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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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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說明 

（一） 擬解決問題： 

1. 保育的意義與核心價值：

(1) 臺灣白海豚是臺灣特有亞種臺灣白海豚(Sousa chinensis taiwanensis；以

下稱白海豚)，為 2008 年被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列為「極

危」 (CR，僅次於絕種)的海洋哺乳類動物，也經農委會公告為

瀕臨絕種保育 類野生動物。並於 2015 年由鯨豚研究學者王愈

超(John Wang)發表於《Zoological Studies》科學期刊的研究指

出，位於臺灣西海岸的白海豚 族群，因為地理區隔顯著外觀與

骨骼構造差異的因素，在演化上屬於臺 灣特有亞種。 

(2) 期待白海豚與離岸風機共存臺灣為落實「非核家園」，正戮力推

展「千架海陸風機計畫」，如能促使再生能源與海洋資源經營管

理共存共榮，將可對內彰顯執政者未偏離永續發展之價值觀，

對外更可藉由臺灣白海豚等瀕危物種的保育行動推展「環境永

續外交」。 

(3) 分享國際環境永續及經濟開發「多贏」經驗白海豚為珍貴的海

洋哺乳類動物。針對白海豚保育議題，臺灣與香港兩地相關團

體本已交流頻繁，未來更可積極向亟需兼顧環境永續及經濟開

發的亞太鄰國分享「多贏」經驗，並彰顯海洋臺灣生物多樣性

價值。 

2. 現況簡述：

(1) 臺灣白海豚的棲息地極為狹小，主要生活在離岸 3-5 公里內、

水深 30 公尺內的臺灣西海岸淺水海域與河口；因生存水深限

制，遭受生存威脅時 無法離開棲地至其他海域避險。 

(2) 離岸風機場址應避開棲息地，並管制施工噪音離岸風電開發區

塊原先能源局公告 36 個場址，後因航道考量取消 8 個區塊，目

前申請案件共 26 件(含已通過環評的 3 件示範計畫)。離岸風機

政潛力場址與白海豚棲地多所重疊，風機計畫衍生之噪音(施

工、打樁、營運)、其他人為干擾(施工船隻進出)以及機組除役

時的干擾，皆可能危及白海豚。 

（二） 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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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程目標：

(1) 國際頂尖學者來臺提供專業意見

A. 支持環保署環評大會之善意作為，並對具體保育措施提供

進一步專業建言。 

B. 協助政府發展離岸風力發電時，避免陷入保育爭議，亦可

使臺灣在國際間成為同時落實綠能及保育瀕危動物的永續

發展典範。 

C. 突破以往相關會議窠臼，透過棲地實際勘查、論壇前導工

作坊、妥適之雙語文件資料提供及現場口譯，務求國際專

家充分了解臺灣現況，針對各項挑戰具體提出具建設性之

建議。  

D. 透過論壇議程規劃，力促國際專家之意見成為激發產官學

界聚焦討論交流之觸媒：每場次 70 分鐘，分別由投入相關

保育逾 10年之臺灣實務工作者及關注綠能與保育之立委擔

任主持人，邀請 2 位國際專家破題分享國際研究與經驗，

再邀請臺灣專家學者、國外學者、政府官員各一，就該主

題進行對談。 

(2) 協助我國政府釐清具體爭議離岸風機政策環評於 2016 年底通

過，建議離岸風機計畫宜優先開發航道外側區塊，正面回應民

間對考量白海豚存續的憂慮，但既存對生存白海豚威脅，尤其

是直接傷及白海豚肉身的致命漁法依然存在，以下議題仍備受

國內保育團體及國際專家關注，並希望以科學專業協助我國政

府釐清：  

A. 風機施工期、打樁期、運轉期的噪音，依然在一定程度上

干擾白海豚行為、影響其食餌底棲魚種質量，以致影響族

群存續。 

B. 降低風機對白海豚存續威脅的預防性措施、減輕衝擊措

施、施工管制措施的規劃尚有改善空間，因現在的潛力場

址在開發時所產生的噪音頻率、音量、在海中傳遞速度與

衰減係數都還不得而知或欠缺當時紀錄；因此在建造風機

前，建立水下聲學模擬系統是有實質必要的；若有必要，

應該參考它國的水下聲學模擬系統。 

C. 前述期間的水下噪音聲曝值規範、例行性的長期水下聲學

監測、施工期間的目視及聲學監測必須確實且謹慎地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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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考量水下及海底噪音有放大效果，風機場址究竟該距離白

海豚棲地多遠，方可減少對其存續之威脅，實在應該藉由

監測示範風機建造與運 轉之噪音，訂出噪音傳遞模擬方

式以影響改善後續風機建造計畫。 

E. 邀請「浮動式離岸風機」之法國專家列席，補充在政策環

評中未被提 及的浮動式離岸風機，並與「打樁式風機」

作客觀比較(包括建造、運 轉與除役過程中對白海豚與其

他海中生物的影響)，以及補漏於政策環評中未就離岸風機

「除役」對海域環境衝擊的評估。 

2.目標： 

(1) 國際頂尖學者來臺提供專業意見 

A. 支持環保署環評大會之善意作為，並對具體保育措施提供

進一步專業建言。 

B. 協助政府發展離岸風力發電時，避免陷入保育爭議，亦可

使臺灣在國際間成為同時落實綠能及保育瀕危動物的永

續發展典範。 

C. 突破以往相關會議窠臼，透過棲地實際勘查、論壇前導工

作坊、妥適之雙語文件資料提供及現場口譯，務求國際專

家充分了解臺灣現況針對各項挑戰具體提出具建設性之

建議。  

D. 透過論壇議程規劃，力促國際專家之意見成為激發產官學

界聚焦討論交流之觸媒。 

(2) 協助我國政府釐清具體爭議 

離岸風機政策環評於 2016 年底通過，建議離岸風機計畫宜優

先開 發航道外側區塊，正面回應民間對考量白海豚存續的憂

慮，但既存對生 存白海豚威脅，尤其是直接傷及白海豚肉身

的致命漁法依然存在，以下 議題仍備受國內保育團體及國際

專家關注，並希望以科學專業協助我國政府釐清： 

A. 風機施工期、打樁期、運轉期的噪音，依然在一定程度上

干擾白海豚行為、影響其食餌底棲魚種質量，以致影響族

群存續。 

B. 降低風機對白海豚存續威脅的預防性措施、減輕衝擊措

施、施工管制措施的規劃尚有改善空間，因現在的潛力場

址在開發時所產生的噪音頻率、音量、在海中傳遞速度與

衰減係數都還不得而知或欠缺當時紀錄；因此在建造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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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建立水下聲學模擬系統是有實質必要的；若有必要，

應該參考它國的水下聲學模擬系統。 

C. 前述期間的水下噪音聲曝值規範、例行性的長期水下聲學

監測、施工期間的目視及聲學監測必須確實且謹慎地執

行。 

D. 考量水下及海底噪音有放大效果，風機場址究竟該距離白

海豚棲地多遠，方可減少對其存續之威脅，實在應該藉由

監測示範風機建造與運 轉之噪音，訂出噪音傳遞模擬方

式以影響改善後續風機建造計畫。 

E. 邀請「浮動式離岸風機」之法國專家列席，補充在政策環

評中未被提及的浮動式離岸風機，並與「打樁式風機」作

客觀比較(包括建造、運轉與除役過程中對白海豚與其他海

中生物的影響)，以及補漏於政策環評中未就離岸風機「除

役」對海域環境衝擊的評估。 

（三） 實施方法與步驟： 

1. 規劃 3 場國際專家會議：

(1) 第 1 場(4 月 17 日)以工作坊形式進行，協助國際專家初探臺灣情

況。 

(2) 第 2 場(4 月 19 日)以工作坊形式進行，針對國際論壇中所討論關

於預防與緩解離岸風機對白海豚之衝擊，具體研商對策。  

(3) 第 3 場(4 月 20 日)以閉門會議形式進行，並於會後提出結論報告，

為兼顧綠能及保育之對策提出建言。 

2. 舉辦 1 場公開國際論壇(4 月 18 日)：

讓國際專家透過討論與專題分享了解臺灣情況、並掌握各國最新

的白海豚生態及存續研究資料；讓國際專家與臺灣產官學界針對

白海豚保育、 風機對保育之衝突及緩解方案，聚焦對談。

3. 舉辦 1 場立法院公聽會(4 月 21 日)：

透過立院公聽會分享結論報告內容、促進國內外保育經驗與倡議

者進行政策制定的相關對話。

4. 安排 2 場現場勘查：

規劃國際專家、學者分別於 4 月 16 日及 4 月 22 日(因天候不佳僅

為陸地踏查)，從臺中梧棲港出海，航行西海岸實地觀察白海豚生

存環境，並同時透過彰化、雲林等沿海地區之陸地觀察，了解白

海豚所遭受的汙染、棲地消失等等現狀威脅，裨益國際專家對臺

灣情況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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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工作項目表 

重要工作項目 單位 
全程計畫目標  

106 年 4 月-106 年 6 月 本年度預定目標 實施地點 

舉辦國際 

專家會議工作坊 
場 3 3 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舉辦國際論壇 場 1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進修推廣學院 

1 樓演講堂 

舉辦立法院公聽會 場 1 1 立法院會議室 

舉辦白海豚棲地現場勘查 場 2 2 
臺中梧棲港、 

彰化、雲林 

撰寫結論意見書 份 1 1 

（四）預期效益： 
1. 可量化效益：

指標項目 單位 預期成果 

結論意見書 份 1 

會議紀錄 份 
9 

(詳參結案報告) 

論壇影音紀錄 份 1 

與會專家依據本次活動報 告發表

國際會議或期刊 SCI 論文 
篇 1~2 

2. 其他政策效益或不可量化效益：

(1) 邀請國際專家提出對策建言及報告，可廣納國際經驗，降低風電政策對

保育之衝擊，裨益綠能政策推動及保育。  

(2) 邀請國際專家針對離岸風機對瀕危的白海豚可能之影響撰寫專業建言，

分享他國經驗以及客觀之科學觀點，以宣傳推廣專業知識，彰顯臺灣保

育議題的重要性。 

(3) 透過舉辦公開論壇、專家會議及立法院公聽會，邀請相關行政部門、國

際專家、國內學者、保育團體、顧問公司及開發單位共同參與，促成各

方對 話交流，凝聚共識，避免不必要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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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家學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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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家學者簡介 

No. 姓名 簡介 

1 

Dr. Andrew J. WRIGHT 

Current Position(s): 
Affil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USA 

Research Interests: 
Porpoise ecology, acoustics and impacts of noise upon porpoise, Marine Mammal 

Science, Marine Biology  

2 

Dr. Christine ERBE 

Current Position(s): 
Director, Centre for Marine Science & Technology, Curtin University, 

AUSTRALIA 

Research Interests: 
Underwater acoustics; underwater noise; marine bioacoustics; noise impacts on 

marine animals; sound propagation; acoustic signal processing  

3 

Dr. Claryana ARAÚJO-WANG 

Current Position(s): 
Principal Researcher Botos do Cerrado – Pesquisas Ambientais, 

BRAZIL.Associate Researcher CetAsia Research Group, CANADA 

Research Interests: 
Demographic studies, especially abundance estimation (using distance sampling 

and mark-recapture analysis), distribution, behavioral studies and conservation of 

Brazilian river dolphins and Asian humpback dolphins 

4 

Mr. David HANNAY 

Current Position(s): 
Chief Science Officer, JASCO Applied Sciences, CANADA 

Research Interests: 
Marine acoustic studies to predict and measure underwater noise emissions from 

industrial sources, and to assess their potential effects on marine fauna 

5 

Dr. Jakob TOUGAARD 

Current Position(s): 
Senior Scientist, Department of Bioscience, Aarhus University, DENMARK 

Research Interests:  
The effects of underwater noise on marine mammals; passive acoustic methods 

used to quantify underwater noise and their effects on abundance and behavior of 

marine mammals. 

6 

Dr. John Y. WANG 

Current Position(s): 
Chief Scientist CetAsia Research Group, CANADA, Adjunct professor Trent 

University, CANADA,Adjunct researcher National Museum of Marine Biology 

and Aquarium, TAIWAN 

Research Interests: 
Taxonomy,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of small cetaceans 

7 

Mr. Jordan M. HOFFMAN 

Current Position(s): 
Associate Researcher, CetAsia Research Group, CANADA 

Research Interests: 
Conservation Biology, Bioacoustics, Marine Mammal Ecology, Acoustic 

Communication, Passive Acoustic Monitoring, Acoustic Analysis 

8 

Ms. Kathy HEISE 

Current Position(s): 
Senior Researcher, Coastal Ocean Research Institute, Vancouver Aquarium, 

CANADA 

Research Interests: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of marine mammal, anthropogenic underwater noise 

impacts on marine animals and the mitigation measures that can be used to 

reduce these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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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姓名 簡介 

9 

Dr. Lance BARRETT-LENNARD 

Current Position(s): 
Director, Marine Mammal Research Program, Coastal Ocean Research Institute, 

Vancouver Aquarium, Adjunct Professor, Zoolog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Research Interests: 
Cultural roots of ecological specialization and social systems in populations of 

killer whale 

10 

Ms. Lauren E. DARES 

Current Position(s): 
Ph.D. Candidate 

Environmental and Life Sciences, Trent University, CANADA 

Research Interests: 
Ecology, conservation biology, 

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ling 

11 

Dr. Leslie NEW 

Current Position(s):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USA 

Research Interests: 
Hierarchical Bayesian models; state-space models; ecological model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unity dynamics; effects of anthropogenic 

disturbance; Human-wildlife conflict 

12 

Dr. Marie-Francoise VAN BRESSEM

Current Position(s): 
Research Scientist, 

Cetacean Conservation Medicine Group (CMED), Peruvian Centre for Cetacean 

Research (CEPEC), PERU 

Research Interests: 
Marine Mammal Diseases, Conservation Medicine, Microbiology, Epidemiology, 

Skin diseases, Anthropogenic Stressors, welfare 

13 

Dr. Naomi A. ROSE 

Current Position(s): 
Marine Mammal Scientist 

Animal Welfare Institute, USA 

Research Interests: 
Behavior, animal welfare, impacts from whale watching, impacts from noise 

14 

Dr. Peter S. ROSS 

Current Position(s): 
Director Ocean Pollution Research Program, Coastal Ocean Research Institute, 

Vancouver Aquarium, CANADA,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Victoria, 

CANADA ,Chair Eastern Strait Sousa Technical Advisory Working Group  

Research Interests: 
Aquatic Animal Health, Aquatic Environmental Science, Ocean pollution, marine 

mammal toxicology 

15 

Ms. Sarah Z. DUNGAN 

Current Position(s):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Ecology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Research Interests: 
Molecular Evolution in Cetaceans, Protein Evolution, Evolution of Sensory 

Systems, Computational Biology and Bioinformatics, Cetacean Sociobiology and 

Conservation 

16 

Ms. Viena MAK 

Current Position(s): 
Committee Hong Kong Dolphin Conservation Society, HONG KONG, 

Researcher Hong Kong Cetacean Research Project, HONG KONG 

Research Interests: 
Conservation of Indo-pacific humpback dolphins and finless porpo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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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姓名 簡介 

17 

王建平 

任職： 

成大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生命科學系兼職教授 

研究專長：  

動物解剖學、胚胎學、溼地生態學、鯨豚研究及救援 

18 

邱文彥 

任職：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及資源管理研究所 專任教授 

研究專長： 

海洋政策、海岸管理、濕地保育、環境保護、都市與區域規劃、 

水下文化資產保護、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海洋資源保育事務 

19 

徐傑輝 

任職：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 

研究專長：  

離岸風機、再生能源 

20 

施月英 

任職： 

社團法人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 總幹事 

研究專長：  

推動環境保護行動，包括濕地法、海岸法等法案推動，國家重要濕地劃設(芳

苑濕地、大城濕地、漢寶濕地)與台灣白海豚重要棲息地劃設 

21 

陳秉亨 

任職： 

社團法人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理事長 

社團法人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祕書長 

台灣國立東華大學環境研究系 博士候選人 

研究專長：  

白海豚保育 

22 

陳琪芳 

任職： 

台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指導教授 

研究專長：水下聲學、聲學傳播模式、海洋工程、訊號處理 

教學專長：海洋聲學、物理海洋學、工程統計、工程倫理 

23 

莫顯蕎 

任職：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兼任教授 

研究專長： 

魚類系統分類、動物行為、動物聲學 

24 

黃祥麟 

任職： 

中國汕頭大學理學院海洋生物研究所副教授 

研究專長: 

空間人口分析、趨勢和人口生存力分析、分佈和棲息地利用、遙感探測 

25 

劉希平 

任職： 

輔仁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副教授 

研究專長： 

環境科學、環境工程、污染控制 

26 

文魯彬 

任職：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理事長 

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常務理事 

研究專長： 

環境基本法、環評法規、白海豚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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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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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活動紀要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國際專家會議暨論壇】時間地點 

No. 活動 時間 地點 

1 

離岸風機．聲學． 

台灣白海豚保育 

國際工作坊 

2017/4/17、

4/19、4/20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203 教室 

2 

離岸風機．聲學． 

台灣白海豚保育 

國際論壇 

2017/4/18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一樓演講堂 

3 立法院公聽會 
2017/4/21 

上午 9-12 時 
立法院公聽會 

4 臺中市政府交流 
2017/4/21 

下午 3-7 時 
臺中市政府 

5 
現地踏查(一) 

出海觀測 
2017/4/16 臺中梧棲港出海觀察白海豚 

6 

現地踏查(二) 

與臺中市政府、 

中部地區交流 

2017/4/22 中部地區現地踏查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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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坊紀要 

工作坊第一日 Workshop Day 1 

2017 年 4 月 17 日(一)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工作坊】議程 Schedule 

時間 Time 主持人 Chair 報告題目 Topic 

08:30-08:45 報到 Registration 

08:45-09:10 Peter S. Ross&陳秉亨開場致詞 Opening Remarks 

09:10-09:35 施月英 Biodiversity of Taiwan's West Coast and Its Disappearance 

09:35-10:00 徐傑輝 Taiwan’s 1000 offshore wind turbine project 

10:00-10:15 茶 敘 

10:15-10:40 劉希平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Off Shore Wind Farms in the Western Coastal Waters 

of Taiwan 

10:40-11:05 陳秉亨 TWD Conservation movement in Taiwan 

11:05-11:30 文魯彬 
Salient Aspects of Taiwan’s EIA system and Wildlife Conservation Act for 

TWD Conservation 

11:30-12:10 
Workshop 

Chair 
Discussion 

12:10-13:30 午 餐 Lunch Break 

13:30-14:10 
John Y. 

Wang 
The Biology of the Taiwanese White Dolphin-Sousa chinesis taiwanensis 

14:40-15:30 TBA 
Each participant will be invited to reflect for 5-8 minutes on the morning 

session and TWD conservation 

15:30-15:45 茶 敘 Tea Break 

15:45-16:35 TBA Facilitated session-continued 

16:35-17:20 
TBA Facilitated discussion: how to optimise on the remaining time for the benefit of 

TWD conservation: information and data needs?; working groups? etc.  

17:20-17:30 
TBA Housekee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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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7 日(一)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工作坊】紀要 Summary P.1 

開場: Peter S. Ross、陳秉亨

報告人 Speaker 紀錄 Minutes 

施月英 

「台灣西海岸生物多樣性與其消失」 

台灣海岸線總長約 1,200 公里，依地質與粒徑分類為泥灘、砂質、礫石、岩石、生物等海岸類型；

又，台灣的土壤，從高山到海岸，總共有超過 1,300 個種類；加上許多流域的沖刷、海流等等，因

此造就非常多樣性的海岸類型。自 1963 年的古地圖，仍見彰化雲林寬廣潮間帶及台南的潟湖特殊

地景依舊，只是從 1970 年開始，台灣西部海岸快速發展海岸遭受嚴重破壞與切割，填海造陸總面

積約 7,500 公頃 (16-3,643 公頃)，後續還有政府極力推動有害廢棄物固化後的填海政策，除此之

外，還有 2012 年推動千架海陸風力機計畫，其中彰化外海規劃設置超過 1,000 支風機，而有關海

洋的生態、漁業與環境調查卻嚴重不足，就以先淺海後深海的策略推動，彰化潮間帶寬達 5 公里以

上，而水深 20 公尺、離岸約 8 公里，風機設置緊鄰水深 20 公尺的水域，正是瀕危絕種的台灣白

海豚之南北往返棲地棲息與覓食的重要區位，及其主要覓食魚類的棲所。政府若不即時改變離岸風

電開發遠近政策，按照歷年來白海豚族群減少的趨勢推估，政府的消極保育及海上風力發電開發，

勢必讓白海豚在十年內滅絕。 

徐傑輝 
報告「台灣的千支離岸風機計畫」(略) 

劉希平 

「台灣西岸水域離岸風場的環境影響」 

台灣先天易受風災與地震影響，因此環評的目標，是抱持最好的希望，但做最壞的打算，希望能與

環境妥協共生。台灣白海豚的危機，除了數量少於 100 隻、已經 IUCN 認證為極度瀕危以外，另

外有五大威脅，其中則以棲地消失及噪音污染，與風機最直接相關。環評主要的議題，在於了解目

標環境（包括風機建造計畫的數量與噪音等等、海洋環境、漁場、候鳥、海航及航空規範...等）、評

估可能影響、以及觀察與調整（分階段逐步實驗、並採用友善環境的工法... 等等），達到與環境妥協、

共存共榮的目標。 

陳秉亨 

「台灣白海豚保育運動」 

台灣環保團體 2006 年知道白海豚瀕臨滅絕，2007 年展開保育行動，雖然成功阻止台塑鋼鐵、國光石

化等大型開發案，但白海豚仍面臨離岸風機施工過程噪音與漁業誤捕的威脅，若沒有積極保育，台

灣白豚將快速滅絕。本報告介紹環保團體過去與未來的保育行動。 

文魯彬 

「環境影響評估法與野生動物保育法」 

今天想談兩個環境相關的法規：一個是環評法，一個是野保法。環評可分中央與地方政府兩級，而

風機的環評均是由中央進行。中央的環評是由 21 位環評委員組成，其中 7 位來自政府單位、另外 

14 位則來自於學界與人民團體，也就是 2/3 以上由非政府單位組成。但學術單位有時無法完全中

立，因此不確定是否能真正做到利益迴避。環評委員最重要的權力之一，就是否決權。政策環評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SEA)，針對的是政策而非個案。現在有爭議的是，能源局的政策

環評已結束，且要求風機的個案環評初審，必須於 2017 年底前完成，因此現在大家都趕著送件，

未能仔細審查。離岸風機的政策環評已於去年完成，至今仍未有定稿本；且政策環評不若個案環評

有否決權。我們已要求環保署將報告譯為英文，以利各界提供意見。另一方面，野生動物保育法於 

1989 立法。90 年代中期，台灣宣布將所有鯨豚列為保育類。但對於野生動物的噪音干擾，從 2009 

年連署至今，仍然沒有相關的法令規範；今天有林務局代表在場，希望代為轉達。而 2014 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區的預公告，至今仍未公告實施，且未採納我們集合專家學者所做的建議，希望林務局

能更積極推動實施。感謝大家蒞臨，我們非常需要各界的客觀意見，一同構築可行的保育辦法。沒

有人希望白海豚滅絕，因此希望匯聚大家的見解，未來幾天一同形成有效的建議。 

Q&A 

Peter S. Ross & 

文魯彬 

主持 

Q  Naomi  A. Rose to 文魯彬： 

政策環評是否仍在實行中？ 

A  文魯彬：  

剛忘記提，已有三組風機通過個案環評，其中一組已在苗栗外海興建，即使不在白海豚棲地內，也

十分接近。離岸風機已於 2016 年 12 月 28 日通過政策環評，個案環評是最後一步。能源局仍在

蒐集資料中，不確定目前是否有機會提出意見。 

Q  文魯彬 to 能源局： 

政策環評現在還能接受專家學者意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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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7 日(一)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工作坊】紀要 Summary P.2 

Peter S. Ross & 文魯彬 主持

報告人 Speaker 紀錄 Minutes 

Q&A 

Q Andrew J. Wright to 文魯彬： 

政策及個案環評，是否考慮工業（風機）漁業（刺網）的影響？ 

若將風機搬離棲地，是否影響漁業？ 

劉希平： 

政策環評是大方向，個案環評會再調整妥協。也許風機阻擋漁業活動，反而構成人造漁場，形成另

類保育環境。先由小區域實驗，瞭解影響後再逐步推動。流刺網對環境影響甚大，若風機促成海豚

保育成功，也許能形成新型態觀光產業。但風機尖峰產能有 30% 在冬季，並非能源尖峰季節。 

John Y. Wang： 

就算形成人工漁場，但棲地原本沒有構造物，吸引的新生物不一定是海豚食物，也不一定有利於白

海豚保育。 

文魯彬： 

兩個月前立院公聽會，亦有類似意見：吸引的新生物不一定是海豚食物。 

John Y. Wang： 

我們其實不夠了解海豚食物。我們看過他們吃鰻魚...等等，香港族群不吃的食物，因此台灣白海豚的

食物種類仍需進一步研究。 

Peter S. Ross： 

漁民、漁會、風機廠商，請聚焦在風機造成的影響上。 

Q Naomi A. Rose to 文魯彬： 

政策或個案環評時，是否有棲地目前的漁業影響數據＆型態？ 

A 劉希平： 

此非我專業領域，但目前不夠深度，目前漁民大小通捕，也許風機研究會讓事實更浮出水面。 

林務局： 

離岸風場開發時會多方收集資料，漁業署會在各地漁會收集漁業型態資料＆漁獲數據。 

文魯彬： 

開發者會到各地爭取同意，例如以漁獲數據作為補償依據（苗栗兩億、彰化一億，後來有爭議，因

為實際數據不足）但我從風力開發者聽到的資訊，他們與漁民議價時會有爭議。 

Q 西岸海床常是沙或泥地，風機地基必須深鑿 

我不知道風機構造如何，但短距離內要放數百支風機，現有海洋生物、水文、三度空間會否受影響，

是否做過深入環評？人造物常造成一級產業嚴重影響。 

A 劉希平： 

因此我們建議逐步實驗並調整，目前我們資料不足，過去未蒐集過漁業資料，風機資料更少。 

要給生態一個機會，漁民並非貪婪，但也勿讓他們覺得補償或目前漁業型態是理所當然；不想深入

海床，台灣夏季有颱風，假如掃倒幾支風機，影響多大？ 

以上均需實地實驗以蒐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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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7 日(一)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工作坊】紀要 Summary P.3 

Peter S. Ross & 文魯彬 主持

報告人 Speaker 紀錄 Minutes 

Q&A 

Q 風場若落在白海豚棲地之外， 

漁業型態如何？是否造成海豚被魚網糾纏... 等等危害？ 

風機是否將漁民推往近海，造成白海豚更大危害？ 

Q Roberto 台北居民： 

4/27 晚上在台大有一個上緯國際蔡朝陽先生，將演講再生能源（太陽能、風力）成功經驗。 

Q 風機的減噪工程，新建時的噪音模擬？ 

能源局： 

興建時有委託台大陳琪芳教授（4/18 會在國際論壇針對此主題演說）明天可以直接向陳琪芳教授提

問。 

Q Peter S. Ross： 

工研院(能源局)是否能介紹 13 個預定風場？ 

能源局： 

我們選擇場址時，已排除潮間帶及農委會公告之白海豚棲地等敏感地帶，並限於水深 50m 內，原

有 20 個場址，扣除航道，且雲林以南風況條件不足，因此排除在場址外。臺中由於有臺中港，因

此也排除在外，彰化縣有些地方未在表列區塊內，但也已有一家申請興建。 

Peter S. Ross： 

是否可列出扣除後的最新場址圖？ 

能源局： 

下午給更新資料。 

Peter S. Ross： 

最新場址圖，是否會列出 micro siting? 

能源局： 

無法列出這麼詳細，開發者目前只研究蒐集資料，但尚未有興建細節資料。 

施月英： 

4/7 已送環保署，近岸區塊決定怎麼做？ 

能源局： 

定稿本按照環保署提供的回答，當初規劃時，抱持漸進學習心態，由近而遠，目前隨著開發環境改

變，不再由近而遠，而是依開發商規劃決定。 

文魯彬： 

政策環評定稿本已送至環保署，是否會有最新的場址區塊圖？ 

能源局： 

剛剛講的是 20 個區塊，36 個區塊（政策環評）是綜合考量後適合的場址，但會再扣除航道部份及

風力不足等實際考量。 

文魯彬： 

是否可提供政策環評區塊外的場址？ 

能源局： 

我們可以提供 20 個區塊及區塊外的場址 

David Hannay： 

場址均為密集航道，設置後是否影響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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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7 日(一)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工作坊】紀要 Summary P.4 

Peter S. Ross & 文魯彬 主持

報告人 Speaker 紀錄 Minutes 

Q&A 

能源局： 

我們有特別讓出航道，主要讓大型船隻、商船通行，至於台灣中國之間船隻，也有留出航道，小型

漁船的部分，仍在溝通中，目前漁業署希望不要限制小船在風場內的通行，但仍在討論中。 

（午休） 

 John Y. Wang： 

2002 年第一次來台灣觀察白海豚，香港的洪家耀博士表示台灣的白海豚長得不一樣，因此建立觀察

模式後，發現台灣的族群與香港中國均不同。Sarah Dungan 發現台灣白海豚的社會結構跟香港白海

豚的型態不同；Jordan Hoffman 發現台灣白海豚的聲音型態也與其他族群不同 。2015 年 John Y. 

Wang 發表文章，宣布台灣白海豚是台灣特有亞種。2016 年美國海洋哺乳動物協會確認台灣白海豚

是特有亞種。接下來 John Y. Wang 介紹台灣白海豚的棲地範圍、分布密度、飲食習慣、族群構成、

繁殖參數、及牠們所面臨的五大威脅。台灣白海豚的「生物絕跡臨界值」（potential biological removal）

是七年一隻，也就是說如果每七年死掉一隻，就足以造成滅亡危機。而各種圖片和證據都顯示，目

前僅有存活的七十多隻台灣白海豚，健康狀況普遍不佳。2015 進行政策環評時，白海豚尚未被認可

為特有亞種，因此 2017 我們呈交新的特有亞種資料，由於是美國列管的瀕危動物，因此可望造成

更大壓力。 

上午會議回顧： 

Peter S. Ross：  

邀請大家對整天的會議，分享一個字的感想，簡介接下來幾天行程、及本次工作坊目標。 

文魯彬：  

邀請德國風機公司的兩位代表簡介。 

曾葳葳： 

固定式基座，目前有三支風機，其中一支在桃園（非預定重要棲地）彰化 & 雲林（重要棲地內），

我們在歐洲的經驗不一定能完全複製到亞洲，因此我們很想了解在地的問題做為建設時的參考。 

Naomi A. Rose： 

三天的工作坊，最好的產出應該是實際的改善建議。 

Jakob Tougaard： 

法案還沒通過前，是我們討論最好的時間。 

 文魯彬： 

年底要通過，所以現在法案應該都成型了。 

Jacob Tougaard： 

建議先不要走聲學路線，因為連歐洲都還在爭論不休，我們怎樣討論都無法達到一致的結論，乾脆

別浪費時間。 

文魯彬： 

有多少人真的了解海豚的聲學需求？ 

Jakob Tougaard： 

所以這個亞種的聲學需求，真的跟香港、中國亞種不同嗎？ 

還是我們可以援引中國、香港、甚至泰國等地的見解？ 

David Hannay： 

我們可以提供大方向的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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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7 日(一)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工作坊】紀要 Summary P.5 

Peter S. Ross & 文魯彬 主持

報告人 Speaker 紀錄 Minutes 

Q&A 

John Y. Wang： 

必須記得，台灣白海豚的族群數量很小，情形和其他地方不一定相同。 

Christine Erbe： 

海洋哺乳生物遇到的菌種感染問題，已日益嚴重。 

Peter S. Ross： 

不可忘記，會有風機危機，是因為我們最重要的困難，除了保育動物以外，我們還有更緊迫的問題

要解決，所以才會有風機的問題出現。 

文魯彬： 

噪音的閾值由歐美決定？ 

Andrew J. Wright： 

我們只是想要減輕損害到可接受範圍？還是什麼影響都不要有？ 

Lance Barrett-Lennard： 

也可以有第三種思考方向－若一直專注在風機，是否遺忘了漁業活動的影響？ 

會不會將白海豚逼向他們不熟悉的水域？ 

Andrew J. Wright： 

風機可能形成人工漁場？ 

John Y. Wang： 

在那之前，若刺網漁業往沿岸移動，勢必對白海豚造成更嚴重威脅。 

Jakob Tougaard： 

風機建造雖然是一時的，但也會為時數年，且是直接影響。 

9. 討論

Peter S. Ross： 

經過整天的會議之後，針對 4/21 週五公聽會要產出的建言，先請大家發想值得討論的問題。 

討論關鍵字整理： 

目標生物 

風場相關 

環境 

風險管理：減輕方法 

政社經架構：能源政策 

影響／危機（直接／間接） 

好處 

關鍵問題 

－根據各種證據資料，避免任何長遠影響 

→ 還是要討論短中長期影響 

－針對風機對白海豚的影響 

→ 不能只討論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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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7 日 工作坊第一日活動照片 Images: Day 1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理事長 文魯彬 發言 台灣媽祖魚保育協會 理事長 陳秉亨 發言 

學者 Christine ERBE 博士筆記中 學者 Naomi A. Rose 博士討論照片 

學者 John Y. Wang(王愈超)博士專心聆聽 學者 Andrew J. Wright 博士與 Jakob Tougaard 博士 

學者 Peter S. Ross 博士主持會議 學者 Lauren E. DARES 聆聽會議意見 

會議進行照片 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徐傑輝 副主任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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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第二日 Workshop Day 2

2017 年 4 月 19 日(三)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工作坊】議程 Schedule 

時間 Time 主持人 Chair 報告題目 Topic 

08:30-08:45 報到 Registration 

08:45-10-20 
John Y. 

Wang 

Discussion on forum topic： 

Conservation and Biology of the Critically Endangered Taiwanese 

White Dolphin 

Presenter (15 minutes): John Y. Wang  

Discussion (60 minutes): All  

Conclusion (20 minutes): All  

Facilitator: TBA 

10:20-10:50 茶 敘 

10:50-12:35 TBA 

Discussion on Forum’s topic： 

Impacts of human activities on marine mammals 

Presenter (15 minutes): TBA  

Discussion (60 minutes): All  

Conclusion (20 minutes): All  

Facilitator: TBA 

12:35-13:30 午 餐 Lunch Break 

13:30-15:05 TBA 

Discussion on Forum’s topic： 

Impacts of offshore wind farm on marine mammals 

Presenter (15 minutes): TBA  

Discussion (60 minutes): All  

Conclusion (20 minutes): All  

Facilitator: TBA 

15:05-15:35 茶 敘 Tea Break 

15:35-17:00 TBA 

Discussion on Forum’s topic： 

Understanding and mitigating noise impacts on marine mammals 

Presenter (15 minutes): TBA  

Discussion (60 minutes): All  

Conclusion (20 minutes): All  

Facilitator: TBA 

17:00-17:20 TBA 
Discussion on the legislative yuan (parliament) hearing and 

intended outcome/resolution   

17:20-17:30 TBA 
Host organization reminders and announcements – dinner option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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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9 日(三)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工作坊】紀要 Summary P.1 

報告人 Speaker 紀錄 Minutes 

開場主持人： 

Peter S. Ross 

全員自我介紹 

預計產出： 

1.新聞稿 

2.中英文報告 

3.立法院公聽會新聞資料 

議程報告 

主持人： 

Christine Erbe 

解決方案及擔憂 

可用工具 

圖表／地圖／視覺輔助 

政策、法律、及倡議考量 

標題 

Marie-Francoise Van Bressem：若能有視覺化的資料，可以比對白海豚棲地、漁場、風機預定地，會

很有幫助。 (Google earth) 

Jakob Tougaard：歐洲已經有 15 年的風機環境評估及調整經驗了，不應從零開始。 

Naomi A. Rose：台灣白海豚的狀況特殊且緊急，所以 Jakob Tougaard 的表格會很有幫助。 

Kathy Heise：棲地狹窄的重要性大於族群數量，因為一旦風機影響棲地，海豚將無處可逃。 

John Y. Wang：用台灣白海豚作範例會很好，可幫助世界上其他相似的鯨豚族群。 

庶務報告 

分組討論時間 

主持人：Christine 

Erbe 

主持人準備了許多可能的問題、以及可用的工具及表格 

Andrew J. Wright：風機在施工期間與運轉期間的風險不同，討論時是否須分開？ 

Peter S. Ross：我們支持綠能，但選址很重要，要把話講清楚。 

Lance Barrett-Lennard：表格若顯示運轉期間影響過大，那就不該進入施工階段。 

分成六個小組討論 

集合分享時間 

主持人： 

Naomi A. Rose 

目標：提出 10-12 個關鍵問題，分門別類，去蕪存菁，並用最精簡的文字陳述。 

Jakob Tougaard：應將問題目標指向環評等實際執行面（例如五大威脅），而非學術問題，因為學術

問題永無止盡。 

Claryana Araújo-Wang：或將問題排出輕重緩急順序，以實際執行面優先，但不刪除其他問題。 

Andrew J. Wright：有點本末倒置了，可能先將風機相關置於前面？ 

Jakob Tougaard：風機開發商雖有氣泡幕，但我們應該針對這些實際面提出問題。 

Claryana Araújo-Wang：風機開發商是移植外地經驗，但沒考慮台灣白海豚這個獨特的問題。因此個

案環評必須考量在地問題。 

（午休） 

下午分組前的討論 

Room 203 Christine Eebe 

發表上午 203 教室對於第三、四組問題的整理結果。 

Room 205 Naomi A. Rose 

發表上午 205 教室的問題討論結果 

針對文章呈現方式重新排序、精省，但不會刪減掉在 Room 203 所討論的心血結晶。 

綜合討論 

Peter S. Ross：將五大威脅與風機結合，白海豚與其他生物結合，可擴大防守範圍， 

應以提出解決方法為目標。 

David Hannay：會不會模糊焦點？畢竟這次的重點就是風機。 

Naomi A. Rose：報告與最終論文不同。 

Peter S. Ross：每次講到五大威脅，都要重新定義跟海豚的哪部分有關，反而沒效率。 

Christine Erbe：我們還是想要整理出一個工具箱，因此還是希望將六組問題整理出來，最後再討論

文章呈現方式。 

Lance Barrett-Lennard：工具箱很有用也很重要，記得量化而非心得報告，要能說服人，而非只是細

節的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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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9 日(三)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工作坊】紀要 Summary P.2 

報告人 Speaker 紀錄 Minutes 

綜合討論 

John Y. Wang：我們做的事，要能引起注意，才能產生壓力。 

Andrew J. Wright：我們討論的重點是，眼前獨特且急迫的問題，但是寫出來之後，也許對其他地方

的生態系統也有助益，這點必須指出。 

John Y. Wang：我並不覺得其他地方有物種面臨一樣多重的危機。 

John Y. Wang：風機與漁業的交互關係，也許將漁業更往近岸推→ 更加危害海豚棲地。 

Anja Heise：這兩天聽到漁業對白海豚的影響，也聽到七年一隻，但現在狀況惡化，我們最快的建造

計畫約五年後，希望這五年間狀況不要惡化到無法挽回。 

Peter S. Ross：提出 social license 概念；風機也許有政府許可，法理容許，但失去民心／輿論抨擊，

拯救台灣白海豚，短期長期計畫，我們有一些辦法可用，希望政府能採取。 

Anja Heise：也許我們這邊的資料可以提供給你們使用。 

Jakob Tougaard：危機變成轉機，風機一建，漁民就得改變漁法，也許趁這次大刀闊斧改革，風機計

畫龐大，牽涉很多金錢利益，也許漁民會想要轉業去服務風機工程師？ 

Lance Barrett-Lennard：廠商會想要聽到這些資訊嗎？ 

Anja Heise：當然，若資料證據充足，也會很樂意瞭解。 

John Y. Wang：國光石化時，漁民轉往當地捕魚，因為知道會有補償金！ 

Anja Heise：我們也有聽說，很多漁民會把破爛漁船搞去那邊，準備請領補助金，我比較負責的是工

程和管理，較少科學資訊。 

（分組討論） 

7. 小組集合報告

Naomi A. Rose：生態組報告。 

John Y. Wang：族群這麼小的話，基因庫不足是必然的問題。 

Christine Erbe：風險及減緩方案，分為施工及運轉兩階段討論。 

明早 10:30 在 Room 203 教室集合，每人要寫好一段功課，一起繼續討論合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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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9 日工作坊第二日活動照片 

Images: Day 2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理事長 文魯彬 
學者 Sarah Z. DUNGAN 聽課照片 

學者 Christine Erbe 博士與 Lauren E. Dares 進行討論中 

左起 Leslie New 博士、Naomi A. Rose 博士、Lance 

Barrett-Lennard 博士、口譯 陳奕文小姐 學者討論中 

會議中開放討論 學者 Kathy Heise 與 Jordan M. Hoffman 

學者們專心聽講中 晚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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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第三日活動紀錄 Workshop Day 3 

2017 年 4 月 20 日(四)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工作坊】紀要 Summary 

活動說明 Overview 

開場主持人： 

Peter S. Ross 

April 20th (Thursday) Day Three of the Workshop will be drafting, clarification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needs and tying up any loose ends and any necessary preparations for the legislative yuan hearing.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morning and first afternoon session of the Workshop Day 1, the remainder of the 

Workshop will adopt a facilitation Open Space Technology approach to addressing the conservation needs 

of the Taiwanese White Dolphin in the context of the five threats generally, and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planned wind farm projects. 

2017 年 4 月 20 日（星期四）第三天工作坊將整合問題、草擬聲明稿，並進行立法院公聽會的準備事

項。在一般五大威脅的處境下，提出解決台灣白海豚的保育方針，以及預測離岸風機帶來的威脅。 

左起學者 David Hannay、Andrew J. Wright 博士、 

Jakob Tougaard 博士 

左起 Christine Erbe 博士、Marie-Francoise Van Bressem 

博士、Sarah Z. Dungan、Lauren E. Dares 

學者進行討論 學者正草擬關於白海豚五大威脅摘要 

左起 Sarah Z. Dungan、John Y. Wang 博士 學者針對問題討論與回應 

Lauren E. Dares 聽講照片 學者針對白海豚所遭受威脅提出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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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論壇紀要 Summary: Forum 

2017 年 4 月 18 日(二)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國際論壇】議程 Schedule 

時間/場次 主持人 Chair 報告人 Speaker 題目 Topic 

08:45-09:05 開場表演：布農族八部合音 

09:05-09:20 文魯彬 & Peter S. Ross 開場致詞 

John Y .Wang 

(王愈超) 
台灣白海豚及其生物學 

陳秉亨 白海豚保育之回顧與展望 

Peter S. Ross 台灣白海豚科學保育及其成果 

09:20-10:45 

第一場 

王建平 

Christine Erbe 噪音對海洋哺乳動物的潛在影響 

10:45-11:00 茶 敘 Tea Break 

Andrew J. Wright 
海洋哺乳動物對人為噪音的行為反應，及其系統與綜合分析： 

對未來的綜合分析及建議 

Marie-Francoise Van 

Bressem 
壓力及健康：疾病作為鯨豚族群受人為壓力因素而顯現的癥狀 

Lance 

Barrett-Lennard 
復育瀕危鯨豚動物之經驗：加拿大卑詩省的南方殺人鯨 

11:00-12:25

第二場 

Naomi A. 

Rose 

Viena Mak 人類活動對香港白海豚之影響 

12:45-13:30 午 餐 Lunch Break 

徐傑輝 台灣離岸風力發電推動政策 

陳琪芳 
離岸風機示範機組打樁工程於東台灣海峽印度太平洋駝背豚棲地 

之噪音場界定 

David Hannay 世界各地海上風力發電場發展概況 

10:45- 11:00 

第三場 

邱文彥 

Jakob Tougaard 風力發電場及其對歐洲海域海洋哺乳動物的影響 

15:05- 15:25 茶 敘 Tea Break 

Naomi A. Rose 

代讀 

Leslie New 報告

Population Consequences of Disturbance 

莫顯蕎 西海沿岸魚類的發聲以及人為水下噪音對魚類和海龜的潛在影響 
15:25 -16:50

第四場 
John Y. Wang 

Kathy Heise 
緩解噪音對海洋哺乳動物的影響： 

從各機構中（科學、工業、政府、非政府組織、及大眾）獲取的經驗 

16:50 - 17:50 Peter S. Ross  Q & A 

論壇結束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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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8 日(二)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國際論壇】紀要 Summary P.1 

（第一場）王建平教授主持、介紹講者 

報告人/主題 

Speaker/Topic 

紀錄 

Minutes 

問題與回應 

Questions and Responses 

開場表演： 

布農八部合音 

論壇開場前，特別邀請到布農族的朋友，為大家帶來世界知名的

布農八部合音，幾首布農族古調，分別展現了不同的場合及心

情：相互扶持的心情、宣洩壓力或壓抑無法言述的心情，狩獵之

前的祈福儀式；報戰功：表示戰績顯赫、在部落族人面前顯示自

己的威嚴。 

文魯彬& 

Peter S. Ross 

開場 

感謝各政府單位、蠻野、學者、ETSTTAWG 顧問團、及各界專

家的長期支持，並感謝現場朋友的參與，（上午第一場）王建平

教授主持、介紹講者。 

John Y. Wang 

「台灣白海豚及

其生物學」 

John Y. Wang (王愈超)博士出生於台灣、成長於加拿大，任教於

加拿大 Trent 大學，長年研究並關心台灣白海豚的海洋生物學家

王愈超博士，以 2016 年發表的文章，加上近期更新資料為基礎，

為大家講解台灣白海豚的發現歷程、生物特性、族群現況，以及

台灣白海豚所面臨的五大威脅。其中提到，台灣白海豚在 IUCN 

2017 年新的評估，確定為台灣特有亞種，成年個體不到 50 隻，

更加符合嚴重瀕危標準。 

QA 時間 

Q：針對幾隻海豚做化學測驗？ 

A：是指遙測術 telemetric study 

嗎？ 

這個方法很貴，一次最多追蹤 

1-3 隻，代表性可能不足。如何

將追蹤器放到白海豚身上，而不

造成海豚傷害或驚嚇？我們不願

驚擾海豚，非必需方法，不願只

因為先進好玩而做，台灣白海豚

並非電影裡的可愛明星、非圈

養，因此人類捕捉會造成海豚嚴

重壓力，為了研究而造成傷亡，

我們認為不值得。 

陳秉亨 

「白海豚保育之

回顧與展望」 

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的理事長陳秉亨：依照台灣白海豚面臨的五

大威脅為分類，回顧過去十年來的保育行動－從與政府溝通政

策、各種街頭運動、聲援各種保育行動、到各鄉鎮與漁民商討、

甚至興建白海豚媽祖廟，一直到最新的科幻白海豚保育機器人，

陳秉亨可說是使出渾身解力，要讓人類和白海豚共存共榮。 

Peter S. Ross 
「台灣白海豚科學

保育及其成果」 

Peter S. Ross 身為東台灣海峽白海豚科學技術顧問團 (Eastern 

Strait Sousa Technical Advisory Working Group, ETSSTAWG) 主

席，除了分享台灣白海豚所面臨的五大威脅現況，也以正向思

考，鼓勵透過白海豚的復育、及海洋資源的保育，能夠在長期增

加漁獲量的品質及數量，達到漁民與白海豚、甚至人類與自然的

雙贏。最後 Peter S. Ross 鼓勵大家，我們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

力，希望透過科學家提供的資料，幫助大家做最好的選擇；白海

豚的存亡，是這片土地上每一個人的責任。 

Christine Erbe 
「噪音對海洋哺乳

動物的潛在影響」 

Christine Erbe 是澳洲 Curtin 大學研究海洋生物與水下噪音的專

家。她首先分享各種鯨豚家族獨特且精緻的聲音感知系統，再帶

大家體驗水下噪音對海洋生物－尤其是重度仰賴聲波的鯨豚的

重大影響。從改變鯨豚的行為反應、暫時的噪音屏蔽效應、暫時

的聽力閾值改變、到永久的聽力傷害，噪音對鯨豚的影響，可說

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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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主題 

Speaker/Topic 

紀錄 

Minutes 

問題與回應 

Questions and Responses 

Andrew J. Wright 

「海洋哺乳動物

對人為噪音的行

為反應，及其系

統與綜合分析：

對未來的綜合分

析及建議」 

Andrew J. Wright 任職於美國 George Mason 大學，是專門研究

小型鯨豚聲學及噪音影響的海洋生物學家。他透過各種科學文

獻，分析不同音頻對不同海洋生物的影響，並希望能累積不同音

源、不同音量、對於不同海洋生物的影響交叉分析。除了生理上

的影響，Andrew J. Wright 也特 s 別指出，對聲音敏感的鯨豚類，

若無法遠離噪音，例如棲地範圍狹窄，卻在棲地內有打樁工程，

鯨豚表面上顯得習慣，但在心理學上，卻是走投無路、放棄掙扎

的不健康反應。噪音會造成慢性壓力、心臟疾病、免疫力下降等

生理反應；焦慮和壓力亦會影響繁殖行為，對幼小的鯨豚或胎兒

也會有終身影響。結論：噪音帶來的長期壓力，可能對於族群數

較小、且無法逃離棲地的動物影響較大，這也就是台灣白海豚即

將面臨的風機噪音威脅。 

Marie-Françoise 

Van Bressem 

「壓力及健康：

疾病作為鯨豚族

群受人為壓力因

素而顯現的癥

狀」 

Marie-Francoise Van Bressem 任職於秘魯鯨豚研究中心，是專門

研究鯨豚疾病、人為壓力、及鯨豚保育醫學的專家。她在報告中，

分析人為的壓力因素（如漁業、船隻撞擊、噪音、化學汙染、氣

候變遷... 等），與鯨豚傷病（如急性壓力常造成擱淺、皮膚病、

纖維狀疤痕、腎上腺腫瘤、皮脂比例改變、甚至死亡）的關係。

2017 年的環境生物壓力報告指出，鯨豚體內發現許多產生抗藥

性的菌種，也許是人為排水汙染水質影響。至於弓蟲病之類的寄

生蟲感染，可能是人類居住密集的地區，降雨後蟲卵隨著排水進

入沿海，導致海洋生物受汙染，再以食物的方式感染海豚，使海

豚的繁殖率下降。另外如環境因素造成的皮膚病變，近海的鯨豚

類容易受到影響，尤其是年幼及年長的海豚感染，會嚴重影響族

群生存率。結論：人類因素會增加鯨豚染病的機率及嚴重性，常

在河口覓食的族群尤其容易，台灣白海豚便屬此類，因此須特別

小心。 

Lance 

Barrett-Lennard 

「復育瀕危鯨豚

動物之經驗：加

拿大卑詩省的南

方殺人鯨」 

Lance Barrett-Lennard 在加拿大卑詩大學（又稱英屬哥倫比亞大

學）任教，專門研究虎鯨（又稱南方定居型殺人鯨）的社會及生

態結構。研究團隊以空拍機記錄虎鯨族群，從水面上 100-150m 

空拍，可避免噪音影響鯨豚，且透過高畫質影片，可觀察到族群

隊形、捕食習慣、計算身長體寬、觀察皮膚狀況、照片比對確立

個體特徵、長期體型變化、懷孕與否及孕期變化、季節體型變化、

不同棲地族群比較（幼鯨成長體型、健康狀況、棲地品質之間關

係）... 等等，不須做微型標記（之前做了反而造成傷口感染而死

亡，實屬下下策）。虎鯨的保育工作，在加拿大及美國均已劃設

保護區，是有效且直接的保育方法。除了在法規上嚴格規範相關

產業以外，賞鯨等觀光產業，亦帶來新財源。尤其虎鯨照片引起

大眾喜愛，保育團體便順勢舉辦工作坊，教育大眾、了解其飲食

等生態，情感連結是宣傳保育的好機會。漁民有時會影響保育法

規，但輿論聲浪也稍微讓漁業讓步。在台灣白海豚的保育課題

上，仍建議從產官學等多管齊行，以求取雙贏。 

Viena Mak 
「人類活動對香港

白海豚之影響」 

來自澳門的 Viena Mak，是香港海豚保育學會的研究員，代表香

港海豚保育學會的會長 Samuel Hung(洪家耀)博士報告。香港跟

台灣的白海豚十分相似，也都面臨生存的困境，今天主要聚焦在

港珠澳大橋（HZMB）興建工程，對香港白海豚的影響。港珠澳

大橋座落於中國海豚保育區、及香港白海豚棲息地之內，對於白

海豚的生態影響如下：填海 160 公頃棲地流失；數百座間距 80m

的橋墩造成屏障、打樁影響海豚覓食及溝通；通道連接本島－清

淤泥造成水汙染；船隻往返－噪音汙染、驅走海豚。雖然環評報

告內有因應方式（減少汙染、設定保護區、觀察海豚出沒、打樁

處不使用敲擊方式、生產期內避免使用高頻噪音工法...等），但建

造過程中的環境監測及審核報告（EM&A）也很重要。目前大橋

還沒建好，海豚都已離開了，且政府承諾的環境保護、海豚監控，

都未實行。而香港建橋，海豚可以遷徙到珠江口，且數量尚未到

達瀕危；反觀台灣白海豚，若僅有的狹窄棲地流失，將是滅絕之

日。因此希望台灣推行離岸風機政策時，對台灣白海豚棲地的威

脅，須嚴加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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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邱文彥老師主持 

報告人/主題 

Speaker/Topic 

紀錄 

Minutes 

問題與回應 

Questions and Responses 

徐傑輝 

「台灣離岸風力

發電推動政策」 

第三場報告，由工研院代表，徐傑輝先生主講，希望在能

源、環境、與經濟之間，共同找到三贏的出路。台灣是海

島國家，自主能源匱乏，98%能源仰賴進口；但台灣海峽

有良好風資源，是全球調查中前 15 名的優良風場。蔡政府

確立 2025 年非核家園目標，再生能源占比由 6 %增加至

20 %。目前以千架風機為目標，陸地預計佔 1200 MW；離

岸則佔 3000~4000MW。目前離岸風電的政策環評（SEA）

意見徵詢結論：緩衝區－距離白海豚重要棲息地由 500m 延

伸至 1000m；施工時要求開發商減噪工法（泡沫水沫降低

噪音傳遞、鑿井工法減輕打樁噪音、水上施工人員警戒船，

發現海豚時先讓鯨豚通過再施工...等）；營運期間以海洋保

護區進行監控，落實開發商的保育承諾。推行階段： 

1. 先以示範機組，盤點得失、調整計畫－2012 年選出三家

業者（海洋－苗栗、福海、台電－彰化芳苑），2017 年完成

四架示範機組商轉，2020 年再完成三座示範機組。 

2. 公告 36 處潛力場址：水深 50m 是目前技術僅支持固定

式風機的可行範圍、不超過 12 海浬領海、依據現有公告

排除各種保護區等地區（航道、電網、環保、漁業、水下

文物資產如沈船等等） ，2017 年開發商須通過個案環評、

2019 年底前須取得電業籌設許可，若未通過，政府收回開

發權。 

3. 根據環評建議擬定後續政策。未來國際趨勢是推動海域

空間規劃，需要各部會思考討論後規劃、整合資源，並透

過離岸風電，達到利用海域空間的目標，並將促成業者積

極投入海洋調查，做出相應規避及減輕影響的措施，成為

綠能產業與海洋生態永續共榮的推手。 

邱文彥老師回饋：離岸風機缺乏海域管

理法的基礎資料規範，海底電纜管轄單

位繁雜，如何整合是個大問題；個案環

評缺乏技術規範。也許可以考慮：保育

與開發並行的基金（英國：漁民與風場

共存共榮政策）離岸風場進行復育工

作、海洋保護區、資源培育地區。 

Q1 贊同主持人：離岸風機環評缺乏資

料，以致開發商調查成本增加，是否可

做海域的 open data，增加透明度、刺激

另類市場。 

A：海域環境調查，目前有相當的基礎

背景調查，盡可能蒐集各部會資料；政

府資料樂意公開，業者資料－環保署網

站看得到，其他會試著與業者溝通，不

妨礙商業及國防機密的前提下均可公

開。 

Q2-1 時代力量苗栗辦公室，竹南組成

抗爭力量，2012 年為何挑選這三家公

司（馬英九時代）兩座示範風機，拿了

政府補助，又銀行貸款十五億。 

A：除台電是國營事業，另外兩家是經

過公開評選、及環境評估研究通過。 

Q2-2 原規劃 36 潛力場址，經政策環評

後，應先開發航道外風場，累積資料後

再考慮開發航道內風場。 

Ａ：政策環評會依照環評法規要求，政

府會加以執行。 

Q3 蔡政府推的永續能源，風力發電機

如何除役？材質是否含 PBC、是否可

回收處理？永續？ 

Ａ：已經納入考量熱塑性彈性葉片回收

－相關回收機制已規劃中。 

Q4 文魯彬問 open data -向政府拿不到

資料，政策環評似乎很少談到除役政策

環評；政策環評對個案環評的約束力為

何？ 

Ａ：open data -民間顧問公司作法可以

再瞭解；由於工研院受政府委託，資料

都是公開的。建議能源局考慮開放政策

環評所有資料－要求提出除役計畫政

策環評，針對政策面、法規面討論；個

案環評著眼個案，未來會針對開發商是

否落實承諾，與大眾共同監督。 

邱文彥老師補充:國家海洋研究院－希

望將海洋生態環境由國家負責統整，因

為交給學校老師的話，只要承辦人離

職、升官，資料就可能不見。 

→ 老師都依靠國科會／科技部研究案 

→ 主管單位研究機構（國家海洋研究

院－法規已通過，等待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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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主題 

Speaker/Topic 

紀錄 

Minutes 

問題與回應 

Questions and Responses 

陳琪芳 

「離岸風機示範機

組打樁工程於東台

灣海峽印度太平洋

駝背豚棲地之噪音

場界定」 

台大海洋工程系的陳琪芳老師表示：今天的報告掛了很多 

logo，因為是與科技部、經濟部能源局、美國海洋哺乳生物

委員會、台大周蓮香老師、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美

國海洋漁業局、中山大學魏瑞昌老師、工研院、以及上緯

公司... 等單位合作的研究計畫。陳琪芳老師分享了台灣的

近海研究，表示東台灣海峽環境噪音持續很高，對海洋哺

乳動物影響很大。經過研究方法及名詞定義的詳盡解說，

陳老師的結論是：建議打樁的外圍半徑 750m 內設為禁

區，也就是打樁區域應離任何白海豚棲地至少 750 公尺；

而外圍半徑 1500m 設為監測區，以避免影響哺育幼豚的白

海豚親子。另外建議在政策環評時，亦應考慮三種數值：

中頻 24 小時聲曝值（MF weighted 24-our Sound Exposure 

Level）、聲壓峰值（Peak Pressure Level）、以及帶寬能量

（Band Level）。 

David Hannay 

「世界各地海上

風力發電場發展

概況」 

任職於加拿大 Jasco 公司研究單位的科學家 David 

Hannay，專長是研究海洋工程的水下噪音對海洋動物的影

響。David Hannay 分享了離岸風機的不同腳架：最常見的

單腳塔架、三腳塔架、以及岩床托座型，其中三腳塔架的

施作噪音會低於單腳塔架。風機運轉時的噪音，會比建造

時小聲，且屬於較不影響鯨豚的頻率。減噪的工法，主要

是氣泡簾幕，分為鑽管外（uncnfined）及鑽管內（confined）

兩種；另外 AdBm 可以製造較大的氣泡，減噪效果較好。

除了氣泡簾幕以外的減噪方式，建議將風機遠離鯨豚棲

地、棲地內減少工程船航行、工程船減速、以及避免連續

施工，為鯨豚留些安靜時段以利溝通及覓食。 

Jakob Tougaard
「風力發電場及其

對歐洲海域海洋哺

乳動物的影響」 

Jakob Tougaard 在丹麥 Aarhus 大學研究水下噪音對海洋

哺乳生物的影響，對於風機在歐洲海域的噪音影響，已經

有超過 25 年的研究經驗。因此 Jakob Tougaard 與大家分

享歐洲海域的風力發電場對海洋哺乳動物的影響。風機影

響的週期，可分為施工期、運轉期、及除役期，其中施工

期的噪音影響最大；而由於歐洲風力發展得早，2017 年 3 

月已有第一支運轉 25 年的風機除役，可供後續研究。受

風機影響的生物，小至浮游生物、大至鯨豚，都可能受風

機影響。影響的層面，包括噪音、海底沉積物、棲地改變、

驅逐效應、行為改變...等等。有時候由於風機附近禁漁，反

而形成人工漁場，引來海豹覓食；但施工期的噪音減少鯨

豚出沒後，就算施工期結束，鯨豚數量仍低，顯示影響是

長遠的；因此考量正負效應之後，淨效應仍偏負面。尤其

考量台灣白海豚的棲地狹小、族群數量少至瀕危、生育週

期偏長、且無法迴游至深水區等差異，歐洲經驗不一定能

直接適用到台灣，台灣發展風力仍須審慎評估。 

Naomi A. Rose 

代讀 Leslie New 

的報告「人為干

擾對族群數量的

影響」 

Leslie New 是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的助理教授，專長是用

數學模組分析人為因素對野生動物的影響。由於 Leslie 尚

未抵達台灣，因此由美國動物福利協會的 Naomi A. Rose 

代為簡報。噪音干擾對於族群數量的影響 (Population 

Consequences of Acoustic Disturbance, PCAD) 是從 2005 

年就開始研究發展的階梯式模組，而研究團隊發現，當時

間拉長、研究範圍拉大，各種干擾都會產生影響，而不僅

限於噪音，因此將模組改為人為干擾對族群數量的影響 

(Population Consequences of Distubance, PCoD)。這個模組希

望建立人為影響（如噪音、污染、環境等）對動物族群的

影響，分為生理（如壓力、生理機能損傷、或賀爾蒙等）

及行為（如覓食、迴游、或哺育等）的影響、並分析慢性

與急性的影響關係。這個模組已試用在不同的海洋生物，

如海豹、沿岸瓶鼻海豚、露脊鯨、與喙鯨等等，但由於台

灣白海豚的生態十分特殊，因此在套用模組分析前，應審

慎評估適用範圍、並針對台灣白海豚的特性調整模組。 

（下午第二場）John Y. Wang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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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John Y. Wang 主持

報告人/主題 

Speaker/Topic 

紀錄 

Minutes 

問題與回應 

Questions and Responses 

莫顯蕎 

「西海沿岸魚類

的發聲以及人為

水下噪音對魚類

和海龜的潛在影

響」 

中山大學的莫顯蕎教授，專長是研究動物的行為與聲學。

老師謙虛地說，是全場唯一不是研究鯨豚的人，而是專門

研究魚類與聲音的關係，因此今天先分享自己多年來對魚

類與聲音的研究，再加上國外對風力發電與鯨豚的相關研

究，希望大家能更了解聲音與海洋生物的關係。 

Kathy Heise 

「緩解噪音對海

洋哺乳動物的影

響：從各機構中

（科學、工業、

政府、非政府組

織、及大眾）獲

取的經驗」 

來自加拿大海洋研究中心的 Kathy Heise，專長是研究海洋

哺乳動物的生態及保育、以及噪音的影響和減噪的方式。

簡報一開始，Kathy Heise 便點出，要做好海洋保育，必須

結合政府和 NGO、並從教育與溝通著手。尤其改變大家對

於水下噪音的成見並不容易，因為人類是視覺動物，眼不

見為淨；且噪音可能沒有立即的致死性，但長期會有傷害，

現在缺乏長期的研究，但動物對人類干擾有忍耐極限，必

須盡早採取行動。Kathy Heise 分享了風機打樁的減噪工

法，包括：氣泡幕、包覆式氣泡幕、排水圍堰、震動槌、

以吸盤固定在海底的自動安裝打樁、使用短粗樁體、水泥

樁、並避開繁殖期等。另外 Kathy Heise 也探討了船隻噪

音，以及船隻減噪的工法，包括：選對船槳與船艏推進器、

機械引擎裝上震動隔離系統、液壓系統加裝滅音器、並好

好保養船隻等，除了能夠減噪 10~25% 以外，也能延長船

隻壽命、節省能源。國際上有許多組織都在推行減噪工法，

例如 Okeanos 及國際海洋組織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推行標準包括安靜船隻國際標準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Quiet Ships)、環境噪音目標 

(reginal ambient noise targets)、歐盟海洋噪音策略指導 

(European Union Marine Strategy Framework Directive on 

Underwater Noise) 等等。最後並建議台灣要發展風力發電

前，應審慎評估發展的理由、選址、替代方案（如節能、

太陽能、陸上風機等），須將經濟與社會成本、以及環境與

生態成本，都納入考量。 

Q & A 時間 

（主持人： 

Peter S. Ross） 

1 John Y. Wang 問業界：目前已蓋了兩

座示範風機，為何要選址在白海豚生態

範圍內？ 

(開發單位已先行離開) 

2. 施月英：風場開發地大部分集中在

彰化外海，許多廠商、遠岸先開發、近

岸先暫緩，但工研院能源局不想放掉近

岸部分，白海豚在近四年，每年都有一

隻死亡，七年不能少一隻，但每年都少

一隻，很擔心，白海豚可能不用五年七

年就滅絕了，可能白海豚會死在蔡英文

總統任內。 

能源局要求業者今(2017)年內快速通

過環評，但我真的很擔心，拜託國際學

者們盡量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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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時間（主持人：Peter S. Ross）

報告人/主題 

Speaker/Topic 

問題與回應 

Questions and Responses 

Q & A 時間 

（主持人： 

Peter S. Ross） 

3. 時代力量苗栗竹南代表：

早年有向邱文彥教授表達，我關注的是土地議題，當時有漁民抗爭，我就去問漁民有什麼需要幫忙； 

自救會還沒成立，陳情書送到後龍漁會，就沒有回文。過了三年，又在新聞上看到抗爭，我已經加

入政治活動，所以要了船長電話，國家由上而下，漁業署將漁業權讓渡給漁會而非問個別漁民，這

個制度有問題，如何處理漁民每個人權益的問題，及國家對環境保育的想像非常狹隘，總是只想處

理掉有爭議的人，剛我問的問題，我也知道他們會怎麼回答，原本應該派能源局的官員來報告，結

果派了無實權的研究員來搪塞，我們政府真的不夠在乎這件事。 

4. Peter S. Ross：

有沒有業界的代表，覺得有問題、或是資訊落差、或是沒聽到想聽的資訊的？ 

5. Kevin(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請 Peter S. Ross 和 Kathy Heise 分享漁業和保育之間合作雙贏的經驗？有些漁民會將鯨豚視為競爭

對象，有無建立重新對話的可能？Green ship 產業的合作雙贏模式，如何建立？ 

6. 孫瑋孜：

請教陳琪芳教授，學術單位所做的研究，即使是政府補助，也應該完全公開，陳教授的研究，網路

上完全找不到，測風塔本身背景有生物的幾個 peak 背景值低了一些，但未追究原因，如果每個區

塊都要有一個測風塔，那怎麼辦？可否有其他方式？例如浮動式。政府部門用稅金資助學術單位，

希望能將研究成果及時向大眾公開，也讓大眾有機會檢視研究過程是否有邏輯上的謬誤。 

7. Peter S. Ross：

今天有很多關於公開透明度的意見，我們瞭解這可能有難度，但這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8. 劉太成(林務局保育組)：

今天參加一天的會議，如果以針對白海豚來說，我們只做了將近十年而已，侷限在近岸。風機很多

靠近海峽中線，不好意思，我個人接觸白海豚議題只不到一年，不管是我或政府部門，資料都還不

足。就我的看法，跟老師們的看法很不同，我們侷限在白海豚的族群數量上的問題，環評需要非常

大的範圍，我們也只看到生態部分，這是個很匆促的計畫，接下來是否能將資料蒐集齊全，仍不確

定，政策環評只會做出最底線的要求，想知道專家們看過後，會覺得哪些還不夠的？希望決策是在

大家都能滿意的狀況下決定。就政府的角度，離岸風機的計畫，勢在必行，就白海豚的角度來看，

可能不太樂觀，你要去對抗風機，很難，但希望能求取一個平衡點，浪潮來了就要跟著走，要擋下

來，平心而論，不可能。 

9. Peter S. Ross：

就我所知，在場科學家都是希望求取雙贏的，沒有人希望是零和遊戲或杯葛，希望台灣政府也能認

知到這個求取雙贏的期待，也不要誤會各國科學家是來反抗台灣政府立場。 

10. John Y. Wang：

相關的研究其實非常的多，國際也都認可白海豚的瀕危和威脅，台灣政府十年前就可以做了，十年

來什麼都不做，讓白海豚自生自滅，現在又要推動風場，保育不一定要犧牲經濟發展，不是要業者

來妥協，事實上要犧牲妥協的一直都是白海豚，為我們人類的需求而妥協，大家說是 75 隻，現在

可能更少，現在不是風場一定要做、或可做可不做，而是大家來討論，世界的潮流都傾向保育，我

們也都找出風險有哪些，國際學者也有很多工具可以應用，台灣政府有可能會同意，前提是我們要

做出雙贏的決策，而且要能夠證明風場對白海豚的衝擊，如果今天因為風場造成白海豚的滅絕，誰

要負責？ 

國際上非常關注白海豚的存亡，有各個黨派、學界、NGO 都在關心瀕危的白海豚，現在就是很好的

機會，大家都在同一個場合，開誠佈公地討論這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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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時間（主持人：Peter S. Ross）

報告人/主題 

Speaker/Topic 

問題與回應 

Questions and Responses 

Q & A 時間 

（主持人： 

Peter S. Ross） 

11. 文魯彬：

風場的位址緊鄰著白海豚棲地的問題，現場有些業界的代表，可否有人告訴我們 1MW 的產生成本

是多少？因為最終目標是 3000MW，如果現在知道 6MW 投注成本是多少（例如兩百萬歐元）我們

就可算出最終成本。覺得風場案比國光石化的投資金額還大，而且高得很多，我不會指名道姓，但

我們知道能源需求在哪裡嗎？製造這麼多的電，要拿來幹嘛？要做更多製造業，讓台灣環境更糟嗎？

有沒有傾聽民眾聲音？有人說有，但很多人都是風機廠商來聽，因為公司出錢請他們來，有些人有

心想來，卻沒有錢來參加。很多關心環境的 NGO 卻沒有資源，政府需要知道，很多事情是四五年

前就要做的，能源局背後是什麼？就是捧著大筆鈔票來找他們的廠商。 

老實說，台灣瞭解鯨豚的專家學者非常少，所以很容易看到外國研究就被誤導，送到環保署之後，

又缺乏瞭解的專家去指正，因此決策就被扭曲了，現在我們應該有強而有力的科學證據送出來讓官

員有正確的科學文獻，是針對本地的狀況而做的研究，有時候本地的學者能參考的研究並不多，有

人說並不客觀，所以很多人會找顧問公司來幫忙做研究／調查，也許這裡面有一兩個研究員，但他

們沒有自己意見的空間，我們要跟政府說，像這些業者提出來的 EIA 要公開給大家看，並提供英文

版讓世界公評，當然我不希望讓大家壓力很大，但學界之中大家都常常我們看到很多學者不說話，

是因為拿了業界的好處。 

12. Peter S. Ross：

聽聽下一位的想法。 

13. Jacob Tougaard：

對於風機的部分我找到一個研究，說他們每千瓦願意花五百萬歐元。 

14. 文魯彬：

所以這樣的金額遠高於國光石化。 

15. Lance Barrett-Lennard：

對於我們國際學者或在地來看，特殊的亞種都值得保護，風場先前就該評估進去，也許不容易找到

真正雙贏的做法，但是對於科學界來說，物種消失就消失了，有些東西是可以恢復的，但有些東西

是無法估算成本的，並不是要找誰擔這個責任，而是沒有人承擔得起，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風機

這個龐大的產業，也有充足的資源進行，只有少少的人願意為白海豚發聲，如果有企業願意用公共

資源或其他方式參與白海豚的保育工作，不管是填海造陸等等工程，要有企業願意承擔成本，白海

豚才有活路。 

16. Peter S. Ross：

可否請 Jacob Tougaard 說明數據來源？ 

17. Jacob Tougaard：

很多調查是針對音波傳遞時，約 20-30km 後會完全消失，很多風場的設計點都在 20-30km 左右 

但其實 20-30km 外還是聽得到的。 

18. Peter S. Ross 最後的問題？

19. 邱文彥老師(海洋大學)：

今天有這麼多國際學者，這麼好的討論，相當難得，可惜今天業者不太發聲，主辦單位都是保育機

關，包括林務局、環保署，都是負責環保的單位，但是該來聽的似乎都沒有來，包括能源局、行政

院。海上風機是行政院大力推動，最該來聽的是這些決策者，今天變成專家對專家，和尚對和尚、

傳教士對傳教士，今天的報告非常有價值，早上到現在所提出的建議，都對台灣未來的環評非常有

價值，是否可將今天的建議彙整，作為未來風場個案環評的參考，甚至是基準主張；既然現在風場

變成既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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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時間（主持人：Peter S. Ross）

報告人/主題 

Speaker/Topic 

問題與回應 

Questions and Responses 

Q & A 時間 

（主持人： 

Peter S. Ross） 

可能有兩個方向: 

a. 很多事情還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離岸風機開發 2017 年底前需取得環評審查通過結論的

deadline 應該要做調整，讓必須的研究更有時間完成，沒有明確結果之前，要匆促通過開發許

可，是不妥當。

b. 有沒有媒體？可否請學者連署，讓政府聽見聲音？

林務局環保署都支持保育，能源局行政院都積極開發，行政院有跨部會平台：海洋事務推動小

組，組長就是行政院副院長，讓他們對這議題更審慎研究，才能求取雙贏局面。

20. 文魯彬：

提到成本，離岸風機審查，一支風機就是一億，五六百根風機，必須抽出基金，作為長期維護、保

育工作基金，行政院應該成立 super fund，做好後端文史、保育、維護等基金。 

國光石化後來果然停了。事實上是大家努力，最後擋下來。當時我曾提出，要當心國際上的壓力。

科學家就是國際上的保育壓力。若不行，美國的培利修正案可能就會修理我們。現在政府作法就是

蠻幹、硬過。對於白海豚來說，是岌岌可危，是我最憂心的一點。 

21. Peter S. Ross：

大家都希望風電可行，且不要影響到白海豚，沒有人希望計畫硬行，造成無可挽回的錯誤。這也是

我們今天聚集在這裡的動力，我們也知道還有其他的威脅，還有漁業的壓力，保育白海豚的成果，

也可能對漁民有利，當然資訊公開是很重要的。 

22. Peter S. Ross 總結：

時間到了，再次感謝農委會、環保署、臺中市政府所提供的贊助，我們會在週五提供一份集結大家

意見的中英文版意見書，我們是很公開透明的組織，所有的成果都會與大家分享。 

23. Peter S. Ross：

感謝大家參與，希望能夠創造對大家都有價值的永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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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 Forum 

布農族八部合音開場舞蹈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理事長 文魯彬 開場 

Christine Erbe 博士 

報告「噪音對海洋哺乳動物的潛在影響」 

Andrew J. Wright 博士報告「海洋哺乳動物對人為噪音的行

為反應，及其系統與綜合分析」 

Marie-Francoise Van Bressem 博士報告「壓力及健康： 

疾病作為鯨豚族群受人為壓力因素而顯現的癥狀」 
Viena Mak 研究員報告「人類活動對香港白海豚之影響」 

中午用餐照片 

陳琪芳教授報告「離岸風機示範機組打樁工程於東台灣海

峽印度太平洋駝背豚棲地之噪音場界定」 

國際論壇進行照片 
Q & A 時間：彰化環境保護聯盟施月英總幹事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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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8 日【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國際論壇】 

報告簡報檔清單及連結 List of Presentations and Links 

No.. 作者 題目 下載網址 

1 John Y. Wang 
Biology of the critically endangered Taiwanese 

humpback dolphin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

0B2DYjKAhsvYuTjVYZmFCenl3

SW8 

2 陳秉亨 
Saving the Taiwanese White Dolphin: Where are we 

now and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

0B2DYjKAhsvYueVNmZmNNR

EFpVUE 

3 Peter S. Ross Recovering the Taiwanese White Dolphin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

0B2DYjKAhsvYueFNaeUV2T3p

VQms 

4 Christine Erbe The Effects of Noise on Marine Mammals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

0B2DYjKAhsvYuY0hKX0tuRVlZ

ZkE 

5 
Andrew J. 

Wright 

The difficulties in determining cumulative impacts 

on small cetaceans from multiple human activities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

0B2DYjKAhsvYudEZMUlN3YU

ZTbkE 

6 
Marie-Francoise 

Van Bressem 

Diseases, anthropogenic stressors and endangered 

cetaceans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

0B2DYjKAhsvYublNiaFZHQ1N5

MFE 

7 
Lance 

Barrett-Lennard 

Recovering endangered cetaceans: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southern resident killer whales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

0B2DYjKAhsvYucGg1OG5oOVk

tN0U 

8 Viena Mak 
Effects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humpback 

dolphins of Hong Kon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

0B2DYjKAhsvYuRkFNLXJRN1

VhX0E 

9 徐傑輝 臺灣離岸風電推動政策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

0B2DYjKAhsvYuOS1GNTlZLXd

iMlk 

10 陳琪芳 

NOISE FIELD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HABITAT OF THE EAST TAIWAN STRAIT 

INDO-PACIFIC HUMPBACK DOLPHIN DURING THE 

PILE DRIVING ACTIVITY OF DEMONSTRATION 

OFFSHORE WIND FARM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

0B2DYjKAhsvYuSy1XVy1xVk5

CVXc 

11 David Hannay 
Underwater Noise from Wind Farm Installation and 

Operation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

0B2DYjKAhsvYuX1kwQ1lJU05r

QUE 

12 Jakob Tougaard 
Wind farms and their impact on marine mammals in 

European waters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

0B2DYjKAhsvYublN6LUNVZX

BJSGs 

13 Leslie New 
Population Consequences of Disturbance: Questions 

that Need to be Answered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

0B2DYjKAhsvYuOHhNZUtadkU

tbU0 

14 莫顯蕎 
Fish sound in coastal waters of western Taiwan and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anthropogenic underwater 

noise on fishes and sea turtle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

0B2DYjKAhsvYuM3lrV3AweFR

ESU0 

15 Kathy Heise 

Mitigating noise impacts on marine 

mammals:lessons learned at the interface of 

science,industry,government,NGOs and the public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

0B2DYjKAhsvYuMmpYSzZPam

VTaXM 

（依報告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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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Abstrac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n the behavioural responses of wild marine 
mammals to man-made sounds: synthesi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future 

Andrew J. WRIGHT

Man-made sounds are known to cause marine mammals to interrupt their feeding, alter their 

vocalizations, and be displaced from important habitat, among other behavioural responses. 

The current paradigm used to evaluate these behavioural impacts, and regulate activities that 

may cause them, is based on establishing allowable sound intensity thresholds to which 

marine mammal populations cannot be safely exposed (Received Levels, RL).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context of exposure, in addition to RL, led us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up-to-date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372 papers) and meta-analysis (195 

data cases). The review summarized in detail the critical and complex role of context of 

exposure. The meta-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severity of behavioural responses of cetaceans 

(measured via a linear severity scale) was best explain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n-made sound sources (continuous, sonar or seismic/explosion) and functional hearing 

group (a proxy for cetacean’s hearing capabilities). Importantly, the sound intensity received 

by the animals did not explain the severity level of behavioural reactions: more severe 

behavioural scores were not consistently related with higher RL, and vice versa. This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no scientific justification for a generalised predictive model of 

behavioural impact, measured via a linear severity scale, based upon RL. We recommend a 

simple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man-made sound assessment focused on a measure of physical 

and acoustic habitat loss and degradation. 

Biodiversity and its Loss on the West Coast of Taiwan 

CAI Jiayang / SHI Yueying (蔡嘉陽/施月英) 

Taiwan has a coastline of about 1,200 kilometers, divided by topography and grain size 

classification into regions of muddy beach, sandy beach, gravelly coast, rocky coast, and 

biological coast. It has over 1,300 types of soil from its mountain peaks to its coastlines, and 

these, combined with the effects of erosion and ocean currents, result in a tremendous variety 

of coastal types. On a map from 1963 we can still see the original broad intertidal zones of the 

Changhua-Yunlin region and the unique lagoon terrain around Tainan. But from around 1970, 

rapid development along Taiwan's western coast has resulted in serious coastal destruction 

and fragmentation. Land reclamation projects have added a total area of about 7,500 hectares 

(16-3,643 hectares), and the government has further promoted a policy of reclamation through 

fixation and solidification of hazardous wastes. Added to this, the Thousand Wind Turbines 

Project was begun in 2012, with planned construction of over 1,000 turbines in the offshore 

Changhua region. No sufficient studies were undertaken of ecological, fishing, or 

environmental impacts under this plan, which promoted construction first in shallow waters 

and then in deep ocean. Changhua's intertidal zone reaches outward as far as five kilometers, 

while waters of approximately 20 meters in depth extend to eight kilometers. Planned turbine 

construction borders on these 20-meter deep waters, which are important habitat and feeding 

grounds for the critically endangered Taiwan White Dolphins that range north and south 

through this area, as well as the primary fish species on which they feed.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alter its near and far-term plans for offshore wind power development, then 

projecting the trends of population reduction in Taiwan White Dolphin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e combination of governmental passivity in conservation and offshore wind 

generation will certainly lead to the extinction of this species within 1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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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Noise on Marine Mammals 

Christine ERBE and Chandra SALGADO-KENT 

Marine mammals have a sophisticated system of hearing and they use sound for 

communicating, navigating, foraging and sensing their environment. Visible light does not 

travel well underwater and is absorbed over very short ranges. Sound, however, can travel 

over hundreds of kilometers in the right conditions. Marine mammals have therefore evolved 

to rely on acoustics as their primary sensory modality. In recent decades, the amount of noise 

humans create in the oceans has steadily increased—from ships and near-shore construction, 

to offshore hydrocarbon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renewable 

energies. Noise can interfere with marine mammal communication (e.g., mating calls, 

parent-offspring recognition, feeding calls)—a process called masking. Noise can induce 

changes in behaviour—both movement and acoustic and behaviour. Noise has been shown to 

induce stress-responses in marine mammals. In rare but extreme cases, noise can cause injury 

to tissues and organs, such as the ear. In this presentation, the effects of noise will be reviewed, 

with particular focus on pile driving (e.g., for the installation of wind farms) and small 

cetaceans (such as the Taiwanese white dolphin). 

Saving the Taiwanese White Dolphin: Where are we now and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EN Bing-Heng (陳秉亨) 

In 2006, Taiwanese conservation teams acknowledged the fact that white dolphins were 

endangered. In 2007, those teams started taking action. Even though they 
successfully  preventedmany large-scale developments, such as the Tai-Su Steel Project 

and Guo-Guang Petrochemical Project, white dolphins still face many threats. Some examples 

include fishermen accidentally hunting down white 

dolphins and disruptive noises fromturbines constructions along the coastline. If actions are 

not taken immediately, white dolphins will face extinction. Our presentation notifies our 

readers of the actions conservation groups have taken in the past and the actions they will take 

in the future. 

Wind farms and their impacts on marine mammals in European waters 

Jakob TOUGAARD 

Large scale offshore wind energy began in European waters with construction of the two 

demonstration projects Horns Reef (North Sea) and Nysted (Baltic Sea) in 2001-2, followed 

by a rapidly increasing number of other wind farms, concentrating on the southern North Sea. 

From the beginning th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has been a key concern and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prior to construction to map ecosystem components 

and assess vulnerability and also a number of impact studies investigating the actual impact of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has been performed. With respect to marine mammals the greatest 

concern has been the harbor porpoise (Phocoena phocoena). Primary issues has been effects 

of underwater noise during construction and from the operating turbines. While measurements 

of noise from operating turbines have shown this issue to be of minor importance, the noise 

generated during construction, in particular by percussive piling, has been repeatedly shown 

to affect behavior and presence of porpoises at distances of 10-30 km from the construction 

site. While a single pile driving operation, lasting only a few hours,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porpoise population as a whole, the repeated piling of hundred foundations or more in a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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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 generates a cumulative impact that cannot be ignored. The experience from European 

waters with respect to methodologies for impact assessment and studies of effects are likely 

transferable to Taiwanese humpback dolphins to a large degree, but the differences in ecology 

and population status of habour porpoises and humpback dolphins call for caution when it 

comes to transfer of results from Europe to Taiwan. 

Review of the Biology of the Taiwanese White Dolphin (Sousa chinensis taiwanensis) 

John Y. WANG(王愈超) 

This is a review of the biology of the Taiwanese white (=humpback) dolphin, which were first 

discovered scientifically only in 2002. Since then, it has received much research attention 

because of its IUCN Red List status as Critically Endangered. This presentation expands on 

the 2016 review with information that has been published since. It was not until 2015, that 

this distinct and isolated population was described as the Taiwanese white dolphin (Sousa 

chinensis taiwanensis) which is the only endemic subspecies known to Taiwanese waters. 

This subspecies is recognized by, and included in, the official international List of Marine 

Mammal Species and Subspecies of the Society for Marine Mammalogy 

(www.marinemammalscience.org/species-information/list-marine-mammal-species-subspecie

s/). It is restricted to a very narrow linear strip of coastal waters along central western Taiwan 

and numbers fewer than about 75 individuals. It has important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ignificance locally and has been afforded the highest level of legal protection by Taiwan. 

However, despite enormous effort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by non-governmental groups 

urging immediate conservation actions, no effective protection from any of the identified five 

main threats has been provided by Taiwanese authorities. Instead, some threats have 

worsened, which places this subspecies in even greater peril of extinction. 

Mitigating noise impacts on marine mammals: lessons learned at the interface of science, 
industry, government, eNGO’s and the public 

Keithy HEISE 

Underwater noise is a conservation issue for marine life that, although new to much of the 

public, is one that globally has been receiving significant attention from regulators, 

researchers,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ndustry for quite some time. This is because 

marine animals use sound the way terrestrial animals use vision: to detect prey and predators, 

to communicate and to navigate. Indeed, sound travels much more efficiently - 4.5 times 

faster and over vastly greater distances - in water than it does in air. Protection of the acoustic 

soundscape is thu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any conservation actions to protec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habitat of the Taiwanese White Dolphin. In this talk I will discuss some of 

the global initiatives to reduce both chronic and acute sources of underwater noise for marine 

life, such as the ECHO program in Vancouver, BC, Green Marine,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s guidelines on underwater noise reductions, and Germany’s efforts to reduce 

underwater noise from p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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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vering endangered cetaceans: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southern resident killer 
whales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Lance G. BARRETT-LENNARD 

The endangered southern resident killer whale population is genetically distinct and 

reproductively isolated from other killer whale populations, spends much of the year in busy 

shipping lanes, has only 78 members and a declining population trajectory, competes with 

commercial and recreational fishermen for its principal prey (Chinook salmon), and spends 

many hours a day in the summer surrounded by whale-watching vessels. Conservation plans 

prepared by both the Canadian and US governments identify food limitation, pollutants, and 

disturbance as principal threats. My talk will review recent successes and failures in efforts to 

mitigate these threats and plans for a major effort to reduce underwater noise in the 

population’s critical habitat. I will also describe a new program that is monitoring fine scale 

changes in the whales’ body condition in relation to fluctuations in salmon abundance.  It is 

hoped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data from this project will help authorities manage fisheries in a 

manner that ensures that the whales have sufficient food. 

Population Consequences of Disturbance 

Leslie NEW 

The Population Consequences of Disturbance (PCoD) framework was designed to address 

how anthropogenic or natural disturbances that cause short-term changes in individuals can be 

scaled up to determine the wider, long-term impact on the overall population of the species. 

The central hypothesis is that small, repeated, non-lethal disturbances can result in changes in 

behavior and/or physiology that will influence an individual’s health over time. This, in turn, 

alters an individual’s vital rates, such as survival and fecundity. When considered across all 

individuals in the population, these changes may impact the population’s dynamics. The 

location of a disturbance determines which individuals are impacted and the nature of the 

disturbance’s effect. Furthermore, while a disturbance occurs on a scale of minutes to days, 

key life functions (e.g. birth) are regularly annual events, so changes in population dynamics 

often only occur after years or decades. The PCoD framework is capable of accounting for the 

space-time nature of disturbance. An interim version of the PCoD framework has been used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offshore wind farm construction on harbor porpoise in the North Sea 

(King et al. 2015), so it is applicable to the situation facing the Taiwanese white dolphins. 

Diseases, anthropogenic stressors and endangered cetaceans 

Marie-Francoise VAN BRESSEM  

Specific (Brucella ceti, morbilliviruses, poxviruses, and herpesviruses) and opportunistic 

(Toxoplasma gondii, Pseudomonas sp. and Staphylococcus spp.) pathogens may cause 

crippling diseases in cetaceans and negatively affect populations by inducing high mortality 

rates, lowering the reproductive success, or by synergistically increasing the virulence of 

other diseases. They are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as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decline of 

vulnerable and endangered cetacean species such as the Mediterranean striped dolphin 

(Stenella coeruleoalba), Hector’s dolphins (Cephalorhynchus hectori) and the Southern 

Resident killer whales (Orcinus orca) in the North Pacific. Multiple anthropogenic stressors 

such as pollution (including noise), fisheries, climate change and ship strikes may augmen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diseases through increasing stress, compromising the immun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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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ressing food supplies, reducing fitness and facilitating the introduction of alien pathogens. 

Inshore and estuarine cetaceans may incur higher risks than the pelagic ones due to habitats 

often more severely altered by anthropogenic factors and frequent injuries caused by fishing 

gear and vessel strikes. Several coastal species such as bottlenose dolphins (Tursiops spp.), 

snubfin dolphins (Orcaella spp.), Chilean dolphins (Cephalorhynchus eutropia) and Guiana 

dolphins (Sotalia guianensis) have a high prevalence of miscellaneous cutaneous diseases of 

variable degrees of severity. Visually detectable and often diagnosable, skin disorders may 

represent a general health indicator for cetaceans and their environment.  

Science-based conservation efforts for the Taiwanese White Dolphin 

Peter ROSS 

The Taiwanese White Dolphin is a unique, isolated and threatened coastal cetacean population. 

Evidence suggests that fewer than 75 remain. The combination of biological features (long 

lives, low reproductive rates) and ecological needs (shallow coastal and estuarine habitat, 

high trophic level) render individuals of this genetically distinct subspecies extraordinarily 

vulnerable to human impacts. The Eastern Taiwan Strait Sousa Technical Advisory Working 

Group (ETSSTAWG) was formed in 2008 to focus and galvaniz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expertise in support of conserving and recovering this population. Five major threats 

to this population exist, including fisheries interactions, noise and disturbance, pollution, 

habitat destruction and freshwater diversion from estuaries. The ETSSTAWG has led four 

applied workshops designed to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managers and decision makers 

in Taiwan, addressing such topics as ‘principles for the delineation of priority habitat for 

coastal cetaceans’, the ‘designation of Important Habitat for ETS Sousa’, an analysis of 

‘fisheries impacts on ETS Sousa’, a ‘framework to reduce fisheries impacts on ETS Sousa’.  

The results of these efforts have been delivered to government agencies, formed the basis of 

advice and outreach, and have been publish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literature. And 

this year, a 5th workshop aims to characterize and mitigate noise, disturbance and habitat loss 

threats to the TWD associated with large-scale windfarm development project and operations. 

While the plight of the TWD remains critical, and the success of conservation plans tentative, 

there are indications of progress in the way of i) incorporation of the TWD into permit 

reviews for industrial parks and plants, ii) a (delayed) plan to designate Important Habitat put 

forward by the Forestry Bureau, and iii) increasing awareness of, and appreciation for, the 

TWD at all levels in Taiwan. The ETSSTAWG cannot underemphasize the value of this 

subspecies to future generations in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ly. We look forward to further 

engagement with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ectors, and congratulate all those who have taken 

bold steps in support of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TWD. 

Effects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humpback dolphins of Hong Kong 

Viena MAK (麥希文)

In the past 21 years, Indo-Pacific humpback dolphins, the year-round residents of Hong Kong 

have been extensively being studied. The long-term monitoring programme and 

construction-related consultancy studies have provided critical information on the population 

biology of this species. Through line-transect boat-based survey, focal follow study, 

land-based observation and acoustic behaviour monitoring, the threats caused by coastal 

developments and human activities in dolphin habitats around Lantau Island were revealed. 

Notably, the marked decline in both dolphin encounter rate and abundance in northern w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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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antau since 2012 indicated that it was related to the bridge-related construction works. 

Even though a series of mitigation measures has been adopted during the bridge construction 

period, dolphins were still displaced from their once prime habitat, north-eastern water of 

Lantau. Besides, it is apparent that the bridge’s physical structure situated in the middle of 

dolphin habitat would also result in habitat loss and become the barrier to the main travelling 

corridor for dolphins to move between two other prime habitats during the operational stage. 

Given the decreasing trend in dolphin numbers in Hong Kong waters and the ever-increasing 

threats, these local dolphins would be driven to waters further away or to death and might 

eventually disappear from Hong Kong water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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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法院公聽會紀要 Summary: Legislative Yuan Hearing 
行程表 Schedule 

2017 年 4 月 21 日(五)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國際專家會議暨論壇】行程 Schedule 

時間 Time 

單位 

地點 

Location 

活動內容  Program 

08:50-09:00 報 到 Registration 

09:00-11:00 
立法院

公聽會 

主持：立法委員陳曼麗 

報告人員： 

Peter Ross, Christine Erbe, Jakob Tougaard, Naomi A. Rose 

上午活動結束 End of Morning Session 

11:00-12:.00 午 餐 Lunch Break 

下午活動 A 組 Afternoon Session: Group A 

13:00-19:00 
臺中市

政府 

出席：  

Jakob Tougaard, Peter S. Ross, Claryana Araújo-Wang, 

John Y. Wang, Viena Mak, Kathy Heise 

下午活動 B 組 Afternoon Session: Group B 

13:30-18:00 
陳琪芳教授 

研究室 

出席台北陳琪芳教授研究室： 

Christine Araújo-Wang, David Hannay, Leslie New, 

Lance Barrett-Lennard  

活動結束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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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1 日(五)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國際專家會議暨論壇】 

立法院公聽會紀要 Summary: Legislative Yuan Hearing P.1 

報告人 Speaker 紀錄 Minutes 問題與回應 Questions and Responses 

漁業署代表 

漁網纏繞、白海豚受傷的情況，漁業署在漁業管理有幾項

說明: 

•加強拖網漁業管理：禁止在距岸三海浬內作業，漁船五十

噸以上不得在 12 海浬作業。海巡署針對拖網成立專案，加

強查緝工作。漁民假使還是有作業，今年有修正規定，罰

鍰屢次加重，並且採取收照、撤銷執照措施。2015 開始加

重罰則。

•減少拖網、流刺網規模：刺網漁民的生計需要考慮，我們

不再核發新的刺網漁業執照。

•推動流刺網禁漁區：與當地政府合作推動。初步已有五個

縣市政府推動刺網轉型、刺網禁漁區推動。提高違規罰則

部份，因漁船有優惠用油，我們會追繳當次用油補貼，並

且停止用油補貼三個月以上五年以下金額。人工魚礁與保

護區，從苗栗到台南有相關活動區域，設置 42 處保育區、

禁漁區。

•擴大魚苗放流、補充漁業資源：每一年度都有平均放流量

一千萬尾魚苗，每年平均花費金額三千一百五十萬台幣。

•漁業棲地保護措施：林務局推動專案，漁業署配合林務局

到相關縣市政府宣導。

林務局代表 

白海豚受野生動物保育法規範 

•2014 年公告類別、範圍，苗栗到台南這個範圍，這個預

告範圍是 763 平方公里，整個範圍因為很多開發行為，前

後也召開機關會議、30 場的漁民溝通會議。我們針對白海

豚數量做研究工作，跟經濟部能源局達成相關共識：規劃

離岸風機區塊要避開預公告範圍。 

•去年底在 2016 年十二月，環保署在離岸風機開發有相關

規範，環評受這些規範限制。

能源局代表 

能源轉型的政策內涵是 2025 年非核家園，台灣能源轉型

有四個面向：能源安全、社會公平、環境永續、綠色經濟，

再生能源從 4.8%提升到 2025 年 20%，這個目標以太陽能

光電與離岸風電為主。 

離岸風電 2025 年達到 3GW，推動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

為「示範系統階段」；第二階段為「潛力場址作業階段」；

最後階段為「區段開發階段」，政府將剩下的場址整理，進

行整體招商或是競標來開發。 

示範獎勵階段（2016 年開始）目前兩家民間業者（海洋、

福海）以及國營的台電，潛力場址階段（36 個場址）考量

海底深度、風力潛能、空間競合，目前以不超過五十米水

深、排除生態敏感區、保護區，2016 年底政策環評，針對

白海豚保育有幾個做法: 

•距離 500 公尺以上的規劃，會提升到一公里。

•施工期間的規範：施工時針對深水監測、海上監測，施工

使用專鑿式工法，優先採用已經商業化減少噪音的工法，

施工船隻會有航速限制，暫緩聲音驅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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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1 日(五)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國際專家會議暨論壇】 

立法院公聽會紀要 Summary: Legislative Yuan Hearing P.2 

報告人 Speaker 紀錄 Minutes 問題與回應 Questions and Responses 

能源局代表 

區塊開發 

政府推動離岸風機開發時有考慮到環境議題，2012 年有水

下施工方法研究，2013 年有魚類底棲等研究，今年開始跟

經濟部與科技部跨部會合作，整個計畫分為海域生態（漁

業資源、鯨豚、底棲生物與鳥類）、海域地質兩個部份。 

國防部代表 

海軍的火砲射擊已減少，白海豚棲息區只有臺中（可是臺

中是最重要的棲地）進行射擊，2011 年開始將目標區延伸

到 10 公里以外（水深 50 公尺），遠離白海豚迴游區域，射

擊頻率一年一次，只有一個小時，沒有連續的噪音，事先

派出艦艇檢查海域。 

航港局代表 

航港局去年六月份在北中南召開離岸風電與航行安全共存

的座談會，航港局彙整之後給能源局修正。今年一月初召

開第二波座談會，沒有太多反對意見。離岸會有超過十海

浬，航道水深在 30-50 公尺，白海豚的棲地原則上不會被

影響。航港局會繼續跟能源局合作。 

臺中港務公司 

臺中港是能源進口的樞紐。臺中港向外擴展，海豚跟港區

共榮共存，沒有負面問題。臺中港務公司對於港務生態不

斷加強。非常重視環境，兼顧生態保育、國家經濟與交通

運輸需求。 

風能政策下，臺中港最靠近風場位置，被指定為離岸風電

的重要基地，廠區提供碼頭、航道、場地，讓公司可以落

地生根。我們是一個執行單位，港區範圍內目前禁漁，臺

中港很重視環境，港口跟白海豚共榮共存。 

工業局 

配合風力發電政策的區域是彰濱工業區外海，會通過環評

才可以開發，目前台電在環評過程中承諾針對彰濱外海的

白海豚進行調查。彰濱工業區外海出現白海豚的機率在西

海岸是低的。 

環保署 

離岸風電區政策環評說明書，環保署已經做成政策參考意

見。白海豚保育有專項，這份資料公開在環保署網站上。 

個案環評：開發行為需要進行環評，離岸風機都需要個案

環評，資訊也都會公開。 

海巡署 

執行勤務時發現違法事項會主動偵辦。 

苗栗縣政府 

保育科主要協助鯨豚擱淺救援，上星期六在通霄發現抹香

鯨擱淺。雖然抹香鯨死掉了，可是縣府真的有在做事。 

彰化縣政府 

白海豚保育，很多環評案件都是彰化的案子，我們都有認

真看環評審查報告書，提供相關意見。我們會配合相關單

位繼續保護白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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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1 日(五)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國際專家會議暨論壇】 

立法院公聽會 Q & A 紀要 Summary: Legislative Yuan Hearing Q&A Session P.3 

報告人 Speaker 問題 Questions 回應 Responses 

 文魯彬 

政策環評有說要開發航道之外的區塊，等有經驗資料之後

再開發航道內。政策環評對於個案環評的約束力在哪？五

百公尺增加到一公里對水下噪音傳遞微不足道，等於離棲

地一公里就可以蓋風機嗎？這很荒謬。 

我的問題是，政策環評裡面假如有具體的數據，這個對個

別環評有約束力嗎？個案環評可以跟政策環評有矛盾、出

入嗎？ 

環保署回應： 

關於政策環評的約束力：它的性質是徵

詢意見的性質，後續的個案環評是由目

的事業機關轉送。能源局需要說明上位

政策，針對政策環評的各個規範說明。

政策環評徵詢意見是在 2016 年做成。

每個個案環評逐案審查，針對個案性質

認為需要提供其他意見，可以再提供。

如果各界有意見都可以提出來給環評

委員參考。 

- 

聲音在水中、岩石中傳遞效果非常好。人是很視覺的動物，

但是海洋生物非常仰賴聲波。打樁的時候有很多相應的減

噪措施，台灣到時候實際的作法是什麼？ 

Andrew J. Wright 

環保署環評會有英文版本嗎？ 

（國外的例子會有不同種的語言） 

環保署回應： 

開發單位的環評書件以中文為主，但是

各界若要提供意見，我們歡迎英文的意

見書。但是環評書目前只有中文。文魯

彬舉的例子是丹麥用三個語言，因為他

歡迎各界的意見，那你們認不認為可不

可以要求開發單位提供英文的環評文

件不行，因為法規上沒要求。 

Lauren E. Dares 

風機在不同區塊可以開發，好像目前都是某一種風機可以

開發，我聽到的都是開發區域不會在白海豚棲息地，可是

實際上彰化那邊的確位於白海豚的棲地。到底是怎麼回

事？我手上有一份政策環評的意見書，有些開發區塊確實

在棲地內，政策環評裡頭針對這些距離規定是一體適用

嗎，還是有些案子（台電某些區塊落在彰化外海白海豚棲

地內）不需要被規範？政策環評的距離適用所有區塊嗎？

to build on the previous question，我們現在看到的其中一個

在棲地內的區塊已經通過環評了，為什麼，到底是怎麼回

事？ 

環保署回應： 

為甚麼有個案環評的案件跟政策環評

的案件有所出入？因為那是在政策環

評做出之前就通過的個案。 

Viena Mak 

剛剛工業局說彰濱工業區的海豚影響比較低，因為目擊密

度不高，可是這個跟我們做的研究不搭。你說目擊率很低，

但是在我們的地圖裡面是很高的。我想請工業局的女士在

這個地圖上指出風電場的位置。我們的研究跟周教授不一

樣，我想請問相關部門在做環評之前納入我們的意見？納

入了之後會不會再公開諮詢、再去決定？ 

工業局回應： 

45 趟觀測發現 54 群次、 259 隻，相

對於西部海域頻率是高的。透過專業評

估研究，因此認為彰濱工業區（包含台

電）相對影響不大。並不是說彰濱密度

高，而是比西部高。 

文魯彬 

台灣廠商、政府的團隊用的船比較大，所以很多棲息地進

不去。2014 年預告重要棲息環境的時候是從離海岸 50 公

尺開始。我們的調查跟工業局的調查差異很大。具體的問

題是農委會能不能重新評估重要棲息地？目前預告的範圍

是環評主要依據，所以非常有必要重新檢討。 

環保署回應： 

白海豚的保育，在噪音規範上，政策環

評針對施工期間有建議要劃設水下噪

音容忍值的標記。例如打樁要 30 分鐘

內沒有觀察到 750m 海洋哺乳類出現才

能施工。 

能源局回應： 

我們目前沒有強制規定一定要用甚麼

減噪措施，因為未來會有更先進的措施

可以使用。海軍低潮線以外到台灣領

海，都可以是離岸風機設置範圍，因此

50 米水深以內都可以做。目前按照林

務局公告來說，我們從原先 500 m 距離

變成 1000 m 距離，以後的施工也要依

照此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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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1 日(五)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國際專家會議暨論壇】 

立法院公聽會 Q & A 紀要 Summary: Legislative Yuan Hearing Q&A Session P.4 

報告人 問題 回應 

文魯彬 

John Y. Wang： 

照目前這些方法來制定，白海豚一定

死，這些方法在國際上是因為那些海豚

量很大，例如丹麥 30 萬隻，所以不會

影響到族群下降或絕種這樣就可以，但

現在台灣這種海豚只剩 75 隻，怎麼可

能用 30 萬隻的方法?這些標準與影響

一定會讓海豚絕種。 

Viena Mak： 

彰濱工業區外海海豚出現的頻率是高

的，你們跟我們的認定是一樣的，因此

如果你們知道他們對海豚熱點的影

響，那怎麼可能還說影響不是很明顯?

在海豚熱點建風機，熱點就是代表這是

海豚賴以為生的地方，生小孩、覓食

等，如果你在這些重要的環境建風機，

破壞海床、汙染海水，這樣海豚要去哪

裡?他們已經只剩狹窄的地方可以生

存，卻連這點地方都破壞，台灣這些部

門擔得起台灣白海豚被你們絕種的責

任嗎? 

中華鯨豚協會 

原先的棲地都被填海造陸，風機只有遠離一千公尺不夠。 環保署回應： 

環保署應該要訂出管制標。 

陳秉亨 

這些溝通還需要持續進行，今天學者專家提出「台灣白海

豚」而非「中華白海豚」，因此以後公文書要非常清楚，因

為是特有亞種，十幾年前還有一百多隻，現在只剩 75 隻，

因此白海豚的威脅是非常清楚的，例如漁業、工業等汙染

影響很大，感謝專家們來台灣，專家也提醒噪音的規範，

我們要一起來訂定。另外我想說工程施作是不是可以離海

豚棲息地再一段距離，例如 20 公里。再生能源的預算跟收

益上，是不是可以用來禁止刺網、拖網，並協助漁業的轉

型，花費不多但對生態是好的。希望生態與能源是雙贏，

明天就是 4/22 地球日，相信今天的活動可以有好的結果，

會議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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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臺中市政府交流 

2017 年 4 月 21 日(五)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國際專家會議暨論壇】 

與臺中市政府交流紀要 Summary: Meeting with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P.1 

發言人 Speaker 紀錄 Minutes 問題與回應 

Questions and Responses 

司儀 

主席、各位與會貴賓，很高興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今天最主要是，

很榮幸跟台灣媽祖魚保護聯盟，他們之前在台北已經有辦了一系

列，關於離岸風車對白海豚的棲地影響，有一系列的座談。 

在 4/16 也到了我們臺中梧棲漁港，出海去看了白海豚的棲地。所

以很希望來跟我們臺中市府做一個交流。所以才特別在百忙之中，

安排了這個拜會活動。 

針對白海豚保育的議題，以及臺中的白海豚生態館，也希望媽祖魚

保育聯盟給我們一些建議跟分享。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有關動物保育的工作，主要的負責單位就是

農業局。我們有兩個區塊，就是野生動物跟一般動物。所以我們下

面有林務科，是關於野生動物；還有動保處是負責一般動物。至於

海洋資源上，我們有海資所。至於大家有提到風機的議題，這是我

們建設局的經辦業務，所以也請他們列席。 

臺中市政府   張光瑤 副市長 

農業局  王瑞卿 主任秘書 

動物保護防疫處  林儒良 處長 

海洋資源漁業發展所 黃育珍 所長 

建設局  臧澎田 副局長 

觀光旅遊局  張祐創 專門委員 

張光瑤副市長 

在此代表臺中市政府，歡迎大家蒞臨。我們知道各位對白海豚都頗

有研究，也很關心。我們都聽過白海豚，也很希望能夠搭船出海，

來親眼看看牠們。畢竟難得我們臺中的海岸，就能夠看到白海豚。

所以聽到各位今天為了我們的媽祖魚，要來研究如何共好，臺中市

政府若是幫得上忙的地方，因為你們是專家，比較有研究，可以提

供資料給我們。我們政府單位不是專家學者，對於白海豚的習性、

怎樣對牠們比較好，會比較不清楚。 

我以前是聽說白海豚的音頻比較高，所以如果海裡有高頻率的噪

音，可能會影響到牠們。今天大家可以共聚一堂來討論，尤其有外

國的朋友來台灣好幾天，我覺得對我們的動物保育是很好、也很重

要的事。感謝大家。 

（介紹外籍學者） 

John Y. Wang 王愈超教授  加拿大，出生於台灣 

Peter S. Ross             加拿大 

Viena Mak  麥希汶小姐   香港 

Claryana Araújo-Wang  加拿大 

Jakob Tougaard  丹麥 

Kathy Heise    加拿大 

（介紹台灣環團） 

陳秉亨  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理事長 

施月英  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 總幹事 

許馨庭  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執行秘書 

李孝濂  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專案企劃 

陳秉亨理事長 

我們都知道，台灣白海豚已經被定義成特有亞種，數量可能剩下不

到七十幾隻。最主要的分布範圍，是在臺中的大肚溪口最多。如果

我們臺中能夠把白海豚復育成功，對於這個城市的國際聲譽，肯定

是非常棒的。 

但現在的狀況，有危險的是，我們現在要做離岸風力發電機，而離

岸風機打樁的聲音非常大，對白海豚影響很大。如果今天白海豚的

數量很多，損失幾隻可能還不用太煩惱；但我們現在就剩這幾隻，

如果每天在牠們身邊發出電鑽般的噪音，牠們的處境就真的很危險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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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1 日(五)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國際專家會議暨論壇】 

與臺中市政府交流紀要 Summary: Meeting with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P.2 

發言人 Speaker 紀錄 Minutes 問題與回應 

Questions and Responses 

陳秉亨理事長 

所以今天這些學者來到臺中，就是來看看我們這個白海豚最重要的

棲息地，是不是可以幫忙一下白海豚的復育。也希望看有沒有什麼

資料，可以提供，或是幫忙我們更加分的。接下來，我們請 Kathy 

Heise 先做一下水下噪音的簡報。（器材準備中） 

補充一下，我們台灣在這個部分做的研究，真的很少，所以請國外

學者分享相關經驗。 

副市長：他們的也是白海豚嗎？ 

陳秉亨：他們的是虎鯨不是海

豚，但一樣是鯨豚類，也很值得

我們參考。 

Kathy Heise 

大家好，我是 Kathy Heise，這份簡報是我跟 David Hannay 合作

的研究報告。我來自溫哥華市，溫哥華主要是一個島，面積幾乎跟

台灣一樣大。但台灣島上有 2300 萬人口，而溫哥華島上只有八十

萬人口。另一個共通點，就是台灣和溫哥華，都是保育類鯨豚的家，

這裡的特有亞種是台灣白海豚，剩下大約 75 隻；溫哥華所在的加

拿大卑詩省，則是瀕臨絕種的殺人鯨（也就是虎鯨）的家，牠們也

只剩下大約 78 隻。 

虎鯨是加拿大卑詩省最具代表性的動物，就像我們的台灣黑熊一

樣。 

（播放音檔）這是虎鯨在用聲波定位時的聲音。我們也可以聽到很

大聲的打樁噪音，直接蓋掉了虎鯨的定位聲波，這就叫做 masking。 

其實不僅鯨豚類會發出聲音，也有很多魚類和無脊椎動物，包括超

過一千種的魚，都會發出聲音。這是其中一種蟾魚的聲音（類似放

屁聲，用來嚇走螃蟹）。 

我們的海洋，面臨一個很大的危機，就是海底下越來越吵。每十年

大約會增加三分貝的噪音。船隻最大的噪音來源，就是螺旋槳。虎

鯨的主要棲地，跟海洋噪音的主要發生地帶高度重疊。因此，溫哥

華港設置了水下的噪音監測器，搭配 GPS 系統，記錄港內船隻所

發出的水下噪音，並將每艘船的噪音指數回報給船主。為了鼓勵船

隻減噪，溫哥華港也提出優惠方案，讓使用減噪技術的船主，可以

根據減噪工法和成果，在港務費用上獲得減免優惠。謝謝大家的聆

聽，今天的簡報是希望讓大家知道，溫哥華港為了保育海洋哺乳生

物，提出的鼓勵減噪經驗，希望可以跟臺中港分享，謝謝。 

陳秉亨：剛剛是講加拿大保育他

們的殺人鯨（虎鯨），那接下來

是香港的朋友分享白海豚，牠們

的生態習性就跟我們的白海豚

差不多。 

香港的經驗是，他們在做港珠澳

大橋，進行了填海造陸工程，就

對白海豚有很大影響。那香港的

白海豚，生態被影響時，可以游

到珠江；但我們台灣的白海豚，

被吵到受不了時，也沒有地方可

以去。 

在台灣的白海豚，如果受到驚

嚇，竄逃時可能就會栽進旁邊的

流刺網。所以台灣白海豚面臨

的，是各種綜合的危機。未來衝

擊最大的，就是（海上風機的）

打樁。 

那剛剛聽到溫哥華港的減噪方

案，或許我們臺中港也可以試做

看看。說不定以後我們也可以把

臺中的經驗拿到國外，跟世界分

享我們綠色港區的成功案例。 

Viena Mak 

大家好，我是從香港來的 Viena Mak。我們香港海豚保育學會，在

香港研究海豚、做保育工作，跟不同團體合作，已經有十多年的經

驗。所以我想利用我們香港海豚在珠江口的經驗，跟台灣分享。我

們的海豚生態很相似，所以發生的情況，可能也會很相似。 

台灣的白海豚，在國際上已經確認是極度瀕危的亞種。因為地理上

的區隔，台灣白海豚跟香港白海豚的外表有明顯的差異。香港和珠

江口的白海豚，背鰭是粉紅色的；台灣白海豚的背鰭，則是有許多

斑點。所以香港的白海豚，到珠江口都有；但台灣白海豚，卻是獨

一無二的。可以看到香港的白海豚，有些喜歡北上，好像去大陸郊

遊似的，也有些是經常留在香港的海域裡面。整個珠江口的白海豚

數量，大概有 2500 條。 

香港的白海豚，主要是在大嶼山的北面和西面海域生活。牠們的族

群數量，根據我們十多年的研究，也是持續在下降中。從 2003 年

的三個地區總共 150 多條，到現在只剩下 60 多條。台灣白海豚

的數量，總共只有 74 條，沒有其他族群了，而且數量還在一直下

降。台灣白海豚的研究指出，如果白海豚因為人為因素死亡，每七

年死掉一隻的話，台灣白海豚就會面臨絕種。台灣白海豚分部的範

圍很狹窄，只有在離岸 3 公里、水深 30 米的地方。牠們不適應

深水區，所以也不可能再往外移動。 

台灣和香港的白海豚，其實面對的威脅都差不多像是漁業、棲息地

消失、空氣和水質的污染、還有噪音；台灣還有河口淡水注入不足

的問題，因為香港只有一個河口，但台灣有數個不同河口，海豚會

到處尋找食物，所以才會南北迴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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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na Mak 

如果我們影響到白海豚的移動、或覓食的場地，他們就會受到很大
的威脅。香港的海上工程，有時會進行填海造陸、興建橋樑，都會
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例如打樁、或工程船的進出，都會造成影響。

港珠澳大橋橫跨 20 多公里，還有人工島，都在海豚的棲息地進行
工程。 

港珠澳大橋其實也有環評報告，裡面也指出，施工的時候應該要減

少影響白海豚的活動、以及應該有補償措施，例如若發現白海豚出
沒，附近 500 米以內都應該停工；還有地面敲擊式的打樁，改成
其它式的打樁，這個他們都有在做。 

現在來看看工程進行之後，白海豚監測的結果。這是大嶼山北面的
目擊數量，可以看到工程對海豚出沒的數量，是有很大影響的。這

是海豚的分布圖。可以看到 2010 年的時候，主要是分布在大嶼山
的東北和西北面。但在 2012 年，綠色的區塊就開始填海；到 2015 

年，大嶼山東北面就完全沒有白海豚出沒了。以前東北面是一個觀

察海豚的熱點，那時我每次到那邊，幾乎都可以看到海豚；但現在
我出海的時候，到了東北面，心情就很灰暗，因為海豚都消失了。
這樣的情況發生在香港的白海豚，不能說牠們是滅絕，但在香港的

水域裡，可以說是本地絕種，就是香港本地看不到了。我在那裡看
過白海豚，到下一代就看不見了，成為香港的歷史。 

我們是怎樣分辨白海豚呢？就是靠牠們的背鰭。這個黑黑的，就是
牠們的小孩。白海豚有一個問題，就是牠們小孩的死亡率很高。有
時候出生不到一年、甚至八個月就死亡了。為什麼呢？因為海上污

染物，對牠們的成長影響很大。海豚媽媽吃魚的時候，把魚身上的
污染物吃進肚子，所以乳汁也累積了很多毒素，哺乳時就把毒素傳
給小海豚。小海豚的免疫力不如成年海豚、受不了這麼多污染物，

就很容易死亡。這些污染的來源，包括人類沒有處理好的廢棄物、
或是海上工程把海底沉積的廢物攪動起來；或者是填海、打樁、造
基柱時，改動了海床，海床裡面的有機污染物、重金屬等等，都會

釋放到海水裡。這些汙染，對於海豚來說，就好像是癌症一樣的威
脅。 

我們認出這一條海豚 NL 120，牠的棲息地有所轉變－－轉變是一
個比較好聽的說法，其實就是牠們失去了原本珍貴的棲息地。像是
東北面原本是很重要的覓食地，失去了這個棲息地之後，這裡的白

海豚只好被迫到其他的地方，去跟其他的海豚競爭食物和棲地。另
外講到噪音的干擾，工程船的數量很多，會發出低頻的噪音，就會
產生剛剛 Kathy Heise 說的 masking effect 屏蔽效應，就是遮蔽了

白海豚定位的聲波。白海豚無法用聲波定位，可能就找不到魚可
吃。港珠澳大橋的主橋，也會影響白海豚的迴游。本來是從南邊到
北邊，但是因為橋建在牠們航道的中間，白海豚只好往回走。 

另外風力發電場，雖然基柱很小，可能不會對海豚有直接的阻擋，
但一個風場建造起來，就會形成阻擋的效應。另一個問題是累積的

影響。一個風場的影響只有這樣，但如果很多風場一起建的話，影
響就會倍速地增加。我想帶出的就是，台灣的白海豚，跟香港的情
況很不一樣。香港的海豚，可能會游到珠江口，但是台灣的白海豚，

面對一樣的問題時，是無路可退的。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降低漁業的
威脅，因為漁業威脅，經過國際學術的研究，已經確認會對白海豚
有很大的打擊。 

在漁業威脅還沒有解除的情況下，又要增加其他的威脅，對台灣白
海豚來說，威脅日益增加，牠們絕種的危機也就越來越嚴重。 

這裡我們也提出一些雙贏的方案。其中一個是希望風電場可以改到
海豚棲息地以外的地方。不僅僅是野生動物的主要棲息環境，而是

整個適合海豚生存的環境，也就是水深 15~30 米處。因為海豚生
存的環境本來就不好，我們已經不是太有把握去保育牠們。但是我
們希望在 2030 年以前，把海豚的數量回復到 100 條，就可以脫

離瀕臨絕種的名單。所以我們希望有一個雙贏的方案，謝謝。 

副市長：你們有查過白海豚在臺
中的河口以外，到彰化那邊的差
別？因為現在前瞻計畫，是彰化

那邊會最多，那你們有沒有去提
出來？因為在我們這個河口（的
風機）可能會比較少。 

陳秉亨：我先跟副市長報告一
下，因為現在離岸風機的政策環

評，原則上是在白海豚的棲息地
範圍再退 1 公里，這是政策環
評的結論。但是國際的專家學者

看法是說，因為噪音在水裡的傳
遞是很快的，雖然退 1 公里，
有稍微減低影響，但是如果中間

的網子不能夠處理的話，那個影
響是會加成的。本來就要死不活
的物種，再這樣下去真的會死翹

翹。現在專家是說，我們如果有
辦法利用這個風力發電的資
源，甚至收益，看怎麼樣跟漁民

合作，至少讓他們把流刺網收起
來。 

副市長：流刺網不是禁止的嗎？ 

陳秉亨：流刺網可以。三海浬之

內是禁止拖網，但是漁民常常還
是會偷用。所以說現在正好是一
個機會。我們臺中算是很有國際

觀，我遇到東華大學的裴家騏院
長，他也都很誇讚說我們的石虎
保育做得很好。那我想可以不要

只顧山上，海裡面的動物也可以
照顧一下。 

副市長：現在你們的研究資料拿
出來，我們就可以知道哪裡應該
閃避了。不然不知道的人會覺得

沒關係，又不會害到牠們。 

陳秉亨：對啊，因為一般人不知

道海裡面的生物是怎樣。 

副市長：對啊，因為看不到嘛。 

陳秉亨：那我們請國際顧問團的 

Peter S. Ross教授來跟我們講一

下，我們這禮拜討論出來的一些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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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S. Ross 

謝謝副市長和各位同仁，謝謝你們邀請我們到臺中。我第一次來臺

中是 13 年前了。2004 年，我接受王愈超(John Y. Wang)博士的邀

請，來討論台灣白海豚。那時候台灣白海豚正式有學術上的記載，

才剛兩年的時間。在這十幾年間，我們科學家對台灣白海豚的認

識，已經累積了許多。我們了解到牠們的棲地，主要是在台灣西部

外海；還有牠們也受到非常嚴重的生存威脅。我們花了十幾年的時

間，在記錄白海豚的棲地和生存威脅，所以我們有很充分的資料，

可以提供給決策者和業界做參考，來幫助大家減輕對白海豚的威

脅。 

這個禮拜，我們邀請了一二十位國際和在地的科學家，在台北開

會，討論這個大型的離岸風力發電場，對白海豚會有怎樣的威脅，

也討論了風機開發案和白海豚復育，可以共存共榮的雙贏方案。今

天早上，我們到台北立法院提出了初步的報告，我們會在接下來的

幾個月，準備更詳盡的正式報告，讓政府單位、決策者、業界、以

及大眾，更了解風力電場和白海豚的關係，以及保育白海豚及風電

永續有哪些可行的解決方案。我們現在正站在一個分岔路口。 

我們可以選擇第一條路，就是忽略白海豚，我們訂出來的保護政策

都不要施行、放任牠們自生自滅，那麼這個族群，在很短的時間內

就會滅絕。其實現在白海豚的處境已經十分危急，只要多一點點的

衝擊，都會更加速牠們的滅絕。現況就是這麼危險，而且牠們還沒

有別的地方可以去。 

所以第二條路，就會需要我們提供最好的資料，讓政府單位可以好

好規劃保育政策，也讓風力發電的開發，可以不會傷害到這些白海

豚。這表示業界要遵循最好的工法，甚至是比最好還更好的工法，

也就是我們要想盡各種辦法，來減少對白海豚的威脅。我們列出了

一系列的建議，可以讓風力發電業界採用，來減少對白海豚的影

響。我們會把這些建議提供給台灣政府和相關單位。 

簡單來說就是: 

1. 規劃風力電場的地點時，遠離白海豚的棲地

2. 使用減噪工法，尤其是風機的興建過程

3. 大家也要集思廣益，和漁民一起找出更好的捕魚方式，減少誤

漁的風險。因為現在誤漁、誤捕、誤傷，就已經是很大的風險了，

如果之後有了風力電場的工程，漁民捕漁的範圍勢必會跟白海豚棲

地更重疊，屆時白海豚被魚網纏繞等的風險，就會更增加。 

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非常關心這個議題，這個議題也值得

政府和業者深思。剛剛我們有聽到 Kathy Heise 的分享，她提到有

些解決方案是地方政府、甚至港務局就可以做的。我也推薦大家可

以去參考北美的 Green Marine 公司，他們在美國、加拿大、以及

最近發展到亞洲，主要推行的就是實用的水域減噪方案。他們的經

驗已經遍及美國和加拿大的各大港口、甚至遠至澳洲的港口，到處

去推行最好的減噪方式。 

台灣的野生動物保育法，有劃設了台灣白海豚的重要棲息地，但一

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公告實行。在中央的野保法之下，也授權給地方

政府來進行保育措施，可以保護我們的沿岸海域，以及受到影響的

動物。 

所以地方政府其實有權去劃定 wildlife refuge 野生動物保護區，這

個可以劃在大肚溪的河口、濁水溪的河口、或是相關的海域。只要

我們地方政府和人民願意，都可以一起來保護這些區域。海域受到

保護之後，其實魚種和數量都會增加，長久來看，對地方的漁業一

定是有幫助的。再加上對於違法漁業行為的取締，對於白海豚的保

育、以及臺中漁業的生產力，都是大大地加分。 

其實對於台灣白海豚的威脅和保育方案，我可以坐在這邊講個沒

完。但今天就先到此打住。希望再過 13 年，我若有幸再回到臺中， 

副市長：我現在有這個觀念了。

國外的研究，我們就一起來聽。

非常感謝你分享這些白海豚的

資訊和知識給我們。你們提供的

建議，我們覺得非常的重要，臺

中市政府會採納這些建議，也會

努力保育。不要說 13 年啦，也

許 5 年、10 年，我們全體都會

努力去做。不好意思因為我還有

其他的會議，所以我請其他同仁

們繼續參與這裡的討論，我現在

必須離席，但也會盡量聆聽你們

的建議，來了解白海豚的需求。

在海裡的動物我們比較看不

到，山上的動物我們比較看得

到，但是今天我學習到了很多，

也會努力配合，非常感謝你們。 

司儀：謝謝大家，剛剛副市長也

有說了，我們都會做最好的努

力。不曉得在座的專家和貴賓，

有沒有給我們臺中市政府其他

的意見和建議？ 

陳秉亨：我們可否了解一下，臺

中市對於白海豚，目前有什麼樣

的保育做法？ 

司儀：保護區的區塊，還沒有劃

設，大肚溪的區域和彰化縣會劃

在裡面。復育的政策，好像只有

維持保護。 

漁業的區塊，我們請副局長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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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發展所 

可以看到臺中市政府高掛的市旗上面，有台灣白海豚來作為臺中市

的吉祥動物。 

謝謝副局長，還有各位專家先進，我們臺中市的漁業發展所，主要

的工作是針對我們臺中市的漁業管理。因為臺中市的地形條件比較

特殊，相信彰化的先進也很清楚，就是我們有將近一半的海岸線，

都屬於臺中港，做為商港來使用。臺中市的漁業，相對來說範圍已

經被壓縮到很小。 

剛剛有提到，離岸風機可能會壓縮到本地漁民的作業區域，導致漁

業往近海推進，目前臺中市的外海，離岸風機還沒有完整的規劃方

案。所以漁業的部分，還不至於有這種壓縮的情況。倒是剛剛專家

有提到，流刺網的部分，我們臺中市政府也配合中央漁業署，目前

也有想要施行積極勸導的工作。臺中市比較特殊的，是流刺網在近

海漁業都屬於非常小型的，大概都是 5 噸以下的舢舨。那這麼小

的舢舨，對白海豚而言，比較不具威脅性。可能不小心會有誤捕，

但漁民其實也不希望對牠們有干擾的行為。 

我們也很希望各位專家先進，提供白海豚的棲息地和迴游路徑，能

得到相關的資料，未來可以跟臺中市的漁民進行宣導。例如我們可

以提出與白海豚共榮共存的政策。我要強調一下，其實本地的漁

民，也是很希望復育的工作能夠進行，只是政策跟學術需要搭配，

讓我們可以配合宣導，讓漁民了解，大家都可以跟白海豚共榮共存。 

陳秉亨：好，我們 5 月 5 日可

能會找一些保育團體，去拜訪林

全院長。看可不可以把前瞻建設

的綠能收益－－因為綠能的部

分佔了很多錢，看有沒有辦法提

供給漁民，至少這幾年在施工的

過程，可以不要用流刺網。因為

白海豚有可能在彰化受到影

響，就往北逃，剛好跑到臺中

來。所以綠能補助的這部份，我

們會再努力看看。那其實白海豚

也是宣傳臺中市的大好機會。搞

不好可以組一個專門小組，認真

來處理白海豚的議題。剛剛聽到

現在沒有確切的白海豚保育政

策，一方面是有點悲觀，想說這

麼多年了，怎麼也沒有比較積極

的政策；但一方面也有點樂觀，

因為以後如果加上保育的政

策，狀況一定會更好。 

漁業發展所：不好意思，我跟業

務課稍微討論了一下，其實 103 

年的時候，臺中市是有預告白海

豚的棲息地，但是後來好像沒有

公告，因為必須考慮到漁民等部

分。第二個部分，剛才我們所長

已經報告了，漁民在認識白海豚

這方面，保育工作他們是很重視

的。所以臺中市有保育的政策，

那今天有這些保育的機構來跟

我們交流，還有國外的學者為我

們說明之後，我們就更了解白海

豚的保育政策。 

香港的研究員有提到，苗栗跟台

南之間是白海豚的棲息地，那目

前大肚溪口已經跟彰化匯接

了，所以如果我們要公告白海豚

的棲息地，勢必要聯合彰化縣一

起來做，這樣保育會比較有機

會，因為他們的白海豚數量是最

多的。往上走的話，到龍井或大

甲，數量會比較少一點，不能說

沒有，但沒那麼多，畢竟苗栗到

台南之間都有發現白海豚的蹤

跡。 

漁業的部分，剛剛所長也講到，

3 海浬內禁用流刺網，也都有對

漁民公告。現在是在說明會的階

段，這個禁令對白海豚的保育是

很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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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4 月 21 日(五)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國際專家會議暨論壇】 

與臺中市政府交流紀要 Summary: Meeting with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P.6 
發言人 Speaker 問題與回應 Questions and Responses 

全員討論 

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政府都有在配合中央政府的政策；那臺中市會再跟彰化縣連線，尤其是大肚溪口，因為據研

究是說，那邊是最多白海豚去覓食的，所以我們會加強保育政策，也會跟這些保育聯盟、或是學者

專家再研究，都會陸續執行。 

Peter S. Ross： 

有時候大家可能無法單就數字來體會，白海豚的族群數量和瀕危的狀況。所以我想快速補充一下，

跟大家分享。我們知道，現在台灣白海豚的族群數量不到 75 隻，其中有些是公的、有些是母的，

有些是寶寶或青少年。所以大約推估只有 20~25 隻母海豚，是有生育能力的。真的很不多。我們如

果家裡有小朋友的、或是身邊有小朋友的，就會知道，小朋友是非常寶貴的。如果只有 20~25 隻成

年母海豚可以生小孩，而且一隻白海豚要間隔五年才能生一個寶寶，這表示台灣白海豚的數量要增

加，也是非常緩慢。這也表示，只要損失任何一隻白海豚，對於整個族群來說，都是非常重大的傷

亡損失。也就是說，我們看到的每一隻白海豚，都是台灣的寶貝。尤其是海豚寶寶，更是需要加倍

呵護。所以，大家不妨想想，你們覺得一隻白海豚值多少錢？每次漁民誤捕、或誤傷一隻白海豚，

損失要怎麼算？我們的航運和近海漁業、或是風力發電機，一次賺多少錢？ 

台灣白海豚的生存，其實是台灣海域的健康指標，牠們可以告訴我們，這些河口的生態環境，到底

有多健康。所以保護這些水域，不只是減少對白海豚的威脅，這些河口生態也會越來越健康、產量

越來越高，讓白海豚和人類都有更多魚可以吃。白海豚就像是礦坑裡面的金絲雀，是非常重要的指

標動物。如果礦坑裡的金絲雀死掉，這個礦坑也不能待了。白海豚也可以讓我們知道，我們海域的

健康程度在哪裡，所以關心白海豚，也就是關心人類自己。 

臺中市政府： 

感謝分享。我想我們都體會到白海豚保育的珍貴及重要性。我們行政單位最缺乏的，就是一些技術

和學術上的支持，來擬定好的政策和保育方法。所以我們想請教專家，如果要排序的話，台灣白海

豚所面臨的最大危機，第一名是什麼？這樣我們可以馬上聯合各單位，來採取適當的保育措施。 

比如剛剛提到風機施工的噪音問題，既然白海豚從苗栗到台南都有，或許我們就可以把這幾個縣市

政府結合在一起，以後在施工的時候，有些區塊就先不要施工，這樣的串連，也許可以達到保育的

功效。所以想要請教大家，現在白海豚面臨最大的危機是什麼？ 

Peter S. Ross： 

感謝你，我實在非常欣賞你的思維，你已經想到各個縣市好鄰居的串聯合作，這正是白海豚最需要

的。現在白海豚最重大的危機就是誤捕、誤傷，或說漁業干擾。在過去的兩年半裡，我們就因為漁

業的原因，失去了三隻白海豚。這是非常重大的傷亡。即使是最好的漁業行為，誤捕誤漁的風險都

仍然存在。而剛剛也講到，七年一隻死亡都可能導致滅絕。但這個禮拜，我們在台北開會，討論的

重點是風力發電場和噪音的威脅，而這些噪音威脅，可能會迫使白海豚游到漁民的漁場、或將漁民

推往白海豚的棲地去捕魚。所以風電的發展，也有可能增加漁業對白海豚的傷害。 

臺中市政府： 

誤漁的部分，我們會繼續努力。今天我們也請到了兩個局處，其中觀光旅遊局的海生館，就有要做

白海豚的介紹和保育宣導。剛提到風機的部分，是經發局在主導，本來我們以為是建設局，就邀請

了建設局來參加，但原來是經發局在主導，所以這個訊息我們絕對會傳達。雖然臺中市目前沒有離

岸風機的規劃... 

施月英： 

離岸風機的潛力場址有七號跟八號區塊，臺中市政府目前是否有收到風電業者送來潛力場址的環

評？因為七號裡面有兩個區塊都緊鄰著白海豚的重要棲息地，非常地近，影響也會非常大。 

臺中市政府： 

這個我們會密切注意。但因為環評是會送到經發局，我們會參加會審，就會把這個意見完整地表達。

我們會跟他們報告，白海豚的保育，是所有的國際學者非常關心的。 

施月英： 

我想補充一下，就是環保署對於離岸風機的政策環評，已經下了一個結論：近岸的風場，因為還沒

有完整的研究報告，所以要求現在的風力發電先往遠岸，也就是航道以西、以外的地方先發展。在

遠岸發展風電的同時，政府就要來補足近岸的環境研究調查；在遠岸風機的開發、安裝、興建過程，

也會記錄各種問題是否能克服，作為近岸風電是否要發展的參考依據。簡單說就是「先遠岸再近岸」，

那近岸都是國內的風場業者，而遠岸是以國外的業者為主。這點可以提供給臺中市作參考，就是如

果有離岸風機的業者來接洽，我們可以鼓勵他們先往遠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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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1 日(五)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國際專家會議暨論壇】 

與臺中市政府交流紀要 Summary: Meeting with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P.7 
發言人 Speaker 問題與回應 Questions and Responses 

全員討論 

臺中市政府： 

非常謝謝提供的資訊。（重複政策和學術結合的重要性）剛剛提到的資訊，該做的我們一定會努力。 

陳秉亨： 

剛有提到火砲試射。 

臺中市政府： 

這個我們只能努力，因為國防的事務，我們真的是力有未逮。 

施月英： 

我們的意思是，如果是火砲試射的地帶，也許砲擊區就可以轉化成保護漁場的概念，讓漁民不要進

入，相對地就可以保護這裡的漁業資源了。 

施月英： 

可以努力看看，因為我們也不夠清楚。 

臺中市政府： 

噪音的問題，也許我們幾個縣市，在通過重大工程案的時候，可以採用分區通過，這樣就可以讓風

力發電分區施行，讓白海豚有逃難喘息的空間。今天真的很感謝大家，能夠給我們這麼好的資訊，

我們也會努力去做到。剛剛聽到的這個資訊，剩下不到 75 隻，每死掉一隻，不是只有對於白海豚

的滅絕危機，也是對台灣的傷害。 

施月英： 

我再補充一下，我們有接到漁民的陳情，就是在 3 海浬之內，晚上都會有違法的底拖在進行，而且

好像違法的都是固定的那些慣犯，有沒有可能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大力地執法？因為我們常常聽

到檢舉，但這種違法情事還是一直發生。剛剛學者也提到，漁業干擾對於白海豚是很直接的傷害。 

我們也想到，也許可以跟彰化縣政府，一起來串連合作，也可以跟海巡署商討怎麼串連合作，把這

樣常見的累犯能夠有所管制。 

臺中市政府： 

在漁業管理的部分，我們也接到很多類似的檢舉，因為畢竟在 3 海浬以內，大部分都是 5 噸以內

的舢舨在作業，當然如果碰到那種底拖的，就是一種傷害。海域上面的執法，我們都會請海巡隊協

助，但海巡隊可能是在梧棲漁港，他們的碼頭是在臺中港那邊。當海巡接到通報再過去，有些距離

可能比較遠，也許在這過程中，漁船就已經把網子收起來了，徒增我們執行的難度。但是執法的部

分，是我們市政府應該要做的，我們會持續跟海巡單位聯繫，看看是不是有更有效的執法技巧。 

John Y. Wang： 

對於底拖跟刺網的執法問題，我可以提一些意見。這些情況很常見，甚至岸巡也會直接看見漁船在

進行違法的捕撈行為。很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用照相或錄影存證，從岸邊就可以拍到他們的違法

作業，也可以很清楚拍下是誰的船違規。這個蒐證的方法，我想不會太難。 

Peter S. Ross： 

感謝大家的意見交流，我想在這邊簡單介紹一下遠從丹麥來的 Jakob Tougaard 博士。他對於離岸風

機的建造和營運，以及在北歐相關的環境評估，都非常有經驗。所以我想請他跟大家說幾句話。 

Jakob Tougaard： 

謝謝大家，這是我第一次拜訪台灣，很高興來到這裡，也很受到大家保育白海豚的熱情跟精神所鼓

舞。我所屬的機構，主要就是在研究離岸風機跟海洋哺乳動物的關係，已經有超過 15 年的豐富經

驗。這次看到台灣白海豚的特殊處境，跟我們在歐洲幫助過的海洋哺乳動物，狀況很不一樣，但是

我們仍然非常樂意將我們的經驗和資訊，提供給台灣的相關單位。希望很快有機會能在台灣再見到

大家。 

臺中市政府： 

感謝、結語、邀請晚宴。再延五分鐘，請大家繼續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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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1 日(五)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國際專家會議暨論壇】 

與臺中市政府交流紀要 Summary: Meeting with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P.8 
發言人 Speaker 問題與回應 Questions and Responses 

全員討論 

農業局： 

剛剛已經跟大家報告，我本身也是從學術機構轉任公職，所以我蠻了解有時候，研究機構提供的背

景資料，如果政府沒有掌握好，就很難訂出正確的政策，方向也有可能失誤。 

陳秉亨： 

我們台灣的學者有時候會搞混，就是把噪音的標準訂得太低。就是好像要到造成白海豚暫時的聽力

受損，才來管制；但其實只要會影響白海豚的行為，就屬於應該要控制的噪音。這中間就會有一個

落差，所以將來各位長官，如果審查到類似的案件，再請幫我們多留意一下。 

John Y. Wang： 

Peter S. Ross 博士想要問一下，我們這個禮拜開會，有提出一些建議，到時候正式的報告，請問應該

跟誰聯絡呢？有沒有一個窗口？ 

農業局： 

這個窗口應該就屬於我們農業局，所以就直接跟我們農業局接洽就可以。 

John Y. Wang： 

那是應該跟哪一位人員聯絡呢？ 

農業局： 

今天主辦的課長就可以。 

（結語、大合照、共赴晚宴） 

會議結束後，眾人共赴餐廳用餐，席開兩桌 

臺中市農業局蔡勇勝副局長邀請 Peter S. Ross 和 Jakob Tougaard 與數位同仁共桌餐敘，席間聊到，

可將台灣白海豚指定為臺中市的吉祥物（或市魚／城市海生動物），以增進市民對白海豚的情感和認

識，更可望促進白海豚的保育工作。聊得開心，便敲杯子在現場公布這項決定。 

蔡副局長雖謙稱沒有最終決策權，但一定會努力促成。 

Peter S. Ross 表示我們都會全力支持這個決策。雖然聽起來有點輕鬆、甚至有點膚淺，但指定吉祥物

的動作，極富象徵意義。白海豚吉祥物會將人與動物間的感情連結，尤其是在座的各位，感情也會

從現在延伸到長遠的未來。（眾人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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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部地區現地踏查 On-site Reconnaissancee 

2017 年 4 月 16 日（日）台灣白海豚重要棲息地考查 
(台中梧棲港、台中地區海域、彰化芳苑濕地、彰化王功燈塔) 

簡述： 

   參與【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國際專家會議暨論壇】的國際專家

學者依照抵台時間先後，拆做兩批，分別在論壇、專家會議進行前、後進行棲地

觀察。因與會的學者其學術背景各有不同，分別包括進行「鯨豚生物學研究」、「海

中哺乳類動物分布與行為研究」、「聲學、噪音對海中哺乳類動物影響研究」、「離

岸風機數據、政策研究」、「鯨豚保育相關研究」等多個領域的研究者。所以我們

認為，在正式進行「國際專家會議及論壇」之前，有必要透過棲地的踏查，讓學

者們特別針對「台灣白海豚(Sousa chinensis taiwanensis)」有更進一步的實際認識。 

   本次棲地踏查觀察的重點基本上以台中港「航道內棲地目視觀察」、「水下噪

音分析」、「台灣白海豚棲地破壞狀況觀察」以及最重要的「離岸風機潛力場址分

析」等為主。 

4/16 日因氣象、海象良好，所以學者們從「台中梧棲港」搭乘觀光船出海，

進行海上棲地觀測；學者們除了進行目視觀察外，亦攜帶水下麥克風進行水下噪

音監測與分析；雖然最終沒有機會親眼目擊台灣白海豚的蹤跡，但透過「彰化環

境保護聯盟」施月英總幹事、「成功大學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王建平教授

的分析講解，與「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孫瑋孜研究員、「台灣媽祖魚保育聯

盟」粘雨馨教育推廣專員，和「宏興觀光海釣船」的船長等人的隨船說明，學者

們仍可了解台灣白海豚所面臨的威脅，並實地觀察並了解台中地區「離岸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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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與規劃地區的規劃；學者們也特別針對位於航道內、淺海地區的「七號潛力

場址」風機開發預訂地，究竟是否會對台灣白海豚之生存造成威脅，進行一些意

見交換。 

   除海上觀測外，活動亦安排學者們至彰化「芳苑濕地」、「王功燈塔」等陸上

觀測點進行棲地探勘與解說。學者們對於「芳苑濕地」廣達六公里長的潮間帶感

到非常有興趣，除了了解「潮間帶生態系」的現況外，也透過講解，認識「國光

石化」曾經預訂於此設廠，嚴重威脅台灣白海豚生存以及濕地破壞，和當地居民

及環保團體如何抗爭、守護的歷程。 

   活動的最後，來到彰化「王功燈塔」前的海邊，遠眺已興建的離岸風機之「氣

象觀測塔」，施月英總幹事透過講解台灣白海豚迴游會經過之水域，說明鋪設海

底電纜也可能對白海豚造成的潛在威脅。 

   透過這次的踏查行程，讓分別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們，獲得充分的實際觀察

經驗，並在【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國際專家會議暨論壇】中，能夠

更明確地描繪出「離岸風機開發」與「台灣白海豚保育」間的連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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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6 日（日）台灣白海豚重要棲息地考查行程 

Reconnaissance Schedule 

時間/地點 
Time/Location 

行程

Schedule 
紀實 Summary 

觀察重點 
Observation Highlight 

10:30 

台中梧棲港 
集合搭船出海 

10:30~11:30 

台中港水域 
海上觀測北端 

1.「彰化環境保護聯盟」施月英總幹事、「成功

大學海洋生物及鯨豚研究中心」王建平教授講

解： 

(1) 台中港的海岸地形、水深等棲地狀態 

(2) 台灣白海豚生存的威脅，與漁業政策、漁民

捕魚習慣的關係 

(3) 國防部火砲射擊對台灣白海豚可能的威脅 

(4) 台中離岸風機開發規劃現況 

2.「宏興觀光海釣船」的船長說明： 

台中港週邊水域的環境，一年約有 6000 船次的

大型船隻通行。 

3.「宏興觀光海釣船」的船長說明近期的白海豚

目擊情況，並分享影片。 

4.「加拿大溫哥華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科學中

心」研究科學家 Lance Barrett-Lennard 和 Kathy 

Heise 到達觀測北端時，利用“Hydrophone“（水

下麥克風）進行監測，瞭解週邊水域是否有海豚

蹤跡，但當天因為對周邊環境噪音背景值及來源

無法完全掌控，而成效不佳。 

5.在海上可觀測到一些紫斑蝶蹤跡，清明前後是

紫斑蝶遷徙時節，台中港週邊可能為遷徙路線之

一。 

1.台灣白海豚海上目視觀察。 

2.台灣白海豚棲地海上踏查。 

3.從棲地踏查，了解台灣白海

豚生存威脅。 

4.水下噪音分析。 

11:30~13:00 
大肚溪出海口 

海上觀測南端 

「宏興觀光海釣船」船長說明： 

中美和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的水排放溫度較

高，似乎較容易吸引台灣白海豚前來覓食。另大

肚溪口也常可見台灣白海豚踪跡。 

1.大肚溪出海口為一台灣白

海豚活動活躍的區域，非常

適合目視觀察。 

2.了解人類行為對台灣白海

豚活動的影響。 

13:00~14:00 

台中梧棲港 
回程到達碼頭 

14:00~15:00 

碼頭 
中午用餐 中午用餐，交換海上觀察意見。 

15:00~16:00 

台中梧棲港 

集合出發至芳苑普

天宮海邊 

16:00~18:00 

芳苑普天宮

海邊 

台灣白海豚重

要棲息範圍之

「彰化海岸環

境場勘」 

1.「彰化環境保護聯盟」施月英總幹事講解： 

彰化海岸環境及生態特性、彰化離岸風機開發規

劃現況及示範風機的氣象觀測塔位置。並說明台

大周蓮香所做白海豚研究，可能受限於水深太

淺，調查船無法在水深較淺的近岸研究，造成近

岸白海豚分佈無法真實呈現的可能。 

2.實地走訪彰化生態豐富又廣達六公里的潮間

帶。 

1.芳苑濕地的潮間帶生態觀察。 

2.了解潮間帶雖然水深極淺，但

白海豚仍能在其中活動、覓食。 

3.了解過去國光石化開發，與居

民、環團反對的歷史。 

4.了解過去研究可能存在的疑

問。 

18:00~19:00 

王功燈塔 

台灣白海豚重

要棲息範圍之

彰化海岸環境

場勘 

1.「彰化環境保護聯盟」施月英總幹事講解： 

說明示範風機的氣象觀測塔位置。 

2.「彰化環境保護聯盟」施月英總幹事講解： 

說明離岸風機開發，海底電纜舖設可能造成

的影響擔憂。 

1.示範風機氣象觀測塔遠眺。 

2.了解未來海底電纜鋪設可

能對台灣白海豚造成的影

響。 

19:00~ 

王功樹餐廳 
出發返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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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6 日（日）台灣白海豚重要棲息地考查 活動相片 

Images of On-site Reconnaissance 

於台中梧棲港集合，搭觀光船出海 返回梧棲港 

在船上講解台灣白海豚棲地及其面臨的問題 
抵達「芳苑濕地」 

「加拿大溫哥華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科學中心」 

研究科學家 Lance Barrett-Lennard 和 Kathy Heise 

利用水下麥克風觀測水下噪音 

「芳苑濕地」潮間帶觀察與講解 

學者透過目視觀察，希望看到台灣白海豚的身影
抵達「王功燈塔」海岸邊 

透過地圖分析與實地觀察，了解目前官方公布位於台中

地區離岸風機潛力場址的規劃 
遠眺已興建的離岸風機「氣象觀測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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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2 日（六）台灣白海豚重要棲息地考查 On-site Reconnaissance 

 (高美濕地、台中區漁會、彰化芳苑普天宮、彰化芳苑濕地、彰化王功燈塔、 
彰化鹿港白海豚媽祖宮) 

簡述： 

   如前所述，參與《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 國際專家會議暨論壇》

的國際專家學者依照抵台時間先後，拆做兩批，分別在論壇、專家會議進行前、

後進行棲地觀察。第一批學者，在 4/16(日)所參與的白海豚棲地踏查，其重點是

希望在國際專家會議、論壇開始前，讓學者們特別針對「台灣白海豚(Sousa 

chinensis taiwanensis)」的「特性」、活動「習性」以及正在遭受的「威脅」等有

更進一步的實際認識。 

   而 4/22(六)參與棲地踏查的第二批學者們，除了因為無法配合第一次的棲地

踏查時間，而另外成行外；更重要的是本次的行程中，特別納入與臺中市政府相

關局處首長、代表，就台灣白海豚的保育政策進行更深入的交流、討論；另外，

因本次專家會議暨論壇結束後，各國學者們將要通力完成一則奠基於本次會議結

論之 SCI 論文，並發表於國際會議或期刊，為台灣的白海豚保育提高國際能見

度，推廣環境外交；故確有必要讓尚未實地踏查的學者們也身歷其境，針對任何

可能的資訊進行實際觀察。 

   本次踏查的觀察重點，因天氣與海象不佳，船隻無法出港，故將原定的「航

道內棲地目視觀察」、「水下噪音分析」等需要出海觀測的行程取消；改以「陸上」

解說、觀察「台灣白海豚棲地破壞狀況觀察」以及最重要的「離岸風機潛力場址

分析」等為主。 

   因為無法出海進行踏查，所以在行程上做了一些變動；首先，我們爭取到了

更多時間與臺中市政府的各局處首長進行交流。雙方在流刺網、環境教育、風機

設置等許多議題上深入地交換意見，也讓臺中市政府正視過去比較缺乏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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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海豚保育議題」。以農業局副局長為首的市府團隊，非常友善、開放地回應

著國際學者們所提出的議題內容，也約定未來將在環境教育、漁業管制、以及風

機設置等議題上，更多納入白海豚保育的觀點。 

   而實地踏查的部分，臺中市政府也協助安排了「高美濕地」的生態、歷史解

說，讓無法出海觀察的學者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進行棲地踏查；位於大甲溪出海

口，高美濕地不但是野生動物保護區，更是台灣白海豚的重要棲息環境之一；學

者們跟著解說員的腳步，進入潮間帶，觀察當地的生態系統、環境情況；並了解

高美濕地旁風力發電機組的相關資訊。 

   另外，因應氣候不佳取消出海觀測，前往令學者們印象深刻的芳苑濕地潮間

帶部分，也做了微幅的變更；我們先帶著學者們登上芳苑普天宮的二樓；在大殿

挑高後的二樓觀景台上，眺望「芳苑濕地」全景，藉此通盤說明台灣白海豚棲息

環境與人類行為間所存在的衝突與威脅； 

   進入「芳苑濕地」後，我們亦安排了三輪動力蚵車(鐵牛車)，帶著學者們在

寬達六公裡的潮間帶中深入踏查。學者們一邊觀察分析著當地的生態系，一邊也

童心未泯地在泥灘中赤足踩踏，暫時忘卻一周以來密集投入學術研究的壓力。 

   本日行程的最後一站，來到「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在鹿港的工作據點；工

作人員在此向學者們說明在地草根團體如何透過環境教育、活動宣導甚至結合民

間宗教信仰等方式，進行白海豚保育的教育推廣。 

   透過本次踏查行程，讓國際學者們經一週的討論成果，可以很實際地推廣給

地方政府；並且讓即將要投入論文寫作的學者們，獲得深刻地實地觀察經驗，強

化學術研究的深度。 



61 

2017 年 4 月 22 日（六）台灣白海豚重要棲息地考查 

時間/地點

Time/Location 
行程

Schedule 
紀要 Summary P.1 

觀察／討論重點

Observation/Discussion 
Highlight 

10:30~11:30 

台中高美溼地 

台灣白海

豚重要棲

息地之台

中海岸環

境場勘 

解說員介紹： 

高美溼地周邊環境、台電風機、台中港興建歷史、大安水簑衣及雲林莞草

生態、美軍油管歷史。 

1.潮間帶生態觀察

2.台灣白海豚棲地觀察

3.了解陸上風機資訊

11:30~13:00 

台中區漁會 

午餐會：就

「台灣白海

豚保育意

見」與「台

中市政府代

表」討論、

交流、建議 

會議實錄 

加拿大溫哥華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科學中心研究科學家 Kathy Heise：在加
拿大其實有很多將鯨豚保育納入環境教育的例子，不知在台灣是否也可以
透過教育扎根，推廣白海豚保育的意識? 

臺中市市政府農業局副局長：目前台中、彰化、苗栗已經有一個聯合治理
平台，跨縣市的環境教育目前正在做。之前 Peter S. Ross 有建議將白海豚
放在市旗上，我們會認真考慮。在大型活動上白海豚也可做為吉祥物。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理事長文魯彬：因為現在白海豚面臨的重大威脅之
一是漁業，不知現在對於漁業的管理如何，例如流刺網的禁止時程? 

臺中市市政府農業局副局長：禁流刺網要給出時程目前仍有困難。漁業管
理上因為牽涉中央，地方有自己的困難，需要中央更多的幫忙去跨部會處
理，台中港與漁民有一段恩怨情仇，在過去蓋台中港時補償金並未發放完
畢導致漁民憤怒，因而不信任政府，因此更困難。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理事長文魯彬：風機發電也是漁會跟廠商在打交
道，苗栗給兩億、彰化給一億，結果彰化的案子在訴訟，漁民等於漁會嗎? 

臺中市市政府農業局副局長：漁民不等於漁會，但漁會是漁民主導，漁業
署無法真的管到漁會，只有在法令上的約束，他們的預算只有專案補助才
是來自政府，例如漁港修繕可以跟地方或中央申請補助。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理事長文魯彬：因為海豚最大的威脅是刺網，如果
要透過漁會去交涉好像很難。 

臺中市市政府農業局副局長：現在漁獲量越來越少，因此想結合觀光，但
這麼短時間做到很難。 

臺中市市政府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所長：漁業署有些政策，如果改用別的
會有補貼，但流刺網的效益很大，舢舨漁業效益不大，因此他們希望走娛
樂漁船，讓一支釣可以變成觀光活動，但這需要中央法令配合。他們希望
讓民眾也能上漁船，但這現在中央不開放。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理事長文魯彬：這應該不需要到法律的層次。 

臺中市市政府農業局副局長： 要，因為現在漁業萎縮，要開放觀光，但
這牽涉到法律問題，因此這需要立法院及中央政府幫忙。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理事長文魯彬：也許近海的可以以保育優先，有助
漁獲量的回復。 

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所長：因為漁民認為漁獲量減少主要來自海洋汙染，
他們認為自己不是元凶，他們認為政府應該要改善汙染，因此漁民的想法
不同。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理事長文魯彬：我也認為政府應該補助漁民，讓他
們有機會轉型，以較永續的方法進行，但政府現在好像只在乎大建設。 

臺中市市政府農業局副局長：這是民主的代價，因為建設就是政績，產業
的轉移太慢了，大家看不到。 

CetAsia Research Group 首席科學家／加拿大 Trent 大學生物學系教授 Dr. 
John Y. Wang：刺網轉型的補償是多少? 臺中市市政府海岸資源漁業發展
所所長：如果刺網改成一支釣，每艘船 20 萬為補助，但漁民認為這額度
太低了，漁業署自己訂的，全國統一，沒人知道怎麼訂。 

1.將專家會議、論壇的結

論與地方政府分享，推

動友善白海豚保育政策 

2.了解台中地區白海豚

保育之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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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地點

Time/Location 
行程

Schedule 
紀要 Summary P.2 

觀察／討論重點

Observation/Discussion 
Highlight 

11:30~13:00 

台中區漁會 

午餐會 ─ 

就「台灣白

海豚保育

意見」與

「台中市

政府代表」

討論、交

流、建議 

CetAsia Research Group 首席科學家／加拿大 Trent 大學生物學系教

授 Dr. John Y. Wang：他們一般的收入多少? 

臺中市市政府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所長：一艘漁船 80-100 萬，漁獲

受潮汐等影響，收益不穩定，但冬季、烏魚季時收益最大，如果像

大型漁船才有拍賣、有收購產銷制度可以統計，但小型漁船就沒有

紀錄，他們各自去做交易，梧棲漁港有漁會，比較有完整產銷紀錄。 

 

● 因為時間限制 討論必須終止，但臺中市政府最終尚提及：

1.而關於三海里內「流刺魚網」的管理措施，將會在苗中彰投四縣市

聯合治理平台提出討論。 

2.臺中市政府亦表達明年可以嘗試一起合作舉辦此國際論壇。 

13:00~14:10 

台中區漁會 

搭遊覽車

出發至芳

苑普天宮 

14:10~15:50 

芳苑普天宮第

二出海道路 

台灣白海

豚重要棲

息範圍之

彰化海岸

環境場勘 

1.登上普天宮的二樓眺望沿岸環境，「彰化環境保護聯盟」施月英總
幹事講解：彰化海岸環境及生態特性、彰化離岸風機開發規劃現況
及示範風機的氣象觀測塔位置。並說明台大周蓮香教授所做白海豚

研究，可能受限於水太淺，調查船無法在水淺的近岸研究，造成近
岸白海豚分佈無法真實呈現的可能。 

2.學者於潮間帶步行觀察期間，環保團體聯合召開記者會，提出「避
免白海豚滅絕 20 公里內不設海上風機」和「3 海浬內禁止流刺網及
底拖網」等訴求。 

3.國際學者們乘坐鐵牛車到離岸 2 公里遠潮間帶，實地走訪彰化芳苑
濕地生態豐富又廣大的海岸，並與在地漁民討論台灣白海豚議題，

有漁民表示曾經在海上看過白海豚追食白蝦，學者們都表示驚訝。 

4.加拿大溫哥華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科學中心研究科學家 Lance 

Barrett-Lennard 於踏查期間接受隨行記者訪問時表示：目前台灣白海豚
的數量已不到 75 隻，在國際自然保育聯盟紅皮書被列為「極度瀕危」
的動物，而且棲地狹窄，無法游往其他地區。可持續發展的綠色能

源是世界趨勢，台灣勇於採取策略廢除核電，減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並增加再生能源比例是件好事。規劃千架風機政策能在未來產生
4000MW 的發電力雖然立意良好，但希望風場位置能遠離台灣白海

豚的棲地。因為學術研究顯示，只要每七年減少一隻台灣白海豚，
牠們的族群就會越來越少，終將滅絕。 

5.秘魯鯨豚研究中心鯨豚保育醫療小組成員 Marie-Francoise Van 

Bressem 接受隨行記者訪問時表示： 

未經審慎選址評估便急於開發離岸風機，可能成為讓台灣白海豚絕

種的最後一根稻草。她說，在建設每架風機時，就要密集地大聲打
樁多達一千多次；而聲音在海中傳播得更快，如此頻繁的噪音將對
台灣白海豚造成行為改變、暫時或永久性的聽力喪失，以及因為噪

音造成的緊迫，使其免疫力下降。同時政策環評中忽略了打樁與風
機營運時，將使海底沉積物，包含重金屬與有機污染物等進入海中
並影響台灣白海豚的健康，也會降低免疫系統功能，使牠們容易染

病。因此在選離岸風場地點時，一定要審慎在各方面做詳細評估後
再進行。 

1.深入了解芳苑濕地的

潮間帶生態觀察。 

2.與在地漁民針對台灣

白海豚議題進行討論。

3.了解潮間帶雖然水深

極淺，但白海豚仍能在

其中活動、覓食。 

4.了解過去國光石化開

發，與居民、環團反對

的歷史。 

5.了解過去研究可能存

在的疑問。 

6.接受隨行記者訪問。 

15:50~17:10 

芳苑普天宮 

回到普天

宮，出發至

鹿港白海

豚媽祖宮 

17:10~18:10 

鹿港白海豚媽

祖宮 

台灣白海

豚環境教

育場域參

訪交流 

「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粘雨馨教育推廣專員說明： (1)簡述台灣環

境運動的發展(2)說明鹿港白海豚媽祖宮的工作目標：台灣白海豚的

環境教育推廣、減塑行動推廣、台灣白海豚陸上觀測進行、能源教

育推廣、離岸風機政策環評會議參與。 

了解在地保育團體透過

環境教育、活動宣導及

結合民間宗教信仰等方

式，推動保育 

18:10~鹿港白海

豚媽祖宮 

出發返回台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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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22 日（六）台灣白海豚重要棲息地考查 活動相片 

Images: On-site Reconnaissance 

在臺中市政府安排的解說員帶領之下，深入高美濕地踏查 
搭乘三輪動力蚵車(鐵牛車)，深入踏查芳苑濕地潮間帶 

在高美濕地野生動物保護區告示牌前合照 與芳苑在地漁民討論台灣白海豚話題 

與臺中市政府局處首長、代表進行午餐會， 

討論白海豚保育與地方政府的關係 

加拿大溫哥華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科學中心研究科學家

Kathy Heise 在潮間帶沙灘地上飛舞 

午餐會後與臺中市政府局處首長、代表合照 
在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鹿港工作據點 

了解在地保育團體的環境教育推廣模式 

在芳苑普天宮二樓觀景台遠眺芳苑濕地全景，並進行講解 

參訪白海豚媽祖宮 

了解如何透過宗教信仰推動白海豚保育 

在芳苑濕地接受隨行記者訪問 在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鹿港工作據點 

懸掛著的「離岸風機潛力場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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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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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意見 

一、 與會學者聲明稿

離岸風機開發在台灣：將導致台灣白海豚之滅絕或興

榮？ 

東台灣海峽台灣白海豚技術顧問工作團/ 

Eastern Taiwan Strait Sousa Technical Advisory Working Group 學者聲明稿（2017/4/21 台北） 

我們在此報告台灣特有的情勢—關於台灣白海豚，亞熱帶沿岸生態，與大規模開

發離岸風機之現況： 

於台灣海峽緊鄰極度瀕危之物種棲地，興建大規模離岸風場，可稱世界首例。目

前台灣白海豚族群僅剩不到 74 隻個體，根據「台灣野生動物保護法」受到一級

保護，同時在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的紅皮書中列為「極度瀕危」的物種。

牠們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且在台灣西部海岸的淺水中維持一個固定且狹窄的

棲地範圍；牠們永遠不會游到 30 公尺深以上的海域。其棲地長度，從北部苗栗

縣（24°41'N）至南部台南（23°12'N）約 350 公尺，在台灣已沒有其它棲地可供

遷移。 

本週(2017/4/17-4/28)，由國際與國內專家組成的團隊在台北會面，研究離岸風機

建造與營運時對台灣白海豚的潛在衝擊。此專家團隊是由「東台灣海峽台灣白海

豚技術顧問工作團（Eastern Taiwan Strait Sousa Technical Advisory Working Group，ETSSTAWG）」，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與「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共同邀請於台灣舉辦國際

專家學者會議與工作坊，並草擬了一個基本原則，建議政府機關與業者必須在此

原則下進行風機規劃與興建，才能保護台灣白海豚及其棲息地並使其不致滅絕。 

台灣海峽之風力居世界之冠，全球都在看 

隨著各國試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綠色能源策略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青睞。

台灣正勇於採取廢除核電，減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並增加再生能源之比例的策略。

目前千架風機政策能夠產生近 4000MW 電力的離岸風場計畫便是一例。如果能

夠妥善完成多達 1000 架風機的海上風場建設和營運，就能提供台灣清潔能源和

增加國內能源安全的承諾。 

然而，這些風機的「潛力場址」位置緊鄰著台灣白海豚之重要野生動物棲息地，

屆時風機興建和相關工程產生的噪音和干擾將威脅到海豚的生存，改變他們的棲

地並加劇既存對台灣白海豚的各項威脅。舉例來說： 

1. 安裝單架風機的打樁工程便需要數千次大音量的撞擊，將嚴重傷害海豚聽

力，干擾牠們的覓食能力。

2. 打亂雌海豚和幼體之間的溝通，對台灣白海豚造成的緊迫程度也使牠們更容

易感染疾病。

3. 用於興建風機的大型船隻在港口與風場間交通將增加海面下已經嘈雜的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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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並可能造成台灣白海豚在游泳、覓食與休息時的生理干擾或更直接的

傷害。 

4. 這些風場的建設很有可能使在當地捕魚的漁民移至更近岸區域，從而增加海

豚的漁網糾纏和誤捕死亡事件。

5. 即使風機安裝在海豚主要棲息地之外，由於噪音在水中其實更容易傳導，因

此近岸海豚也將受到數公里外活動的傷害。每七年死亡超過一隻，台灣白海

豚便將滅絕。

因為成年雌豚每 5 年才會生一隻幼豚，其繁殖速度非常慢，即使利用良好施工做

法，其產生較低的影響仍然會威脅到台灣白海豚，只要每七年失去超過一隻海豚

便將導致這個物種的滅絕。這個族群已無法承受任何一隻由人類行為導致的死

亡。所以我們建議，若在擬定開發計畫時能採取以下三個核心原則，風場興建還

是可能為台灣白海豚提供一線希望： 

(一) 將風機位置遠離可發現台灣白海豚的區域，並在建造時從根本上減輕噪音和 

 干擾的強度，特別是施工中的噪音和干擾強度。 

(二) 在風場建設和運行過程中，設計「優於最佳」的工程規範以減少噪音和干擾。 

(三) 與漁民建立嶄新合作關係，以減少現今與風場建設及營運過程中漁業對台灣

白海豚造成的威脅，因為風場興建本身便會加深漁業對台灣白海豚的威脅。 

給政府與業者的建議 

制定這些風場開發的計畫，需要政府與業者以最佳可得的科學與技術（包括「東

台灣海峽台灣白海豚技術顧問工作團」最近的研究結果）來共同承擔保護這些海

豚的責任。 

除了如上所述，業界必須設計「優於最佳」之工程規範外，台灣政府必須立即採

取以下政策： 

(一) 將台灣白海豚主要棲息地的邊界擴大到 Peter S. Ross 等人於 2010 發表之文

獻中描述之邊界，並依野生動物保護法之精神正式公告。 

(二) 如 Slooten 等人於2013年的文獻以及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2014年的報告 

中所述，通過以下方式減少漁業行為造成台灣白海豚受傷與死亡的風險： 

* 在台灣白海豚棲地內禁用所有刺網與三層刺網

* 補償願意從事替代生計的漁民

* 鼓勵兼具永續與友善海豚的替代漁具使用，如手釣和漁籠等

* 確實執行沿岸三海浬內禁止使用流刺網之禁令

而業者必須扮演保護台灣白海豚的重要角色，主動進行復育台灣白海豚的工作，

以增加其綠色企業形象。 

如果能夠在最佳技術規範下進行離岸風場的興建與營運，則不但能提高再生能源

比例、保障國家能源安全，同時也將為台灣白海豚的復育帶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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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稿共同撰述人： 

--Dr. Peter S. Ross, Chairman (ETSSTAWG) and Director, Ocean Pollution Research 

 Program (Vancouver Aquarium), Canada 

--Dr. Christine Erbe, Associate Professor, Curtin University, Australia 

--Dr. Jacob Tougaard, Aarhus University, Denmark 

--Dr. Naomi A. Rose, Senior Scientist, Animal Welfare Institute, USA 

背景： 

國際專家小組在 2017 年 4 月 17 日至 20 日於台北討論出評估並減緩風場開發對台灣白
海豚衝擊的意見。此專家小組乃由「東台灣海峽台灣白海豚技術顧問工作團（ETSSTAWG）」
招集；「東台灣海峽台灣白海豚技術顧問工作團」成立於 2008 年，是一群致力以科學為
基礎提出復育台灣白海豚建議的國際科學家，由來自六個國家的十八位成員所組成。 

更多資訊請聯絡顧問團主席 Peter S. Ross 博士：Peter S. Ross.Ross@VanAqua.org 

二、 保育團體1依照專家意見，提供政府、開發業者與相關

利益團體之具體建議： 

請依照離岸風機政策環評之結論、水下噪音模擬之影響範圍

應考慮對鯨豚造成任何行為影響之音量、施工時採用優於最

佳之減噪技術、漁民充分溝通合作，莫因為求進度而要求開

發商在 2017 年底前完成環評初審結論，以及優先制定節電

與提升能源效率之政策；分述如下： 

依照離岸風機政策環評之結論： 

在 2016 年 12 月 28 日之離岸風機政策環評結論中便清楚闡明「應優先開發

航道外之風場區塊，待相關經驗成熟與資料充足後，再考慮開發航道內之區

塊」，亦即目前所有航道內打算開發之風場都是違反政策環評的。離岸開發

之優先順序應以政策環評之結論為主；目前航道內之風場區塊若非緊鄰台灣

白海豚之棲地，距離也非常近。即便其距離「對台灣白海豚之永久聽力與暫

時聽力喪失（PTS 與 TTS）不致造成太大影響」，但其噪音依然會造成白海

豚其他行為變化。 

應考慮對鯨豚造成任何行為影響之音量作水下噪音模擬與評估： 

目前所有離岸風場/風機之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中，針對噪音對台灣白海豚

造成的衝擊，均只評估永久性與暫時性之聽力喪失，乃至劃設出之噪音影響

範圍不大。然而正如陳琪芳教授等人接受公視「我們的島」節目採訪時亦表

示「離岸風機打樁噪音，除了應考量足以造成台灣白海豚之永久與暫時聽力

1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與「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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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PTS 與 TTS）的音量之外，還需要考慮對台灣白海豚之行為改變之音

量，包含噪音造成牠們離開原有棲地、影響親子間溝通、影響其利用回聲定

位獵捕食物之行為（遮蔽效應，masking effect），同時長期噪音騷擾造成之

緊迫亦會使鯨豚之免疫力下降，容易罹患各類疾病」。因此若引用科學文獻

針對噪音對港灣鼠海豚（Harbor Porpoise）之行為影響研究，則風機打樁噪

音源應至少離臺灣白海豚棲地 20 公里以上。而由下圖（繪圖者：Lauren Dares）

中亦可看出，航道內之風場對台灣白海豚之行為影響非常嚴重，而若只開發

航道外之風場，則可大大減輕其對台灣白海豚之騷擾。 

圖說: 航道內之風場對台灣白海豚之行為影響非常嚴重，而若只開發航道外

之風場(圖右)，則可大大減輕其對台灣白海豚之騷擾 

施工時採用優於最佳之減噪技術： 

有關施工階段的環境衝擊在所有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中均未被考量，便是打

樁導致原本海床下之重金屬與其他汙染物溢出的預警與評估；國際學者均認

為應當考量此項因子。 

除此之外，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中亦沒有提及施工期間同時在當地海域之工

作船數量；因為在港珠澳大橋興建期間的案例，香港學術單位發現「同時在

海上的工作船數量」也是導致當地中華白海豚離開棲地的因素，因此我們建

議在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中應謹慎訂立同時位於該海域之所有工作船之數

量上限。 

能源局公告潛力場址 



70 

此外，除了離岸風機本身，還有海底電纜之施工；航道外之風場打樁工程噪

音雖應不至於影響到台灣白海豚，然而其海底電纜以及接至路上變電組之建

置過程必然會對台灣白海豚造成騷擾。由於這九塊航道外的風場分別由三家

廠商開發，照原本每家提出的電纜路線，共在彰濱工業區附近將有六至七個

接點，因此由於彰濱工業區沿海是台灣白海豚密度最高的地點之一（L. Dares et al., 

2017）因此我們強烈呼籲此三家開發商之海底纜線應在離岸五公里之外便合併

為一束至兩束上岸，減少鋪設纜線之影響範圍。同時鋪設纜線時也必須避開

台灣白海豚之活動期並密切監測。 

另外，包含法國與日本等國家均已經有營運成熟的「浮動式」離岸風機；這

類風機完全在陸上做原件組裝，組好後再以工作船拖至指定風場處再以鋼纜

綁繫重物固定其位置。因此完全沒有於海底打樁噪音之問題。我們希望開發

商也能夠採用類似的風機工法。 

與漁民充分溝通合作 

目前所有開發單位對於開發範圍附近之漁會或漁民的補償方式，有時是依漁

業署公告之「離岸式風力發電廠漁業補償基準」計算金額，有時更是毫無根

據地照漁會開出之金額補償。然而漁業補償完全無法減緩漁業行為對台灣白

海豚之衝擊，甚至可能會因為風場範圍無法捕魚，使得漁業行為向近岸區域

移動，增加刺網纏繞與誤捕的機率。因此我們一方面希望中央政府盡快限制

近岸刺網等漁具使用的同時，積極參與開發單位與漁會之協商；另方面也期

待開發單位能以嶄新的方式與漁民合作，例如雇用漁民做為施工與營運階段

之鯨豚觀察員，邀請漁民入股，或補助真正願意以其他工作代替原本生計之

漁民等，真正能減低漁業行為對台灣白海豚衝擊之作為。 

莫因為求進度而要求開發商在 2017 年底前完成環評初審結論 

雖然政府已經訂立 2025 年前千架風機要達到提供多少 GW 的進程，然而目

前針對開發商所選的潛力場址，能源局卻要求在 2017 年底完成環評初審2，

否則明年便不得申請籌設許可之備查與施工許可。我們覺得這是不合邏輯的

無理要求。 

台灣原本對於自有海域的環境、資源乃至生態調查便極稀少，在此前提下，

能源局居然還要求開發商在 2017 年底前完成環評初審結論，如此一來各開

發商勢必急著做場址調查（包含地質鑽探等行為），如此急就章的環境影響

評估必定漏洞百出，同時環保署之環評機制亦會因此過熱當機。任何風機一

建好就是要營運 20~25 年的，而在未開發之環境影響評估階段卻訂了如此躁

進的期限，若開發單位為了儘速取得後續之許可而火速完成環評，恐怕在未

2
若環評初審，環評委員不同意開發，亦無法進入下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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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數十年間將出現預料之外的負面影響。我們要求規模如此龐大的國家級

建設，不應縮短調查環境衝擊的時間；同時也要求能源局取消 2017 年底之

底線，讓各開發商及相關利益團體能夠將整個開發案的各項環節都梳理清楚

並盡最大努力以降低環境影響後，再進入後續能源局之備查與施工許可階

段。 

優先制定節電與提升能源效率之政策：

台灣應從頭檢視用電需求，並將經費多多用在節能與提升能源效率之政策推

行上；UNFCCC 針對氣候變遷所做的能源政策建議中，排第一的其實正是

節能與提升能源效率。我們不能無限上綱地要求供電量，進而無限上綱地建

造各種綠能措施，我們應該做的是：檢視省思國家到底需要多少電？要轉型

成低能耗低汙染之產業，配合節電與提升能源效率，才是最永續的能源政策。 

參考資料： 

1. Ross, P.S. et al., 2010. Averting the Baiji syndrome: Conserving habitat for

critically endangered dolphins in the Eastern Taiwan Strait. Aquatic Conservation. 

Freshwater and Marine Ecosystems 20: 685-694. 

2. Slooten, E. et al., 2013. Impacts of fisheries on the critically endangered humpback

dolphin Sousa chinensis population in the eastern Taiwan Strait. Endangered Species 

Research 22: 99-114. 

3. Wild at Heart. 2014. The Critically Endangered Taiwanese White Dolphin:

Solutions to the fisheries crisis. 

4. Dares, L. et al., 2017.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in densities of the Taiwanese

humpback dolphin (Sousa chinensis taiwanensis). Estuarine, Coastal and Shelf 

Science 187, 110-117 

5. Tougaard, J. et al., 2009. Pile driving zone of responsiveness extends beyond 20

km for harbor porpoises (Phocoena phocoena (L.)). J. Acoust. Soc. Am. 126, 11–14 

6. 離 岸 風 電 區 塊 開 發 政 策 評 估 說 明 書 定 稿 本 pdf 出

處:  http://eiadoc.epa.gov.tw/eiaweb/Main.aspx?func=00 

7. 漁 業 署 公 告 之 「 離 岸 式 風 力 發 電 廠 漁 業 補 償 基 準 」 :

http://www.fa.gov.tw/cht/LawsRuleFisheries/content.aspx?id=540&chk=5207eda4-04

53-4482-a789-08406f114339&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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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shore windfarm development: will it doom the Taiwanese white 
dolphin or can it save it?

Taipei (April 25, 2017): With fewer than 75 Taiwanese white dolphins left in a narrow 

band of coastal waters along Taiwan’s west coast, the prospects of a large-scale wind 

farm in, and adjacent to, their habitat has raised alarm bells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Already under assault by fisheries bycatch, pollution, habitat destruction, underwater 

noise and freshwater diversion from major estuaries, this population is on the brink. 

This, despite being protected as a Level One species under the Taiwan Wildlife 

Conservation Act and as Critically Endangered on the IUCN Red List.  

This week, a team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experts met in Taipei to 

examine 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offshore windfarm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to the 

Taiwanese white dolphin. This expert panel has developed recommendations that, if 

implemented by government managers and industry, will protect the dolphins and 

their habitat. 

Sustainable, green energy strategies are gaining favour around the world as countries 

seek to reduce thei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aiwan should be commended for its 

plans to eliminate its nuclear power capacity, reduce fossil fuel use, and increase the 

use of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electric power generation. 

However, the proposed location of these turbines may threaten the dolphins. 

For example: 

- Pile driving during the installation of a single turbine may require thousands 

of extremely loud strikes that can serious injure dolphin hearing. 

- Boat traffic between port and wind turbines will add to noise beneath the 

surface, and may physically disturb or harm white dolphins. 

- Construction of these windfarms is expected to displace fishers inshore from 

their current commercial fishing grounds offshore, and increase the chances 

of entanglement and death of dolphins. 

- Even if turbines are installed outside the habitat of the dolphins, noise travels 

readily underwater, such that dolphins nearshore may be harmed from 

activities several kilometers away. 

Even modest impacts associated with good construction practices threaten the 

dolphins. We call upon industry to: 

- Locate wind turbines away from areas where dolphins are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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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 engineering practices that are ‘better-than-best’ at reducing noise and 

disturbance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 Reduce the threat of fisheries interactions now and during windfarm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since construction may exacerbate the impact of 

fisheries. 

If construction of these offshore windfarms is done properly, there is the promise of 

clean energy and increased domestic energy security in Taiwan, and hope for the 

Taiwanese white dolphin. If these projects proceed with little regard to the dolphins, 

the risk of extinction looms large on the horizon.  

The group met at the request of the Eastern Taiwan Strait Sousa Technical Advisory 

Working Group, Wild at Heart and the Matsu’s Fish Conservation Union. The detailed 

list of recommendations will be freely available shortly.  

Spokespeople: 

Dr. Peter S. Ross, Chairman, Eastern Taiwan Strait Sousa Technical Advisory Working 

Group (ETSSTAWG) and Director, Ocean Pollution Research Program (Vancouver 

Aquarium), Canada: Peter.Ross@VanAqua.org  

Background: 

An expert panel met in Taipei on April 17-20, 2017 to develop recommendations to 

evaluate and reduce the impact of windfarm development on the Taiwanese white 

dolphin. This panel was assembled by the Eastern Taiwan Strait Sousa Technical 

Advisory Working Group (EWTSTAWG), a team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cientists dedicated to providing science-based advice in support of the recovery of 

the Taiwanese white dolphin. This working group was established in 2008 and has 18 

members from six countries.  

Footnotes: 

Ross, P.S. et al. 2010. Averting the Baiji syndrome: Conserving habitat for critically 

endangered dolphins in the Eastern Taiwan Strait. Aquatic Conservation: Freshwater and 

Marine Ecosystems 20: 685-694. 

Slooten, E. et al. 2013. Impacts of fisheries on the critically endangered humpback dolphin 

Sousa chinensis population in the eastern Taiwan Strait. Endangered Species Research 22: 

9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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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s, P.S. et al., 2015. Sustainable fisheries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Critically Endangered 

Taiwanese White Dolphins (Sousa chinensis taiwanensis). The Critically Endangered 

Taiwanese White Dolphin: Solutions to the fisheries crisis. Final report of the workshop. June 

11, 2015, Taipei, Taiwan, 32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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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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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媒體報導 

【新聞稿】國際鯨豚專家參訪彰化海岸 環團籲離岸風機應設在 20 公里外 

文、照片／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2008 年來自七個國家(澳洲、紐西蘭、巴西、比利時、丹麥、美國、加拿大、香

港)的 17 位國際頂尖鯨豚專家於今年 2017 年 4/15-4/23 在台灣展開密集的會議討

論有關離岸風機對白台灣白海豚的影響，行程包括 4/16 參訪台中搭船出海觀察

白海豚與彰化海岸踏勘，4/17 國際專家學者聽取官方、本地學者、NGO 報告之

「工作坊」，4/18「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國際論壇」，4/19、4/20

國際專家學者「閉門討論撰稿」，4/21（五）上午立法院公聽會、下午台中市政

府交流會議，4/22(六)上午台中市政府在台中港交會議、下午彰化海岸離岸風場

踏勘、媽祖魚保育館。 

Lance Barrett-Lennard—Research Scientist, Vancouver Aquarium Marine Science 

Centre 加拿大溫哥華海洋生物博物館海洋科學中心研究科學家 Lance 

Barrett-Lennard 表示，目前台灣白海豚的數量已不到 75 隻，在國際自然保育聯

盟紅皮書中被視為「極度瀕危」的動物，且棲地狹窄，無法游往其它地區。可持

續發展的綠色能源是世界趨勢，台灣勇於採取策略廢除核電，減少化石燃料的使

用並增加再生能源比例是一件好事。目前千架風機政策能夠在未來產生 40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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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電力雖然立意良好，但希望風場位置能夠遠離台灣白海豚棲地。因為以前學

術研究顯示，只要每七年減少 1 隻台灣白海豚，牠們的族群就會越來越少，終將

滅絕。 

Marie-Francoise Van Bressem—Cetacean Conservation Medicine Group (CMED), 

Peruvian Center for Cetacean Research 秘魯鯨豚研究中心、鯨豚保育醫療小組成員

Marie 表示，未經審慎選址評估便急於開發離岸風機，可能反倒成為讓台灣白海

豚絕種的最後一根稻草。在建設每單一個風機時，就需要密集地大音量打樁多達

一千多次；而聲音在海中傳播得更快，如此頻繁的噪音將對台灣白海豚造成行為

改變、暫時或永久性的聽力喪失，以及因為噪音造成的緊迫，使其免疫力下降。

同時政策環評中忽略了打樁與風機營運時，將使海底沉積物，包含重金屬與有機

污染物等進入海中並影響台灣白海豚的健康，也會降低免疫系統功能使牠們容易

染病。因此在選離岸風場地點時一定要審慎在各方面做詳細評估後再進行。 

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總幹事施月英表示，今天國外鯨豚學者參訪彰化芳苑海岸與

臺中高美濕地，在芳苑搭乘三輪車到外海約兩公里的廣大潮間帶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遲至今日縣府與中央，都還不公告彰化海岸為國家濕地，而且這裡更是台灣

白海豚的重要棲息地，政府應當有積極作為，儘速畫設彰化國家濕地。同時施月

英也表示，瀕危絕種的台灣白海豚為特有亞種，去年林務局資料顯示族群數量約

65 隻左右。顧問團指出族群面臨五大威脅包括海域汙染、棲地消失、漁業誤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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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營養源減少、水下噪音等十年前就提出來，2008 年推估族群數量 99 隻，並

呼籲政府要積極面對與改善，2012 年族群數量已下降到 75 隻左右，現在族群數

量更低且快速下降，海岸威脅不曾減少，又要增加離岸風機數量近千支，而離岸

風機施工過程打樁噪音與工作船的干擾，對瀕臨絕種白海豚會造成重大的影響。

這次與會學者指出離岸風機打樁的噪音對海豚的行為反應，影響範圍達 20-30 公

里，台白海豚棲地狹窄，而彰化外海離岸風機架設數量占全台 80%以上，政府對

於白海豚的減輕對策，只有避開白海豚重要棲息地(離岸約 1-6 公里左右)的 1,500

公尺外，減輕對策效果不大，只會快速滅絕，故呼籲風機架設應避開白海豚棲息

地至少 20 公里外，即目前離岸政策的航道外的區塊。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研究員孫瑋孜表示，未來勢必要發展再生能源以替代石化

燃料，但是千架風機開發計畫在選址時應該在各方面有審慎的評估，包括避開航

道、選擇台灣海峽風力最強的地方，且要考慮風場位置的生態與漁業，但是能源

局畫設的潛力廠址卻以水深 50 公尺以內的海域為優先，是非常草率不合邏輯的

評估方式。加上台灣白海豚目前極度瀕危及棲地非常小，有些離岸風場離岸只有

四、五公里，在興建風機時產生的噪音，一定會影響到需要用聲音溝通的台灣白

海豚。台灣西部已經過度工業化，今年初一隻擱淺的台灣白海豚經解破推測其死

因，是死於急性肺炎，表示他們面對的空氣汙染和水汙染已經很嚴重了，如果現

在要快速興建離岸只有四五公里的離岸大型風場，我擔心台灣海豚會因為風機打

樁噪音而加速走向滅絕。 

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教育推廣員粘雨馨表示，這四年來每年都有白海豚死亡紀

錄，有一半個體都是死於流刺網纏繞身亡，這死亡數量遠遠高於學者所提，要避

免白海豚滅絕的數量只能七年減少一隻。目前研究顯示，台灣白海豚傷亡數量有

很大比例是來自漁網纏繞，因此呼籲政府應對近海漁業有積極有效的管理。今日

拜會臺中市政府農業處，他們計畫在近期內將推動召開，三海浬禁止使用流刺網

公聽會，對於臺中市政府這樣的保育措施，我們給與高度肯定，也呼籲中央能統

籌將白海豚重要棲息地範圍所在各縣市政府，要採取積極行動一併禁止三海浬內

禁止使用流刺網，以減輕台灣白海豚的生存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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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新聞媒體報導 

No. 媒體 日期 標題 連結 

1 苦勞網 2017/4/8 【座談】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國際論壇 
http://www.coolloud.org.tw

/node/87966 

2 
上下游公

民寫手 
2017/4/10 離岸風機．聲學．台灣白海豚保育國際論壇 

https://www.newsmarket.co

m.tw/blog/94006/

3 
聯合報鳴

人堂 
2017/4/12 離岸風機與白海豚：綠能發展與生態保育之難 

https://opinion.udn.com/opi

nion/story/10673/2398852 

4 農傳媒 2017/4/14 
拯救台灣白海豚 國際專家獻策，為保育與綠能雙贏尋

找解方 

https://www.agriharvest.tw/the

me_data.php?theme=article&s

ub_theme=article&id=475 

5 
公民行動影

音紀錄 4/22

資料庫 

2017/4/22 

彰化環保聯盟新聞稿：國際鯨豚專家參訪彰化海岸 環

團籲離岸風機應設在 20 公里外 

https://www.civilmedia.tw/

archives/63097 

6 中時電子報 2017/4/22 國鯨豚專家為台灣白海豚請命：離岸風機設遠一點 

http://www.chinatimes.com/re

altimenews/20170422003077-

260405?from=fb_share_mobil

e 

7 聯合新聞網 2017/4/22 國專家踏勘彰化潮間帶 呼籲保護瀕危的白海豚 

https://udn.com/news/story/

7325/2419680 

8 勁報 2017/4/22 
保育野生白海豚 台中市推動中彰投苗 3 海浬禁拖網漁

船作業 

http://times.hinet.net/mobil

e/news/20143704 

9 民報 2017/4/23 
挽救極度瀕危白海豚，國際專家與環團呼籲離岸發電機

要 20 公里 

http://www.peoplenews.tw/

news/b96e80a8-7f42-46ee-

acdc-173308530de3 

10 自由時報 2017/4/23 保護白海豚 促風機設離岸 20 公里 

http://news.ltn.com.tw/new

s/life/paper/1096451 

11 
環境資訊

中心 
2017/4/24 六國鯨豚專家為台灣白海豚請命：離岸風機設遠一點 

http://e-info.org.tw/node/20

4416 

12 
新唐人亞

太台 
2017/4/25 搶救瀕危白海豚 專家踏勘彰化潮間帶(影音) 

http://www.ntdtv.com.tw/b

5/20170424/video/195109.

html 

13 公視 2017/4/25 彰濱海上風機設點 涵蓋白海豚洄游路線(影音) 
http://news.pts.org.tw/articl

e/356658 

14 中時電子報 2017/4/26 保育野生白海豚 中彰投苗 3 海浬禁拖網漁船作業 

http://www.chinatimes.com

/realtimenews/2017042500

3462-260405 

15 公視 2017/4/24 

CHANGHUA WIND FARMS MAY AFFECT 

DOLPHINS|海上風機設置點 環團:恐威脅白海豚生態

(影音/英文新聞) 

http://news.pts.org.tw/articl

e/356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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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參與名單與工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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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參與名單與工作夥伴 

2017 年 4 月 16 日與會單位及代表 

學術及教育單位 

成功大學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王建平 教授 

成功大學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曾紫雯 助理 

東海大學外文系 游曉嵐 

中興大學生物科學系 林瑋倫 

民間團體、社會大眾、媒體代表 

彰化環境保護聯盟 施月英 總幹事 

彰化環境保護聯盟 董東閔 志工 

彰化環境保護聯盟 董安智 志工 

彰化環境保護聯盟 吳慧君 志工 

公視 簡毓群 導演 

2017 年 4 月 17 日與會單位及代表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黃群策 科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劉泰成 聘用助理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徐傑輝 副主任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胡芳玗 副研究員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王珮蓉 副研究員 

中華民國外交部  王振宇 資深口譯 

嘉義市政府 梁詠琪 顧問 

學術及教育單位 

成功大學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王建平 教授 

成功大學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曾紫雯 助理 

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劉希平 副教授 

東海大學外文系 游曉嵐 

中興大學生物科學系 林瑋倫 

民間團體、社會大眾、媒體代表 

英華威風力發電集團 曾葳葳 資深專案經理 

英華威風力發電集團 Anja Heise 專案經理 

彰化環境保護聯盟 施月英 總幹事 

彰化環境保護聯盟 董東閔 志工 

彰化環境保護聯盟 董安智 志工 

彰化環境保護聯盟 吳慧君 志工 

公視 簡毓群 導演 

Efficiency Ent  Roberto Sung   Consul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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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9 日與會單位及代表 

學術及教育單位 

台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陳琪芳 指導教授 

台灣大學 張婉慈 研究助理 

台灣大學 李沛析 博士後 

民間團體、社會大眾、媒體代表 

英華威風力發電集團 曾葳葳 資深專案經理 

英華威風力發電集團 Anja Heise 專案經理 

2017 年 4 月 20 日與會單位及代表 

民間團體、社會大眾、媒體代表 

歐風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許文輔 資深顧問 

2017 年 4 月 21 日與會單位及代表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環保署 郭菁 

林務局保育組 夏榮生 組長 

能源局能技組 陳崇憲 專委 

經濟部 何怡明 

國防部訓次室 尤森戊 副處長 

國防部資料司 林華宇 副處長 

漁業署漁政組 沈大焜 副組長 

漁業署漁政組 陳慶儒 科長 

海巡署 林鴻鈞 警監視察 

航港局 戴重仁 航安副組長 

臺中港務公司總工程司 朱志光 經理 

臺中港務公司 黃家聰 工程師 

苗栗縣政府 張葦 科長 

雲嘉南風管處 郭柏村 秘書 

彰化縣政府 黃呈云 技士 

臺中市政府 張光瑤 副市長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王瑞卿 主任秘書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林儒良 處長 

臺中市海洋資源漁業發展所 黃育珍 所長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臧澎田 副局長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張祐創 專門委員 

學術及教育單位 

台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陳琪芳 指導教授 

2017 年 4 月 22 日與會單位及代表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臺中市市政府農業局 蔡勇勝  副局長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王瑞卿 主任秘書 

臺中市政府動物保護及防疫局 林儒良 處長 

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   黃育珍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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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夥伴及聯絡方式 

No. 姓名 負責職務 信箱 

1 陳秉亨 
計畫主持人 

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理事長 
1001nights@yahoo.com.tw 

2 文魯彬 
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常務理事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理事長 
rwinkler@wildatheart.org.tw 

3 施月英 
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理事 

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 總幹事 
0911761839ing@gmail.com 

4 許馨庭 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執行秘書 twsousa@gmail.com 

5 粘雨馨 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教育推廣專員 roselikesmile@gmail.com 

6 莊紀婷 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專案企劃 

7 李孝濂 
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專案企劃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研究專員 
xlee@wildatheart.org.tw 

8 鍾雨珊 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專案助理 micorosi@gmail.com 

9 陳奕文 英文顧問暨專案助理 evenisodd@gmail.com 

10 孫瑋孜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研究員 xsun@wildatheart.org.tw 

11 楊士慧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辦公室主任 

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   監事 
syang@wildatheart.org.tw 

12 劉倢吟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行政秘書 jliou@wildatheart.org.tw 

13 陳凱俊 活動拍照攝影 

14 林  蓉 隨行秘書 

15 莊雅雯 隨行秘書 

16 張少瑄 隨行秘書 

17 王郁仁 隨行秘書 

18 郭俊毅 隨行秘書 

19 張淑芳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財會 

20 杜文宇 英文顧問 

21 
Desmond 

Carpenter 
隨行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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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灣白海豚之生物特性與保育情形 

Biology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Taiwanese Humpback Dolphin, Sousa chinensis

taiwanensis 

原著：王愈超博士等（John Wang, Ph. D，加拿大特倫特大學助理教授，台灣國家海洋生物博物館兼任研究員） 

（英文原文刊載於 2016年 Advances in Marine Biology第 73期 https://doi.org/10.1016/bs.amb.2015.07.005） 

中譯：孫瑋孜（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研究員）

摘要 

駝背海豚（後稱白海豚）於 2002 年經科學證實出沒於東台灣海峽，自此便帶起

了一股研究熱潮。我們在本文中檢視了發表於同儕評審的期刊中所有有關白海豚

的論文，也適度檢視了經同儕評審的工作坊報告與畢業論文。最近的研究證據顯

示，出沒於東台灣海峽之白海豚應視為一特有亞種「台灣白海豚（Sousa chinensis

taiwanensis）」，棲息於緊鄰中台灣西岸之狹長型範圍內。此數量不到 80 隻且

正逐漸減少中的海豚亞種族群，正面臨五項存續威脅（漁業、棲地劣化及消失、

河口淡水減少、空氣污染與水污染以及噪音干擾）。台灣白海豚無論在文化或宗

教上均有重大意義，且在台灣受到最高程度的法律保障。然而，儘管本土與國際

之非政府組織努力要求政府立即採取保育措施，政府迄今未採取實質行動設法緩

解白海豚面臨的威脅，某些威脅因子甚至愈趨嚴重。基於最近的研究，我們建議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能將台灣白海豚此一亞種從「數據缺乏（D）」改

為「極度瀕危（CR）」。 

1. 白海豚的歷史

第一篇同時提到「印度-太平洋駝背海豚（中華白海豚）」與「台灣（舊名為

Formosa）」的文獻應該是 Robert Swinhoe 於 1868年 1月 28日寫給William

Flower的信件。該信件中提及「我在 Formosa還沒見過任何海豚，然而這裡

海岸遼闊、河川狹長，我猜應該會有穩定海豚族群的（Flower, 1879）」。一

直到最近，才在台灣領海內的金門發現與中國九龍江類似的白海豚。之後零

星的報告、照片與 2000年於苗栗通霄擱淺的白海豚都顯示，台灣海峽東岸可

能有穩定的白海豚族群。

於 2002年第一項於台灣中西部淺海沿岸針對鯨豚的研究，正式在科學上發現

與確立白海豚確於此棲息（Ｗang等，2004a）；此發現使得白海豚之分佈範

圍更向東擴張至台灣海峽東岸。雖然當時觀察到的白海豚數量並不多，但也

證實了東台灣海峽的白海豚不像史料中所說那麼稀有，且可視為該地生態系

的穩定成員。已往發現紀錄稀少應是缺乏足夠研究，而非白海豚數量稀少。 

雖然初始研究有限，但當時一般仍懷疑台灣海峽東岸的白海豚族群與中國沿

岸的白海豚是有所分別的。只是可能由於漁業、棲地劣化與消失等因素造成

台灣海峽東岸的白海豚數量較少（Wang 等，2004a）。而自 2002 開始的密

集研究更加支持了這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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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與命名：

最近一篇文獻把 Sousa 屬細分為四類，分別是「大西洋駝背豚（Sousa

teuszii）」、「印度洋駝背豚」（Sousa plumbia）、「印度-太平洋駝背豚（Sousa

chinensis，即中華白海豚）」以及「澳洲駝背豚（Sousa sahulensis）」（Jefferson

等，2014）。在這篇文獻中並沒有將位居東台灣海峽的白海豚族群排除在中

華白海豚之外；另，其他研究（Jefferson 等，2004）亦提出中華白海豚本身

便分成許多不同族群的假設，但前述研究均未經實證確認。在這些族群中，

只有位在東台灣海峽的白海豚有足夠證據自成一個獨立的族群（Wang 等，

2008）。依據體表斑點色素形式的不同，該團隊發現東台灣海峽之白海豚與

中國珠江三角洲與九龍江的中華白海豚有顯著差異。後續研究（Chou 等，

2013 與 Wang 等，2008）未觀察到東台灣海峽白海豚群，與位於中國沿海之

中華白海豚群之間有共通的個體，兩者的社群結構也不相同（Dungan，2011；

Dungan 等，2015），進一步證明兩者之區隔。

雖然初期研究（Wang 等，2008）尚無法決定體表斑點之歧異度是否大到使

東台灣海峽之白海豚自成一個亞種，然而之後的研究（Wang 等，2015）利

用「Patten 與 Unitt」之量化標準，顯示東台灣海峽之白海豚在斑點與頭骨構

造與中華白海豚相異，且超過可自成一亞種的 75%法則（Amadon，1949），

因此中華白海豚 Sousa chinensis 可分為兩個亞種：一是中華白海豚本身，一

是「台灣駝背海豚」，即台灣白海豚，正式學名為「Sousa chinensis taiwanensis」

（Wang 等，2015）。Sousa chinensis taiwanensis 的正型標本（holotype）

目前保存在台中的國家科學博物館，編號為 NMNS-14812。 

3. 台灣白海豚之判斷方式

台灣白海豚之體表斑點特徵與珠江三角洲和九龍江的中華白海豚相比，具細

微但一致且可留意的差別（Wang 等，2008，2015）。台灣白海豚可由背鰭

斑點密度與靠近背鰭之體表斑點，與珠江與九龍江之中華白海豚間作區分。

台灣白海豚背鰭之斑點密度與體表斑點密度相同或更為密集，而珠江與九龍

江白海豚的體表斑點密度則是比背鰭還多。不過由於白海豚幼體體表均呈灰

色，因此無法確認其歸屬於哪個亞種。同時比較呈粉紅體色與斑點最少的個

體（推測為較年長之個體），台灣白海豚在背鰭上依然會存在些許斑點而不

會完全消失；相較之下，中華白海豚較年長的個體可達到體表與背鰭完全無

斑點的程度。目前未觀察到全無斑點的台灣白海豚（即使成年之個體亦有斑

點），並非因為其較其他地區之白海豚早逝，而未長成至無斑點的階段，而

應是因為台灣白海豚係與其他地區之白海豚為不同群體（Wang 等，2015）。 

4. 生物分布學

駝背海豚主要分布於沿岸水深不超過 30 公尺的淺海區域，且喜好聚集於河

口地帶（Jefferson 與 Hung，2004；Jefferson 與 Karczmarski，2001; Jefferson

與 Rosenbaum，2014；Ross 等，1994； Zhou 等，1995）。除了受河口水源

影響的台灣西岸與中國沿岸淺海狹長地區，台灣海峽的其他區塊都不符合白

海豚所需的棲地條件；台灣海峽大部份區域的深度都超過 50 公尺，同時又

受到寡養（oligotrophic）之黑潮與南中國海流之影響（Jan 等，2002）。許多

線索（包括型態差異、地理隔絕以及此物種之特性）加總起來，便提供牢不

hh260
螢光標示

hh260
螢光標示

hh260
螢光標示

hh260
螢光標示

hh260
螢光標示



88 

可破的事實說明台灣海峽兩岸的白海豚族群是不可能互相交流的（Wang 

等，2015）。 

基於中華白海豚的習性，其喜好的分布區域類似於近岸的哺乳類，而與遠洋

生物的習性差異甚大；於台灣西岸之白海豚族群，幾乎可肯定源自中華白海

豚，可能是在上一次冰河時期（約一萬七千至一萬八千年前）台灣海峽較現

今為淺時，台灣與中國的白海豚得以互相交流並共享棲地的結果（Voris，

2000）。而當冰河期結束後，台灣海峽之海平面又繼續上升，再次導致白海

豚無法順利於台灣海峽兩邊互相遷徙。而隨著海平面上升而來的黑潮與南中

國海流，同時再加上氣候變遷，北極融冰將造成海平面更進一步上升。這些

現象使得台灣海峽成為兩岸白海豚的地理障礙。而如此的隔絕必然導致台灣

白海豚此一亞種更進一步異化，將來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物種（而非中華白

海豚之亞種）。 

5. 台灣白海豚的分佈與棲地利用

台灣白海豚此一亞種全年均生活在近岸的淺海區域（Wang 等，2007a）同

時沒有明顯的季節遷徙現象（Wang 與 Yang，2011）。海上觀測證明了台灣

白海豚的棲地至少包含了由苗栗龍鳳漁港至台南將軍漁港之間的區域（圖

一）。牠們大多被發現在離海岸三公里以內的區域，但並不會出現在彰化沿

海的沙丘附近。棲地使用研究發現，牠們在（至少一個）河口的出沒情形與

潮汐變化相關（Lin 等，2013）。 

台灣白海豚此一亞種的整體分佈約涵蓋了 750 平方公里，但核心分佈位置大

約位於苗栗通霄至雲林台西之間 170 公里長的 515 平方公里範圍內（Wang 

等，2007b）。而適合牠們的棲地更涵蓋由台灣西海岸北端，至確認其出沒棲

地的更南端（Ross 等，2010）。 

台灣白海豚的棲地利用主要取決於海底深度與淡水的分佈（Dares 等，

2014），同時也受到河口區域餌食魚種分布的影響（Lin 等，2013；Parra 與 

Jedensjo，2013）。這與其他種駝背海豚的習性一致（Hung，2008）。觀測到

白海豚的位置大部份都位於海深小於 20 公尺處，不過也有單獨個體出現在

挖泥疏浚以容大型船隻通過，深度超過 30 公尺的淡水處（Dares 等，2014）。

雖然台灣海域的溫度及其他環境因子因季節不同而差異甚大，但台灣白海豚

終年棲息的區域不會隨之改變（Dares 等，2014）。 

6. 物種數量與其趨勢

目前只有兩篇文獻提及台灣白海豚的數量；第一次於台灣西岸乘船調查數量

的工作自 2002 年延續至 2006 年，利用縱型線物種調查以及距離取樣分析發

現白海豚於台灣西部海域中的平均密度為每 100 平方公里有 19.3 個個體，

總族群數量為 99 隻（CV=51.6%，95%信賴區間 CI 為 37~266）。這次初步

估計的精確度不高，因為目測的資料有限（Wang 等，2007a），不過對於國

際自然保育聯盟將白海豚列入紅皮書中之「受威脅物種」是有幫助的。 

而自 2007 年起至今，利用相片辨認（photo-identification, photo-ID）針對台

灣白海豚進行長期研究，以 2007至 2010年所得之相片辨認資料進行「標示—

再捕捉（mark-recapture）」分析的結果顯示，年度族群總估計數量於 2009

hh260
螢光標示

hh260
螢光標示



89 

年為 54 隻，2010 年為 74 隻，其 CV 差異值為 4%至 13%不等（Wang 等，

2012）。最高的估計數量（74 隻）其 CV 值為 4%，可說是非常精確，而 95%

信賴區間之上限值為 80 隻。Huang 等在 2014 年的報告中宣稱此數量至少

低估了 20 個個體數，並表示遭低估的 20 隻分布於 Wang 等人於 2012 年報

告中棲地的更南端。然而進一步嚴謹調查（Wang JY，尚未發表之研究）在

上述南端海域中並無發現任何個體，因此聲稱南端有更多個體數的說法並不

具公信力。 

生物可移除潛在量（Potential Biological Removal, PBR）指的是針對某一生

物族群，在不會影響其總個體數目前提下可移除的個體數量（Wade，1998）。

針對台灣白海豚之 PBR 計算顯示，人類造成的生物移除量即使是每 7 至 7.6

年移除一隻，也無法讓此族群穩定維持其個體數（Slooten 等，2013）。此數

據是根據兩次針對白海豚個體數的調查（Wang 等，2007a 與 2012）所推

估的；同時由於缺乏白海豚族群成長率之資料，因此是以小型鯨豚的成長率

0.04 套入計算，同時其恢復因子（recovery factor, Fr）也依照其瀕危情形而

設在 Fr=0.1。雖然此 PBR 之推算採用了預警原則，同時缺乏精確的族群相

關資料，其 PBR 仍舊顯示人類行為造成此亞種個體數損失之嚴重性。 

「族群存活分析（population viability analysis, PVA）」是另一種評估人類行

為之威脅對此亞種影響的方式。這種評估方法讓我們得以模擬各項威脅情境

之嚴重程度對於其動態族群數目的衝擊。針對台灣白海豚的首次 PVA 採用

誤捕死亡與棲地劣化/消失兩種情境分析對白海豚之衝擊（Araújo 等，

2014）。此次模擬中對於不確定因素採取較嚴苛的參數來分析最強的衝擊情

形。分析指出，在現今基線條件下，白海豚族群呈現負成長之趨勢，而將額

外威脅加入模擬後其負成長趨勢更加嚴重。以現今基線模擬後顯示，76%的

模擬結果預測於 100 年內白海豚族群個體將減少，而 66%的模擬結果顯示台

灣白海豚將滅絕。而若將誤捕與雌性個體減少的情境加入，則有 99%模擬結

果預測台灣白海豚族群將減少；而在雄性個體減少的情境下則為 78.4%。結

果指出在短期內誤捕的情境對白海豚之衝擊較棲地減少來得嚴重。 

由 Huang 等人（2014）發表的第二次 PVA 分析中，白海豚的族群消長程度

由負成長（-0.113）至正成長（0.0317）不等。但整體呈現負成長趨勢，同

時 54%的模擬結果顯示台灣白海豚在 100 年內將滅絕。此次分析同時包括了

誤捕與棲地損失的情境，而在模擬中誤捕情形設定在所有族群個體的 0 至

5%，而棲地消失則設定為白海豚之容受率（carring capacity, K）之 0 至 90%

不等。由這兩組團隊依誤捕與棲地消失所推估對白海豚族衝擊不同的原因在

於採用不同的模擬參數（K）；由 Huang 等在 2014 發表的研究中將棲地損

失對族群之容受率設定最高值至 K=90%，同時族群初始容受率的設定也不

切實際（個體數達 99 隻），且棲地喪失所造成的衝擊當然較誤捕的衝擊更加

嚴重（棲地喪失最高容受率達 90%，而誤捕之最高容受率僅有 5%）。同時

在 Huang 等人 2014 年之研究中，繁殖週期的參數也僅有 Araújo 等人於

2014 年 PVA 值的一半不到。如此嚴重的偏差足以影響各項威脅對台灣白海

豚族群的預測結果，同時基準族群個體數的高估也造成族群消長程度高達

0.0317（Huang 等，2014）；同時在 Huang 等，2014 年研究所採用的生育間

隔過短，而不符合針對台灣白海豚的科學研究數據（包括 Chang，2011 與 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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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未發表之研究）。由 Huang 等人引用之其它參數也與原始研究所呈現

的不一致。不過至少上述兩項研究均指出白海豚在不久的將來將會消失，同

時也支持國際自然保育聯盟將台灣白海豚列為極度瀕危之物種。 

7. 台灣白海豚之生活史

關於台灣白海豚之生活史之資訊嚴重缺乏，原因之一是發現的死亡個體數量

太少而無法提供詳實研究。同時利用擱淺死亡之個體做研究也有其爭議性，

因為這些死亡個體資訊未必能帶入研究活體時的一些參數（Wang，2009）。

不過，利用 photo-ID 方式，能夠在不影響個體的前提下針對活體觀察，以研

究白海豚之生活史。利用 photo-ID 進行「標示—再捕捉」研究法，可得知白

海豚之存活率為 0.985，95%信賴區間為 0.832—0.998（Wang 等，2012）。

然而此存活率數據乃是針對被標示之白海豚，並不包括未成年之個體（未成

年之白海豚體表為灰色，無法進行 photo-ID 建檔）。

之前的 PVA 研究（Huang 等，2014）包含了白海豚額外之生活資訊，像是

幼體存活率（0.62）以及生育週期之最大值（2.48 年）與最小值（2.19 年）。

此項研究引用了一篇碩士論文（Chang，2011）當作上述評估的來源，然而

在 Huang 等，2014 年文獻中的數值卻與該碩士論文不相符，而且該論文僅

提供中英文摘要。這篇論文中提及兩個幼體存活率之數值（0.66 與 0.78）以

及 3.52 年的生育週期，同時缺乏相對應的估計數據來源。在香港一篇針對中

華白海豚之研究（Jefferson 等，2012），其平均生育週期為 5.2 年，超過 Huang 

等在 2014 年文獻中生育週期（為所有針對 Sousa 屬生育週期研究之最低值）

的兩倍以上，同時 Huang 等主張的生育週期更遠低於 Chang 等於 2011 年的

研究數據。在 JY Wang 尚未發表之研究中也顯示台灣白海豚之生育週期與香

港之中華白海豚相似。同時幼體白海豚由於體表呈灰色，無法建立 photo-ID

資料庫，比成年白海豚更難以辨識。而且台灣白海豚之親子關係並不非常明

顯，加上此亞種之幼體有與非親生成體產生強烈聯繫之特性，因此當使用

photo-ID 方式研究時必須非常謹慎，因為其結果將影響其他關於台灣白海豚

之研究。 

8. 社會結構及行為

駝背海豚之社會結構通常較鬆散，趨向於「時分時合（fission-fusion）」之群

體社會結構（Cagnazzi 等，2011；Dungan 等，2012；Jefferson，2000 與

Karczmarski ，1999）。然而台灣白海豚此一亞種個體之間的連結相對緊密，

尤其發生在親子對（Dungan 等，2015）。與包含珠江三角洲及其它 Sousa 屬

的物種相比，台灣白海豚並不會分離為不同的族群（Cagnazzi 等，2011；Dungan

等，2012）。如此的社會結構可分為長期與短期的成對關係—與其它白海豚

族群類似之短期「時分時合」關係通常只維持數小時至數天，而長期個體關

係則非常穩定，可維持數年之久（Dungan 等，2015）。

台灣白海豚此亞種的族群關係穩定性在駝背海豚屬中並不常見，但類似的族

群關係也發生在莫三比克馬布托灣（Maputo Bay）之駝背海豚身上

（Guissamulo 與 Cockcroft，2004）。此類不尋常的社會結構咸認是有限的

棲地空間與資源所導致的（Lusseau 等，2003；Mann 等，2012；Moller，2012；

Perrin 與 Lehmann，2001 ）。長期的社群關係有助於個體間的資訊交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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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獵物魚群的時空分佈、覓食與照顧幼體策略等資訊）；此種關係甚至可能

是代代相傳的（Rendell 與 Whitehead，2001）。有鑒於台灣西部沿海河口在

高度工業化前的資源應相對豐富許多，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台灣白海豚特別的

社群關係，是後來人類行為造成其棲地衝擊與獵物缺乏下演變出來的。 

關於台灣白海豚覓食的資訊並不多，但河口的魚類為其主要掠食對象（包括

石首魚、鯔魚、糯鰻與鯡魚等）；牠們並不會掠食頭足綱及甲殼綱動物（Wang

與 Yang，2007）。同時台灣白海豚不像珠江之中華白海豚一般會主動親近

漁船（Dungan 等，2012；Hung 等，2008；Parsons 等，2004），然而受漁

網纏繞的例子，以及在流刺網與拖網附近覓食的行為，仍顯示台灣白海豚會

找機會在漁具附近尋找食物（Slooten 等，2013；JY Wang，尚未發表之研究）。 

針對台灣白海豚交配與養育後代的行為甚少為人所知，主要原因是在海上無

法確定個體之性別。「母子對」可說是台灣白海豚的核心社會結構，且育兒

的母海豚之間的連結可能是維持白海豚社會穩定結構之基礎（Dungan 等，

2015）。幼豚通常在多隻雌豚的照顧下成長，而這樣的結構可以維持牠們在

優良棲地的優勢，並可避免雄性白海豚之騷擾（Weir 等，2008）。台灣白海

豚的群體大小與母子對數目有正向關係。成年之白海豚在沒有扶養幼豚的情

形下平均以三隻為一族群單位，而包含母子對的族群可達 12 隻，最高還有

40 隻的例子，而這已超過台灣白海豚總數的一半了（Dares 等，2014；Dungan 

等，2015）。有趣的是，單一親子對的情況並不明顯—有些幼豚傾向與兩隻

以上的成年個體形成緊密連結，而只有其中之一是其親生母豚（Dungan 等，

2015）。此現象顯示育幼母豚之間的緊密連結，可能是異母成年雌豚共養幼

豚行為之基礎；類似的行為亦發生在 S. plumbea 族群中（Karczmarski 等，

1997）。 

9. 台灣白海豚之聲學

如同其他海豚類，台灣白海豚也演化出複雜的發聲與聽覺系統，使牠們得以

在不利視覺的三度空間海域中，有效率地感測與相互溝通。海豚的聲音通常

可分為咯噠聲（clicks，通常用作回聲定位）、脈衝聲（burst-pulses，一般相

信是做溝通用途）以及純屬溝通用途的哨聲（whistles）。然而有些海豚類是

沒有哨聲的（Janik，2009）。 

位於印度河三角洲的印度洋駝背海豚（Zbinden 等，1977）、位於澳洲的澳

洲駝背海豚（Schultz 與 Corkeron，1994；Soto 等，2014；Van Parijs 與 

Corkeron，）、安哥拉沿岸的大西洋駝背海豚（Weir，2010）與珠江河口（Goold 

與 Jefferson，2004；Sims 等，2012）及中國（Wang 等，2013）的中華白海

豚的聲音都曾被研究過，然而台灣白海豚的聲學特性則尚待調查。關於其發

生範圍與聽力的研究正在進行中，以利將來暸解人類活動對於台灣白海豚發

聲與聽力的影響。 

台灣白海豚因其棲地狹窄，反倒有利於被動性聲學監測法（passive acoustic 

monitoring）之利用；由於視覺觀測法只適合於白天與晴朗之天氣，在夜晚或

冬季時，被動性聲學監測法便有其優勢。然而其缺點包括儲存資料空間有限、

無法作即時監測、無法有效推測海豚群體之個體多寡，當然亦無法偵測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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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無聲的個體。「被動式聲學監測法」目前在台灣主要用於研究潮汐對白海

豚餌食魚類的影響、棲地的改變（Lin 等，2013）以及在一個小河口的淡水

輸出對棲地影響（Lin 等，2015）。 

10. 針對台灣白海豚之威脅

許多持續且錯綜複雜之人類行為一再地影響台灣白海豚的生存，這些威脅可

分為五大類：(1) 漁業之影響、(2) 棲地劣化與消失、(3) 空氣污染及水污染、

(4)河口的淡水減少，以及 (5) 噪音的影響。 即使此亞種面臨如此嚴重之威

脅，台灣政府針對這些威脅卻未採取任何減緩措施。 

10.1 漁業之影響 

台灣的漁業被視為台灣白海豚存續的五大威脅之一（Dungen 等，2011；Ross 

等，2010；Slooten 等，2013；Wang 等，2007a,b），且一般認為係對白海

豚威脅最直接且急迫的人類行為。雖然在白海豚棲地所使用的漁具種類繁

多，但以流刺網與三層刺網為大宗；光在台灣西部海域便有數千個漁具

（Dungan 等，2011；Slooten 等，2013）。流刺網與三層刺網對白海豚的傷

害極大，而一般認為其他漁具像是拖網或是長繩釣等方式較不會傷害台灣白

海豚（Slooten 等，2013）。 

漁業對台灣白海豚的影響，從白海豚身上的傷痕便可一目了然（Dungan 等，

2011；Slooten 等，2013）；從受傷個體之照片可看到明顯漁網纏繞，甚至受

漁網切割而產生的大傷口。同時針對三隻擱淺死亡白海豚的研究發現其中兩

個個體身上有明顯流刺網與三層刺網造成的傷口（Dungan 等，2011；Slooten 

等，2013）。照片資料顯示在 93 個獨立個體中，49 隻個體身上有人類行為

造成的傷害（Slooten 等，2013），其中確定由漁業行為造成傷害的至少有

29 隻（Slooten 等，2013）。 

10.2 棲地劣化與消失 

台灣西部是絕大多人居住的地方，而自上世紀至今的快速工業發展卻對自然

環境帶來重大影響（Williams 與 Chang，2008），進而造成台灣白海豚的棲

地劣化與消失。自 1995 年至 2007 年，台灣白海豚棲地由於防止海浪侵蝕與

防洪等工程，加上漁港與其他公共建設的增加而減少約20%（Wang 等，2004b, 

2007b）。同時由於居住與農耕所需面積增加，許多大型多功能的「工業園區」

建在靠海地區（Wang 等，2004b, 2007b）；光在 2007 年就有 59 座大型工業

園區已興建或興建中（包括麥寮工業園區、彰濱工業園區以及台中港），20

座正在規劃中，而至少有八十座大型園區正等待政府核可（Wang 等，

2007b）。雖然最近一項佔地 4000 公頃，位於彰化以南，濁水溪以北，約佔

有 6~7%台灣白海豚族群棲地的石化工廠開發案遭到否決，然而其它（包含

離岸發電）工程在未來仍將造成 20%的棲地劣化（Araújo 等，2014；Wang 

等，2007b）。 

10.3 污染 

台灣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之一，而九成以上的人口聚集在西部區域

（Ross 等，2010），因此西部沿岸與鄰近地區涵蓋了各式各樣的工業廠房，

包括儲油廠房、石化工廠，火力發電廠與船舶加油站（Wang 等，20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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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工業所產生的污染隨著空氣與水而影響到台灣白海豚及其餌食魚類的棲

地品質。白海豚藉由呼吸會攝入空氣中的污染物，而水中的污染物可能穿過

牠們的皮膚，或是累積在牠們的攝食魚種中（Ross 等，2010）。其中最令人

擔心的就是重金屬與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這類污染物可能會累積在台灣白海

豚的體內而影響其健康（Haraguchi 等，2000；Simmonds 等，2002）。 

 

10.4 出海口淡水減少 

就如中華白海豚一樣，台灣白海豚也偏好河流出海口的區域，也許原因在於

出海口的魚種是牠們偏好的食物（Barros 等，2004；Parra 與 Jedensjo，2013；

Wang 與 Yang，2007）。有許多河流從台灣西岸出海，但許多在上游便被攔

下來做灌溉、工業用水、民生用水與水庫發電（水利署，2015；Wang 等，

2004b；Williams 與 Chang，2008）。目前流量最大的濁水溪流進海口的淡

水量只有往常的三分之一（Wang 等，2004b）。而台灣乾季與雨季分明的情

形更加劇了這個現象（Williams 與 Chang，2008），在乾季時可有數月幾乎

沒有多少淡水流入大海。位於出海口的魚類分佈情形與水的混濁度與鹹度有

顯著的關係，因此出海口水質的變化會影響台灣白海豚的獵物分佈情形。 

 

10.5 噪音 

與其它四大威脅相比，台灣西岸船隻交通所產生的威脅相對較弱，因為巨大

的貨船等會在港口外等待適當時間再出入港口（Wang 等，2004b）。Guan

等人在 2015 年研究台灣西部海域水底噪音時發現，當船隻以大馬力航行時，

其產生噪音並沒有落在台灣白海豚哨音的頻率範圍中，然而此項研究只量測

最高到六千赫茲的噪音，因此無法知道更高頻率的噪音（比如由較小的引擎

所產生）是否會與白海豚的聽覺範圍相重疊；比如珠江口的研究（Li 等， 

2012）便發現高達 152 千赫的船隻噪音會影響中華白海豚。台灣白海豚同時

又面臨了像是軍事演習、地質研究與鑽孔工程等行為發出的噪音（Ross 等，

2010），而這些行為都會產生特別大聲，可能傷害鯨豚的聲音（Wursig 等，

2000）。長期暴露在高強度噪音下會造成鯨豚暫時性或永久性的聽力傷害

（Mooney 等，2009），進而影響鯨豚的回聲定位、被動聽覺與溝通等能力。

水下噪音更會造成生理壓力，以及在不影響鯨豚聽力下會遮蔽對其有意義的

聲音（Nowacek 等，2007；Wartzok 等，2004；Wright 等，2007）。當有船

隻在附近時，白海豚會改變其行為，包括其發聲溝通的行為（Van Parijs 與 

Corkeron；2001a,b）。 

 

 

 

11. 文化價值 

 

在中國，源自海岸與居住於沿海地區的人常稱白海豚為「媽祖魚」。人們相

信白海豚每年早春時期出沒於當地海域（尤其在媽祖誕辰，即農曆三月二十

三日）是尊崇媽祖的行為。雖然實際上白海豚全年都出沒在東台灣海峽、九

龍江河口與珠江河口，但在季節變化，東北季風轉為西南季風時，可能因為

海象較佳，使得人們比較容易觀察到白海豚；同時也可能在媽祖誕辰時，人

們會更刻意尋找白海豚，因此白海豚才得到「媽祖魚」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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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信仰出現在包括台灣的許多亞洲地區。雖然在不同地區詮釋媽祖的方式

不同，但一般相信媽祖會保護漁民、水手以及居住於海岸的人們。在海上看

見「媽祖魚」是被當作幸運的事，因為白海豚象徵著媽祖在海上陪伴、祝福

與保護著這些討海人。 

而在近幾年，白海豚在台灣更被保育運動中當作重要的媽祖象徵與信仰的載

體，而此特有亞種的危機也被更多人了解與認同。也因為台灣白海豚在信仰

上的獨特角色，在許多方面都被當作當地生態的庇護物種（umbrella 

species），使得其他大家較不熟悉的物種及其棲地（像是出海口與泥灘等）

也連帶性地受到保護。 

12. 保育現況

12.1 台灣的「野生動物保護法」 

在台灣的野生動物保育法（下稱野保法）中，台灣白海豚是列為第一級（class 

I）的保育物種，野保法第四條中明訂台灣白海豚是「保育物種」；而在野保

法第十八條中也明確規定「對保育類野生動物不得騷擾、虐待、獵捕與宰殺」

（在 1989 年之版本便有此條文）。即使在法律上台灣白海豚被列為最優先應

保育的物種，但因為野保法未被嚴格地執行，使得台灣白海豚依然受到人類

活動帶來的威脅。 

12.2 世界自然保育聯盟之「紅皮書」與受威脅物種 

在世界自然保育聯盟針對各物種物種之「紅皮書」分級標準（Reeves 等， 2008）

中，在東台灣海峽之台灣白海豚族群，由於成熟個體數目小於 250 隻，已被

列為 C 等級之 2a(ii)次分級；而由於台灣西部海域的水質、此物種棲地的封閉

性、同時至少 90%的成熟個體都在同一族群中生活等因素，可預測此物種數

目是逐漸下降的（Reeves 等， 2008）。一項最新且精確（CV=4%）的研究

報告指出，此族群只剩約 74 隻，代表著成熟個體可能不到 50 隻，已達到紅

皮書 D 等級中的極度瀕危（Critically Endangered）之條件；因此這群台灣白

海豚，由於最近被確定為台灣特有亞種（Sousa chinensis taiwanensis），應該

在紅皮書中列為 CR C2a(ii); D 的等級。 

12.3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所有白海豚屬（Sousa spp.）的物種，包括台灣這群特有亞種，均列在「瀕危

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 ）」之附錄一（Appendix I）中（網站：

www.cites.org/eng/app/appendices.php）。在 CITES 附錄一中所列的動植物都

是極度瀕危的物種；所有白海豚屬之物種均被視為極度瀕臨絕種，且依照第

三條（Article III），這些物種除了非商業用途（比如科學研究）之外，是嚴

禁於國際間買賣交換的。針對這些物種（及其衍生的產品）的國際間運輸受

到最嚴格的規範，同時必須要有進口國與出口國之許可。 

13. 保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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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組織、學者、社運參與者與台灣當地居民花費了極大量的精神與時間，

希望能保育台灣白海豚。即使許多行動擋住了對台灣白海豚的巨大威脅（詳

見本章下文），但必須強調的是，台灣地方政府未採取任何政策或行動來扭

轉這些極度瀕危的台灣白海豚所面臨的既有重大威脅。若不努力降低這些既

有威脅，此一台灣特有亞種最終恐難擺脫滅絕的命運（Araújo 等，2014；Slooten

等， 2013；Wang 等，2004b、2007b）。 

在 2004 年，一群來自各國的海洋哺乳類專家舉辦了一場工作坊，以探討針對

台灣白海豚來說最急迫的科學研究與保育方式（Wang 等，2004b），加上台

灣的非政府組織「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Wild at Heart Legal Defense 

Association）」與在地之「台灣媽祖魚保育聯盟（Matsu Fish Conservation 

Union）」，透過大眾教育、環境運動、保育會議以及支持往後之科學研究與

工作坊而努力。 

經過 2007 年工作坊之建議（Wang 等，2007b），在 2008 年，17 個來自各國

與本地的海洋哺乳類與海洋科學專家共同組成了「東台灣海峽白海豚技術顧

問工作團（Eastern Taiwan Strait Sousa Technical Advisory and Working Group, 

ETSSTAWG）」。此顧問工作團之成立宗旨，係為與台灣白海豚相關之各利

害關係人，針對科學研究與保育議題提供專業技術及指引。在當地團體的要

求下，東台灣海峽白海豚技術顧問工作團更挹注精力，針對台灣白海豚舉辦

了四場（2009、2011、2014 與 2017[譯註]）國際工作坊。 

[譯註：由於原文出版於 2016 年，因此未提及 2017 年四月於台北及台中舉行之工作坊] 

2008 年，美國國家海洋漁業局（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接受了哥

倫比亞大學拉蒙特-多爾蒂地球觀測所（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 

L-DEO）針對東南亞海域的海底地質結構研究計畫（計畫名為 “TAIGER”, 

Lecky 等，2008）之申請案；而此研究方式會騷擾鯨豚，帶來不必要的傷害

（take），於是在 2009 年此計畫預定要探測包含台灣白海豚棲地的海底地質

時，東台灣海峽白海豚技術顧問工作團、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國際人道

協會（Humane Society International） 與許多海洋哺乳類專家紛紛表達對此計

畫的顧慮，並說明該研究方式將對瀕危之台灣白海豚帶來嚴重威脅；最後該

計畫之地質調查範圍移至距台灣西海岸邊 20 公里遠之處，使得台灣白海豚免

受該計畫之騷擾與傷害。 

而一項規模達 4000 公頃的石化工廠（又稱為「第八輕油裂解廠」或「國光石

化」）原本將建於雲林縣沿海，但受到環評程序否決。於是此開發案便向北

移至數十公里遠的彰化縣沿岸。而該區域卻是台灣白海豚分布的中心地帶

（Dungan 等，2011），此開發案將會把台灣白海豚狹小的棲地分為兩半。包

含食品安全、公眾健康與對環境和野生動物的負面影響（尤其對台灣白海豚

的威脅）造成各方的反對，公衛專家、學術單位、社會與環境行動者、藝術

家、學生、兒童與居住於預開發地周邊居民並於 2011 年四月展開集體抗爭。

因抗爭行動持續擴大，加上 2012 年台灣總統大選，最終使開發商終止了這項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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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界（Ross 等，2010）已確定台灣白海豚主要與潛在的棲地範圍數年後，

台灣農委會林務局於 2014 年針對白海豚劃設了「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然而其劃設範圍仍小於 Ross 等人建議的最低限度棲地範圍。若劃設之重要棲

地無法保護到台灣白海豚所有可能之移動範圍，則勢將使開發案移至緊鄰「重

要棲地」周邊，而對白海豚造成更大衝擊（稱為「邊際效應（Woodroffe 與

Ginsberg，1998）」。另，即使此範圍不足之「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至今亦尚未正式公告。 

國際顧問工作團評估了漁業行為對白海豚造成之威脅，並聚焦在降低其最大

衝擊，提出在台灣白海豚棲地內禁止使用刺網與三層刺網、同時徹底執行沿

岸三海里（約 5.5 公里）內禁用底拖網之規定、補償實際受損失的漁民、並

鼓勵漁民改用對鯨豚影響更小的漁法（手釣或一支釣）等建議（Ross 等，

2015）。這些策略若立即、妥適地執行，將對鯨豚有正面的效果，也為復育

台灣白海豚帶來希望。同時，這些策略更可促進沿岸魚群數量恢復，為漁民

帶來經濟效應，也可發展觀光漁業，促進海洋資源於未來之永續利用。現今

最迫切的目標，係於 2030 年前將台灣白海豚復育至 100 隻。根據台灣白海豚

的生物特性，這目標是實際上可達成的，同時復育至 100 隻，也會使台灣白

海豚在世界自然保育聯盟之「紅皮書」中，由「極度瀕危（Critically 

Endangered）」降至「瀕危（Endangered）」之類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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