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林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施工前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7年 12月 07日(五) 上午 10時 00分 

二、 地點：崙北、崙南村聯合集會所活動中心(雲林縣四湖鄉崙北村海

清路 81號) 

三、 主席：林國基 允能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代表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附件一簽到簿。 

五、 簡報內容：如附件二會議簡報。 

六、 討論及報告事項：（略）。 

七、 意見及回覆說明： 

意見 回覆說明 

林厝村 林建益村長 

1. 風力發電廠即將要開發，施工前

是否請施工廠商事先通知在地村

長或社區協會理事長施工地點及

範圍，以降低施工期間對居民的

安全危害。

2. 台電的風力發電機再生能源處已

經在四湖鄉建立 14 座風機，但事

前未與地方民眾有充分的溝通說

明，希望貴單位能充分與地方民眾

說明並回饋福利，例如沿海地區村

辦公處、協會之回饋金發放，或長

照 2.0之經費補充等。

1. 本計畫陸纜工程將分段施作，施工

前本公司會要求施工廠商至少於施

工前 1至 2天向社區協會理事長、

村長報備，讓鄉親了解施工時間、

地點及範圍。

2. 經濟部為使回饋金有一定標準規範

，已預公告「電力開發協助金運用

與監督管理辦法草案」規定開發單

位每發一度電將提撥 0.018元作為

電協金，電協金之百分之七十為補

助型，將回饋給地方政府、當地漁

會及變壓站所在之鄉鎮，其餘百分

之三十為專案型電協金，地方團體

如有什麼想法均可提出專案計畫申

請。換言之，發電度數越高，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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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回覆說明 

至地方的金額就越多，歡迎鄉親多

多留意風機運轉狀況，若有任何問

題請隨時回報給本公司。 

漁民 吳奇昆先生 

1. 變電所產生的電磁波、噪音對民眾

會產生長遠影響，請儘量離村落遠

一點，亦請儘量不要於道路周邊設

置電線桿。

2. 海上施工前說明會要向漁民說明

清楚可進行海上捕魚作業範圍，不

要影響漁民討海生活。

1. 本計畫上岸後陸纜係以最短路徑併

入台電既有的台西、四湖變電所，全

程都採地下埋設，陸纜行經沿線無

設置電線桿，分段工程施作完成後

將立即恢復原本樣貌，以保護鄉親

的安全。

2. 本計畫海域工程預定於 109 年 3 月

開始施作，本公司於海域施工前將

再加開一場說明會，屆時將透過漁

會平台通知漁民來參加，並針對海

域工程內容及範圍詳細說明。本次

說明會簡報第三頁有放置本計畫風

場範圍圖，風場位置距離雲林縣海

岸約 8~17公里，並且已遠離白海豚

重要棲息環境範圍 3 公里以上，不

至影響漁民進出港作業。

雲林縣漁筏權益促進協會吳昭學總幹事(第一次發言) 

1. 海域施工前說明會有項要求，本

地漁民約有五萬多位，領有執照

漁船約一千三百多艘船，若只開

一場說明會人可能會過多，因此

建議分四個鄉各辦一次說明會，

以公開透明為原則，召開前需發

文給每一位領有執照的漁民。

1. 本公司秉持公開透明的原則，除了

本次說明會外，於海域施工前將再

加開說明會，說明會議召開前將透

過漁會平台通知漁民，希望漁民來

參加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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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回覆說明 

廖榮祥先生 

1. 簡報內提到風場總裝置容量 640

MW，請問一年可發多少度電，是

否足以供應雲林縣民眾做使用?

若有使用剩餘的發電量為什麼雲

林縣政府不自行成立公司，賺取利

潤，並將賺取利潤回饋給全雲林縣

縣民。

2. 本計畫海域施工打樁期間減噪措

施，僅提到 750m以內沒有鯨豚活

動就打樁，就我了解別的風場環評

審查要求更高不只這樣。

3. 電纜上岸地點有一處為台西鄉，雖

為丁種工業用地沒錯，但於潮間帶

之施工項目是如何施作請說明清

楚。

4. 海纜上岸後將升壓至 161KV，產生

電磁波影響請說明清楚。

1. 依本計畫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所載

內容，雲林縣 104 年住宅用電量約

12億 4千多萬度，本計畫風場估計

年發電量約為 21億度，足以供應雲

林縣居民用電量。本計畫風場發電

後將併入台電電網，再由台電統籌

配電至各地使用，並非侷限於雲林

地區。有關縣府成立電力公司一事，

我們請縣府代表補充。

2. 本計畫打樁期間承諾一次僅 1 處風

機基礎進行打樁施作，打樁期間全

程採行適當的減噪措施。本計畫全

程設有水下麥克風記錄噪音值，距

打樁點 750 公尺處噪音聲曝值須低

於 160 分貝才符合規範；打樁期間

於 750m及 1,500m處，本計畫將同

時安排共 6 艘鯨豚觀察船警戒是否

有鯨豚誤入施工區域，若發現鯨豚

活動則需在施工安全許可條件下停

止打樁作業；此外，本案風場範圍於

規劃階段即已考量鯨豚活動，避開

白海豚重要棲息環境 3 公里以上，

以降低打樁施工對鯨豚造成影響。

3. 本計畫規劃之台西鄉上岸點，海纜

上岸處須通過水利署既設之海堤，

為考量海纜通過不影響既有海提之

結構，本公司將採用水平導向鑽掘

工法 (HDD；Horizontal Dire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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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回覆說明 

Drilling)免開挖方式施作，同時降低

對潮間帶的擾動。 

4. 本計畫上岸後陸纜係以最短路徑併

入台電既有的台西、四湖變電所，以

減少對民眾的影響。由於台電變電

所電壓為 161kV，本計畫陸纜的電

壓將透過升壓站提升至 161kV後，

再併入台電變電所。

關於電磁波的部分，一般而言，高壓

電塔正下方的電磁波量測值約為

50~80毫高斯，一般電線桿設置較多

之道路，電磁波量測值約在十幾毫

高斯左右，本計畫陸纜採地下埋設，

因有地層阻隔之優勢，營運期間之

電磁波評估約只有 2~4 毫高斯，影

響相對小。營運期間本計畫每季均

會執行電磁波量測工作，量測結果

會公開於本公司資料公開網站

(http://wpdeia.tw/)，供社會大眾共同

來監督。

雲林縣政府代表沈方傑先生 

1. 雲林縣政府目前已有在進行成立

能源公司之相關可行性評估工作，

惟因政府無法百分百持股，且經營

效益不佳同樣會面臨倒閉危機。此

外，縣府自行成立公司還需要經過

縣議會的審議，議會審議一般也需

一段時間。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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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回覆說明 

永續發展協會張素嬌理事長 

1. 陸域施工完工後是否會進行綠美

化及社區環境相關整理，以促進將

來觀光產業發展。此外，社區內目

前有多處關懷老人共餐之聚點，是

否可將長青食堂納入回饋。

2. 林厝村為農漁業複合型鄉村，社區

裡面有很多農作物，風力發電葉面

旋轉風速可能很大，會影響農作物

生長。

1. 本計畫輸電線路均採地下埋設，施

工完成後即回復原狀，於陸域設置

變電站處，完工後將於基地內進行

植栽綠美化。

本公司具有過去在陸域風機場址安

排相關參訪活動之經驗，可促進地

方觀光，本計畫營運後亦考慮規劃

環境教育參訪，與地方社區活動結

合，促進地方發展。

2. 本計畫風力發電機組係設置於海上

，距離海岸最少約有 8 公里遠，對

農作物生長不會產生影響。此外，即

便是風機位於陸上，本公司曾委託

嘉義大學郭建賢老師做過陸域風機

的相關研究，風機運轉對水產養殖

等農產不會有影響。

程志燦先生 

1. 風力發電機在運作時產生的音頻

會不會對水下魚類產生影響?哪些

魚類有影響?會把牠們趕得多遠?

季節性的魚種會不會改變?

1. 歐洲已有設置許多離岸風機組之經

驗，許多文獻資料也指出海域施工

打樁期間對魚類數量確實會產生暫

時影響，惟施工結束後即會逐漸恢

復。本計畫考量噪音影響並已擬訂

水下噪音減輕對策，海域施工期間，

一次僅一部風機基礎進行打樁，打

樁期間將安排鯨豚觀察人員警戒避

免鯨豚誤入施工區域，並且採取緩

啟動等方式，減輕海域施工產生水

下噪音對魚類、鯨豚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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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回覆說明 

此外，德國離岸風場海底底質與本

計畫相似，亦多為泥和沙，完工營運

後，發現風機基礎會附著如藤壺等

海下生物，吸引魚群聚集，以逐漸形

成生態系，具有聚魚之效果。 

此外，本計畫於環評階段模擬營運

期間產生之水下噪音，評估結果顯

示，約在距離風場 50~100公尺處水

下噪音模擬值，與背景量測值近乎

相同。未來本計畫營運後將會執行

水下噪音檢測及漁業資料調查工作

，供以驗證上述資訊。 

雲林縣漁筏權益促進協會吳昭學總幹事(第二次發言) 

1. 要怎麼保護魚場?以前政府有做人

工魚礁，但沒有管理，變成魚類

墳場。沿岸都是沙，你們的船要

怎麼進出?

2. 將如何進行漁業補償?

1. 雲林縣海域無人工魚礁，推測可能

係因海底地質多為泥砂，魚礁易被

覆蓋所致。本公司於國外開發的風

場有相似海域底質環境，風機基礎

結構會提供給底棲或是附著性生物

生長環境，營造出吸引魚群的生態

系。

本案施工期間將使用台中港；營運

期間，本公司會委託專業的公司負

責風機運維工作。

2. 有關漁業補償金額之計算方式，本

公司已委託漁業技術顧問社進行相

關作業，依據行政院漁業署公告之「

離岸式風力發電廠漁業補償基準」

進行計算。此外，未來風機開始運轉

後，亦有另外的回饋機制，回饋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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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回覆說明 

方鄉親。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書面意見) 

1. 雲林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水

下文化資產調查細部調查報告尚

未經文化局審議通過，建請加速相

關期程並於施工前完成。 

2. 後續施工中，如發見具古蹟、歷史

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價值

之建造物、疑似考古遺址、具古物

價值者、具自然地景、自然紀念價

值者、疑似水下文化資產，請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3、57、77、

88條規定及《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13條規定辦理。 

1. 謝謝提醒，本計畫陸域施工規劃於

107年 12月啟動，海域施工則預計

於 109 年 3 月始會進行，本計畫水

下文化資產調查細部調查報告目前

正由貴部審查程序進行中，將加速

於海域施工前完成審查。 

2. 謝謝提醒，本計畫於後續施工中，如

發見具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

聚落建築群價值之建造物、疑似考

古遺址、具古物價值者、具自然地景

、自然紀念價值者、疑似水下文化

資產，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3

、57、77、88條規定及《水下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 13條規定辦理。 

 

 

八、 散會：下午 12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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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施工前說明會照片紀錄 

  

會場佈置 

  

  

民眾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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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離岸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施工前說明會照片紀錄 

  

開發單位致詞及環評單位簡報 

  

  

民眾提問及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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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02)2395-4886 (02)2395-1580 Chi.Lin@wpd.tw

(02)2698-1277 (02)2698-1284 lixuan@mail.kunitech.
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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