只有經濟成本利益面向的粗糙資訊（杜文苓，2007a：87~88）的不對稱

權力下，宜蘭公民會議顯得深具意義。 

 

(二) 對於政策決策的影響 

 

宜蘭公民會議的主辦單位在揭櫫會議目的時即已明示，即使公民會議的結論

對於政策並無拘束力，但希望這類基於充分且公開訊息的基礎進行公共政策討論

的會議，能夠讓立法者與決策者知道民意對公共政策的理性取向是什麼。也因

此，小組成員對於會議的成果可以提供給中央與地方政府思考竹科宜蘭基地發展

政策參考是有期待的。不過，會議後的許多研究對於這方面並沒有相同的樂觀，

多數是將原因歸咎於會議前、後的宣傳不夠，另一部份是公部門對於公民會議的

結論是否應納為政策參考本來就沒有這方面的認知。 

 

研究指出，會前的宣傳、特別是公民小組成員的召募，大部分都是宜蘭社大

系統、透過宜蘭社大去參加社區協會相關的會議當中去發宣傳單然後鼓勵他

們來參加（林忠毅，2007：74），後來多是宜蘭社大的學員參加。另外，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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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的結論報告的宣傳也不足，例如大多數的宜蘭人根本不清楚公民會議的結論

是什麼、並沒有根據結論繼續追蹤其成效（林忠毅，2007：75~76）。這使得公

共審議所產生的施政壓力似乎並不顯著，甚至質疑其結果「好像就銷聲匿跡了」

（杜文苓，2007a：86）、好像外面的人不是很清楚知道（杜文苓，2007a：86）。

學者代表也覺得此次公民會議沒有如預期帶起宜蘭當地人民對公共論壇的期待

與熱情（林忠毅，2007：75），一位受訪者就提到，原先 20 人的公民會議結束

後，本來計畫進一步把它推向到讓大家形成一個不只是這 20 位公民小組成員來

討論，讓很多縣民可以去了解，只是沒有後續的動作了。 

 

其次，研究也指出，公部門對於民眾的參與，特別是「專業技術」問題的參

與討論上，是有預設性的不認可偏見存在。即使在公民共識會議這種非常強調民

眾可以透過一定嚴謹的培力程序、在取得相關資料以及相關領域專家的協助下，

獲得必要的知識，並在有訊息根據的基礎上，對影響重大的但充滿爭議的議題，

能夠判斷並盡量調和衝突的觀點，進而能創造一個專家與非專家之間、以及不同

的觀點和價值立場，在公共論壇中相互溝通與辯論的場域（宜蘭社大，2005a：6）。

但是，公部門仍認為民眾乃至民間社會團體，並無足夠能力了解複雜的高科技環

境問題，其發展出來的討論，在法律執行上也不見得可行（杜文苓等，2007：88），

所以仍然認定「結論早就可以預期，並沒什麼參考價值」 （杜文苓，2007：87；

杜文苓等，2007：89），受研究訪問的公部門人員甚至直白表示「我們沒有什麼

覺得可以參考！…連討論都沒有啦！」（杜文苓，2007：87），受訪的竹科管理

局官員也承認「作為…嗯...沒有」（林忠毅，2007：77）。雖然竹科管理局在受

研究者訪問也表示公民會議的「意義是蠻好的」，因此「也是忠實的把就是公民

會議針對紅柴林生產型基地這部分的看法放進去，送上去讓行政院知道說有地方

這樣公民會議的意見」109。但也覺公民會議的結論也只是讓決策來做考量而已，

過去所辦過的公民會議是不是有真的改變政策方向，受訪者是存疑的。因此覺得

公民會議的結論政府也沒接受、人民也沒接受（林忠毅，2007：77）。 

 

整體而言，研究者（林忠毅，2007：77）認為宜蘭公民會議的結論報告並沒

有效地擴散出去、也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中央政府並未對結論報告有任何具體

的回饋，公民會議並未如預期般帶來另各界滿意的風險溝通效果，並沒有將結論

報告落實至政策當中。 

                                                       
109 參閱林忠毅（2007）,問卷代號 D（科學園區管理局官員）逐字稿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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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從正義永續性觀點檢視臺灣空間計畫體系－代結論 

 

土地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復因其有限性，各國莫不以諸般空間治理手

段，謀求其利用之妥適。以臺灣為例，由都市計畫、區域計畫、國土綜合開發計

畫、乃至于晚近的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等不同層級空間計畫組構成的空間計畫

體系，即為前揭思考之展現。空間治理於實務上多透過「規劃」之方式，期能引

導土地有秩序利用，以達三生一體之「國土永續發展」鵠的。質言之，規劃是一

個目的導向的過程（purposive process），而該「目的」之上位概念為公共利益

（public interest），用以擔保公共利益者往往被訴諸專家理性。饒是如此，各種

不永續或爭議性開發案件卻仍層出不窮，例如美麗灣開發案、曾文水庫越域引水

計畫、中科三、四期開發案、桃園航空城等，顯見制度建構所標舉的目的與空間

實踐之間存有相當落差。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氣候變遷、國際糧食供給不

穩、農業（地）多功能性廣受肯定、臺灣糧食自給率過低、城鄉差距擴大之社會

歷史脈絡裡，眾多的農地開發爭議事件不僅引起臺灣社會、學術及政策各界的關

切，亦凸顯出現行空間計畫體制的問題，亦即未能兼容與衡平不同的價值訴求，

確保永續鄉村發展（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之重大公益。新近完成立法的

《國土計畫法》中，「農業發展地區」便名列四大功能分區之一，足見其重要性；

時值賡續進行該法二十項子法研訂之際，如何從過往的實踐經驗記取教訓，完備

此一關鍵性的空間計畫法制，實為臺灣追求國家永續發展不可或缺之一環。從已

被撤銷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園區紅柴林基地（以下簡稱竹科紅柴林基地），

以及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撤銷開發許可，且被評價為不正義、不永續的中部科學

工業園區第四期開發案（以下簡稱中科四期）開發案，本研究分析指出，單是專

家理性並不足恃，並循「正義的永續性」（just sustainability）此一新興概念之思

考軸線而主張，永續鄉村發展須得重新回到「如何定義發展」的核心發問，以「公

正和平等的方式，並在生態系統的支撐限度內，確保所有人（當代與未來世代）

較佳生活品質」為評價框架，方有較高的實踐可能（Agyeman et al., 2003a: 2）。 

 

第一節 前言 

 

自然環境（或言土地）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惟隨著工業革命以降，大量

生產與消費的經濟模式、依賴化石燃料的現代化生活系統，以及科技的日新月異

發展與廣泛應用，對自然環境帶來巨大的衝擊與壓力，其後果不但影響當代的生

活品質至鉅，甚且威脅到未來世代的福祉與存續，因而有「永續發展」（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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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論述之勃興與追求。尤其是在 1987 年環境與發展世界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

以及 1992 年巴西里約熱內盧「地球高峰會」（the Earth Summit）之後，該理念幾

已成為世界共通的環境治理目標與原則，被廣泛地揭櫫於國際、國家與地方等不

同層級的行政機關，以及各個層級內不同部門的政策之中。復因農業扮演著提供

人類糧食、纖維等基本生活需求之要角，而農地又是農業、農村、農民之根基，

倘無立足之「地」（李承嘉，2012），該部門將無以存續，遑論整體社會之永續發

展。由聯合國「21 世紀議程」（Agenda 21）此一全球性的永續發展行動方案列

有「促進永續農業和鄉村發展」（Promoting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專章，1且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FAO）亦有「永續農業和鄉村發

展倡議」（Th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2便不難

想見農業及鄉村之於永續發展的重要性。該等關懷在全球氣候變遷、國際糧食供

給不穩、鄉村變遷（rural change）、農業（地）多功能性廣受肯定之時代脈絡底

下 ， 顯 得 尤 其 重 要 ， 而 為 鄉 村 發 展 與 治 理 的 核 心 議 題 （ Lawrence, 2005; 

Valencia-Sandovala et al., 2010; Pašakarnis and Maliene, 2010; Gorlacha et al., 2008; 

Hardaker, 1997；謝宏昌，1998）。 

 

臺灣亦不置外於此一時代趨勢，並可從 能反應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互動關

係的土地利用（政策）上觀察到（Huang et al., 2016）。以國土空間計畫而言，1996

年的《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便以追求「生態環境的維護、生活環境的改善、生產

環境的建設」之永續發展為規劃鵠的（經濟建設委員會，1996：4）；2010 年的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則明訂「塑造創新環境，建構永續社會」為其核心總

目標，並提出「安全自然生態、優質生活健康、知識經濟國際運籌、節能減碳省

水」之願景，期能邁向「國土永續發展」（經濟建設委員會，2010：1-2）。換言

之，此二計畫皆以兼容生活、生態、生產之「三生一體」思考，來安排國土空間

秩序。另就空間計畫法規以觀，《區域計畫法》第一條明揭，該法係為「促進土

地及天然資源之保育利用」（即生態）、「加速並健全經濟發展」（即生產）與「改

善生活環境」而制定，合此三者以「增進公共福祉」，體現著同樣的思維。又如

2015 年底立法通過之《國土計畫法》，其立法總說明指出，該法乃政府為追求「生

活、生產及生態之永續發展」爰予擬具，並將「追求國家永續發展」之立法理由

                                                        
1 詳參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21 世紀議程」網站：

http://www.unep.org/Documents.Multilingual/Default.asp?documentid=52。 
2 詳參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之「永

續農業和鄉村發展倡議」網站：http://www.fao.org/wssd/SARD/SARD0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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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於該法第一條，而國土計畫則定義為達成「國土永續發展」所訂定之空間發

展計畫（立法院，2014：政 182）。整體以觀，此等制度建構可以理解為，臺灣

社會對於合理的國土規劃與利用之企求與努力，以及對於永續發展的嚮往。 

 

農地係從土地利用之角度所做的國土類型區分，其規劃之良窳影響永續農業

和鄉村發展至鉅。在行政權責劃分上，農地雖屬農業部門之專屬職權；但就空間

面向而言，其空間相關計畫（如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計畫）則為空間計畫體系之「空

間部門計畫」，其規劃應與空間部門相協調，以臻國土總體發展之妥適。《農業發

展條例》第 9 條有關「應配合國土計畫之總體發展原則」之語，即為該觀點的展

現。換言之，農地政策所涉及者並非僅限於農業部門的事務與課題，其擬定亦須

納入全國經濟發展、國土利用效益、環境保育等跨部門思考，從整體土地資源規

劃與開發之觀點作通盤考量，並以永續發展為 高目標（彭作奎，2000：35；顏

愛靜，2010：307）。職是之故，《台灣 21 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綱

領》可以見到「推動鄉村計畫，維護鄉村特質」、「適當利用農村生產區」等相關

規畫（經濟建設委員會，2004）；《永續發展政策綱領》亦有諸如「劃設優良農地

以維繫優質生產；整合農村地區之生態、生活、生產特色，促進農村再生發展」

之策略（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2009：28）；《國土計畫法》更將「農業發展地區」

列為四大國土功能分區之一，足見農地／業於國家永續發展之重要角色。 

 

雖然有著諸般追求永續發展的制度與政策之開展，各種不永續或爭議性開發

案件卻仍不曾間斷，地不分南北西東的出現，例如新竹璞玉計畫、桃園航空城、

苗栗大埔開發案、中科三期開發案、台東杉原棕櫚濱海渡假村及美麗灣渡假村開

發案、蘇花高速公路計畫、高雄國道七號計畫、屏東阿塱壹古道闢建台 26 線、

曾文溪越域引水工程、雲林湖山水庫興建案、台南烏山頭水庫水源區興建廢棄物

掩埋場，以及本計畫所研究的個案中科四期開發案、竹科紅柴林基地等等，不一

而足。由是不難察覺，永續發展之政策宣示及制度建構與其實踐之間存在偌大的

落差。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氣候變遷、國際糧食供給不穩、農業（地）多

功能性廣受肯定，而臺灣糧食自給率過低、城鄉差距擴大、農業生產環境破壞之

社會歷史脈絡裡，晚近眾多的農地開發爭議事件不僅引起臺灣社會、學術及政策

各界的關切，更凸顯出現行空間計畫體制的問題，亦即未能兼容與衡平不同的價

值訴求，確保永續鄉村發展（sustainable rural development）之重大公益。如何拉

近以至於弭平前揭差距，實為臺灣空間治理上的重大課題，同時也是刻正「研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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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法之二十項子法」，3逐步完備國土計畫法制所應納入的考量。 

 

基於此等認識與關懷，本文以彰化二林的中科四期開發案、竹科紅柴林基地

為例，分析此一在國土利用上「既不適當亦不合理」，且「惡化我國之糧食安全

與永續發展」，並史無前例地撤銷其開發許可之重大爭議案件，4探究何以標舉著

永續發展的國土空間治理，以及高揭「研發、生產、生活和生態並重，環保、經

濟、e 化兼顧的理想園區…符合永續發展與在地需求」之科學工業園區發展政策

（杜啟祥，2014：8），其運作結果竟是如此不堪？為何理應兼容、衡平不同考量

面向、價值以及層層節制之設計的制度（如區域計畫法§15-2），卻無法確保（農

業與鄉村）永續發展此一重大公益？以期回饋到臺灣空間計畫體制之改革。在行

文安排上，接續前言的第二節將引介「正義的永續性」（just sustainability）之批

判性概念框架，一方面指出永續發展的實踐赤字（implementation deficits）之因

（Seghezzo, 2009: 547）及其回應之道，他方面亦作為評價科學園區開發之永續

性的指標；第三節則是以中科四期為例爬梳科學園區的開發爭議，既凸顯是項開

發的問題，亦說明臺灣（鄉村）不永續的發展問題；繼而在第四節檢視孕生爭議

的制度，主要聚焦於開發科學工業園區之程序規範，藉以尋繹出空間實踐上規劃

理性不存或難以發揮作用之因； 後則是討論與結語。 

 

第二節 正義的永續性 

 

自上世紀末以降，永續發展或永續性在環境政治與政策領域中便佔據了主

導性的位置，成為 主流的環境論述（Hajer, 1995）。此概念之所以被廣為肯認

而能迅速擴散其影響力，聯合國環境與發展世界委員會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報

告居功厥偉，當中所定義的永續發展也成為 常被引用的陳述，例如我國《環境

基本法》第二條即援引之。所謂的永續發展係指，「滿足當代需要而不損及後代

滿足其需要之能力的發展」（WCED, 1987: 8），其實踐之指引在於調和經濟與社

會系統以及生態條件；亦即滿足生態（ecology/environment）、公平（equity/equality）

與經濟（economy/employment）之 3Es5原則（Edwards, 2005: 17）或台灣常聞的

「三生一體」（生態、生活、生產）之說（李永展，2003：13）。質言之，環境品

                                                        
3 詳參內政部營建署「國土計畫法專區」網站：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182&Itemid
=53。  

4 詳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訴字第 1856 號判決。 
5 3Es 原則有時亦以 3Ps（People, Planet, and Profit/Prosperity）之形式被表述（Seghezzo, 2009: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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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與人類平等（如經濟、社會上）之間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Agyeman, 2008: 752; 

Shutkin 2000, 14; Torras and Boyce 1998）。一個真正永續的社會必須將社會需要

和福祉以及經濟機會等更廣泛的問題與環境關懷整體性的連接起來（integrally 

connected），而非僅側重環境面向（Agyeman et al., 2003a: 2）。 

 

雖然永續發展或永續性主張兼籌並顧的衡平思考，不過在實踐上卻往往是以

環境或生態永續之名，行追求經濟無限增長之實（Daly, 1990）；但無論如何，被

標舉或追求者，不是「環境」便是「經濟」，致使永續發展成了「非平等主義」

（non-egalitarian）的概念（Jacobs, 1999: 33）。這固然有違永續發展的多重面向

（multiple dimensions）本質（Agyeman, 2013: 49），更造成此概念在實踐上的侷

限。高估經濟成長的重要性自是與地球承載力極限之現實相衝突；單方面的強調

自然保育同樣有礙永續性的達臻，例如傳統環境運動將環境定義為自然荒野

（wild nature）便不利於環境倫理於每日生活中紮根（Alkon, 2008: 274），擴展環

境概念內涵而得以風起雲湧的環境正義運動（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即

為明證（Taylor, 2000）。6從生態環境是生命維持系統的觀點來看，永續發展必然

包含維繫地球的生態完整性，要求人類活在地球承載力範圍內，惟其成就與否端

視經濟與社會系統是否支持長期穩健的環境治理，復就 Karl Polanyi（1962）之

「經濟從屬／鑲嵌（embedded）於社會關係」以觀，不難想見社會面向於實踐

永續發展之關鍵性。Neil Middleton 與 Phil O’Keefe（2001：16）故而指出，永續

發展無法有效開展，便是因為我們將目光聚焦在環境或經濟不穩定等「癥候」

（symptoms）之上，而非社會不公平與不正義之「病灶起因」（cause）上。 

 

何以社會面向或言公平正義與平等如此緊要？永續發展或永續性代表著社

會應採取較永續之生活模式的信念，同時也是個人與組織團體政治動員的焦點，

以及政府的政策目標，因此在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建構（political construct）的產

物（Agyeman et al., 2003a: 6），帶有轉型之意圖。這樣的轉型在很大的程度上要

靠永續治理（governing for sustainability）（The Worldwatch Institute, 2014），而按

Tom Tyler（2006）長期研究指出，人們視某個體系為適當或正當之治理的關鍵

在於公平性而非個人利益，是以公平性為永續躍遷（transition）所不可或缺者。

以外部性為例，其問題不僅止於個別的不負責任行為之層次，更及於形塑該等行

為之政治、經濟、社會系統，欲改變該等系統，若缺乏集體意志與行動則無以成

                                                        
6 環境正義運動將環境之內涵擴張至包含人們生活、工作與活動娛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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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但是不平等卻會妨礙永續發展轉型所需之集體意志的形成與集體行動的採取

（Haughton, 1999）。特別是永續發展的環境關懷係以全球為尺度，諸如經濟全球

化的污染性產業輸出，抑或是全球氣候變遷挑戰之類的問題，其應對的癥結均與

南北差異之不均現象有關。於是乎，有越來越多以永續性為目標的計畫與方案，

將強化社會的公平正義與平等作為其關切與檢視之重點，例如城市永續規劃與社

區發展（Agyeman, 2005; APA, 2000; Hess and Winner, 2007; Rosan, 2011）、再生能

源（Brady and Monani, 2012; Iles, 2013）、開放空間與遊憩設施（Seymour, 2012）、

農業（Agyeman, 2013; Alkon, 2008; Sherriff, 2009）等等。要之，公平赤字（equity 

deficit）實是肇致永續發展之實踐赤字問題的重要因素（Agyeman, 2008: 752）。 

 

正因為在許多議題的問題和解決層次上，永續性與公平正義係彼此扣連而具

有綜效（synergies）（Iles, 2013: 164），一個結合兩者的新概念與論述框架於焉被

提出：正義的永續性（just sustainabilities），期能為所有的人在未來創造宜居而

公平的永續社區（Agyeman et al., 2003b; Agyeman, 2005 & 2013）。該概念強調永

續性必須「在生態系統的支撐限度內，以公平正義的方式，確保所有人（當代與

未來世代）獲致較佳的生活品質」（Agyeman et al., 2003a: 5）。正義的永續性之所

以是正義的，係由於認識到較高程度的社會與經濟平等為確保較永續之世界此長

期目標的前提，而把社會需要與福利整合進永續發展的概念裡，並將公平正義置

放於中心位次；它是永續的，則是因為正視環境威脅的真實性以及維護生態完整

的根本重要性（Agyeman, 2013: 4; Seymour, 2012: 176; Sherriff, 2009: 86）。析言

之，正義的永續性係由「生活品質、當代與未來世代、公平正義以及活在生態限

度內」四大要素組構而成，唯有衡平地兼及四者，真正的永續社會或永續發展方

有實現之可能（Agyeman, 2013: 7）。 

 

首先，正義的能力取徑7（capability approach）發軔於對「美好生活」（Sen, 2009: 

234）、「人性尊嚴之生活」（Nussbaum, 2000: 5）或「生活品質」（Nussbaum and Sen, 

1993）之關懷，正義於此意味著生命能否發展（function）及繁榮（flourish），或

自我實現的可能性。正義的永續性因此首揭「提升生活品質與福祉」之目的性

（Agyeman, 2013: 8）。強調此條件除可強化其政策的公眾支持度，在實踐層次

上，本於適足（sufficiency）而非更多（more）之概念而開展的新經濟（new 

economics）策略，亦能避開消費主義驅動之傳統經濟成長模式衍生之環境與社

                                                        
7 按 David Schlosberg（2007）之分析，欲掌握正義之概念內涵，需由「分配、程序、承認、能

力」之多面向取徑（multifaceted approach to justice）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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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問題（Agyeman, 2005: 103; Brady and Monani, 2012: 151）。例如，在弱勢或環

境正義社區推廣綠色經濟（UN-Habitat, 2012; Woodin and Lucas, 2005）或綠領經

濟（Jones, 2010），不僅創造新的可持續性經濟機會（Rosan, 2011: 964），更具有

矯正正義（corrective justice）之意義（Kuehn, 2000）。 

 

其次，不同於傳統環境運動偏重未來世代之價值取向，正義的永續性體認「滿

足當代與未來世代之需要」的重要性，亦即兼顧代間和代內公平，並主張公平正

義本身即為需要（needs），因為不平等（inequality）的狀況會戕害人類繁榮發展

與滿足需要之能力（Agyeman, 2013: 22）。前揭生活品質與福祉能否長期維續，

實取決于攸關生活至鉅之資本存量（如自然、物理、社會）是否得以傳遞至未來

世代；惟不能忽略的是，當代的人類不平等其實是一種人類潛能的喪失（因此亦

是能力正義的違背），一如環境潛能流失般，同樣不利於我們的未來（ibid: 14, 7）。

此外，該概念所指的需要，包含了物質性與非物質性兩大類，不似主流永續發展

定義僅強調物質性的基本需要（WCED, 1987: 43），故而在滿足各種消費性需要

之際，也不能斲傷諸如環境品質、社會平等、個人健康等其他需要。綜之，此要

件意味著，各世代所有的人均被賦予同等的能力機會以及承認彼等需要與價值之

權利（Agyeman, 2013: 26）。 

 

再次，正義係一本質上的爭議性概念（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歧義

性甚高，Amartya Sen（2009）乃主張以消除「明顯的不義」取代對於「完美正

義」之追尋，而確保「開展生命的能力」（capabilities for flourishing）即為推展

正義的關鍵進路。在實踐上，該能力取決于能否掌控生活條件（control over the 

conditions of life），後者的成就與否，則須輔以體制、資源、社會物理環境、承

認（recognition）個別特性以及民主參與等因素之配合（Agyeman, 2013: 38）。正

義的永續性援引類似的正義觀，對正義的承認、程序與結果等不同面向一體並

重。申言之，公平的對待必須包含認識社會集體之差異（differences among social 

collectivities）的現實，承認不同群體同為「整體道德與政治社群一員之身份」

（Figueroa, 2003: 29; Schlosberg, 2007: 16），對所有人提供有意義的參與，以及得

以生活在乾淨而健康的環境中，並能獲致公平的環境利益分配（Agyeman, 2005: 

26）。特別是決策的民主機制，對於邁向正義而永續之未來所需的善治（good 

governance）而言，尤其關鍵（Agyeman and Evans, 2004: 162; Brady and Monani, 

2012: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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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正義的永續性重申地球承載力的極限概念，直言強調人類須得「活在

生態限制範圍內」，不像主流永續發展定義的迴避態度。8這樣的限制在不平等的

現實世界裡，不僅代表著環境財（goods）的不公分配，其作用亦將加劇環境惡

物（bads）分配不公的後果，因為前者不利於弱勢者的能力發展，既弱化其社區

之恢復力或韌性（resilience），也惡化彼等之脆弱性（vulnerability）（Agyeman, 2013: 

46）。例如，能源消費（Pontifical Congregation for Justice and Peace, 2016）與電

子廢棄物（e-waste）跨國轉移（Khetriwal, 2013）於南北國家之間所帶來的差異

效果（或後果），即為顯例。從平等的資源使用權利來看，公平正義、權利與環

境限制之間其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圖 7-1  人類得以繁榮發展的安全正義空間 

資料來源：Raworth, Kate (2012) A Safe and Just Space for Humanity. P.15。 

 

                                                        
8 永續發展概念隱含的「限制」（limitations）概念係指，「技術與社會組織之狀況」對環境滿足

當代與未來需要之能力所設的限度（WCED, 1987: 43），而非作為封閉系統之地球本身的負荷

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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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以觀，正義的永續性就像是提供一個「人類得以繁榮發展的安全正義空

間」（詳圖 7-1），低於社會基礎之內圈將造成對人類的剝奪，超過環境限度形成

之外圈則帶來環境劣化與威脅（Raworth, 2012），唯有運作其間，永續發展方才

可能。在追求「社會、經濟及政治自由」（freedoms）的過程中，嵌入「正義以

及維繫各世代生活品質與福祉的環境權」之關懷，將為該等空間之實踐創造 大

的可能性，因為不公不義的發生往往與社會結構及政經過程有關（Agyeman, 2013: 

168; Holifield et al., 2009: 593）。反面而論，永續發展若要變得具有變革力而非僅

對現況的修補（甚或淪為合理化現況之論），需於論述上將公平正義移至中心位

次，並在實踐上從去除導致不公義的結構與制度著手；亦即，將改革的注意力投

向「產生、穩定、甚至是正常化不公不義的力量」何在（Holifield et al., 2009: 599），

因為正義永續性政策係以「不應不成比例地損害任何特定社會群體」為前提

（Agyeman et al., 2002: 88）。對個別永續政策或方案則須檢視誰從中獲得經濟、

社會與環境上的利益，及其決策過程為何等問題（Brady and Monani, 2012: 152）。 

 

第三節 中科四期與竹科紅柴林基地開發案及其爭議 

 

在全球經濟再結構的歷史進程中，臺灣擇定了高科技業作為產業升級轉型的

重要渠道，自 1980 年始而迄今不衰，該發展之顯著地景便是，各地興建起一處

處規模龐大的科學工業園區。由一枝獨秀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經「科技島」及

「綠色矽島」的政策支持，而有在宜蘭設置竹科的新闢或擴建園區、與台灣北部

之高科技產業帶（新竹－桃園－台北）發展連成一氣9的竹科紅柴林基地，以及

與竹科、南科共同建構成今日之「西部高科技走廊」（杜啟祥，2014：8）的中科

四期10。 

 

壹、中科四期與竹科紅柴林基地開發概要 

 

本研究的兩個研究個案的開發沿革、計畫內容以及開發爭議事件，分別詳述

於本研究第五章（中科四期）與第六章（竹科紅柴林基地）。為利本章總結論辯，

酌予扼要整理於后。 

 
                                                        
9  參閱國科會 2004.02.27 臺會協字第 0930014832 號函。 
10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自 2002 年 9 月奉行政院核定成立迄今，涵蓋了核心園區之台中園區（即中

科一、二期）、虎尾園區、后里園區（含后里基地及七星基地二處，又稱中科三期）、二林園區

（亦即中科四期）及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或名中科五期）等衛星園區，共計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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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科四期開發概要 

 

中科四期開發案緣起于 2008 年 2 月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為

規劃科學園區整體發展策略，11加上中科發展迅速，故有「四期擴建」之議。政

黨輪替後，為配合馬英九前總統之「愛台灣十二項經濟建設」第六項「產業創新

走廊」願景，以及符合光電旗艦大廠（即友達）興建第 10 代廠之期程需求，國

科會乃積極促成該案，規劃發展光電、半導體、精密機械、生技、綠能等核心產

業。同年 6 月 16 日，中科管理局函文七個推甄單位，12請彼等推薦優良基地候

選，並依《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四期用地遴選作業須知》，採「檢核」、「決選」二

階段評選作業方式辦理，後於 8 月 20 日選定彰化縣二林鎮 631 公頃農地作為擴

建區址（張運宗，2008：232-7）。13嗣後，經濟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經建會）

第 1339 次委員會議通過國科會陳報之《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

籌設計畫書》，14復於 11 月 6 日獲行政院「原則同意」辦理之核定，15中科四期

擴建計畫正式成案。 

 

雖然 2008 年底友達光電表示將「延後設廠計畫半年至一年」（鄭文正、唐復

年，2008），但行政部門的推動步伐未曾稍歇，從 2009 年 4 月起，一個月內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環評會）與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以下簡稱區

委會）共計開了 6 次會議（詳第五章 表 5-18）。即便如此，該案所涉之用水規劃、

廢水排放、污染防治、開發經濟效益、土地取得、居民徵收安置、地層下陷、區

位適宜、糧食安全等諸多問題，依舊懸而未解，來自當地住民、農漁民以及環保、

農運等團體的反對聲浪甚至有擴大之勢。儘管爭議沸騰，惟於國家重大建設的大

纛下，是年 10 月 30 日環評會第 185 次會議仍「有條件」通過中科四期開發案之

環評審查，11 月 12 日區委會第 265 次會議之延續會議，亦以「多數決」方式決

議准予開發，16而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則是在 12 月 9 日通過中科四期的徵

收案。至此，二林園區實質開發前所需的法定形式要件皆已齊備。 

                                                        
11 國家科學委員會已於 2014 年 3 月改制為「科技部」，惟本研究探討之時間區段皆在國科會時期，

相關文書亦以國科會為主管機關，未免混淆，本研究仍以國科會行文。 
12 經濟部工業局、台中縣政府、台中市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

政府等七個推甄單位。 
13 就土地使用分區而言，未變更前之中科四期基地包括特定農業區 21 公頃、一般農業區約 67

公頃、特定專用區（多作農業使用）538 公頃、鄉村區 1.5 公頃以及未登錄土地 2.1 公頃。 
14 經濟建設委員會已於 2014 年 1 月改制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惟本研究探討之時間區段皆在

經建會時期，相關文書亦以經建會為主管機關，未免混淆，本研究仍以經建會行文。 
15 院臺科字第 0970048480 號函。 
16 內政部旋即於 11 月 16 日以台內營字第 09808114091 號函發給二林園區開發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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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即將到來的拆遷壓力，相思寮聚落、萬合農場和農場巷聚落等當地住民

持續採取陳情、訴願、抗議、司法救濟等多種途徑，尋求「原地保留」的可能性

（朱淑娟，2010b；呂苡榕，2010）。時值臺灣土地正義運動風起雲湧之際（台灣

農村陣線，2012），又逢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當地住民所提「停止執行」中科

四期環評審查結論之聲請，17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彼等於 2010 年 8 月 13 日獲

時任行政院長吳敦義接見，並達成「相思寮聚落原地保留、耕地易地保留」之初

步共識，後由中科管理局配合辦理後續計畫變更作業，以及將此變更納入園區後

續環差及開發許可變更程序（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2011）。然而，農場巷

聚落終究未能保留，部分相思寮住民也因恐懼而早已選擇離去，既有的社區紋理

與人地有機連結亦不復存在（內政部，2011；許博任，2011；劉逸柏，2013），

徒留滿是爭議的開發案繼續前行。 

 

此折衷方案固然部分地緩解中科四期的迫遷質疑，不過廢水排放（朱淑娟，

2012a；劉逸柏，2013：69-71）、供水計畫（張素玢，2011；趙祥、周桂田，2013）、

區位適宜性（廖本全，2012；曾昭揚，2013）等爭議仍然未解，惟此均不足以撼

動行政部門的開發決心，即令遭遇作為該案開發動機之友達光電放棄設廠計畫，

依舊不改其志，以轉型「精密機械園區」因應之（朱淑娟，2012b），時任國科會

主委朱敬一甚至表示：「把我剁成肉醬也不停工」（陳碧珠，2012），顯見二林園

區似有某種非開發不可壓力。縱使 2012 年 10 月 11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違反

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第 1、2、4 款規定，18認定為選址錯誤，史無前

例地判決撤銷中科四期開發案之「開發許可」，19行政部門仍堅持「定讞再停工」

（湯佳玲等，2012）。該撤銷之判決復於 2014 年 1 月 27 日遭 高行政法院「廢

棄」，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判決，20終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2016 年 5 月 5

                                                        
17 詳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停字第 11 號判決。後，2011 年 9 月 15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

年度訴字第 1882 號判決）認定，主管機關對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雖採較低之審查密度，並

無恣意及其他違法情事，「駁回撤銷」中科四期環評結論之訴。此駁回之判決復於 2013 年 2
月 7 日遭 高行政法院（102 年度判字第 70 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本環

評訴訟， 後於 2014 年 4 月 30 日以訴訟各方申請「合意停止訴訟」終。 
18 區域計畫法第 15-2 條規定，按區域計畫完成通盤檢討公告實施後，不屬第 11 條之非都市土地，

符合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者，為開發利用，依各該區域計畫之規定，由申請人擬具開發計

畫，檢同有關文件，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報經各該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後，辦理

分區變更。此等開發案件，經審議符合以下各款條件，得許可開發：「一、於國土利用係屬適

當而合理者。二、不違反中央、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基於中央法規或地方自治法規所為之土

地利用或環境保護計畫者。......四、與水源供應、鄰近之交通設施、排水系統、電力、電信及

垃圾處理等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服務能相互配合者。......」 
19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856 號判決。 
20 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59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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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認定無違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第 1、2、4 款之情事，原開發許可予

以維持。21惟須指出的是，此 終判決係本於尊重專業判斷、形式要件審查，恪

守司法自制（或限縮）而不介入政策決定所作成，例如個別因素被提及便認該因

素已獲充分合理之考量；是否該案之開發真為適當合理之國土利用，符合永續發

展之公共利益要求則非無疑！ 

 

二、竹科紅柴林基地開發之開發概要 

 

紅柴林園區計畫案的官方正式名稱為「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園區」（下稱

「竹科宜蘭園區」）的「紅柴林基地」（下稱「竹科紅柴林基地」）。相較於中央政

府堅持開發、 後還不放棄轉型為「精密機械園區」的中科四期，竹科紅柴林基

地是一個發展自 2004 年而於 2007 年宣布撤銷、中央及地方政府似乎並未高度著

力的計畫。 

 

首先，整個計畫雖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於北部新闢或擴建之科學園區」為

理由核准，但前置作業上卻沒有科學園區基地遴選作業一向的廣徵候選基地22程

序，完全省略對臺灣北部區域各縣市公開徵求候選基地的作業。再追溯做為科學

園區開發的做高指導政策的所謂「綠色矽島」大政下、行政院第 2714 次會議（2000

年 12 月 20 日）所通過的「新世紀國家建設計畫」並無在宜蘭開發科學園區或任

何形式的產業園區的計畫；之後，從宜蘭縣長變成行政院長的游錫堃所主持擬定

的「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也無在宜蘭設立科學園區的任何評估23。反

觀同一個「綠色矽島」政策下，陳水扁政府所喊的臺灣第三個科學園區是直接落

腳中部地區24，甚至在喊出「東部科學園區」25時，是跳過宜蘭而直指花蓮。換

                                                        
2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度訴更一字第 30 號判決。 
22 設立臺灣第二個科學園區（台南科學園區）時，是由當時的國科會發公文給各縣市自動提出符

合條件的土地區位，有 8 個縣市政府、提出 11 處候選基地參與遴選；第三個科學園區（中部

科學園區）時，則有中部 5 個縣市提出 8 處候選基地；同樣的，中科四期也是由 6 個縣市提出

7 處候選基地參與反覆的遴選程序決定。詳本研究第五章「個案研究（一）：中部科學園區二

林基地」第二節「中科四期(二林基地)計畫」, 頁 166~169。 
23  詳本研究 
24 這是前總統陳水扁「三個第三」中的臺灣第三個科學園區政策宣示，認為「台中市用排的、用

輪的，也該輪到、排到」(台中市政府，1999)而促成。但即使如此，在做成於中部地區設立「第

三個科學園區」的政策後，竹科管理局仍是邀集台中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等

政府召開初選前的準備會議，再從前述地方政府所提報的 8 處候選基地淘汰相對條件有待補強

的竹山、 彰濱、清水等三處基地，將剩下的 5 處候選基地送遴選委員會擇一處定案。 
25 2001 年 10 月 21 日陳水扁總統到花蓮為花蓮縣長參選人游盈隆站台背書時指出，發展生物科

技，北、中、南、東都要設立，他相信花蓮是 好的基地。因此，以總統的身份允諾要在花蓮

設立「東部科學園區」。詳邱燕玲（2001）,〈謝：在野癱瘓政府 不爭事實〉,自由時報,2001-10-22. 

308



句話說，一項是各縣市強力爭取因而不需公開徵求候選基地的科學園區開發計

畫，在找不出支持宜蘭單獨開發科學園區的中央指導政策甚至政策支票下，宜蘭

科學園區就能逕自高速通關，這是 令人匪夷所思的。 

 

根據官方文件，2004 年 2 月 25 日，宜蘭縣政府「主動積極」地向新竹科學

園區管理局（下稱「科管局」）管理局爭取在宜蘭設置科學園區（國科會，2005：

1-1；國科會，2012：報 1956），行政院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3 月 16 日）即

函覆「基於政府推動綠色矽島之目標」，同意讓宜蘭可以引用科學園區選址考量

中，以都會優先、交通優勢、園區優先及地方資源導向優先等原則進行適當基地

遴選，以納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於北部新闢或擴建之科學園區。同年 8 月 4 日即

由國科會主委吳茂坤、副主委紀國鐘、科管局局長李界木，率基地遴選委員抵達

宜蘭舉辦「竹科宜蘭基地首次土地遴選會議」（基地現勘會議），原訂於 8 處候選

基地中選出一處26做為竹科宜蘭基地。之後，卻在 8 月 31 日決定選出 5 個預定

地，除分為「通訊知識服務園區用地」以及「生產用地」外，通訊知識服務園區

用地有宜蘭城南基地、五結中興基地兩處確定入選，而生產基地再分為第一期的

員山內城基地，與第二期的三星紅柴林基地與天送埤基地。由於創下國科會推動

科學園區擴建計畫的新模式，因此被媒體戲稱27「一地五星」。然，不到 2 個月

內的 10 月 13 日，遴選委員會廢棄第一期生產基地為員山內城基地的決定，將

原定為第二期生產基地紅柴林基地調整為第一期生產基地。 

 

後續因爆發出縣政府提報的基地範圍與三星鄉公所對紅柴林地居民所溝通

的範圍有大幅差異、大量圈入優良耕地、絕大部分為私有地徵收……等問題，引

起在地居民的強烈抗爭，甚至發起罷免三星鄉代會主席等抗爭活動，加上經建會

邀集相關部會召開研商會議（同年 12 月 30 日）時、所得出的結論是「紅柴林基

地應經可行性評估後、市場商需求再推動」，因此，在可行性評估（2006 年 8 月

9 日）完成後的 5 個月後（2007 年 1 月 12 日），由國科會正式函知宜蘭縣政府放

棄紅柴林基地開發。簡單講，竹科柴林基地的提出不僅比中科四期早，甚至也比

中科三期還要早，但卻是一個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事業計畫階段即夭折的科

學園區。 

 
                                                        
26 沈如峰（2004）,〈竹科宜蘭基地八月底遴定 廠商明年底可進駐〉,中央社,2004-08-04. 宜蘭縣

四日電.  
27 李宗祐（2004）,〈一地五星 竹科宜蘭基地擇定 預定明年底取得土地供建廠 將開發成數位創

意和通訊知識服務園區〉, 中國時報, 2004-09-01. 社會脈動/A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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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中科四期的籌備過程，竹科紅柴林基地因為沒有進入開發計畫階段，

因此也沒有進入環評會與區委會的程序，當然對於相關環境影響的課題，如用水

規劃、廢水排放、污染防治、開發經濟效益、土地取得、居民徵收安置、地層下

陷、區位適宜、糧食安全等等課題也就都沒有正式討論的紀錄，因此也無法在這

些面向上做客觀性比較，難以逐項進行分析。但，單從竹科紅柴基地連選委員會

決定將第一期生產基地從員山基地更換為紅柴林基地的理由，已可看出遴選作業

的倉促與粗糙。根據科學園區的遴選作業紀錄，原已紀錄員山內城的 B 區部分

範圍與運作超過 70 年的深溝淨水廠28取水範圍重疊，因此初步決議以「淨水廠

500 公尺半徑範圍不做開發」為限制條件，刪減 137.6 公頃而成為 402 公頃，導

致當時科管做出「調整後之範圍崎嶇，較不適合產業用地規劃使用」的意見（國

科會，2005：附 3-22）。但這樣的關鍵限制條件卻在 8 月 31 日的決選會議上沒有

產生影響，員山內城仍獲選為第一期生產基地，三星紅鄉柴林及三星鄉天送埤基

地只是作為第二期生產用地。反而是在 9 月 15 日由竹管局召集的「協商宜蘭園

區籌設計畫書內容等相關適宜會議」中，臺灣省自來水公司提出重大影響範圍意

見，以及宜蘭立委陳金德向科管局局長李界木「建議」下，科管局才再召開「宜

蘭園區籌設計畫書內容討論會」（10 月 1 日）、做出員山基地因「修正後範圍未

達 200 公頃，且位於取水口上游，日後環評審查恐難通過，故調整基地開發順位，

放棄員山內城基地」（國科會，2005：附 3-30），並將紅柴林基地調整為第一期開

發區的結論，並附帶要再蘭陽溪上建一座連結員山內城與三星紅柴林的跨溪大

橋。換句話說，一個由地方政府自行提報、也經過科管局委託專業的中華顧問工

程司做基地現況資料彙整與評估的員山內城基地，竟也出現與長年做為民生用水

廠取水範圍重疊的問題，甚至在決選會議上被忽視，而正式公告為第一期基地。

又因為同一個理由，復於一個月後變更決議，整個遴選過程無法不讓人聯想到整

個程序都可能是在資訊不足下打鴨子上架的。 

 

從中央政策方針未規劃、遴選程序違反嚴謹慣例、未依環境既有限制條件刪

除不適當場址、事實證據被決策機制忽視、100%私有產權29優良農地等因素，卻

能將單一縣市所提出之多處基地多數納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北部新闢或擴建

園區，在在凸顯此計畫先射箭再畫靶的決策模式，至竹科紅柴林基地 終走入草

                                                        
28 深溝淨水廠建於 1932 年，主要場區面積約 20.5 公頃、建築面積約 2 公頃，早期屬蘭陽溪舊河

道，自 1923 年堤防完工後，此區域成為天然的地下水庫，供給蘭陽溪以北之員山、宜蘭、礁

溪、頭城，約二十二萬五千人使用， 
29 根據竹科管理局（2008）,《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宜蘭園區宜蘭城南基地開發計畫與細部計畫（定

稿本）》,p 附 8-21，在初期提報紅柴林做為候選基地時，當時範圍內的土地 100%為私有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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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撤銷之結局實不意外，遑論檢討該案是否符合必要性、公益性與踐行正當程序

之要件，以及永續發展之公共利益要求。 

 

貳、以正義永續性析論中科四期開發爭議 

 

承前，正義永續性係指，「在生態系統的支撐限度內，以公平正義的方式，

確保所有人（當代與未來世代）獲致較佳的生活品質。」下文將由「生活品質、

當代與未來世代、公平正義以及活在生態限度內」四面向，配合上尺度（scale）

之思考（Kurtz, 2003; Sze et al, 2009），進行析論。基於竹科柴林基地在選址階段

即面臨撤案，因此並未完成事業許可，更未有後續雨中科四期一樣的開發許可、

環境影響評估等程序，因此本節主要中科四期做為主分析論述的案例，輔以部分

的竹科紅柴林基地開發案做為補充印證。 

 

一、從「所有人」的生活品質與福祉面向 

 

首先，正義永續性之所以強調提升「所有人」的生活品質與福祉，是因為「所

有人都值得尊重，…不應該有任何人被當作集體幸福的工具」（Sandel, 2011: 

117）。相對的，中科四期所為的資源（如土地、水）重新配置，卻連「重置」、「完

全補償」等基本要求都未達到。如同住民經驗到的，「賣三分地買不到一分」，低

徵收補償與高安置房價間的落差，多數人根本住不起，勢將喪失現有的經營生活

條件（朱淑娟，2010）。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竹科紅柴林基地，特別紅柴林所在

的三星鄉不僅是宜蘭的主要稻米生產基地，紅柴林的農地又是名聞全台的宜蘭三

星蔥生產基地，仍逃不過徵收的命運。此等「農村生存危機」，正是理解住民為

何反抗的關鍵切入點（許博任，2011：50）。開發上述二科學園區之政策因此無

法符合正義永續性之公共政策的前提要件：不應不成比例地損害任何特定社會群

體（Agyeman et al., 2002: 88），遑論此案甚至是對「發展的榨取」歷史沈積下的

弱勢農村進行掠奪（廖正宏等，1986：57）。 

 

退而言之，即便將眼光聚集在經濟發展，正義永續性質疑傳統成長模式宣稱

的涓滴效應（trickle down effect），主張代之以能為弱勢社區創造綠色經濟機會的

新經濟，因為前者的實踐經驗多是擴大不公與不均（Luke, 2005）。儘管判決30認

                                                        
30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3 年度訴更一字第 30 號判決：二林園區已獲准進駐廠商計 15 家，預計投

資 148 億元，估計未來可創造之產值約為 4,800 億元，為當地帶來超過 26,000 名就業人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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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開發單位的「正面效益」之說，但以走完全部程序、完成硬體建設的中科四期

迄今僅一家廠商實際進駐之現實31，以及學者評估的外部成本來看32，其經濟效

益是否浮誇便非無疑；即令果能創造就業機會，當地的勞動力特性恐也不符廠商

所需（詳後述），對當地就業與經濟狀況之提升作用因此有限。倘預期可視為「實

存」，便不應有土地廠房閒置、蚊子園區的問題，畢竟每個開發案皆始於所謂的

正面效益之評估。此外，在一次次的高科技環境事件後，在在證明其環境風險，

高科技產業的綠色光環早已褪去而難謂環境友善（Smith et al., 2014；杜文苓，

2008）。爰此，雖然科學工業園區發展政策標舉「符合永續發展與在地需求」之

目標（杜啟祥，2014：8），可是中科四期與竹科紅柴基地開發案既非在地亦非綠

色，難謂為正義永續之計畫。 

 

二、從「滿足當代與未來世代之需要」面向 

 

其次，就「滿足當代與未來世代之需要」而言，正義永續性不是保育至上論，

凸顯代內公平（intra-generational equity）的重要性，以確保人類得以發展與滿足

需要之能力。代內公平可由發展的地域觀點（territorial aspect）（Seghezzo, 2009: 

548）來考察33，亦即發展的效益與負擔是否帶來空間上的分配不公問題。以中

科四期激起的三大抗爭來看，除徵收拆遷已分析如上外，取水、排廢二者皆與開

發之外部性有關，爭點在於是否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34。法院之認定憑

藉為農委會的「專業判斷」；惟未細究的是，據以作出判斷的《農業主管機關同

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能否確實維護農業生產環境完整性？揆其

實，該要點並無禁止轉用區之規範，而「分區分級」制僅反應寬嚴程度不等的變

更審查要件（劉小蘭，2009：169）35，真正用以維護農業生產環境者則是「隔

                                                                                                                                                               
助我國整體產業升級與科學技術之發展，更將創造國內高科技人才之就業市場。 

31 二林園區核准在案廠商有 12 家，至 2016 年 8 月 19 日筆者現勘止，僅一家衛材廠實際設廠。

詳參中科管理局網站：

http://www.ctsp.gov.tw/chinese/11manufacturer/03search.aspx?v=1&fr=11&no=229. 後到訪日

2016 年 5 月 30 日。 
32 例如，陳吉仲（2012：48）評估，單是開發中科四期之「引水工程」對農業產值、糧食安全、

生態環境及景觀價值之衝擊，便造成至少 40 億元的外部成本，這還不包括 22050 個農家戶因

無法生產所造成的失業及不公平性問題。 
33 發展的地域觀點包含物理、地理與文化建構之空間等三個次層面（Seghezzo, 2009: 540），此處

僅論及地理面向，餘下二者將在接續的第三、四點說明。 
34 農業發展條例第 10 條參照。 
35 將農業區類型化為辦竣重劃之特定農業區、未經重劃之特定農業區、政府核定之養殖漁業生產

區、一般農業區以及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之農業用地，並課予不同的農業區以寬嚴不等之

限制（即例外同意情形之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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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綠帶或設施」之規定，可是大規模的不相容土地使用（如工業區）能否以綠帶

或設施隔離實大有問題，畢竟污染物往往會隨著環境載體（如空氣、水）而移動。

特別是，該要點列舉許多阻絕效果堪慮的「開放性」隔離設施36。竹科紅柴林基

地雖然尚未有具體的規劃、致無由評估污水排水方案是否如中科四期一樣會造成

環境生態污染疑慮，但取水水源卻設定使用原先全部做為民生用水的羅東攔河堰

37，等於全部水源皆移做高耗水的高科技生產基地用水，原本要解決的民生與環

境問題需全部擱置。爰此，所謂的「專業判斷」對確保農業生產環境完整性之實

效，恐難以期待！ 

 

若就農業發展之源的農水以觀，中科四期鄰近區域之「供四停六」灌溉模式

已行之多年，顯見當地水資源不足之現實。例如，地下水一直是雲彰地區農業用

水主要來源，而莿仔埤圳沿線的農田缺水率更高達 48%（趙祥、周桂田，2013：

122、121）。惟不論是原初以光電業為核心的規劃或轉型後的精密機械園區，卻

均將調撥農業用水作為供水計畫之一，且法院認為調撥水量僅占農業用水 4%，

屬粗放管理之農業供水「誤差範圍內」，應不生影響。此等統計上之理解，其正

確性容或有待實踐之檢驗，但調撥將惡化供水不足之風險則為必然，從而使農業

發展處於更加不利的景況。例如，彰化農田水利會在環評審查會議亦表示，無法

承諾未來不會再度休耕（朱淑娟，2009d）。按過往經驗，在單位水量產值比考量

下，一旦缺水，農業勢將被迫休耕以成全工業。試問二林園區開發案真無礙於彰

南地區之農業發展？整體而言，開發中科四期對週邊地區一級產業之發展帶來衝

擊應屬實情，故有發展損益分配不公之問題。 

 

此外，農地係屬珍稀土地資源，尤其是在全球氣候變遷，糧食供給不穩（甚

至不足），以及農業／地之生態、文化、景觀與生產等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

備受肯定的社會歷史脈絡裡（李承嘉，2012），保存農地之重要性更為顯著，涉

及代間公平（inter-generational equity）問題。竹科紅柴林基地紅柴林以優良水質、

無汙染土壤及專業栽培技術聞名，所生產農作物品質佳，且農委會甫於 92 年完

成區內 410 公頃、1 億多元工程預算的農地重畫，並已規畫為青蔥生產專業區，

從而被行政院列為撤銷計畫的原因之一。不過，在中科四期的爭議上，法院卻將

思考焦點置於園區場址是否屬「法定計畫」（即中部區域計畫）所指之「優良農

                                                        
36 例如，通路、水路、空地、廣場、平面停車場、開放球場、蓄水池、滯洪池等。 
37 此計畫為減少宜蘭地區地下水超抽、防止沿海地區地層下陷及提高地面水使用率（監察院，

2009：2）而興建，上限為 20 萬噸/每日，而竹科紅柴林基地的用水量為 20.3 萬噸/每日，參閱

本研究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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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上，並以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現況、農業主管機關未公告優良農地

範圍，以及中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以下簡稱中一通）對於優良農地未作

定義等理由，認定該案未違對於優良農地開發之限制。依法論法，此一論斷並非

無理，但執著于優良農地之特別保護，卻也忽略了園區位處重要農業生產地帶之

事實。按農業發展區之劃設，其適宜性分析涵蓋了潛力與限制兩方面，前者包括

耕地土壤及作物適栽性、水利灌溉與農地重劃等項目，後者則以農地之穿孔、碎

裂與切割、與工業區距離以及城鄉蔓延為指標，顯見「優先維持大區塊農地之農

業行為」極其重要（岳裕智等，2008：6-18；農業發展委員會，2003：167）。以

此觀諸 1991 年《彰化縣農地利用綜合規劃報告》、2001 年《彰化縣綜合發展計

畫（第一次修訂）》、2007 年《臺灣中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以及

2008 年《彰化縣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計畫》，38二林地區之空間定位與規劃均為以

農業發展為核心的優質鄉村聚落型態，無論該等計畫是否屬法定計畫，但二林園

區場址係屬重要農業生產地帶應無疑義，復以二林並不具開發科學園區之優勢條

件（詳後述），何以非設址於此實難理解。 

 

三、從「公平正義程序」面向 

 

第三則是由公平正義的承認與程序面向檢視中科四期與竹科紅柴林基地，承

認多與地方感有關，程序則主要是指有意義的參與。Arturo Escobar （2001: 140, 

141）將地方（place）定義為「對於具有紮根性（groundness）、界限感以及連結

每日生活之特定地點的體驗」，強調發展的替代路線必須納入地方的自然、文化

與政治之考量。以二林園區原屬之鄉村聚落型態而言，應有的認識為「農村、農

業、農地與農民之間關係密切，他們共同形塑一個空間‐‐『農村』，⋯⋯而產業、

土地利用方式和景觀，以及人群的某些特徵共構了這個空間」（李承嘉，2012：1）。

首先必須承認此一空間內在複雜肌理的存在，才有作出適切的規劃方案之可能。

設置一座科學園區因此絕不只是在鄉村地景中劃出一塊工業用地，而是大幅度地

更動或翻轉該地區之農村生活空間的實質內涵（如社區紋理、人地關係、生活模

式等），這也是何以行政部門的專斷規劃引起反彈之因（方媺伶等，2011）。類似

的，未能區別「家」與市場之「不動產」的差異，以及將公共利益化約成各種經

                                                        
38 依《彰化縣農地利用綜合規劃報告》之規劃，中科四期場址屬之農業生產區段類型為「蔬菜區」、

「原料甘蔗區」、「水稻區」；《彰化縣綜合發展計畫（第一次修訂）》將二林分區定位為具「文

教特區、優質住宅區及濱海生態農業休閒遊憩帶」等功能；《臺灣中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草案）》規劃彰雲地區為「田園生活區」；以及《彰化縣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計畫》設定二林

地區農地優先釋出之土地面積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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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損益總和之衡量，都是未能承認地方的多重意義與價值以及需要的多元性之顯

例。試問，侵害人權而有利可圖，可謂為符合公共利益之舉？環境品質、社會平

等、個人健康等需要又該如何以貨幣價格折算？也就是這樣的多元／重性彰顯了

程序正義的關鍵地位，多元的意義、價值與需要只能透過住民自己言說的方式表

達，進而納入決策考量。可是在中科四期案中，當地住民僅於區委會審議時被「徵

詢意見」以及環評程序之「說明會」被告知等形式參與（曾昭揚，2014；趙祥、

周桂田，2013；楊惠真，2012；劉逸柏，2013），竹科紅柴林基地案的情況甚至

是在遴選委員會確認為第一期生產基地後，一個老村長要蓋房子、被縣議會副議

長提醒，才知道已劃入科學園區範圍（林忠毅，2007：48），民眾才察覺計畫的

提出指在縣政府與鄉公所的承辦人員之間就決定了，離有意義的參與實遠，遑論

自我決定。 

 

四、從「生態系統限制」面向 

 

後，就「生態系統限制」來看，竹科紅柴林基地因未進入具體規劃階段，

不足論斷，但從中科四期的發展過程觀之，大抵上還是不脫「人定勝天」的傳統

工程觀念。我們無須陷入是否位處「地下水補注區」、「地質潛在災害敏感地」（即

地層下陷區）之爭，因為該等區塊于法仍可開發，僅係「有條件的限制」其使用

種類及強度。以目前的科技能力論，許多問題都能以工程處理之（至少是部分、

暫時），但遊走於容受力邊緣的意義為何，豈非永續發展理念之背離？前揭限制

都是區域性的問題，囿於留設特定比例透水層面積以及屬地層下陷區邊緣之見何

益！雲林彰化地區之所以成為地層下陷區，甚至危及高鐵行車安全，正是因為「可

供應地面水源不足」，每日僅有約 38 萬噸之數，長期仰賴「地下水」之故，在此

等水資源稀缺（water scarcity）區域設置科學園區（監察院，2011；趙祥、周桂

田，2013：122、124），然後透過「越域」引水工程供水，39這難道不是無視地

方生態承載力限制之舉。此外，農田水利會與中科管理局簽屬的供水合約承諾，

將以「持續穩定」之方式提供園區用水，倘若未來農業用水因瓜分調撥而不足，

是否誘發超抽地下水，惡化地層下陷問題（趙祥、周桂田，2013：135）？ 

 

整體而論，中科四期是否淪為負和遊戲（negative sum game）或「蚊子園區」

                                                        
39 中科四期規劃的用水方案分為「短、中、長三期」供水計畫。短期用水來源為竹塘地區的自來

水系統；中期由集集攔河堰北岸連絡渠道的「莿仔埤圳」引水調用；長期供水則來自當時尚未

通過的大度攔河堰開發案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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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難斷言（劉逸柏，2013：57；劉光瑩、何榮幸，2012），不過從目前的發展情

形看來，此等譏評亦非無據，畢竟進駐廠商僅有 1 家；惟設址於此絕對是高度爭

議性，甚至是難以想像，遑論「正義永續」之有。而從竹科紅柴林基地開發案的

發展，撤案或許反而是免於浩劫、而使正義得以持續的開始。就「規劃理性」以

觀，真正的癥結在於為何非得在此地開發園區，該地究竟有何不可替代的優勢？

換言之，何以規劃過程未能將謬誤或不適排除？爰此，後續分析將以轉向產製此

不公義、不永續開發案之機制，亦即設置科學工業園區之程序規範。 

 

第四節  孕生爭議的制度：開發科學工業園區之程序規範 

 

就我國之土地使用規劃與管制體系而言，科學工業園區開發係屬各部門長期

實質發展計畫或空間部門計畫，由其主管機關國科會依據《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

理條例》進行規劃設置，其過程可概分成：國科會提出「興辦事業計畫」，報請

行政院核定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據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及其子法等

相關規定，進行「空間計畫」之變更，若涉及私人土地之取得，則由園區管理局

為需用土地人，提出「土地徵收計畫」以取得用地。40因中科四期係由非都市地

區之農業用地轉用，故「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為所涉空間計畫與管制體系的核

心部分，而該變更乃循「目的事業導向的開發許可制」運作，以「事業許可」為

其准否之關鍵（徐芬微，2003：4）。另，基於竹科紅柴林基地未進入前述程序，

而中科四期亦未為特定區計畫之訂定，以及土地徵收在實務上被操作成附麗於前

二計畫，為使分析聚焦，下文將僅涵蓋中科四期開發程序的事業許可與開發許

可，合先敘明。 

 

壹、事業許可 

 

按《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2001 年修法後第 1 條後半段之規定，41「行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依本條例之規定，得選擇適當地點，報請行政院核定設置

科學工業園區。」由其開發係依據單獨科學工業園區之組織條例立法，且以國科

會為主管機關，迥異於一般工業區之建制可知，園區開發「充滿政策性」，並反

應在「高位階之行政計畫」（如亞太營運中心）之類的計畫程序發動理由上（林

                                                        
40 《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1、5、12 條參照。 
41 該規定修法前之原條文為：「行政院依本條例之規定，得選定適當地點，設置科學工業園區。」

由行政院獨攬計畫擬定與確定之權限規定可知，設置科學工業園區之程序規定實處法制不備的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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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鏘，1999：50、53）。若以依此規定而設立之中科三期為例，圖 7-2 看似繁複

的步驟其實只有國科會籌設或擬定計畫，以及行政院核定或確定計畫兩個程序單

元；亦即，在「國科會立案」之前的步驟概屬規劃過程。前揭規定雖將計畫擬定

與計畫確定之權責機關劃分開來，但仍不脫「行政內部作業程序」之本質（李建

良，2011a：14），有意義的程序規範近乎闕如。或因如此，行政部門特別強調所

謂「嚴謹的基地評選」（張運宗，2008：36），期能招公信。另值得注意的是，此

時期的計畫程序發動原因已由整體性「政策需求」轉變成個別廠商的「建廠需

求」，反映出行政部門在園區設置事務之角色已有「主導者」與「配合者」之異。 

 

 

圖 7-2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發展區籌設流程 

資料來源：張運宗（2008）。《中科志》，頁 36。 

 

貳、開發許可 

 

在相同的法制規範下，中科四期的設立一如中科三期的流程般，行政部門亦

將重點放在用地遴選上，並進一步細緻化其作業，分「檢核、初選及決選」三階

段，執行「推甄基地基本資料審核、候選基地適宜性評量及候選基地優序綜合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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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等內容；惟因僅 7 處基地參與推甄，故實際上改採以檢核、決選二階段評選

方式進行（張運宗，2008：232-7），其籌設流程如圖 7-3 上半部所示。 

 

我國非都市土地係運作於「計畫管制」模式之上，於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

區域內有關之開發或建設事業計畫，須與區域計畫配合。非都市土地（不含國家

公園土地）之管制依《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規定，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按照「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並編定各種

「使用地」，據以執行。換言之，非都市土地管制係循「計畫指導」以進行「兩

層級式分區、編定管制」之規範模式（戴秀雄、王珍玲，2011：21）。惟為因應

實際發展之需要，該法第 13 條設有發動變更之規定，除 5 年通盤檢討外，另有

因「發生或避免重大災害、興辦重大開發或建設事業、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之建

議」而得隨時檢討變更者。倘由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以觀，其方式大抵上可以區

分成「開發許可」和「用地別變更」兩大類，前者適用於涉及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之大面積變更案件（例如特定農業區變更為工業區），後者則係為分區容許使用

範圍內之小面積使用地變更編定案件而設。中科四期即屬「重大開發」之事例，

因其開發規模逾 600 公頃，又涉及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及特定專用區等分區

之變更，42故適用「開發許可」之規定。 

 

在運作上，開發許可係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 章「土地使用分

區變更」專章規定辦理，其程序為申請人擬具「開發計畫」，43檢同「有關文件」，

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經區域計畫委員會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

作業規範》審議通過，由該管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許可後，始得辦理分區變更。

前揭審議依《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1、上開規則第 14、15 條以及作業規範總

編第 8 點之規定，其重點在於「開發計畫」，反映出許可制的「目的事業導向」

特性。由此可見，現行之開發許可制係「個案審查開發案制度與土地使用分類管

制之混合體」，其核心在於維持土地分類管理架構，透過變更分區之方式，達到

符合開發人所需土地編定種類之目的，迥異於英國規劃許可制（planning 

permission）用以管控、確保個別土地開發案符合綜合計畫之設計（戴秀雄、王

珍玲，2011：82；吳東憶等，2010：3-27）。惟此一運作模式，卻會導致「管制」

現況與區域計畫之應有「指導」相互逸脫的問題。 
                                                        
42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0、11 條參照。 
43 《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說明，「開發計畫」應包含下列內容：開發內容分析、基地

環境資料分析、實質發展計畫、公共設施營運管理計畫、平地之整地排水工程、其他應表明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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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申請人」於中科四期案例中係指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

中科局），因此土地使用變更作業是由中科局檢具申請書、開發計畫書圖、水土

保持規劃書及環境影響評估書圖等《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 6 條所定

之書圖文件，向彰化縣政府提出申請。該管政府受理申請後，依《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第 14 條規定，應查核開發計畫書圖及基本資料，並視開發計畫之

使用性質，徵詢相關單位意見後，提出具體初審意見，併同申請案之相關書圖文 

 

 

圖 7-3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開發流程 

資料來源：修改自《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二；《內政部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許可案件

申辦須知》附件二；張運宗（2008）《中科志》，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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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送請各該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即內政部），提報其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內

政部於收到彰化縣政府核轉之開發計畫相關書圖文件及查核意見後，辦理專案小

組現勘及審議，另因該案涉及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之審議，相關作業依《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7 條規定得採「併行審查」方式辦理（詳圖 7-3 下

半部），俾爭取時效（經濟建設委員會，2006：90）。 

 

內政部俟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作出審查決議，申請人依專案小組決議提

送補正資料，且環境影響評估及水土保持規劃審查完竣後，方才舉行區域計畫委

員會大會審議，審議通過後由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發許可予申請人（經濟建

設委員會，2006：96-7）。此間所指之「審議」，性質上迥異於《非都市土地開發

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8 點，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區域計畫擬定機關

受理申請開發案件時，應『查核』開發計畫及有關文件」之規定；亦即，前者為

實質審查，後者僅係形式審查而以勾選表列項目為之。申言之，審議係一綜合考

量，盱衡審酌諸般要素之決定過程，《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2 提供了許可開發

之基準，《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亦有類似的原則性指導說明。44至

於區委會審議之對象主要是「開發計畫」，其內容含括開發內容分析、基地環境

資料分析、實質發展計畫、公共設施營運管理計畫、平地之整地排水工程等，非

僅止于實質發展計畫內容之一部的「土地使用計畫」。45要言之，此審議理應以

整全視角，通盤考量開發基地及其所在區域各種要素、面向之決定。 

 

第五節  討論：規劃理性或政治專斷？ 

 

如圖 7‐3 所示，中科四期的設置須得經過層層節制的計畫程序，但從第三部

分的分析可知，二林園區其實是一個大有問題的開發案；如是，包含了規劃、政

策決定以及綜合審議（即開發許可）等諸多階段的計畫程序，其意義究竟為何？

何以該等程序均未能排除此一極富爭議的不適開發案？以下將分別由規劃面的

選址、經建會的政策決定，以及區委會的綜合審議，析論現制的問題。 

 

                                                        
44 例如，開發個案應「符合區域計畫保育水土及自然資源、景觀及環境等土地利用方針」，以及

「區域計畫之部門發展計畫之指導」（第 3 點）；「保育與利用並重」（第 17 點）；「確保基地通

往中心都市之縣級（含）以上道路系統的順暢」（第 27 點）；基地位於河川新生地範圍者，其

開發計畫「應符合河流流域之整體規劃」（第 44 點之 1）等。 
45 對於申請人採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與使用地變更編定同時申請辦理許可之案件，《非都市土地開

發審議作業規範》附件三詳列「實質發展計畫」包含土地使用計畫、交通系統計畫、公用設備

計畫、景觀計畫、分期分區發展計畫、防災計畫等六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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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選址偏誤：以科學偽裝的政治決定 

 

概念上，土地利用規劃意味著在環境潛力與社會需求間尋求一個的合理妥協

或折衷（reasonable compromise）方案；畢竟，不是每個地方的環境資源條件都

能支持人類社群為特定發展之要求（Bocco et al, 2001）。此即《科學工業園區設

置管理條例》第 1 條，明文「選擇適當地點⋯設置科學工業園區」之理，並反應

在實務上對「遴選基地」的強調。例如，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委託的《設置科學

園區總體環境分析之研究》便建議六大類的評選架構：自然環境、產銷環境、研

發環境、生活環境、社會資源、行政配合（林建元等，1999：5-34），而《設置

中部科學園區可行性研究》則提出社會政策配合性、對科技廠商吸引性、地方執

行可行性等三大向度之評估體系（鍾懿萍等，2001：3-23），至於中科四期採行

者，係由 3 個向度、10 項準則、28 種指標組構而成（詳表一），以「分析階層程

序法」一方面剔除不適宜的區址，他方面則篩出有助於園區成功發展的基地（張

運宗，2008：237）。惟，中科四期開發案卻連消極地剔除不宜開發者都未做到。 

 

表 7-1 中科四期用地評選指標及其權重 單位：% 

資料來源：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2010：附 16-123~附 16-125 

註：1. 包含三個向度在內的「整體適宜性分析」合計占總分之 80%，餘下之 20％為「綜合評分」。 

   2. 括弧內數值代表評比項目的權重。 

 

向度 準則 指標 

區位環境 (8.69) 面積規模與使用性；地區水資源條件；與上位計畫指導契合性 

自然環境 (5.96) 地形及地貌條件；可能環境災害 

環境 

條件 

(28.75) 限制環境 (14.1) 環境敏感區位、污染源之避免；文化遺址及資產之保護 

交通環境 (8.07) 與核心園區、聯外交通、國際運輸之近便性 

產業環境 (5.27) 既有產業發展基礎；形成科技產業聚落潛能 

研發及人力環境 

(3.56) 

學術科研機構；人力資源供應 

開發 

潛力 

(22.08) 

生活環境 (5.18) 都市機能；教育設施；醫療設施；文化休閒設施 

開發配套 (7.36) 聯外交通改善性；水電設施、環保設施、周邊地區發展配合性

財務負擔 (10.29) 土地取得及開發成本；開發方式及政府出資金額 

開發 

執行 

(29.17) 執行能力 (11.51) 招商計畫；土地取得難易度；行政配合與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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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雖說剔除不適宜者為選址之消極性作用，但其實更是它的基本功能，

因為勉強設置往往造成開發與營運之困難，違背規劃之「善為預謀」本旨。如表

一所示，中科四期之適宜性分析涵蓋了三大向度，其中屬於應避免之負面指標（如

可能環境災害、環境敏感地區）以及應高度符合否則障礙甚巨的必要條件（如地

區水資源條件），多落在「環境條件」項下。此一向度的重點在於，挑出「物理

環境」能支持科學工業園區發展所需要之區位。該等指標、條件容或非是必不能

技術性克服者，但在強調「人與環境」和諧共處的永續發展時代裡，環境條件或

限制理應予以（高度）尊重，避免帶來過大的環境負荷。可是就權重比例分配來

看，「開發執行」被賦予 高的權重比（即 29.17%），顯示主事者仍抱持著「人

定勝天」的陳舊觀念，而所謂的「開發執行」內涵多可與「行政配合與承諾」作

聯結。只要地方政府「勇」于承諾（非等同于履行），該基地之評分勢必拉高，

從而稀釋環境適宜性之根本重要性。 

 

其次，從整體評選權重分配來觀察，「開發潛力」占 22.08%、「開發執行」占

29.17%、以及「綜合評分」占 20%，三者合計高達 71.25%；此等權重比已實質

上使「環境條件」變得無足輕重。正因如此，即使評選指標明列「地區水資源條

件」以及「可能環境災害」（地層下陷為其說明示例），以相當耗水的光電、積體

電路為主力產業之原始規劃，仍得落址於缺水的彰化（含二林），而「長期」受

地層下陷之擾的彰化西南地區，46（經濟建設委員會，2011：7-9）同樣無礙於二

林基地的脫穎而出。「與上位計畫指導契合性」之指標亦有類似情況，儘管彰化

縣政府（2011：17）自承其一級產業之特殊性與重要性，且彰化作為重要農業生

產地區之定位也一再被中部區域計畫第一、二次通盤檢討確認，二林鎮則是「具

備生產功能、農業技術升級、觀光休閒的農業生產單元」之區位機能；惟於此優

質農業生產基地與田園生活區規劃設置不相容的大規模工業園區，卻在評選中顯

得無關宏旨。無怪乎，廖本全教授在內政部區委會第 292 次審查會議會有，「這

樣的指標與權重，還需要選址嗎？」的質疑。質言之，此評選架構意味著，彷彿

只要人的因素或社會條件能配合，沒有不能設置科學工業園區的地方。 

 

後，即令將眼界限縮在社會面向，二林基地也難以通過檢視。以有益於園

區未來發展之「開發潛力」向度而言，其中 能影響園區發展者，當屬「產業環

境」以及「研發與人力環境」二類。然，彰化縣的二級產業以「傳統製造業」為

                                                        
46 二林鎮於 2006 至 2008 期間甚至是 大下陷量之所在，成為另一個下陷中心（經濟建設委員

會，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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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且多集中於彰北地區，二林鎮之工廠登記家數名列彰化縣 26 鄉鎮市倒數

第 7 位；三級產業則以「批發及零售業」為主，占總家數近 80%， 能支援園區

的「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卻僅 1.83%，可見產業環境缺乏優勢（彰化縣政

府，2011：21、23）。另由園區高科技產業需要高等人力之特性來分析，彰化縣

於 2008 年底 15 歲以上人口具大專以上學歷者僅 27%，47其專科及以上之「人力

資源供應」條件不佳，且縣境內亦只有 5 所大專學校，所能提供的「學術科研機

構」支持十分有限（彰化縣政府，2010：62、308）。 

 

要之，透過「權重」的調配或操弄而讓「開發執行」成為評比關鍵的結構裡，

運用看似科學的分析階層程序法，以及狀似嚴謹的評選指標架構之「效果」，其

實是掩蓋了園區能否成功發展之物理與社會環境的重要性。可議的是，土地權屬

單純而能配合廠商建廠時程取得、鄰近彰林超高壓變電站能于短期內供電，以及

彰化縣政府充份展現積極配合之態度等「開發執行」因素（張運宗，2008：237）

48，或有助於儘早「開發」，卻使開發完成後的「營運或發展」未收到嚴肅考量，

終因不當區址未被排除，致開發過程爭議紛呈、時程延宕、營運招商困難之窘境。 

 

貳、事業許可：政見導向的政策決定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國科會作為興辦事業計畫的提案機關，在績效考量下，所

提規劃案未必全觀或全面，甚至有不甚妥適者；該等計畫之得當與否端賴受行政

院交議之經建會，從國家永續發展、資源統籌規劃的視野與高度加以審議決定，

是項過程稱之「事業許可」。惟於中科四期之案例中，前揭審議機制卻未能發揮

擇優汰劣之作用，反而是在「國家重大建設」的大纛下，給予政策背書，導致後

續計畫程序的審議「壓力」（詳後述）。自 1980 年政府啟用第一個科學工業園區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始，迄今已有三大園區聚落，共計 13 個基地，面積逾 4,600

公頃之規模。但在此發展歷程中，「科學園區開發過剩」的質疑或警告卻不曾間

斷（夏傳位，2000；聯合晚報，2002；詹益承，2012）。縱使不論各類工業用地

（如科學工業園區、工業區、加工出口區等）政策間的競合問題（林明鏘，1999；

臺灣大學，2004；鍾麗娜、鄭明安，2009），單就園區閒置比例過高以及開發作

業基金負債嚴重以觀，中科四期開發計畫便是極有問題，不應通過政策審查。 
                                                        
47 該數值僅記入專科與大學畢業，以及以上學歷者。 
48 中科管理局所列原因有四，未於正文所表者係：「預定興建的大度攔河堰水量尚敷供二林基地

中長期用水需求」；惟是時該案尚未通過環評審查，非能視為符合「新增水源是否可充分供應

園區用水需求」之指標，故不列出（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2010：附 1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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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民國 98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中興新村高等研

究園區等園區開發計畫的規劃或執行作業未臻嚴謹，且迄 2009 年底整體園區土

地閒置率達 21.88%，其中又以銅鑼、高雄與虎尾等園區分別閒置 64.96%、

53.47%、47.43%為 ，至於標準廠房之整體閒置率亦達 28.59%之高，顯見園區

開發供過於求，卻又計畫投注鉅資新增園區土地，要求國科會改善（審計部，

2010：乙-191）。類似的考覈意見亦見諸歷年的《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

年度預算評估報告》，立法院預算中心早於 2003 年即提出「科學園區閒置土地問

題已發生」之警告，49此後更年年檢討此一問題，如 2005 年「廣設科學園區，

未充分考量科學園區用地供需平衡問題，似有未妥」之語，已有批評之意，2007

年「科學園區規模擴建快速，…致有閒置情形，宜檢討改進」，更是明白的指謫

（立法院預算中心，2003：1；2005：3；2007：1）。再由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

業基金之財務狀況來看，該基金債務餘額自 2005 年底之 672 億 7 千 6 百餘萬元

逐年攀升，至 2009 年底已逾 1,144 億元，增幅為 70.19%；相應于此，負債比率

則從 55.95%提高至 62.74%，資產報酬率更從 2.8%降為 0.13%，足見財務惡化之

窘迫（審計部，2010：乙-193）。 

 

事實上，該等問題並非不為主事者所察。早在 2005 年經建會第 1231 次委員

會議，決議「原則同意」通過「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 3 期發展區（后里基地）籌

設計畫書」時，即已要求國科會重新檢討未來科學園區之開發（經濟建設委員會，

2005）： 

 

1.基於科學園區作業基金現已負擔沉重，國科會現正進行中之「科學園區作業

基金財務計畫評估」未完成前，不應再陳報新設科學園區開發計畫。50 
2.請重新檢討有關科學園區之選址與設立程序，除應優先考量現行去化工業區

土地之政策外，應針對區域內之土地進行整體之適宜性分析，以找出潛在

可行之替選基地，其中台糖土地其取得成本已與私有土地相同，不應只是

惟一考量，應積極尋求民間土地並排除可能抗爭，以提升開發效率。 
3.應突破現有政府出資開發科學園區之傳統作法，積極推動包括合作開發、廠

商取得土地納入園區之開發模式，並應以鼓勵民間辦理為優先，不足部分

再以科學園區作業基金配合辦理，以減輕財務負擔，避免重蹈工業區開發

                                                        
49 2003 年之版本係作者所能取得之 早資料，或許立法院預算中心于更早即有相關提醒，特此

說明。 
50 斜體字之強調為作者所加，後文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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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問題之覆轍。 
 

儘管當時國科會承諾不再開闢新的科學園區；然不久，七星農場案與中科四期之

籌設計畫卻又送進經建會審查。於是乎，在 2008 年經建會第 1339 次委員會議，

審查「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四期（二林園區）籌設計畫書」決議時再度指出， 

 

截至 97 年 9 月底止，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債務餘額已達千餘億元，為健全

基金財務，應請國科會針對可供民間參與建設項目….. 優先由民間參與，並促進廠

商儘早投資生產，以降低基金之負擔。（經濟建設委員會，2008） 
顯見財務狀況之惡；惟仍以「預估本案確有經濟效益、中部地區高科技產業設廠

土地需求殷切、本案係屬愛台 12 建設之一」等理由，同意辦理（ibid）。證諸事

實，二林園區已於 2012 年中轉型成「精密機械園區」，如此演變無疑是否證了「高

科技產業設廠土地需求殷切」之說，同時也證成了該案的非必要性，復以園區對

面另有彰化縣主導的「二林精密機械工業園區」，彼此競爭，無怪乎迄今實際設

廠者僅有一家，有淪為「蚊子園區」之虞（劉光瑩、何榮幸，2012）。 

 

承上所述，中科四期實難謂有其政策必要性，以「屬愛台 12 建設之一」之

理由而同意開發，不免予人虛擲公帑、浪費國土資源之感，但卻依舊取得事業許

可，顯示事業計畫之審議不夠嚴謹，政見凌駕應有的專業判斷。此間所涉議題有

三：一、「經濟」建設委員會往往以「經濟至上」的價值判準評價個案，輕忽對

環境、社區衝擊等其他因素之合理考量，其政策決定之周延性問題；二、「委員

會」成員主要係由中央部會首長充任，51在無外部監督與多元意見投入的情形

下，「委員會議」殊難突破「重大施政構想或開發案」的政治侷限，成為跨部會

政策背書單位；三、《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1 條顯示（詳第四部分），

科學工業園區政策形成僅有「行政內部作業程序」，缺乏有意義的程序規範，存

在規範赤字問題。誠然，政策形成係屬行政權，帶有高度政治判斷之性質，不過

僅由「政治責任」對應政策錯誤／失敗，並不足以衡平實質承擔政策後果者仍是

受衝擊之社區，乃至於不可回復之環境破壞的事實。爰此，合理的制度設計應納

入適當的民主參與，為「決策未知」的不確定問題，提供「政治解」，同時也更

為符應「民主治理」的時代脈絡。 

                                                        
51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組織條例》第 11 條規定，「本會置委員十一人，由行政院院長指定

行政院政務委員、中央銀行總裁、財政部部長、經濟部部長、交通部部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主任委員、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主計長及聘用有關人員充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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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開發許可：謬誤的「行政一體」實踐 

 

空間規劃係「整合、協調不同部門中有關空間的問題與資源分配，解決部門

政策間的競合與衝突，促成環境、經濟與社會的融合發展，達成國土空間秩序之

有效安排」的行政作為（經濟建設委員會，2010：1-2）。既有計畫多因社經等情

勢之變遷而有隨時檢討變更之需要，開發許可制便是為此而設。然，理應綜整考

量環境保護、國土利用、水源供應與經濟發展等各種因素之許可制（林昱梅，

2011：55），在實務操作上，卻淪為變更分區成合於目的事業開發項目之旋轉門，

導致區域性空間秩序編派的破壞；亦即，開發基地本身固然符合使用分區規定，

卻可能與周遭大範圍之使用相衝突，中科四期即為適例。之所以如此，主因就是

「目的事業導向的開發許可制」賦予事業計畫某種高位權力，致使後續的土地使

用計畫（如區域計畫）、環境保護計畫（如環評、水保）及土地徵收計畫等相關

計畫，幾乎成為其附屬配套，缺乏自主性，無從發揮分立之行政部門所應承擔的

功能，形成決策與審議之「程序式階段論的危機」（鍾麗娜、徐世榮，2013：17）。 

 

是項制度運作於臺灣這樣的「追趕型」發展掛帥國家（王振寰，2010），其

外顯過程便是相關計畫展現超高行政高效率，配合開發時程的要求，中科四期的

操作實況則為「預言開發、密集開會、併行審查」。於國科會甫宣布中科四期落

腳彰化二林後，行政院為協助廠商迅速進駐啟用，時任院長劉兆玄便「要求相關

部會與地方政府全力配合，共同努力解決園區各項問題，並希望在 98 年 7 月即

有廠商進駐，2010 年即可試量產」（行政院，2008b；嚴珮華，2008）；類似說法

亦見於當時中科管理局長楊文科之語，中科四期「選址到明年動工，為 11 月[個]52

又九天，行政作業時程將比中科一期縮短一半」（宋健生、蕭君暉，2008）。於

是乎，在相關審查甚至還沒開始前，中科管理局、彰化縣政府與相關單位已於

2009 年 3 月 18 日舉行園區辦公室的揭牌儀式。此等言行在在表示，行政當局已

然「預見」相關審查的通過，該等樂觀預期則是具體反應在環評會與區委會的密

集開會現象上。兩會自 2009 年 4 月受理案件後，迄 6 月底分別召開 8 次審查會

（詳本研究第五章、頁 200：表 5-18 中科四期相關審查會）， 終雖因爭議過大

未能如當初預期般在 6 月底取得開發許可（ibid），但如此密集的開會審查可理解

為其「全力配合」開發時程之努力。 

                                                        
52 原文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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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為加速審查效率，區委會及環評會係採「併行審查」方式辦

理，此固為 2008 年版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7 條所許，53但就「明

示規定其一者應認為排除其他」之法諺而論，「農業用地變更」作業應不在該條

所規範之併行之列。復查 2007 年版之《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

查作業要點》第 3、17 點規定，達應送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審議規模者，於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受理，由其農業主管機關提供審查意見後，再「徵詢」中央農業

主管機關同意。換言之，農業主管機關亦將其審查作業程序設計為「併行」於區

域計畫擬定機關之審查作業（詳圖 7-3）。即令此等規定已屬可議，實務操作卻又

與之相違，亦即農業主管機關並未以部門意見決定後函復區域計畫委員會，而係

由農業主管機關之區域計畫委員會機關代表與會時「發表意見」，既弱化其「確

保糧食安全、維護農地資源54」立場之捍衛能力，甚且有違「依法行政」之疑慮。 

 

更深一層地看，此等設計加上「徵詢農業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之語，似乎反

應了農業部門的「諮詢」角色。也就是說，中央或地方農業主管機關在開發許可

審議過程中，扮演的是的提供「意見諮詢、資訊提供、參與會勘」等功能的協助

性角色，而非維護並尊重總體農業政策（游貞蓮，2009：5-5）。不過此等「諮詢」

角色之定位，卻與《農業發展條例》第 10 條「農業用地於劃定或變更為非農業

使用時，應以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並先徵得主管機關之『同意』」之規

範意旨相衝突。於是乎，當農業部門就特定個案為反對之意思表示，問題便具體

化成其實質作用或法律效果究竟為何？相對于此，在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更文件

作為申請書或送審文件之一部的規範狀態下，反而更能與《農業發展條例》之規

定相契合。 

 

綜之，開發許可階段呈顯某種國家行政整個成為一體，以相同思考對外做成

決定的謬誤，亦即當行政院「核定」中科四期擴建案後，該案變搖身一變成為「國

家重大建設」，後續的法定計畫彷彿只能「配合」興辦事業計畫，相關委員會審

議的守門人作用因此大為受限（如非淪喪）。但受上級指揮監督之「行政一體原

則」，果真意謂在行政院內部之科層節制下，內政部、農委會、環保署皆需秉承

上意辦事？事實上，履行國家任務之「國家權力的作為形式與內涵具有多樣性、

複雜性與重複性」（陳慈陽，2004：629），行政之多元性反映在分立之行政機關

                                                        
53《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於 2013 年修訂時，增列「涉及農業用地變更者」之規定。 
54《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小組設置要點》第 1 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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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其執掌與功能以及應維護之公益，因此行政一體原則「無法貫穿到同為行政

總體之諸機關間」（黃錦堂，2006：255）。不過就政治現實而言，中科四期是馬

前總統的競選政見，行政院貫徹其政見積極推動，作為行政院下屬機關的內政

部、農委會、環保署，彼等之審查與審議確實不易違逆上級的「既定政策」。無

怪乎，儘管中科四期爭論紛呈未解卻仍能取得許可，因而有該案「完全是政治操

作下的產物」之質疑（立法院，2012：160），乃至于「握有權力者就是 好的規

劃者」之譏（賴慧玲，2012）。爰此，事業計畫是否應等環境保護計畫、土地使

用計畫、土地徵收計畫等不同法定計畫皆已審議通過後再予以核定？如此方能讓

其他法定計畫也可擁有相對自主的空間，讓更多元的價值都能夠被尊重及包容，

循此所作之決策也將較為周全合宜。 

 

肆、正當性不足：如何定義公共利益？ 

 

綜觀前揭各階段，其間發生的諸多爭議、問題，或言實然與應然間的落差，

歸根結底，均與中科四期開發案之正當性（legitimacy）不足有關，亦即公共利

益有所欠缺。從目前的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程序來看，國科會所提的興辦事業計畫

（即中科四期擴建案）一旦為行政院核定，其公共利益似乎即已確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亦往往以之作為核心陳訴，於後續各委員會審查會議說服委員。究其

實，是時的興辦事業計畫仍只是初始的「部門計畫」，所考量者未必全面，許多

重要價值於此階段多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例如農業多功能性所需的農地保護價

值、永續發展非常重要的環境生態價值、土地徵收涉及的公益性及必要性等基本

人權面向等。未為利益衡量的事業計畫所代表者，充其量僅係狹隘的「部門利益」

而難謂為公共利益，此等現象因行政部門之經濟開發優先思維尤其普遍。 

 

相較於事業許可，開發許可所審酌者較為廣泛，似乎較能擔負起確保公共利

益之責，但證諸事實，其有效性誠屬可疑。姑且不論區委會在組成與運作上的問

題，55被設計來把關公共利益的「菁英決策的委員會制度」更是問題的根本（曾

昭揚，2014：59）。委員會決策機制植基於專家主義（Professionalism），強調專

家知識的優位與超然，可為普羅大眾覓得 適解，而此模式之附隨效果便是將公

共利益的界定權讓渡給技術官僚、專家學者，把社會問題（如發展）轉換成技術

問題；惟專家既非全知全能，也非中立無偏，彼等之詮釋與界定何以就係符合社

                                                        
55 例如，《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5、13 條之規定，將造成「機關代表委員」實質過

半的效果，形成行政部門自我審查的不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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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或全民所需之集體利益？以重大開發案件為例，所謂的公共利益往往被理解成

開發產生的利益是否（遠）大於不許可開發所維持區域土地完整之利益，亦即以

預期的經濟效益為判準；但，這樣的認知其實是非常偏頗而狹隘，因為有許多的

價值是無法以貨幣單位衡量，有賴溝通對話後的判斷而非計算。 

 

就當代治理角度而論，公共利益係由社區、社會內的對話中浮現（emerge from 

dialogues）而非預先給定，發展的議題因此不能從技術面（technical）來掌握，

必須由社區自我決定（govern itself）的觀點來理解（Bevir, 2006: 24, 25）。換言

之，公共利益這個抽象詞彙及法律不確定概念，其體現必須經由嚴謹的正當行政

程序，在資訊公開及民眾公平參與的情況下，共同來形塑。職事之故，先進民主

國家大都已拋棄過往由少數學者專家來獨斷的傳統方式，而是積極鼓勵民眾參

與，在尊重不同的知識體系（如地方及傳統知識）、多元的價值選擇（如土地不

只是生產要素或是商品，它更是溫馨家園及主觀認同的地方），來正當化及合理

化公共利益。反觀中科四期，由於缺乏「形成目標與達臻該等目標之方式的合意

過程」（Cullingworth and Caves, 2009: 6），該案的公共利益始終不明，於無共同

願景作為正當性基礎的狀況下，「技術性」地看待土地使用計畫，由上而下（如

非專斷）地決定地方發展，終致反彈、抗爭不斷。 

 

第六節 結語 

 

就正義永續性之視角以觀，環境是實踐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平台，較高程度

的社會與經濟平等是確保較永續之世界此一長期目標的前提（Agyeman et al., 

2003b）。反面而論，在社會公義不彰、貧富差距懸殊、乃至于極端貧窮的條件狀

態下，要成就環境永續之目標是相當不容易（如非不可能）。如同中科四期個案

所顯示者，園區場址若續作農業使用其實是較符合永續鄉村發展之 3Es 衡平考

量，但在獨尊高科技產業之成長觀點，以及缺乏「尺度」（scale）考量的論述底

下，區位不當（缺水、地層下陷、位處重要農業生產區域）以及農地轉用與徵收

衍生的環境、社會與經濟衝擊皆被輕忽，結果卻造就了一個準「蚊子園區」。這

樣一個開發計畫不僅無法通過正義永續性關於「生活品質、世代、公平正義以及

生態限度」之檢視，即便單就經濟效益而言，該計畫亦難謂妥適，因為設廠營運

後對於周遭區域的產業衝擊未被合理評價，例如調撥莿仔埤圳圳水對所灌溉之

18,850 公頃農田，或污廢水排放對於農作物以及沿海漁業（含養殖）所增加的風

險等，而不能僅以基地面積之原作物產值計算損失或機會成本。換言之，倘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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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之住民所遭受的不公義對待受到嚴肅的考量，中科四期擴建案便不易以無尺

度意涵的預估產值或 GDP 貢獻取得認同，或以工程、科技之法擴大榨取自然資

源的範圍而能掩蓋生態赤字的問題，該案自然無從通過，從而得以保全永續鄉村

發展之公共利益。 

 

此等分析並不立基於結果論，亦即非以「蚊子園區」之現況來評價中科四期

計畫，因為規劃是決策於未知，斷無必然準確之可能，是以亦不能用事後的結果

反證當初的規劃定為偏誤。惟不可諱言者，該案衍生的諸般衝擊確係由「在地承

擔」，如何衡平損益分配以及決策者與地方住民之間的後果承擔落差便為無可回

避者，特別是破壞原有生活環境與紋理後所見到的竟是乏人問津的園區基地，彼

等的犧牲所為何來！問題是此等結果並無法完全避免，正因如此，規劃與決策當

時的公平與支持便顯得尤為關鍵，透過「有意義的參與」，使得住民意見與關懷

成為共同形塑或界定公共利益（即方案）的力量，除強化其正當性外，亦可在「自

我統治」的民主觀點中化解方案失敗後的責任承擔困難，畢竟外部決策者並無法

真正承擔後果。這也就是正義永續性高揭「正義」的關鍵之一。 

 

上述之「專家理性」侷限的問題，在中科四期案例更是突出。臺灣的空間計

畫既以永續發展為鵠的，同時也是達成永續發展的重要途徑，而科學園區發展政

策亦以創造「研發、生產、生活和生態並重，符合永續發展與在地需求」的理想

園區自許／詡。但在事業許可與開發許可的層層節制之下，卻產出了中科四期這

個既不正義也不永續的開發案，賦予該案合法之地位，該體系因此係正義永續性

所質疑的「產生、穩定、甚至正常化不公不義的力量」（Holifield et al., 2009: 599），

應予改革。質言之，「目的事業導向開發許可制」應為制度問題之核心，亦即由

僅具「部門利益」的事業計畫引導（甚或預判）後續法定計畫（土地使用、環境

保護、土地徵收等），相當程度地架空後續法定計畫之審議功能，致使確保公共

利益（如永續鄉村發展）的作用大打折扣；復以欠缺有意義的民眾參與機制，致

使民眾知悉開發計畫時，往往已屆計畫程序末端，內容底定的階段，一旦住民或

公共團體有不同意見，幾乎只能以衝突的形式呈現，既不利於計畫的推展，住民

的想望往往亦無從實現，造成某種雙輸的局面。 

 

有鑒於此，在事業計畫的規劃與許可階段，適度導入民主參與，讓多元價值

以及可能的不同意見儘早納入，一方面強化其正當性，他方面也增加調整計畫的

轉環空間，避免計畫程序後期的鉅大沈沒成本成為拒斥合理變更或翻轉計畫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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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原因，從而降低嚴重衝突與對立的可能。又，為健全整體計畫程序，避免現行

「目的事業導向開發許可制」下，事業計畫獨大以致其他法定計畫淪為「跑程序」

之問題，事業計畫之核定應留待其他法定計畫皆已審議及通過之後再來核定，讓

其他法定計畫也都能夠擁有相對自主的空間，讓更多元的價值都能夠被尊重及包

容，而不是只為了配合事業計畫，卻把許多重要的價值屏除在外。在《國土計畫

法》行將取代《區域計畫法》，並為後者定下落日條款的現下，56法制化「計畫

確定程序」，落實延宕已久的《行政程序法》第 164 條，57此其時也。 

 

 

 

 

                                                        
56 《國土計畫法》第 45 條參照。 
57 《行政程序法》第 164 條規定，「行政計畫有關一定地區土地之特定利用或重大公共設施之設

置，涉及多數不同利益之人及多數不同行政機關權限者，確定其計畫之裁決，應經公開及聽證

程序，並得有集中事權之效果。前項行政計畫之擬訂、確定、修訂及廢棄之程序，由行政院另

定之。」 

33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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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年 7 月 31 日 

一、參加會議經過 
 本次會議為 ISTR 每二年一次所舉辦的全球性學術大會，與會者從世界各地而來，相互交換研

究心得與實踐的經驗。與往年的年會一樣，與會者人數眾多，至少約有五、六百位學者，本年會

議主題為：「轉變中的第三部門：課責、透明、及創新（The Third Sector in Transition: Account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Social Innovation）」。 

 

 大會主辦單位認為，隨著時代的變遷，近年來社會的組成已經有很大的改變，而第三部門在

許多國家也因此扮演著更為重要的角色。民主及公民社會的角色對於社會整合及參與已經成為世

界的焦點，新媒體、社會網絡及許多科技創新，已經給予第三部門新的機會及新的挑戰。另一方

面，由於各國政府財政的困難，減少福利國家財政支出時，第三部門的市場化（如社會企業）及

其對於第三部門的反饋，已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另外，在許多的國家，營利的健康及社會福利

組織已經與非營利的第三部門競爭公共資源。也由於營利組織的跨界，使得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而社會企業的概念也逐漸的挑

戰傳統的福利國家典範觀念。此外，我們也發現許多的社會創新其實皆是來自於第三部門，許多

更有效能的計畫也是源自於此。上述重要的社會趨勢，皆讓我們再度的重視第三部門於理論、政

策及實踐上的貢獻。 

 

 因此，本次大會就非常著重於：第三部門與福利國家、公民社會與民主、非政府組織與全球

化、課責與透明、社會創新與社會企業、倡導與公共政策、慈善事業與基金會、志工與共同合作、

第三部門組織的經營管理、第三部門教學的研究、新生的理論與實踐等。 

  

 本次會議的地點是位於瑞典斯德哥爾摩市（Stockholm, Sweden），本人在會前幾天就由台灣搭

飛機抵達瑞典，會議期間是全程參與，待會議結束之後才離開。在此次會議中，本人除了與馬來

計畫編號 MOST 102－2621－M－004－007－MY3 

計畫名稱 《土地正義視野下國土規劃的挑戰與變革：土地利用與城鄉發展的策略研究》總

計畫---〈從國土計畫探討科學園區設置與鄉村發展的政策衝突與整合---以中科四

期與竹科紅柴林基地為例〉子計畫 

出國人員

姓名 
徐世榮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第三部門研究中心 

會議時間 
 2016 年 6 月 28 日至 
2016 年 7 月 1 日 

會議地點 瑞典斯德哥爾摩市（Stockholm, Sweden） 

會議名稱 

(中文)第 12 屆第三部門國際研究年會 

(英文)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ird-Sector 

Research (ISTR) 

發表題目 
(中文) 馬來西亞公民社會的發展：一個歷史的審視 

(英文)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Malaysia: A Historic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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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英國、及台灣學者共同發表論文之外，也受大會之邀，擔任會議論文發表場次的主持人、

兼評論人，在會議中與許多位國際學者相互討論交流，學習了許多經驗與理念。 

 

二、與會心得 

 我主持的場次主題為「全球化及非政府組織下的南北動態」，有三篇論文發表，值得關注的是

荷蘭學者 Lau Schulpen & Lucas Meijs 所發表的「Creeping quango-nisation of Dutch development 

NGOs?」，我覺得是一篇很優質的論文，讓我學習頗多。由於以往的荷蘭政府在國家預算中，有

框列一定經費給予非政府組織運用於國際發展方面，至於這些錢到底要如何的使用，政府則幾乎

是完全不予介入。但是現在情況改變了，由於預算有限，爭取的非政府組織數量也多，因此，政

府不斷地刪減給予非政府組織的金錢，並要求要進行某些特定的事項，這使得這些重要的非政府

組織逐漸地喪失其相對的自主性，愈來愈為馴服，這讓人憂慮。來自於巴基斯坦的 Zia Obaid 教

授則是分享了進入巴基斯坦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經驗，簡單而言，巴基斯坦仍然是軍人統治，一

般人民還是相信及服從於軍政府，因此只要是軍政府許可，國際非政府組織就可以進入特定地區

從事相關活動，否則就會是寸步難行。 

 

 此次會議也涉及了都市更新的議題。來自於南美哥倫比亞的 Camilo Tamayo Gomez 教授，告

訴我們，資本集團如何透過仕紳化（gentrification）要把該國西北部傳統的 Cartagena 市轉變成為

一個為觀光旅遊的城市，惟透過公民的社會運動（civil urban movement），組織當地居民，並經由

歷史教育及許多社會運動，建構了居民對於城市的認同，成功的抵擋這股資本入侵的力量。另外，

來自於波蘭的 Joanna Erbel 也分享了波蘭都市社會運動的經驗，而 Anna Domaradzka 也敘述了這

些都市社會運動的緣起其實是與都市計畫有深切的關係。 

 

 社會企業也是此次會議的一個主題，著名及曾經訪問台灣的 Jacques Defourny 主持二個社會企

業場次，Eric Bidet 分享了韓國的社會企業經驗、來自於中國的楊麗教授也分享了中國社會企業

經驗、Maria Anastasiadis 分享了奧地利的經驗，另外，也學者分別分享了芬蘭及以色列的經驗。 

 

 大會並特別邀請哈佛大學 Theda Skocpol 教授來分享為何美國會產生川普效應？她認為川普的

支持者大概皆是教會內、年紀大男性、及富有的白人，他們反對繳稅，並隱藏了族群的偏見，在

共和黨初選期間捐助大筆的競選經費給川普陣營，因此，在那段時間，媒體大肆報導川普，而且

都是正面的報導。另外，對於民主黨陣營的報導，如希拉蕊，則是相對少了很多，若是有報導，

大概也都是負面的，這使得民進黨相當的吃虧。不過，縱然如此，Skocpol 教授並不認為川普會

贏得選舉，惟她相當擔憂這股以白人為主及反對移民者的論調。 

 

 特別值得的，是來自於香港的學者特別組成了一個場次，討論香港的公民社會。積極參與香

港雨傘運動、現在仍然被告的的 Kin-man Chan 教授特別報告那一段時間他及他的家人受到了許

多的威脅，尤其是政府無所不用其極的透過運動者的家庭管道來阻擋他們參加運動。由於他的家

庭成員及電話號碼全部被曝光，這使得他的家庭承受了非常大的壓力，間接的也成為他的壓力。

Eliza W.Y. Lee 教授則是由社會運動的理論來分析香港為何會發生雨傘運動，她認為這是許多因素

共同促成的。此外，Thomas Tse 教授則是分析香港政府歷年來所給予非政府組織經費的改變，他

明顯發現那些原本給予公民社會與公民教育的經費在香港回歸之後大幅度的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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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也參加了中國科技大學廖麗敏教授所主持的「治理及課責」場次，該場次有三篇論

文發表。Yvonne Harrison 教授特別研究非營利組織董事長的行為，她認為董事長的企圖心會影響

組織內的治理情形。Liesbet Heyse 則是研究非政府人道救援組織是如何來獲得捐助者的信任。

Donna Dark 教授則是提出了組知道德氣候（organizational ethical climate）的概念，以此來評估第

三部門的企業治理程度，這是一個頗為新穎的觀念，值得重視。 

 

 總而言之，此次會議雖然有討論社會福利、社會企業及非政府組織的管理等議題，但是觀其

主軸仍然維持在過往的公民社會、倡導、民主與公共政策，畢竟這是第三部門重要價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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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presents the establish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Malaysia over time i.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t 

examines 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compares and consolidates their influences on and implications for an 

economy over time. It presents the progress of civil society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that gathers 

information in political processes, leadership styles and motivation, formal and informal development over 

time. This study utilises secondary data using documents and archives. Colonial reports are the main sources 

consulted in the study to analyse the situation during British colonial period, while newspaper, published and 

unpublished materials are consulted for post colonial period to the present. It examines the political culture 

or ‘traditi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ivil society, and the contribution to and influence of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on the present culture in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e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evolution of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Malay(si)a over time. It demonstrates 

the contribution of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to the nation through both informal and formal politics or the 

political functioning of civil society. This study argues that civil society has the potential, capability and 

capacity to facilitate and ensure democracy and good governance to be practised in Malaysia. While this 

study is focusing on Malay(si)a, it is useful and interesting to compare Malaysian situation with other former 

British colonies. 

 

Keywords: Civil Society, Colonial, History, Culture, Malaysia (Mal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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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establish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Malaysia over time i.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t 

examines 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political functioning. It compares and consolidates the influences of 

civil society in an economy over time. It systematically presents the progress of civil society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In that, it gathers information in political processes, leadership 

styles and motivation, formal and informal development over time. 

 

Pateman’s arguments about liberal conceptions of individual freedom and political obedience and obligation 

are significant in the Malaysian party politics context (1985: 104, 105, 164, 165). For example, she claimed 

while individuals must be seen as part of the whole structure, “not individually, but as a member” of their 

party; citizens felt it is also important and meaningful for people “to have doubts about specific instances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they do not wish completely to eliminate individual judgement, choice and decision” for 

party politics (Pateman 1985: 104, 105). She claime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essential to enable individuals to 

participate effectively in their political functioning (Pateman 1985: 178). 

 

Methodology 

The data used in this paper are generally secondary data. In that, colonial reports are the main sources 

consulted in the study to analyse the situation especially the situation in the past i.e. during British colonial 

period. For post colonial period to present, newspapers reports as well as published and unpublished 

documents are consulted in due course.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on leaders have also been included to 

obtain primary data for this study. 

 

The Political Culture 

The political culture in Malaysia is strongly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values and practices relevant to Malay 

dominate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Kamarudin Jaffar (1979: 215) claims that “the Malay-Islamic 

culture is the ‘core culture’ for the nation”. Although Malay culture is examined in this discussion due to its 

core status, we are aware that Malaysia is a multi-ethnic society and thus Malaysian politics should not be 

generalised based on the Malays alone. 

 

Nonethele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adership in the Malay community are valuable to understand the 

common ground of leadership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alaysian politics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It is 

because the Malays constitute the major ethnic group in Malaysia. Malays are also the dominant leaders in 

Malaysian politics (Kamarudin Jaffar 1979: 211; Milne & Mauzy 1999: 15; Subky Latiff 1977: 160; The 

Star: 19 October 2008). They form the dominant political force, and have set the style and structure of 

Malaysian politics (Ramasamy 2007: 4; Rogers 1992: 17; Subky Latiff 1977: 160; Williamson 2006: 1). 

Kamarudin Jaffar (1979: 211) has claimed “the Malays constitute 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group in 

Malaysia, these developments are not only interesting in themselves, but also vital pointer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Malaysian politics as a whole” and thus the whole economy of Malaysia. For instance, 

both ruling and opposition coalitions are headed by the Malays. The ‘supremacy’ of the Malays has been 

more obvious in the ruling coalition i.e. the domination of UMNO (Subky Latiff 1977: 160; The Star: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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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2008). Umno is the biggest political party in the National Front coalition and Malay based. The 

President and Deputy President of UMNO are also Prime Minister and Deputy Prime Minister. The 

opposition pact is also headed by a Malay.  

 

All in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lay culture referred to in this paper encompass those aspects co-existing 

in both the Malay and non-Malay communities, such as the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the division of social 

classes interconnected to leadership. The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re similar in terms of leadership 

hierarchies – comprising class, leaders and followers, protocol and backdoor diplomacy, trends and styles of 

‘top-down’ leadership, expectations of courtesy, respect and loyalty from members in organisations and 

party politics, tactics to gain or maintain power, and monopolisation of position in formal politics and 

organisations, among other things (Comeau 200: 477; Lim 1976: 211; Milne & Mauzy 1999: 3–4; Subky 

Latiff 1977: 166, 167; Taylor 2007: 314; The Star: 8 June 2008, 24 February 2009, 15 March 2009, 16 

March 2009b; Zakaria Ahmad 1981: 204). The backdoor diplomacy involves private discussion and 

negotiations, commonly known as ‘behind closed doors’ in contemporary Malaysian politics. This ‘culture’ 

was enhanced during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when the British were protecting Malay interests in the 

‘semi-public’ approach (Lee 1995: 114). Thus, this Malay cultural reference point or ‘proxy’, despite its 

limitations, contributes valid and valuable insights to political functioning of civil society in this study. 

 

Historical Background – Culture, Religion and Tradition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Malays and non-Malay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practice, 

there is one mo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e. religion. The Malays can only practice Islam, while non-Malays 

are free to practise any form of religion, faith and belief (including Islam). The Malays like to refer to 

non-Malay Muslims as ‘Mualaps’ (Malaysia Today: 27 February 2009), and non-Muslims as ‘Kafirs’. A 

person of any ancestry that converts to Islam and adopts the Malay language and customs can be considered 

a Malay (Hirschman 1987: 555). Religious belief is extremely sensitive among Malays and its significance 

ranks above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Malayness’ (see below). For example, the usage of certain words by 

non-Muslims, such as ‘Allah’ (an Arabic word which literally means God), ‘Baitullah’, ‘Solat’, and 

‘Kaabah’, is controversial (see The Star: 26 February 2009b; Malaysia Today: 27 February 2009; Utusan 

Malaysia Online: 28 February 2009; Lee 2008: 189). Hence, religion interconnected with ethnicity is a very 

forceful subject in politicisation (Ahmad Fauzi Abdul Hamid 2007: 378; Malaysiakini: 17 April 2009; 

Mohammad Nor Monutty  1989: 163, 283; Ong 1984: 208–209; Stark 2004: 123). The cultural unity 

underpinned by religion has created the sense of ‘obligation’ for leaders to protect their own communal 

groups and thus ethnic considerations have dominated Malaysian politics. Milne and Mauzy (1999: 1) have 

claimed “Politics in Malaysia are still dominated by ethnic considerations”. 

 

Even when set against a backdrop of modernisation and development, tradition and custom are important in 

the Malaysian community. The undermining of Malaysian custom would imply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hole 

social system (Tham 1981: 255). There are proverbs in Malaysia that show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in the 

community. The Malays, for example, have the saying ‘biar mati anak, jangan mati adat’, meaning, “one 

could let his/her child die but should never let the tradition die”. This statement indicates the high posi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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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within the community and each community member is obligated to uphold their customs. As a useful 

reference, the Malay culture is specifically discussed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but the characteristics found 

are not exclusive to the Malays only,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Malay culture is a culture of reciprocity (Shamsul 2001: 31; Turiman 1991: 7). Tham (1977:8) claimed that 

their social behaviour wa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budi’ where the principles of consideration and 

reciprocity are given high value. The spirit of 'gotong-royong' (forming impromptu groups to perform tasks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welfare of the village community), and tolong menolong (mutual help, both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ve been practised since olden days. They are still very much evident in community 

services e.g. patrolling and safeguarding the neighborhood from outside threats, preparing feasts for 

marriage and other social and religious occasions or celebrations (APPIN 2006). In fact, it was also appli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nomic projects such as Geraktani aka ‘collective farming’ (Siaw 1980: 226). 

 

Pierce (2008: 119) claimed that courteousness or politeness (‘sopan santun’) is a strong tradition that could 

not be overlooked, and Kessler (1992: 136, 137) has argued that the culture is distinctively and centrally 

political in character. In the traditional Malay villages, leaders possessed prestige based on wealth, age, 

wisdom, oratory and ‘good name’ (Lee 1995: 54; Shamsul 2001: 29, 194). This practice continues and it is 

observed in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It has been a ‘tradition’ to have an older and experienced, generally 

high status person to lead the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For example, in youth organisations, Ali Rustam 

was the President of Gerakan 4B, also was a Chief Minister of Malacca. Syed Hamid Albar was the 

President of MAYC, had been a Minister for many years until 9 April 2009 when he had not been 

re-appointed to the new Cabinet (The Star: 9 April 2009). Both leaders have been the President for 4B and 

MAYC respectively for many years (Parliament of Malaysia 2007: 78).  

 

Cooperative and compromising culture is also observed in many incidents in Malay as well as in 

non-Malays community. For example, many political leaders gained access to their positions through 

brokering and the backing of the existing leaders and those in power (Lim 1976: 211; Subky Latiff 1977: 

166, 167; The Star: 8 June 2008, 24 February 2009, 15 March 2009; Zakaria Ahmad 1981: 204). However, 

this situation is not limited to formal politics. It is observed in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too. The sponsoring 

and brokering culture also establishes a culture of ‘heir’ to leadership where positions and power are handed 

over from one leader to another i.e. a favoured leader takes over the position from the existing leader.The 

culture of winning a position uncontested has become part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in Malaysia, such as 

formal political parties, youth organisations and student representative councils (Saifuddin Abdullah 2009: 

29). Top leaders are able to manipulate the situation through ‘forced-support’ because any foreseen 

challenges would be eliminated under their dictatorial style of party leadership. 

 

The community leaders were responsible for initiating and managing projects such as building bridges and 

roads. These activities reflected the basic needs of the village and involved the inhabitants in collective 

activity for the common community good, with leaders respected for leading community activities (Shamsul 

2001: 30). Since the early days, the UMNO-led National Front government has capitalised on the high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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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of leaders, utilising this culture to extend their political influence into villages (Rogers 1992: 57, 106). 

In youth organisations, leaders are responsible for getting funding or being able to raise funds to finance the 

programmes of their organisations. It requires them to know and network with the rich and famous or the 

powerful persons that could help to bridge the needs of their organisations to the government funding bodies. 

Gradually contacts and networks with figureheads become an important requirement of a leader in youth 

organisations to ensure the ‘financial’ survival of the organisation. It is a common observation that youth 

leaders return favours to these figureheads by showing support in exchange for their kind gestures or 

financial support. Indeed there is ‘no free lunch’. Given adherance to the needs of their organisations to 

survive, it is not surprising youth leaders have shown more cooperation over time, aligned with political 

leaders and figureheads and thus have compromised their principles in some cas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youth leaders in the structure of villages to offer 

some explanations on leadership style and behaviour. In a village, it was common for villagers to follow 

their village head or ‘Ketua Kampung’. The ruling coalition, UMNO-led BN government, appointed the 

village head because they were in power (Rogers 1992: 57, 106; Subky Latiff 1977: 160). The government 

expanded the roles of the Ketua Kampung by involving them in rural development effort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s or ‘Jawatankuasa Kemajuan Kampung’ (JKKK) to 

increase support for UMNO and the government (Rogers 1992: 57, 58). These village heads also became the 

gate-keepers, censoring information so that only favoured information was disseminated to the villagers 

(Rogers 1992: 6, 115). The position of the village head has been viewed as a ‘political post’ when the 

position is given to the chairman of the UMNO branch. This strategy, admitted by a former state 

assemblyman in the 1980s, is used to strengthen UMNO’s power among the grassroots community (Rogers 

1992: 60, 106). 

 

To date, it is still a norm for leaders to oversee the welfare of their follow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ccording to some informants, this norm has been very costly to maintain especially when the demands 

have gradually become greater such as to give benefits to followers and solve the followers’ problems. For 

example, it involves demands for awards and titles, land and business projects, and scholarships among 

other things. They claimed that it is essential and necessary for the leaders to be financially sound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high social status, compatible with their positions as leaders. As wealth has been one of the 

leadership symbols and an indication of high social status (Lee 1995: 54; Shamsul 2001: 29, 194), the 

political leaders tend to show their social status and leadership by acquiring as many possessions as possible.  

 

In some cases, informants said that they need to ‘pretend’ to be wealthy in order to continue as leaders (Nga 

2009: 176). This financial requirement is due to the high ‘maintenance expenses’ of a leader. The need of 

being rich for the maintenance cost of a leader ha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the increases of power abuse, 

corruption and ‘money politics’. In a way, it is a demand-supply relationship – the leaders need to supply or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people for some financial help. Leaders are ‘obliged’ to give some aid, assistance, 

incentives and ‘tokens’ to their followers or subordinates to demonstrate their appreciation of the support 

they receive, which may encourage cronyism, corruption and power abuse. Leaders are also asked to help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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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ing the children of supporters to get government scholarships (Rogers 1992: 109). Persky (2004: 

928) claimed rewards and incentives could bring negative effects such as rejecting redistribution to the 

deserved people. However, this study has no intention to defend the act of corruption and power abuse by 

the leaders. It is merely to point out that perhaps, the leaders are not solely responsible for such wrongdoings 

or the leaders may be pressured into the negative situation. 

 

The British Influence on Civil Society in Malaya  

According to various Colonial Reports,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primarily developed parallel with the 

provision of healthcare, welfare, education, skills training, as well as business-related activities. Kennedy 

(1967: 187) grouped colonial policies and provision of social services into four important categories – 

education, health, welfare, and housing. Similar emphasis is still found in the present system of Malaysian 

government (Ramesh 2002: 147-148). The existing Malaysian government has also adopted a similar focus 

of policies. The government intervenes in the provision and financing of four key social policy areas: 

education, health, housing and income maintenance (Ramesh 2002: 147–148). Thus, it is worthwhile to 

evaluate such provision and recognise the possible overreaction of anticolonial sentiments in the judgement 

of the colonial contribution to the local population.  

 

The common view rejected the colonial government’s claim that the provision of the services was due to i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the local popul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not been questioned of the present 

Malaysian government for carrying out similar policies for her people. Then, what will be the explanation of 

such inconsistency of perception? Is it merely due to the stereotyping and distrust of colonialism i.e. ‘it was 

not good because it was colonial’ and vice versa?  The provision of such servic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in response to social service needs,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new social 

classes (Kennedy 1967: 187; Nga 2009: 117). The changes of social class were in parallel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Malay States. Changes were found in Malayan industry (tin-mining and 

tin-smelting), agriculture (an increase of plantation agri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 These changes 

demanded different social services and affected the status quo of the community. This included, for example, 

occupational groupings. These groupings of population were located in urban and semi-urban sectors, and 

reflected the emergence of new social classes (Kennedy 1967: 187-188). 

 

It has been commonly understood that economic interests and profits influenced the policies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Lasker 1944: 166; Kennedy 1967: 146). Nevertheless, under British rule, education and 

welfare services developed along with their economic interests. These services were defined as social 

services and were distinguished from economic services by the fact that they gave no immediate and direct 

returns (Ness 1964: 313). Economic services were prioritised over social services. Ness claimed that the 

consequent increased income could then be used to buy more social services (Ness 1964: 313). 

Educated locals were needed to assist in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such as in providing clerks for the 

bureaucracy (Colonial Report, Straits Settlements in 1927: 47; Ness 1964: 312). Basic education continued 

to grow steadily to the end of the colonial period with the support and commitment of the coloni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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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made special provision for the recognition of Malay rights. In education, there 

were Queen’s Scholarships awarded to the local students. Two categories of scholarship were available: 1. 

scholarship for all, and 2. scholarship for the Malays only. However, the Queen’s scholarship maintained 

that such an award was only granted to students who achieved the necessary scholarly standard. Thus, in 

case of there being no qualified applicant, the scholarship would not be awarded. For that reason, it was 

observed that in several years, none of the Malay applicants received a scholarship such as in 1932, 1933 

and 1934. In 1936, Raja Zahar bin Raja Badiozaman received a scholarship and pursued a civil engineering 

course. On the other hand, the scholarship that was open to all had always had its awardees. For example, it 

was awarded to Victor Ross Arulanandam of Victoria Institute Kuala Lumpur in 1932 (Colonial Report, 

Federated Malay States in 1932: 50), H. D. Jesudason in 1933 (Colonial Report, Federated Malay States in 

1933) and Bennedict Ponniah of St. John’s Institute Kuala Lumpur in 1934. Many qualified non-Malay 

students did not take up the unfilled scholarship-for-Malays because it was reserved for Malays only. At 

present, many people are not aware that the special rights of the Malays, expressed in such things as the 

scholarship, existed in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Wong (1982: 235, 245) has claimed “education, societ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alaysia are closely 

inter-related” and “the ‘seeds of separatism’ were sown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ere were different 

types of education system for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Even among the Malays, there were two types of 

education i.e. English oriented for the upper class Malays and Malay medium for the lower class (Wong 

1982: 245). Mohammad Nor Monutty (1989: 37–38) claimed the Malaysian College of Kuala Kangsar 

(MCKK) formed in 1905 is an exemplary prestigious college to “educate Malays of good families”. He used 

‘Malaysian’ instead of ‘Malay’ for MCKK, a technical mistake. 

 

To date, education is still an important sector in Malaysia with an education system similar to Britain. 

Education forms a crucial part in the life of every Malaysian because it is believed to be the main factor in 

changing the life of people (Brown 2007: 321; Rogers 1992: 67). Besides education,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was involved in public health and welfare provision and integrated this into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1922, for example, systematic medical inspection of schools and pupils began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contributed to improvements in public health (Colonial Report, Straits Settlements in 1922: 

52; Colonial Report, Straits Settlements in 1926: 50). In social welfare, there were 2,667 orphanages in 1932, 

maintained by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Colonial Report,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932). This evidence 

of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demonstrates that the church and education systems are agent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welfare, public goods and services to the community. 

 

Business Related Organisations 

Business or economy related organisations were popular civil society bodies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including Thrift and Loan Societies, Rural Credit Societies, and Cooperative Societies.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offered support to these societies such as by establishing a Cooperative Societies Department 

and the Cooperation Board. At present, Cooperative Societies are still active and significant in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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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was still in its infancy in the early 1920s, it had made good progress. In 

1932, 18 societies were liquidated due to estates shutting down. However, over the next 18 months, 45 new 

societies were created (Colonial Report, Federated Malay States in 1932: 91). Although there were no 

formal names of these societies recorded, the fluctuation of the total numbers showe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organisations was indeed active and dynamic.  

 

In 1923, there had been a Cooperative Societies Department in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The demand for 

advice was reported to be continually and rapidly increasing because the department officers were very keen 

and knowledgeable on the methods of cooperation (Colonial Report, Federated Malay States in 1923: 24). 

The Cooperation Board was formed in 1926 to advise the government. The Board met ten times a year and 

held two conferences (Colonial Report, Federated Malay States in 1928: 32). In addition, the Board provided 

supervision, audit and general control services as well as disseminating knowledge about coope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vement.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cooperative societies was controlled and 

remained small because a small number of efficient societies were far preferable to a large number of poorly 

managed societies (Colonial Report, Federated Malay States in 1923: 24). The first Cooperative Union in 

Malaya was then established in 1928 (Colonial Report, Federated Malay States in 1928). The movement 

grew and has continued to serve as a means to coordinate these societies. 

 

By 1924 there were 20 rural credit societies and 19 thrift and loan societies, an increase from six and thirteen 

societies respectively from the previous year. This growth had awakened public interest especially among 

Malay peasants in becoming involved in these economic activities (Colonial Report, Federated Malay States 

in 1924: 35). The establishment of cooperatives continued with good progress in 1925 with an increase to 48 

societies. In that, 32 societies in Perak, 10 societies in Negeri Sembilan and six in Selangor (Colonial Report, 

Federated Malay States in 1925: 44). However, Pahang was yet to have any such organisations (cooperatives 

or other societies) due to the lack of suitable Malay organisers during that time (Colonial Report, Federated 

Malay States in 1925: 44). Many groups had tried to establish cooperative shops in Pahang but they did not 

last long. The experience, even though it ended unsuccessfully, was reported as being valuable (Colonial 

Report, Straits Settlements in 1934: 81).  

 

In 1935, Malays in Ulu Langat managed cooperative shops. They were registered and continued well with 

great support from their 176 members in 1937 (Colonial Report, Federated Malay States in 1937: 139). 

In 1930, the Indian community had seven registered Cooperative Societies with 2110 members amongst 

Indian estate labourers (Colonial Report, Straits Settlements in 1930: 83). The number of societies at the end 

of 1932 or in the beginning of 1933 was five. In 1933, societies for Indian labourers had increased from five 

to nine with 1771 members (Colonial Report, Straits Settlements in 1934: 82). These figures demonstrate 

that there had been rises and falls in the number of societies. It demonstrated that the Cooperative Societies 

Department and Cooperative Board had monitored close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operative societies and 

that appropriate measures were taken to overcome the weakness of the ‘problematic’ organisations, included 

the dissolving of the latter when necessary. Dissolving problematic organisations was a significant measure 

to control the quality of organisations. It is because organisations needed to ensure effectivene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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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cy or otherwise they faced closure if they were not performing well. 

 

In 1934, there were 13 Malay Rural Societies, two Indian Settlers’ Societies, and Chinese dominated 

societies such as three Sales and Marketing Societies and five Better Living Societies within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Colonial Report, Federated Malay States in 1934; Colonial Report, Straits Settlements in 1934: 

81). The form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societie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movement was not encouraged by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This situation was due to the concern that the quantity would compromise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the movements (Colonial Report, Federated Malay States in 1923: 24). The 

small numbers of associations appeared to coincide with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that a smaller quantity 

provides better quality than a greater number of associations (Olson 2003: 19, 28, 54, 58; first published in 

1965). 

 

Secret Societies are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Something should also be said about the ‘illegal’ societies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because they were 

significa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When the Chinese came to Malaya they also brought secret 

societies with them. Lee (1995: 67, 69) claimed “triads are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itution besides Huay 

Guan”. Huay Guan is a communal association based on commo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language (dialects), 

clan or place of origin. These attracted significant government attention. As a result, a special section on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was included in the annual Colonial Reports from the year 1924 onwards. This 

was an indication of the influence and ‘serious’ roles of these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life of Malayan society.  

 

For example, the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offered security and strong bonds of fellowship that were 

important especially to the new immigrants (Kennedy 1967: 131; Lee 1995: 71). It created the sense of 

belonging to a collectivity, guaranteed protection to its members and their interests including physical 

protection, employment and welfare (Kennedy 1967: 131; Lee 1995: 70, 71). If a member died, the society 

looked after the funeral and sent money to his dependents (Kennedy 1967: 131). In fact,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cknowledged these Chinese practices and endorsed their culture. For instance, they 

‘encouraged’ the Chinese to organise or ‘discipline’ themselves via the ‘Kapitan China System’ (Lee 1995: 

73). 

 

Besides the secret societies among the Chinese, there was also evidence of the existence of illegal societies 

in Malay communities. Blythe (1969: 261) claimed that in the Krian and Kurau District Superintendent’s 

Report on 20 October 1879 was the first recorded evidence of Malay secret societies. The report concerned 

the formation of Flag Societies by Malays in Perak and their activities were threatening the peace of the area. 

However, the exact date of the formation was unknown (Blythe 1969: 261). In the beginning, the members 

were from southern India, later joined by Jawi-Pekans (Jawi Peranakan) or Indian Muslims (Hirschman 

1987: 562). Although these anti-establishment movements contained negative elements, they were part of 

civil society because the secret societies had their ‘civil’ and benevolent side, as demonstrated above 

(Colonial Report, Straits Settlements in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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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ion through Figures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examine the facts based on figures. The data gathered from the Colonial Reports 

demonstrate that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were important sectors in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Expenditure 

in these sectors represented a significant element of tot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ncluding charitable 

allowances, cooperative societies, education, medical provision, grant-in-aid and miscellaneous services. 

Although the data on expenditure are not perfect measurements, they provide some evidence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the local community, the trend of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tyle of 

leadership. It is a significant interpretation of commitment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because “where your 

treasure is, is where your heart is” (Griffith 2004: 15-17; Matthew 6: 21).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the proportion of social services expenditure relative to the total expenditure 

ranged between 23.0% and 65.3% for 1919 to 1937. 1919 and 1920 experienced the highest percentages of 

63.2% and 65.3% respectively.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se high rates were due to increased colonial 

government spending on welfare services after World War One (WWI) from 1918. Hence, the findings also 

suggest that the colonial government’s efforts and its seriousness in rebuilding the colony, did indeed 

demonstrate both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mmitment to the local social services.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supported welfare and charitable work as well as education in its colonies.  

 

The charitable allowances were always a large proportion of colonial expenditure. The charitable allowances 

recorded a significant and constant increase every year from 1919 to 1935. The expenditure expanded more 

than five times over the period i.e. from $11,156 to $70,793. Decreases were only found in 1925 and 1929 

and these were very small amounts. The decrease in 1925 was merely $971 from $20,695 in the previous 

year. The decrease was felt in 1929 after a massive rise from the previous year, i.e. $20,175 in 1927 which 

increased to $33,107 or 63.2% in 1928, and was then readjusted to $26,086 with a decrease of 21.2% in 

1929. This situation might also be due to the worldwide economic downturn or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1929, 

however it cannot be verified the claim due to limitation of detail and information in the Colonial Reports.  

 

The charitable allowances were $33,821 in 1932 and increased to $36,688 in 1933 (Colonial Report,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in 1933: 71). At the end of 1933, the government-supported St. Nicholas Home was 

founded for blind and physically defective children. In addition, there were 15 orphanage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with four orphanages in Singapore, six in Penang and five in Malacca (Colonial Report,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in 1933: 46). Thus,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stablishing and sustaining social welfare measures for the community.  

 

The expenditure on cooperative societies was only first recorded from 1927. There was a consistent increase 

from 1927 to 1933 i.e. $19,812 (1927) to $45,571 (1933). However, there was a large drop in 1934 to 

$23,587 and after that the expenditure increased steadily and stabilised at around $26,000. The education 

sector saw an upward increase in expenditure of $1,849,018 or 4.8 times from 1919 to 1937. However, there 

were decreases in 1922-1923 and 1933-1935, though these were small ranging from 0.1 percent to 5.4 

percent. The decreases might well relate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records foun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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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nial Reports demonstrate that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education and welfare 

of students. For example, the were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1922-1924 and 1927-1929 figures, we could 

give the Colonial Office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because it was committed to improving the medical services 

for the locals in combating diseases, creating awareness and promoting health and hygiene. The 

discrepancies coincid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a new categorisation in 1922 and 1927 respectively.  

 

Miscellaneous services were a very interesting sector to analyse. Although it was not explained, the 

fluctuations in its figures demonstrate a strong link with other sectors, in that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and the education expenses and medical expenses. In other words, decreases in 

certain sectors for some years might not be genuine declines. They were rather attributed to the alteration in 

methods used to categorise and calculate the expenditure of the sectors. The decreases of expenditure for the 

specific sectors were caused by inconsistencies in data handling i.e. certain expenditure that was originally 

placed in a particular sector (such as education) was removed (which created a decrease in education for that 

particular year) and was moved to the Miscellaneous sector. 

 

Participation of Civil Society in Policy-Making 

The examination of the Colonial Reports indicates that business interest groups were influential in the 

voluntary social movement in the community. However they were not powerful or influential in government 

policy-making in the beginning (Colonial Report, Federated Malay States in 1925: 45, Colonial Report, 

Federated Malay States in 1926: 52). Lee (1995: 124) claimed that there was a relatively influential 

organisation in Malaya, namely the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SCBA) established in 1900. It was 

formed by the Straits Chinese (Chinese Babas) in Malacca and Singapore. It was “a small and elitist 

organisation”; its leaders were “English-educated professionals and wealthy merchants” (Heng 1988: 26; 

Lee 1995: 124). Prominent leaders from SCBA were Dr. Lim Boon Kheng, Song Ong Siang, Tan Cheng 

Lock and Lim Cheng Ean (Lee 1995: 125). SCBA played a “political significant” role, and became “an 

active, and to an extent effective, voice in the colonial politics of Malaya” (Lee 1995: 124, 125). There were 

800 members when it was established in 1900 and it maintained a small membership. For example, there 

were 1060 members in 1931 (Heng 1988: 26; Lee 1995: 124). 

 

Other business-related organisations and their activities were also observed in the Colonial Reports. For 

example, in 1925, the Rubber Growers’ Association and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Chamber of Mines 

contributed substantially in increasing the enrolment of the Malay States Volunteer Regiment at the federal 

level and the Malayan Voluntary Infantry Units at the state level (Colonial Report, Federated Malay States in 

1925: 45). Their capability to help in the enrolment showed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business-related 

bodies on the community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government for assisting in the recruitment drive. 

However, their contributions were not equally repaid in the government policy-making process.  

 

The participation of civil society in policy-making began in the 1900s. It first occurred when groups of 

European businessmen demanded to have some say in the formation of government policies. Butcher (1979: 

18) claimed a member (known as the ‘unofficial’ member) was appointed to each State Council of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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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erak in 1900 and 1905 respectively. He argued that these ‘unofficials’ or representatives had almost no 

influence on government policy (Butcher 1979: 18). Therefore, the business groups such as the Planters’ 

Association of Malaya continued their demands and these were finally fulfilled in December 1909. Four 

members, i.e. a prominent Chinese miner and three Europeans, were appointed to the Federal Council and 

met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09. However, the Colonial Reports consulted did not reveal the names of these 

individuals. The Council consisted of the High-Commissioner, Resident-General, the four Residents, and the 

four Rulers (Butcher 1979: 18).  

 

The said event stated above was very likely the first recorded incident of civil society representatives 

participating in government policy-making in Malaya. Although there was no clear evidence of their 

effectiveness and influence in this process, this progress was an achievement and demonstrates that 

perseverance with demands could result in something once considered as impossible. Evidently, it is a good 

reminder to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and their leadership to have persistence and determination to act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to benefit the organisations, the civil society and the whole system. 

 

The Past and Present 

The co-option or capitulation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that wa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has become a practice or ‘tradition’ of the independent Malaysian government, with some 

modification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ies in the number of venues or platforms for civil socie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ultation sessions to express their views. Although there are relatively more platforms 

available presently as compared to the colonial period, its positive and effective influence in policy-making 

is doubtful. The increase of venues coincides with the world trend to meet the changes and demands of the 

globalised world. Indeed, globalisation has encouraged liberalisation and democratisation. 

 

Issues that are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have been emphasised and carried out locally such as good 

governance, empowerment and democracy. Howeve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present government has 

given up its dominant power in policy-making to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The government intends to 

remain in control of policy-making and people accept it (Edgar 2008: 18, 37; Taylor 2007: 314; The Star: 3 

July 2009; The Star: 16 May 2016). This is because it has been a normal practice and political culture from 

colonial rule to the present UMNO-led BN government. For example, Datuk Cecil Abraham – the lead 

counsel for the BN-Chief Minister in the case of power struggle in Perak – claimed in the Federal Court that 

“Whether the policy is right or not, it is up to the politicians” (The Star: 9 July 2009). Therefore, the 

expression of views by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various consultative platforms 

should not be misunderstood as the acceptance of views for action (Omar Azfar & McGuire 2002: 451; 

Taylor 2007: 310). Hence, to a certain extent, it is ‘toothless’ and insignificant to have influence through 

dialogue or consultative sessions. 

 

Conclus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Malaysian socie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although there is not as much information as we had hoped.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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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has acknowledged the importance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s’ invol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The strength of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depends very much on 

leadership. If the leaders of the organisation are determined, committed, aggressive and persuasive enough 

to push through their ideas to the government, they might be able to put more pressure on government to 

consider their suggestions. This was evidently demonstrated in the past experience even in the colonial 

period when NGO leaders managed to put pressure on the government although it was a challenging effort. 

However, it is rare to find mainstream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or formal youth organisations that possess 

such qualities in contemporary Malaysia. The present most significant pressure groups are those social 

networks and vigilante-mind bloggers that reveal various concerns and take on the sensitive issues. The 

bloggers and social network have commanded a vast interest of the people and gradually have greater 

influence. However, the government has set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 through punishing the ‘irresponsible’ 

bloggers and posting on social network (Yip 2007: 9 August; The Star: 16 May 2016).  

 

The comparison of the present Malaysian government to the past colonial government provides some 

interesting observations. Without stereotyping or bias, both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the present 

Malaysian government have similar oppressive characteristics. They both were identical in practising a 

top-down system that would not allow the society much room for manoeuvre. The colonial ‘divide and rule’ 

policy was known to be exploitative to the local society. However, the present government which has been 

in power in Malaysia for the past five decades has demonstrated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of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adopting a similarly exploitative, ‘divide and rul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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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Visitors of DAP Campaign Song 

DATE 

Mandarin 

(Series 1) 

Malay 

(Series 2) 

English 

(Series 3) 

TOTAL 

(Series 4) 

21-Feb(Launch)   5,166 5,575 6,419 17,160 

22-Feb 8,370 7,914 10,637 26,921 

26-Feb 17,476 15,012 22,901 55,389 

28-Feb 21,401 16,360 27,936 65,697 

29-Feb 24,375 17,498 32,224 74,097 

1-Mar 29,820 19,154 39,491 88,465 

2-Mar 32,626 20,013 43,260 95,899 

4-Mar * 35,750 21,095 48,672 105,517 

4-Mar 38,247 21,896 51,910 112,053 

5-Mar 40,995 22,995 55,893 119,883 

6-Mar 41,325 23,093 56,302 120,720 

7-Mar 45,049 25,157 62,071 132,277 

11-Mar** 58,469 28,034 86,912 173,415 

12-Mar 59,906 28,337 89,479 177,722 

13-Mar 61,215 28,593 91,901 181,709 

16-Mar** 62,911 28,945 95,135 186,991 

17-Mar 63,729 29,119 96,847 189,695 

18-Mar 64,525 29,285 98,198 192,008 

20-Mar** 65,203 29,413 99,231 193,847 

21-Mar 66,077 29,590 100,810 196,477 

22-Mar 66,263 29,663 101,194 197,120 

22-Mar 66,473 29,718 101,546 197,737 

24-Mar** 66,936 29,824 102,377 199,137 

25-Mar 67,441 29,983 103,291 200,715 

26-Mar 67,790 30,034 103,979 201,803 

27-Mar 68,004 30,085 104,465 202,554 

28-Mar 68,170 30,145 104,850 203,165 

29-Mar 68,504 30,231 105,455 204,190 

30-Mar 68,803 30,295 105,929 205,027 

31-Mar 68,975 30,339 106,294 205,608 

 Source:Nga(2009:32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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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Percentage of Home Internet Users by Age Categories 

Age Category 2005 2006 

Below 15 6.5% 7.3% 

15–19  18.6% 18.7% 

10–24  17.2% 16.3% 

25–29  12.5% 11.3% 

30–34  12.2% 12.3% 

35–39  9.9% 10.4% 

40–44 9.6% 10.6% 

45–49  5.1% 6.1% 

50 and above 8.4% 7.1% 

 Source:MCMC(2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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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本次大會看到許多博士候選人參加，這對於年輕學者而言，是非常好的經驗，我很期待我們國家

未來也能夠多鼓勵博士候選人參與此種重要的國際學術會議。此外，自 2006 年以來，我已經是第六

次參與 ISTR 全球雙年會，能夠與多位長期參與此年會的學者，包括前任主席 Mark Sidel 教授、Wendy 

Earles 教授、日本大阪大學 Naoto Yamauchi 教授、慶應大學的 Sachiko Nakagawa 教授及馬來西亞的

Janice Nga 教授等熟識、相互交流並成為好朋友，非常溫馨，每次參加會議都有能夠與老朋友重逢的

感覺，真的相當美好。也因此，心中總是希望未來能夠有更多年輕學者參加，盼望國家未來能夠提供

資源，多多鼓勵年輕學者參與這個重要的學術會議，讓年輕學者能夠有機會多與國際學者見面討論，

相互學習，並且趁此機會，將國內第三部門的研究成果分享與國際社會。看著國際許多第三部門研究

中心及人才不斷崛起,很希望國家能夠多支持及培育相關第三部門研究中心，多鼓勵學者研究 NPO、

NGO 或第三部門，畢竟第三部門議題在國內外皆已經展現其重要性。 

 

五、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會議手冊一冊。 

 

六、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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