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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計畫背景 

    宜蘭縣政府前經 101 年度執行本總體計畫規劃作業之第一年計畫，目前第一

年計畫已完成部分初步調查與規劃工作，在計畫範圍經調查分析後彙整 10 條山

徑。102 年度（第二年）的重點，則是在第一年計畫完成的 10 條山徑基本資料調

查與規劃的基礎上(如下附表)，探討由泰雅族依其傳統領域，以部落為單位，管

理經營土地自然資源之機制，達成由部落參與管理文化遺產之目的，以振興部落

產業經濟： 

跨區整合型山徑 

項 

次 
山徑名稱 山徑位置 規劃主題說明 

1 

哈盆越嶺古

道-哈盆越嶺

古道跨越南

勢溪的親情 

本山徑含跨

本縣大同鄉

及新北市烏

來區境內 

「哈盆」，泰雅語意指兩條河流交匯之處，哈盆地

區由於動植物種類繁多且豐富，過去即是重要的獵

場，目前南勢溪上游周邊台地上依稀可見崙埤部落

的舊耕地，雖然部分區域已經規劃成「哈盆自然保

留區」，但山徑路線無涉及保護區內，所以目前仍

是一條熱門的登山路徑（福山到哈盆營地為主）。 

2 

巴陵到松羅-

巴陵到松羅

山徑泰雅勇

士狩獵體驗 

本山徑含跨

本縣大同鄉

至桃園縣復

興鄉 

巴陵至松羅古道仍是以登山步道為其主要功能，近

年林務局為滿足登山需求，將山徑規劃成插天山國

家系統步道路線之一，山徑以高山湖泊松羅湖吸引

多數山友為行程標的，目前多數人選擇以松羅至松

羅湖及塔曼山至明池的行程為主。 

3 

司馬庫斯至

四季古道-司

馬庫斯到四

季古道迷幻

森林之旅 

本山徑含跨

本縣大同鄉

及新竹縣尖

石鄉 

司馬庫斯至四季古道，據部落耆老-Liwan先生口

述：「該古道約有百年以上的歷史，起初為大嵙崁

及馬里光族人狩獵的山路，後成為部落聯絡道路。

特別是新光、鎮西堡以及司馬庫斯部落族人利用此

道，成為進出宜蘭地區的重要閘道」。其中沿途可

觀賞稀少的香杉林區為特殊自然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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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山徑 

4 

南澳古道-南

澳古道南湖

大山的拓荒

史 

宜蘭縣南澳

鄉金洋村內 

南澳南溪為泰雅族天然漁獵場，在夏季級3~4月毛蟹

盛產季節，透過部落帶領遊客至溪裡親自體驗傳統

漁獵方式與使用器具，了解泰雅山林智慧的結晶。

遷徙歷史充分展現出泰雅族人藉由這條古道找尋安

生立命之所及部落發展的軌跡。 

5 

南山檜木林

步道-南山檜

木林步道埤

亞南陽光閃

耀之地 

宜蘭縣大同

鄉南山村內 

南山檜木林步道為過去遷徙而修築的路徑，南山檜

木林步道屬中級山，適合山友級登山客體驗，其主

要能吸引遊客並獲得體驗之資源包括：少見的鳥巢

屬植物『柃木雙葉蘭』、可挑戰膽量的倒木橋、山

徑中視野極佳的樹屋及滿山谷台灣杉、華杉松森林

生態體驗。 

6 

排骨溪狩獵

溫泉山徑-排

骨溪狩獵溫

泉山徑山林

中的一股暖

流 

宜蘭縣大同

鄉英士村內 

善用此區景觀及人文特質與溫泉資源結合，提供野

溪養生溫泉概念，以吸收溪水旁的負離子與溪旁林

間的芬多精，養生保健及遊憩健身作為主要的發展

功能定位，此外，藉由英士農路連結梵梵溫泉，過

去為前往英士部落獵場之一的路徑外，還可探究排

骨溪戰役的歷史痕跡。 

7 

東岳蛇山狩

獵山徑-東岳

蛇山狩獵山

徑感受多必

優的祝福 

宜蘭縣南澳

鄉東岳村內 

過去為前往東岳部落獵場路徑之一，也可延伸至東

澳嶺（過去部落族人通往蘇澳的路徑），目前以生

態導覽與泰雅文化的經營方向進行解說行程主軸，

加上步道周邊為東岳湧泉，結合夏之戀湧泉發展，

並能讓行程更多元且豐富。山徑又稱EYO(金線蓮的

意思)，山徑上過去有生長許多金線蓮也為部落過去

經濟收入之一。 

8 
霞喀羅國家

步道 

位於新竹縣

五峰鄉及尖

霞喀羅事件及日據時期為駐在所密集度，在全台警

備道路比例最高。以及目前栗園駐在所可發現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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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鄉境內 草中的基納吉群舊部落遺址。山徑屬中高海拔，林

相多為針闊葉樹混合，林相景觀四季分明，特別是

以秋天馬鞍駐在所楓紅最負盛名，令很多山友聞名

前來。目前林務局於白石駐在所進行復舊整修工

程，完工後，山徑又增添一處景點。 

9 加里山古道 

本山徑含跨

苗栗縣泰安

鄉及南压鄉

境內 

加里山古道屬中高海拔，路徑明顯， 但坡度起伏

大，林相多為針闊葉樹混合。神仙谷，早期為泰雅

祖先的墳場，視為禁地，具當地特色的人文景點。

過去泰雅族對於取名，因自然位置與地形、特殊產

物或發生事故而命名，如馬凹在泰雅語指的是山胡

椒，為馬凹溪周邊過去生產許多山胡椒而得名。 

10 
福巴越嶺古

道 

本山徑含跨

桃園縣復興

鄉及新北市

烏來區境內 

大嵙崁群走出的獵徑，後來成遷徙路線，福山與巴

陵族人來往及通婚的路線，又稱為泰雅族人的鴛鴦

路（姻親道路）。福巴越嶺古道屬中高海拔落，林

相多為針闊葉樹混合，在古道上可發現藍腹鷴的蹤

跡。 

    由獵徑要變為遊客易行的步道，是有其困難之處。若由日據時期的道路(古道)

再重修為步道，不但起伏小、路幅寬、路床穩固，沿途更有駐在所舊址供休憩駐

足。這些日據時期的道路(古道)原本便是利用舊有獵徑，再經加測量修整而成，

具有連繫交通、來往孔道之功能，歷史意義更為重大。 

    前述 10 條山徑或因路途遙遠，利用較少，難以達到休閒觀光產業經濟的目

的(如福巴越嶺古道、加里山古道、巴陵到松羅山徑、司馬庫斯至四季古道等)；

或因純屬部落狩獵山徑，無法達到部落連繫、縣市串連的目的(如東岳蛇山狩獵

山徑、排骨溪狩獵山徑等)；或因已有權屬單位規劃修繕 (如霞喀羅國家步道、南

澳古道等)，其選擇優先順序的方法、因子，於本案後續報告中再予適度評析。

因此本計畫擬提出更具創意、更有歷史意義、符合部落連繫、兼顧休閒觀光產業

經濟的四條古道，作為泰雅山徑推動之依據。 

這四條山徑是： 

1.哈盆越嶺古道 

2.埤亞南越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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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山檜木林步道 

4.南澳古道。 

    選取的山徑最初為泰雅族先人所行經的路線，繼而在日據時期改善為警備道

路，路床較為扎實，穩定性較高，較易管理維護，較為輕鬆易行。本案的步道評

估與篩選均經過與相關部會、府內局處、社區部落等進行討論，取得多方共識後，

方選取上述 4 條山徑推動。 

 

分述這四條山徑的歷史價值與資源特色： 

跨區整合型山徑 

項 

次 
山徑名稱 課題 對策 

1 
哈盆越嶺古

道 

末端可銜接

中嶺古道 

露營健腳路線，惟砲台、檢查哨、駐在所等

人文遺跡，尚未完整呈現，需探查。 

部落山徑 

2 
埤亞南越古

道 

目前路徑尚

不明顯，傍依

中橫公路宜

蘭支線 

留有古道的路基，資源潛力極大。耶克糾駐

在所、突稜駐在所、埤亞南鞍部駐在所(思源

派出所)等尚未呈現，需踏勘。 

3 
南山檜木林

步道 

純屬部落內

部道路 
若能形成迴圈的動線則更佳。 

4 南澳古道 
純屬部落內

部道路 

山徑起於金洋村西北方登山口，山徑終點為

古道3 公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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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盆越嶺古道(崙埤仔-破礑溪-中嶺山-哈盆溪-南勢溪-福山) 

 

 

 

 

 

 

 

 

 

長度：17.4 公里 

海拔：120 公尺-1059 公尺 

 

 

 

2.埤亞南越古道(南山村-富山農場-突稜派出所—思源派出所) 

 

 

 

 

 

 

 

 

 

 

長度：5 公里 

海拔：1100 公尺-1948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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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山檜木林步道(南山村→美優橋→米羅產業道路→登山口→米羅山→南山神

木→佐得寒山→可法橋) 

 

 

 

 

 

 

 

 

 

長度： 12 公里 

海拔： 1344 公尺-2054 公尺 

 

4.南澳古道((栴檀-楠子)) 

 

 

 

 

 

 

 

 

 

 

長度：3 公里 

海拔：150 公尺-312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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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工作計畫及方法 

本案需完成之工作項目計有六大項，各項的目標及成果互為因果關聯，本團隊希

望透過相互參照的述說，彙整出本案執行的方向、進度，並詳閱既有的調查與報

告，剖析可能會遇到的問題與困頓，作為未來因應之可能，後續章節依循此架構，

進行各項工作之推展。本案的工作計畫及方法，大致如下： 

分析方法(規劃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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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計畫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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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工作組織人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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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評估現行政策與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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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相關政策的法令評估與檢討 

2005 年 2 月公佈實施的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施行後 3 年內應制定相關法令。因

此，在 2007 年 12 月 18 日，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農委會、內政部、交通部、退

輔會會銜發佈實施「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提供各相關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在原住民族地區利用自然資源時，能與原住民族協商，取得共識，並

進一步建立共同管理機制，減少衝突與抗爭，以順利推動政務。原基法第二十條

明定「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代表政府重視保障原民基本權

利與落實民族平等的具體政策，也是對於台灣原住民族地區生態資源保護及尊重

原住民傳統生活慣習的起點；而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訂定「資源共同管理辦法」，

內容就是以「徵得原住民族事前同意」及「事後共管」為規範基礎，以落實原住

民擁有土地與自然資源的權利。 

 

前述共管機制依法由當地原住民族代表、專家學者與資源治理機關共推代表組成，

且當地原住民代表應由當地原民部落推舉，其人數應達委員總人數 1/2 以上；共

管會任務主要提供當地原住民族有直接參與資源治理機關中長程計畫、年度計畫、

各項資源治理等業務興革的機會，所提建議供治理機關研訂政策時參考。 

本案對於共管機制如何規劃、研議，將依目前國內各部落的運用方式，尋覓一些

可行的方式，適合本計畫的運用。 

 

泰雅山徑觀光帶規劃涵蓋區域廣大，其所涉及之相關法令分為兩部份說明，一為

山徑旅遊相關法規，包括：森林法、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法、野生動物保育法；

二為文化資產保存法；三為部落社區發展相關條例。 

 

一、山徑旅遊相關法規 

本計畫實施範圍跨及國有林地及自然保護區，進行該區域之觀光遊憩規劃時，應

依法規明訂之禁止與遵守項目注意下列事項： 

（一）重視遊客環境教育工作與遊憩行為管理，透過解說牌、告示牌或人員導覽

方式，降低遊憩行為對自然環境所帶來之破壞。 

（二）位在自然保護區內之山徑規劃，應考量山徑遊憩承載量限制遊客人數，並

依其劃定之分區進行山徑活動分級，管制不合宜之遊憩行為，確保山徑環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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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保護。 

山徑旅遊相關法規： 

森林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3 款 

於森林內為左列行為之一者，應報經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實地勘查同意後，依

指定施工界限施工：一、興修水庫、道路、輸電系統或開發電源者。...三、興修

其他工程者。 

森林法第50條 

竊取森林主、副產物，收受、搬運、寄藏、故買贓物或為牙保者，依刑法規定處

斷。 

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法第7條 

1.管理經營機關得視自然保護區內環境特性及生態狀況劃分下列各區，並報經中

央主管機關同意後管理之： 

(1)核心區：指受保護對象之主要生存、棲息、繁衍及族群最集中或地質地形最脆

弱敏感之區域，並具易辨識區隔之天然或人為界線，區內僅供科學研究及生態監

測活動。 

(2)緩衝區：指位於核心區外圍，隔離外界與核心區，以減少外在環境對核心區之

影響。區內可進行與核心區相關之科學研究與生態及人文監測活動，並容許有限

度之環境教育活動。 

(3)永續利用區：指位於緩衝區外圍，以維護保育對象的生存、繁衍，並促進鄰近

社區之發展，區內資源容許有限度之利用。 

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法第第 9 條 

1.自然保護區內禁止下列行為： 

(1)採折花木，或於樹木、岩石、標示、解說牌或其他土地定著物加刻文字或圖形。 

(2)經營流動攤販。 

(3)隨地吐痰、拋棄瓜果、紙屑或其他廢棄物。 

(4)污染地面、牆壁、樑柱、水體、空氣或製造噪音。 

(5)騷擾或毀損野生動物巢穴。 

(6)擅自進入自然保護區內。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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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主管機關得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有特別保護必要者，劃定為野生動物

保護區，擬訂保育計畫並執行之；必要時，並得委託其他機關或團體執行。 

2.前項保護區之劃定、變更或廢止，必要時，應先於當地舉辦公聽會，充分聽取

當地居民意見後，呈報中央主管機關，經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認可後，公告

實施。 

3.中央主管機關認為緊急或必要時，得經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之認可，逕行

劃定或變更野生動物保護區。 

4.主管機關得於第一項保育計畫中就下列事項，予以公告管制： 

(1)騷擾、虐待、獵捕或宰殺一般類野生動物等行為。 

(2)採集、砍伐植物等行為。 

(3)污染、破壞環境等行為。 

(4)其他禁止或許可行為。 

 

國家公園法第13條 

國家公園區域內禁止左列行為： 

一、焚燬草木或引火整地。 

二、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 

三、污染水質或空氣。 

四、採折花木。 

五、於樹林、岩石及標示牌加刻文字或圖形。 

六、任意拋棄果皮、紙屑或其他污物。 

七、將車輛開進規定以外之地區。 

八、其他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禁止之行為。 

國家公園法第14條 

一般管制區或遊憩區內，經國家公園管理處之許可，得為左列行為： 

一、公私建築物或道路、橋樑之建設或拆除。 

二、水面、水道之填塞、改道或擴展。 

三、礦物或土石之勘採。 



16 

 

四、土地之開墾或變更使用。 

五、垂釣魚類或放牧牲畜。 

六、纜車等機械化運輸設備之興建。 

七、溫泉水源之利用。 

八、廣告、招牌或其他類似物之設置。 

九、原有工廠之設備需要擴充或增加或變更使用者。 

十、其他須經主管機關許可事項。 

前項各款之許可，其屬範圍廣大或性質特別重要者，國家公園管理處應報請內政

部核准，並經內政部會同各該事業主管機關審議辦理之。 

 

二、文化資產保存相關法規 

泰雅山徑上之遺址、聚落可參考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條文，以分析申請山徑文化

認證之潛力，並進一步透過法定程序辦理文化資產認定並受到法律之保護，避免

人類行為造成泰雅文化財之破壞，「自然保留區」，之相關規定受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 84 條限制。 

文化資產保存法登錄第3條 

1.本法所稱文化資產，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

之下列資產： 

(1)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指人類為生活需要所營建之具有歷史、文化價值之建

造物及附屬設施群。 

(2)遺址：指蘊藏過去人類生活所遺留具歷史文化意義之遺物、遺跡及其所定著之

空間。 

(3)文化景觀：指神話、傳說、事蹟、歷史事件、社群生活或儀式行為所定著之空

間及相關連之環境。 

(4)傳統藝術：指流傳於各族群與地方之傳統技藝與藝能，包括傳統工藝美術及表

演藝術。 

(5)民俗及有關文物：指與國民生活有關之傳統並有特殊文化意義之風俗、信仰、

節慶及相關文物。 

(6)古物：指各時代、各族群經人為加工具有文化意義之藝術作品、生活及儀禮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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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圖書文獻等。 

(7)自然地景：指具保育自然價值之自然區域、地形、植物及礦物。 

文化資產保存法登錄第37條 

1.主管機關應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遺址價值者之內容及範圍，並依法定

程序審查後，列冊追蹤。 

文化資產保存法登錄第76條 

1.自然地景依其性質，區分為自然保留區及自然紀念物；自然紀念物包括珍貴稀

有植物及礦物。 

文化資產保存法登錄第77條 

1.主管機關應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自然地景價值之內容及範圍，並依法

定程序審查後，列冊追蹤。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79條 

自然地景依其主管機關，區分為國定、直轄市定、縣（市）定三類，由各級主管

機關審查指定後，辦理公告。直轄市定、縣（市）定者，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自然地景滅失、減損或增加其價值時，主管機關得廢止其指定或變更其類別，

並辦理公告。直轄市定、縣（市）定者，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前二項指定基

準、審查、廢止條件與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具

自然地景價值者之所有人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指定，主管機關受理該項申請，應依

法定程序審查之。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84條 

自然保留區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為維護自然保留區之原有自然狀態，

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任意進入其區域範圍；其申請資格、許可條件、作業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輔導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與民間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作業要點第 3 條 

補助對象: 

（一）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二）專業團隊、民間團體： 

1.大專院校文化資產相關系所、立案之民間團體、屬於社區層級計畫社區發展協

會、社區組織、文史工作室等，並具有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維護之實務經驗者。 

2.完成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登錄或指定之保存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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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列冊或指定之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之保存團體。 

4.前述 2、3 之保存者或保存團體得委託公司、民間社團、學校協助提案辦理。 

（下略） 

輔導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與民間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作業要點第4條 

四、補助辦理項目如下： 

（參照直轄市、縣（市）政府文化資產業務補助內容） 包括：古蹟、歷史建築

與聚落、文化景觀、古物、遺址、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及文化資產保存技

術及保存者為輔助重點，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針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A 類(詳綜規組-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一覽表) 

1.世界遺產潛力點推動計畫。 

2.地方文資專責機構籌備計畫。 

3.縣市層級社區文化性資產守護網計畫。 

4.鐵道藝術網絡、眷村等文化性資產計畫。 

5.其他 

（1）雖未具文化資產身分者，但經縣市政府等專業單位評估後仍具有文化資產

保存維護、監管、經營管理及活化價值性計畫之普查或先期調查研究與可行性評

估等先期作業輔導事宜。 

（2）為因應政策、配合中央主管機關與本處推動文化資產保存、活化及再利用、

國際交流等計畫，得專案提出申請，經本處核可後補助。 

B 類(詳有形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一覽表) 

1.古蹟、歷史建築之修復再利用計畫、規劃設計、施工、監造及工作報告書等。

私有古蹟、歷史建築之管理維護。 

2.聚落、文化景觀之保存計畫、管理維護計畫、再發展計畫及產業開發再利用、

社區營造計畫等。聚落及文化景觀建物及環境修復或再利用之規劃設計、施工、

監造、工作報告書等。 

3.遺址之發掘、監管及管理維護。遺址活化利用(遺址公園或遺址文化園區、展示

等)之規劃設計、施工、緊急搶救、修護及監造等相關事項。 

4.古物之管理維護，包括公有古物國寶、重要古物或一般古物之管理維護，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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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沒入文物之管理維護，緊急搶救及管理維護。 

5.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遺址、古物之普查、調查研究、出版、教

育宣導、人才培訓及其他專案計畫。 

C 類(詳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一覽表)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五條、第六條、第二十五條所指傳統藝術、民俗及有

關文物、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者相關之基礎普查研究計畫、保存維護與推廣計

畫。 

 

三、農村再生條例 

為促進農村永續發展及農村活化再生，改善基礎生產條件，維護農村生態及文化，

提升生活品質，建設富麗新農村，特制定本條例。 

第3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農村社區：指非都市土地既有一定規模集居聚落及其鄰近因整體發展需要而

納入之區域，其範圍包括原住民族地區。 

二、農村再生計畫：指由農村社區內之在地組織及團體，依據社區居民需要所研

提之農村永續發展及活化再生計畫。 

三、農村再生發展區：指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農村發展需要，擬訂計畫

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實施土地活化管理之區域。 

第7條 

（前略） 

農村再生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辦理農村再生計畫之整體環境改善、公共設施建設、個別宅院整建、產業活

化、文化保存與活用及生態保育支出。 

二、辦理農村活化再生之政策方針、農村再生總體計畫、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畫

或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擬訂、審核之業務支出。 

三、補助具有歷史文化價值建築物或能與鄰近環境景觀融合之特色建築物及其空

間之維護或修繕。 

四、具有保存價值之農村文物、文化資產及產業文化所需保存、推廣、應用及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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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等支出。 

五、辦理農村調查及分析、農村基礎生產條件及個別農村生活機能之改善、規劃

及建設等支出。 

六、推動休閒農業及農村旅遊相關支出。 

七、辦理農村社區之規劃、建設、領導、永續經營等人力培育及農村活化再生宣

導等支出。 

八、管理及總務支出。 

九、其他有關農村活化再生業務支出。 

第9條 

農村社區內之在地組織及團體應依據社區居民需求，以農村社區為計畫範圍，經

共同討論後擬訂農村再生計畫，並互推其中依法立案之單一組織或團體為代表

（以下簡稱社區組織代表），將該農村再生計畫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

定。前項農村再生計畫核定前，對前項社區組織代表有異議或同一農村社區範圍

提出二個以上農村再生計畫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協助整合或由該農

村社區居民以多數決方式定之。第一項農村再生計畫，應包括農村社區整體環境

改善、公共設施建設、個別宅院整建、產業活化、文化保存與活用、生態保育、

土地分區規劃及配置公共設施構想、後續管理維護及財務計畫，並得提出具發展

特色之推動項目。 

第 12 條 

主管機關得對第九條第三項所定農村社區整體環境改善及公共設施建設予以補

助；其種類如下： 

一、農村社區內老舊農水路修建。 

二、農村社區照顧服務設施。 

三、自用自來水處理及水資源再利用設施。 

四、水土保持及防災設施。 

五、傳統建築、文物、埤塘及生態保育設施。 

六、閒置空間再利用、意象塑造、環境綠美化及景觀維護等設施。 

七、人行步道、自行車道、社區道路、溝渠及簡易平面停車場。 

八、公園、綠地、廣場、運動、文化及景觀休閒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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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污水處理、垃圾清理及資源回收設施。 

十、網路及資訊之基礎建設。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第18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配合農村社區整體發展需要，鼓勵於農村社區廣植林木，建設具

生態及緩衝功能之綠帶。 

 

四、原住民族相關法規 

本計畫秉持尊重原住民族部落並遵從原住民基本法第 21 條，諮詢山徑周邊部落

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並於後續開發能提撥一定比例納入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作為回饋或補償經費，以此精神作為規劃操作之基本原則。原住民的創作是屬於

集體創作的行為。他們所吟唱的歌曲往往是數十年甚至百年，祖先用口語傳唱的

方式流傳下來，其中每一代經過許多修改而成為今日的版本。然而，現在的著作

權法卻是以私人獨占的性質出發，保障個人的創作。若就今日原住民文化財產權

的角度來看，很顯然這樣的創作並不是屬於個人，而是整個族群的文化財產。 

原住民基本法 

第21條 

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內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

應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政府或法令限制原

住民族利用原住民族之土地及自然資源時，應與原住民族或原住民諮商，並取得

其同意。前二項營利所得，應提撥一定比例納入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作為回

饋或補償經費。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3條 

本條例所稱智慧創作，指原住民族傳統之宗教祭儀、音樂、舞蹈、歌曲、雕塑、

編織、圖案、服飾、民俗技藝或其他文化成果之表達。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7條 

（經認定為智慧創作者，依下列規定取得智慧創作專用權： 

一、智慧創作經認定屬於申請人者，應准予登記，並自登記之日起，由申請人取

得智慧創作專用權。 

二、智慧創作經認定屬於申請人及其他特定原住民族或部落者，自登記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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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申請人及其他特定原住民族或部落共同取得智慧創作專用權。 

三、智慧創作不能認定屬於特定原住民族或部落者，應登記為全部原住民族，並

自登記之日起，由全部原住民族取得智慧創作專用權。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13條 

智慧創作專用權人得將智慧創作財產權授權他人使用；其授權使用之地域、時間、

內容、使用方式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明部分，推定為未授權。

智慧創作財產權之專屬授權，應由各當事人署名，檢附契約或證明文件，向主管

機關申請登記，非經登記，不生效力。第一項之授權，不因智慧創作財產權人嗣

後將其智慧創作財產權再 

為授權而受影響。非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非經智慧創作專用權人同意，不得將

其被授與之權利再授權第三人使用。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授權範圍內，得以智

慧創作專用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智慧創作專用權人及各原住民在專屬授權範圍

內，不得行使權利。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第14條 

智慧創作專用權依第七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為原住民族或部落取得者，其智慧

創作之收入，應以原住民族或部落利益為目的，設立共同基金；其收支、保管及

運用辦法，由主管機關另定之。智慧創作專用權為全部原住民族取得者，其智慧

創作專用權之收入，應納入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並以促進原住民族或部落文

化發展之目的為運用。 

 

五、台北市水源特定區管制辦法 

臺北水源特定區位於大台北都會區東南隅，面積廣達 717 平方公里，行政區域包

含坪林、烏來全鄉及部份石碇鄉、雙溪鄉與新店市等 5 市鄉，約佔台北縣 1/3；

為供應大台北地區近 400 萬人口自來水水源區，過去 20 年來之水源供應，建立

良好維護績效。相關之法規有：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辦事細則修

正條文，自來水法第十一條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禁止或限制事項補充規定，其

他相關法規為一般法，影響為後續建設開發階段所涉及之法規，包含、森林法、

水土保持法規等。 

 

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辦事細則修正條文第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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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課職掌如下： 

一、工礦與土石採取管理及違反土石採取法、水利法並有礙水源水質水量保護行

為之查報取締與處理。 

二、觀光遊憩管理及違反發展觀光條例、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並有礙水源水質水

量保護行為之查報取締與處理。 

三、林地管理及違反森林法並有礙水源水質水量保護行為之查報取締與處理。 

四、集水區土地使用管制及違反水利法、森林法、水土保持法、都市計畫法、山

坡地保育利用條例、臺北水源特定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並有礙水源水質水量保護

行為之查報取締與處理。 

五、水源保育與回饋費管理及運用事項之配合。 

六、溫泉管理之會辦。 

七、用地取得相關事項。 

八、闢建道路申請案之審查及核轉事項。 

九、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自來水法第十一條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禁止或限制事項補充規定 

一、經濟部為明定自來水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禁止或限制

事項之認定基準，特訂定本補充規定。 

二、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所稱濫伐林木或濫墾土地，指下列行為： 

（一）違反水土保持法第八條、第十二條、第十九條或第二十二條規定者。 

（二）違反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十二條之一規定者。 

（三）違反森林法第三十條規定者。 

（四）違反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第十四條規定者。 

三、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所稱變更河道足以影響水之自淨能力，指下

列行為： 

（一）違反水利法第九條或第六十一條規定者。 

（二）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五條規定者。 

四、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所稱土石採取或探礦、採礦致污染水源，指

土石採取或探礦、採礦所排放之廢水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七條規定者。 



24 

 

五、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所稱排放超過規定標準之工礦廢水或家庭污

水，或其總量超過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訂之標準，指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七條或

第九條規定者。 

六、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所稱污染性工廠，指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附表一及第三款附表二所列各

業別之工廠。 

七、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所稱以營利為目的之飼養家畜、家禽，指飼

養規模達畜牧法第四條規定之應申請畜牧場登記者。 

八、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所稱高爾夫球場之擴建，指飲用水管理條例

施行細則第十一條規定所稱之擴建。 

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所稱其他能源，指飲用水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第八條規定所稱之其他能源。 

 

六、山徑利用之土地利用法規與限制 

經營民宿不需要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證，但須向各縣市政府申請「民宿登記證」及

「專用標識」。非都市土地範圍內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

之住宅，及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鹽業用地之農舍允許經營民宿。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3條 

原住民因經營工商業，得擬具事業計畫向鄉 (鎮、市、區) 公所申請，經原住民

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通過，核轉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核准後，租用

依法得為建築使用之原住民保留地，每一租期不得超過九年，期滿後得續租。前

項事業計畫不得妨害環境資源保育、國土保安或產生公害。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24條 

為促進原住民保留地礦業、土石、觀光遊憩、加油站、農產品集貨場倉儲設施之

興建、工業資源之開發、原住民文化保存或社會福利事業之興辦，在不妨礙國土

保安、環境資源保育、原住民生計及原住民行政之原則下，優先輔導原住民開發

或興辦。原住民為前項開發或興辦，申請租用原住民保留地時，應檢具開發或興

辦計畫圖說，申請該管鄉（鎮、市、區）公所提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

員會審查通過，層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並俟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發或

興辦文件後，租用原住民保留地；每一租期不得超過九年，期滿後得依原規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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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申請續租。 

前項開發或興辦計畫圖說，包括下列文件： 

一、分年開發或興辦計畫。 

二、申請用地配置圖，並應標示於比例尺不小於五千分之一之地形圖及地籍套繪

圖。 

三、土地登記簿謄本。 

四、輔導原住民就業或轉業計畫。 

公、民營企業或未具原住民身分者（以下簡稱非原住民）申請承租開發或興辦，

應由鄉（鎮、市、區）公所先公告三十日，公告期滿無原住民申請時，始得依前

二項規定辦理。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輔導措施，規範第三項第四款之輔導原住民就業或轉業計

畫。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六條 

非都市土地範圍內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之住宅， 

及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鹽業用地之農舍允許經營民宿 

民宿管理辦法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民宿，指利用自用住宅空閒房間，結合當地人文、自然景觀、生態、

環境資源及農林漁牧生產活動，以家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旅客鄉野生活之住宿

處所。 

民宿管理辦法第五條 

（一）風景特定區（二）觀光地區（三）國家公園區（四）原住民地區（五）偏

遠地區（六）離島地區（七）經農業主管機關核發經營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或

經農業主管機關劃定之休閒農業區（八）金門特定區計畫自然村（九）非都市土

地。 

民宿管理辦法第十三條 

經營民宿者，應先檢附下列文件，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登記，並繳交證照費，領

取民宿登記證及專用標識後，始得開始經營。 

一、申請書。 

二、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文件影本 (申請之土地為都市土地時檢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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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地籍圖謄本及土地登記 (簿) 謄本。 

四、土地同意使用之證明文件 (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時免附) 。 

五、建物登記 (簿) 謄本或其他房屋權利證明文件。 

六、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實施建築管理前合法房屋證明文件。 

七、責任保險契約影本。 

八、民宿外觀、內部、客房、浴室及其他相關經營設施照片。 

九、其他經當地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相關計畫 

 

一、 國家建設總合評估作業要點 

參考國家建設總合評估作業要點，建立相關部會間之跨域合作平台，以分工方式

完成任務，避免資源重疊並達成區域整合的理念。發展泰雅山徑觀光帶之規劃並

建立具自償性之經營管理機制，讓泰雅山徑規劃所衍生之產業發展得以永續經

營。 

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要點(2010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1.執行目的： 

(1)建立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執行機制，釐清相關中央部會、區 

域平台與地方政府分工及任務，並就各補助計畫執行注意事項及規劃原則進行說

明。 

(2)促成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資源整合、跨域合作及提高計畫自償性，並將計畫成

果落實於政府公共建設計畫。 

2.計畫主軸：產學研究整合、策略性地區、運輸與土地整合、文化觀光、氣候變

遷調適。 

3.先期規劃原則： 

(1)結合土地開發模式：活化、開發及處分低度利用及閒置國公有土地與容積。或

以作價方式撥入土地進行開發，或以整體規劃方式提升特定發展區域之平均粗容

積並藉由標售新增容積挹注事業財務計畫收入。 

(2)建立使用者或受益者付費機制：收取稅費收入，例如：門票、通行費等。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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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付費方式增加事業財務收入。 

(3)以異業結盟方式推動公私合作、共創投資收益：BOT、ROT、OT、設定地上權

等方式標售相關專有權益，將權利金收入挹注事業財務計畫。 

與本計畫關聯性 

1.發展符合計畫主軸之泰雅山徑觀光之泰雅文史調查、整合型之區域性觀光旅遊

規劃與產業聯合行銷，並以永續發展為前發展區域性文化觀光遊程。 

2.本計畫為地方政府申請「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補助，故本計畫規劃擬

以下作法，以增進事業財務收入。 

(1)端就林務局建置之全國步道系統（國家步道、區域步道）與傳統泰雅山徑系統

之活化，整合步道系統、周邊遊憩資源與產業，發展北台灣區域型山徑觀光系統

與旅遊圈。 

(2)完善有形、無形資源管理與建立產業經營管理機制，避免因觀光發展導致之資

源破壞並增進地方收入，以此發展模式達永續經營之目標。 

(3)透過北台灣區域各縣市公家與民間機構合作方式，發展地方各級產業之共同行

銷與整合，或透過國民信託方式，以環境、文化產業保護責任與觀光旅遊發展共

生共存為前提，並在不侵害原住民權益原則下發展觀光。 

 

二、北台灣區域整合計畫 

北台灣區域整合計畫係為推動以台灣八縣市之區域性資源整合並建立區域特色

資源之共同行銷策略，以強化觀光服務競爭力。泰雅山徑觀光規劃期結合 RT 旅

遊模式之概念並透過突顯區域內各地區之資源優勢，建立多元化旅遊服務並強調

環境教育對文化觀光的重要性。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辦理情形說明(2008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 

1.94.11.21 成立「北台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結合北台灣八縣市，推動區域發展

資源整合。 

2. 推動北台區域城市區域(city-regions)跨區合作與資源共享機制，強化國際競爭

力。 

(1)以區域總體構想進行願景規劃，有助於北臺區域各縣市空間定位，及實質發展，

強化彼此的優勢與合作，提升國際競爭力。 

(2)提升區域競爭力及區域特色共同行銷，透過公共運輸系統及貫通整體路網，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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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資源共享，帶動北臺區域經濟體系發展活力，提高區域內觀光經濟收益。 

(3)生活品質之塑造：提高居民對生活周遭環境更深層的體會與認知，共享北臺區

域衛生保健新網絡，提昇跨域防救災能力，建構區域偵防人力及物力資源支援與

共享機制，強化跨區域犯罪偵防合作機能。 

(4)功能性議題之合作、縣市部門之資源整合與共享及基礎設施與設備之提升與共

構。 

與本計畫關聯性 

1.結合 RT（Responsible Tourism）旅遊模式之概念，及透過泰雅族分佈地區山徑資

源調查，尋求各區具獨特性之特色資源，與非原住民地區之外部觀光遊憩系統連

結，在以不對生態環境造成衝擊之情形下，透過北台區域跨區合作模式，強化其

與漢人地區旅遊圈運輸網絡系統及產業鏈之連結，達到全區性之產業環境整合與

資源共享，並提出不同山徑主題規劃與部落產業自主經營機制之建立。 

 

三、國家自然步道系統計劃 

泰雅族傳統山徑系統與政府劃定為國家自然保護區之國有林地重疊區域，涉及自

然景觀及動、植物之保全。建議參考步道分級制度、生態旅遊推動，採導覽解說

系統以育教於樂方式引導遊客在體驗山徑旅遊的同時，建立自然保育概念，降低

遊客行為對環境帶來之衝擊 

國家自然步道系統計畫「建置發展全國步道系統，推動無痕山林運動」(農委會

林務局)、國家步道系統藍圖之規劃(農委會林務局2004)。 

林務局配合行政院「觀光客倍增計畫」，特提出「國家自然步道系統執行計畫」

計畫已七年期程(九十一至九十七年度)，達到「提高遊憩體驗品質，增加戶外遊

憩選擇機會」、「提供自然學習場所，建立安全之自然遊憩及登山環境」、「舒緩遊

憩壓力，降低環境衝擊」、「活絡山村產業及經濟，創造多元就業機會」、「保存原

鄉文化，凝聚族群共識」等五大效益，計畫中並提出下列五項願景，作為計畫發

展之主要方向: 

1.國家步道系統為骨幹，串連全島旅遊區及景觀據點，全面推展生態旅遊。 

2.依據資源條件，發展不同型態之生態旅遊與不同強度之服務設施。 

3.結合山村社區及地區性公益團體，實施親善山林之知性之旅。 

4.建立各管理機關之夥伴關係，確保地區居民與遊客互蒙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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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藉由國家步道系統之建立，展示台灣自然美景，以重塑福爾摩莎新形象。 

計畫內容，則以「訂定步道設置管理規範」、「自然/人文資源調查」、「規劃國家步

道系統藍圖」、「整建國家步道系統」、「步道系統之管理維護及監測」、「建置全國

步道系統資料庫及網站」、「環境教育與宣導行銷」、「公眾參與及步道認養」等八

大具體項目，分年逐項、據以推展。全國步道系統之建置，包括建置完備之基礎

步道設施及戶外環境場域，輔以積極推動環境優化運動，並配合全國步道導覽網

軟體設施，培養現代國民、深化認識台灣。其辦理事 

項說明如下： 

(1)進行步道分級制度。 

(2)完成具台灣代表性之 14 個國家步道、14 個區域步道系統及 56 個子區域步道系

統之規劃。 

(3)步道系統配合生態旅遊配套措施，推動步道環境優化運動，引導使用者、管理

者正確的環境態度與行為。 

(4)步道系統連結森林遊樂區、自然教育中心等遊憩及教育據點，並編印步道導覽

地圖、摺頁及專書等文宣品，提供並更新全國步道導覽網站及相關旅遊及環境教

育資訊。 

與本計畫關聯性 

1.透過步道分級制度，依其資源類型、環境敏感度、可及性、困難度及使用對象

等方式進行分級，以「無痕山林」概念，進行傳統泰雅山徑環境資源調查，並配

合週邊人文及產業資源調查，分析分級發展步道系統與適宜之旅遊模與行為，更

透過資源調查分析，規劃主題式山徑旅遊行程與導覽系統等軟硬體建置，提供遊

客不同之遊憩體驗與環境教育，另保留不宜作為觀光旅遊開發之地區，減少觀光

發展對生態環境之衝擊。 

2.全國步道系統眾多，且不少為鄰近泰雅族部落地區，透過部落組織自發性行為

與公部門適當提出獎勵制度，訂定經營管理規範，必能引導部落民眾正確之環境

態度，且透過與部落族人文化背景與相關特色產業之鏈結，活絡地方產業經濟，

另主管機關亦能透過此機制，有效管理山林資源與永續經營。 

 

四、原住民傳統領域調查計劃 

利用原住民傳統領域土地調查資料，配合地理資訊系統建置泰雅山徑、文化、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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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資源地圖，並作為泰雅山徑旅遊導覽解說工具。 

原住民傳統領域土地調查《研究報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3) 

1.運用地理資訊系統（GIS）整合傳統領域資料，著重於復振社會組織、凝聚部落

認同，以啟動傳統知識傳承機制。建構適合各原住民族地區條件之傳統領域與知

識。 

2.透過GIS系統及多媒體記錄全國 55個原住民鄉之傳統土地歷史文化過程與動、

植物及聚落歷史文化據點等資源在空間上的分佈，並將資料輸入GIS系統中彙整，

作為部落生態旅遊產業發展之基礎。 

與本計畫關聯性 

1.運用 GIS 所建立之原住民傳統領域土地調查資料，諸如：傳統領域地名故事，

作為泰雅山徑傳統領域觀光規劃之參考依據，發展部落系列主題式生態旅遊與環

境教育活動，並透過泰雅山徑步道鄰近景觀環境、遊憩資源及產業調查與定位，

建置相關資料庫。便能在兼顧環境倫理與文化產業發展狀態下，透過與外部產業

環境與交通運輸網絡之鏈結，以永續經營模式活絡部落產業經濟。 

 

五、國際山徑文化認證 

國際山徑文化相關認證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文化遺產認證」、「國

際行山會認可遠足徑」及目前正籌備執行之「國際山岳聯盟認證計畫」。其中，

僅國際文化遺產認證係針對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為進行保存而採取保護措施

之認證制度。由於目前本國非聯合國會員國，故無法提出相關申請。而申請成功

的案例，係以跨國串連(serial transnational)方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非物質世

界文化遺產，例如：南非羅本島博物館（Robben IslandMuseum）為曾經監禁南非

前總統曼德拉的島嶼，因其見證人權迫害歷史的場所精神且過去曾為收容強制隔

離的漢生病患，而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其歷史與台灣樂生院相同，均係攸關

於世界人權歷史的場所精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正式專家組織

ICOMOS 前副主席西村幸夫教授建議非聯合國會員國家，可以跨國串連方式申請

世界文化遺產。而泰雅族山徑文化屬本國獨有之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既無法以

會員國身份亦無法以跨國串連方式辦理申請。雖然無法申請世界文化遺產，但為

落實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保存，除了透過文化資產保存法的登錄保存外，也為能與

世界各國對於世界遺產保存的觀念接軌，從世界遺產申報文件標準，一一檢視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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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山徑在未來申請世界文化遺產認證的潛力與可持續努力之方向，進而提升國人

對於文化資產保護的正確態度。 

1.產物的辨識 

(1)會員國 

(2)州、省、或區域 

(3)產物名稱 

(4)地圖上精確位置以及地理經緯度 

(5)顯示申報產物的界線範圍和緩衝地區之地圖以及/或平面圖 

(6)申報產物的面積(公頃)和緩衝地區的面積(公頃) 

2. 提名的理由 

(1)重要性的陳述 

(2)可能的比較分析(包括同性質遺產的保育現況) 

(3)真實性/完整性 

(4)提名所依據的標準(並說明符合這些標準的理由) 

3. 描述 

(1)產物的描述 

(2)歷史和發展 

(3)有關該產物最近記錄的形式和日期 

(4)保育現況 

(5)提倡與宣導該產物的相關政策及計畫 

4. 經營管理 

(1)所有權 

(2)法定地位 

(3)保護措施和實施方法 

(4)主管機關或機構 

(5)經營管理單位的層級(例如位在現址的或區域性的)、以及負責人的姓名和地址 

(6)有關該產物經同意的計畫(例如區域計畫、敷地計畫、保育計畫、 

遊憩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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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經費的來源和階層 

(8)保育和經營管理技術的專業和訓練來源 

(9)遊客設施及統計 

(10)產物經營管理計畫和目標陳述(列入附錄) 

(11)人員階層(專業階層的、技術階層的、和維護階層的) 

5.影響遺產的因素 

(1)開發壓力(例如侵佔、更新、農業、採礦等) 

(2)環境壓力(例如污染、氣候變遷) 

(3)自然災害及防範措施(例如地震、洪水、火災等) 

(4)遊客/旅遊業的壓力 

(5)產物和緩衝區內的居民數量 

(6)其它 

6.監測 

(1)衡量保育狀況的主要指標 

(2)監測產物保育狀態的行政機制安排 

(3)之前有關產物保育狀況的監測結果 

7.文件 

(1)照片、幻燈片、(若可能取得之)電影/錄影帶 

(2)產物經營管理及相關計畫的副本 

(3)參考文獻目錄 

(4)保存調查清冊、記錄和檔案的地址 

 

六、社區林業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為了讓林業專業走入基層，在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發

展的原則下，協助社區、部落從森林利用上獲得經濟利益，重建傳承文化並穩固

社會組織，同時也讓社區民眾為家鄉環境，盡到在地守護的責任，如此的夥伴關

係，是推動社區林業 

政策的初衷，也是保育與經濟雙贏的具體實踐。為落實社區林業政策，鼓勵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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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以凝聚共識，並與社區民眾及組織形成夥伴關係，協力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育、

永續森林生態旅遊及相關林業經營工作，以改善社區整體環境，提昇生活品質，

創造林業經營與社區發展雙贏，特訂定本作業規範。 

社區林業計畫(農委會林務局) 

社區林業計畫是在居民參與的操作前題下，由生態文化重建與傳承出發，凝聚居

民共識及培養社區自主能力為目標，與社區部落共同學習、調適和成長，讓居民

重新認識、關心自己的鄉土，進而對土地產生感情、採取合理的社區發展行動。

社區林業三階段計畫分述如下： 

1.第一階段「理念宣導及人才培育計畫」 

本階段分為起步型計畫（第一次提出申請者；每案補助 10 萬元以下）及進階型

計畫（已執行過起步型計畫並依規完成成果結報，且經管理處評估成效良好者；

每案補助 20 萬元以下），社區一年可以提二案，透過提供經費補助第一階段社區

林業計畫，藉由計畫執行過程，凝聚社區共識並認識社區自然與人文資源，進行

社區營造工作，並在社區參與計畫的過程中，適時導入自然保育、永續發展的理

念和做法，以培養居民社區意識及永續經營其社區的能力。 

2.第二階段「林業示範社區營造計畫」 

第一階段計畫執行成效良好之社區，可申請晉級第二階段示範社區，本階段含第

一年(為期一年)示範社區之先期整體規劃，補助經費以新台幣 100 萬元為上限，

以及第二年至第四年(為期三年) 示範社區之行動計畫，每年補助經費以 150 萬元

為上限。本階段用意在養成社區永續經營人才及引導居民參與之精神外，並在規

劃及行動過程中，讓具有資源管理或林業專長的人才參與，以協助示範社區實際

參與森林資源的協同管理，並進一步做好社區土地整體發展規劃。計畫實施地點

包括社區及鄰近週邊森林或具生態保育宣導、教育功用等設施之規劃與營運。 

3.第三階段「森林協同管理計畫」 

第二階段執行成果良好之社區，可於執行第二階段行動計畫之第三年，研提社區

林業第三階段計畫構想書。構想書通過審核後，與林務局簽訂一年一期之協同管

理或託管契約，執行第三階段計畫。 

與本計畫關聯性 

1.計畫內部落部分皆已申請第一階段計畫，部落社區林業計畫執行應採滾動式管

理，除作為林務局施政溝通平台，亦是凸顯生態保育價值與重要性的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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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第一、二階段完成共管保護區的願景與目標確立時，部落在執行社區林業計

畫遂有了方向，同時林管處與工作站對其社區林業計畫的未來發展也有了輪廓，

這提供後續社區林業計畫的申請、執行內容與成效評估的基礎。 

3.觀光旅遊產業發展：以溪流景觀、原住民族文化、步道為主軸，藉休閒旅遊帶

動社區發展。自然保護區的成立不僅提供其管制遊客的機制，也提供其巡護與保

育山林的正當性。未來社區林業計畫隨著自然保護區規劃的進程，將可著重步道

維護管理事項培力、在地資源監測體制的建構、在地生態知識與智慧的收集、共

管組織的規劃與試運作等。可配合部落其他計畫，還有自然保護區規劃的進程來

進行。社區林業計畫在規劃實施前、後都應進行評估，同時配合環境與資源監測

以及經濟分析，針對不同的社區資源特色，並將社區的所有資源進行整合因地制

宜地規劃符合社區發展與居民需要的生態產業特性，並適度的從生態與環境教育

的角度落實社區環境的永續發展目標，社區林業計畫推動社區生態產業評估則應

考量社區參與者的認知與態度，才能使社區林業計畫的推動更為順利。 

社區步道遊憩的確對於農村經濟轉型，有催化的劑的正面效果。目前各個社區後

續可利用勞委會多元就業方案、農委會休閒農業區機動補助案、農委會農村再生

計畫、農委會社區林業計畫等進一步形塑社區休閒觀光產業的建立。 

 

七、農村再生計畫 

目前台灣農村面臨人口外流與高齡化嚴重、基礎設施不足、發展緩慢、生活環境

特色喪失，以及農村發展嚴重落後等課題，在廿一世紀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這

些問題更加嚴重，致使農村邊緣化發展。馬總統「愛台十二項建設」之一，就是

要針對這些缺失，推動農村再生計畫，促進農村活化，提升農村整體發展。因此，

行政院通過農委會所提的「農村再生條例」，作為施政目標與推動政策的法源依

據；這項政策符合目前世界各國因應農村變遷發展的時代需求，紛紛把農村再生

發展與建設列為本世紀國家的施政重點及方針。二 OO 八年五月二十日新政府執

政以來，所提出的「推動農村再生計畫，建立富麗新農村」之農業政策主張，期

盼透過農村再生條例的立法建立制度，積極推動農村再生政策。特訂定本計畫，

無疑對本計畫範圍內屬農業發展的部落唯一大利多。 

社區林業計畫(農委會林務局) 

一、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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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編列 1500 億基金，執行農村再生計畫，照顧 4000 個農漁村、60 萬戶農漁

民」，建立富麗新農村，恢復美麗農村景色，提升農村居住環境品質，找回農村

居民尊嚴。 

二、政策理念 

農村再生政策與計畫的推動，係立基在農村整體發展之需要，以現有農村社區為

中心，強化由下而上的地方參與制度，推動農村再生計畫。同時，以多元整合的

願景式策略規劃，強調農村產業與文化發展、自然生態復育、實質環境與空間之

活化再利用，以及重視農村景觀塑造，來推動農村的再生並提升居住環境品質。 

三、計畫推動 

主要分為中央、縣市、農村社區三個階層推動計畫，在農村社區：主要藉由研擬

農村再生計畫，推動社區活化再生。 

1.在地社區組織的自主整合農村再生計畫的推動係由農村社區以自主精神，整合

在地組織及團體，對農村社區提出再生計畫構想與實施標的。 

2.農村再生計畫 

其計畫內容至少包括農村社區願景與整體環境改善、公共設施建設、個別宅院整

建、產業活化、文化保存與活化、生態保育、土地取得方式與維護、後續管理維

護及財務計畫等項目。此外，農村社區居民並得提出當地具發展特色之推動項

目。 

3.訂定社區公約 

以優先補助方式，鼓勵農村社區訂定社區公約，就農村社區內公共設施、建築物

及景觀，進行管理維護，以深化社區參與，並確保農村再生計畫的建設成果。 

與本計畫關聯性 

一、為朝向社區自主目標，且符合擬訂農村再生計畫前，應先接受農村再生培根

計畫訓練規定（條例第三十條）培根計畫訓練透過為農村社區量身打造的課程設

計，課程採循序漸進的方式依序由「關懷班（識寶）」、「進階班（抓寶）」、「核心

班（展寶）」與再生班（享寶），完成四階段 92 小時課程，訓練社區在地人力，

研提屬於社區自己的農村再生計畫，逐步實現社區未來發展的願景，呈現出社區

自己的特色。本計畫所連結的部落大都未申請「培根計畫」，可以課程訓練後再

藉由農村再生補足部落主體之軟硬體結構，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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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之主體性。初步藉由「培根計畫」達到以下目的： 

1.建立農村社區居民自主發展意識，並以農村再生為目標，整體性建構農村生活、

生產、生態之永續發展。 

2.引導社區居民自主學習，培養社區在地人才，協助社區居民深入了解社區資源，

發現社區特質，擬定行動方案，討論社區願景，擴大參與，建立共識，形塑農村

發展之核心價值。 

3.建立系統性之農村培訓機制與架構，透過逐年推動之培根計畫，凝聚在地力量

共同推動農村再生，並構築出農村社區發展之明確方向和共同未來。 

二、未來各部落藉由農村再生達到以下幾點目的 

1.歷史空間及文化保存 

2.農村特色宣導與體驗 

3.人力培育與組織輔導 

 

將上述與泰雅山徑相關之法規整理如下表 

法規  

森林法 第9條、第50條 

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法 第7條、第9條、第9條 

野生動物保育法 第10條 

國家公園法 第13條、第14條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條、第37條、第76條、第77條、第79條、第84條 

輔導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與民間

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作

業要 

第3條、第4條、 

農村再生條例 第3條、第7條、第9條、第12條、第18條 

原住民基本法 第21條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

例 

第3條、第7條、第13條、第14條 

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

管理局辦事細則修正條文 

第7條 

自來水法 第11條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禁止或限制事項補充規定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 第24條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第6條附表 

民宿管理辦法 第3條、第5條、第1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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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現行的法令法規與相關計畫，可知步道闢建與管理最主要的關鍵在於土

地權屬，其次則為土地分區。本計畫調查規劃的4條山徑，其土地權屬大多為林

務局管轄的林班地，只有南澳古道的少部分路段(步道入口至1號吊橋，長度約700

公尺)屬原住民保留地，因此泰雅山徑的規劃與利用管理，並沒有用地取得或土地

變更之考量，而且步道本體受到森林法之保護與管理。本案挑選之山徑沒有位於

自然保護區內，亦不屬於國家公園範圍，也沒有位於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 

    本計畫最初僅為觀光休閒，結合部落產業發展，並無強度開發之預期。泰雅

山徑是帶有親近自然、保育自然、發現歷史人文、進行環境教育之多重目標。泰

雅山徑的南澳古道、哈盆越嶺古道與埤亞南越古道為部落遷徙的重要路徑，而南

山檜木林步道亦有森林保育、自然生態、交通聯繫的意義。經本案審慎評估，相

關部落對於泰雅山徑之開發均有極大的期待與意願，居民參與的程度亦高，早已

具備計畫成功的第一步，若經適度之財務評估，更有實施推展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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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彙整意見研擬可行性的方案 

    部落族人透過社區林業的計畫，建立一條南山檜木林步道。然而位於林班地

內的步道管理主權曖昧不明，使得族人不敢進一步進行積極管理，成為實際上無

主管理的步道，因此使得這項產業一直在原地踏步，更讓山老鼠有機會覬覦部落

後山的珍貴木材。 
    2012 年 2 月，南山村爆發了山老鼠盜伐事件，由於南山檜木林步道的檜木遭

到盜伐集團竊取。而山老鼠這一砍，又再度砍出山林共管以及國家公園設立的議

題。在檢討與建議的眾聲喧嘩裡，有人強調部落要與林務局共管、有人建議要取

回被盜伐的樹瘤，在 quli Sqapu 這個地方成立紀念園區等意見。 
    這些建議對於部落的八百多位居民而言，到底哪些是他們最需要的？和部落

的長輩們談到部落的山林要如何共管時，許多族人是茫然甚至是不瞭解其中的內

涵，更不用說與原住民族土地使用權利相關的原住民基本法 21 到 23 條或者是原

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這些法令內容透露了哪些訊息。 
    在光復之後，族人過往可以活動的土地，不斷地被林務局、國家公園、河川

局等單位進行管理，大家被限制在的原住民保留地範圍當中。對於要如何「使用」

這片山林，需要許多時間去想像與整合。 
    南山部落研究者陶楷鈞提到，部落族人真正所關切的是什麼，需要的是什麼？

或許 Pyanan 族人真的可以共管這一片山林，只是要如何和部落族人所關切的生

活問題相互接合，進一步讓族人有更好的生活。而不僅是形式上的正義，高舉著

還我土地之後便了事。在此次盜伐事件的前與後，看到部落族人在各界漫天飛舞

的關心與建議當中，逐漸建立與堅持自己的想法與立場。 
http://aboriginaltribe.blogspot.tw/2012/05/blog-post.html 
 
 
1.強化「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之執行 
目前政府雖有許多補助方案給部落，如勞委會多元就業方案、農委會休閒農業區

機動補助案、農委會農村再生計畫、農委會社區林業計畫等，唯對於泰雅山徑的

管理並未觸及，其實只要強化「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之執行，便能

讓部落受到尊重，原住民文化亦能彰顯，無需另立新的法令或法規。 
2.強化泰雅山徑的巡查管理 
目前泰雅山徑的主管單位為林務局，在共管機制未建立前，不管是步道之維護，

山老鼠之防止，或生態資源之調查與保護，仍須借重主管單位的專業能力，加強

泰雅山徑的巡查管理，必能將步道維持良好狀態，以利全民之利用與體驗學習。 
3.強化生態旅遊的宣導與執行 
泰雅山徑的成敗取決於生態旅遊的操作與發展，部落藉生態旅遊得以讓解說員有

執勤的機會，並能獲得適度的報酬，而提供部落風味餐，亦能讓遊客留下美好的

http://aboriginaltribe.blogspot.tw/2012/05/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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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與讚許，且獲得相當不錯的實際利益。當經濟有了更大的改善，部落亦能更

珍惜泰雅山徑，維護泰雅山徑。 
 

第三節、跨區域組織的可行性方案的建置與評估 

1.哈盆越嶺古道 

新北市烏來區福山村與宜蘭縣大同鄉崙埤村兩地相隔遙遠，步行約 17.4 公里，且

各自有其傳統獵場領域，目前遊客形態多以福山為起點，單向進出哈盆營地，很

少跨越至崙埤，而崙埤村本身有九寮溪步道，假日遊客壅塞，成為熱門景點，亦

少有遊客從崙埤跨越至福山，本路徑有接駁不易，路徑遙遠之潛在困境，故本路

徑不易發展跨區域組織。 

2.埤亞南古道 
埤亞南古道從思源埡口出發，經突稜至宜蘭縣大同鄉南山村，仍屬宜蘭縣之範圍，

少有台中市和平區環山村的居民靠此路徑往來，且兩地相距約 16.4 公里，路途遙

遠，若欲聯繫，則取道台七甲省道即可，故本路徑不易發展跨區域組織。 

    本計畫認為在步道未能修復改善前，相鄰縣市因山形阻隔與地形限制，本就

連絡不易、往來不多，因此現階段難以發展跨區域組織，此係台灣的地形條件與

歷史因素等錯綜因素造成。以霞喀羅古道的修復為例，雖然現今可以從新竹縣五

峰鄉步行至尖石鄉，兩地居民過去也夙有往來，但目前的交通聯繫卻以公路與車

行為主，彼此互動的跨區域組織也不強，這是社會環境發生變遷，還有人的生活

與想法均已改變所致。以宜蘭與台北為例，耗用大量的國家資源，興築了北宜公

路、北部濱海公路、宜蘭線鐵路，這兩地的交通猶感不便，直到雪隧通車，才算

便捷通達。再以宜蘭與花蓮為例，如今仍僅靠蘇花公路與北迴線鐵路聯繫兩地，

若單憑古道與步道勢必無法促進兩地之全面交流，又如何能發展跨區域組織呢？ 

    但原鄉山徑彼此相隔遙遠，接駁不易是共通點，如何藉由部落的交通工具及

組織的運作來協商是一重要的工作，人才的培養亦是另一重點。跨區域步道之經

營建置，仍為未來發展之方向，可當作原住民事務所未來之施政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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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一期資料庫建置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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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計畫所建置之 GIS 資料庫，係利用 Google Earth 建構之 P.P.GIS，若要將之

做後續的推廣運用，必須進一步做一些修正，才能讓使用者真正感受 P.P.GIS 的

方便性。 

從技術面來看 GIS 功能，在資 料層次，GIS 可以在真實與摘要資訊間任意轉換，

以 Google Earth 為例，我們可以從非常摘要式的全球尺度衛星影像開始，透過影

像置換與解析度轉換，逐漸轉換至接近地表真實現象的影像，最後還可轉換為 3D 

實景，這項功能大幅改善傳統地圖資訊量過多或過少的難題，達到資料探索的目

的；除了影像外，其他不同型式的資料，例如路網、地名、甚至網頁、照片、影

片，透過空間關 聯（spatial referencing），可以整合在一起，資料間的空間關係（spatial 

relationship）於是可以推導獲得，資料也就透過整合而轉換至資訊的層次。除了

資料的資訊層次外，GIS 還具備空間分析功能，經由分析與模擬的進行，進一步

提升資訊至知識或智慧層次。傳統公共論壇的媒體、活動中心等溝通媒介，大都

只能以資料或資訊為討論的依據，甚少能夠提升至知識以上的層次，P.P.GIS 提

供了一個完整的資訊體系，透過不同層次資訊的支持，可以有效激發思維，深化

議題深度，達到有效溝通與理性辯證。 

 

1.第一期 P.P.GIS 資料庫並無將山徑屬性資料建構完整，只有原住民部落產業、周

邊景觀、周邊部落、傳統地名等圖層，未來可加入步道沿途景觀照片、影片、動

植物自然資源等連結的圖層，使資料庫更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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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圖層結構無相關性，需大幅調整為以每一條山徑為主體之相關性結構原圖層

結構若需要看屬性資料需勾選如原住民部落產業、周邊景觀、周邊部落、傳統地

名等圖層，但這是所有的資料，若都打開來，畫面將會非常混雜。 

大部分使用者利用此 PPGIS 時，會選擇希望看到的山徑步道，所以只要勾選需要

的山徑選項即可，而其相關之屬性資料，則是分屬其下一階圖層。 

 



43 

 

3.步道分級，依難度和危險性可簡易分為 3 級，以不同顏色區分，如綠色代表初

級山徑、黃色表中級、紅色表困難級等。高度剖面圖層也必須標明清楚，方便操

作。 

4.步道分類，分為近郊登山步道、淺山登山步道及高山登山步道。海拔 1000 公尺

以上 3000 公尺以下步道為淺山登山步道，海拔 3000 公尺以上為高山登山步道。

各類型步道以不同顏色圖層區分，讓使用者更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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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期資料庫之運用規劃 

一、可利用 PPGIS 的對象 

1.公單位運用 

縣政府，水土保持局，林務局，國家公園等，可將此計劃的 PPGIS 成果納入其網

站或 GIS 系統，達到資源共享目的。林務局全國步道系統 

 

林務局全國步道系統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3D 導覽圖 

 

2.學術單位等非營利組織 

PPGIS 成果可交由學校，研究單位等作生態、環境等教學研究，以及趨勢分析，

或是由山徑發展組織、部落觀光發展協會等適時做資料的校正。可縮簡現地調查

所需的時間，方便操作人員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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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私單位、個人 

經由 FACEBOOK 社群網站或 BLOG 部落格等，可與廣大的網友互動交流，可以

了解使用者的需要，也可以訂正 PPGIS 的內容資訊，充分利用網路無遠弗屆的特

性，真正發揮 PPGIS 公眾參與的精神。 

 

 

 

 

 

 

 

 

 

 

二，可利用資料庫做什麼 

1.整體經營管理規劃 

在國土政策逐漸由開發轉化為永續利用的過程中，林務局或國家公園可將此計劃

研究成果，納入其整體規劃案中做進一步運用。例如營建署的"高山型國家公園

生態旅遊整體規劃及發展執行策略"。可藉由適度的活動行程規劃，將可提供遊

客造訪山林、體驗環境及向自然學習的良好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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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觀光導覽 

智慧型等 3C 產品已儼然為目前使用趨勢，若能將 PPGIS 導入行動版 GOOGLE 

EARTH，可方便使用者隨時查詢，促成行動導覽的效益，進而整合生態保育及觀 

光休閒共榮共存的目的，提升社區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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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術研究 

資料庫內可添加動植物、地質、氣象、環境特色及人文分布等圖層，方便學術研

究及整合相關資料之關聯性。此資料庫亦可隨時做數值資料更新，減少現地勘查

所需的時間，並提升勘查之安全性。如坍方區域調查 

坍方區域調查 

 

 

 

 

 

 

 

 

 

 

 

 

 

 

包籜矢竹分佈區域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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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木工程的應用 

應用範圍： 

(1)可用在道路工程描述地形、地物，將每一條道路先賦予一個編瑪。 

(2)國土計劃：區域計劃、都市計劃、國家公園計劃，以及特定區規劃等。 

(3)土地使用：土地利用規劃、土地資緣管理、海洋地區規劃、地價評估、機場設

施規劃、高速公路規劃分析。 

(4)資源分析、經理及應用。 

(5)環境保育：環境資源經理、分析、保護、評估及監測等。 

(6)水資源管理：流域經營、河川流量分析、洪峰估計。 

(7)交通系統網路分析：公路選線、交通系統規劃、交通分析、地勢分析。 

(8)國防軍事應用：飛彈地形資料庫建立、軍事設施工程規劃管理。 

(9)公共設施及管理經營管理：下水道規劃、瓦斯、電信、電力、自來水之管線管

理經營管理。 

(10)地形、地質之狀況模擬：工程之挖填方土方計算、坡度及坡向方析等。 

(11).車輛導航系統：電腦地圖之建立。 

(12)考古、不動產、人口、土壤分析等等。 

數值資料庫亦可提供測量及工程放樣的功能。以步道系統的建構而言，步道長度、

路幅寬、及步道材質屬性皆可透過此一資料庫提供的數值作完善步道系統的建立，

更能確保登山者的安全。 

將工程 CAD 圖檔資料轉化成 GIS 圖層資料，並加入地形、高程圖層，甚至歷史

圖像層，聯結土地及營建管理等屬性資料與地圖資料，可比較不同年代的地形地

貌變化，有助於工程規劃的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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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急難救災 

災害發生時，民眾是最先獲知災害狀況，災後的第一時間搶救工作，亦是由各區

民眾、社區組織乃至於企業團體所共同進行的。為發揮其最大的效能，應提升並

整合民眾、社區組織或企業團體等之救災能力及設備，共同執行各社區災害搶救

工作。緊急自救互救必須 立基於平時的防範與準備，因此如何推動前述這些作為，

來達成推動社區災害管理的目標，乃成為現階段的重要課題。 

公眾參與式地理資訊系統因其強調參與、賦權與空間處理的特性，可用「由下而

上」的過程來達成對於在地社區民眾的賦權，期望藉由地方居民的共同參與來瞭

解自己居住地方的災害風險，經由參與的過程喚醒民眾的災害風險知覺，藉由經

驗與災害刺激進行紀錄、篩選，凝聚成知識與記憶的過程，提升該社區民眾的災

害風險認知。 

為深入瞭解與建立民眾參與社區災害管理執行的模式，透過社區防災組織、政府

部門與社區民眾的合作，提升社區居民的動員、互動、參與協助，更能使災害預

防工作事半功倍，也只有藉由社區居民參與災害防救的工作，才能有效降低災害

來襲時災難的發生，當災難無法避免時，也才能減少民眾生命的傷亡與財產的損

失。 

透過 PPGIS 觀念，應用 Google Earth 繪製防災地圖，並配合一些加入經緯度座標

值的指向性指示牌、解說牌、重要地標、特殊地點等等，方便急難救災時快速地

定位。 

防災地圖可隨時更新資訊，一改傳統耗時與更新不便等缺乏效率的缺點。高解析

度影像的 GIS 平台，可凝聚與強化地區居民對於地區環境之認知性，使居民對於

空間資訊不再生疏，對於未來推動區域防災可以提供完整的資訊。 

 

 
災害淺勢能分佈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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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0 年人為開發區域圖(由空地變為造林區) 

 

6.強化公眾參與 

此資料庫可讓社區議題的資訊（位置、地點、資源、交通…）清楚地以數位的平

台進行展示。一個地區的自然風貌、人文風情等資料，都可以繪製成圖層，納入

該地區的地圖，完成獨特的地方歷史。老房子、老樹或是任何對社區有意義的事

物，都可以在 GIS 系統裏呈現出來。提供社群民眾對事件的學習，進而達到溝通、

合作、協調、及整合。因此，PPGIS 已逐漸被視為是貫徹公共參與的效率化工具。 

以往地理資訊系統是以專家主導的決策模式，忽略了在地居民對於地方發展的需

求。PPGIS 是地理資訊系統和公眾參與結合的方法，具備 GIS 完善的空間處理及

展現能力，同時兼顧公眾參與精神，很適合應用在地方發展議題。PPGIS 扮演公

眾參與的平台，提供討論的資訊、空間展示與課題分析的功能， PPGIS 過程中，

權益關係人受到不同面向與程度的賦權，參與程度不斷發生變化，確實能夠有效

促進公眾參與，達到公共事務決策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同時，GIS 提供了一個溝

通平台，使得資訊能有效的表達與傳遞，進而誘發參與者的思維，促進意見的溝

通，達到公共事務決策的共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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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手繪意見轉繪至 Google Earth 

三、資料維護計畫 

1.資料修正及資料更新 

第一期資料庫錯誤修正，並定期更新資料庫。這種經過漸進累積且開放修訂的資

料庫，能進一步成為部落各種動員運動過程中刺激部落思考的資料，經過地理資

訊系統的便利呈現，更可以成為促進部落思考各項社區環境空間議題的平台。參

與式地理資訊系統作為一套便利的記錄平台，讓部落族人得以隨時調閱傳統領域

地理資訊，即時進行更改及補充的動作，使得生硬的地理資訊系統能夠配合部落

動員的過程漸漸累積部落各方的意見，並逐漸造就出一個得以凝聚部落人士對於

傳統領域空間共識的資料庫。如果地理資訊系統能夠與部落內部及部落之間的資

訊表達、交換的需要產生互動，便可以成為一個具有審議式的民主機制平台，以

陪伴部落面對環境空間的議題。更新資料可不定期發布消息於山徑聯盟官網或縣

市政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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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構調整 

地理資訊系統是處理空間問題的工具，其主要的功能為處理、儲存、分析、展示

空間資料庫，用以協助使用者掌握錯綜複雜的環境資訊。原圖層結構並無相關性，

需大幅調整為以每一條山徑為主體之相關性結構，並以使用者的方便、簡易操作

為調整原則。這種調查資料的取得，使得只有保留地、林班地、國家公園等國家

限定屬性的地理環境，成為具有原住民社會文化內涵及意義的文化地景。 

 

 

近年由於環境關注提昇，全球化程度增高，因此人們對空間資訊的需求迅速增大，

在環境品質、環境災害、公共設施、土地、企業選址與市場分析及交通休閒旅遊

等項目之規劃管理與一般決策，皆不可避免地具有空間性，而其不同層次之決策

皆需要多元化空間資訊來支援。 

 

四，PPGIS 轉換計劃 

Google earth 雖然方便免費，但有功能上的限制，若要更進階的應用，必需將資

料庫導入正統 Gis 系統，如 Arcview Gis, mapinfo, Quantum Gis 等。 

ArcView 地理資訊系統軟體：ArcView 是 ArcGIS Desktop 三個等級中第一階段的

版本。其伴隨著的操作介面有:ArcMap、ArcCatalog、ArcToolbox及ModelBuilder，

ArcView 本身即具有強大的 GIS 工具，可著用於 GIS 資料的使用、製圖、製作報

表及基本的 GIS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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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Info：是以 Microsoft Windows 為基礎的一個強大的繪圖應用程式，可讓 GIS

專業人員輕鬆的了解資料與地理資訊間的關係。 

 
 

Quantum GIS(簡稱 QGIS，又稱"Copiapó")是一套免費的地理資訊系統軟體，具有

GIS 一般的基本功能，及相關分析模組。由於開放源始碼的關係，讓使用者可以

任意擴充元件，透過網路社群讓更多的使用者與開發者可以互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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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規劃資料庫運用在未來山徑觀光的推廣與行銷 

網際網路為行銷帶來了許多獨特的便利，如低成本傳播資訊與媒體到使用者手中，

是一種利用線上媒體發展並宣傳的過程。如能利用此一便利性，對於未來山徑觀

光的推廣與行銷，及在地特色的保留有實質助益。 

 

1.PPGIS 宣傳海報-於民宿、觀光飯店、餐廳、藝品店網站、或登山口導覽牌刊登。 

 

 
民宿飯店網站 

 

 
步道登山口導覽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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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廣電媒體，如公共電視、MIT 台灣誌、PeoPo 公民新聞…。 

 
PeoPo 公民新聞網 

 

3.山徑護照、摺頁、導覽地圖上加印 PPGIS 宣傳。 

 

導覽地圖 

 

  

加印 PPGIS 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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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旅遊雜誌。 

 

 

5. 展覽活動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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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規劃資料庫運用在網路行銷 

網路推廣管道： 

1.泰雅山徑發展聯盟官網上放置連結、說明、教學。 

 

2.各相關政府網站上提供下載，如林務局、觀光旅遊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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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ACEBOOK 粉絲團的經營。 

 

 

4.BLOG 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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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YOUTUBE 上放置 PPGIS 教學影片。 

 

 

6.上傳至 GOOGLE EARTH 圖庫，提供全世界網民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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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於各大網站(YAHOO，GOOGLE)廣告增加曝光率(經費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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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區域內各民宿民宿、觀光飯店、餐廳、藝品店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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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旅遊資訊網站，如台灣旅遊資訊網、易遊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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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其他相關網站，如中華民國景觀學會網站。 

 

 

後期規劃 

PPGIS 在實務工作上的應用案例愈來愈多，國內也有許多單位引進作為社區發展

規劃的參考依據。如林務局陸續舉辦了 PPGIS 推廣課程，從理論、應用、實務及

技術面介紹 PPGIS 的完整操作流程。協助社區民眾凝聚共識、從而做出符合公眾

利益的政策決定。如能在推動觀光旅遊 ICT 資訊科技的同時，配合 PPGIS 的軟性

技術，幫助部落社區一起關注所處區域內的文化生產、環境永續或部落發展等共

同議題，將可幫助政策擬定者，了解統計數據以外的各項議題，從在地的觀點來

看待部落政策推動及促進 ICT 應用，將可以更有效的達到部落永續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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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規劃方向： 

1.開發設計泰雅山徑為主體的正式網站。 

 

2.修正第一期計畫 PPGIS 資料庫、新增行動版 PPGIS 及網路行銷。 

 

 

新增行動版 PPGIS PPGIS 網路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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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導入至正統 GIS，如 Arcview Gis, mapinfo, Quantum Gis 等 

 

 

 

4.開發手機行動導覽 APP。如圖 3-4-2 陽明山國家公園行動導覽 APP 

 

 

  

點選「地圖」圖示
（Icon），畫面可自
動跳至下方地圖。

1

地圖上應有下載選項，點
選後可將清晰的地圖存至
手機或行動裝置中。

2

儲存後的地圖，圖中文字應
可清楚閱讀，且具有一定的
解析度，遊客可在手機或行
動裝置中自由平移縮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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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部落說明會與參與能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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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舉行泰雅山徑計劃部落說明會 

 

一、八場部落說明會召開地點與時間 

 

場次 地點 時間 

第一場 
宜蘭縣 

南澳鄉金洋村金洋國小 

102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二) 

下午 6 點 30 分 

第二場 新北市烏來區公所 
102 年 4 月 8 日(星期一) 

上午 9 點 00 分 

第三場 新竹縣五峰鄉公所 
102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三) 

上午 10 點 00 分 

第四場 新竹縣五峰鄉公所 
102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三)  

上午 11 點 00 分 

第五場 宜蘭縣大同鄉公所 
102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二)  

上午 10 點 00 分 

第六場 桃園縣復興鄉公所 
102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二)  

上午 10 點 00 分 

第七場 苗栗縣泰安鄉公所 
102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  

上午 10 點 00 分 

第八場 苗栗縣南庄鄉公所 
102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  

上午 11 點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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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落說明會流程 

 

 

 

 

 

 

 

 

 

 

 

 

 

 

 

 

 

 

 

 

 

 

 

 

 

 

  



69 

 

三、八場部落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宜蘭縣南澳鄉公所說明會 

 

時間 102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 6 點 30 分 

地點 宜蘭縣南澳鄉金洋村金洋國小 

討論事項： 

1.目前有林務局、南澳鄉公所、宜蘭縣政府、觀光局、經建會、原民會等單位資源投入社區，

以原民會投入社區為最大。 

2.產業方面，社區尚未成立產銷班，目前香菇生產量較大者為 3,500 坪，約 20~30 戶業者種植;

生薑產業約有 100 萬斤的產量,約 10 戶業者種植。 

3.社區缺乏公有土地，無公有土地就無法興建停車場等設施。 

4.99 年至 100 年是泰雅山徑第一期計畫調查，101 年是泰雅山徑第二期規劃設計，103 年是泰雅山

徑第三期工程實作，目前為 101 年，對社區需求作規劃構想。 

5.希望遊客進入社區，可與免費公車搭配，增加停留社區的時間。 

6.社區對外窗口之問題，建議可由理事長與部落發展協會作為對外聯絡橋梁。 

7.古道之認養亦可由社區來管理維護，由社區共同討論規劃，帶動經濟產業發展。 

8.產業的產銷班尚未成立，未來可協助創立產銷班，以穩定作物生產的價格。 

9.希望推廣社區媽媽參加烹飪班並取得烹飪證照，目前金洋、金岳村皆有推動部落風味餐，社

區未來可共同創立部落特色風味餐，帶動觀光商機。 

10.請協助提供文化傳承之社區耆老、達人等人才名單，建立社區人才資料庫。 

11.請協助提供部落民宿資料與生薑、香菇、小米產業資料。 

12.本案預計將產業、觀光與古道連結，建立社區產業資料。 

13.目前社區之硬體設施需求為入口意象、指標、停車場、廁所、垃圾場整理等。 

14.目前遊客量每週約為 100 人。 

15.社區急需人才培訓，日後的僱工購料實作工程可由社區負責施作，藉此促進青年在地就業。 

16.古道可帶動觀光產業發展，但去年因風災之後，古道通行中斷，遊客銳減，請協助向林務局

代詢未來之古道改善恢復計畫。 

會議名稱 宜蘭縣南澳鄉公所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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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102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 6 點 30 分 

會議地點 宜蘭縣南澳鄉金洋村金洋國小 

  

1-1 南澳鄉說明會 1-2 業務報告 

  

1-3 村民發言 1-4 問題回應 

  

1-5 簽名表 1-6 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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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北市烏來區公所說明會 

 

時間 102 年 4 月 8 日(星期一)上午 9 點 00 分 

地點 新北市烏來區公所 

討論事項： 

1.烏來地區因保護區限制多，發展硬體建設(如民宿、餐廳等)較困

難，請予解套協助。 

2.目前部落因都市計畫區及原住民保留區的限制，房屋多半無法進

行變更營建，已阻礙部落觀光發展。 

3.村落願意與鄉公所合作，共同推動社區觀光產業。 

4.對於福山經哈盆至崙埤古道，部落希望未來能成為國家級步道。 

5.福山村尚未參與農村再生培根計畫，應鼓勵社區村民勇敢發聲來

築夢，促進社區觀光產業發展。 

6.福山村因位置較偏遠，載運垃圾的時段較少，影響社區的環境衛

生，請改善，以利社區的產業與觀光發展。 

7.未來可推動部落課程，輔導部落媽媽考烹飪證照，成立部落風味

餐廳，加強部落發展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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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新北市烏來區公所說明會 

會議時間 102 年 4 月 8 日(星期一)上午 9 點 00 分 

會議地點 新北市烏來區公所 

  

2-1 烏來區說明會 2-2 業務報告 

  

2-3 村民發言 2-4 問題回應 

  

2-5 交換意見 2-6 烏來攬勝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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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竹縣五峰鄉公所說明會 

 

時間 102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三)上午 10 點 00 分 

地點 新竹縣五峰鄉公所 

討論事項： 

1.五峰鄉農特產有甜柿、竹筍、月桃、水蜜桃、小米、鱒魚等。 

2.五峰鄉加工產品有十八萊小米酒、甜柿餅、金線蓮、香菇等。 

3.五峰鄉觀光產業資源有張學良故居、清泉溫泉民宿、白蘭部落民

宿、觀霧遊樂區、雪霸農場等。 

4.五峰鄉的觀光遊客量一年約 30~40 萬人，目前以民宿、露營及行走

古道者居多。 

5.五峰鄉的步道資源有霞喀羅國家步道、鵝公髻山步道、根本古道

等。 

6.五峰鄉原住民不只有泰雅族，還有賽夏族，泰雅山徑規劃應包容

考量。 

7.民宿業者與溫泉業者目前分開營運，未來可考慮把民宿與溫泉結

合，增加觀光商機。 

8.原民會幫助部落較多，其次是雪霸國家公園。 

9.建議白蘭的鳥嘴山至南庄鄉之路線可規劃步道。 

10.從清泉至石鹿登山口之道路狹小，交通極不方便，鄉公所建議應

有接駁系統，讓登山客、觀光客利用，使交通更為順暢。  

 

  

http://www.hcwft.gov.tw/tourism.asp?I1_id=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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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新竹縣五峰鄉公所說明會 

會議時間 102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三)上午 10 點 00 分 

會議地點 新竹縣五峰鄉公所 

  

3-1 五峰鄉說明會 3-2 業務報告 

  

3-3 村民發言 3-4 問題回應 

  

3-5 問題回應 3-6 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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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竹縣尖石鄉公所說明會 

 

時間 102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三)上午 10 點 00 分 

地點 新竹縣五峰鄉公所 

討論事項： 

1.尖石鄉的觀光資源：北得拉曼神木、水田部落、錦屏大橋、李楝

山古堡、秀巒溫泉、鎮西堡巨木群、司馬庫斯神木群、霞喀羅國家

步道等。 

2.尖石鄉的農特產資源：主要農產品包括桂竹筍（4-5 月）水蜜桃（5-7

月）、水梨（8-9 月）、甜柿（10-11 月）、高冷蔬菜、香菇、山藥

與雪蓮等。鹹鱒魚（十大伴手禮）、香魚養殖與竹炭為加工產品。

尖石鄉農特產品較五峰鄉更為豐富。 

3.秀巒村在地觀光產業主要以秀巒野溪溫泉、軍艦岩、鎮西堡巨木

群、霞喀羅國家步道為主。 

4.原民會幫助部落較多。 
 

5.霞喀羅國家步道因風災造成坍崩，無法通行，請主管機關儘速修

復。 

6.從尖石到司馬庫斯的自行車隊相當多，是未來可以開發的觀光路

線。 

7.手工技藝人才目前未達產業規模，建議建立人才資料庫，以利未

來規劃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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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新竹縣尖石鄉公所說明會 

會議時間 102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三)上午 10 點 00 分 

會議地點 新竹縣五峰鄉公所 

  

4-1 尖石鄉說明會 4-2 業務報告 

  

4-3 村民發言 4-4 問題回應 

  

4-5 問題回應 4-6 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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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宜蘭縣大同鄉公所說明會 

 

時間 102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二) 上午 10 點 00 分 

地點 大同鄉公所 

討論事項： 

1.崙埤社區觀光資源：九寮溪生態園區、崙埤池、中嶺池、山水林

民宿區等。 

2.目前崙埤社區發展協會有接洽外地遊客體驗泰雅文化及生態之

旅。 

3.崙埤社區民宿資源豐富，如部落山莊民宿、山泉之戀民宿、香林

茶園民宿、森情休閒民宿、雅韻民宿等，風味餐則是莎韻的店、三

個伊那的店。 

4.南山村農特產資源：高冷蔬菜（高麗菜，大白菜）、茶葉、香菇

等。 

5.南山村觀光資源：思源埡口、南湖大山、南山茶園、南山檜木林

步道等。 

6.目前南山社區發展協會有推廣深度旅遊，帶領遊客體驗檜木生態

園區之旅。 

7.鄉公所希望規劃從突稜至思源埡口的步道，還有崙埤村至福山村

的步道。 

8.泰雅生活館目前營運良好，可再擴充泰雅文化、自然生態等內容，

並加強空間之利用。 

9.社區可從特色產業、耆老、手工技藝等方面開始收集資料，並建

立資料庫，以利後續推廣整合之規劃。 

10.社區希望安排培訓導覽解說課程、撰寫計劃練習課程等，讓青年

返鄉就業，帶動觀光產業發展。 

 

 

http://datong.e-land.gov.tw/htm/t0504_1.asp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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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宜蘭縣大同鄉公所說明會 

會議時間 102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二) 上午 10 點 00 分 

會議地點 大同鄉公所 

  

5-1 大同鄉說明會 5-2 簽名表 

  

5-3 業務接洽 5-4 居民反映 

  

5-5 交換意見 5-6 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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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桃園縣復興鄉公所說明會 

 

時間 102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二) 上午 10 點 00 分 

地點 復興鄉公所 

討論事項： 

1.目前復興鄉泰雅族人口約 7,100 人，外族人口則有 3,000 多人。 

2.目前復興鄉人口每年平均約減少 80 人，人口外流大多是泰雅族，

在地的原民文化將會產生改變。 

3.近年全球暖化造成極端氣候釀災，鄉公所極為重視。自民國 90 年

起接續重創復興鄉，一夕間造成土石流及大水患。 

4.復興鄉公所定期都有進行村民疏散避難收容演練，提高大家緊急

應變能力，近年來都有宣導保留地復育與保育防災。 

5.復興鄉的觀光旅遊型態，主要以環境觀光、生態觀光、歷史觀光、

特產觀光與原住民觀光等類型為主。 

6.泰雅族手工藝以織布聞名，女子在傳統觀念上需以織布技法取得

社會地位。 

7.目前復興鄉農特產：水蜜桃、桂竹筍、柿子等，但因政府積極宣

導山坡地水土保持之重要，如需種植農特產，需先申請核准後才可

栽種。 

8.建議可規劃從長興至阿姆坪或枕頭山的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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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桃園縣復興鄉公所說明會 

會議時間 102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二) 上午 10 點 00 分 

會議地點 復興鄉公所 

  

6-1 復興鄉說明會 6-2 業務報告 

  

6-3 村民發言 6-4 問題回應 

  

6-5 交換意見 6-6 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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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苗栗縣泰安鄉公所說明會 

 

時間 102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 上午 10 點 00 分 

地點 泰安鄉公所 

討論事項： 

1.泰安鄉橫龍山古道可接泰安溫泉，值得開發，而且不在國家公園

範圍內。 

2.文化觀光課可協助規劃，一起調查或連絡耆老帶路。 

3.司馬限部落附近亦有古道，惟尚未開發，且經過私人與林務局的

土地，若要規劃一日遊的觀光步道，需向相關單位申請同意步道開

發。 

4.苗栗縣原住民以泰雅、賽夏族為主，並非只有泰雅族。 

5.泰安鄉農業人口約佔全鄉人口的 90%以上，為典型的農業鄉，目

前在香菇、桂竹筍、桃、李、梅、甜柿、草莓、高冷蔬菜及生薑等

生產上有不錯成效，是當地的特色農產品。 

6.目前泰安鄉編織手工技藝的部份，登記的工坊有 25 家，有營業的

僅有 8 家，其中有傳統編織、雕刻、皮雕及串珠飾品等。 

7.泰安鄉合法的原住民民宿計有 1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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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苗栗縣泰安鄉公所說明會 

會議時間 102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 上午 10 點 00 分 

會議地點 泰安鄉公所 

  

7-1 泰安鄉說明會 7-2 業務報告 

  

7-3 村民發言 7-4 問題回應 

  

7-5 問題回應 7-6 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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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苗栗縣南庄鄉公所說明會 

 

時間 102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 上午 11 點 30 分 

地點 南庄鄉公所 

討論事項： 

1.苗栗縣原住民以泰雅、賽夏族為主，並非只有泰雅族，是否有賽

夏山徑？ 

2.希望修復鹿場神仙谷至石門的步道(兩年前中斷)，此步道的觀光效

能非常大，可帶動泰雅與賽夏部落觀光。 

3.還有風爐缺古道(蓬萊村大坪部落至鹿場村)亦值得規畫與開闢。 

4.從東河村一直往風美村到加里山的步道，還可以連接哈堪尼山步

道。 

5.目前南庄鄉位於参山國家風景區範圍內，希望参山國家風景區亦

能主動規劃古道觀光。 

6.南庄鄉的農特產有甜柿、紅肉李等，在大坪部落有一葉蘭輔導區、

段木香菇、民宿山莊等，在大坪、二坪還有鱒魚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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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苗栗縣南庄鄉公所說明會 

會議時間 102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 上午 11 點 30 分 

會議地點 南庄鄉公所 

  

8-1 南庄鄉說明會 8-2 業務報告 

  

8-3 村民發言 8-4 問題回應 

  

8-5 問題回應 8-6 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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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泰雅山徑協商 

1.南澳古道 

2013 年 8 月 9 日在羅東林區管理處就南澳古道改善工程進行協商，並於 8 月 15

日至現場會勘，取得共識。 

(1)確認南澳古道土地權屬，以釐清施工界線 

(2)有關金洋部落至南澳古道入口及南澳古道本體部份指示牌、解說牌所載內容有

誤，一併於當日確認，俾利修正 

(3)與部落組織(社區發展協會)說明及討論本計畫預定規劃路線、施作地點、景觀

材料，部落可協助事項，讓部落更加了解及參與本計畫的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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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山檜木林步道 
2013年10月18日在大同鄉南山村與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就南山檜木林步道維

修情形之詳細分工，取得共識。 

(1)確認南山檜木林步道土地權屬，以釐清未來施工界線 

(2)步道本體屬於林務局林班地，聯絡車道為原住民保留地 

(3)與部落組織(社區發展協會)說明及討論本計畫預定規劃路線、施作地點、景觀

材料，部落可協助事項，讓部落更加了解及參與本計畫的執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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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次調查踏勘、部落說明與機關協商 

時間 調查踏勘、部落說明與

機關協商 
參與單位 

102 年 1 月 25 日 工作計畫書審查 原民所、經建會、新北

市政府 

102 年 3 月 24 日 期初審查會 原民所、經建會、林務

局、新北市政府、桃園

縣政府 

102 年 3 月 26 日 南澳鄉金洋村 原民所、金洋村居民 

102 年 3 月 27 日 南澳古道調查 原民所、金洋村居民 

102 年 4 月 8 日 新北市烏來區公所 原民所、烏來區居民 

102 年 4 月 10 日 新竹縣五峰鄉公所 原民所、尖石鄉居民 

102 年 4 月 10 日 新竹縣五峰鄉公所 原民所、五峰鄉居民 

102 年 4 月 16 日 宜蘭縣大同鄉公所 原民所、大同鄉居民 

102 年 4 月 23 日 桃園縣復興鄉公所 原民所、復興鄉居民 

102 年 4 月 25 日 苗栗縣泰安鄉公所 原民所、泰安鄉居民 

102 年 4 月 25 日 苗栗縣南庄鄉公所 原民所、南庄鄉居民 

102 年 6 月 8 日 南山檜木林步道調查 原民所、南山村居民 

102 年 6 月 20 日 南澳古道協商、拍攝 原民所、林務局、金洋

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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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7 月 19 日 南澳古道調查 原民所、金洋村居民 

102 年 7 月 31 日 期初審查會 原民所、經建會、林務

局 

102 年 8 月 15 日 哈盆越嶺古道調查 原民所、崙埤村居民 

102 年 8 月 16-17 日 埤亞南古道調查、拍攝 原民所、縣史館、南山

村居民 

102 年 8 月 26 日 南山檜木林步道拍攝 原民所、南山村居民 

102 年 8 月 28 日 哈盆越嶺古道調查、拍

攝 
原民所、福山村居民 

102 年 9 月 18 日 期初第二次審查會 原民所、經建會、林務

局、苗栗縣政府 

102 年 10 月 18 日 南山檜木林步道協商 原民所、林務局、南山

村居民 

102 年 10 月 21 日 期中審查會 原民所、經建會、林務

局、新北市政府 

102 年 11 月 14 日 期末審查會 原民所、經建會、林務

局、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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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評估部落參與山徑觀光之能量 

泰雅山徑觀光之能量 

區鄉別 觀光與產業 泰雅山徑參與能量 

宜蘭縣 

南澳鄉 

金洋村 

1.產業方面，社區尚未成立產銷班，目

前香菇生產量較大者為 3,500 坪，約

20~30 戶業者種植;生薑產業約有 100

萬斤的產量,約 10 戶業者種植。 

2.希望遊客進入社區，可與免費公車搭

配，增加停留社區的時間。 

3. 產業的產銷班尚未成立，未來可協

助創立產銷班，以穩定作物生產的價

格。 

4. 目前社區之硬體設施需求為入口意

象、指標、停車場、廁所、垃圾場整

理等。 

5. 目前遊客量每週約為 100 人。 

1.古道之認養亦可由社區來管理維

護，由社區共同討論規劃，帶動經濟

產業發展。 

2.社區急需人才培訓，日後的僱工購料

實作工程可由社區負責施作，藉此促

進青年在地就業。 

3.古道可帶動觀光產業發展，但去年因

風災之後，古道通行中斷，遊客銳減，

請協助向林務局代詢未來之古道改善

恢復計畫。南澳古道(全長約 3.2 公

里)10 月 24 日探勘後與林務局羅東林

管處確認，取得初步的共識。即登山

口到第一吊橋(約 700公尺)屬原住民保

留地，將由縣府與在地原住民共同維

護，第一吊橋以後的步道路段為林務

局所管轄之林班地，步道維護將由林

務局羅東林管處負責。且將於 103 年

度提出整修步道計劃，詳細整修規劃

將專案辦理。 

另本案受託單位於 2013.10.24(四 )及

10.28(一)再次現場觀察與履勘，發現在

地居民因整理產業道路，卻將古道掩

埋，已報知縣府原民所處理。 

另外，現場履勘後距登山口約 20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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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處有土石流崩塌約 10 公尺，基於

遊客通行安全，縣府將另案整修。將

於本年度內初步整修完成。 

烏來區 

1.烏來地區因保護區限制多，發展硬體

建設(如民宿、餐廳等)較困難，請予

解套協助。 

2.目前部落因都市計畫區及原住民保

留區的限制，房屋多半無法進行變更

營建，已阻礙部落觀光發展。 

1.對於福山經哈盆至崙埤古道，部落希

望未來能成為國家級步道。 

五峰鄉 

1.五峰鄉農特產有甜柿、竹筍、月桃、

水蜜桃、小米、鱒魚等。 

2.五峰鄉加工產品有十八萊小米酒、甜

柿餅、金線蓮、香菇等。 

3.五峰鄉觀光產業資源有張學良故

居、清泉溫泉民宿、白蘭部落民宿、

觀霧遊樂區、雪霸農場等。 

4.五峰鄉的觀光遊客量一年約 30~40萬

人，目前以民宿、露營及行走古道者

居多。 

5.民宿業者與溫泉業者目前分開營

運，未來可考慮把民宿與溫泉結合，

增加觀光商機。 

1.五峰鄉的步道資源有霞喀羅國家步

道、鵝公髻山步道、根本古道等。 

尖石鄉 

1.尖石鄉的觀光資源：北得拉曼神木、

水田部落、錦屏大橋、李楝山古堡、

秀巒溫泉、鎮西堡巨木群、司馬庫斯

神木群、霞喀羅國家步道等。 

2.尖石鄉的農特產資源：主要農產品包

括桂竹筍（4-5 月）水蜜 桃（5-7 月）、

1.從尖石到司馬庫斯的自行車隊相當

多，是未來可以開發的觀光路線。 

http://www.hcwft.gov.tw/tourism.asp?I1_id=004#4�


93 

 

水梨（8-9 月）、甜柿（10-11 月）、

高冷蔬菜、香菇、山藥與雪蓮等。鹹

鱒魚（十大伴手禮）、香魚養殖與竹

炭為加工產品。尖石鄉農特產品較五

峰鄉更為豐富。 

3.秀巒村在地觀光產業主要以秀巒野

溪溫泉、軍艦岩、鎮西堡巨木群、霞

喀羅國家步道為主。 

大同鄉 

1.崙埤社區觀光資源：九寮溪生態園

區、崙埤池、中嶺池、山水林民宿區

等。 

2.南山村農特產資源：高冷蔬菜（高麗

菜，大白菜）、茶葉、香菇等。 

3.南山村觀光資源：思源埡口、南湖大

山、南山茶園、南山檜木林步道等。 

1.鄉公所希望規劃從突稜至思源埡口

的步道，還有崙埤村至福山村的步

道。 

復興鄉 

1.復興鄉的觀光旅遊型態，主要以環境

觀光、生態觀光、歷史觀光、特產觀

光與原住民觀光等類型為主。 

2.目前復興鄉農特產：水蜜桃、桂竹

筍、柿子等，但因政府積極宣導山坡

地水土保持之重要，如需種植農特

產，需先申請核准後才可栽種。 

1.建議可規劃從長興至阿姆坪或枕頭

山的步道。 

泰安鄉 

1.泰安鄉農業人口約佔全鄉人口的

90%以上，為典型的農業鄉，目前在

香菇、桂竹筍、桃、李、梅、甜柿、

草莓、高冷蔬菜及生薑等生產上有不

錯成效，是當地的特色農產品。 

1.泰安鄉橫龍山古道可接泰安溫泉，值

得開發，而且不在國家公園範圍內。 

http://datong.e-land.gov.tw/htm/t0504_1.asp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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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庄鄉 

1.目前南庄鄉位於参山國家風景區範圍

內，希望参山國家風景區亦能主動規

劃古道觀光。 

2.南庄鄉的農特產有甜柿、紅肉李等，

在大坪部落有一葉蘭輔導區、段木香

菇、民宿山莊等，在大坪、二坪還有

鱒魚產業。 

1.希望修復鹿場神仙谷至石門的步道(兩

年前中斷)，此步道的觀光效能非常

大，可帶動泰雅與賽夏部落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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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宜蘭縣南澳鄉金洋村部落說明會與參與能量評估 
 總人口數：608 人 
 土地面積：1.542.799 公頃 
 戶數：209 戶 
 鄰數：7 鄰 
  金洋村位於北迴鐵路武塔站以南約 5.6 公里的地方，在大南澳南溪右岸，御恩

山北方，為一北向的傾斜地，缺少平坦地，海拔約 120 公尺。 
南澳鄉為台灣宜蘭縣的一個鄉，位於宜蘭縣最南端，是宜蘭縣面積最大的鄉鎮，

地勢崎嶇多山，境內主要居民為台灣原住民泰雅族。日據時代曾經發生莎勇之鐘

事件，後為日本宣傳皇民化教育之題材。 
金洋村是由奎諾斯社（Rekinos ）、金洋社（Kinyan）移住後所組成：  
 奎諾斯社 ( Rekinos )  

    大正 3 年（西元 1914 年），本社為日人占領，在該地設置「 駐在所」。大

正 4 年（西元 1915 年）在經日警勸導「該地離水源地太遠」後，遷居旃檀東方

台地。不久遇上瘧疾肆虐，造成許多社人死亡。大正 9 年（西元 1920 年）又因

感冒傳染，死亡人數增加。於是在大正 12 年（西元 1923 年）再度遷徙至旃壇南

方約一公里處，建立新址，名為奎諾斯。昭和 2 年（西元 1927 年），哥各朱社

4 戶 16 人遷入。 
    民國 49 年（西元 1960 年），奎諾斯為洪水沖毀，族人再度遷徙，一部份遷

到今武塔村，另一部則與巴玻凱凱社一起遷到原址東方約二公里處，即今金洋現

址，另建社稱為「仲岳 」，與武塔同隸屬南澳鄉武塔村。  
 

 金洋社（Kinyan）  

金洋社的遷移分為幾個階段，遷移的過程相當艱辛。第一階段在昭和元年（西

元 1926 年），日人幾經勸導後，始有第一批族人遷往大元社（或稱新 Regeax，即

現在的大同鄉寒溪村光明巷）和尼公哥（其後併於南澳村）。不過當時仍有為數

不少的金洋社人，聽從頭目優明．哈泳（ Yomin-xayan ）的意見，不願下山。 
    老金洋社位於大濁水溪北溪上游，距離鄉公所約 48 公里處的山區。日據時

期所修築通往南澳的道路，路況極差，途中並有十數座吊橋，歷經颱風的摧殘，

交通幾乎阻絕。學校因地處偏遠，交通不便，優秀的教師根本不敢前來任教；為

解決泰雅學子受教育的問題，及生活環境、醫療衛生與交通的困擾，從民國四十

九年初，積極勸導移住。 
    起初勸導移住的工作，推行的並不是很順利，大部份的族人都不太願意遷

移，原因如下：  
 金洋老社地處深山，幾乎與外界隔絕，大多的族人安土重遷。 
 族人早已習慣狩獵的部落生活，森林原野任其馳騁，毫無拘束，對遷移新聚 
落，沒有任何的憧憬。 
 少數具有影響力的頭目，不願移住，從中阻撓。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4%89_%28%E5%8F%B0%E7%81%A3%2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8E%9F%E4%BD%8F%E6%B0%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8E%9F%E4%BD%8F%E6%B0%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97%A5%E6%B2%BB%E6%99%82%E6%9C%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E%8E%E5%8B%87%E4%B9%8B%E9%90%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E%8E%E5%8B%87%E4%B9%8B%E9%90%9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A%87%E6%B0%91%E5%8C%96%E9%81%8B%E5%8B%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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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此問題，特別由宜蘭縣政府、南澳鄉公所、南澳鄉民眾服務站、鄉民代表

會、警察局、宜蘭警備分區司令部及其他治安單位組成金洋村勸導移住專案小

組。這是第二階段的遷移，當時以「交通困難，生活不易」的柔性方式勸導，陸

續有族人移居仲岳，2 戶移到澳花、7 戶遷到大同鄉英士村。 
第三階段於民國 52 年（西元 1963 年），由村長游新來，代表何精山率領其餘的

村民共 72 戶 407 人遷來仲岳，金洋社終於全部遷村，老金洋社逐漸被歷史的荒

煙埋沒了。 
金洋社遷來仲岳後，仲岳由於人口增加，因此從武塔村分出，獨立成為一村。又

由於仲岳以金洋社人居多，故改名為金洋村。  

  哈卡巴里斯社（Xaga-Paris）  

屬賽考列克群系統，原住在武塔社舊址西方 5 公里處。大正二年（西

元 1913 年），聽聞日軍將入山征伐，有 10 戶遷居小南澳。大正 3 年
（西元 1914 年）又有 10 戶移居小南澳。大正 4 年（西元 1915 年），

日本警方以哈卡巴里斯社頭目長子殺死警察為由，強迫一部份族人遷寒

溪村（大同鄉寒溪村），另一部份遷於古魯社（Kolo，今屬大同鄉寒溪

村），哈卡巴黑斯遂癈。同年，族人又以耕地不良為由，復還原社，本

社遂又成立，但人口不多。昭和 17 年（西元 1942 年）調查時，僅剩 8
戶 55 人。 

目前居住在金洋村該兩社的族人，自然形成區隔，大致以金洋國小

為界，以東的金洋路為金洋社人居住區，以西的博愛路為奎諾斯社居住

地。 
 

金 

洋 

村 

遷徙年代 原始部落 所屬族群 

民國 49 年 

西元 1960 年 

奎諾斯社 

(Rekinos) 

泰雅亞族 

澤敖列群： 

馬巴阿拉亞群 

(Mabaaia) 

昭和元年(1926) 

民國 52 年(1963) 

金洋社 

(Kinyan) 

泰雅亞族 

賽考列克群 

(Seqoleq) 

民國 52 年 

西元 1963 年 

哈卡巴里斯社 

(Xaga-Paris) 

泰雅亞族 

賽考列克群 

(Seqoleq) 
 

 
    金洋村位於南澳南溪旁，由兩個泰雅聚落(分別是金洋路、博愛路)組成的一

個村莊部落。這裡的基督長老教會、真耶穌教會是村民精神寄託的中心。這裡有

所金洋國小，就學小孩約五十名，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在教學上不輸平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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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洋村人的祖源來自泰雅族澤敖利亞族的「萬大群」，以及東賽德克族的「陶

塞」群，大約兩個世紀多以前，有一群霧社北方的泰雅人，因為狩獵經常遠征南

湖山區，最後索性在頭目率領下，舉社搬到南湖大山東側一座稱為「畝耀」的台

地，因為鄰近東賽德克族陶塞群的部落，所以也加入後者的血緣，如此經過十年，

又有一部份人往北遷徙，在和平北溪上游另建部落，這就是日據時代所稱的「舊

金洋」。民初，舊金洋曾飽受瘧疾之患，隨後又遇到霜害而發生飢饉，日本殖民

者即藉著賑災之便勸誘族人遷下山，而與來自大元社的姻親合併搬到現址。由於

上游曾經淘過沙金，因此被日本人稱為「金洋」且沿用至今。 
    以金洋國小為界，以東的村民 ( 又稱上部落 ) 來自舊金洋的金洋社人，以

西的 ( 又稱下部落 ) 主要是奎諾其社人。  
    居於下部落博愛路的奎諾斯社人，歷經五度遷徙後定居於此，行政上原屬於

武塔村。大濁水北溪上游的舊金洋族人，因久居深山與世隔絕，習於無拘束的狩

獵生活，歷經三個遷徙階段，最後於民國 52 年由村長游新來以及耆老何精山率

領移居至仲岳，完成全部族人的遷村後，再移居於金洋國小以東的金洋路，族人

稱之為上部落。因舊金洋族人的遷入，在行政緊鄰的上、下部落才合併為一村，

因金洋社人佔多數，故以金洋村命名。57 年正式落成設村，人口數五百餘人。  
    金洋村原來有許多的樟樹，因此村人自稱此地為 Knus，現在栽種「薑」為

部落的主要經濟來源。沿著金洋村後方的產業道路向上走，可往海拔 1200 公尺

的神秘湖，自然資源豐富，過去曾是族人經常狩獵的地方，曾經在此與太魯閣族

發生激烈戰役。 
Rutux（祖靈） 

    泰雅語的「 Utux」、「 Rutux」主要是死者的靈魂(祖靈)，在族人的觀念裡，

人是由肉體的靈魂共同組成的，當兩者分離的時候，就表示這個人已經死亡。    
在南澳的傳說中，認為祖先的靈魂在西方，稱天上的彩虹為靈之橋（ honguutux），
是死者要前往祖先的地方，途中必須經過的橋。但是，在現世裡作惡多端，或者

是一次也不曾出草的人，將無法度過這座橋。泰雅族人認為，人的生靈是天地神

祇所賦予，人的命運是受「Rutux」所支配，因此在祭典時，必定要呼喚「Rutux」
來庇祐，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和「Rutux」息息相關，打獵前要向 Rutux）祈求平

安；播種時要向 「Rutux」祈求豐收；生病時要向「Rutux」祈求健康；打仗時要

向「Rutux」祈求勝利  
Gaga（祭團） 

    「Gaga」是習俗或祭祀的意思，也是南澳泰雅社會最重要的組織。它以部落

中的家族組成，一個「Gaga」可能由七、八戶到二十餘戶構成，由該社或者是部

落的頭目擔任主持者，主要負責掌管部族大眾聯合的祭祀。「Gaga」乃是基於祖

靈信仰而形成共同的規範團體，任何與祖靈有關的觀念與行為，成為整合泰雅社

會的重要信仰與儀式實踐的基礎；也就是說族人的習慣法或是道德的總體就是

「Gaga」。 
「Gaga」亦是傳統部落中流傳的祖先遺訓，用來告誡子孫，代代相傳之下，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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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儀團體的中心。因此，「Gaga」就是祖法和祖訓的總和，也是指遵守這些祖法

和祖訓的團體。「Gaga」的主要效力有三項：一是共同祭祀，族內的祭祀全由「Gaga」
共同舉行；二是共同狩獵，狩獵所獲得的獵物，除了歸獵犬的主人和射手所有以

外，剩下的要依照「Gaga」內人口的分配；三是犧牲的分配，將違反結婚、離婚、

私通和其他慣例的這些人所提出的財物，換成家豬並且把肉切細後分配給「Gaga」
內的各戶人家。打獵所獲得的肉是依人數分配，犧牲的分配卻是依照有多少戶來

配給。 
金洋露營區 

    金洋露營區，位於南澳鄉金洋村，南澳南溪流經此處，因地勢而形成多處峽

谷及深潭，處處皆為美景，適合游泳、戲水、野營。從外地來此地的遊客，要記

得隨時注意天氣的變化，還有維護營區四周圍的清潔。    

神秘湖 

    「神秘湖」又稱鬼湖，位於金洋村重山之內，從金洋村部落出發，車程需 1.5

小時以上，沿產業道路爬坡前至登山口，道路崎嶇蜿蜒、風景別具原始。神秘湖

海拔 1000 公尺，湖長 200 公尺、湖寬 100 公尺，屬於高山封閉湖泊之一，也是

珍貴的湖泊濕生演替觀測站。湖面水質清澈可見水鴨、螃蟹等及豐富的水生植物，

湖岸四處蔓生原始闊葉林，不少候鳥棲息期間，計鳥類六十餘種、蝶類約兩百餘

種。 

金洋生態觀光 

    位於金洋公園後方，伊沙默溪至後山，長約 1000 公尺，由台電電機房延伊

沙默溪至南溪主流，架設步道，並在主流平坦外設賞魚平台，俾利遊客賞魚。金

洋後山架設誘蟲燈組，觀查夜行性昆蟲種類，夜晚可看見滿天的星斗，甚至可以

看到美麗的螢火蟲，回憶一下童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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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洋部落產業特色分析： 

部落 項目 內容 

金
洋
部
落
產
業
特
色
分
析 

一級產業 
生薑、椴木香菇、高冷蔬菜、小米、毛蟹、香魚等，其

中以毛蟹為部落主要特色產業。 

二級產業 
部落多半以原住民手工藝為主要二級產業的經濟來源，

部落有原住民手工藝工坊，員工多為部落媽媽們。 

三級產業 目前部落民宿業者不多，民宿業者持續增加中。 

未
來
願
景 

1.部落需要人才培訓、僱工購料實作機會，可由社區負責，藉此促進青年

就業機會。 

2.推廣社區媽媽參加烹飪班並取得證照，藉此推廣部落風味餐，帶動觀光

商機。 

3.古道由部落認養維護，帶動部落經濟產業發展。 

4.未來可成立農作產銷班，以穩定農作物生產隻價格，讓部落居民經濟穩

定。 

 
南澳古道 

    南澳古道又稱「比亞毫古道」，步道位在南澳相金洋村，是泰雅族「大南澳

古道系統」的前段三公里，以旃檀駐在所遺址為起點，循南澳南溪上溯至步道終

點，山高水峻、人文生態資源豐富，沿途有吊橋遺址、警備道路基等遺跡。傍著

源頭為銅蘭山的南澳南溪而行，上游因激流沖刷形成鬼斧神工般的峽谷；下游趨

緩，流經南澳鄉金洋村、武塔村至南澳村，匯合北溪注入太平洋。沿岸青山翠谷、

綠水旖旎，景色秀麗。 

 

  南澳古道： 

 項目 內容 

1 南澳古道長度 3.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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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澳古道範圍 

南澳古道起於金洋村西北方登山口，山徑步道沿路

經過日據時期的古吊橋與南澳南溪，沿路經過金洋

部落，道路還算通暢便利，山徑步道終點為古道 3

公里處。 

3 南澳古道現況分析 

南澳古道，步道鋪面以泥土及石礫為主，沿路指標

系統明確完整，緊急吊掛點預設置於南澳古道的開

闊處，金洋村及社區發展協會非常認同此計劃的推

廣，目前南澳古道已被編入為國家步道系統，藉此

能湧現至部落觀光人潮。 

4 南澳古道入口 

南澳入口處在省道台 9 線接武塔村過莎韻橋後右

轉，接著進入金洋產業道路，開車至路底，附近有

空間可停放車輛，即可進入南澳古道入口處。 

 
部落相關業者的意見彙整。 
世外桃源城及願景： 

    社區之硬體設備需求為入口意象、指標、停車場、廁所、垃圾場整理。 
文化傳承之社區耆老、達人等人才，建立社區人才資料庫。 
    發展南澳古道之生態導覽解說員培訓工作，輔導在地青年更加認識家鄉以及

提升就業能力。 
    南溪上、中、下游可規劃成溪釣、溯水、自然生態體驗之據點。 
    金洋往神秘湖原有小型產業道路，須拓寬成健行徒步旅遊據點，並開發神秘

湖為假日遊憩小木屋、國民山莊，並請政府規劃該區為原始森林保護景觀旅遊觀

光據點。 
原是原住民保留地，建議鄉公所輔導開發為特種農作物專業觀光區。 
莎韻大橋至金洋產業道路可規劃為觀光產業道路。 

 
 
相關收費機制建立的可行性。 
觀光旅客進入社區，可與免費公車搭配，增加停留社區的時間。 

社區對外窗口之問題，建議可由理事長與協會作為對外橋梁。 

古道之認養亦可由社區來處理維護，由社區共同討論規劃帶動經濟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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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北市烏來區福山村部落說明會與參與能量評估 

 

 總人口數：696 人 

 戶數：197 戶 

 鄰數：6 鄰 

 土地面積：約 160.3138 平方公里 

 
    清朝中葉，泰雅族人從今南投縣仁愛鄉發祥、力行聚落狩獵北上，在此建立

大羅蘭、李茂岸 2 個烏來鄉境內最早的聚落，其後因人口增加，從人乃向南勢溪

下游分遷，里內另開闢卡拉模基、哈盆(民國 年後遷移屯鹿)，馬岸等聚落。光復

後劃定村行政區，改名為福山村。 
    福山村東以阿玉山、紅紫山與宜蘭員山鄉為界；東南以中嶺山、拳頭母山、

棲蘭山、馬望來山與宜蘭縣大同鄉為界；西、西南以塔開山、盧平山、拉拉山、

塔曼山、美奎西莫山與桃園縣復興鄉為界；北以露門山、五重溪、多崖山與信賢

里為界。 
  

地質 

    大體而言，烏來區全境皆屬第三紀亞變質岩地層，依其年代先後又可分為始

新世梵梵統及漸新世平林統，其中梵梵統分布於南勢溪上游及雪山山脈主脊巴博

庫 魯山及紅柴山間，平林統則分佈於區境其他大部分區域。至於其岩系，包括

板岩及沉積岩，間雜有石英質砂石岩。就地質分類上而言，整個烏來區皆屬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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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脈板岩系山塊範圍。 

地形 
    本區全境地形呈現典型幼年期之河谷地形，峽谷、斷崖及瀑布等地理景觀處

處可見。  
河谷 
    南勢溪源頭至哈盆一段、下盆至烏來一段、以及哈盆溪、札孔溪、大羅蘭溪、

加九寮等之河谷地形為縱谷，地形寬闊，兩岸易有河階及氾濫平原。至於南勢溪

哈盆 至福山一段、福山至下盆一段、烏來至忠治一段、以及內洞溪、桶後溪、

阿玉溪等河谷地形為縱谷，地形深狹，兩岸坡度陡峻。  
峽谷斷崖 
    本區境內峽谷地形極多，尤其是烏來至信賢之南勢溪谷，因東岸出露之地層

為硬質頁岩與淤泥岩互層為主之大桶山層，高度可達數百公尺，攬勝橋至烏來瀑

布間一段並有「仙遊峽」之美稱。  
瀑布 
    本區因山高谷深，雨量充沛，因此瀑布甚多，其成因主要是岩層軟硬差異及

落差切立互異所形成，著名的瀑布有烏來瀑布、信賢瀑布、烏紗瀑布、阿玉瀑布、

蘭孔瀑布（五重溪瀑布）、桶 后瀑布等。以上這些均是常流性瀑布，此外暴雨或

颱風過後，山泉急流所形成之臨時性瀑布亦頗多件。  
山峰 
    本區境內山峰平均標高約 1000 公尺，其中標高 2000 公尺以上之山峰有三

座，1000 公尺以上之山峰約二十二座，最高峰為塔曼山，標高為 2130 公尺，亦

為新北市之最高峰。 
河川 
    烏來區水系屬南勢溪流域，南勢溪源於雪山山脈主脊棲蘭山與拳頭母山之間

的的松羅湖，流經哈盆、福山、信賢、烏來、忠治後出烏來區境，於新店區之龜

山與北勢溪交會;以下即稱為新店溪。南勢溪全長 45 公里，流域面積達 331.6 平

方公里，已流域面積計之，其流量為全臺第一。本區境內之哈盆溪、札孔溪、大

羅蘭溪、內洞溪、桶 后溪、加九寮溪等均是南勢溪之支流。 
 

氣候： 

    本區屬亞熱帶季風季候區，冬季行東北季風，潮濕而多雨，而當冬季濕冷氣

流由臺灣東北部海面向西南陸地侵過，所遇到第一屏障即是烏來區之北插天山系

宜蘭縣之太平山系，所以本高山地區時有降雪的現象，夏季盛行的西南氣流，因

受雪山山脈阻隔，對本區影響最小。然而本區全境多山，河谷地形與山坡地形受

太陽輻射增暖所形成的局部對流作用十分旺盛，因此夏日午後常有局部性雷陣

雨。  
 

自然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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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植物方面，烏來境內植生豐盛，不僅有鐵杉林、檜木林、山毛櫸林、樟殼

林和楠木林等，垂直分部的林帶，還有稀有植物，如臺灣原始觀音座蓮、烏來杜

鵑、臺灣三角楓、臺灣吊鍾花等原始性植物，故極具學術及科學教育價值，福山

哈盆地區的自然資源更是豐富，據調查計有脊椎動物 127 種、植物 481 種，因而

有「臺灣的亞馬遜」之稱，省農委會遂於民國七十五年公告設置「哈盆自然保育

區」 、以保護該區之自然景觀與生態。 
    省林業試驗所正式開始籌建福山植物園，範圍包括烏來區與員山鄉交界處，

即哈盆流域附近林地，總面積達 1097.9 公頃，該植物園劃分為水源保護區，自然

保留區及植物園區等部分。 
 

福山部落產業特色分析： 

部落 項目 內容 

福
山
部
落
產
業
特
色
分
析 

一級產業 
金針花、刺蔥、絲瓜、山胡椒、竹筍等農作物，其中以

竹筍最有特色。 

二級產業 多半是原住民手工藝品，其他加工產業較少。 

三級產業 

部落有福山渡假會館、迷你谷渡假民宿、山水妍旅館、

烏來情人溫泉民宿、烏來龍門溫泉民宿、伊殿園溫泉美

地溫泉旅宿、雲景溫泉渡假山莊、伊豆溫泉民宿、51 溫

泉會館、大羅蘭民宿、烏來明月溫泉會館等民宿業者經

營。 

未
來
願
景 

1.村落願意與區公所合作，共同推動社區觀光產業，提升居民生活品質。 

2.對於哈盆越嶺古道，部落居民非常有信心，未來能成為國家級步道。 

3.部落居民非常期盼未來區公所能規劃課程，輔導部落媽媽開業考照，並

成立部落風味餐廳，增加在地就業機會。 

 
哈盆越嶺古道： 

    哈盆越嶺古道－全長 18 公里，日據時期是跑馬馳騁的巡防道及義勇路，可

經雙連埤至宜蘭縣員山鄉、礁溪鄉，或經中嶺山至宜蘭大同鄉南勢溪段沿途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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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原始闊葉林，為臺灣北部少有的特殊的動植物生態景觀，被譽為「台灣的亞馬

遜」。 
 

哈盆越嶺古道： 

 項目 內容 

1 哈盆越嶺古道長度 17.4 公里 

2 哈盆越嶺古道範圍 

哈盆越嶺古道可由宜蘭縣大同鄉省道 7 號接到崙

埤部落，接著進入崙埤產業道路，再來步行進入中

嶺警備道路，過了中嶺山緊接哈盆越嶺古道，一路

沿著南勢溪行走，會經過哈盆自然保留區，最後從

福山部落出來 

3 
哈盆越嶺古道 

現況分析 

哈盆越嶺古道沿路線在 1.5K 及 4K 的地段，均有

嚴重的邊坡崩塌現像，7K 的舊吊橋已毀壞很久

了，故通行人需涉水過溪，較為危險。 

4 哈盆越嶺古道入口 哈盆越嶺古道對外有兩個入口： 

1.福山入口，在福山村北 107 公路 17K 處插路左轉

過福山一號橋，再往哈盆產業道路開 2 公里，就

能到達哈盆越嶺古道入口處，入口旁有空間可停

放車輛。 

2.崙埤入口，在過崙埤橋左轉進入崙埤產業道路

後，路會越來越顛坡不平穩，故建議越野車較

佳，開車至底，即可進入中嶺警備道路入口處。 

 
跨部落共同經營方式的可行性評估。 
    哈盆越嶺古道，山徑步道鋪面以普通泥土石頭混合而成，中嶺警備道則需設

置指標意象，至於緊急吊掛可預設置於哈盆露營區，崙埤部落與社區發展協會都

非常支持此計畫推動，希望未來能把中嶺古道的指標性設施設置完畢，整合山徑

跨區發展得經營方式。 
 
部落相關業者的意見彙整。 
未來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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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望透過規劃遊程及生態導覽員導覽，探討遠從南投山域遷徙至烏來的泰雅

族人，來到烏來福山部落的古與今，歷史的足跡留下今日古道的身影，同時也是

烏來與鄰近宜蘭、桃園地區往來姻親道。自然生態與原民文化透過導覽人員的講

述，並透過森林交響樂.森林遊蹤的有趣學習方式，讓遊客能身歷其境的凝聽一篇

篇歷史與大自然交會的樂章。 

 

 
三、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清泉部落說明會與參與能量評估 

 

 
 

人口總計：1812 人 

 戶數：662 戶 

 鄰數：20 鄰 

五峰鄉位於雪山山脈的西緣，山巒起伏綿延，因境內有五指山屹立雲霄，遠 眺
形如五指而得名，是一個以泰雅族、賽夏族及少部分客家民族為主要居民的原住

民鄉，鄉境有面積廣闊的森林、滔滔不絕的清泉和溪流，風景秀麗是一個富庶祥

和的好地方。 
境內的「清泉溫泉」舊名「井上溫泉」，在日據時代就相當著名。「五峰」一名通

常被認定為因五指山（五峰山）（海拔 1062 米）而得名。 兩年一度的原住民賽

夏族矮靈祭場亦在五峰鄉境內 ，每每吸引中外無數的旅客湧入部落。 
五峰鄉原住民大部份以農林為業，以果樹為主，佔 30％，其次是特殊作物，佔 10
％。栽種香菇為農林主要副業。普通作物以甘藷、實用玉蜀黍為主；蔬菜以蘿 蔔、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B3%89%E6%BA%AB%E6%B3%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97%A5%E6%B2%BB%E6%99%82%E6%9C%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6%8C%87%E5%B1%B1_(%E6%96%B0%E7%AB%B9%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F%AE%E9%9D%88%E7%A5%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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蔥、甘藍、大芥菜、蕃茄、甜椒、苦瓜為主；水果方面，則有李、桃、柿、梨。

其中樹豆則是本鄉原住民傳統糧食特產。於配合政府涵養水源從事全民造林運動 
及休耕。 
    近年來本鄉山坡地海拔 1000 公尺以上之高地在白蘭、石鹿、羅山、等地區

種植新世紀梨、水蜜桃、彌猴桃、以及好彩頭、甜椒、蕃 茄，等蔬菜。對於農

村經濟幫 助很大，今後產銷將力求合理經濟，提高經濟效益。果樹為本鄉的重

要農作物，五峰鄉以桃為主，甜柿、梨次之，佔 30％，在縣府強力促銷下，近年

來水蜜桃已成 為新的明星特產，逐漸有取代梨的趨勢，並結合觀光發展，成為

原住民新的經濟動力。 
 

清泉部落產業特色分析： 

部落 項目 內容 

清
泉
部
落
產
業
特
色
分
析 

一級產業 
香菇、18 萊小米酒、高冷蔬菜、甜柿、桂竹筍、月桃、

水蜜桃、小米、鱒魚等產業，主要以高冷蔬菜最具特色。 

二級產業 
甜柿餅、金線蓮、香菇、乾貨等加工食品，目前都已有

販售。 

三級產業 

部落有三毛故居、清泉溫泉民宿、白蘭部落民宿、浮雲

衫林民宿、谷尚民宿、秋園民宿、雪霸休閒農場、櫻之

林休閒農場、巴棍休閒農場等民宿業者經營。 

未
來
願
景 

1.五峰鄉觀光產業資源豐富、古道步道資源豐富，希望能整合並互相搭

配，加強部落觀光能量。 

2.希望五峰鄉之民宿業者與溫泉業者能整合起來，經濟效益將發揮最大效

果。 

3.從白蘭部落的烏嘴山直衝苗栗南庄，是以前泰雅與賽夏之間聯繫的步

道，未來可規劃成為一條特色步道。 

 
五峰鄉造林早於日據時代開始，於光復後政府獎 勵輔導推廣，目前原住民保留

地租地造林竹木面積有 5012.3 公頃，以造植楓樹、杉木、肖楠、櫸木、杜英為  主，

赤楊、樟樹等次之。已造植林木及撫育森林面積達 1,900 公頃，數年來政府不斷

運用獎勵原住民免費配發苗木，實加速加木成效輝煌，是時木材市價穩定致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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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造林興趣很高。可惜近幾年來因經濟不景氣之影響，木材市價一落千丈，林

地處分，往往因目前工資過高，致造成出售竹木生產費高而無利潤，使原住民造

林 意願，普遍低落。對原住民保留宜林地砍伐後仍繼續予以輔導實施復舊造林，

以徹原住民保留地宜林地全面緣化覆蓋目標，並提高林地經濟效益及確保原住民

保留地 森林資源持續生產功效。 

 
    清泉風景特定區是通往大霸尖山的著名風景據點。日據時代以溫泉聞名，四

周山巒環抱，上坪溪流貫其中，清幽雅緻。除了溫泉外，優美的吊橋風光亦是清

泉勝景之一；風景區內，共有四條吊橋，橫跨於上坪溪上，長度都超過 100 公尺，

橋下溪水清澈，遠山青翠，入冬後，青山夾雜著閃亮亮的黃葉和紅艷的聖誕紅，

景色優美，是五峰鄉境內現存最古老及最完好的吊橋。此外，風景區內有清泉步

道、桃山步道、瀑布、原住民文物等勝景，宛如世外桃源，走訪於此，可享受泡

湯兼攬景，是假日休閒的熱門去處。在山區變化無常的天候，走近清泉部落的老

吊橋，使人感受到這條跨越山麓之間的吊橋，像是山神手中玩賞的精巧藝品，沉

靜的橫躺在山坳霞喀羅溪間，隨人來回走動；在吊橋上欣賞部落不時變化的風景，

最美、最真、最好。 
    清泉部落的吊橋中，就屬三毛鍾愛的「清泉二號吊橋」最為著名，且受到遊

客矚目；未過世前的作家三毛，經常從清泉天主堂散步到霞喀羅溪上方的吊橋賞

景。 
 

霞喀羅古道： 

 項目 內容 

1 霞喀羅古道長度 23 公里 

2 霞喀羅古道範圍 
從白石吊橋以西的清泉段約 13 公里，以東的養老

段約 10 公里。 

3 霞喀羅古道現況分析 

霞喀羅古道為國家步道系統，指標系統已建置完

整，讓遊客能清楚知道方向及位置。 

霞喀羅古道目前較嚴重崩塌的地方已持續在整建

維護，沿路行走通路需保持適當距離，避免碎小石

礫滑落傷及同伴。 

4 霞喀羅古道入口 

霞喀羅古道入口有兩處： 

1.石鹿入口處，走竹 122 線道於清泉部落轉入石鹿

產業道路，路況越來越狹窄，會車應小心，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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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到路底，就可進入霞喀羅古道入口。 

2.養老入口處，走竹 120 線道從養老部落接到產業

道路，路況越來越狹窄，開車開到路底，需下車

步行約 1 公里的路程，即可進入霞喀羅古道入口

處。 

產業道路路面不平穩、不寬敞，車輛需小心會車、

停車，石鹿入口處，停車空間有限，故停車數量受

到限制，所以部落居民建議推行公車轉運站得遊客

接駁系統建置，這樣可以大幅提升遊客的流動性。 

居景色，為促進地方觀光產業發展、帶動人文休閒風氣，應保存少帥張學良將軍事

蹟，協助推廣五峰原住民的特產，協助推廣原住民的特產。水蜜桃不僅是原住民主

要經濟作物，也是台灣內銷、甚至外銷的產品，他希望未來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

台灣的水蜜桃能賣得比日本的還好。也希望五峰鄉的水蜜桃明年產值更高。 

觀業推動，結合五峰特有的風土民情、觀光資源，整合觀霧、霞喀羅步道、大霸尖

山、三毛故居等，讓清泉溫泉風景特定區風華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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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竹縣尖石鄉秀巒村部落說明會與參與能量評估 
 
 戶數：499 戶 

 鄰數：13 鄰 

 人口總計：1542 人 

  尖石岩─尖石岩為尖石的地標，從內灣上行經鄉公所東北約四百公

尺處，有一座尖石岩矗立於那羅、嘉樂兩溪流之中，巨石上端有一科百

齡松柏長年青翠，型態雄偉、氣魄萬千，雖久經風霜烈日暴雨侵蝕，依

然矗立如故，象徵泰雅族勇敢忠義、不屈不撓，愈挫愈奮之精神，尖石

因此而得名。該石長 35 公尺、寬 20 公尺，成為本鄉巍峨的一座天然屏

障。相傳這塊尖石已逾萬年，岩下溪水潺潺，溪中大石累累唯此岩獨秀

屹立。 

 錦屏大橋─到尖石玩的人，相信絕對不會錯過錦屏大橋，橋面高達

二百五十公尺，全長 120 公尺、寬 12 公尺，橋樑外貌宏偉栱型造型的鋼

架橋，橋面上的欄杆還有一百四十四幅雕塑，內容與原住民食衣住行的

文化有關，深具泰雅族的歷史傳統，再往前位於錦屏村部落的入口處，

懸崖峭壁地形險要，在峭壁上建造一座泰雅勇士的雕像，手握長茅出征

狩獵，凸顯原住民風格，由於矗立再至高點一眼望去相當宏偉。 

 青蛙石─青蛙石面朝著山頭蹲踞於溪谷中，有一雙突出的大眼睛。

傳說昔日一隻大青蛙為追食一雙大蚊蠅而至此處，蠅飛到山頭而青蛙為

陡峭的山壁所阻，無法穿越山頭，只得對著山頭望穿秋水，經數百年後

終物化為一巨石。 

 宇老景觀台─位於海拔 1450 公尺高的宇老，是尖石鄉前、後山地區

的分界；在宇老派出所的兩側築有景觀台，可分別盡覽前後山的景緻，

向東可俯視深峻谷底的玉峰村及遠處峰巒高聳的後山群峰；往西，腳下

是前山平緩開闢的那羅溪谷。天氣晴朗的夜晚更是觀賞夜景的絕佳地點。 

 秀巒軍艦岩─在秀巒附近的白石溪〈薩克亞金溪〉附近，溪谷中有

一座巨石岩，有如一艘軍艦準備揚帆出發，因而被命名為「軍艦」。巨石

下的溪流相傳是「苦花」的故鄉，苦花性喜清澈的泉水，一但水質出現

污染，就不能生存，由此可見山區的溪流水質清新與乾淨，軍艦岩對岸

不遠處即為秀巒溫泉，秀巒溫泉是在白石溪及那羅溪交會處附近，是ㄧ

個自然湧出的溫泉，位置就在國小後方的河床邊，但是水量不多，而且

也不夠穩定，所以到那邊大多玩水或是泡泡腳，雖然如此，感覺也是很

棒的。秀巒附近有一個知名的風景景點，即是其外環道網白石方向的楓

葉景觀，滿山滿谷的楓葉，讓人心曠神怡。擁有越野車及高山嚮導證的

人還可以辦理甲種入山證，到白石走一趟，那邊的楓紅落葉以及白石古

道，才真的叫人心醉。 

 鎮西堡神木群─鎮西堡神木群是全台灣最大的檜木原始林，面積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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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平方公里；進入神木區，一棵棵高大的紅檜沿途矗然而立，由於長

期處在潮濕、無干擾的環境，高齡神木的樹表佈滿青苔和蕨類，續行至

約海拔 2375 公尺處，有一毒龍潭其面積不大，因位在原始幽深的森林中，

四周經常雲霧籠罩，充滿著神秘氣氛，由於對外交通不便，參訪民眾需

自備交通工具，並申請甲種入山證。 

 

  秀巒部落產業特色分析： 

部落 項目 內容 

秀
巒
部
落
產
業
特
色
分
析 

一級產業 
香菇、桂竹筍、水蜜桃、水梨、甜柿、高冷蔬菜、山藥、

雪蓮等農作物。 

二級產業 香魚養殖、鹹鱒魚、竹炭都為加工食品。 

三級產業 

祖母民宿、日日春民宿、原舞曲民宿、雅屋民宿、比盧

民宿、柏樂崌民宿、阿道民宿、暫時園溫泉區咖啡民宿、

塔克金溪山莊、得給隆農場、虹橋水蜜桃生態休閒農場

等部落民宿。 

未
來
願
景 

1.部落耆老及手工技藝達人需建置人才資料庫，以便未來規劃整合。 

2.清泉部落至登山入口知道路窄小，交通較不方便，建議鄉公所提出接駁

系統，讓登山、觀光客可搭乘，也讓交通運輸順暢。 

3.尖石鄉梧桐山，部落居民希望將來可規劃成山徑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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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庫斯至四季古道： 

 項目 內容 

1 
司馬庫斯至四季古道 

長度 

19.4 公里 

2 
司馬庫斯至四季古道 

範圍 

範圍從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斯部落西南方的登山

入口，沿路經過番跡社山、林道 170 線道、馬惱山、

香本山、四季平台，直至宜蘭縣大同鄉四季部落蔬

果專業區。 

3 
司馬庫斯至四季古道現

況分析 

司馬庫斯至四季古道為較老舊古道，需加強標示牌

設施，山徑以泥土及小石頭鋪面而成，沿路崩塌之

地形為河谷地行地質險峻，因植被少地層裸露嚴

重，有繩索輔助，但需保持安全距離。目前接近四

季部落周邊為族人的狩獵場，故須避免產生遊憩或

傳統文化之間產生衝突。 

4 
司馬庫斯至四季古道入

口 

司馬庫斯至四季古道入口有兩處： 

1.司馬庫斯入口處，車輛行駛至司馬庫斯停車場步

行約 1 公里左右，就可以進入司馬庫斯至四季古

道的入口。 

2.四季入口處，車輛行駛省道台 7 線，開往前至四

季平台右轉進入平台農路，直至農路底後，步行

約 500 公尺就到古道入口。 

 
  



112 

 

五、宜蘭縣大同鄉公所崙埤部落、南山部落說明會與參與能量評估 
 
 

崙埤部落產業特色分析： 

部落 項目 內容 

崙
埤
部
落
產
業
特
色
分
析 

一級產業 
小米、椴木香菇、高冷蔬菜、生薑等農作物，主要以小米農作物為部

落農產特色。 

二級產業 
主要以原住民手工藝產品為主，目前部落有原住民工坊，員工都為部

落媽媽們為主。 

三級產業 
部落民宿產業發達，如部落山莊民宿、牡庫‧夏民宿、香林茶園民宿、

山泉之戀民宿、森情休閒民宿、娃夏民宿等，。 

未
來
願
景 

1.希望未來可具體規劃課程，輔導部落媽媽考照開業，成立部落風味餐廳，加強部落

能量。 

2.部落居民願意與區公所配合，共同推動社區觀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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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部落產業特色分析： 

部落 項目 內容 

南
山
部
落
產
業
特
色
分
析 

一級產業 
椴木香菇、高冷蔬菜(大白菜、高麗菜)、生薑等農作物，主要以高冷

蔬菜農作物為部落農產特色。 

二級產業 
主要以原住民手工藝產品為主，目前部落有原住民工坊，員工都為

部落媽媽們為主。 

三級產業 部落民宿產業者、餐飲業者較少，仍然持續發展中。 

未
來
願
景 

1.目前南山社區發展協會正在推廣深度旅遊，帶領遊客體驗檜木生態園區之旅，促進

部落青年就業機會，讓遊客品嘗部落特色。 

2.南山村是中橫開闢宜蘭支線之重要據點，尚還保留當實的歷史文物，可透過整建規

劃，帶動觀光人潮，成為部落未來觀光能量。 

3.泰雅生活館可推廣泰雅文化歷史、自然生態等，以達到泰雅民族文化之效益。 

4.希望鄉公所能安排導覽解說及培訓人才之相關課程，栽培在地青年就業能力，增加

返鄉青年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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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檜木林步道： 

 項目 內容 

1 南山檜木林步道長度 6 公里 

2 南山檜木林步道範圍 

以宜蘭縣大同鄉省道 7 號接到南山村，再接著進入米羅產業道

路，再來以步行方式進入南山檜木林步道裡，出口為可法橋。 

南山檜木林步道交通還算是便利通暢，建議朝向車輛控管或推

行公車轉運站接駁模式，以解決車輛停車位不足或堵塞之情

形。 

3 
南山檜木林步道 

現況分析 

南山檜木林步道目前無斷路或嚴重崩塌之情形，步道主要由泥

土及石頭鋪成的，目前南山檜木林步道之路標系統，多由山友

幫忙設置，輔助設施尚未建設，未來可規劃一系列的指標系統

及輔助安全設施來提升遊客行走步道之安全性。 

4 南山檜木林步道入口 
以宜蘭縣大同鄉台 7 甲經四季平台到美優溪，接著右轉進入米

羅產業道路，抵達入南山檜木林步道入口。 

 
3.部落相關業者的意見彙整。 
建議大同鄉公所安排南山檜木林步道生態導覽解說員訓練課程，讓部落青年提升

專業導覽能力及就業機會，並且利用在地特色，加強部經濟基礎。 

南山檜木林步道之指標系統建置。 

建議在南山檜木林步道上，設置避難場所或直升機垂降點或吊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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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桃園縣復興鄉巴陵村部落說明會與參與能量評估 

 

 

巴陵部落產業特色分析： 

部落 項目 內容 

巴
陵
部
落
產
業
特
色
分
析 

一級產業 
香菇、綠竹筍、水蜜桃、桂竹筍、高山茶、香辣醃鱒、甜柿等高經

濟農作物，其中部落主要以水蜜桃為主要經濟作物來源。 

二級產業 
部落居民以手工藝品為主，部落設有原住民工作坊，主要由部落媽

媽們組成。 

三級產業 

侑德園、匹歐匹渡假旅館、拉拉山瑞士農園民宿、巴陵大旅社、彩

峰居、三好莊園、琴莊 景觀渡假山莊、福緣山莊、古道山莊、達

觀山莊、雲莊渡假山莊、富憶渡假農莊、觀雲景觀農莊 

、桃花源農莊、達觀渡假農場、拉拉山沄峰休閒農場、拉拉山佳儂

景觀果園農場、谷點咖啡、北橫貫下巴陵溫泉餐廳、留雲軒國畫藝

術工坊 

等部落民宿、餐廳、農場、工坊等。 

未
來
願
景 

1.每年人口外流嚴重，人口逐漸減少，慎怕流出人口都是泰雅族人，使原住民人口比

例減少，故希望能讓泰雅族文化帶動部落經濟，讓青年返鄉就業。 

2.復興鄉公所應定期操演村民疏散避難收容演練，提高大家緊急應變能力，近年來已

陸續開始宣導保留地復育及保育防災概念。 

3.未來可規劃從長興至阿姆坪或枕頭山的山徑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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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陵至松羅古道： 

 項目 內容 

1 巴陵至松羅古道長度 17 公里 

2 巴陵至松羅古道範圍 
巴陵至松羅古道，起於桃園縣復興鄉巴陵部落東北方的羅塔曼

山登山入口，山徑終點於宜蘭縣大同鄉松羅部落。 

3 
巴陵至松羅古道 

現況分析 

沿路步道設有繩索輔助登山客通行，古道目前無障礙及崩塌路

段，古道步道以泥土及小石頭為鋪面，至於標示牌指標系統非

常完整。在巴陵至松羅古道上，有建置緊急垂降點，可預防緊

急事故發生。 

4 巴陵至松羅古道入口 

巴陵至松羅古道入口： 

1.巴陵入口，巴陵部落右轉同心路，開車開到路底，路段為碎

石路段，故需小心，過了瑞士農園招牌後，接著至大型水泥

水塔，下車步行一段路就能到達登山入口。 

2.松羅入口，從台 7 線 100 公里處右轉產業道路，至本覺路沿

著玉蘭茶園休閒農業區就能抵達登山入口，周遭可以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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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苗栗縣泰安鄉錦水村、梅園村部落說明會與參與能量評估 

 

 梅園部落產業特色分析： 

部落 項目 內容 

梅
園
部
落
產
業
特
色
分
析 

一級產業 
香菇、桃李、桂竹筍、梅、甜柿、草莓、高冷蔬菜、生薑等高

經濟農作物，各農產品都頗有好評。 

二級產業 
部落編織手工技藝的部分，如傳統編織、雕刻、皮雕、串珠飾

品等。 

三級產業 部落民宿如都瑪斯民宿、ㄠ嶩民宿、拉夕小築民宿等。 

未
來
願
景 

1.泰安鄉錦水村橫龍山古道可接泰安溫泉，值得開發，部落村民希望鄉公所可

以一同協助規劃，並加入調查及尋找部落耆老、地頭蛇帶路。 

2.梅園村可銜接象鼻古道、北坑溪古道與雪霸國家公園互動，促進觀光產業發

展。 

3.泰安鄉原住民手工技藝、傳統編織、雕刻及串珠的部分，相當成熟，極具傳

統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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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苗栗縣南庄鄉鹿場部落說明會與參與能量評估 

 

  鹿場部落產業特色分析： 

部落 項目 內容 

鹿
場
部
落
產
業
特
色
分
析 

一級產業 
段木香菇、竹筍、甜柿、紅肉梨等農作物，部落原住民主要以一

級產業為主要經濟來源。 

二級產業 
部落居民以手工藝品為主，部落設有原住民工作坊，主要由部落

媽媽們組成。 

三級產業 
吶善瑪固民宿、鹿場山莊、一葉蘭民宿、嗚哇磯山休閒民宿、蘿

拉農場等部落民宿及原住民自營餐廳。 

未
來
願
景 

1.風爐缺古道是可聯絡泰雅跟賽夏部落，從蓬萊村大坪部落至鹿場村，未來可規

劃整建，增加部落觀光能量。 

2.南庄部落為參山國家風景區範圍內，希望能與國家風景區合作規劃部落觀光。 

3.鄉公所希望規劃開闢鹿場神仙谷至石門步道規劃，觀光效益極大，能帶動南庄、

泰雅部落、鹿場、賽夏部落、石壁、石門、神仙谷等，有助部落經濟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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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山古道： 

 項目 內容 

1 加里山古道長度 5.8 公里 

2 加里山古道範圍 

鹿場連嶺古道，山徑起於苗栗縣南庄鄉東南方的鹿場部落加

里山登山入口，山徑的終點於新竹縣五峰鄉石鹿部落，沿路

經過加里山、北坑山、曙光駐在所、雲山部落、根本駐在所

及石鹿部落。 

3 加里山古道現況分析 

加里山古道為部落之間聯絡的步道，分別連結風美、鹿場及

龍山部落。 

加里山泰安段，目前無嚴重崩塌，下至風美溪谷，氣候潮濕，

故石頭長青苔易滑，沿路步道設有簡易輔助繩索。步道以泥

土、石頭鋪面為主，緊急吊掛點預設置於避難小屋旁，泰安

段為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整建指示系統較為完整，目前橫

龍古道至加里山古道目前尚未建置指標系統，須納入未來規

劃。 

4 加里山古道入口 

加里山古道入口處有三個： 

1.鹿場入口，南庄鄉走苗 21 線道，至鹿場由一葉蘭停車場停

車，步行往加里山登山步道口。 

2.蓬萊段登山入口，從苗 62 線道接南庄鄉蓬萊段登山入口。 

3.龍山入口，從苗 62 線道的 11.9K 位置，接往橫龍山產業道

路，入口處附近有車位可以停車，但空間有限。 

古道交通還算便利，但登山入口停車空間有限，故建議推行

公車轉運站的接駁系統，讓遊客們都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讓

交通更加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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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相關收費機制建立的可行性 

    步道遊憩為社區與部落帶來正面的積極效果，可結合其他部門的資源，建立

社區產業、農業轉型與休閒觀光的嘗試，同時也帶動了農場、餐廳、民宿等觀光

事業，這是步道遊憩對社區經濟最重要的含意，也初步達到步道與地方經濟結合

的目標。 

    社區或部落發展步道遊憩之時，有必要在步道規劃前期，就請社區或部落組

織提出認養、停車、接駁、資源維護等計畫，藉以消彌或降低步道遊憩可能衍生

的負面影響。而社區產業的財務透明，步道事務的社區參與，還有各項補助與獲

利的機會，都可能引發爭議。部落裡各種協會林立，甚至對立，或彼此無法合作，

社區的民宿、餐廳有過度的競爭，其中分寸的拿捏，巧妙各有不同。涉及利益的

競爭與分配的問題最為敏感，應予注意。 

    如果未來做成步道收費的決策，可能需要與步道認養制度、步道維護委外辦

理等兩項工作一併考慮其配套。為了減少後續管理維護上的人力、經費負擔，步

道維護委外工作可以讓社區發展協會或地方團體有機會以 OT 的方式進行，也可

以進一步落實與社區共管步道(目前僅為認養)。 

 

建立使用者及受益者的付費機制  

    建議部落的居民，透過生態旅遊導覽系統的建立，連結步道場域、部落生態

解說員、當地居民及業者、外地遊客等，達到雙向付費的機制：  

1.文化資產保存收益：針對使用者每人次進入步道，收取費用，並藉此宣導泰雅

山徑所具有的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2.停車費收益：依據環保概念，車輛進入山林地區收取適當的停車費用。 

3.清潔費收益：山林環境需要持續維護以保資源的永續發展，所以使用者每人次

進入時應收取費用。 

4.導覽解說收益：每梯次遊客均應付費給部落或社區導覽解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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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泰雅山徑修復之部落參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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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泰雅山徑的評估與篩選 

    早期先人因運送生活必需品、狩獵等需求，行走出多處山徑，後來更歷經開

山撫蕃、採伐林木及建設輸電線路等政治、經濟考量，而依地理特性沿著山脊、

山腰或山谷修建出許多古道、警備道至現今之山林步道。各步道的使用及串連多

因自然條件的優勢與限制，而衍生出各自的特質，故首要考量條件上，須依步道

本身的地理環境分佈作為選擇開發或修復的依據。 

 

其他應考慮的評量因子尚有： 

‧步道自然人文資源特色及景觀美質代表性 

‧交通連結關係與可及性 

‧步道可提供遊憩機會 

‧步道現有使用程度 

‧步道安全與使用困難度 

‧生態敏感度與資源遭受衝擊的可能性 

‧與鄰近遊憩系統之串連性 

‧與周邊生活圈、社區、聚落之關聯性 

 

本案的執行範圍涵蓋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宜蘭縣等五大地區，若

要平均分配泰雅山徑的資源，事實上並不可能，也無此必要。因為山徑是由歷史

緣由與地理限制等多項因素造成，本案希望秉持泰雅山徑的歷史重要性、交通易

達性等現實條件下，在部落說明會時即予說明，無法納入本案調查規劃的山徑，

可尋求國家公園、觀光局、林務局、水保局、縣市政府等單位，以另案方式協助。

本案在執行期間盡量邀集相關單位出席，聽取計畫進展與各項成果說明，並積極

尋求公部門的跨域資源參與。 

 

這些基本資料的蒐集，於部落說明會之前由團隊成員先行彙整，並於部落說明會

時再予確認，並持續由團隊成員會同部落人員，進一步擴大深化這些資料之蒐集、

整理與分析。 

山徑觀光能量之串連與激發，是由點—線—面的空間串連概念，將山徑的入口或

意象、部落主要地標地景、部落具特色歷史建物、部落重要景觀軸線、部落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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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特色產業、部落閒置空間等，配合發展目標，提出評估。評估之後，有了整

體發展概念，泰雅山徑的發展目標亦更趨具體化。 

 

泰雅山徑於執行期間進行現地勘查、部落參與，並與團隊專家現地討論，就空間

機能、使用需求、山徑長度、設計材質、施工方法、後續維護管理方式等，逐項

進行檢討；透過現地現勘的方式，可以讓調查踏勘過程，讓部落有參與感，將各

項人文史蹟調查的知識與經驗一點一滴地累積在部落人員身上，亦可激發原住民

聚落與文化維護保存之規劃，不僅止於圖面解說，或是紙上作業。 

 

在山徑設施細部規劃方面，藉由現地討論及檢討的實務方式，可進一步搭配基本

設計的圖學能力，例如對比例尺的認知，地圖符號的了解及應用，現場測繪與

GPS 定位資料標示於圖紙上的基本操作，還有對於各項景觀材料的認識與各項工

法的了解，基本的施工圖說閱讀等，都能讓部落更加了解計畫的可行性。 

在觀光生態旅遊動線規劃與交通動線沿線地景改造規劃方面，對於空間動線有了

整體的認識，可以讓部落了解泰雅山徑與聯外道路之關連性，再經專家團隊的參

與協助，更能落實部落管理及安全維護機制，進而擴及環境生態營造的規劃。 

 

（1）整建步道過程以原有路線、土徑步道為主，以生態工法、自然材料為原

則，並兼顧步道之排水性、適地適材等前提。 

（2）除步道路體實質整建外，適時適地配合整理營造可視景觀，充實緊急救

難醫療等設備，以備不時之需，並加強步道沿線環境及設施安全。同時於步道

接合景觀道路、林道之適當地點，設置符合環境條件之公共、服務周邊設施。 

（3）完善的向度系統：泰雅山徑需有完整規劃考量，包含以步道為系統主軸，

生活圈與轉運站為步道訊息與相關服務的樞紐，連結動線與接近道路為連絡管

道之五大向度。 

（4）適切的部落管理及安全維護機制規劃：目前地區性步道建設常為地方爭

取建設經費之管道，導致多數步道出現過度建設但缺乏後續維護管理之狀況。

本案對泰雅山徑的不同資源潛力與限制條件，建議不同強度之管理機制，發展

多元型態之旅遊活動，強化民眾接近山林的可及性，滿足不同的休閒與安全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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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道評估與篩選 

 

依據觀光遊憩資源潛力調查評估架構，步道之評估因子包括：自然資源條件：動

植物景觀、水體景觀、地形地質，人文資源條件：人文景觀、資源使用特性，現

有設施條件：解說資源、住宿餐飲、公共設施、據點可及性、經營管理、地形地

質等。 

 

觀光遊憩資源潛力調查評估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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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上述之理念整併成評估標準表，分為資源特性與發展條件兩大部份，資源特

性包括原始性、難易度、觀賞性、變化性、歷史性等，發展條件包括景觀品質、

適宜活動種類、可及性、容納性、使用限制等，各依評估等級給與級數差的評估

值。 

 

評估標準表 

 

將泰雅山徑的 10 條步道，依此評估標準表，得出評估總分，藉以篩選出適合發

展的步道，計有南澳古道(46 分)、南山檜木林步道(42 分)、哈盆越嶺古道(44 分)，

在總分 40 分以下者不予考慮。 

霞喀羅國家步道(48 分)因已有特定的管理權屬單位，且維護良好，不需另求其他

管理機關維護建設。至於埤亞南越古道為本研究增列，經評估總分達 44 分，亦

列為泰雅山徑規劃建設之對象。 

 
 

      評分項目 

 

 

  步道名稱 

 

原

始

性 

難

易

度 

觀

賞

性 

變

化

性 

歷

史

性 

景

觀

品

質 

適

宜

活

動

種

類 

可

及

性 

容

納

量 

使

用

限

制 

總

分 

適合

發展 

南澳古道 8 4 4 4 8 4 4 2 4 4 46 V 

南山檜木林步道 4 4 4 4 4 8 4 2 4 4 42 V 

排骨溪狩獵溫泉山徑 8 1 4 2 2 2 1 1 1 1 23  

東岳蛇山狩獵山徑 8 1 4 2 2 2 1 2 1 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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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喀羅國家步道 4 2 4 8 8 8 4 2 4 4 48  

加里山古道 4 1 4 8 2 4 2 2 2 2 31  

哈盆越嶺古道 8 2 4 4 4 8 4 4 4 2 44 V 

福巴越嶺古道 8 1 4 4 4 4 2 2 2 2 33  

巴陵到松羅山徑 8 1 4 4 4 4 2 1 2 2 32  

司馬庫斯至四季古道 8 1 4 4 4 4 1 4 2 2 34  

埤亞南古道 8 4 4 4 8 4 2 4 4 2 44 V 

 

 

二、步道分級 

依據林務局全國步道系統，步道可分為五級：第一級步道、第二級步道、第三級

步道、第四級步道、第五級步道，依其定義、步道區位、時間、裝備、對象、困

難度等差異，泰雅山徑的南澳古道為第一級步道，南山檜木林步道為第二級步道，

埤亞南越古道與哈盆越嶺古道為第三級步道。 

 

 第一級步道 第二級步道 第三級步道 第四級步道 第五級步道 

定義 為容易到達之

開放性步道，

坡度較平緩，

且設施完善，

路 面 平 整 易

行，約半天至

一天內即可完

成。 

為容易到達之

開放性步道，

坡度稍陡，或

有少數困難路

段，但設施完

善 ， 路 面 平

整，約一天內

可完成。 

部分路段路況

較差，坡度較

陡，但基本設

施完善。路程

為 一 天 或 以

上。 

部分路段路況

較差，坡度較

陡，但基本設

施完善。路程

為一天或一至

三天。 

位於高海拔（約

3,000 公 尺 以

上）山區，步道

路況不佳，也較

原始，有許多困

難 及 危 險 路

段，坡度陡，氣

候變化大。路程

需 約 三 天 以

上，需有專業領

隊帶領。聯外交

通不便。 

步道區

位 

海拔約 1,000

公尺上下 

海拔約 1,000

～2,000 公尺 

海拔約 2,000

～3,000 公尺 

海拔約 2,000

～3,000 公尺 

海拔約 3,000 

公尺以上 

時間 約半天至 1 天 1 天以內 1 天或以上 1-3 天 3 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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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 輕裝（帶水或

少許糧食） 

輕裝（帶水與

適 量 糧 食 即

可） 

輕裝（帶水與

適 量 糧 食 即

可） 

登山裝備需俱

全 

登山裝備需俱

全 

對象 一般大眾 體力稍佳者 登山裝備需俱

全 

體力佳並具野

外求生能力者 

已受訓登山者 

困難度 低 低-中 中 中-高 高 

泰雅山

徑 

南澳古道 南山檜木林步

道 

埤亞南越古道 

哈盆越嶺古道 

  

http://recreation.forest.gov.tw/RT/RT_1_5.aspx 

再依台北市親山步道分級，步道可分為：休閒級、健腳級、山友級，依其路線特

性、步道坡度、路面狀況、服務對象等差異，泰雅山徑的南澳古道為休閒級步道，

南山檜木林步道為健腳級步道，埤亞南越古道與哈盆越嶺古道為山友級步道。 

 

三、泰雅山徑選定 

2013.9.16 經建會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建議本案依 99 年度「泰雅山徑休閒

觀光帶連結推動計畫」成果，慎選 1~2 條具執行效益之山徑，進行分析。  

本案最後選定： 

1.南澳古道 

2.南山檜木林步道 

進行實質工程規劃，並與地方溝通協調，且與相關部門協商，以利爭取建設經費

補助，發展自行營運維護等相關工作。初步規劃相關建設經費如章節所述，如能

獲得部會認同後續補助後，則可正式成為泰雅山徑示範步道。  

下列二條山徑： 

3.哈盆越嶺古道  

4.埤亞南越古道  

亦需獲得部會認同後續補助之後再納入，方能銜接後續調查與規劃工作。 

  

http://recreation.forest.gov.tw/RT/RT_1_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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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生態旅遊機制與產業連結之部落參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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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國外原住民族地區生態旅遊機制之案例 

 

國外社區發展生態旅遊案例— 

 

秘魯茵菲諾部落(Infierno)亞馬遜生態旅館(Posada Amazona) 

 

亞馬遜生態旅館(Posada Amazona)位於南美洲秘魯的馬德里迪歐斯(Madre de Dios)

地區，亞馬遜河上游的支流坦波帕塔河(Tambopata River)沿岸，秘魯境內茵菲諾

(Infierno)部落，設有 30 間具有當地特色的木造小屋。 

要前往亞馬遜生態旅館，必須先前往秘魯首都利馬或庫司科，轉乘國內線航空或

經陸路前往馬德里迪歐斯地區的城鎮馬爾多那多（Puerdo Maldonado），這個城鎮

位於馬德里迪歐斯河和支流坦波帕塔河的交會處。從馬爾多那多搭乘船隻約 45

分鐘可以抵達。 

 

生態旅遊資源: 

馬德里迪歐斯河屬於亞馬遜河流域，具有豐富的熱帶雨林生態，在坦波帕塔地區

可以見到的特殊物種包括猴子，例如：松鼠猴（Squirrel Monkey）、棕捲尾猴（Brown 

Capuchin Monkeys）、紅面吼猴（Red Howler Monkey）、棕鬚檉柳猴（Saddle Backed 

Tamarins）、暗黑伶猴（Dusky Titi Monkey）。在附近的特列斯擎巴達斯(Tres 

Chimbadas)牛軛湖有瀕臨絕種的巨獺（Giant River Otter），可以在搭建的冠層塔中，

輕鬆賞各種鸚鵡。 

當地的原住民文化，可藉由參觀那沛原住民植物中心（Ñape Ethno-botanical Center）

瞭解當地原住民如何利用植物和草藥，在亞馬遜民宿中亦設有販賣當地原住民手

工作品。遊程中不直接進入部落，維持部落生活不被遊客打擾。 

遊程: 

入住亞馬遜生態旅館必須至少住宿兩晚，一般套裝行程從 3 天 2 夜到 5 天 4 夜，

特殊行程包含：附專業鳥導的賞鳥行程，為有青少年的家庭安排的行程規劃。 

5 天 4 夜行程內容包含：第 1 天由馬爾多那多搭船前往，中途會附上午餐盒和當

地的香蕉乾、巴西堅果小點心，抵達生態旅館後放行李，聆聽住宿的注意及安全

事項，前往 30 公尺高的冠層塔欣賞樹冠層鳥類生態；晚餐後有工作人員跟大家

介紹茵菲諾部落發展生態旅遊的計畫。 

第 2 日用完早餐後，到特列斯擎巴達斯(Tres Chimbadas)牛軛湖尋找巨獺、鱷魚、

麝雉。午餐後到步道認識當地原住民草藥，晚餐後可以進行夜間觀察，多種青蛙

是夜間的主角。 

第 3 日早上先前往欣賞多種金剛鸚鵡啄食黏土景觀，用完早餐後進行 2 小時的健

行，探訪最大的木棉樹，沿途介紹雨林的生物多樣性。下午到部落農場欣賞各式

栽種雨林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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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日前往巴西堅果農場，這是目前雨林農業中具有永續發展能力的產業，從採

收到烘乾包裝皆可在農場完成。下午健走從高處欣賞坦波帕塔河風光。第 5 日搭

船回到馬爾多那多，結束 5 日行程。 

  

生態旅遊發展過程: 

茵菲諾部落為南美洲的原住民 Ese´eja 族、安地斯民族與移民者共同組成。在 1980

年代，秘魯政府成立坦波帕塔國家自然保護區時，誤將他們的部分傳統領域劃分

到保護區範圍，經過部落族人與其他非營利組織協助抗爭，秘魯政府同意歸還，

但必須同意此區域為部落保護區，禁止漁獵、農耕行為，因此在 1987 年時成立

茵菲諾部落自治的保護區，約佔部落領域 30%。 

1989 年，雨林探險公司(Rainforest Expeditions)的創辦人愛德華(Eduardo Nycander) 

在坦波帕塔河雨林買了一塊地，保護不受當地雨林濫伐的威脅，其中包含金剛鸚

鵡每日食用所需的黏土層，他和另外一位創辦人克爾特(Kurt Holle)在此建立了坦

波帕塔研究中心，希望透過私人的保護區進行金剛鸚鵡的研究與保育，並透過引

進生態旅遊遊客募集運作經費。但從馬爾多那多前往研究中心長達 8 小時，必須

讓遊客在船上過夜、河邊露營或住宿沿途小木屋，當時有茵菲諾部落族人在坦波

帕塔研究中心工作，因此產生公司與部落間合作的契機。 

直到 1995 年茵菲諾部落領袖有了營造生態旅館的想法，雨林探險公司、國際保

育(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當地辦公室與部落成員，多次以共識會議以及家戶訪

問的方式討論。在 1996 年時簽訂長達 20 年的合約，由雨林探險公司負責融資、

建造亞馬遜生態旅館，營收利潤 60%歸部落，40%歸雨林探險公司，契約期間合

作對象僅限雨林探險公司，在 20 年後旅館所有權歸於部落，部落可選擇繼續合

作、自行經營或尋找其他合作者，旅館將會建造於部落保護區，部落亦承諾持續

限制保護區內開採行為。 

生態旅館的建造儘量不砍伐原生林，每間小屋只有三面牆，一面開放正對雨林，

讓遊客能和雨林近距離接觸。自 1998 年 4 月開幕之後，現在已經成為一年超過

7000 名旅客的知名生態旅館。雨林探險公司有此成功的合作案例後，陸續又和其

他部落合作成立生態旅館。 

建造的資金來自「秘魯-加拿大基金」共美金 35 萬元的援助，包含小屋建造與基

礎訓練，訓練包含生態旅遊嚮導、船夫、廚師、服務人員或巡守員，其中 11 萬

美金是用借款的方式，因此最初經營的利潤都用於還款，到第 4 年開始部落才開

始分得少數利潤，到 2006 年累積已有 50 萬美金，而這些利潤，經過茵菲諾部落

內部協調獲得共識，將每年收益的 20-25%投注改善部落的基礎公共建設與教育，

包含乾淨的飲用水、中學、電腦設備、社會福利、對外連結道路等，其餘的收益

則均分給部落中 115 個家庭。雨林探險公司在每年皆持續進行訓練，並讓亞馬遜

民宿中員工工作輪調，讓每位員工都能學習不同領域的工作內容。 

生態旅遊的操作需要大量學術相關研究，雨林探險公司也與法蘭克福動物學協會

(Frankfurt Zoological Society)、幾所美國大學和國際保育合作研究水獺行為、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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鸚鵡等。並和國際保育合作進行野生動物監測計畫，研究生態旅遊和狩獵對當地

生物的影響，從 2005 年起，部落成員皆獨立操作野生動物監測並提供資訊給國

際保育。另外，社區型的生態旅遊也成為學術研究主題之一，研究者將亞馬遜生

態旅館與玻利維亞查拉瀾生態旅館及相關社區類似的案例加以比較，並互相參觀

交流。這些研究結果的學術發表，也推動了更多人來此地參與生態旅遊。 

部落是透過管理委員會統籌生態旅遊發展事務，由部落居民選出 10 位代表，每

個月在亞馬遜生態旅館與雨林探險公司針對旅館經營及生態旅遊業務進行會議

討論。當旅遊業在部落產業的重要性增高時，管理委員會在部落的地位也逐漸升

高，委員會成員透過每個月的會議，學習到商業管理和其他新知，也對部落帶來

影響力。當雨林探險公司在 2005 年在他處成立生態旅館時，管理委員會直接爭

取修改當年合約中雨林探險公司獨賣行程部分，雨林探險公司同意修改合約，並

建議部落先討論出旅遊計畫及部落領土使用計畫共識。 

雖然生態旅遊的確為部落帶來好處，但仍有許多發展上的隱憂。部落中大多數居

民仍維持傳統農業，並對於學習旅遊服務業和複雜的生物監測沒有興趣，違規捕

獵帶來的短期利益對他們來說是增加收入的好機會，因此保育行動仍然面臨危機。

管理委員會雖然為部落所選出的代表，但是在面對重要決策時往往逃避責任，又

將決策權丟回整個社區居民，造成問題無法解決，卻又無人負責。與雨林探險公

司雖已合作多年，但有時仍因缺乏互信問題、費用問題，以及部落間不同族群利

益分配問題等而產生衝突。 

 

國外社區發展生態旅遊案例二 

 

玻利維亞聖荷西(San Jose)社區的查拉瀾生態旅館(Chalalán Ecolodge) 

 

查拉瀾(Chalalán)生態旅館位於在南美洲玻利維亞馬迪迪國家公園(Madidi National 

Park)的中心，屬於亞馬遜河流域。由玻利維亞首都拉巴斯乘坐國內航空飛往魯雷

納巴奎(Rurrenabaque)後，再乘坐獨木舟沿貝尼(Beni)河和圖祺(Tuichi)河前往，搭

船約需 6-8 小時。 

生態旅遊資源: 

查拉瀾生態旅館及周邊的野生動物保護區皆為原始熱帶雨林，具有豐富多樣的生

態系統，可以看到亞馬遜烏龜、水豚、鱷魚、許多品種的猴子，並具有瀕危物種，

包括：角雕（Harpia harpyja），絨毛絲鼠（Chinchilla lanigera），巨獺（Pteronura 

brasiliensis），眼鏡熊（Tremarctos ornatus）。 

遊程 

 

查拉瀾生態旅館共有 6 個傳統建築的小木屋，最多可容納 28 名遊客，有 4 個共

用浴室設施，提供太陽能電力系統的自來水、廚房、酒吧。並搭配有各種天數和

遊程組合的行程可供選擇，列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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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步道導覽：當地導覽人員帶領遊客前往馬迪迪國家公園，25 公里長的步道中可

觀察於森林棲息的當地動物，認識當地原住民運用的植物，以及考古遺址。 

2.夜間觀察：當地導覽人員帶領尋找馬迪迪國家公園夜間色彩繽紛的青蛙，鳥類

和其他動物。 

3.自然觀察：包含賞鳥活動，附近曾調查出沒的鳥類超過 340 種，包括金剛鸚鵡，

巨嘴鳥，蜂鳥。也可進行昆蟲觀察及雨林真菌蕈類觀察。 

4.獨木舟：遊客可以在查拉瀾湖享受划獨木舟的樂趣。 

5.游泳和放鬆：遊客可以在查拉瀾湖游泳，或在岸邊躺在吊床上放鬆，傾聽森林

的呢喃。 

6.當地文化互動：聆聽當地原住民傳說，包含森林動物的傳奇。 

7.生物多樣性遊戲：國際保育和聖荷西社區居民共同設計以馬迪迪國家公園的生

物多樣性為主題的有趣互動遊戲。  

 

生態旅遊發展過程: 

查拉瀾生態旅館為聖荷西社區居民(San José de Uchupiamonas)和國際保育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合作的計畫，在 1992 年一群有遠見的聖荷西社區居民意

識到必須由過去以咖啡、米、花生農業為主的經濟型態轉移，才能留住社區不斷

流失的年輕世代，並且因為距離大城市路途較遠，也讓他們過去以銷售為主的農

業無法與較近都市的其他地區競爭。而此地區的伐木業工資低，且破壞他們賴以

維生的森林。他們尋求國際保育的幫助，國際保育說服玻利維亞政府保育馬迪迪

森林及其周邊地區生態的重要性，推動成立國家公園，並引入生態旅遊作為兼顧

生物多樣性保育與社區發展的方式。終於 1995 年馬迪迪國家公園成立，因為生

態旅遊方案的成功，玻利維亞政府並於 2000 年禁止此地區伐木。 

西元 1995 年，由美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所屬「多邊

投資機構」（Multilateral Investment Fund）提供資金，國際保育提供技術指導，社

區居民以不損及森林永續的方式，收集當地建築材料，並由 70 個社區家庭至少

20 天志願服務的方式，開始建造此生態旅館，並於 1998 年開始營業（這筆資金

另有一部份投入永續農業計畫）。國際保育為能讓這個生態旅館順利交由社區共

有共管，因此委託由兩位推動秘魯和玻利維亞的生態旅遊顧問領導的旅行社「美

洲旅遊」(America Tours) 訓練社區未就業婦女與年輕人工作技能，包含會計、旅

館管理、烹飪、自然資源、銷售等課程，共有 20 位社區成員上了 6 個月的課程。

並實際運用此人力資源於國家公園和生態旅館中，將此地生態旅遊推向國際化。

也協助聯繫首都拉巴斯的旅遊業者推廣此行程。確認社區人力資源足夠且有足夠

自營能力後，國際保育於 2001 年 4 月正式將經營權轉移給社區，聘僱 24 名全職

員工，包含全職廚師、導遊、清潔工和管理工作，社區的農業、手工業也因此受

益，並且利潤的 50％投注到社區的衛生保健、基礎設施、教育等領域，剩餘 50

％分給投資股票的社區家庭。 



133 

 

因為 1995 年馬迪迪國家公園的成立，並透過國家地理雜誌的報導、玻利維亞和

其他地方電視台的採訪，讓查拉瀾生態旅館在 1999 和 2000 年的國際旅展初綻頭

角，國際保育也安排了美國及歐洲的旅遊業者前往考察。原本開始的定價是一天

9 美金，四天行程 115 美金，在 2000 年提升 40%的價格，當年的營業利潤為 2 萬

美元，證明他們把市場對象鎖定為家境小康生態旅遊客的成效。在 2005 年查拉

瀾生態旅館被國家地理雜誌選為世界頂級的 20 個生態旅遊地之一。2008 年得到

赤道獎(Equator Prize)，此獎項兩年頒發一次，鼓勵增進社區永續發展、環境保護、

抗災的解決方案。 

玻利維亞因為國家基礎建設不佳，景點尚不為人所廣知，因此國際遊客相較於鄰

近國家少很多，甚至大家只是把玻利維亞當作是到秘魯的的喀喀湖的過境之路。

而在玻利維亞約有 60-80 個社區型生態旅遊的計畫，實際上許多計畫都因為不吸

引遊客或缺乏妥善管理而失敗。作為玻利維亞社區型生態旅遊成功案例之一的查

拉瀾生態旅館，主要的成功因素有： 

1.社區的自發力強且居民普遍支持，許多社區年輕人因此回鄉受訓。 

2.各組織（輔導組織、贊助組織、社區組織）間密切的伙伴關係。長期有輔導組

織參與非常重要，若只是建立生態小屋和訓練工作人員完後，輔導組織立刻就離

開是不夠的，經常會有無法處理的狀況發生，例如主要工作人員辭職，會計問題、

社會問題、政治角力問題，若有輔導組織持續協助讓這計畫仍然能運作，直到當

地社區確實具備足夠的管理能力和信心，再逐步放手是比較理想的作法。 

3.聘請美洲旅遊業背景的顧問輔導經營，並促進國際遊客前往旅遊。在行銷社區

型生態旅遊上，需要旅遊業者的推廣才能行銷至國際，這是很重要的協助角色。

但過去大多的案例，旅遊業者變成砍價壓榨的狠心商人，而社區型生態旅遊則常

品質難以穩定，所以如何使兩者互相合作且互利是非常重要的。 

4.政府支持：包含成立馬迪迪國家公園、承認原住民土地權利、禁止伐木。雖然

玻利維亞政府並非此計畫最初的參與者，但除了上述作為，並在國際生態旅遊年

（2002 年）後，組織一系列的推廣生態旅遊活動，舉辦全國社區工作坊，也舉辦

720 小時的國家保護區服務培訓。 

  



134 

 

國內社區發展生態旅遊案例— 

 

桃米生態村 

 

(一)、背景介紹 

清道光年間洪雅族先進駐墾植，咸豐後閩粵漢人陸續進入開[墾遂形成聚落。 

早期因魚池五城缺乏米糧，需至埔里購米，挑米經過之坑谷故取名「挑米坑」，

光復後因戶籍普查調整時筆誤改為「桃米坑」；921 震災後積極社區營造，因生

態資源豐富，生態教育極為成功，故取名「桃米生態村」。 

 

桃米生態村旅遊協會位於埔里鎮西南方 5 公里處，是中潭公路(台 21 線)中之一個

村落據點，面積 18 平方公里，海拔介於 420-850 公尺之間，區內 80％丘陵地，少

有開發，所以林相豐富，蘊育多樣性之物種。  

 

(二)、人文資源 

全村 369 戶，人口約 1264 人，主要寺廟有福同宮、祿天台，其他大小寺廟、道場

達 16 座，以道教為主，佛教為輔。學校 2 所(暨南大學、桃源國小)。  

 

(三)、自然資源 

擁有好山、好水的桃米，地勢是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區位，維持相當面積的自然

及低開發地區。具有得天獨厚多釆多姿，複雜而多樣性的森林、河川 、溼地及

農業生態區，野生動植物及原野景觀豐沛。溪流大小共 6 條，溼地有草湳溼地、

田份仔溼地、茅埔坑溼地，可供生態旅遊、教育研究之用。水上瀑布擁有幽美的

景色及豐富的森林資源。 

 

原生植被有水生植物、濱溪植物，天然林次生林各種林木，及近百種的蕨類。蛙

類 23 種、蜻蜓 56 種，鳥類 72 種。這豐富的生態資源，比其他鄉鎮更具優勢，也

是發展生態村的利基點。 

 

(四)、產業概況 

農業以竹荀、筊白筍、菇類、薑、蘿蔔、茶、花卉及金線蓮為主要。民宿有 16

家。餐飲業有 4 家、竹炭 1 家、石雕 1 家、靈芝 1 家。竹荀加工廠 1 家，農場 3

家，馬場 1 家，簡餐 2 家。 

 

而生態旅遊也結合村內導覽解說及產業體各種套裝遊程設計，己漸漸成為社區居

民另一項收入來源之一。 

 

http://puli.okgo.tw/�
http://puli.okgo.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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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米生態村初步調查原生植物約有四百多種，而草湳濕地面積僅約 3 公頃其植物

竟有二百多種，該濕地是本生態村物種最豐富的區域之一。所以認識桃米生態村

的植物，就從草湳濕地開始吧。為了要實踐保育我們社區的植物資源，關懷我們

社區的生態環境，大家必需許下諾言「一定要不斷的學習認識植物，並且做好監

測調查工作，詳細記錄下來，進而加以保護」，我們生態村的物種才不會漸漸減

少。 

 

國內社區發展生態旅遊案例二 

 

水蛙窟社區是個位在龍磐公園跟風吹砂中間的迷你純樸的小部落，裡面僅有 25

戶人家，部落人口數不到 100 人，多半是老人與小孩。一百多年前，因捕撈虱目

魚苗的關係，慢慢的遷居於此，在東北季風來臨不適合出海的時候，在地居民就

開始農作，將周圍的林投灌叢伐除成農地，在二十多年前又轉植牧草，因此演變

為目前遼闊無際的草原生態景觀，這些居民為了守護自己的社區，組成社區巡守

隊，並從事生態旅遊的工作，來到水蛙窟，不只是體驗欣賞美麗的草原景觀，也

可以享受難得的悠閒生活，更是對這些努力守護家鄉的居民們的支持。 

 

【水蛙窟社區_早安日出梅花鹿】 

龍磐公園是墾丁國家公園的特別景觀區，在此可一面欣賞太平洋的壯闊，一面迎

接早晨的第一道曙光，漫步於水蛙窟一望無際的大草原，搭配藍天白雲是攝影的

絕佳場景，早晨是梅花鹿最常出沒的時段，只有在地解說員才能帶領您與動物的

親密接觸。 

 

【水蛙窟社區_日間草原體驗】 

可在龍磐公園欣賞太平洋以及壯觀的高位珊瑚礁，走入水蛙窟的草原，頭頂的藍

天白雲，腳踩著翠綠草地，還可以與梅花鹿來個近距離相遇，讓在地解說員帶著

您，和大自然共同享受親密接觸吧！ 

 

【水蛙窟社區_風吹砂漁撈體驗】 

風吹砂是墾丁的特殊景觀，居高臨下，可以觀賞壯闊的海景以及特有的沙河與沙

丘地形，水蛙窟居民早年賴以維生的漁撈工作，藉由解說員帶您認識人與大海之

間另一種互依互存的關係。並且挑戰人體極限，體驗在沙丘上月球漫步的刺激與

感動！ 

 

【水蛙窟社區_草地星空體驗】 

龍磐公園和水蛙窟社區沒有光害，到了夜晚，往太平洋望去，是點點漁火在海面

上閃爍，抬頭仰望天空，只有滿天星斗對你眨眼，仔細凝望草原，還可以看到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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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鹿炯炯有神的眼睛，除了聆聽星空的故事，也能享受屬於夜晚的蛙鳴交響曲

哦！ 

 

【水蛙窟社區_草地音樂會】 

當水蛙窟社區內年歲頗高的阿公阿嬤遇到一群愛玩音樂的大學生，會擦出什麼樣

的火花呢？這群比海角七號還不搭嘎的人們所組成的草地之星樂團，要用真誠熱

情的歌聲唱出他們的故事，帶您認識不同面向的恆春半島，體驗更多有關水蛙窟

的音樂。 

 

【水蛙窟社區_美仔阿嬤ㄟ厝接待家庭】 

一棟被閒置已久的老房子，透過長期陪伴社區的年輕人給了它新的生命，阿嬤的

家裡有梅花鹿、有青蛙、有草原、還有大海，沒有華麗的裝潢，只有純樸的房舍

與簡單的生活，在水蛙窟享受悠閒的夜晚，讓您忘卻都市的塵囂，體驗鄉下的慢

活。 

 

案例啟示 

國外案例一，可看到部落參與、自行經營的模式，藉由畫設保護區，部落承諾持

續限制保護區內開採行為，社區居民以不損及森林永續的方式，進行社區永續發

展、環境保護的解決方案，可供我們參考。 

 

國外案例二，可看到社區內的向心力強且居民大力支持，部落內年輕人因此留在

家鄉發展，各組織（輔導組織、贊助組織、社區組織）間維持密切的伙伴關係。

長期參與非常重要，輔導組織持續協助讓計畫能順利運作。 

 

國內案例一，可看到生態旅遊結合部落導覽解說，己漸漸成為社區居民另一項收

入來源，並達到保育自然資源的目的。 

 

國內案例二，可看到社區推出不同內容的行程，藉此讓遊客認識自然與人文，充

分運用當地現有資源，值得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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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生態旅遊機制之具體建議 

 

生態旅遊機制與產業連結之規劃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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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泰雅山徑生態旅遊機制必須能滿足交通便捷、可及性高、安全性佳、且活

動類型多元化等需求，步道系統應構成網絡，銜接國家公園、森林遊樂區、風景

區等景觀據點，建構完整的遊憩機會序列。 

（1）正確的環境態度：依據環境現況，針對不良遊憩行為，及步道沿線土壤裸

露等衝擊問題，提出維護管理建議，並建立自然山林之環境倫理、態度、行為，

永續經營山林環境。 

（2）豐富的互動發展：完備步道系統各項軟硬體，提供愉悅、安全且導引清楚

的步行環境後，尚須藉由公眾參與，促進人與人、人與自然之互動，發掘山林的

活力及潛力，規劃生態旅遊機制。 

（3）產業連結之規劃：步道之發展不僅止於硬體建設，更應著重於整體環境品

質之維持、生態保育、產業發展等服務。為提升各步道系統之產業連結，應透過

相關行政部門及在地部落之公私合作，拓展部落產業特色與行銷，確保泰雅山徑

之永續發展。 

（4）增加採集國內、外生態旅遊(如馬來西亞及中國大陸…等)的良好或成功案例，

加以統整及詮釋，以為推動本計畫執行之參佐。 

（5）分析並探討山徑的觀光產業型態，部落如何經營的機制，經營組織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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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銷宣導計畫 

1、以泰雅山徑為主體，向平面、電子媒體推廣步道生態旅遊，並於現有網站上

設置專屬網頁，而且可製作影像，提供給各大媒體與網路撥放，影像記錄

建議可以再後製精細，亦可掛上 Youtube 及 Facebook 行銷，加深大眾對泰

雅山徑的印象。 

2、協調教育局，與相關縣市的各級學校合作，成為學校鄉土教學參觀重點。 

3、協調出版業者，進行專題出版計畫，強化泰雅山徑影響深度。 

4、配合國民旅遊活動，與旅遊業者合作推展套裝遊程。 

5、舉辦研習會、夏令營、泰雅山徑週、系列演講等活動，讓更多人有各種管道

接觸。 

6、可在公共場所張貼海報，並在火車站、轉運站、各大書店等公共廠所放置宣

傳文宣，免費供人索取。 

7、執行單位(原民所)可以舉辦活動以導入遊客(含宣傳、行銷)，也可同時補助一

些資材給部落，及編印初步的摺頁。 

二、建立導覽參訪機制 

泰雅山徑是一具備戶外博物館概念之場域，除了自然資源與人文史蹟外，整

個泰雅山徑的細部紋理也都可以作為參訪體驗資源之一，而要對於泰雅山徑整體

環境作深入的瞭解，導覽規劃則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建議泰雅山徑的推廣應

與專業者合作，進行長期的規劃開發。 

    從永續經營的角度來分析，各項主題動線（如歷史動線、生態動線…等）在

提出的背後，其實都是長時間觀察研究的成果累積，必須仰賴嚴謹調查、研究、

規劃工作的落實，否則，各主題的深度與廣度必然不足，也不足以成為讓民眾再

次走訪的魅力體驗。 

 

生態旅遊行程路線 

     

    根據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國土分組於 2004 年之「生態旅遊白皮書」中，

說明生態旅遊之定義為「一種在自然地區所進行的旅遊形式，強調生態保育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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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並以永續發展為最終目的」，並提出了生態旅遊發展應遵守的八項原則（如

有任何一項答案是否定的，就不算是生態旅遊） 

 

     1. 必須採用低環境衝擊之營宿與休閒活動方式； 

     2. 限制到此區域之遊客量； 

     3. 支持當地的自然資源與人文保育工作； 

     4. 儘量使用當地居民之服務與載具； 

     5. 提供遊客以自然體驗為旅遊重點的遊程； 

     6. 聘用了解當地自然文化之解說員； 

     7. 確保野生動植物不被干擾、環境不被破壞； 

     8. 尊重當地居民的傳統文化及生活隱私。 

     

    由以上的定義可以了解到生態旅遊很重要的一點是由當地社群提供解說、旅

遊資源，並且以自然保育為優先。因此由當地居民解說及導覽該區的泰雅山徑，

有助於社區的再發展，而且唯有人參與泰雅山徑的再利用，才有活化的可能性。 

    在旅遊行程的規劃上，首重流程的流暢，以交通便利為優先，再來是結合當

地居民的導覽系統，在定點定時提供導覽解說服務，並提供相關旅遊服務。如下

圖所示： 

    在導覽解說資源方面，南澳古道可商洽金洋、金岳、武塔的原住民解說員，

進行現場解說導覽與培力訓練。南山檜木林步道可商洽南山村的原住民解說員，

進行現場解說導覽與培力訓練。哈盆越嶺古道可商洽福山村、崙埤村的原住民解

說員，進行現場解說導覽與培力訓練。埤亞南越古道可商洽南山村的原住民解說

員，進行現場解說導覽與培力訓練。藉由解說員生動活潑的說故事方式，讓大家

對泰雅山徑有更深刻的認識與體會。 

    本研究雖然提出了旅遊行程，但其內部的軟硬體仍需深化加強，才能使泰雅

山徑的的生態旅遊真正地落實與執行。 

 

以下提出參訪機制的幾項步驟，作為後續推動之參考： 

1、泰雅山徑研究調查之整理呈現  

2、繪製導覽草圖：評估導覽點、停留時間、總花費時間解說對象等等，並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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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所可提供的服務設施、危險注意事項、是否需要攜帶宿營設備等等。 

3、解說員培訓與預演，經過解說員的實際參與討論，進行路線與內容的適度調

整。 

4、導覽地圖╱手冊定稿與美編設計。 

5、出版專輯，留下完整的研究成果。 

 

三、地方資源調查與解說員培訓計畫 

 

1、以泰雅山徑為場域，委託長期資源調查計畫，作為地域資源的基礎內容，並

將成果提供作為環境教育路線的藍本。 

2、培訓當地有意願居民成為解說員，提供遊客深度導覽服務。 

3、推動口述歷史調查，記錄地方生活脈動，形成完整生活資料庫。 

4、以地方資源調查為基礎，在解說員的帶領下進行深度體驗之旅。 

 

四、財務計畫與利益分享機制    

（一）、自償性公共建設預算制度 

    關於「自償性公共建設預算制度」，由於生態旅遊為近年來為中央與地方政

府各級機關極力推廣之遊憩活動，然而推廣生態旅遊的資源大多集中在少數單位

(例如國家公園，國家森林遊樂區等)，也唯有少數的執行單位才真正了解生態旅

遊的核心價值。 

    「生態旅遊」已成國際上保育和永續發展的基本概念，「生態旅遊是一種具

有環境責任感的旅遊方式，保育自然環境與延續當地住民福祉，為發展生態旅遊

的最終目標」。 

案例一、北投溫泉博物館 

    「北投溫泉博物館」於 1998 年 10 月，臺北市政府重新整建建物完工，以「北

投溫泉博物館」重新定位出發，開放大眾參觀。及至龍應台女士當台北市文化局

長，在 2001 年時，台北市政府每年編列近 400 餘萬預算，作為「北投溫泉博物館」

的人事及環境維護費，在經費只付不收的情形下，市政府考量委外經營，一可節

省公帑，二可增加市府營收。其立意頗佳。然而為地方志工媽媽所反對，經多次

協調，地方居民提出：市政府可否審閱評估在「北投溫泉博物館」於 1998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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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成立前與成立後的當地(新北投區)政府歲收是否有差異，在「北投溫泉博物館」

成立後政府的歲收是否有增加，若有增加，則應可算為「北投溫泉博物館」的廣

意營收，而非: 「北投溫泉博物館」是「賠錢貨」，至今「北投溫泉博物館」每

年有 45~47 萬人參訪，均為免費參觀，此案例提供參考。 

 

案例二、社頂社區 

    「社頂社區」位在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自 2005 年開始接受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的協助發展生態旅遊，但在這之前，社頂社區里長選舉，無論任何黨派，

其競選政件若沒有提：「墾丁國家公園 滾出社頂社區！」的口號，則必落選無

疑，然而自 2005 年公部門誠心、用心、耐心的溝通與輔導社頂社區，在執行「生

態旅遊」的策略上，如生態環境保育、環境解說教育的推廣、社區人員的積極參

與、所得利益的回饋在地、遊客活動人數總量管制、自然環境資源影響監測等都

確切執行 

    「社頂社區」位處「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的入口旁，也曾因地源的關係而

獲得不少經濟資源，但隨著人們遊憩活動喜好的改變，到墾丁遊玩的民眾變得極

少進入要收費的「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也連帶影響靠著觀光人潮生存的社頂

社區的經濟收入，社區居民為了生活，也逐漸移到墾丁大街上擺攤維生，社頂社

區也因而沒落、蕭條。然而社區居民經過公部門的誠心、耐心、用心的溝通與輔

導，願意積極參與，經過了五、六年的輔導、規劃與漸進的調整，造就出值得令

人稱許的地方生態旅遊產業。 

    一群國中、小程度，年紀五、六十歲以上原本個性害羞的阿公、阿嬤經多年

熱心的參與及耐心的接受上課輔導，今日面對遊客滿懷自信侃侃而談，講解地方

特色與生態資源生動有趣。 

    社區為了發展旅遊，近幾年來也開始自動整理街道景觀、美化門面。且從 2006

年在地社區居民，開始執行「無償資源保育巡守」（防止濫採集、盜伐及盜獵）

及「資源監測」自我付出的責任，至今從未間斷；平時在地居民白天與晚上排班

巡守均為「義工」。「社頂社區」居民在巡守環境的同時也做環境資源監測記錄，

多年年來所建立的在地生態環境資料已有已有相當的資源。 

    這種落實環境保育及環境監測的護鄉、愛鄉精神實令人感動。此外要擔任解

說員（「解說員」為「有給職」，成為社區「解說員」後，社區發展協會才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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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的居民，也必須先參與義務保育巡守半年以上及接受教育訓練考核過關後，

才能加入解說員陣容。 

 

根據上述一南一北的兩個案例， 

1.北投溫泉博物館的重新整理與開放，將人們對新北投從「風化區」的觀念更新

為「文化區」，其顛覆「使用者付費」的通俗思維，不但吸引人潮參觀，並漸漸

帶動其鄰近社區的居民對其在地文化的深度認識，且帶給新北投地區穩定的經濟

效益。 

2.社頂社區是「人思維」的更新，由於「在地人」的積極參與及學習認識在地自

然生態環境與人文，並轉化為「環境解說」及「生態旅遊」；活化在地的自然環

境與人文的資源，帶給遊客有趣生動的生態旅遊體驗，其間結合飯店與民宿業者，

不但改善了社頂社區居民與墾丁國家公園的和諧氛圍，並也帶給社頂社區在地穩

定的經濟效益。 

（二）、建議方案與利益分享機制 

    建議公部門以每年 108 萬經費委由專家學者(或有公信力的社團法人)主持，

並輔導及協助「泰雅山徑」的生態旅遊發展，「長期駐地」與在地社區發展協會

人員共同思考、研究及經營並保存在地自然生態與人文的特色。 

    以目前來看，每社區每年接受公部門的經費總合遠遠超過 108 萬元，為何歷

經這麼多年後，績效仍顯不足，最主要是各項經費的使用，無論是部落資源調查

或解說員訓練，大多仍被視為補助費或參加費，無法作專業且實質的運用，進而

提出有效的策略。 

項 目 內容 單 價 

單

位 

數

量 

單

位 總 額 

單

位 備    註 

人事費 專案經理人 420,000  元 2 位 840,000 元 
1個人1個月3萬X14

個月=420,000 元 

房租  10,000 元 12 月 120,000 元 辦公室與宿舍 

 水電費 1,000 元 12 月 12,000 元  

 電話費 4,000 元 12 月 48,000 元  

雜支 文具、油費、 5,000 元 12 月 6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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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資 

小計      1,080,000 元  

共計  1,080,000 元 3 年 3,240,000 元  

 

    本計畫案為長期專案，前三年公部門提供專案經費輔導在地社區發展協會，

在地社區發展協會在這三年內專案所得營收費用，提撥 15％做為社區發展基金，

以南澳古道經費評估為例(每梯次 20 人)： 

項 目 內容 單 價 

單

位 

數

量 

單

位 總 額 

單

位 備    註 

室外活動 車資（1 日） 6,500  元 3 車 19,500 元 9 人座 3 輛車 

 領隊費（1 日） 2,000 元 1 人 2,000 元  

 晚餐（1 日） 250 元 20 人 5,000 元 原住民風味餐 

 保險（1 日） 40 元 20 人 800 元  

 原住民導覽費 1,500  元 1 梯 1,500 元  

 雜支 100  元 20 人 2,000 元  

小計      30,800 元  

平均      1,540 元 20 參加人每人的費用 

建議收費  
    1,600 元 

多收費用，擬貼補清

潔費 

    其中經費「晚餐」與「原住民導覽費」為在地社區發展協會所得計 6,500 元，

從兩項所得費用分別提撥 500 元，計 1,000 元為社區發展基金。每個月推廣 8 梯

次。 

項 目 內容 單 價 單位 數量 單位 總 額 單位 備    註 

社區年營收 
單月活動營收基

金 
8,000  元 12 月 96,000 元 

每月：1,000

元 x8梯次＝

8,000 元 

 

估計社區發展基金，三年所得為 96,000 元 X3＝288,000 元 

（三）、發展基金運用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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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後則在此專案下，在地社區發展協會須自負營虧，公部門不再提供經費

且在督導機關的輔導與監督下每趟的生態旅遊營收，社區發展協會仍須提撥 15

％做為社區發展基金。 

1.活動發展目標評估 

    生態旅遊推廣，前三年每月 8 梯次（每週 2 梯次，40 人，一梯次為平常日執

行，鎖定退休族群；另一梯次為假日執行，鎖定年輕族群），從第四年開始則每

月提高為 24 梯次（每週 6 梯次，120 人）參與本專案生態旅遊，社區發展基金收

入每年有 288000 元。 

項 目 內容 單 價 單位 數量 單位 總 額 單位 備    註 

社區年營收 
單月活動營收基

金 
24,000  元 12 月 288,000 元 

每月：1,000

元 x24 梯次

＝24,000 元 

2.三年後在地社區發展協會自負盈虧 

    先從累積的基金中提撥 30％作為年度步道環境維護費（例：除草、清除垃圾、

巡守步道通行安全，等…）。估計社區發基金，三年所得為 96,000 元 X3＝288,000

元，提撥 30％作為步道環境維護費為 86,400 元（提撥費用上限為 100,000 元）。 

項 目 內容 單 價 

單

位 

數

量 

單

位 總 額 

單

位 備    註 

人事費 除草人員 6,000 元 2 次 12,000 元 
1,500 元 X4 人 X2

次（每六個月 1 次） 

 

清除垃圾人

員 
1,000 元 48 次 48,000 元 

每週 1 次，另輔以

志工概念推廣自我

維護環境衛生，給

予勞務津貼 

 

步道巡守人

員 
1,000 元 24 次 24,000 元 

每 2 週 1 次，另輔

以志工概念推廣自

我環境維護，給予

勞務津貼 

其他      2,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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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86,400 元 

提撥費用上限為

100,000 元 

 

    如前所述，從第四年開始社區發展基金收入每年有 288000 元，若每年提撥

100,000 元為計算，社區發展協會每年尚有 188,000 元盈餘。公部門僅須提供前三

年的費用，幫助部落發展協會在生態旅遊上進行長期且專業的輔導，有效且正確

的執行「生態旅遊」永續經營的目標，公部門在第四年後，毋須年年編列預算輔

助社區，而社區部落也能在三年內，達到「經濟自力營生」、「環境永續經營」

之目標。 

自然步道服務設施清潔維護自治條例草案： 

宜蘭縣自然步道服務設施清潔維護自治條例草案，於 103.11..7 日在縣務會議中討

論通過，但尚未經議會完成三讀。其目的在對今後縣內風景區自然步道之服務設

施如停車場、廁所等，管理單位可依此法收取環清潔費，以提升服務品質及環維

護工作。 

宜蘭縣自然步道服務設施清潔維護自治條例草案逐條說明 

制定法規名稱 說明 

宜蘭縣自然步道服務設施清潔維護自治條例 本自治條例之名稱。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維護

本縣轄內自然步道服務設施環境清潔，特制

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自然步道服務設施

係指各級機關開闢設置，並公告之自然步道

附設停車場、廁所及接駁車等相關服務設施。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縣為本

府，在鄉（鎮、市）為鄉（鎮、市）公所。 

第四條    本府興建之自然步道，有關環境清潔

維護工作，得委託自然步道所在地之鄉（鎮、

本自治條例立法目的。  

 

 

本自治條例自然步道服務設施的範

疇。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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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所執行。 

鄕（鎮、市）公所興建或受委託之自然步道，

有關環境清潔維護工作，得委託所在地村

（里）依法立案之人民團體執行。 

第五條   清潔維護工作之受託單位，應擬定清

潔維護及接駁車計畫書，報經主管機關同意

後辦理。 

第六條   自然步道清潔維護計畫書應含下列

事項： 

一、受託單位：載明受託單位及負責人。 

二、清潔維護計畫：清潔維護步道名稱、 

清潔維護之服務設施項目及範圍（繪製維護

位置、面積、範圍、長度及其他必要事項之

平面圖）、清潔維護組織、人力配置、清潔

維護執行計畫。 

三、接駁車計畫：接駁路線、時間及收費事

項。 

四、服務設施清潔維護收費計畫。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必要文件。 

未依主管機關核定計畫實施者，經主管機關

通知二十日內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終止

委託。 

第七條    主管機關得依下列規定收取環境清

潔維護費： 

一、大客車新臺幣一百元。 

二、小客車新臺幣五十元。 

三、機車新臺幣二十元。 

出示身心障礙證明者，其所搭乘之交通工具

免費。 

自然步道環境清潔維護工作之委託

授權法源。 

 

 

 

 

 

明定執行環境清潔維護工作及接駁

車等業務，應取得主管機關之同意。 

 

 

清潔維護計畫、接駁車計畫應載明

之事項及維護人若違反原核定計畫

者，主管機關得撤銷其委託。 

 

 

 

 

 

 

 

 

 

 

 

 

 

 

 



148 

 

第一項環境清潔維護費，應提撥收入百分之

二十至八十，供受託單位會務使用。 

 第八條   自然步道應維持開放使用，如有特殊

情形者，主管機關得公告限制使用時間或區

域。 

第九條    上級政府興建之自然步道，委託主管

機關辦理環境清潔維護工作，得準用本自治

條例。 

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訂定自然步道附設停車場清潔維護

收費標準。 

 主管機關得公告限制使用時間或區

域。 

上級政府委託主管機關執行清潔維

護工作之法源依據。 

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 

 

資料來源：http://yilan-localnews.net/?p=8393 

本自然步道服務設施清潔維護自治條例已由宜蘭縣政府縣務會議討論通過，尚未

經縣議會三讀，若能早日通過則「泰雅山徑」乙案的清潔維護組織、人力配置、

服務設施、清潔維護收費計畫、接駁車路線、時間及收費事宜等，將有更明確的

執行依據。 

 

第三節、產業與產銷活動之調查連結之規劃 

四條泰雅山徑的產業與產銷活動規劃如下： 

步道 部落 農產品 產業與產銷活動連結之規劃 

南澳古道 宜蘭縣 

南澳鄉 

金洋村 

香菇、 

生薑、 

小米 

 日據時期，將部分路徑開闢為警備道路來串

聯各泰雅部落，現今為泰雅人尋根的起始點，保存

歷史文物及運用在地人才推廣在地歷史文化。 

 藉由南澳古道，讓遊客來趟生態旅遊體驗，

藉此把部落農特產品行銷給觀光客群，提升在地生

活經濟及增加部落青年就業機會。 

 可由金洋社區發展協會參加農村再生計畫培

訓課程，由下而上參與四階段的培訓，提出農村再

生計畫，共同營造家鄉未來願景。 

 可由金洋社區發展協會參加農村再生計畫，

藉由跨域合作方式，把林務局、退輔會、原民會、

水土保持局等不同單位，以捷徑納入社區的方式，

可優先執行。 

http://yilan-localnews.net/?p=8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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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由社區發展協會像公所提列計畫，做農作

產銷活動並運用在地農產做些 DIY 體驗規劃，把

在地農特產業特色行銷給外界認識，藉此提升農特

產業附加價值。 

 藉由部落舉辦打獵季或其他祭典活動及其他

生活體驗活動，讓外地遊客能久流部落、認識部

落，達到原民生活永續經營發展。 

 社區與公所或原住民族委員會合作，安排專

業講師輔導部落青年上有關部落產業、產銷活動之

流程規劃。 

 

南山檜木林步

道 

宜蘭縣 

大同鄉 

南山村 

高冷蔬菜（高

麗菜、大白

菜）、 

茶葉、 

香菇、 

彩色海芋 

 南山檜木林步道可連接思源埡口，為南山部

落早期的遷徙山徑，以南山部落為主要的活動場

域，可安排遊客體驗部落巡禮及泰雅傳統歷史文

化，如搗小米、編織體驗等 DIY 活動。 

 運用部落在地食材資源，推出泰雅族風味特

色餐。 

 藉由公所、社區發展協會、網路力量，行銷

部落農特產，把部落農特產業特色推廣出去。 

 以南山檜木林道、羅葉尾溪為主要路線，推

廣部落深度旅遊體驗、部落檜木生態之旅，邀請部

落山林守護隊、耆老、族人導覽。 

 南山社區發展協會可參加農村再生培訓課程

計畫，讓部落村民由下而上參與四階段培訓課程，

共同向水土保持局提出農村再生計畫，營造家鄉未

來願景。 

 社區發展協會參加農村再生計畫，藉由跨域

合作方式，把林務局、退輔會、原民會、水保局等

不同單位，以捷徑納入社區的方式，可先執行。 

 可由社區發展協會主動向各公部門提計畫，

做農作產銷活動或農產 DIY 體驗，把在地農特產

業特色行銷，宣傳遊客認識，藉此達到部落農特產

業之附加效益。 

 可由南山社區發展協會向鄉鎮區公所或原住

民族委員會等單位提出申請，安排部落辦理職訓課

程，培訓在地人才了解相關的產品規劃、包裝等，

如農作物變成 DIY 的體驗行銷、編織品設計、運

用在地食材製作部落特色風味餐菜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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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盆越嶺古道 宜蘭縣 

大同鄉 

崙埤村 

、 

新北市 

烏來區 

福山村 

茶葉、 

生薑、 

高麗菜、 

萵苣、 

花椰菜 

 自福山村出發，途經波露溪、露門溪等支流，

終點為哈盆自然生態保護區的「福山植物園」，現

今已成登山客們健行越嶺路線，可發展導覽生態旅

遊體驗活動。 

 哈盆越嶺古道由福山、崙埤社區發展協會協

助認養及管理，藉此推展深度導覽旅遊。 

 以部落導覽解說為主軸，藉此推廣、提升部

落農特產品之附加價值，也提高部落居民生活水

平，同時讓外地觀光客了解當地部落山林生態之

美，進而帶動整個部落產業發展及青年返鄉就業。 

 可由社區發展協會參加農村再生計畫培訓課

程，由下而上參與四階段培訓，提出農村再生計

畫，營造家鄉未來願景。 

 可由社區發展協會參加農村再生計畫，藉由

跨域合作方式，把林務局、退輔會、原民會、水保

局等不同單位，以捷徑納入社區的方式，可從優執

行。 

 可由社區發展協會主動向各公部門提計畫，

做農作產銷活動或農產 DIY 體驗，把在地農特產

業特色行銷，宣傳遊客認識，藉此達到部落農特產

業之附加效益。 

 社區發展協會可向公所或原住民族委員會申

請職訓課程，培訓在地人才了解相關的產品規劃、

包裝等，如農作物變成 DIY 的體驗行銷、編織品

設計、運用在地食材製作部落特色風味餐菜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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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亞南越古道 南山村 高冷蔬菜（高

麗菜、大白

菜）、 

茶葉、 

香菇、 

彩色海芋 

 埤亞南越古道曾是日據時期軍事重要據點，

也是第一條跨越中央山脈進入台中州的警備道

路，為現今中部橫貫公路之前身，故有濃厚文史資

源，可由部落族人帶領遊客做故事性深度旅遊導覽

解說。 

 應繼續發展現有在地產業及強調泰雅歷史文

化，轉型成新型態的族裔經濟或發展觀光產業。 

 可由社區發展協會參加農村再生計畫培訓課

程，由下而上參與四階段培訓，提出農村再生計

畫，營造家鄉未來願景。 

 可由社區發展協會參加農村再生計畫，藉由

跨域合作方式，把林務局、退輔會、原民會、水保

局等不同單位，以捷徑納入社區的方式，可從優執

行。 

 可由社區發展協會主動向各公部門提計畫，

做農作產銷活動或農產 DIY 體驗，把在地農特產

業特色行銷，宣傳遊客認識，藉此達到部落農特產

業之附加效益。 

 南山社區發展協會可向公所或原住民族委員

會申請職訓課程，培訓在地人才了解相關的產品規

劃、包裝等，如農作物變成 DIY 的體驗行銷、編

織品設計、運用在地食材製作部落特色風味餐菜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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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觀光產業發展的具體案例 
 

案例一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在地特色料理 DIY 體驗

活動 

專家運用在地食材結合當地特色，經由設計之後成為社

區的特色加工產品，金針山主要以金針、薑、茶為在地

元素，運用到金針、薑兩種農產，巧妙的加工成為社區

特有的產品，因此社區居民為這項產品取名為「金針

釀」，居民在透過活動中的學習，讓社區對於未來有了

新目標同時在社區未來的發展上有了更多的共識。 

  

 

案例二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植物染布 DIY 體驗活動 植物染老師教導社區植物調查、分類並彙整出可以染色

的植物，藉由活用這些在地植物，讓居民了解在地食材

運用。本次所染的顏色是黃色，染料植物是黃梔子，老

師讓居民們體驗從植物認識、分辨植物、花樣設計、染

布熬煮等這一系列的製作過程，經過親手嘗試的經驗，

居民對於在地植物更加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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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農特產品加工活化利用 藉由老師實地調查紀錄在地特色農產，並與居民互相交

流，瞭解在地農作之特性，找出作為可利用食材，並於

現場教導菜餚的製作，從運用在地食材為主開始、刀

功、調味、擺盤料理等步驟，老師用最簡單的技巧發揮

最大的效益，讓在地食材與社區特色有著密切的連貫

性，居民們都帶著滿滿的收穫結束這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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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再生 

(一)簡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為積極推展農村農業在生產、生活及生

態等多元層面發展，提供優質安全的農產品、自然舒適的休閒農業、和諧

永續的生態環境，協助農村部落結構逐漸轉型，當前部落青年人口外流日

益嚴重，而且農業自由化使鄉村發展及其競爭力遭受衝擊，因此改進農業

生產方式、改善農村生活及維護農村生態環境，創造農村經濟活力，促進

農村社區再生，縮短城鄉差距，成為政府的農村發展刻不容緩之課題。 

農村再生條例經總統 99 年 8 月 4 日公布施行正式上路，為朝向社區

自主目標，且符合擬訂農村再生計畫前，應先接受農村再生培根計畫訓練

規定（條例第三十條），水土保持局遂擬定培根計畫，以「農村再生、先

做培根、培根做好、根留農村」為培訓目標，期望能達成「由下而上、計

畫導向、社區自治、軟硬兼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執行「培

根計畫」因台灣農村特色不同，培根計畫訓練透過為農村社區量身打造的

課程設計，課程採循序漸進的方式依序由「關懷班（識寶）」、「進階班（抓

寶）」、「核心班（展寶）」與再生班（享寶），完成四階段 92 小時課程，培

訓課程利用農村社區農餘時間安排專業講師至社區說明農村再生概念及

社區實作技巧，訓練社區在地人力，研提屬於社區自己的農村再生計畫，

逐步實現社區未來發展的願景，呈現出社區自己的特色。 

「培根計畫」由 93 年至今已邁入第 10 年，從 93 年以「實驗、示範」

為目標培訓 4 個點；97 年起以「擴大參與培訓」為目標，開始擴大社區培

訓，共計有 368 個社區參與，9,703 人次參與培根，當年度將「再生班」

導入課程中，更開設「農村再生專員班」，培訓出具溝通管理、農村規劃、

建設、經營、電腦文書能力之「農村再生專員」；98 年加強農村再生的觀

念及促進農村規劃的過程與實質內容，提昇農村社區居民擬定農村再生計

畫之能力，培養在地居民水土保持正確觀念及農村規劃的知識與技術，共

計有培訓 860 社區，35,507 人次參與，；99 年為「茁壯階段」願景，強化

及培養在地居民對農村再生之知識與技能，累計至 101 年度已有 2,054 社

區參與培訓，共有 92,821 人次參與過培根計畫，由逐年的培訓成果可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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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看出，已有許多的農村社區參與培根計畫。 

水土保持局今（102）年度持續辦理農村營造人力培訓，並加強與產

業結合，以期提升農村經濟，強化社區自主能力，達促進農村的活化再生

之目的，希望運用各種規劃及總體建設，結合各層面的考量，透過美化農

村景觀、維護農村生態、活化產業文化、提升農村居住品質、保存地方人

文特色及恢復農村居民在地居住尊嚴，以達成富麗新農村及農村生命力再

生之目標。透過整合在地組織與團隊，積極投入農村建設與發展，引導全

民參與，建立在地人自我管理社區，並輔導在地人參與農村規劃工作，同

時為考量農村社區能有完整培訓課程，真正了解社區需求，茲對於社區培

訓依序分成「關懷班」、「進階班」、「核心班」以及「再生班」，對個人培

訓重點規劃「農村再生專員班」，讓有意願營造故鄉願景的農村，能透過

此一人力培訓，邁向自立自主實踐之路。 

 
資料來源：http://empower.swcb.gov.tw/introduction.aspx 

 

(二)培根計畫開課標準作業程序 

1.報名階段 

(1)社區報名參加培根計畫，應填寫社區基本資料表透過農村風情網線上報

名、傳真（○四九-二三九四二九七）、說明會現場報名、並可以電話向

水土保持局或分局報名。 

(2)每一位參加培根計畫的學員，應填寫學員報名表，送培訓小組收件，培

訓小組將學員報名表繕打輸入至培根管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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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報名培根計畫以農村社區內之在地組織及團體或以社區為單元之一定人

數社區成員(對社區有熱誠者)報名，學員年齡不設限。 

(4)相關單位對學員資料除公務使用或其他法令規定外應予以保密。 

 

2.開課前準備 

(1)社區訪視 

培訓小組依據報名社區排定訪視行程，應事先邀請參與訪視人員，並確認

受訪對象。 

訪視人員得包含水土保持局、分局、縣市政府、鄉鎮公所代表、培訓小組、

相關專家學者等至少三人（須含培訓小組以外人員）。受訪對象為社區代

表或參加培訓之成員。 

訪視人員於社區訪視時需填寫社區訪視紀錄表，同時調查社區戶數及人口

數，並附上戶政資料佐證。 

(2)社區評估 

社區訪視完成後，應由培訓小組彙整開課評估表，為決定社區開班優先次

序，由分局長或其指派之人員擔任召集人，邀集水土保持局、分局、縣市

政府代表、專家學者及培訓小組共七人組成委員會，評估社區各種條件，

決定社區開班次序、開課班別及社區提出農村再生計畫必須完成四階段培

訓人數所達之等級。 

(3)開課前通知 

社區開班優先次序結果應通知社區，若當年度尚未排入開課時程之社區，

亦應向社區說明。 

(4)課程核定 

培訓小組依據審查後修正之開課計畫，於開課前將授課內容、時間、地點

及師資登錄至培根管考系統，並產出課程表送分局同意。若師資不在培根

師資庫內，應同時檢附師資推薦表。 

 

3.課程階段 

(1)課程可分成核心課程及自選課程。 

(2)培訓小組提供上課學員簽到，簽到表範例可參考簽到表。 

(3)培訓學員個人出席時數未達規定百分之七十，將不發予課程結訓證書。 

(4)操作實作課程補助經費及相關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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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班社區資源調查紀錄並製作社區地圖補助二萬元、觀摩研習最高補

助五萬元，依據實際觀摩研習人數實報實銷(四十位學員最高補助三萬

二千元，七十位學員補助最高五萬元)。 

核心班、再生班操作僱工購料或活化活動實作課程分別為十萬元以下及

二十五萬元以下。 

(5)培訓小組安排觀摩研習前應輔導社區填寫補助申請書，並詳細填寫觀摩

研習行程規劃，送分局核備。 

(6)僱工購料實作課程 

社區於核心班、再生班操作僱工購料實作課程時，因補助經費屬課程實

務操作之一部分，因此社區不需自籌配合款，但不得編列工資，須填寫

申請書後，由培訓小組彙整成實作課程彙整表送分局審查，為使僱工購

料實作符合培根課程內容精神，審查會時得邀請培訓小組出席並提供意

見。 

分局核定結果應送水土保持局備查，並取得工程編號，由受補助單位登

錄計畫主管機關之工程管考系統（http://mis.swcb.gov.tw/）。 

(7)農村再生活化活動實作課程 

社區於核心班、再生班操作農村再生活化活動實作課程時，因補助經費

屬課程實務操作之一部分，因此社區不需自籌配合款，但不得編列工資，

須填寫申請書後，由培訓小組彙整成實作課程彙整表送分局審查，為使

農村再生活化活動實作符合培根課程內容精神，審查會時得邀請培訓小

組出席並提供意見。  

分局核定結果應送水土保持局備查，並取得工程編號，由受補助單位登

錄水土保持局之工程管考系統（http://mis.swcb.gov.tw/）。 

 

4.培訓資料紀錄及核發結訓證書 

(1)培訓小組應記錄並統計各班學員上課出席情形，登載於培根管考系統。 

(2)培訓小組應隨班紀錄課程花絮，記錄後上傳至培根管考系統。 

(3)分局應檢視上傳資料是否正確，並於每月工作會議檢討相關辦理情形。 

(4)培訓社區於各階段課程結束後，應將其各階段課程成果上傳到農村再生

電子歷程系統（http://210.69.127.30/ep2/），並完成實作課程補助之核銷後，

始取得結訓證書，培訓小組應協助輔導之。 

http://mis.swcb.gov.tw/�
http://mis.swc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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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班-完成社區宣言-對社區之期待（形式不拘-可以文字、詩詞、錄音、

圖畫、照片等）。 

進階班-社區資源調查紀錄並製作社區地圖、農村社區發展願景及課題、

觀摩研習心得。 

核心班-完成雇工購料或活化活動實作課程、社區整體發展構想(含構想

圖)、土地分區及設施規劃(初步構想及示意圖) 

再生班-完成模擬社區會議或社區大會、討論並初擬農村再生計畫草

案。 

(5)各階段課程結束後，培訓小組應由培根管考系統產出結訓學員名冊，送

分局審核後，送請水土保持局製作證書，證書應註明參加○年度○社區

○班別結訓之說明。 

 

    目前所知，南澳古道與南山檜木林步道相關部落均未申請農村再生計畫，

本案希望在原民會的經費之外，另闢補助來源，此亦符合經建會的「跨域加

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之原則。透過成熟的部落組織運作，配合部落發

展之需要，並尊重部落意願，經過充分討論之後，依循前述規定步驟，提出

相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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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再生培根計畫各階段課目表(資料來源：台東培根團隊) 

班別 核心課程類別 自選課程類別 課程目標 

關懷班（6hr） 

農村再生計畫及相關法

規介紹 
農村發展案例分享 

政策宣導、理念溝通（識寶） 

建立農村居民初步農村營造與農村

再生之概念。 （共 3hr） 初步社區議題工作坊 

進階班（26hr） 

社區資源調查與社區地

圖製作(3hr) 

農村營造概念及各項發展

實務介紹 

認識社區、發掘問題（抓寶） 

1.發掘在地議題，認識自己居住的社

區資源及在地特色。 

2.了解政府相關資源及政策。 

3.認識農村營造相關的操作策略與方

法。 

4.學習其他社區的經驗。 

 

農村發展課題與對策或

農村優劣勢分析(3hr) 
認識社區防災 

農村營造經驗觀摩研習

(5hr) 
農村文史資料調查 

社區組織運作實務與討

論(3hr) 
氣候變遷與低碳社區 

（共 14hr） 農村營造操作技巧與方法 

 生態社區概念與實務 

 政府資源尋找及運用 

 農村產業盤點 

 
其他與農村再生相關之課

程 

核心班（36hr） 

社區願景分析及具體行

動方案規劃(3hr) 
社區防災規劃 凝聚共識、社區自主（展寶） 

1.深化在地議題操作。 

2.建立社區願景，同時擬定相關行    

動方案。  

3.強化農村營造的實務操作能力。 

4.培養關注並處理社區公共事務                

的能力。 

5.強化計畫書寫作與提案能力。 

社區計畫實務操作討論

及輔導(3hr) 
農村社區產業活化 

農村美學(3hr) 農村多元發展規劃 

農村再生計畫及社區公

約初步討論(3hr) 

農村再生條例相關子法規

介紹 

社區僱工購料或活化活

動實作(12hr) 
低碳社區實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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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24hr） 農村產業環境分析 

 農村產業特色發覺 

 
其他與農村再生相關之課

程 

再生班（24hr） 

農村再生計畫討論及修

正(3hr) 
農村產業發展願景 

社區願景、永續發展（享寶） 

1.檢討並修正社區發展各項相關計

畫。 

2.建立專業者或團隊間的密切互動關

係與對話能力。 

社區會議召開技巧實務

操作(3hr) 

其他與農村再生相關之課

程 

社區僱工購料或活化活

動實作(12hr) 
 

（共 18hr）  

 

※針對個人部份(資料來源：台東培根團隊)  

班別 課程類別 課程目標 

農村再生專員訓練 計畫書寫作與提案 農村營造發展脈絡與實務 

1.培育社區組織之核心幹部，強化各

項實務能力。 

2.提升對外擔任社區外部連結之窗

口，對內整合能力。 

3.協助社區培根課程之進行。 

4.農村再生計畫之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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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東培根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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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社區林業 

 

(一)簡介 

第一階段社區林業計畫實施地點應以社區居民日常生活區域為主，前

後計畫間應具有連貫性，且以能凝聚社區居民意識，共同參與規劃具體可

行之社區願景之理念宣導與人才培訓計畫為主。計畫內容應以能發揮社區

自我向上提升之潛能為佳，具體推動深化居民對社區的使命感，並能認同

社區內各項自然與人文資源具有不可被取代性，是社區永續發展的資產與

後盾，維護社區永續發展的資源與經營管理人才的培育是社區穩定成長的

動力，也是全體社區居民共同的責任。 

 
1.通則說明 

 (1)補助對象本計畫以社區居民為主體，專業團體所擔負者為協助角色。實

施對象 為全國經立案之社區發展協會、社團組織、基金會、文史工作室

等非營利性質團體為主。 

 

2.申請日期 

(1)隨時接受提案申請，每半年辦理一次計畫審查，一年共有二次計畫審

查。 

 

3.補助內容 

 (1)本項補助以軟體活動為主，硬體建築及設備不在本補助範圍內。但第二

階段林業示範社區營造之建設，則可有適當比例經費用於社區營造必要

之硬體建設。 

 (2)本項第一階段補助分「自然資源調查篇」、「森林保護篇」、「森林育

樂篇」等三篇，每篇包含若干項目，社區提案時，可就同一篇之單個或

數個項目申請，亦可包函各篇之項目申請。各篇章內容如下： 

自然資源調查：社區內生物資源調查、監測及人力培訓工作。 

森林保護：防範森林火災、森林保護、治山防洪及人力培訓工作。 

森林育樂：社區發展生態旅遊規劃、生物棲地營造及其植生環境維護與

復舊植栽及人力培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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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案件審核與核復 

 (1)案件受理後，由承辦單位整理分析，並對形式要件及內容要件加以分析、

評估，經會審會議(聘請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審核)審核後 5 天內函復審查

結果。 

 (2)每一申請案補助金額起步型計畫以新台幣 10 萬元為上限；進階型計畫

以新台幣 20 萬元為上限（須依計畫書內容實際評估），每一申請單位一

年最多補助二案。 

 (3)同一申請單位需完成前一計畫之成果結報並經林管處審核通過後，始得

提出下一申請計畫。 

 

5.經費核銷及成果評鑑 

 (1)受補助之計畫，須於計畫實施完成後一個月內檢送原始支出憑證及成果

報告，辦理核銷。逾期結報者，列入將來審核是否再度補助之參考。 

 (2)為瞭解計畫效益，計畫辦理期間，林務局及所在地林區管理處（以下簡

稱林管處）、工作站得派員或邀請相關學者專家，進行定期或不定期實

地訪視及座談，並將執行績效列為未來補助款核撥之參據。 

 

6.注意事項 
 (1)本計畫主要精神在由社區居民自主參與、經營，進行區域自然保育及社

區新風貌再造，提送之計畫，以對資源保育及社區整體發展有助益者，

為優先考慮。 

 (2)申請案計畫書須詳細述明計畫目的，辦理方式與辦理內容及預期效益，

且計畫目的須導入整體性發展，單一活動計畫，如辦理圖書展覽、畫展、

音樂會或外聘團隊演出，均非本辦法補助範圍。 

 (3)有關經費預算，應詳列單價、個數及總數，說明計算編列標準與科目用

途，並經實地訪價核實編列。 

 (4)經核定之補助案，計畫若有變更，或因故無法舉辦者，應備函所在地林

管處核備。 

 (5)已通過第二階段林業示範社區營造計畫審核之社區，不可重複申請第一

階段計畫。 

 

    目前所知，南澳古道與南山檜木林步道相關部落均少申請社區林業計畫，

本案希望在原民會的經費之外，另闢補助來源，此亦符合經建會的「跨域加值公

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之原則。透過成熟的部落組織運作，配合部落發展之需要，

並尊重部落意願，經過充分討論之後，依循前述規定步驟，提出相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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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communityforestry.forest.gov.tw/ct.asp?xItem=28763&CtNode=1938&m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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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財務計畫評估 

依據「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中程計畫」(核定本)指出：規劃案需從「計畫可行

性」、「財務可行性」、「環境可行性」等三個面向進行審慎評估。 

 

泰雅山徑是帶有親近自然、保育自然、發現歷史人文、進行環境教育之多重目標。

泰雅山徑的南澳古道、哈盆越嶺古道與埤亞南越古道為部落遷徙的重要路徑，而

南山檜木林步道亦有森林保育、自然生態、交通聯繫的意義。 

 

本案在計畫可行性方面，經與宜蘭縣政府、相關單位，以及相關部落等進行討論，

並於計畫執行期間安排南澳古道、檜木林步道之現場會勘，除了相關部會均有共

識外，二條步道臨近之部落金洋村及南山村的與會居民對於泰雅山徑之開發均有

極大的期待與意願，居民於本計畫執行過程中參與的程度亦頗高，早已具備計畫

成功的第一步。 

 

在環境可行性方面，本計畫建議發展發向僅為觀光休閒，結合部落產業發展，並

無強度開發之預期，對於環境之破壞性極微。另於步道之篩選條件中亦明確將主

管機關為公部門者列為優先而遴選出南澳古道及檜木林步道，周邊後續運用之土

地如入口停車場亦為原民會之土地，因此均無用地徵收等相關問題，並無環境可

行性之餘慮。 

 

在財務可行性方面，經適度之財務評估，在自償性部分為適合政府投資的計畫，

有極高實施推展之可能，作一論述與分析如下。 

 

整合性計畫推動，可達到以下幾點效益： 

(一)擴大財務效益：將外部效益內部化，大幅減少政府支出 

(二)擴大公共建設規模：如以平均 30％自償率來看，可以 1,680 億元的預算規模

推動 2,400 億元的公共建設；間接帶動周邊發展建設投資 6,400 億元。 

(三)透過計畫整合，可使公共建設有效帶動地方及產業發展 

(四)透過跨域計畫時程整合，發揮計畫綜效 

(五)創造異業結合，提升財務創新策略 

(六)建立中央、地方與民間建設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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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性計畫推動情形與效益評估 

 

 

整合性計畫之作法 

‧各部會訂定因地制宜自償性門檻，作為擬定計畫之參據。 

‧核定之獎勵機制：自償率越高者— 

 計畫優先核定； 

 預算優先編列； 

 其餘非自償部分，中央補助比率越高； 

 自償收益高於預期，提高地方收益分配額度。 

 

 

財務計畫分擔 

財務
整合 

計畫
整合 

夥伴
關係 

時程
整合 

產業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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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設計畫與土地開發計畫整合機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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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可行性評估 

本案有關財務可行性的評估，依據以下三種方式分別說明之。 
一、結合土地開發模式：本案二條步道的土地權屬主要為林務局林班地，如獲相

關部會同意補助後，後續之開發行為，將由主管機關進行規畫與評估，以推動生

態旅遊與自然教育的適度開發。 

二、建立使用者及受益者付費機制：建議二處部落的居民，透過生態旅遊導覽系

統的建立，連結步道場域、部落生態解說員、當地居民及業者、外地遊客等，達

到雙向付費的機制，規劃五種收益方式： 

1.文化資產保存收益：針對使用者每人次進入步道，收取 20 元的費用，並藉此宣

導泰雅山徑所具有的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2.停車費收益：依據環保概念，車輛進入山林地區將收取適當的停車費用，每車

次收取 50 元的環保停車費用。 

3.清潔費收益：山林環境需要持續維護以保資源的永續發展，所以使用者每人次

進入時將收取 50 元費用，以支應相關的清潔人事等費用。 

4.導覽解說收益：每梯 20 人次預估收取接駁車資 3 車次計 19,500 元，一位原住民

領隊費用 2,000 元及一位導覽解說員 1,500 元的費用。 

5.消費收益：因應泰雅山徑及周邊部落環境之改善，所產生的消費收益如餐飲、

購物等預估每人次約為 500 元，希望能帶動地方產業發展，達到政府投資之預期

效益。 

 

三、以異業結盟方式推動公私合作、共創投資收益：依據本計畫所評估之財務分

析，二條步道的相關分析數據如下： 

1.南澳古道：經評估試算後，自償率(SLR)為 38.42%，財務淨現值(NPV)為-3,140,508

元，益本比(B/C)為 82.33%，稅前損益為-2,462,788 元；有鑒於泰雅山徑的文化保

存價值，顯然是適合政府投資的計畫，金洋村部落如具有相當的組織規模及管理

意願，亦可透過部落共管經營的方式進行。 

2.檜木林步道：經評估試算後，自償率(SLR)為 25.32%，財務淨現值(NPV)為

-5,210,173 元，益本比(B/C)為 71.68%，稅前損益為-4,532,453 元；亦為適合政府投

資的計畫，南山村部落如具有相當的組織規模及管理意願，日後可透過部落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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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的方式進行。 

 

經費來源及籌措方式 

本案經宜蘭縣原民所多次向原民會溝通，在經費補助部分，已獲正面回應，將再

繼續爭取其他相關單位之資源。本案執行之成敗端賴公私部門的協力，尤其中央

政府之經費挹助與地方政府之配合執行，加上部落組織及居民的熱心參與，將可

順利成功推動本案。 

 

經費項目 執行年度 總經費(元) 經費來源 

南澳古道修復工程經費 2 年 4068908 原民會 

南山檜木林步道工程經費 2 年 6068805 原民會 

兩條步道生態旅遊導覽人員培訓支出 3 年 6480000 原民會、觀光局 

兩條步道接駁車支出 7 年 6650716 原民會、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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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金洋村南澳古道自償率計算 

    
2013/11/20 

財務評估摘要 
項目 自償率(SLR) 財務淨現值(NPV) 財務內部報酬率(IRR) 益本比(B/C) 

計畫評估 38.42% -3,140,508 0% 82.33% 

財務基本資料 

 
項目 設定值 

基本假設與

參數設定 

評估期間 
(包含興建期及營運期) 

7 年 

折現率 0.1 

  

 
項目 設算金額 

興建期成本 

步道本體修復費 110,000  
步道設施建置費 76,456  
聯絡車道改善工程費 2,907,500  
部落相關設施改善工程費 526,897  
其他設施 378,287  
合計 3,999,140  

營運期支出 

人事支出 2,400,000  
保險支出 9,500  
行銷廣告支出 300,000  
設備維護支出 600,000  
生態旅遊導覽人員培訓支出 3,240,000  
接駁車支出 3,325,358  
水電費支出 60,000  
合計 9,934,858  

營運期收益 

文化資產保存收益 265,230  
停車費收益 99,461  
清潔費收益 663,076  
導覽解說收益 3,812,686  
消費收益 6,630,758  
合計 11,471,210  

 
稅前損益 -2,462,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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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南山村檜木林步道自償率計算 

    
2013/11/20 

財務評估摘要 

項目 自償率(SLR) 財務淨現值(NPV) 財務內部報酬率(IRR) 益本比(B/C) 

計畫評估 25.32% -5,210,173 0% 71.68% 

財務基本資料 

  項目 設定值 

基本假設與

參數設定 

評估期間 

(包含興建期及營運期) 
7 年 

折現率 0.1 

  項目 設算金額 

興建期成本 

步道本體修復費 0  

步道設施建置費 240,281  

聯絡車道改善工程費 4,693,125  

部落相關設施改善工程費 571,184  

其他設施 564,215  

合計 6,068,805  

營運期支出 

人事支出 2,400,000  

保險支出 9,500  

行銷廣告支出 300,000  

設備維護支出 600,000  

生態旅遊導覽人員培訓支出 3,240,000  

接駁車支出 3,325,358  

水電費支出 60,000  

合計 9,934,858  

營運期收益 文化資產保存收益 26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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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費收益 99,461  

清潔費收益 663,076  

導覽解說收益 3,812,686  

消費收益 6,630,758  

合計 11,471,210  

  稅前損益 -4,53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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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山徑案  預估 7 年營運收入支出概算表 

          
2013/11/20 

項次 項目 說明 興建期第 1 年 興建期第 2 年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總額 

壹 金洋村南澳古道                   

一 興建成本                   

1 步道本體修復費   110,000  0            110,000  

2 步道設施建置費   76,456  0            76,456  

3 
聯絡車道 

改善工程費 
  0  2,907,500            2,907,500  

4 
部落相關設施 

改善工程費 
  526,897  0            526,897  

5 其他設施   378,287  0            378,287  

成本合計   1,091,640  2,907,500            3,999,140  

二 支出成本                   

1 人事支出 2 人，清潔維護巡守等     480,000  480,000  480,000  480,000  480,000  2,400,000  

2 保險支出 團險，傷害及意外 100 萬/年     1,900  1,900  1,900  1,900  1,900  9,500  

3 行銷廣告支出 概估每月 5,000 元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300,000  

4 設備維護支出 概估每月 10,000 元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600,000  

5 
生態旅遊導覽人員培訓支

出 

概估 108 萬/年，預計執行期為

第 1-3 年 
    1,080,000  1,080,000  1,080,000  0  0  3,240,000  

6 接駁車支出 概估 130 萬 x2 台及保養等     655,400  660,000  664,830  669,902  675,227  3,325,358  

7 水電費支出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60,000  

支出合計       2,409,300  2,413,900  2,418,730  1,343,802  1,349,127  9,934,858  

三 預期收益                   

1 文化資產保存收益 每人收取 20 元/次     48,000  50,400  52,920  55,566  58,344  265,230  

2 停車費收益 每車收取 50 元/次     18,000  18,900  19,845  20,837  21,879  99,461  

3 清潔費收益 每人收取 50 元/次     120,000  126,000  132,300  138,915  145,861  663,076  

4 導覽解說收益 

每梯收取車資 19,500 元/日、領

隊費 2,000 元/日、導覽費 1,500

元/日 

    690,000  724,500  760,725  798,761  838,699  3,812,686  

5 消費收益 每人預估 500 元/次     1,200,000  1,260,000  1,323,000  1,389,150  1,458,608  6,630,758  

收益合計       2,076,000  2,179,800  2,288,790  2,403,230  2,523,391  11,471,210  

淨收益       (333,300) (234,100) (129,940) 1,059,428  1,174,264  1,53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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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說明 興建期第 1 年 興建期第 2 年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總額 

貳 南山村檜木林步道                   

一 興建成本                   

1 步道本體修復費   0  0            0  

2 步道設施建置費   240,281  0            240,281  

3 
聯絡車道 

改善工程費 
  0  4,693,125            4,693,125  

4 
部落相關設施 

改善工程費 
  571,184  0            571,184  

5 其他設施   564,215  0            564,215  

成本合計   1,375,680  4,693,125            6,068,805  

二 支出成本                   

1 人事支出 2 人，清潔維護巡守等     480,000  480,000  480,000  480,000  480,000  2,400,000  

2 保險支出 團險，傷害及意外 100 萬/年     1,900  1,900  1,900  1,900  1,900  9,500  

3 行銷廣告支出 概估每月 5,000 元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300,000  

4 設備維護支出 概估每月 10,000 元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120,000  600,000  

5 
生態旅遊導覽人員培訓支

出 

概估 108 萬/年，預計執行期為

第 1-3 年 
    1,080,000  1,080,000  1,080,000  0  0  3,240,000  

6 接駁車支出 概估 130 萬 x2 台及保養等     655,400  660,000  664,830  669,902  675,227  3,325,358  

7 水電費支出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60,000  

支出合計       2,409,300  2,413,900  2,418,730  1,343,802  1,349,127  9,934,858  

三 預期收益                   

1 文化資產保存收益 每人收取 20 元/次     48,000  50,400  52,920  55,566  58,344  265,230  

2 停車費收益 每車收取 50 元/次     18,000  18,900  19,845  20,837  21,879  99,461  

3 清潔費收益 每人收取 50 元/次     120,000  126,000  132,300  138,915  145,861  663,076  

4 導覽解說收益 

每梯收取車資 19,500 元/日、領

隊費 2,000 元/日、導覽費 1,500

元/日 

    690,000  724,500  760,725  798,761  838,699  3,812,686  

5 消費收益 每人預估 500 元/次     1,200,000  1,260,000  1,323,000  1,389,150  1,458,608  6,630,758  

收益合計       2,076,000  2,179,800  2,288,790  2,403,230  2,523,391  11,471,210  

淨收益       (333,300) (234,100) (129,940) 1,059,428  1,174,264  1,53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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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分區分期建設計劃 

本案建議泰雅山徑建設計劃應分期分區進行。 

前述財務分析以南澳古道與南山檜木林步道為優先執行目標，在政府財源有限之

條件下，作自償性的合理評估，是踏實且審慎的基本需求。 

若以未來整體發展來看，埤亞南越古道與哈盆越嶺古道亦應兼籌發展，第一年執

行南澳古道初期修復與南山檜木林步道初期修復，第二年執行南澳古道後期修復

與南山檜木林步道後期修復，第三年執行埤亞南越古道，第四年執行哈盆越嶺古

道、資源調查研究、文宣資訊出版。為顧及民眾等待之熱情不至於被削減，且感

受力較佳。因此，第一年以在地人力恢復二條山徑（南澳古道與南山檜木林步道）

能通行為重點，第二年再推及各項設施之改善，第三年再推及另外二條山徑之修

復(埤亞南越古道與哈盆越嶺古道)。唯以人文資源、自然資源、景觀資源而論，

埤亞南越古道最具開發潛力，因經費分配有限，只能留待相關經費的挹注才能賡

續此項修復計畫了。 

 

 

僱工叫料，當地居民協力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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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泰雅山徑工程建設 

 

        工程建設經費總表 

項目 名稱 經費(仟元) 

第一年(103 年度) 

一 南澳古道初期修復 1161 

 南山檜木林步道初期修復 1375 

第二年(104 年度) 

二 南澳古道後期修復 2907 

 南山檜木林步道後期修復 4693 

第三年(105 年度) 

三 埤亞南越古道 14000 

第四年(106 年度) 

四 哈盆越嶺古道 20000 

五 資源調查研究 3000 

六 文宣資訊出版 1000 

合計 48000 

 

 

 
泰雅山徑經費細項表(仟元) 

項目 步道本體 步道設施 聯絡車道 部落相關設

施 

其他 合計 

103 年度 110000 386505 0 1098081 942502 2537088 

104 年度 0 0 7600625 0 0 7600625 

105 年度 5500000
 

4837191
 

2194500
 

147682
 

1294678 13925691 

106 年度 11000000 4490496 2786250 834914
 

1962942 2107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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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古道單價分析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步道本

體 

緩坡步道原石及路基新建工程(W=120cm) m  1000   

陡坡步道原石及路基新建工程(W=120cm) m 100 1100 110000  

步道原石及路基整修(W=121cm) 處  800   

步道設

施 

仿松木步道欄杆(同原式樣) M  3500   

棧橋 座 1 76456 76456  

休憩座椅 座  4117   

解說牌 組  7189   

大型地圖牌 座  49661   

里程柱 座  4444   

方向指示牌 座  12090   

聯絡車

道 

瀝青路基及路面修補 m2 2500 900 2250000  

停車場停車位重鋪植草磚 格 20 32875 657500  

部落相

關設施 

觀光資源牌示 面 3 49661 148983  

產業介紹牌示 面 2 49661 99322  

方向指示牌 面 4 12090 30048  

廁所 間 1 248544 248544  

工程經

費 

發包工程費   3690621   

勞工安全衛生費用(壹項之 1.0%)    36906  

包商管理及利潤(壹項之 4.0%)    147624  

小計    3875151   

 加值營業稅(上項之 5%)    193757  

總價 4068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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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檜木林步道單價分析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步道本

體 

緩坡步道原石及路基新建工程(W=120cm) m  1000   

陡坡步道原石及路基新建工程(W=120cm) m  1100   

步道原石及路基整修(W=121cm) 處  800   

步道設

施 

仿松木步道欄杆(同原式樣) M  3500   

棧橋 座  25000   

休憩座椅 座 3 22455 67365  

解說牌 組 3 7189 21567  

大型地圖牌 座 1 49661 49661  

里程柱 座 12 4444 53328  

方向指示牌 座 4 12090 48360  

聯絡車

道 

瀝青路基及路面修補 m2 3000 900 2700000  

停車場停車位重鋪植草磚 格 15 32875 493125  

坡崁強固 處 1 1500000 1500000  

部落相

關設施 

觀光資源牌示 面 2 49661 99322  

產業介紹牌示 面 2 49661 99322  

方向指示牌 面 6 12090 72540  

廁所 間 1 300000 300000  

工程金

費 

發包工程費   5504590   

勞工安全衛生費用(壹項之 1.0%)    55045  

包商管理及利潤(壹項之 4.0%)    220180  

小計    5779815   

 加值營業稅(上項之 5%)    288990  

總價 6068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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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亞南越古道單價分析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步道本

體 

緩坡步道原石及路基新建工程(W=120cm) m  1000   

陡坡步道原石及路基新建工程(W=120cm) m 5000 1100 5500000  

步道原石及路基整修(W=121cm) 處  800   

步道設

施 

仿松木步道欄杆(同原式樣) M  3500   

棧橋 座  25000   

休憩座椅 座  22455   

解說牌 組 3 7189 21567  

大型地圖牌 座 4 49661 198644  

里程柱 座 10 4444 44440  

方向指示牌 座 6 12090 72540  

 駐在所整理 處 3 1500000 4500000  

聯絡車

道 

瀝青路基及路面修補 m2 2000 900 1800000  

停車場停車位重鋪植草磚 格 12 32875 394500  

部落遷徙擴散紀念地 處  1500000   

部落相

關設施 

觀光資源牌示 面 1 49661 49661  

產業介紹牌示 面 1 49661 49661  

方向指示牌 面 4 12090 48360  

廁所 間  300000   

工程金

費 

發包工程費   12631013   

勞工安全衛生費用(壹項之 1.0%)    126310  

包商管理及利潤(壹項之 4.0%)    505240  

小計    13262563   

 加值營業稅(上項之 5%)    663128  

總價 13925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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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盆越嶺古道單價分析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步道本

體 

緩坡步道原石及路基新建工程(W=120cm) m 6000 1000 6000000  

陡坡步道原石及路基新建工程(W=120cm) m 5000 1100 5000000  

步道原石及路基整修(W=121cm) 處  800   

步道設

施 

仿松木步道欄杆(同原式樣) M 200 3500 700000  

棧橋 座 2 300000 600000  

休憩座椅 座  22455   

解說牌 組 5 7189 35945  

大型地圖牌 座 1 49661 49661  

里程柱 座 10 4444 44440  

方向指示牌 座 5 12090 60450  

 露營地規劃 處  3000000 3000000  

聯絡車

道 

瀝青路基及路面修補 m2 2000 900 1800000  

停車場停車位重鋪植草磚 格 30 32875 986250  

坡崁強固 處  1500000   

部落相

關設施 

觀光資源牌示 面 2 49661 99322  

產業介紹牌示 面 2 49661 99322  

方向指示牌 面 3 12090 36270  

廁所 間 2 300000 600000  

工程金

費 

發包工程費   19111660   

勞工安全衛生費用(壹項之 1.0%)    191116  

包商管理及利潤(壹項之 4.0%)    764464  

小計    20067240   

 加值營業稅(上項之 5%)    1003362  

總價 2107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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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態旅遊輔導培訓經費(元) 

泰雅山徑 單年經費 三年經費 

南澳古道 1,080,000 3,240,000 

南山檜木林步道 1,080,000 3,240,000 

埤亞南越古道 1,080,000 3,240,000 

哈盆越嶺古道 1,080,000 3,240,000 

合計 4,320,000 12,960,000 

 

 

 
3.接駁車經費(元) 

泰雅山徑 接駁車支出及保養(9人座每台

130 萬元) 

20 年經費(每輛車使用年限 10

年) 

南澳古道 2,600,000  5,200,000 

南山檜木林步道 2,600,000 5,200,000 

埤亞南越古道 2,600,000 5,200,000 

哈盆越嶺古道 2,600,000 5,200,000 

合計 10,400,000 2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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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影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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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山徑影像紀錄 

（※旁白每行平均 13 字，每行約 3 秒鐘）                                                

2013/10/10 

畫    面 旁         白 備       註 

大片頭 0000-0030    

○  
O S： 

 

泰雅族自先民以來的歷史活動

記憶，無論是有形或是無形的，

都是台灣北部地區重要的原住

民文化資產。 

循著先人的腳步足跡，重建並活

用先人的精神與智慧，不但可以

達到新舊傳承，更可以活化社

區，展望未來。 

 

※原民所長廖朝明:宜蘭縣各山地部佈滿了早期泰雅族人因為婚姻…. 

(山徑古道與與泰雅族長久以來的發展與關係) 

○ 泰雅山徑概述 
O S： 

 

今日泰雅族人的聚落，分佈於臺

灣北部中央山脈兩側，其分佈主

要以宜蘭縣南澳鄉、大同鄉、新

北市烏來區、桃園縣復興鄉、新

竹縣尖石鄉、五峰鄉、苗栗縣泰

安鄉、南庄鄉等臺灣北部五縣市

八個鄉地區內。透過「泰雅山徑」

計畫，跨越縣市現有行政區劃，

建置泰雅山徑，更可以整合並展

現泰雅族遷徙史、文化傳承、族

群認同、及觀光及產業發展於一

體。 

 

※原民所長廖朝明(泰雅山徑計畫的簡述，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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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條山徑位置 

○  
O S： 

 

泰雅族先民係以「狩獵」、「燒墾」

維生，「泰雅山徑」是泰雅族人

狩獵、交易、婚嫁、攻守、結盟

的重要路徑，亦是泰雅族人與自

然環境共生及生活智慧的體

現。目前規劃的四條相關特色的

路線，包括宜蘭縣南澳鄉的南澳

古道，大同鄉的埤亞南古道、南

山檜木林道和哈盆古道。 

四條古道目前推展所可能面臨

的住況與問題個不相同。 

 

○  
O S： 其中南澳古道對外交通與沿途

路線，涉及的範圍和林務局管轄

的部分業務有關，計劃單位便邀

集相關單位，在 2013 年 8 月來

到南澳鄉金洋村，聚集勘察實地

現狀。 

 

※林務局洪明慧技正：(林務局在南澳古道管轄區域的建設情形) 

※原民所王怡惠股長：(邀請林務局會同勘察的目的) 

○  
O S： 為了泰雅山徑計畫的順利推

動，各單位特別針對釐清管轄範

圍與如何區分分工項目與負責

區域、以及尚須重建部分，仔細

探討。 

 

※原民所王怡惠股長：(重建規劃的工作展望與縣長的重視以及對年底完工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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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S： 雖然南澳古道原本已經有所建

設，由於天候等各項因素影響劇

烈，古道的修繕與經營維護，成

了計劃單位的重大挑戰。 

 

※原民所王怡惠股長：(目前可能面臨的狀況與問題…汛期、颱風、施工進程…) 

○  
O S： 經過實地會勘與討論，應該怎樣

修整南澳古道也有了共識，接下

來就只剩下要如何順利完成計

畫的問題了。 

 

 

○  
O S： 埤亞南古道的狀況與南澳古道

完全不同，這條被遺忘幾十年的

古道，已經完全被大自然完全淹

沒在無法分辨察覺的世界。 

想要重建這條古道的原貌，相當

艱難，必須大力仰賴當地少數耆

老的協助。 

計劃單位來到大同鄉南山村，積

極與村里的牧師和耆老洽談。 

 

※ 規劃單位相關專家顧問與陳和平牧師、耆老(當地發展協會理事長)會議 

○  
O S： 埤亞南古道的推展需要更多的

工作。 

隔日的清早，相關人員再次聚

集，首先就要找到那條淹沒在荒

野中的山徑。 

 

※南山村理事長：(埤亞南古道的位置、路線與使用情形) 

○  
O S： 傍依中橫公路宜蘭支線的埤亞

南越嶺古道，目前路徑尚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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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根據資料研究，現今應仍留

有古道的路基，資源潛力極大。

其中，資料線索中的耶克糾駐在

所、突稜駐在所、埤亞南鞍部駐

在所(思源派出所)等尚未呈現，

因此需要當地族人協助踏勘。 

※進入古道入口 

○  O S： 思源啞口是登山客往上攀登南

湖大山的重要起點，啞口的另一

側，則是自古以來南山地區泰雅

族人往返台中、南投山區與蘭陽

溪上游台地部落的唯一路徑。然

而這條被遺忘的路，自從中橫公

路的開通，埤亞南越嶺古道已經

五十多年沒有人跡。 

 

 

※陳和平牧師、耆老：踩踏前的心情。 

※陳和平牧師、耆老：族人發展遷徙與思源啞口和蘭陽溪源頭的地理意義 

○  O S： 歷經時光歲月的痕跡，這條越嶺

古道顯然完全重回了大自然原

有的模樣，不再顯現人為與人工

的紋理。加上天候與地震因素的

變動，想要找出它的路線，更是

困難。所幸，耆老們憑藉以往的

記憶與山林間特有的生存技

能，仍然堅持著往前探索。 

 

※陳和平牧師、耆老：踩踏對族人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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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S： 除了泰雅族人傳統古道，計劃單

位還希望同時找到一條可能與

這條路線交錯或共有的日據時

期的警備道路。補足部分歷史記

憶中的文化遺產。 

 

※陳和平牧師、耆老：這次踩踏可能的困難與問題(日據時期戰備道對其老是陌生的…) 

※發現日據時期警備道路的遺跡 

○  
 規劃單位分析，由獵徑要變為遊

客易行的步道，是有其困難之

處。若由日據時期使用的古道，

再重修為步道，不但起伏較小、

路幅寬、路床穩固，沿途更有駐

在所舊址供休憩駐足。這些日據

時期的道路古道，原本便是利用

舊有獵徑，再經加測量修整而

成，具有連繫交通、來往孔道之

功能，歷史意義同時重大。 

 

※陳和平牧師、耆老：族人對古道價值的意義(先祖的腳印、歷史記憶、重建大自然、祖先的尊敬…) 
○  O S： 埤亞南越嶺古道交錯的兩條路

徑，兼具著泰雅族人歷史涵意、

文化傳承與近代歷史軌跡文物

遺址等價值，體現出這條山徑的

多重意義。 

南山村鄰近的另一條古道：南山

檜木林道，則具有另一種特色價

值。 

 

 

※向高世說明南山檜木林道的路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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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S： 

 

 

在中橫公路的宜蘭支線上，有座

終年雲霧繚繞、人煙罕至的南山

部落檜木園區，山上盡是千年的

紅檜巨木，更是台灣獼猴的樂

園，國寶鳥藍腹鷳出沒的地方。

循著泰雅族的傳統獵徑，人們可

以一塊兒上山探險，揭開這處絕

美森林的神秘面紗，進行一趟別

富趣味的生態旅遊。 

 

 

 

※向高世說明生態與物種情形 

○  
O S： 除了登山口附近的幾個大型蓄

水池外，步道沿線缺乏較固定的

水源，故兩棲類多集中在這些人

工水域附近，其中又以莫氏樹蛙

最為優勢，而盤古蟾蜍及拉都希

氏赤蛙亦有發現在此區域活

動；而於蓄水池中之蝌蚪亦吸引

了一些蜻蜓在此繁殖。 

 

※向高世發現黃口攀蜥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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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S： 除了在鄰近登山口的產業道

路，有記錄到黃口攀蜥，這個路

線範圍，還有哺乳動物的部分，

本次調查則有遇到台灣獼猴，而

若依當地居民的訪問及海拔判

斷，此地應該也會有白面鼯鼠。 

在昆蟲的部分，此區所發現較特

別的種類包括：叉斑陷紋金龜以

及枯球蘿紋蛾；鳥類的部分最引

人注目的則是屬於保育類 II 級

的台灣特有種藍腹鷴  

 

 

※路程中斷，施工修復中的工程，近期無法通行 

※吳銀水說明旅遊推展分析 

○  
O S： 目前由台七甲前往步道入口之

米羅產業道路路況不佳，有許多

坑洞而且積水，大雨後容易發生

坍方。平時常有載運高麗菜的大

卡車經過，即使將路修好，亦須

考慮使用年限及後續維修的問

題。 

同時沿途路況不佳，路面不平，

有著泥土路與石頭路，部分路段

石塊大以及鋼筋外露，因此，底

盤較低的小轎車則不建議由此

進入。 

 

 



190 

 

○  
O S： 橫跨台北與宜蘭兩地的哈盆古

道，則是許多植物動物研究與愛

好者熟悉的路線，他同時也是泰

雅族人重要的古道。 

 

※向高世說明路線與狀況 

○  
O S： 「哈盆」，泰雅語意指兩條河流

交匯之處，哈盆地區由於動植物

種類繁多且豐富，過去即是重要

的獵場，目前南勢溪上游周邊台

地上依稀可見崙埤部落的舊耕

地，雖然部分區域已經規劃成

「哈盆自然保留區」，但山徑路

線無涉及保護區內，所以目前從

福山到哈盆營地為主的路段，仍

是一條熱門的登山路徑。 

 

※向高世說明物種(中華幽蟌、斯文豪氏大蝸牛...) 

○  
O S： 本山徑含跨本縣大同鄉及新北

市烏來區境內。東側的起點在大

同鄉的崙埤仔，途經破礑溪、中

嶺山、哈盆溪、南勢溪、到新北

市烏來區的福山村。路程長度約

17.4 公里，海拔則從 120 公尺到

1059 公尺左右。 

 

 

※吳銀水說明哈盆古道自然生態旅遊推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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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O S： 泰雅山徑休閒觀光帶連結推動

計畫主要透過泰雅山徑資源調

查與整合、山徑旅遊系統經營管

理模式規劃，實踐北台泰雅文化

區域整體產業經濟之發展，更藉

此挖掘深潛在生活與環境之中

的泰雅文化，串連部落觀光資源

建立更多讓國際認識台灣原住

民族文化的機會，藉以發展以部

落為主體的觀光模式，引入責任

觀光之概念，結合泰雅族傳統規

範 Gaga 的文化，重新訂定新的

山徑觀光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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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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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雅族分佈於臺灣北部中央山脈兩側，其分佈主要以宜蘭縣南澳鄉、大同鄉、

新北市烏來區、桃園縣復興鄉、新竹縣尖石鄉、五峰鄉、苗栗縣泰安鄉、南庄鄉

等臺灣北部五縣市八個鄉地區內，泰雅族先民係以「狩獵」、「燒墾」維生，「泰

雅山徑」是泰雅族人狩獵、交易、婚嫁、攻守、結盟的重要路徑，亦是泰雅族人

與自然環境共生及生活智慧的體現。爰此，透過「泰雅山徑」計畫，跨越縣市現

有行政區劃，建置泰雅山徑，整合並展現泰雅族遷徙史、文化傳承、族群認同、

及觀光及產業發展中。 

    泰雅山徑休閒觀光帶連結推動計畫主要透過泰雅山徑資源調查與整合、山徑

旅遊系統經營管理模式規劃，實踐北台泰雅文化區域整體產業經濟之發展，更藉

此挖掘深潛在生活與環境之中的泰雅文化，串連部落觀光資源建立更多讓國際認

識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的機會，藉以發展以部落為主體的觀光模式，引入責任觀光

之概念，結合泰雅族傳統規範 Gaga 的文化，重新訂定新的山徑觀光模式。並將

觀光客的行為規範，訂入新 Gaga 中，讓遊客有所依循。 

    在區域整合發展的理念之下，強調跨區域泰雅山徑系統中，多元化與主題化

之文化觀光發展與部落自主經營模式之建構。為能在有限的時間與經費下完成泰

雅山徑觀光帶之規劃，以符合北台區域發展精神，分為區域、縣市及社區三種層

級之泰雅山徑系統觀光遊憩帶與產業經營鏈結之規劃，並將縣市及社區層級規劃

之焦點，以北台八縣市跨區聯盟方式，提出泰雅山徑觀光系統建置規劃與產業經

營機制，同時亦作為日後北台地區區域型泰雅山徑觀光系統規劃之參考。 

一、計畫目標：以促進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宜蘭縣等其原鄉地區

經濟發展為目標，輔導部落走向觀光與文化生態結合的經濟型式，使之成為有泰

雅特色及具競爭力的產業。 

二、計畫執行範圍：以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宜蘭縣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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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古道生態旅遊 2013.10.20 

南山檜木林步道會勘 2013.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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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從第一期規劃中選取三條步道(南澳古道、南山檜木林步道、哈盆越嶺

古道)，並加上埤亞南越古道，共計四條山徑進行調查與規劃，再經篩選確認及多

方考量之後，正式選定南澳古道、南山檜木林步道為優先執行目標。經由評估現

行政策與法令、第一期資料庫建置規劃、部落說明會與參與能量評估、泰雅山徑

修復之部落參與規劃、生態旅遊機制與產業連結之部落參與規劃、影像紀錄等分

析，並實際操作生態旅遊活動與雇工叫料修復步道，期能建立自然資源與生態環

境保育之泰雅示範路徑，這是一項頗具遠見的創舉，將在國內的山徑發展史上立

下重要的典範。 

 

結論 

 

一、推動並完成泰雅山徑工程 

    建議由宜蘭縣政府積極向原民會或觀光局爭取執行經費，並透過相關局處之

積極配合，將南澳古道及南山檜木林步道推動為泰雅山徑的示範步道。 

二、部落生態觀光與產業經濟效益 

    泰雅山徑對部落經濟轉型確實有帶動的正面效果，山徑遊憩可增加部落的知

名度與部落居民的認同感，未來也將增加部落居民發展休閒事業的機會。對於部

落的產業可藉由自由市場機制，提升部落產品行銷包裝、品質提升的機會，輔導

部落產業加值提升的契機，提升經營管理觀念。 

三、部落生態資源與相關人才之培訓養成 

    輔導泰雅山徑經營的專業人才與組織，藉由循序漸進的人才培訓教育與地方

相關產業之輔導，培養泰雅山徑經營發展的人才，強化泰雅山徑的專業知識與執

行能力。人才培訓應有部落地圖與傳統領域的課程設計。 

四、山徑與交通接駁 

    推動泰雅山徑，一方面避免山徑資源因開發而造成的環境破壞，另一方面針

對具開發潛力但位於災害敏感區域之山徑場所進行保育，以提升未來開發之可能

潛力，在當今強調生活產業與綠色生活的趨勢下，山徑生態旅遊其實是一種可以

創造高附加價值的可持續性產業，為兼顧生態保育和經濟發展尋得新契機。在山

徑接駁部份，若能獲得相關單位之補助購置接駁車，將能打通目前交通之限制與

困窘狀態，有利泰雅山徑之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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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整體推動工作項目 

泰雅山徑除了現階段選定的南澳古道及南山檜木林步道需積極修復，未來亦應尋

求相關部會認同，俟後續經費補助，再納入埤亞南越古道後續規劃與哈盆越嶺古

道後續規劃。 

推動泰雅山徑後續工作 

工作項目 相關協調單位 經費來源 

南澳古道及南山檜木林步道

修復 

宜蘭縣政府原民所、原民會 原民會 

生態旅遊導覽人員培訓
 宜蘭縣政府原民所、觀光局 觀光局 

接駁車 
宜蘭縣政府原民所、觀光局 觀光局 

埤亞南越古道後續規劃 宜蘭縣政府原民所、林務局 林務局 

哈盆越嶺古道後續規劃 宜蘭縣政府原民所、新北市政府、原民會 原民會 

 

  



197 

 

  

 

 

 

 

 

 

 

 

 

 

 

 

                     附件 
  



198 

 

「泰雅山徑說明會」會議記錄 

(一)宜蘭縣南澳鄉公所說明會 

  



199 

 

101 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 

泰雅山徑休閒觀光帶連結推動計畫（第二期） 

南澳鄉公所說明會 

壹、會議時間：102 年 3 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 6 點 30 分 

貳、會議地點：宜蘭縣南澳鄉金洋村金洋國小 

参、主持人：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李瑞宗教授 

肆、議程： 

一、主席宣布開會 

二、業務單位說明（略） 

三、泰雅山徑計畫（第二期）受託單位簡報（略） 

四、與會單位及人員意見及綜合討論： 

1.目前有林務局、南澳鄉公所、宜蘭縣政府、觀光局、經建會、原民會等單

位資源投入社區，以原民會投入社區為最大。 

2.產業方面，社區尚未成立產銷班，目前香菇生產量較大者為 3,500 坪，約

20~30 戶業者種植;生薑產業約有 100 萬斤的產量,約 10 戶業者種植。 

3.社區缺乏公有土地，無公有土地就無法興建停車場等設施。 

4.99 年至 100 年是泰雅山徑第一期計畫調查，101 年是泰雅山徑第二期規劃

設計，103 年是泰雅山徑第三期工程實作，目前為 101 年，對社區需求作

規劃構想。 

5.希望遊客進入社區，可與免費公車搭配，增加停留社區的時間。 

6.社區對外窗口之問題，建議可由理事長與部落發展協會作為對外聯絡橋梁。 

7.古道之認養亦可由社區來管理維護，由社區共同討論規劃，帶動經濟產業發展。 

8.產業的產銷班尚未成立，未來可協助創立產銷班，以穩定作物生產的價格。 

9.希望推廣社區媽媽參加烹飪班並取得烹飪證照，目前金洋、金岳村皆有推

動部落風味餐，社區未來可共同創立部落特色風味餐，帶動觀光商機。 

10.請協助提供文化傳承之社區耆老、達人等人才名單，建立社區人才資料庫。 

11.請協助提供部落民宿資料與生薑、香菇、小米產業資料。 

12.本案預計將產業、觀光與古道連結，建立社區產業資料。 

13.目前社區之硬體設施需求為入口意象、指標、停車場、廁所、垃圾場整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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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目前遊客量每週約為 100 人。 

15.社區急需人才培訓，日後的僱工購料實作工程可由社區負責施作，藉此

促進青年在地就業。 

16.古道可帶動觀光產業發展，但去年因風災之後，古道通行中斷，遊客銳

減，請協助向林務局代詢未來之古道改善恢復計畫。 

17.目前生態館為蚊子館，需重行規劃討論，讓生態館活絡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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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北市烏來區公所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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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 

泰雅山徑休閒觀光帶連結推動計畫（第二期） 

烏來區公所說明會 

壹、會議時間：102 年 4 月 8 日(星期一)上午 9 點 00 分 

貳、會議地點：新北市烏來區公所 

参、主持人：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李瑞宗教授 

肆、議程： 

一、主席宣布開會 

二、業務單位說明（略） 

三、泰雅山徑計畫（第二期）受託單位簡報（略） 

四、與會單位及人員意見及綜合討論： 

1.烏來地區因保護區限制多，發展硬體建設(如民宿、餐廳等)較困難，請予

解套協助。 

2.目前部落因都市計畫區及原住民保留區的限制，房屋多半無法進行變更營

建，已阻礙部落觀光發展。 

3.村落願意與鄉公所合作，共同推動社區觀光產業。 

4.對於福山經哈盆至崙埤古道，部落希望未來能成為國家級步道。 

5.福山村尚未參與農村再生培根計畫，應鼓勵社區村民勇敢發聲來築夢，促

進社區觀光產業發展。 

6.福山村因位置較偏遠，載運垃圾的時段較少，影響社區的環境衛生，請改

善，以利社區的產業與觀光發展。 

7.未來可推動部落課程，輔導部落媽媽考烹飪證照，成立部落風味餐廳，加

強部落發展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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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竹縣五峰鄉公所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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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 

泰雅山徑休閒觀光帶連結推動計畫（第二期） 

五峰鄉公所說明會 

壹、會議時間：102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三)上午 10 點 00 分 

貳、會議地點：新竹縣五峰鄉公所 

参、主持人：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李瑞宗教授 

肆、議程： 

一、主席宣布開會 

二、業務單位說明（略） 

三、泰雅山徑計畫（第二期）受託單位簡報（略） 

四、與會單位及人員意見及綜合討論： 

1.五峰鄉農特產有甜柿、竹筍、月桃、水蜜桃、小米、鱒魚等。 

2.五峰鄉加工產品有十八萊小米酒、甜柿餅、金線蓮、香菇等。 

3.五峰鄉觀光產業資源有張學良故居、清泉溫泉民宿、白蘭部落民宿、觀霧

遊樂區、雪霸農場等。 

4.五峰鄉的觀光遊客量一年約 30~40 萬人，目前以民宿、露營及行走古道者

居多。 

5.五峰鄉的步道資源有霞喀羅國家步道、鵝公髻山步道、根本古道等。 

6.五峰鄉原住民不只有泰雅族，還有賽夏族，泰雅山徑規劃應包容考量。 

7.民宿業者與溫泉業者目前分開營運，未來可考慮把民宿與溫泉結合，增加

觀光商機。 

8.原民會幫助部落較多，其次是雪霸國家公園。 

9.建議白蘭的鳥嘴山至南庄鄉之路線可規劃步道。 

10.從清泉至石鹿登山口之道路狹小，交通極不方便，鄉公所建議應有接駁

系統，讓登山客、觀光客利用，使交通更為順暢。 

 

 

 

 

 

http://www.hcwft.gov.tw/tourism.asp?I1_id=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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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竹縣尖石鄉公所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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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 

泰雅山徑休閒觀光帶連結推動計畫（第二期） 

尖石鄉公所說明會 

壹、會議時間：102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三) 上午 11 點 00 分 

貳、會議地點：五峰鄉公所 

参、主持人：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李瑞宗教授 

肆、議程： 

一、主席宣布開會 

二、業務單位說明（略） 

三、泰雅山徑計畫（第二期）受託單位簡報（略） 

四、與會單位及人員意見及綜合討論： 

1.尖石鄉的觀光資源：北得拉曼神木、水田部落、錦屏大橋、李楝山古堡、

秀巒溫泉、鎮西堡巨木群、司馬庫斯神木群、霞喀羅國家步道等。 

2.尖石鄉的農特產資源：主要農產品包括桂竹筍（4-5 月）水蜜桃（5-7 月）、

水梨（8-9 月）、甜柿（10-11 月）、高冷蔬菜、香菇、山藥與雪蓮等。鹹鱒

魚（十大伴手禮）、香魚養殖與竹炭為加工產品。尖石鄉農特產品較五峰

鄉更為豐富。 

3.秀巒村在地觀光產業主要以秀巒野溪溫泉、軍艦岩、鎮西堡巨木群、霞喀

羅國家步道為主。 

4.原民會幫助部落較多。 
 

5.霞喀羅國家步道因風災造成坍崩，無法通行，請主管機關儘速修復。 

6.從尖石到司馬庫斯的自行車隊相當多，是未來可以開發的觀光路線。 

7.手工技藝人才目前未達產業規模，建議建立人才資料庫，以利未來規劃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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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宜蘭縣大同鄉公所說明會 

 

101 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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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山徑休閒觀光帶連結推動計畫（第二期） 

大同鄉公所說明會 

壹、會議時間：102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二) 上午 10 點 00 分 

貳、會議地點：大同鄉公所 

参、主持人：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李瑞宗教授 

肆、議程： 

一、主席宣布開會 

二、業務單位說明（略） 

三、泰雅山徑計畫（第二期）受託單位簡報（略） 

四、與會單位及人員意見及綜合討論： 

1.崙埤社區觀光資源：九寮溪生態園區、崙埤池、中嶺池、山水林民宿區等。 

2.目前崙埤社區發展協會有接洽外地遊客體驗泰雅文化及生態之旅。 

3.崙埤社區民宿資源豐富，如部落山莊民宿、山泉之戀民宿、香林茶園民宿、

森情休閒民宿、雅韻民宿等，風味餐則是莎韻的店、三個伊那的店。 

4.南山村農特產資源：高冷蔬菜（高麗菜，大白菜）、茶葉、香菇等。 

5.南山村觀光資源：思源埡口、南湖大山、南山茶園、南山檜木林步道等。 

6.目前南山社區發展協會有推廣深度旅遊，帶領遊客體驗檜木生態園區之旅。 

7.鄉公所希望規劃從突稜至思源埡口的步道，還有崙埤村至福山村的步道。 

8.泰雅生活館目前營運良好，可再擴充泰雅文化、自然生態等內容，並加強

空間之利用。 

9.社區可從特色產業、耆老、手工技藝等方面開始收集資料，並建立資料庫，

以利後續推廣整合之規劃。 

10.社區希望安排培訓導覽解說課程、撰寫計劃練習課程等，讓青年返鄉就

業，帶動觀光產業發展。 

  

http://datong.e-land.gov.tw/htm/t0504_1.asp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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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桃園縣復興鄉公所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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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 

泰雅山徑休閒觀光帶連結推動計畫（第二期） 

復興鄉公所說明會 

壹、會議時間：102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二) 上午 10 點 00 分 

貳、會議地點：復興鄉公所 

参、主持人：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李瑞宗教授 

肆、議程： 

一、主席宣布開會 

二、業務單位說明（略） 

三、泰雅山徑計畫（第二期）受託單位簡報（略） 

四、與會單位及人員意見及綜合討論： 

1.目前復興鄉泰雅族人口約 7,100 人，外族人口則有 3,000 多人。 

2.目前復興鄉人口每年平均約減少 80 人，人口外流大多是泰雅族，在地的

原民文化將會產生改變。 

3.近年全球暖化造成極端氣候釀災，鄉公所極為重視。自民國 90 年起接續

重創復興鄉，一夕間造成土石流及大水患。 

4.復興鄉公所定期都有進行村民疏散避難收容演練，提高大家緊急應變能力，

近年來都有宣導保留地復育與保育防災。 

5.復興鄉的觀光旅遊型態，主要以環境觀光、生態觀光、歷史觀光、特產觀

光與原住民觀光等類型為主。 

6.泰雅族手工藝以織布聞名，女子在傳統觀念上需以織布技法取得社會地

位。 

7.目前復興鄉農特產：水蜜桃、桂竹筍、柿子等，但因政府積極宣導山坡地

水土保持之重要，如需種植農特產，需先申請核准後才可栽種。 

8.建議可規劃從長興至阿姆坪或枕頭山的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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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苗栗縣泰安鄉公所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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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 

泰雅山徑休閒觀光帶連結推動計畫（第二期） 

泰安鄉公所說明會 

壹、會議時間：102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 上午 10 點 00 分 

貳、會議地點：泰安鄉公所 

参、主持人：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李瑞宗教授 

肆、議程： 

一、主席宣布開會 

二、業務單位說明（略） 

三、泰雅山徑計畫（第二期）受託單位簡報（略） 

四、與會單位及人員意見及綜合討論： 

1.泰安鄉橫龍山古道可接泰安溫泉，值得開發，而且不在國家公園範圍內。 

2.文化觀光課可協助規劃，一起調查或連絡耆老帶路。 

3.司馬限部落附近亦有古道，惟尚未開發，且經過私人與林務局的土地，若

要規劃一日遊的觀光步道，需向相關單位申請同意步道開發。 

4.苗栗縣原住民以泰雅、賽夏族為主，並非只有泰雅族。 

5.泰安鄉農業人口約佔全鄉人口的90%以上，為典型的農業鄉，目前在香菇、

桂竹筍、桃、李、梅、甜柿、草莓、高冷蔬菜及生薑等生產上有不錯成效，

是當地的特色農產品。 

6.目前泰安鄉編織手工技藝的部份，登記的工坊有 25 家，有營業的僅有 8

家，其中有傳統編織、雕刻、皮雕及串珠飾品等。 

7.泰安鄉合法的原住民民宿計有 1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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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苗栗縣南庄鄉公所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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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 

泰雅山徑休閒觀光帶連結推動計畫（第二期） 

南庄鄉公所說明會 

壹、會議時間：102 年 4 月 25 日(星期四) 上午 11 點 30 分 

貳、會議地點：南庄鄉公所 

参、主持人：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李瑞宗教授 

肆、議程： 

一、主席宣布開會 

二、業務單位說明（略） 

三、泰雅山徑計畫（第二期）受託單位簡報（略） 

四、與會單位及人員意見及綜合討論： 

1.苗栗縣原住民以泰雅、賽夏族為主，並非只有泰雅族，是否有賽夏山徑？ 

2.希望修復鹿場神仙谷至石門的步道(兩年前中斷)，此步道的觀光效能非常

大，可帶動泰雅與賽夏部落觀光。 

3.還有風爐缺古道(蓬萊村大坪部落至鹿場村)亦值得規畫與開闢。 

4.從東河村一直往風美村到加里山的步道，還可以連接哈堪尼山步道。 

5.目前南庄鄉位於参山國家風景區範圍內，希望参山國家風景區亦能主動規

劃古道觀光。 

6.南庄鄉的農特產有甜柿、紅肉李等，在大坪部落有一葉蘭輔導區、段木香

菇、民宿山莊等，在大坪、二坪還有鱒魚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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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泰雅山徑休閒觀光帶連結推

動計畫」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委員及與會相關單位之反應意見之對

照表 

 

開會時間 102年 1月 25日下午 2 時整 

地點 原民所一樓會議室 

意見 回覆 

蘇中原委員 

1.擇定的山徑需有評估因子，如(1)法令的可

行(2)資源（自然及人文）的豐富度(3)部落

的參與能量）以做出最適合的分析與說明。 

2.擇定山徑其觀光產業的型態是什麼，應分

析，部落如何經營的機制與組織建立應呈現。 

3.進度甘特圖明確建立。 

4.再補充經費分配表。 

 

1.已修正於期初報告書第五章第一節。 

 

 

2.已修正於期初報告書第六章第三節。 

 

3.已修正於期初報告書第一章第三節。 

4.已補充說明並調整經費。 

辜雯華委員 

1.有關本計畫執行各介面(層面)，建議受託

單位藉以本計畫第一期執行之委託單位所整

理的資料及經驗傳授，作為基礎來進行引伸

及延續，並以此擴充其資料能量與統整運用。 

2.對於山徑路線的各點(部落)資源整合，建

議受託單位以第一期的相關資料為基礎，進

行深入勘查、分析評估及策劃，如部落環境

資源、地方觀光之特色、產業活動的規劃及

行銷模式的策略等。 

3.人力能量的建置及社區居民的參與方面，

建議受託單位以下兩點： 

  1.組成部落人力諮詢團隊，含括公、私部

 

1.已納入本計畫之參考，見於第四章第二節與第六章第三

節。 

 

 

2.已修正於第五章各節。 

 

 

 

 

3.已納入本計畫之參考，積極與社區發展協會、教會、村

長辦公室進行溝通與協商，見第四章各節。 

 



221 

 

門具有產業相關專業成員，以臻人力能量的

最高效能。 

  2.藉國內社區參與產業發展之成功案例

(如阿里山光華社區)，策劃激勵社區團體參

與之機制，以達部落團體認同及共識，凝結

社區團體意識。 

4.多採集國內、外生態旅遊(如馬來西亞及中

國大陸…等)的良好或成功案例，加以統整及

詮釋，以為推動本計畫執行之參佐。 

5.請就目前所選定的山徑路線補充分析性其

可行性、重點方向。 

 

 

 

 

 

 

 

 

4.已修正於第六章第一節。 

 

 

5.已修正於第五章各節 

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1.本計畫為延續性計畫，應延續前期計畫 99

年度「泰雅山徑休閒觀光帶連結推動計畫」

規劃成果。依據經建會 101 年 11 月 23 日回

函說明(二)指出：請本年度計畫「審慎選擇 1

至 2 條較具執行效益之山徑優先辦理主體工

程之細部規劃設計與具體詳細之財務評

估」，請規劃團隊依此原則辦理，並檢附詳

細工作期程的甘特圖與細部的財務評估。山

徑的選擇可以跨域為優先考量，以符合計畫

跨域整合之目的。 

2.工作項目四，「泰雅山徑修復之部落參與

規劃」依據工作計畫書第 17 頁所述預計於期

初階段(45日)及期中階段(45 日)完成 4條山

徑調查與規劃工作，時程相當緊迫，尤其是

 

1.工作期程的甘特圖已修正於期初報告書第一章第三節，

目前從十條步道選擇四條較具可行性的步道評估，將再審

慎選擇 1 至 2 條較具執行效益之山徑優先辦理主體工程之

細部規劃設計與具體詳細之財務評估。 

 

 

 

 

 

 

2.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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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式規劃一般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以及細

膩的溝通與協調，建議應妥善考量調查與規

劃所需的時間及人力，以達本案良善之目標

與功能。 

3.建議本案於期初階段補充說明透過何種方

式進行相關評估及機制研擬，尤其是泰雅山

徑之生態旅遊機制、生態旅遊機制與產業連

結之規劃等方面；建議除相關國內外案例蒐

集分析外，亦可考量邀集相關專家進行研商

等方式，以結合專家智慧及部落意見。 

4.在工作執行方面建議可再細膩考量工作項

目相互之關連，以達良好的執行效能；例如 8

場次的部落說明會功能究為期初階段宣達本

案執行內容資訊及基本資料蒐集？亦或為本

案初步規劃成果的雙向溝通及進行意見回饋

等。 

 

 

 

 

3.已修正於第六章第二節與第三節。 

 

 

 

 

 

4.已修正於第四章第一節。 

陳進益委員 

1.工作計畫書與服務建議書內容極為相似，

但似乎無法更詳細說明未來的工作執行方

法。 

2.建議工作計畫書的內容應包括： 

(1)前言（含計畫目的、計畫工作範圍、計畫

工作項目及內容）。 

(2)計畫背景（請分析第一期計畫所選擇優先

順序的方法、因子）。 

(3)工作計畫及方法（分析方法、規則流程

(圖)、成果展示、報告書章節）。 

(4)計畫預定進度。 

 

1.已採納委員建議，修正工作計畫書內容。 

 

 

2.已採納委員建議，修正工作計畫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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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作組織及人力配置。 

(6)預期成果…等。 

3.P2.工作構想中其探討方法評估因子為

何？（例如：路線距離、路線路況、資源距

離、處所設施、空間發展狀況、潛勢災害、

災害歷史…等），而非以 P4頁所述路途遙遠，

利用較少，等語氣代過去。 

4.P5.四條山徑的歷史價值與資源特色所述

過於簡略，並請了解目前四條山徑各級的政

府所投入的資源如何？ 

5.P17.工作人力配置與原服務建議書不同，

請重配置，以符實際。 

6.P16.工作項目請依甘特圖呈現，文字說明

（簡述）及各報告書的份數。 

7.P12.生態旅遊機制與產業連結之規劃流程

圖。 

8.P12.影像記錄的規劃、拍攝規劃的流程及

腳本如何、設備簡介。 

9.P8.部落說明會流程規劃、宣導內容、對象

邀請。 

10.P7.網路行銷運用架構（圖）。 

11.P6.共管機制如何規劃研議，依目前國內

各部落的運用方式，那些方式，較適合本計

畫的運用。 

12.林務局或其他單位已建置的步道資料，可

採用連結方式辦理，以利資料完整。 

 

 

3.已修正於第五章第一節。 

 

 

 

 

4.已採納委員建議，補充說明歷史價值與資源特色於第五

章各節。 

 

5.已重新分配工作人力配置於第一章第四節。 

 

6.已修正於期初報告書第一章第三節。 

 

7.已補充於第六章第三節。 

 

8.已補充於第七章第一節。 

 

9.已補充於第四章第一節。 

 

10.已補充於第六章第三節。 

11.已補充於第二章第二節。 

 

 

12.已補充於第五章各節。 

廖明朝委員 

1.有關本(第二)期計畫泰雅山徑之路線，是

 

1.本案會綜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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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係依日據時期「理番政策」所規劃之路線？

抑或以泰雅族先人所行經的路線規劃？建請

受託單位補充。 

2.本縣府刻正推行「因應氣候變遷計畫」環

保之政策措施，請受託單位規劃其良好的因

應措施，俾利推動本計畫相關事宜。 

 

 

 

2.已納入本案之參考 

陳傑麟委員 

1.本計畫執行重點及目的，乃在帶動原鄉部

落產業發展，請受託單位應著重如何發展部

落地方特色之觀光景點，以及連結在地週邊

產業之發展為主要任務之一。 

2.本案執行內容牽涉層面及範圍甚為廣泛，

涉及諸多權管機關 (如林務局、營建署及水

保局等)，請受託單位務須與上開單位多加聯

繫、商詢及協調，並請主辦單位(原民所)適

時地協助及提供相關資料予受託單位參考。 

3.所選定的四條山徑路線(尤其是比雅楠至

埡口)，請受託單位加以析述其選定之目的、

意義及成因等，並敘明其主要執行內容、進

度及預期效益。 

 

1.已補充於第六章第三節。 

 

 

 

2.將積極與林務局聯繫、會勘及協調，將補充於第四章第

一節。 

 

 

 

3.已補充於第五章第五節。 

新北市政府代表 

對於主辦單位執行本(第二)期計畫，本(新北

市)府深表讚同及樂觀其成；另外，有關配合

款方面，請主辦單位儘速掣據報本(新北市)

府請款，俾憑辦撥款相關事宜。 

 

謝謝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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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泰雅山徑休閒觀光帶連結推動計畫」 

期初報告書審查會議-委員及與會相關單位之反應意見之對照表 

開會時間 102年 7月 31日下午 2 時 

地點 宜蘭縣政府 2樓第五會議室 

意見 回覆 

蘇中原委員 

1.上次工作計畫書審查時委員之意見回應應

列在期初報告內，本次的意見請在期中報告

中補充。 

2.會議前之資料規劃公司僅執行八場部落說

明會，但未對說明會之結果作一分析。(會議

當天已補充南澳古道修復改善計畫及哈盆越

嶺古道) 。 

3.如何選出四條步道的評估因子仍未能明確

比較出(工作計畫書審查時各委員的一致建

議)希望書面資料可備齊。 

4.對"部落參與"的核心價值，著墨甚少，本

計畫應以相關部落的參與能量為步道設置、

修復的重要因子，及未來產業的結合是否能

夠成功的的重要參考。 

5.四條步道的動植物調查對未來發展生態旅

遊助益甚大，建議另案出版。 

6.法令的評估需再加強。 

7.林務局"社區林業"的政策可配合本計畫，

建議納入研究。 

 

1.遵照辦理，會將兩次審查意見列表回應，並放入報告中。 

 

 

2.已增補於期初報告書(修正版)第四章第二節 P.81-84。 

 

 

 

3.已增補於第五章第一節 P.116-118。 

 

 

4. 已 增 補 於 第 四 章 第 二 節

P.89-90,P.94-96,P.98-100,P.102-103,P.105-106,P.107

,P.109,P.110與第六章第三節 P.131。 

 

5.謝謝建議。 

 

6.已增補於第二章第一節 P.33-34。 

7.已增補於第二章第一節 P.30-31。 

辜雯華委員 

1.本計畫旨在建立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保育

之示範路徑(步道)，但選擇四條古道之遴選

 

1. 已增補於第五章第一節 P.114-119，會將歷次審查意見

列表回應，並放入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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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還是沒有具體列出，很多的建議都有在

評估會議時提出，但期初報告仍無法初步顯

示，如果由本案應完成時間點(102 年 12 月)

倒算回來，如期初報告仍無法將優先順序適

度評析，勢必會影響規劃完成的時間點，建

議將原評委員及審查委員意見列表並將改善

辦理情形表格化列出。 

2.優先推動的四條路徑，如有進行實際踏

勘，應將踏勘資料彙整，並標記路線、可停

留的地點、待修繕項目、預估經費、重要景

觀、從何處入口較省體力或時間(例如:哈盆

越嶺古道由福山->沿南勢溪->哈盆露營地->

波露溪->中嶺駐在所->避開穿越哈盆保留區

->途中 2 處獵寮->崙埤村)、古道類型(初級

山、中級山等等…..)，留下最新的影音資

料，俾憑作為日後培訓種子人才、解說使用。 

3.古道、日治時期戰備道路、遺址、舊部落、

重要標記點(例如:南澳古道，從登山口(旃

檀 ))->( 叉 路 往 上 可 通 流 興 社 莎 韻 的

家)->(二號吊橋上方)金洋社->(榕楠林附

近)比亞毫社)，建議於路線圖標記舊社名，

方便對照及教學解說使用，此富文化教育內

涵。 

4.此次期初報告應將山徑初步規劃的路線、

內容、預估經費列出，以符時效;另外影像記

錄，請業務單位明確列出予以釐清，並依契

約書或工作計畫書期程完成各階段項目。 

5.與部落聯結與行銷部份，應將部落能量(如

 

 

 

 

 

 

 

2.已增補於第五章第二節至第五節，另予分冊詳列.如南澳

古道分冊、南山檜木林步道分冊等。 

 

 

 

 

 

 

 

3.已增補於第五章第二節，即南澳古道分冊。 

 

 

 

 

 

 

4.已增補於第五章第二節至第五節、第六章第四節 P.130

與第七章 P.133。 

 

 

5. 已 增 補 於 第 四 章 第 二 節



227 

 

導覽接待、山徑引導、工班民宿資料等人力

及景觀資源…)予以呈現 

6.再次建議將本計畫以往參與人員(如:原薪

顧問公司、台大石正人教授、林益仁教授、

縣史館廖館長等…..)一併入委託單位諮詢

對象。 

P.89,P.94-95,P.98,P.102,P.104,P.105,P.107,P.109,P.

110。 

6.已於 2013 年 8 月 16 日邀集雪霸國家公園、縣史館廖館

長等進行初步諮詢研商。 

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1.檢視本次報告書內容，未依經建會於工作

計畫書審查會中所提意見辦理，建請執行團

隊務必依經建會 101 年 11 月 23 日都字第

1010005245號函說明(二) 

，持續推動辦理。 

2.本案自 1 月召開工作計畫書審查審議，至

本次期初報告書審查，工作時間六個月，除

辦理 8 場次的部落說明會外，未見具體執行

內容撰寫於報告書內，建議執行團隊於計畫

書內補充敘明，並重新規劃 P25 的計畫進度

表，落實未來的工作進度與時效。 

3.對於此階段所辦理 8 場次的部落說明會的

相關內容，請將其研析的成果，依照工作事

項(三)部落說明會與參與能量評估中對應的

工作事項，將其結果呈現於期初報告書中。 

4.工作事項(二)第一期資料庫建置規劃的重

點為部落休閒觀光產業的推動，建議朝此項

內容深入探討與分析。 

5.工作事項(五)生態旅遊機制與產業連結之

部落參與規劃，建議除相關國內外案例蒐集

分析外，亦可考量邀集相關專家進行研商等

 

1.遵照辦理。 

 

 

 

 

2.遵照意見，已調整第一章第三節計畫進度表 P.12。 

 

 

 

 

 

3. 已 增 補 於 第 四 章 第 二 節

P.89-90,P.94-96,P.98-100,P.102-103,P.105-106,P.107

,P.109,P.110。 

 

4.已增補於第三章第二節。 

 

 

5.已於 2013 年 8 月 15 日邀集相關專家與部落長老研商討

論生態旅遊機制與產業連結之部落參與規劃，並錄影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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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以結合專家智慧及部落意見。 

6.請執行團隊於其中報告審查時，優先挑選 1

至 2 條較具執行效益之山徑，並應完成可行

性評估作業(包括對其周遭環境、用地取得、

土地變更、及財務等因素進行分析評估)等，

俾利後續山徑規劃、部會協商、爭取建設經

費補助、地方溝通協調與自行營運維護等相

關工作。 

 

6.目前優先挑選 1.南澳古道 2.南山檜木林步道辦理可行性

評估作業，見於第五章第二節至第五節，另分冊詳列為南

澳古道分冊、南山檜木林步道分冊。 

陳進益委員 

1.針對各說明會意見及綜合討論內容逐一分

析其優缺點及可行性，尤其對於未來可能先

選擇之古道之在地公所說明會之內容應更積

極有效建議分析改善。 

2.期初報告之進度似乎落後，應加強。 

3.休閒觀光古道不應設施之問題而有困境，

針對古道之部分，可利用分級區分(可比照紐

西蘭登山道之分級)。 

4.生態旅遊途徑中之生態、人文據點之分析

應加強及建議紮營或民宿地點及聯絡方式，

沿途之標示放置之建議點。 

5.對於政策與法令分析太粗略，請針對「資

源共同管理辦法」之實際運用時，可能遇到

之困難、改善之探討分析(森林法、水保法、

自然保護區、國家公園法、原住民保護法等)。 

6.針對古道地區之人文、經濟產業之資料似

乎太少，請加強。 

 

1.已優先選擇南澳鄉公所、大同鄉公所說明會的意見作分

析與改善。 

 

 

2.遵照辦理。 

3.謝謝建議，已將規劃之四條步道作分級於第五章第一節

P.118-119。 

 

4.已增補於第五章第二節至第五節，另予分冊詳列。 

 

 

5.已增補於第二章第一節與第二節 P.33-34。 

 

 

 

6.已增補於第五章第二節至第五節，另予分冊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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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和平委員 

1.先前的說明會並無部落的聲音，請充實部

落在地資源與部落聯結。 

2.山徑歷史資源需加強說明。 

3. 未來修復步道時，請與林管處費心協調。 

 

 

4.簡報時，談到南山檜木林道與南山村無關

是很令人傷心的事。 

 

5.法令探討共管機制是一種新的概念，且無

實施的經驗，這部份請再加強探討。 

6.每一山徑的海拔高度與生態資源均不同，

應彰顯其特性，人與土地的關係。 

 

1. 已於 2013年 8月 15日邀集相關專家與部落長老研商討

論，並錄影存證。 

2. 已增補於第五章第二節至第五節，另予分冊詳列。 

3.謝謝建議，已多次與林管處作充分溝通與說明。8 月 15

日再與林管處現場協商，並獲共識，有會勘記錄與正式結

論。 

4.這點誤會了，純係從現場調查時，發現遊客僅從美優溪

出入，並不需進入南山村部落。 

 

5.已補述於第三章第二節 P.34。 

 

6. 已增補於第五章第二節至第五節，另予分冊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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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泰雅山徑休閒觀光帶連結推動計畫」 

期初報告書第二次審查會議-委員及與會相關單位之反應意見之對照表 

開會時間 102年 9月 18日下午 2 時 

地點 宜蘭縣政府 2樓第五會議室 

意見 回覆 

蘇中原委員 

(一)上次的意見均已見回應補充，感謝受託

單位的用心。 

(二)山徑設施及其他擬建設之設施(例如解

說牌….)其單價分析請在期中報告時補

充。 

(三)部落所需經費仍不足，建議在參與部落

共識時可視部落人員的參與人力及熱

誠，導入農村再生計畫程序(未來 8-10

年 1500億的基金可申請)。 

(四)四條山徑的產業盤整應該再明確及未來

如何發展，請逐條說明，並在期中報告

時呈現。 

(五)可否舉辦四條山徑的生態旅遊試遊團，

也可增加部落的信心，請參卓。 

 

1.謝謝肯定。 

 

2.已增補於第五章各節。 

 

 

3.農村再生計畫已增補於第六章第三節。 

 

 

 

4.已增補於第六章第三節與第四章第二節。 

 

 

5.謝謝建議，規劃單位將於近期內舉辦泰雅山徑生態旅遊

活動。 

辜雯華委員   

 (一)本次修正後之期初報告書較為具體，且

將歷次修正意見補正較為充實。 

(二)山徑之路線管理單位包括原民會、林務

局、退輔會等，但都與土地脫離不了關

係，除了請將「山地」保留地修正為原

住民保留地外，建議將選擇之四條山徑

鼓勵社區參與林務單位之社區林業計

 

1.謝謝委員鼓勵與肯定。 

 

2.已修正，社區林業已增補於第六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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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其階段性作法及後續之協同管理或

託管契約，不失為讓部落試行運作之方

法之一。 

(三)山徑改善所需經費及期程(報告 P.130南

澳古道 400 萬元、南山檜木林步道 600

萬元、哈盆越嶺古道 2000 萬元…..)雖

採分期分區方式進行，但初期仍以在地

人力恢復其能通行為重點，考量擇選的

四條山徑共同性可解決之困境(例如在

地培訓…)同步優先辦理，如此民眾等待

之熱情不至於被削減，感受力較佳，似

較一年執行一條山徑作法較為妥適。 

(四)本次計畫希望能建立跨域之合作平台，

並強化部落與山徑之連結，建立自償性

之經營管理機制，故部落之帶領與輔

導，雖有難度，仍需藉由此計畫協助規

劃適合路線及產業亮點(產品轉化)，協

助部落產業發展行銷工作。 

 

 

 

3.已調整並修正於第六章第五節。 

 

 

 

 

 

 

 

 

4.遵照辦理，已增補於第六章第三節與第六章第四節。 

 

 

陳和平委員   

(一)埤亞南古道應是部落遷徙路線。 

(二)建議於思源埡口附近設置部落遷徙擴散

紀念地。 

 

1.已補充於第五章第五節。 

2. 已於第五章第五節規劃。 

 

陳進益委員 

(一)第四章部落說明會之發文及會議記錄納

入附件，而內容重新彙整，於下次期中

或期末報告陳現。 

(二)第七章影像紀錄，文字概略腳本請於期

中報告陳現。 

 

1.已優先選擇南澳鄉公所、大同鄉公所說明會的意見作分

析與改善。 

 

2.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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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工修復位置點請檢附現況照片及 GPS

位置點。 

(四)部落產業升級請輔導部落社區團體或居

民升級(如農村再生計畫之申請)。 

(五)步道材料建議比照目前施用之材質，若

需要變更，請檢討，應符合生態環保材

質。 

(六)第二章增列，山區施工建設位置應注意

之規定並分析。 

3.謝謝建議，已增補於第五章各節。 

 

4.已增補於第六章第三節。 

 

5.已增補於第五章各節。 

 

 

6.已增補於第五章各節。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單

位(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

動產資訊中心) 

(一)有關財務分析評估，請再加強。 

(二)本案請確實注意時效，請於 11月底前完

成期末簡報。 

 

 

 

1.擬於期中報告階段後，逐步加強。 

2.遵照辦理。 

蘇雲翰  苗栗縣政府 

(一)法令及部落參與能量評估請加強。 

(二)部落說明會對象？是否能有效評估部落

參與能量？ 

(三)P.109-110錯誤部分請修正。 

(四)P.117評分表合理性請注意。 

 

1.已增補於第二章第一節與第四章第二節。 

2.部落說明會均透過鄉公所積極邀集部落民眾參與，參與

程度高，向心力強，亦是評估部落能量之參考。 

3.已修正。 

4.已參酌改進。 

吳思儀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

處 

(一)期初報告書第 5頁中，有關森林法部分，

第 2點「山徑上有許多珍貴的林業資源，

是需要大家一同維護。」非法規條文。

建議在其他篇章以宣導性形式呈現。另

外，請增列「於森林內施作相關工程應

 

 

1.謝謝指正，已增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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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經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實地勘查同

意後，依指定施工界限施工」此法規條

文。 

(二)期初報告書第 118 頁中，步道分級依林

務局分類應有五級(詳如提供書面資

料)，並建議於表下加印引用網址。 

 

 

 

2.已增補引用出處。 

宜蘭縣政府原住民事務所 

(一)期中報告時，資料庫部分請再補充。 

(二)跨區域領域組織可行性請再商榷。 

(三)解說牌內容是否可請受託單位幫忙撰

寫？ 

(四)山徑可於路線圖上標註舊社名。 

 

1.已增補於第三章各節。 

2.已增補於第二章第三節。 

3.為鼓勵部落參與規劃，建議仍由部落自行撰寫。 

 

4.已增補於第五章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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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泰雅山徑休閒觀光帶連結推動計畫」 

期中報告書審查會議-委員及與會相關單位之反應意見之對照表 

開會時間 102年 10月 21日下午 2時 

地點 原住民事務所一樓會議室 

意見 回覆 

辜雯華委員 

1.本計畫旨在建立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保育

之示範路徑(步道)，優先推動的四條路徑，

擇選 2條的原因、過程、理由等應予以敘明。

期中報告針對埤亞南越古道及哈盆越嶺古

道，都提及其路徑接駁不易，不易發展跨區

域的組織，但原鄉山徑接駁不易是共通點，

如何藉由部落的交通工具及組織的運作來協

商是一重要工作，而不是把山徑作的美美

的，但軟體服務供應不足，人才的培養是一

重點，故仍建議同步的養成訓練有其必要

性，而不是要制式的職業訓練課程，制式在

無地特色的解說牌等…。 

2.資料庫建置要做到何種程度?應符合契約

書之規定;另第一期由原薪顧問公司建置的

P.P.GIS系統，建議向原民會土管處或補助縣

市政府保留地管理計畫經費導入正統 GIS 系

統，比照地政處辦理整合地理資訊系統方

式，讓更多人使用。 

3.建議與部落組織(如社區發展協會理、監事

會)說明及討論本計畫預定規劃路線、施作地

點、景觀材料，部落可協助事項(如在地工

班)，讓部落更加了解及參與本計畫的執行方

 

1.已增補於第五章第一節與第二章第三節 

 

 

 

 

 

 

 

 

 

 

 

2.已增補於第三章第二節 

 

 

 

 

 

3.已增補於第四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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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4.國外社區生態旅遊案例特別提及亞馬遜生

態旅館，其中提及原住民生態智慧乙節，其

實南山、崙埤村都很強調這點，兩部落都由

在地組織做過生態調查，其中植物的運用亦

變成山徑沿途解說的重點，原住民使用動植

物的方式(食、衣、住、行、育、樂)為何?此

為資源調查的重點。另外，因為向高世老師

對動物觀察較為熟悉，植物的介紹在埤亞南

越古道較為少，另外哈盆越嶺古道有許多埤

塘，其中崙埤池有一稀有植物「蓴菜」、南

山檜木林步道的「石松」、「觀音座蓮蕨」，

亦少有著墨，殊為可惜，建議針對具有原住

民意涵的動植物資源調查可再多加著墨。 

5.與部落連結與行銷部分，應將部落的能量

(如導覽接待、山徑引導、工班、民宿資料等

人力及景觀資源…)予以呈現，此可充分表達

居民參與及產業與產銷活動的連結。 

6.P13 已進行至期中報告，應達成合(契)約書

內容之進度為何? 

 

4.已增補於第五章各節 

 

 

 

 

 

 

 

 

 

 

 

 

5.已增補於第六章第三節 

 

 

 

6.已刪除累贅之敘述 

蘇中原委員 

1.生態旅遊的實際導入，並有遊客意見之回

饋，其意見可納入本計畫之修正，值得鼓勵。 

2.未來二條或四條步道上，其部落(個別)觀

光產業的發展具體方向、方式，建議明確呈

出。 

3.跨區域步道之經營建置，依規劃單位評估

目前不可行，但其仍為未來發展之方向，請

 

1.謝謝肯定 

 

2.已增補於第六章第三節 

 

 

3.已增補於第二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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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單位提出策略、執行方式，以當作原民

所未來之施政參考。 

陳進益委員 

1.目次請增列〝結論〞之章節。 

2.(P.15)對於目前國內各部落之運用方法，

尋覓可行之方式，結果如何? 

3.(P.39)提出相關之法規，但對本計畫範圍

內適用之區位如何?例如本區是否有自然保

護區?其區位何處?國家公園部分是否存在?

是否有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等等? 

4.(P.43)P.P.GIS資料庫建構，「未來視需要」

之進度?另有漏字情形，請修正? 

5.(P.45)步道分級分 3 級(並與顏色代表)與

林務局步道分級不同(分 5級)是否可統一? 

6.(P.52)第四節，未來願景內容請加強 

7.(P.72，73)協商內容請修正?另對於 102年

8 月 15日現場會勘後之結論如何?請補充。 

8.(P.111，113)國外社區生態旅遊案例(2 地

區)均在南美地區，是否有其他地區更適合我

國社區型態之案例? 

9.(P.118)生態旅遊僅是休閒觀光的一環，針

對產業休閒的發展似乎著墨不多，請補充? 

10.(P.102)有關收費機制之建立，應先考慮

法源等問題? 

11.(P.108，109)步道分級(林務局與台北市)

請分析訂定本計畫之分級? 

12.有關〝日治〞或〝日據〞一詞，建請依照

行政院目前之統一用詞，並請在計畫內容中

 

1.已增列第八章結論 

2.已增補於第二章第一節 

 

3.已修正於第二章第一節 

 

 

 

4.已修正文句與漏字 

 

5.這是第一期計畫資料庫的分級，本案已統一採用林務局

之步道分級(分五級) 

6.已增補於第三章第四節 

7.已增補於第四章第一節 

 

8.已增補於第六章第一節 

 

 

9.已說明於第六章第二節 

 

10.已增補於第四章第二節 

 

11.已統一採用林務局之步道分級 

 

12.已全部修正為日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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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一致。 

13.(P.140)分區分期建設計畫，為本案計畫

重點之一，有關規劃內容應於本文中呈現，

並建議可作計畫申請之〝單行本〞，以利後

續推動。 

14.(P.142)影像紀錄，不單單是紀錄，並可

列為宣傳影片，才是好的紀錄片，建議修改

旁白腳本之內容、順序? 

 

 

13.已增補於第六章第五節分期分區建設計畫 

 

 

 

14. 已調整順序與增補內容於第七章 

陳和平委員 

1.請尊重部落的傳統與原住民的想法，來進

行規劃。 

2.生態旅遊一周兩梯次如何達成，是否為太

浪漫的想法 

 

1.已修正於第五章各節 

 

2.已補充說明於第六章第二節 

石惠貞委員 

1.本案請在期末報告時，請依照行政院經濟

建設委員會委託單位(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

不動產資訊中心)的書面審查表修正，能讓本

案說服並爭取中央的補助經費。 

 

1.已增補於第六章第四節財務計畫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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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泰雅山徑休閒觀光帶連結推動計畫」 

期末報告書審查會議-委員及與會相關單位之反應意見之對照表 

開會時間 102年 11月 14日下午 2時 

地點 宜蘭縣政府 2樓第五會議室 

意見 回覆 

蘇中原委員 

1.二案自償率計算中，興建成本金額與單價

分析之金額不同；又評估期間以 22年計應再

評估(預估山徑之建設維持 20 年才毀壞，是

否太樂觀?) 

2. P.133 建議增加總結，以國內外案例對本

計畫之回饋為何來陳述。 

3. 每條山徑之影像記錄建議可以在後製精

細，掛上 Youtube及 Facebook 行銷；另建議

原民所可以舉辦活動以導入遊客(含宣傳、行

銷)，也可同時補助一些資材給部落，及編印

初步的摺頁。 

 

已修正於第六章第四節，期間改為 7 年。 

 

 

 

2.已增補於第六章第一節 

 

3.謝謝建議，已採納於報告中，見於第六章第二節 

辜雯華委員 

1.本案不應只是提供期末書面報告，其中應

針對第一期資料庫之運用及如何強化未來在

山徑觀光的推廣行銷方面有所助益，不管是

在舊資料的維護及應用上仍非常有侷限，到

底委託單位在資料庫應用＆行銷上做了甚

麼？並無具體呈現，建議用最簡單的方式協

助業務單位建置『Facebook 泰雅山徑粉絲

團』、工旅處 130 線網站等官網連結等…，

將此次優先選擇之山徑路線及實況、部落聯

 

1.已增補於第三章第二節，附上泰雅山徑首頁，包含四條

步道介紹、民宿資訊、風味餐、接駁資訊、導覽解說、部

落產業。 

 

 

 

 

 

 



239 

 

繫窗口等資訊藉由免付費的軟體分享給更多

人知道增加露出機會，這是最淺顯及直接協

助山徑行銷的方法。 

2.P.89 評估部落參與山徑觀光能量一節，部

落提及南澳古道因風災造成部分道路中斷，

請委託單位代詢林務局未來古道改善恢復之

計畫及時程部份，應將洽詢結果一併回應。 

3.再 P.117 相關收費機制建立的可行性一

節，本府已完成『自然步道服務設施清潔維

護自治條例』，可作為日後為維護服務品質

而採收費機制之重要依據，請一併列入評估。 

4.針對 P.125 頁『第六章生態旅遊機制與產

業聯結之部落參與規劃』內容，應藉由國內

外之案例，對照類似本次委託案選擇之山徑

及相關條件，提供具體回饋建議，但僅將『野

FUN生態實業』賴先生的敘述全盤抄露，而無

進行分析及提出建議，殊為可惜；建議此部

分應再補充。 

5.在產業與產銷活動之調查連結，應協助二

山徑之部落，規劃具體可行的遊程及產業主

軸，此為日後向原民會提出產業相關計畫之

參據。 

 

 

 

2. 南澳古道因風災造成部分道路中斷，林務局將於 103 年

度提出整修步道計劃，詳細整修規劃將專案辦理。 

另外，又有一處新的土石流崩塌約 10公尺，基於遊客通行

安全，縣府將另案整修。將於 102年度內初步整修完成。 

3.已增添於第六章第二節。 

 

 

 

4.已增添並探討於第六章第二節。 

 

 

 

 

 

 

5.已增添於第四章第二節。 

陳進益委員 

1.如何結合部落產業與步道之相互關係，以

利於發展當地產業。 

2.P.140 人事費之編列，依規定以 13.5 個月

編列，請修正。 

3.P.164、165 財務評估設定值以 22 年為評

 

1.已增添於第六章第三節 

 

2.14個月係包括中秋節、端午節的獎金 

 

3.已修正為 7年，見第六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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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是否太過理想，請再檢討評估。 

4.影像多元，但太零亂，請再評估重組並統

一配音。 

5.埤亞南越古道 P.17 與哈盆越嶺古道 P.22

採用"日治時期"兩次，請統一用詞(請注意本

點有回覆委員之問題)。 

 

4.已修正於第七章。 

 

5.已全文統一修正為日據時期。 

陳和平委員 

1.南山檜木林步道的經營管理能在法令上有

解套的作法。 

2.P.38 希望能在思源埡口設立泰雅族遷徙紀

念園區。 

3.規劃單位很用心實地調查，希望能將調查

資料、照片與部落分享。 

4.P.119透過泰雅山徑提昇部落產業發展，最

終達到部落總體營造。 

5.P.188 生態旅遊與部落人才的培訓與建置

很重要。 

6.期待未來的人才培訓不能漏掉部落地圖與

傳統領域的課程設計。 

7.P.118泰雅山徑修復時應有部落之參與。 

 

1.現階段建議多與主管機關如林務局，多作溝通協調，已

增添於第二章第二節。 

2. 遵照辦理，已增添於第五章第五節。 

 

3.已增添於第五章各節，原民所應會將本案成果送交社區

發展協會。 

4. 遵照辦理，已增添於第六章第三節。 

 

5. 遵照辦理，已增添於第五章第一節。 

 

6. 遵照辦理，已增添於第八章。 

 

7. 遵照辦理，已增添於第五章第一節。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單

位(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

資訊中心) 

1.本次報告書中仍缺工作計畫書、期初及第

二次期初報告書審查意見回應表，另經建會

102 年 10 月 14 日都字第 1020004119 號函請

本案將期初報告書第二次審查意見納入，又

中心於102年10月 31日台產字第1020000320

 

 

 

1.遵照辦理，已將各階段之意見回覆表及相關意見回覆檢

附於報告書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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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所提出期中報告書審查意見，均未放入

報告書中，請於報告書內補充歷次審查會議

之意見回應表。 

2.有關本案在評估較具執行效益欲優先辦理

之步道山徑，經建會 101 年 11 月 23 日都字

第 1010005245號函與工作計畫書審查會中已

表示相關意見。其山徑之選取，建議於報告

書 P.121「步道評估與篩選」分析架構下，與

相關部會、府內局處、鄰近部落與周邊商家

等整合協議後再提出，避免未經評估財務、

環境、用地取得或土地變更等可行性評估之

情形下，直接提出類似報告書 P.6「想在短時

間內獲致可預期之成效，幾經推敲評估與綜

合判斷，選取上述 4條山徑推動」文字。 

3.承上，建議本案「步道正式選定」應獲得

部會認同後續補助後再納入，非以建議主管

機關林務局納入全國步道系統之方式辦理。 

 

4.依報告書 P.164~P165所列出南澳古道、南

山檜木林步道的自償率分別達 240.63％與

157.41％，本案係完全自償，請縣府確認上

開兩條步道，是否由縣府自行辦理，無需申

請補助。 

5.P.186結論的部分，應具體指出後續的工作

事項，列出中央對應部會或縣府相關單位應

落實的內容，而非將期中報告書 P.3 前言放

入其中。 

6.下列意見均於歷次審查會議中提出，惟本

 

 

 

2.本計畫之步道評估與篩選均經過與相關部會、府內局

處、社區部落等進行討論，取得多方共識後，方選擇適合

之步道，故皆滿足計畫之可行性。且本計畫優先篩選用地

主管單位為公家機關如林務局、原民會等之步道，因此環

境可行性評估部分亦均為可行性極高者。另有關財務可行

性評估亦於自償率分析章節中提出說明，可透過爭取經費

挹注後達到適當自償，並由於本案具有相當高之文化保存

宣導效益，因此可相對性彰顯政府補助的效益。 

 

 

 

3.遵照辦理，並修正相關說明。本計畫建議為南澳古道及

南山檜木林步道，初步規劃相關建設經費如章節所述，如

能獲得部會認同後續補助後，則可正式成為泰雅山徑示範

步道，已修正於第五章第一節。 

4.參酌期末審查意見，有鑒於山徑實際維護情形，修正執

行年限為 7 年，故重新計算自償率後分別為 38.42%及

25.32%，雖具有財務可行性，仍亟需透過縣府向相關部會

爭取挹注以茲辦理。 

 

5.本計畫結論建議由宜蘭縣政府積極向原民會或觀光局爭

取執行經費，並透過相關局處之積極配合，將南澳古道及

檜木林步道推動為泰雅山徑的示範步道。 

 

6.遵照辦理，已將相關意見回覆情形檢附於附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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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仍未見修正： 

(1)請將歷次的審查會議意見回應對照表放

入報告書中，以利委員了解執行團隊的修訂

內容。(詳期初第二次、期中審查意見) 

(2)對於前期建議團隊優先挑選 1至 2條較具

執行效益之山徑，與相關部會協商，了解其

建置可行性，以利爭取建設經費補助、地方

溝通協調與自行營運維護等相關工作，請補

充後續執行成果。(詳工作計畫書、期初、期

初第二次、期中審查意見) 

(3)承上意見，請將與相關部會協商的結果，

具體寫出會議時間、部會名稱、參與人員、

會議決議與後續經費來源等。 

(4)召開審查會議，應邀請中央相關部會及區

域平台規劃團隊「出席」，非僅是邀請「列

席」。(詳期初第二次、期中審查意見) 

(5)依據「國家建設總和評估規劃中程計畫」

(核定本)指出：相關規劃案需從「計畫可行

性」、「財務可行性」、「環境可行性」等

三個面向進行審慎評估，其中財務計畫部分

應透過「結合土地開發模式」、「建立使用

者及受益者付費機制」、「以異業結盟方式

推動公私合作、共創投資收益」等方式將國

家建設外部效益內部化。建議參考經建會「跨

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相關資料

連 結

http://www.cepd.gov.tw/ml.aspx?sNo=0017239

&ex=1&ic=0000015 供參。(詳期初第二次、

 

(1)請參酌本報告書附件。 

 

 

(2)參酌意見 2，已整理於第四章第一節。 

 

 

 

 

 

(3)遵照辦理，已將宜蘭縣政府原民所歷次與相關部會協商

結果彙整於第四章第一節。 

 

(4)遵照辦理，本計畫已由宜蘭縣政府原民所於期末審查會

議發出邀請出席。 

 

(5)遵照辦理，並將財務計畫等參照經建會「跨域加值公共

建設財務規劃方案」進行評估及分析說明於第六章第四節。 

 

 

 

 

 

 

 

 

 

 

http://www.cepd.gov.tw/ml.aspx?sNo=0017239&ex=1&ic=0000015�
http://www.cepd.gov.tw/ml.aspx?sNo=0017239&ex=1&ic=00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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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審查意見) 

(6)報告書中 P.37 及 P.139 中均指出不應以

「自償財務」來評估此計畫，此與計畫補助

原則有所差異，建議仍應考量計畫特性進行

財務及效益評估，將此步道視為政府蛋黃的

投資，但從相關配套餐飲、住宿、消費等所

帶來蛋白效益，進行分析。(詳期中審查意見) 

(7)P.149~P.159「農村再生」及「申請社區

林業」如為引用其他單位資料，敬請整理之

後，再撰寫成為本計畫所需之內容。(詳期中

審查意見) 

(8)請重新規劃計畫進度表，以落實工作進度

與時效，P.10 計畫進度表中列出驗收完成時

間為 102/11/15，查報告書中仍有諸多尚需修

訂之處，請確認本案是否可依預定時程完

成。(詳期初審查意見) 

(9)依『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國家建設總和評

估規劃作業」經費補助及執行管考要點』第 7

點：因發包作業延宕或執行進度落後等問題

導致計畫無法順利推動者，經限期改善仍無

成效時，經建會得視情形暫停撥付補助經費

或逕予撤銷。經建會業於 102 年 9 月 9 日都

字第 1020003700號函與 102年 10月 14日都

字第 1020004119號函諒達，請縣府注意作業

時程之掌控與計畫內容之修訂俾立結案。(詳

期初第二次、期中審查意見)(註：第六點意

見內容中，畫底線文字表本次增補之說明內

容) 

 

(6)遵照辦理，已將南澳古道及南山檜木林步道的相關配

套，如交通、生態解說、餐飲、消費等蛋白效益進行分析，

並提出相關的自償性說明於第六章第四節。 

 

 

 

(7)已修正相關文字說明，敘明相關主辦單位資料於第六章

第三節。 

 

 

(8)經與原民所溝通後，為能於預定時程內完成本計畫，已

將工作期程修正於第一章第三節。 

 

 

 

(9)遵照辦理，已配合相關時程辦理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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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此書面審查表為期末執行團隊應作到的

事項，期初、期中等階段則依契約書完成該

階段的工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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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期初第二次書面審查表 

 計畫名稱：泰雅山徑觀光帶連結推動計畫 

 執行單位：宜蘭縣政府 

 受託單位：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計畫屬性：跨域總合評估規劃計畫 

 計畫期程：101.12.26-102.8.31 

項       目 

計畫中說明 

相關內容 

是   否  無法 

         評估 

補充說明 

壹、整體規劃內容 
一、計畫可行性評估 

1. 市場評估 

2. 民間參與可行性評估 

3. 其他 

 

   □   □ 

   □   □ 

□      □ 

 

二、環境可行性評估 

1. 土地利用分析 

2. 限制發展區分析 

3. 其他 

 

□      □ 

□      □ 

□      □ 

 

三、財務可行性評估 

1.依辦理項目之特性提出

「跨域加值」創新財務規

劃作法，列出財務自償性

的推估方式 

(1)透過結合土地開發

模式。 

(如藉由標售新增容

積以挹注事業財務

計畫之收入) 

(2)使用者或受益者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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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計畫中說明 

相關內容 

是   否  無法 

         評估 

補充說明 

費機制(如門票、通

行費或增額稅收)。 

(3)異業結盟方式推動

公私合作(如 BOT、

ROT、OT或設定地上

權等方式) 

(4)計算分年現金流量

表 估 算 淨 現 值

（NPV）、內部報酬

率（IRR）及自償率

（SLR）。 

 

□      □ 

 

 

□      □ 

2.財務計畫經費來源及籌

措方式： 

(1)明列經費需求推估及

後續執行之縣府相關

局處單位。 

(2)經費籌措 
A. 若涉及中央相關單

位部分，是否已協調

取得主管部會同意

或計畫內容需求項

目符合現行相關計

畫補助要點規定(請
明列要點名稱)。 

B.若經費來源事涉縣政

府部分，已獲縣市政

府之同意。 

 

□      □ 

 

 

 

□      □ 

 

 

 

 

 

 

□      □ 

 

四、本案為延續計畫，請依99年
度「泰雅山徑休閒觀光帶連

結推動計畫」成果，慎選1~2
條具執行效益之山徑，進行

下列分析： 
1. 財務評估 
2. 周遭環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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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計畫中說明 

相關內容 

是   否  無法 

         評估 

補充說明 

3. 用地取得 
4. 土地變更 
5. 主體工程之細部規劃 

   □   □ 

□      □ 

□      □ 

   □   □ 

五、後續經營管理規劃是否考

量遊客之餐飲、住宿、交通

等相關軟硬設施 
□      □ 

 

六、辦理項目與分工：依據推動

策略提出協調分工事宜。 □      □  

七、提出可量化的整體目標及

預期績效指標(KPI)，以做為

計畫執行之標竿。 
□      □ 

 

八、是否依期初(中)意見審查，

進行修訂 □      □ 報告書中未呈現意見回覆表 

貳、計畫協調整合 (此部分由國土中心填寫) 
九、 是否辦理專家學者或地

方交流座談會，以凝聚地

方的共識。 
   □   □ 

 

十、 是否召開跨局處協調整

合會議。 

□   □    

從會議紀錄中無法看出是否為

跨部會的人員。建議對於參與座

談會或相關會議人員，於會議紀

錄中列出所屬單位與職稱。 

参、計畫執行控管  (此部分由國土中心填寫) 
十一、 審查會議時，是否邀請中

央主管部會、區域內縣市

政府、區域平台規劃團

隊，並於報告中檢附單位

出席與意見表。 

□      □ 
請將會議紀錄與計畫審查意見

回覆表檢附於報告書中。 

十二、 計畫是否依期程執行(計
畫期程為8個月，控管於

今年結案)。 
□      □ 

與原訂的計畫期程相較，已嚴重

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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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計畫中說明 

相關內容 

是   否  無法 

         評估 

補充說明 

肆、綜合意見： 
1. 請執行團隊確定後續研究的古道究竟為 2 條或 4 條?(P7 指出 4 條山徑，

P13調查並完成 2條山徑規劃) 

2. 請執行團隊於期中報告審查時，優先挑選 1至 2條較具執行效益之山徑，

對於所規劃內容，與相關部會協商，了解其建置可行性畫，以利爭取建

設經費補助、地方溝通協調與自行營運維護等相關工作。 

3. 財務計畫評估需以切實的市場資訊做為基礎，提高計畫可行性，可透過

「結合土地開發模式」、「建立使用者及受益者付費機制」、「以異業

結盟方式推動公私合作、共創投資收益」等方式將國家建設外部效益內

部化。對於財務整合觀點進行分析評估，包括財源籌措，及具自償性計

畫之財務自償性分析等，建議參考經建會「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

方案」，提供相關資料連結

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17239&ex=1&ic=0000015（詳

簡報）供參。 

4. 審查會議時，除邀請中央主管部會外，同時邀請區域平台規劃團隊(都市

計畫學會)參與協助輔導，並請將歷次審查 (工作計畫書及第一次期初報

告書) 對照表及本書面審查表放入報告書中。 

5. 建議團隊掌控本案工作進度，請依經建會 102 年 9 月 9 日都字第

1020003700 號函，完成經建會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

劃作業經費補助及執行管考要點」之書面摘要等相關文件，於 102 年 11

月底前辦理期末請款事宜。 

 

審查委員： 

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日期： 

102.9.16 

      註：此書面審查表為期末執行團隊應做到的事項，期初、期中等階段

則依契約書完成該階段的工作事項。 

  

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17239&ex=1&ic=00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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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期中書面審查表 

 計畫名稱：泰雅山徑觀光帶連結推動計畫 

 執行單位：宜蘭縣政府 

 受託單位：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計畫屬性：跨域總合評估規劃計畫 

 計畫期程：101.12.26-102.8.31 

項       目 

計畫中說明 

相關內容 

是   否  無法 

         評估 

補充說明 

壹、整體規劃內容 
十三、 計畫可行性評估 

1. 市場評估 

2. 民間參與可行性評估 

3. 其他 

 

   □   □ 

   □   □ 

□      □ 

 

十四、 環境可行性評估 

1. 土地利用分析 

2. 限制發展區分析 

3. 其他 

 

□      □ 

□      □ 

□      □ 

 

十五、 財務可行性評估 

1.依辦理項目之特性提出

「跨域加值」創新財務規

劃作法，列出財務自償性

的推估方式 

(1)透過結合土地開發

模式。 

(如藉由標售新增容

積以挹注事業財務

計畫之收入) 

(2)使用者或受益者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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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計畫中說明 

相關內容 

是   否  無法 

         評估 

補充說明 

費機制(如門票、通

行費或增額稅收)。 

(3)異業結盟方式推動

公私合作(如 BOT、

ROT、OT或設定地上

權等方式) 

(4)計算分年現金流量

表 估 算 淨 現 值

（NPV）、內部報酬

率（IRR）及自償率

（SLR）。 

 

□      □ 

 

 

□      □ 

2.財務計畫經費來源及籌

措方式： 

(1)明列經費需求推估及

後續執行之縣府相關

局處單位。 

(2)經費籌措 
A. 若涉及中央相關單

位部分，是否已協調

取得主管部會同意

或計畫內容需求項

目符合現行相關計

畫補助要點規定(請
明列要點名稱)。 

B.若經費來源事涉縣政

府部分，已獲縣市政

府之同意。 

 

□      □ 

 

 

 

□      □ 

 

 

 

 

 

 

□      □ 

 

十六、 本案為延續計畫，請依

99年度「泰雅山徑休閒觀光

帶連結推動計畫」成果，慎

選1~2條具執行效益之山

徑，進行下列分析： 
6. 財務評估 
7. 周遭環境 

 

 

 

 

□      □ 

 



251 

 

項       目 

計畫中說明 

相關內容 

是   否  無法 

         評估 

補充說明 

8. 用地取得 
9. 土地變更 
10. 主體工程之細部規劃 

   □   □ 

□      □ 

□      □ 

   □   □ 

十七、 後續經營管理規劃是

否考量遊客之餐飲、住宿、

交通等相關軟硬設施 
□      □ 

 

十八、 辦理項目與分工：依據

推動策略提出協調分工事

宜。 
□      □ 

 

十九、 提出可量化的整體目

標及預期績效指標(KPI)，以

做為計畫執行之標竿。 
□      □ 

 

二十、 是否依期初(中)意見審

查，進行修訂 □      □  

貳、計畫協調整合 (此部分由國土中心填寫) 
二十一、 是否辦理專家學

者或地方交流座談會，以

凝聚地方的共識。 
   □   □ 

 

二十二、 是否召開跨局處

協調整合會議。 

□   □    

從會議紀錄中無法看出是否為

跨部會的人員。建議對於參與座

談會或相關會議人員，於會議紀

錄中列出所屬單位與職稱。 

参、計畫執行控管  (此部分由國土中心填寫) 
二十三、 審查會議時，是否

邀請中央主管部會、區域

內縣市政府、區域平台規

劃團隊，並於報告中檢附

單位出席與意見表。 

□      □ 
請將會議紀錄與計畫審查意見

回覆表，檢附於報告書中。 

二十四、 計畫是否依期程

執行(計畫期程為8個
月，控管於今年結案)。 

□      □ 
與原訂的計畫期程相較，已落後

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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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計畫中說明 

相關內容 

是   否  無法 

         評估 

補充說明 

肆、綜合意見： 

1. 此次期中審查會議，經建會及中心於 10/21 下午才收到會議通知，已逾

會議時間。後續請依「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管理」作業原則，於 10天

前將會議通知及審查報告書給經建會與中心。 

2. 請將歷次的審查會議對照表放入報告書中，以利委員了解執行團隊的修

訂內容。 

3. P13請將內容調整修改為「期中已完成的事項」。 

4. 對於前期建議團隊優先挑選 1 至 2 條較具執行效益之山徑，與相關部會

協商，了解其建置可行性畫，以利爭取建設經費補助、地方溝通協調與

自行營運維護等相關工作，請補充後續執行成果。並於後續審查會議中，

邀請中央相關部會及區域平台規劃團隊「出席」，非僅是邀請「列席」。 

5. 依據「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中程計畫」(核定本)指出：相關規劃案需

從「計畫可行性」、「財務可行性」、「環境可行性」等三個面向進行

審慎評估，其中財務計畫部分應透過「結合土地開發模式」、「建立使

用者及受益者付費機制」、「以異業結盟方式推動公私合作、共創投資

收益」等方式將國家建設外部效益內部化。然於報告書中 P39 及 P121
中均指出不應以「自償財務」來評估此計畫，此與計畫補助原則有所差

異，如無法達成原補助計畫目標，將使計畫無法順利結案。 
6. P129~P140「三、農村再生」及「四、申請社區林業」如為引用其他單位

資料，敬請整理之後，再撰寫成為本計畫所需之內容。 

7. 依『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經費補助及執行

管考要點』第 7 點：因發包作業延宕或執行進度落後等問題導致計畫無

法順利推動者，經限期改善仍無成效時，經建會得視情形暫停撥付補助

經費或逕予撤銷。經建會業於 102年 9月 9日都字第 1020003700號函與

102年 10月 14日都字第 1020004119號函諒達，請縣府注意作業時程之

掌控與計畫內容之修訂俾利結案。   

審查委員：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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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計畫中說明 

相關內容 

是   否  無法 

         評估 

補充說明 

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102.10.28 

      註：此書面審查表為期末執行團隊應做到的事項，期初、期中等階段

則依契約書完成該階段的工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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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次 

1.山徑設施細部規劃 

2.山徑人文史蹟調查 

3.相關原住民聚落與文化維護保存規劃 

4.觀光生態旅遊動線規劃 

5.交通沿線地景改造 

6.交通連結網設置規劃 

7.部落管理及安全維護機制規劃 

8.環境生態營造規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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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本體 

 
南澳古道全長3公里，海拔150公尺到300公尺最高點312公尺，全區為熱帶楠榕林

帶。山徑周邊河谷地形，以宜農牧地為主，坡地勢由東北側逐漸向西南側降低。 

南澳古道沿線會經過南澳南溪這條溪屬大南澳溪水系，南澳南溪 流經南澳鄉金洋

村、武塔村至南澳村，匯合 北溪注入太平洋。水質潔淨，隨處可直視魚蝦悠遊其

中，每年4、5 月盛產毛蟹，部落居民放養香魚繁殖，增加南溪生態的功能。除

此之外，溯溪蜿蜒而上，「莎韻之鐘」，故事背景就是發生在此溪。 

南澳古道地處中低海拔的山區，南澳古道年均溫在 23℃以上，本區的氣候受到

東北季風的影響，每年10月至隔年4月為雨季，終日雲霧不斷，稜線冬季有雪，

夏秋季則除颱風帶來雨水外，較少下雨，建議5月至9月為最適合來此的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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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從金洋村走3.8公里的單向車道(路幅小，沿途無標示，難會車，難迴車，亦缺少

停車空間)，終於看到南澳古道入口意象 

 

只有下方河床，可暫時停車與迴車 

 
南澳古道目前以黃色塑膠帶攔起，不開放通行，0K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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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牌右下角的旋檀駐在所是錯的，應為旃檀駐在所 

 
棧橋1 長度5M  0K+42-0K+47  遭颱風破壞，前後各22公尺的路面均需修復 

 

 
路面崩落  長度50M  0K+575-0K+625  受颱風毀損，前後各25公尺的路面應修

復，此處高度落差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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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憩木椅很難坐(潮濕、落葉堆積、周圍雜草叢生) 

 

 

沿途的路況還不錯，步道路線清楚，並設有安全拉繩 

 

 

里程數與解說牌數量足夠，動植物生態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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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號吊橋與二號吊橋皆完好無損 

 

 
一號吊橋旁的舊橋遺址 

 

 
警備道里程柱                       九芎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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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南澳溪谷， 

 
南澳古道終點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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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1.棧橋修復 1 處，長度 5 公尺。步道整修 2 處，長度各 50 公尺。 

2 解說牌示需訂正 

3.聯絡車道需改善 

4.部落相關設施需加強 

 

修復改善 

1.步道清理及路面修復(步道出入口、棧橋、步道整理、休憩設施等)。  

2.全線指標及解說系統(含部落產業、觀光資源指引、空間改善等)。  

400萬元 

 

GPS 座標 

 

1.棧橋修復1處(A)，長度5公尺 

 

  (A)座標  24°25'23.56"   北121°42'34.64"東 

 

2.步道整修2處(B.C)，長度各50公尺 

 

  (B)座標 24°25'21.99"北   121°42'32.68"東 

 

  (C)座標 24°25'21.24"北   121°42'28.32"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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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價分析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步道

本體 

緩坡步道原石及路基新

建工程(W=120cm) 

m  1000   

陡坡步道原石及路基新

建工程(W=120cm) 

m 100 1100 110000  

步道原石及路基整修(W=121cm) 處  800   

步道

設施 

仿松木步道欄杆(同原式樣) M  3500   

棧橋 座 1 76456 76456  

休憩座椅 座  4117   

解說牌 組  7189   

大型地圖牌 座  49661   

里程柱 座  4444   

方向指示牌 座  12090   

聯絡

車道 

瀝青路基及路面修補 m2 2500 900 2250000  

停車場停車位重鋪植草磚 格 20 32875 657500  

部落

相關

設施 

觀光資源牌示 面 3 49661 148983  

產業介紹牌示 面 2 49661 99322  

方向指示牌 面 4 12090 30048  

廁所 間 1 248544 248544  

工程

經費 

發包工程費   3690621   

勞工安全衛生費用(壹項之1.0%)    36906  

包商管理及利潤(壹項之4.0%)    147624  

小計    3875151   

 加值營業稅(上項之5%)    193757  

總價 4068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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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棧橋，L=5M 單位：座         計價代碼：Z020200055           

工料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編碼(備註) 

假設工程 式 1.000 1,307.02    1,307.02  Z020200048 

人工挖土石(高山偏遠地區) M3 0.220 850      187.00  Z020200023,#壹 

          .一.2R.1 

鍍鋅 H形鋼樑 194x150x6x9(mm) M 10.000 899.88    8,998.80  Z020200049 

ψ10cm柳杉面板，TH=5cm 才 122.220 22.87    2,795.17  Z020200050 

ψ10cm柳杉緣木 才 35.980 22.87      822.86  Z020200051 

柳桉木墊木 才 50.930 49.01    2,496.08  Z020200052 

ACQ防腐 才 209.130 9.80    2,049.47  Z020200032 

防滑不銹鋼網 M2 9.000 130.70    1,176.30  Z020200053 

五金零件（含不銹鋼螺桿、自攻螺絲或 5〞釘） 式 1.000 1,960.53    1,960.53  Z020200054 

現場拌合 1：3：6混凝土及澆置(高山偏遠地區 M3 0.320 6,608    2,114.56  Z020200001,#壹 

)2000psi         .一.9R.10 

模板 M2 2.700 178      480.60  Z020200013,#壹 

          .一.9R.11 

特種技工 工 10.000 1,437.72   14,377.20  Z020200044 

一般技工 工 10.000 1,307.02   13,070.20  Z020200005 

普通工 工 5.000 1,045.61    5,228.05  Z020200006 

卡車搬運（一級路面 54Km） T 0.700 208.21      145.75  Z020200035 

卡車搬運（三級路面 6Km） T 0.700 33.72       23.60  Z020200036 

小搬運 Kg 701.260 24.83   17,412.29  Z020200008 

零星工料 式 1.000 1,810.52    1,810.52  Z020200009 

合計 座 1.000     76,456.00    

            

 

工作項目：休憩座椅 單位：座         計價代碼：Z020200060           

工料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編碼(備註) 

美國鐵杉 才 20.470 42.48      869.57  Z020200061 

相思木料 才 8.640 42.48      367.03  Z020200031 

ACQ防腐 才 29.110 9.80      285.28  Z020200032 

五金零件 式 1.000 130.70      130.70  Z020200040 

一般技工 工 0.500 1,307.02      653.51  Z020200005 

普通工 工 0.500 1,045.61      522.81  Z020200006 

卡車搬運（一級路面 54Km） T 0.050 208.21       10.41  Z020200035 

卡車搬運（三級路面 6Km） T 0.050 33.72        1.69  Z02020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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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搬運 Kg 50.350 24.05    1,210.92  Z020200008 

零星工料 式 1.000 65.08       65.08  Z020200009 

合計 座 1.000      4,117.00    

            

 

工作項目：方向指標牌 單位：座         計價代碼：Z020200062           

工料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編碼(備註) 

人工挖土石(高山偏遠地區) M3 0.340 850      289.00  Z020200023,#壹 

          .一.2R.1 

現場拌合 1：3：6混凝土及澆置(高山偏遠地區 M3 0.150 6,608      991.20  Z020200001,#壹 

)2000psi         .一.9R.10 

模板 M2 1.200 178      213.60  Z020200013,#壹 

          .一.9R.11 

竹節鋼筋 Kg 1.000 11.31       11.31  Z020200022 

太平洋鐵木柱 才 21.800 130.70    2,849.26  Z020200063 

太平洋鐵木方向面板 才 1.470 130.70      192.13  Z020200064,# 

加工文字雕刻填色(含編排製版送樣) 式 1.000 5,228.07    5,228.07  Z020200065 

國家步道 logo鋁板上色 6.5*6.5 式 1.000 653.51      653.51  Z020200066 

護木油塗佈 才 24.270 9.80      237.85  Z020200067 

一般技工 工 0.600 1,307.02      784.21  Z020200005 

卡車搬運（一級路面 54Km） T 0.050 208.21       10.41  Z020200035 

卡車搬運（三級路面 6Km） T 0.050 33.72        1.69  Z020200036 

小搬運 Kg 45.860 4.18      191.69  Z020200008 

五金零件 式 1.000 261.40      261.40  Z020200040 

零星工料 式 1.000 174.67      174.67  Z020200009 

合計 座 1.000     12,090.00    

            

 

工作項目：里程柱 單位：座         計價代碼：Z020200068           

工料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編碼(備註) 

人工挖土石(高山偏遠地區) M3 0.100 850       85.00  Z020200023,#壹 

          .一.2R.1 

現場拌合 1：3：6混凝土及澆置(高山偏遠地區 M3 0.050 6,608      330.40  Z020200001,#壹 

)2000psi         .一.9R.10 

模板 M2 0.480 178       85.44  Z020200013,#壹 

 
        .一.9R.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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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節鋼筋 Kg 0.600 11.31        6.79  Z020200022 

太平洋鐵木柱 才 7.430 130.70      971.10  Z020200063 

加工文字雕刻填色(含編排製版送樣) 式 1.000 1,307.02    1,307.02  Z020200065 

國家步道 logo鋁板上色 6.5*6.5 式 1.000 653.51      653.51  Z020200066 

護木油塗佈 才 7.430 9.80       72.81  Z020200067 

一般技工 工 0.300 1,307.02      392.11  Z020200005 

卡車搬運（一級路面 54Km） T 0.010 208.21        2.08  Z020200035 

卡車搬運（三級路面 6Km） T 0.010 33.72        0.34  Z020200036 

小搬運 Kg 14.640 19.61      287.09  Z020200008 

五金零件 式 1.000 98.03       98.03  Z020200040 

零星工料 式 1.000 152.28      152.28  Z020200009 

合計 座 1.000      4,444.00    

            

 

工作項目：工程告示牌 單位：組         計價代碼：Z020200071           

工料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編碼(備註) 

柳桉木料 才 15.330 49.01      751.32  Z020200039 

書寫及安裝 式 1.000 1,176.32    1,176.32  Z020200072,# 

零星工料 式 1.000 32.36       32.36  Z020200009 

合計 組 1.000      1,960.00    

            

            

            

            

            

            

            

            

人工：        1,208.68    機具：            0.00 

每 組 單價計       1,960    
材料：          751.32    雜項：            0.00 

 

工作項目：解說牌 單位：組         計價代碼：Z020200151           

工料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編碼(備註) 

人工挖土石(高山偏遠地區) M3 0.290 850      246.50  Z020200023,#壹 

          .一.2R.1 

現場拌合 1：3：6混凝土及澆置(高山偏遠地區 M3 0.130 6,608      859.04  Z020200001,#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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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psi         .一.9R.10 

柳杉 才 14.390 22.87      329.10  Z020200152,# 

檜木板（120x90x3cm） 面 1.000 2,940.79    2,940.79  Z020200153,# 

加工文字雕刻填色(含編排製版送樣) 式 1.000 522.81      522.81  Z020200065 

卡車搬運（一級路面 54Km） T 0.050 208.21       10.41  Z020200035 

卡車搬運（三級路面 6Km） T 0.050 33.72        1.69  Z020200036 

小搬運 Kg 53.000 39.21    2,078.13  Z020200008 

五金零件 式 1.000 196.05      196.05  Z020200040 

零星工料 式 1.000 4.48        4.48  Z020200009 

合計 組 1.000      7,189.00    

            

 
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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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徑人文史蹟調查 

 
串聯南澳鄉15個舊部落的南澳古道，又名舊武塔古道、比亞毫古道，曾是部落族

人物資交換及遷徙的路徑，也是泰雅族人與漢人之間往來的交換物品的道路，南

澳群遷徙其中一說，為原居住在思源啞口的Kyaboh帶領族人遷徙由思源啞口越過

南湖大山沿著南澳古道遷徙居住，日治期間及光復後陸續沿著南澳古道搬遷南澳

鄉現居地。 

日治時期大正三年（西元１９１４年），日人在討伐太魯閣群泰雅人之際，也進

入南澳地區完全控制了南澳群泰雅人。過去古道在日治時期以警備道 路但不分泰

雅族人社徑，為主要功能，並在目前古道的終點（目前修 復完成的終點，林務局

暫時修復路段3 公里）設置駐在所，主要目的是管制各部落族人的進出，避免部

落進行串連，發生抗日行動。主要日治時期以軍事功能為主，近年因金洋社區發

展觀光與林務局予以修復後，最近完成1/3 路段暢通無礙。南澳古道目前以登山

行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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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址資源 

 
1.:旃檀駐在所 2.舊耕地 3:吊橋遺址 4.舊耕地 5.舊里程柱 6.舊武塔所在地 

 
新舊 1 號吊橋 

 

舊里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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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村落 

 
延途經過武塔村與金洋村兩村落 
 
武塔村有『愛國乙女サヨン遭難之地』紀念石碑以及莎韻之鐘，本計畫可以與其

聯繫形成人文史蹟導覽系統之一環，列為生態旅遊之據點。 

1937 年中日戰爭爆發，日軍於兵源不足下，開始徵召各地日本青年。在被日本

統治的台灣方面，首波被徵召對象，除了駐守台灣的台灣軍之外，就是為數頗眾

的駐台警察。一旦接到徵召令，就必須馬上離職出征。 

1938 年（昭和十三年）9 月，一名於該台灣原住民村落內南澳蕃童教育所從事教

職的警手田北正記，接到了由台灣總督府發布的從軍徵召令，並立即依法離職前

往戰場。因南澳位於台灣宜蘭山區，教育所教師田北正記特商請莎韻（泰雅語：

Sayun Hayun 日語：サヨン）協助搬運行李。9 月 27 日，兩人在行經宜蘭山區途

中，不但遇到颱風，還在過渡武塔南溪時，碰到溪水暴漲。在天候惡劣下，田北

正記雖順利離開宜蘭，但是同行的泰雅族 17 歲少女莎韻卻在暴風雨中不幸於南

溪便橋上，失足落水失蹤。經當地警所營救後，除了發現所背負行李外，並無莎

韻任何行蹤。 

 

『愛國乙女サヨン遭難之地』紀念石碑位置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3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3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8%BB%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8%BB%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AD%E5%92%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BE%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BE%B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D%A6%E6%89%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9%9F%BB%C2%B7%E5%93%88%E5%8B%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9%E6%9C%8827%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5%A1%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5%A1%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9%9B%85%E6%9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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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韻紀念公園 

莎韻公園位於葉家香展售中心旁的一個休憩的地方，可以瞭望南澳山嵐之美，位

於蘇花公路中途之休息站，遊客可到此參觀，了解莎韻之鐘對南澳的象徵意義。 

   

而台灣總督為了褒揚其義行，頒贈予當地的紀念桃形銅鐘，該鐘即稱莎韻之鐘。 

本僅為短短一則地方新聞的泰雅族少女溺水意外，經刻意報導後，被台灣總督府

用來宣揚理蕃政策的成功，並與國歌少年雙雙成為皇民化政策的宣傳樣本。 

 

莎韻紀念公園位置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7%B8%BD%E7%9D%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7%B8%BD%E7%9D%A3%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7%B8%BD%E7%9D%A3%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0%86%E8%95%83%E6%94%BF%E7%AD%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AD%8C%E5%B0%9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A%87%E6%B0%91%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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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舉辦之生態旅遊行程 

南澳古道-莎韻之路 人文生態體驗活動 

前言： 

南澳古道，又稱「比亞毫古道」、「舊武塔古道」。比亞毫、武塔，都是這條古道

途中的泰雅族部落名稱。 這條古道原是南澳山區泰雅族社路，道路沿途共有十

幾個部落。昭和十三年（1938）9 月 27 日的清晨，泰雅族流興社少女莎韻與同學

一行人， 扛著老師的行李，陪同老師下山，就從一號舊吊橋經過。莎韻從此再

也沒有回來。 

古道位在南澳鄉金洋村，全長 3 公里，來回 6 公里，海拔 250-350 公尺，來回

時間約需 3-3.5 小時，此古道僅是「大南澳古道系統」的前段三公里，以旃檀駐

在所遺址為起點，循南澳南溪上溯至古道終點，沿途有吊橋遺址、警備道路基等

遺跡。 

本古道林相完整，生態資源豐富，是認識植物、調查植物、解說植物最好的地點。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自然與生態攝影學會 

※承辦單位：親山水工作室 

※活動聯絡：親山水工作室 吳銀水  

聯絡電話：（02）2626-0333  行動電話：0928-525-570 

※參加對象：一般大眾 
※報名日期：即日起受理報名，額滿為止 

※活動日期： 2013.10.20（日） 

※活動行程 

上午 07：30 台北劍潭捷運站 2 號出口（搭活動專車）雪山隧道

蘇澳蘇花公路南澳莎韻之鐘南澳古道登山口旃檀駐在

所一號吊橋享用自備午餐二號吊橋警備道路里程碑古

道終點返回登山口南澳泰雅文件與古蹟巡禮、芋頭冰晚餐-

泰雅風味餐返回台北，圓滿完成知性與感性的「南澳古道人文生

態體驗活動」 

※活動費用：

（含專車費、保險費、原住民解說費、餐費【1 晚餐】、雜支費）

每人：新台幣 1,600 元 

  

◎請自備午餐、

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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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南澳古道生態體驗活動，行程執行建議： 

1.自由行： 

建制好南澳古道相關的人文與自然生態資訊，並於平面、電子與網路媒體上

推廣南澳古道，提供喜好山林與文化者，讓一般大眾廣知南澳古道，並多親

臨古道之享受自然之趣味。 

優點：讓一般民眾自行前往，毋須活動前行政作業，相關權責單位僅須妥善

維護好古道的品質與安全即可。 

缺點：權責單位的推廣南澳古道，自由行遊客因活動在山林間，無法讓在地

原住民獲得古道開發的經濟利益。 

2.開放相關團體自由組團舉辦： 

  讓人民團體或旅行社執行帶遊客來體驗古道之美，並與在地部落發展協會相合

作，提供原住民解說員及原住民風味餐，讓遊客深度體驗泰雅文化與享受古道

之美。 

優點：人民團體或旅行社的共同推廣，若有利潤則執行單位推廣上會有其強

力道，且與部落發展協會的共同執行，也能帶給部落社區經濟上的助

益。 

缺點：經濟利益掛帥，在推廣南澳古道美麗山林與泰雅文化的重點上，失去

公部門的原意。 

3.委外經營： 

公部門提出推廣南澳古道的原意、策略與督導辦法，公開上網招標 2~3 個單

位（其中一個單位必須是原住民相關團體）一起共同推廣南澳古道。 

優點：公部門能督導活動執行的推廣目標與成效，不但達推廣之目標且能有

效助益在地原住民的經濟利益。 

缺點：公部門必須要再提出執行辦法，並作招標等行政作業，並隨時督導執

行單位之執行力，增加人力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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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山徑生態之旅系列活動 活動問卷 

填寫時間：    年    月     日    天氣：                        解說員： 

親愛的朋友： 

感謝您對本活動的支持，請您填寫這份問卷，提供我們寶貴的意見，供以後活動改進的參考。謝謝！ 

您今天所參加的活動： 

（1）□南澳古道（2）□南山檜木林步道 

（3）□哈盆越嶺古道（4）□埤亞南越古道 

一、個人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年齡：      歲 

3、職業：□學生  □軍  □公  □教  □農  □商  □工  □自由業  □家庭管理  □退休 

4、教育程度：□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學）  □研究所及以上 

5、居住地：□台北縣市  □新竹以北地區  □中南部 □東部  □台灣離島  □國外 

二、您參加本活動的動機是：□學習如何親近大自然  □沒來過這條山徑  □與家人共享假日  □其他 

三、您對本次活動的收費：□太貴  □適中 □便宜  意見：                                 

四、您對本次活動的聯絡車道路況：□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意見：           

五、您對本次活動的步道本體路況：□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意見：           

六、您對本次活動的自然資源：□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意見：           

七、您對本次活動的人文資源：□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意見：            

八、您對本次活動的時間長短：□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意見：           

九、您對本次活動的解說內容：□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意見：           

十、您對本次活動的風味餐：□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不滿意  □非常不滿意  意見：       

十一、您對本次活動的民宿感受：□非常好  □很好  □尚可  □不好  □非常不好 

十二、您對部落整體環境的感覺：□非常好  □很好  □尚可  □不好  □非常不好 

十三、您對參加本次活動最大的收穫是（可複選）： 

□認識大自然  □得到新知識  □舒展身心  □認識新朋友  □增進親子感情  □沒有收穫  □其他 

十四、是否願意再次參加類似本系列的解說教育活動：□願意  □不願意 
您對承辦單位的建議： 
                                                        
                                                        
                                                        

願意留下個人資料，以便於往後獲得活動資訊： 

姓    名：                 

聯絡電話：                 

E-mail：                                                         

※填妥後，請交給解說員。謝謝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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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金洋村目前欠缺南澳古道的導覽指引牌示，也沒有部落的產業與觀光資源介紹  

僅有的方向牌仍寫著舊武塔古道，並非南澳古道 

  

沿途只有幾根不明顯的藍色舊牌示，標著「舊武塔古道，請往前」 

 
沿路時常有蝴蝶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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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改造 

1.部落入口處應有部落產業與觀光資源介紹牌示 

設置 2 面牌示，左為部落觀光資源，右為部落產業介紹，牌示應具有原住民風格

及色彩，可交由部落自行撰文設計與施工 

 
 

2.聯絡車道每隔 1 公里應有步道方向指示標示，牌示應具有原住民風格及色彩，

可交由部落自行撰文設計與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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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選擇適當空地，設置臨時停車場，以放置載運旅客之車輛或中型巴士。 

此工作可交付部落施行，利用山地保留地設置，並給予適度之使用補償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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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外道路 

 
1.縣道宜 57 
 

蘇澳由台 9 線(蘇花公路)進入南澳鄉，達金洋村後，走宜 57 道路西行 1 公里，至

宜 57 的 0k 起點。 

 

在宜 57 縣道上，缺乏南澳古道的指引 

建議可於下列 4 處設置方向牌示 

 

 

2.南澳南溪右岸產業道路 

 

遇岔路取直行下坡，再沿南澳南溪右岸產業道路，約 3 公里即會抵達南澳古道登

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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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澳火車站設置南澳古道的介紹看板 

 

 

目前旅遊據點缺乏南澳古道的介紹 

 

4.充份利用南澳生態旅遊服務中心的資源 

 
目前使用度不高，實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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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地圖標示相關資訊方便閱讀。 
目前的步道巡查作業中缺乏使用地圖的設計，對於部落管理及安全維護上不夠便

利，建議在 巡查回報內容增加放置地圖的空間，或與GPS電子定位系統建立聯結，

以利加註修改或取用地圖資訊。 
 
二、建立迅速有效的回報與告示系統。 
1.在泰雅山徑的網際網頁中，遊憩資訊的更新速度應加速縮短時程，並以明顯的

專欄告示最新的回報資訊。 
2.在各村落結合廣播系統建立安全維護即時報導之機制，讓遊客可以及時瞭解最

新資訊或參與提供回報相關資訊的作業。 
 

三、建立收益與利益分享機制 

在地社區發展協會所得營收費用，提撥 15％做為社區發展基金(每梯次 20 人)。 

項 目 內容 單 價 

單

位 

數

量 

單

位 總 額 

單

位 備    註 

室外活動 車資（1 日） 6,500  元 3 車 19,500 元 9 人座 3 輛車 

 領隊費（1 日） 2,000 元 1 人 2,000 元  

 晚餐（1 日） 250 元 20 人 5,000 元 原住民風味餐 

 保險（1 日） 40 元 20 人 800 元  

 原住民導覽費 1,500  元 1 梯 1,500 元  

 雜支 100  元 20 人 2,000 元  

小計      30,800 元  

平均      1,540 元 20 參加人每人的費用 

建議收費  
    1,600 元 

多收費用，貼補人數

不足時之經費 

    其中經費「晚餐」與「原住民導覽費」為在地社區發展協會所得計 6,500 元，

從兩項所得費用分別提撥 500 元，計 1,000 元為社區發展基金。每個月推廣 8 梯

次。 

項 目 內容 單 價 單位 數量 單位 總 額 單位 備    註 

社區年營收 
單月活動營收基

金 
8,000  元 12 月 96,000 元 

每月：1,000

元 x8 梯次＝

8,000 元 

估計社區發展基金，每年為 9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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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資源 

    由金洋村至古道登山口之路況尚稱良好，於沿線較潮濕、滲水的砂地上常可

見到大量蝴蝶聚集的景象，而此中則是以青帶鳳蝶(Graphium sarpedon connectens)

數量最多且最引人注，另外石牆蝶(Cyrestis thyodamas formosana)亦偶 可見到小區

域大量出現的情況，加上不時出現的其他蝶種，如：端紅蝶(Hebomoia glaucippe 

formosana)、青斑蝶(Parantica sita niphonica)及紅邊黃小灰蝶(Heliophorus ila 

matsumurae)…等，故此路段算是白天賞蝶相當不錯的區域。 

 

    至於古道沿線，主要是以覆蓋度較高的低海拔森林，加上鄰近流水域，不難

見到一些常在森林溪流出沒的蜻蜓，如：白痣珈蟌(Matrona cyanoptera)及短腹幽

蟌 (Euphaea Formosa)，而若能多花點時間仔細觀察植物體上，亦不難發現更多的

小昆蟲；此次探勘包括：黃盾背椿象(Cantao ocellatus)、白斑素獵椿象(Epidaus 

sexspinus)、眼紋廣翅蠟蟬 (Euricania ocellus)及褐邊綠刺蛾(Parasa shirakii )之幼蟲都

是相對上較為吸睛的種類。 

    在爬行動物的部分，金洋村至古道登山口之路旁，偶可見到斯文豪氏攀蜥

(Japalura swinhonis)，而古道沿線則是以印度蜓蜥(Sphenomorphus indicus)最為優勢；

至於鳥類的部分，由於步道多沿著溪谷側邊行進，對於想觀察鳥類的朋友來說並

不需要太常將頭抬高時，往溪谷方向的樹上，便有機會輕鬆地觀察到這些飛躍穿

梭其上的精靈。 

    在哺乳動物的部分，此次探勘雖然僅見見到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

但依海拔及環境判斷包括大赤鼯鼠(Petaurista petaurista)在內之低海拔的哺乳動物

於此區域亦應有分布，但實際狀況仍有待更進一步的調查，值得注意的是，在古

道上調查人員亦有聽到明顯的槍聲，而此區域的狩獵行為及頻度則是值得進一步

關注的 。 

 

    到了夜間，由金洋村至古道登山口之路邊積水處或流水域附近，都可見到不

少蛙類，其中又以日本樹蛙(Buergeria japonica)最為優勢，此外包括：盤古蟾蜍(Bufo 

bankorensis)、面天樹蛙(Kurixalus idiootocus)、布氏樹蛙(Polypedates braueri)、福建

大頭蛙(Limnonectes fujianensis)以及斯文豪氏赤蛙(Odorrana swinhoana)亦不難聽到

鳴聲或見到蹤跡，而在金洋村之林務局的生態館旁的水池附近，蛙況亦相當不錯，

包括：黑眶蟾蜍(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腹斑蛙(Babina adenopleura)、貢德氏

赤蛙(Hylarana guentheri)及拉都希氏赤蛙(Hylarana latouchii)亦有機會在此發現；至

於古道沿線，由於部分路段路較窄加上夜晚視線不良，為避免危險，並不建議夜

間進入步道來進行賞蛙活動。 

 

    整體來說，古道上的里程標示及解說牌出現頻度皆相當高，對於民眾來說 

清楚的里程及方向指示可避免走錯路，但在動物相關的解說牌的部分，其內容則

較缺乏特色，且其中包含的錯誤資訊則可能會誤導民眾，例如：以蛙類的解說牌

來說，在森林中介紹不太可能出現於該處的貢德氏赤蛙及中國樹蟾是相當奇怪的

事情，而將艾氏樹蛙的圖片標示成黑框蟾蜍以及蛙類生活史的範例都存在著一些

問題，故建議往後想設立類似的解說牌宜多請教專業的學者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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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此區動物資源算是相當豐富，較具特色者則是屬於台灣低海森

林及溪流附近有機會出現的種類，但更詳細的種類及分布狀況，則有待進一步的

動物資源調查才有機會更確認，才有利於未來的解說教育規劃。 

 

特色物種選介 

日本樹蛙  樹蛙科(Rhacophoridae) 

學名：Buergeria japonica (Hallowell, 1861) 

英文名：Japanese Buerger’s Frog；Ryukyu Kajika Frog 

俗別名：日本溪樹蛙(中國大陸)；日本河鹿蛙(日名)；溫泉蛙 

 

辨識特徵：雌蛙體長最大約 3-4 公分，雄蛙體長則僅約 2.5-3 公分，體背顏色變

化很大，由黃褐色、灰褐色、紅褐色到灰黑色都可能，即使是相同個體也常會隨

所處環境改變體色，體背常具許多小型突起，其中又背中肩胛部位的一對略呈棒

狀的大型突起尤為明顯。 

鳴聲：細碎且不甚規則的唧唧聲 

 

生態習性：繁殖季一般約由每年的 3 月到 10 月，於溫泉區附近或於台灣南部較

熱的地區則可能終年繁殖，鳴聲為細碎的唧唧聲，求偶時雄蛙的體色明顯偏黃色 

；蝌蚪及成蛙對較高水溫的耐受度比多數蛙類強，故常會在溫區附近活動，因 

此被人戲稱為「溫泉蛙」。 

 

分布：台灣全島 1500 公尺以下的地區及日本的琉球群島都有分布。 

 

命名緣由：種名中”japon-“為「日本」之意，”-ica”為「屬於」之意；合起來

便是屬於日本的意思，即因此蛙最早於日本之琉球群島發現而得。 

 

黑眶蟾蜍      蟾蜍科(Bufonidae) 

學名：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Schneider,1799) 

英文名：Asian Common Toad；Black-spectacled Toad 

俗別名：癩蝦蟆；蟑蜍(閩南語)、黑眶杜塔蟾 

 

辨識特徵：雌蛙體長約 6-10 公分，雄蛙約 5.2-8 公分，於眼周圍與鼻間具有明顯

的骨質稜起，且因其稜線常為黑色，看起來有如戴著黑框的眼鏡一般，幼蟾雖然

眼鼻間稜起不明顯，但仍可以較明顯的鼓膜與盤古蟾蜍區分，趾端為黑色，雄蟾

在生殖季時於喉部及腋下會出現有黃色或橘黃色的色斑。 

鳴聲：類似童玩「竹蟬」般「哇-哇-哇-哇」的連續叫聲。 

 

發現及命名緣由：最早由德籍的動物學者史耐德(J. G. Schneider)根據採自印度東

部的標本於 1799 年命名，種名中”melano-“為黑色之意”-stic-“為突刺或斑點

之意，合起來應是指其身上滿布的顆粒狀黑色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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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習性：平常多半會在離水較遠的地方活動及覓食，如：步道及鄉間路旁都有

機會見到，生殖季以春、夏等較熱的季節為主，此時牠們才會聚集到靜水域或緩

流，移動時是以爬行搭配短跳前進，雖然動作不快但攀爬能力並不差，故常可見

到其白天待在高處排水管或樹洞休息的情況。 

 

分布：台灣全島低海拔及各主要離島廣泛分布，此外中國大陸南部和西南部、寧

夏省, 亞洲南部往南包括斯里蘭卡、印尼、爪哇、婆羅洲、巴里島都有記錄，而

於蘇拉威西及巴布亞新幾內亞都有因人為引入而建立族群的情況。 

 

面天樹蛙    樹蛙科(Rhacophoridae) 

學名：Kurixalus idiootocus (Kuramoto and Wang, 1987) 

英文名：Meintein Tree Frog 

俗別名：面天跳樹蛙(中國大陸) 

 

辨識特徵：面天樹蛙的雌蛙體長最大約 4 公分，雄蛙體長最大僅約 3.1 公分，體

背皮膚具有許多小型突起不甚光滑，體色以褐色為主，深淺會所處環境改變，但

絕對不會帶有綠色調，背部常具略呈”H”或”X”形的深色斑，腹面帶有許多

不規則的黑斑，其中又以胸部近腋下處的兩個大型黑斑最為明顯，後腿和腳掌相

接處後緣具明顯的白色突起。 

鳴聲：間隔短、連續且稍不規則的「ㄅㄧ」-「ㄅㄧ」-「ㄅㄧ」- 「ㄅㄧ」---聲。 

 

生態習性：繁殖季以夏天等較熱的季節為主，但於部分海拔較低的區域，只要雨

量充足，亦可能整年都繁殖，喜於較開闊的草生地或墾地活動，雌雄蛙配對後，

會將卵產於水邊的覆蓋物下，有時亦會裹上一層泥以保持濕潤並防止光線照射。 

 

分布：台灣特有種，於台灣西半部高雄以北，海拔 1500 公尺以下區域廣泛分布，

往東僅分布到宜蘭。 

 

命名緣由：本種最早由日籍動物學者倉本滿(M. Kuramoto)及台大動物系王慶讓教

授根，據採集自現今陽明山國家公園面天山三聖宮附近的標本，於 1987 年共同

發表。種名中”idi”來自希臘字中”idios”為獨特或特別的意思，”-ootocus”則

來自”ootocos”為產卵的意思；整個種名即是指此蛙產於近水處，卻不形成卵泡 

(Foam)的獨特產卵方式。 

 

布氏樹蛙    樹蛙科(Rhacophoridae) 

學名：Polypedates braueri (Vogt, 1911) 

英文名：Brauer’s Treefrog 

俗別名：布勞爾氏樹蛙 

辨識特徵：布氏樹蛙雌蛙體長最大可達 7 公分，雄蛙體長最大約 5.6 公分，頭的

比例很大，體背底色以褐色為主或深或淺，部份個體於背部尚常會帶有數條縱行

的帶狀或呈 X 狀的深色斑，頭大且唇緣帶有白色，於股部具有網格狀花斑。 

鳴聲：求偶叫聲為類似敲竹筒般地由「答-答-答-答-」的連續單音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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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習性： 對墾地等人為干擾環境的適應力不錯，繁殖季以夏天等較熱的季節

為主，配對時偶爾亦可見到多隻雄蛙同時搶抱一隻雌蛙的情況，通常會在靜水域

旁或水域上方產下卵泡，有時也會將卵泡產在地面落葉等覆蓋物下方。 

 

分布：台灣全島低海拔則廣泛分布，數量尚稱普遍，此外於中國大陸秦嶺以南的

省份，包括：安徽、浙江、江西、四川、廣西及雲南亦有本種的紀錄(Kuraishi et. 

al., 2013)。 

 

命名緣由：本種最早是於 1911 年時由德國學者佛格特(T. Vogt)根據採集自台灣的

標本發表為一新種，種名則是為紀念另一位德國籍的爬行動物研究者布勞爾(A. B. 

Brauer)將其姓氏拉丁化而得。 

註：台灣族群早期有很長一段時間被當成模式標本產於爪哇的白頷(唇)樹蛙

(Polypedates leucomystax (Gravenhorst, 1829)，之後又有一段不算短的時間被當成是

模式標本產於香港的斑腿樹蛙(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Hallowell, 1861)，然而根據

近年來於鳴聲與分子親緣上的研究(Kuraishi et. al., 2011)，台灣種群與上述兩種皆

已有一定的差異，應為不同的種，而按照學名發表的優先權而恢復 Polypedates 

braueri (Vogt, 1911)(布氏樹蛙)之名。 

 

福建大頭蛙      叉舌蛙科(Dicroglossidae) 

學名：Limnonectes fujianensis (Ye and Fei, 1994) 

英文名：Fujian Large-headed Frog；Fujian Fanged Frog 

俗別名：古氏赤蛙(舊名)、大頭蛙 

 

辨識特徵：雌、雄蛙體長最大皆 5.5-7 公分，，眼後方顳部肌肉極為發達，故看

起來頭部特別大，且雄蛙此特徵又更為顯著，體背以褐色為主，或深或淺，鼓膜

不明顯，背部具許多短棒狀突起且於顳部形成略微凸起的 W 形斑，瞳孔為紅色

且在強光照射下會略縮成帶有星芒的菱形，雄蛙下頷具有明顯的齒狀骨突。 

鳴聲：有如母雞叫一般，為連續的「嘓-嘓-嘓-嘓---」聲。 

 

生態習性：喜歡待在靜水域或緩流中，除冬天較冷的月份外，幾乎全年繁殖，雄

蛙領域性很強，常可見到彼此爭鬥互咬而造成頭部受傷的情況，卵呈單顆或三、

兩聚集狀黏附於水底。 

分布：台灣西半部海拔 1000 公尺以下山區廣泛分布；此外於中國大陸南部也有

紀錄。 

 

命名緣由：本種以往有很長一段時間，都被當成模式標本產於印尼爪哇的古氏赤

蛙(L. kuhlii)，但根據近年來的分子生物學證據(如：Che. et. al., (2007)及 Matsui et. 

al.,(2010)等，皆指出台灣族群與中國大陸族群最為接近，故其種名應列為 1994

年由中國大陸的學者費梁以及葉昌媛所發表的福建大頭蛙(L. fujianensis Ye & Fei, 

1994)較合理，故本書亦依此，其種名則為「屬於福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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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豪氏赤蛙    赤蛙科(Ranidae) 

學名：Odorrana swinhoana (Boulenger, 1903)   

英文名：Swinhoe’s Odorous Frog；Swinhoe’s Brown Frog 

俗別名：斯文豪氏臭蛙、棕背臭蛙(中國大陸)、鳥蛙 

辨識特徵：雌蛙體型最大約達 8 公分，雄蛙則僅約 6-7 公分，吻尖且體型修長，

個體間體色差異很大，但通常仍是以綠色及褐色為主要色調相互間雜，趾端膨大

呈吸盤狀，幼蛙背側褶較明顯且側邊具許多顆粒狀突起，但隨著成長背側褶及突

起都會變得較不明顯。 

鳴聲：如口哨般類似「咻」或「啾」的單音，常被誤認為鳥叫 

 

生態習性：偏好山區如溪澗或瀑布等較潔淨的流水域 ，其皮膚表面的腺性分泌

物有著特別的氣味，幾乎整都會繁殖，卵不具黑色素且呈團狀產於溪流中的石頭

等覆蓋物下，蝌蚪腹面具吸盤以適應流水域的環境。 

 

分布：台灣特有種，台灣全島由低海拔丘陵至海拔 2000 公尺左右的山區都有記

錄。 

 

命名緣由：本種最早是由英國學者布蘭吉先生(G. A. Boulenger)根據採集自台灣南

部(Bangkimtsing；旗山或萬鑾一帶)的標本於 1903 年所發表，而學名則是為記念

著名的英籍博物學者斯文豪氏(R. Swinhoe)，將其姓氏拉丁化並加上代表「屬於」

的拉丁字尾”-ana“而得。 

 

斯文豪氏攀蜥      舊大陸鬣蜥科(Agamidae) 

學名：Japalura swinhonis Günther, 1864 

英文名：Swinhoe's Japalura  

俗別名：肚定(閩南語)、竹虎(閩南語，尤以南投及中部地區)、山狗大(客家語)、

五毒公仔(閩南語)、台灣龍蜥(中國大陸)  

 

辨識特徵：雄蜥全長最大約 31.5 公分，雌蜥全長最大僅約 25 公分，尾長則約為

頭體長的 2-2.4 倍，是台產最大型的攀木蜥蜴，身體略為側扁且背脊高突，背部

鱗片粗糙，兩眼與頭頂往前延伸呈稜面狀，口腔外緣為白色，下頷具有白斑(雄

蜥較明顯)，體背部底色一般以灰褐色為主，體背部底色一般以灰褐色為主，但

山區及東南部者體色偏綠，雄蜥除體型較大，體側黃色縱帶亦較明顯外，頸背部

的鬣鱗和喉垂也比雌蜥大。 

 

生態習性：日行性，繁殖期以夏天為主，喜於較開闊的樹林邊緣活動，對人為干

擾過的環境適應力頗高，雄蜥有很強的領域性，在其他動物接近時會有明顯的伏

地挺身示威行為，雄蜥威嚇時除頸部鬣鱗會豎起外，喉囊亦會下展甚至變黑，使

得其上白斑變得更加明顯，此外其身體亦會弓起更加側扁使得其外表看起來更大

些；雌蜥常會隨所處環境改變體色而形成良好的保護，夏夜常會在植物體上睡覺；

冬季等較寒冷的月份則會蟄伏並停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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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台灣特有種，全島由平地至海拔約 1500m 之山區皆可見到，依目前調查

於各樣區都有發現，此外於離島的蘭嶼、綠島、小琉球及東吉島亦有記錄。 

 

命名緣由：最早由德籍動物學者古瑟(貢德)博士(A. Günther)根據博物學者斯文豪

(郇和；R. Swinhoe)在淡水一帶採集到的標本命名，種名則是為紀念模式標本採集

者者而得。 

 

印度蜓蜥 石龍子科(Scincidae) 

學名：Sphenomorphus indicus (Gray, 1853) 

英文名：Indian Forest Skink 

俗別名：蝘蜓；肥豬(台灣中部；閩南語)；銅蜓蜥 

 

辨識特徵：全長最大約 22 公分，尾長約為頭體長之 2 倍，背部為褐色，身體兩

側有一深色的縱帶由吻起延伸至尾基附近，周身鱗片皆很光滑，幼體之尾巴末端

常帶有紅色，但稍微成長後便會消失。 

 

生態習性：日行性，一窩約可生下 4-11 隻的幼蜥，以小型節肢動物為食，喜於

樹林邊緣活動，尾巴極易自割，冬季有明顯蟄伏之現象。 

 

分布：於台灣全島 1500 公尺以下之區域亦廣泛分布，台灣產蜓蜥屬蜥蜴中最常

見且分布範圍最廣者，離島的龜山島亦有記錄；除台灣外，印度、馬來半島及中

國大陸南部往西至西藏東部，往北至河南、陜西和甘肅亦有分布。 

 

命名緣由：本種最早是由英籍動物學者葛瑞(J. E.Gray)根據採自印度東北部喜馬

拉雅山旁錫金(Sikkim, Himalaya)的標本於 1853 年時命名，種名中”indicus”為印

度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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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爬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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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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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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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規劃 

1.修正目前的動植物資料與解說牌示內容 

2.定期舉辦步道生態研習 

3.進行動植物生態資源調查 

4.解說志工之教學與訓練 

6.環境敏感物種之調查與監測 

5.生物資料庫與網站訊息的建構 

 

錯誤的解說牌示資料，文字為黑眶蟾蜍，但圖片卻為艾氏樹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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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1.山徑設施細部規劃 

2.山徑人文史蹟調查 

3.相關原住民聚落與文化維護保存規劃 

4.觀光生態旅遊動線規劃 

5.交通沿線地景改造 

6.交通連結網設置規劃 

7.部落管理及安全維護機制規劃 

8.環境生態營造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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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本體 

 
南山村→美優橋→米羅產業道路→登山口→米羅山→南山神木→回頭 
長度： 6 公里  
海拔： 1344 公尺-2054 公尺 
到神木區後可繼續行走 6 公里經佐得寒山→可法橋，但由於路程遠，坡度陡，不

建議走完全程 
 
南山檜木林步道，向上爬升，越過密羅山海拔高度1723 公尺稜線後，進入神木

區海拔高度1832公尺 

南山檜木林步道坡向東南方轉向東北再轉向西北方由山徑坡度分佈，分析得知山

徑適合進行遊憩的對象，體力負荷強弱度及屬於健走型或是屬中級山系列，比較

適合山友級的登山客。登山行程規劃以 1 天即可完成。登山行程規劃總長 12km，

部分路段陡且急，建議穿著膝蓋護具避免連續陡坡造成膝蓋傷害。 

因山徑整體距離長，需考量飲水問題，路徑上溪溝數量少，取水補給比較不方便。 

本地區的氣候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每年自十月起到翌年四月為主要雨季，終日

雲霧不斷，稜線冬季有雪，夏秋季則除颱風帶來雨水外，較少下雨。 

南山檜木林步道地處海拔1,300公尺以上山地，山徑潮濕，雨季濕氣較重，避免

失溫現象；雨季溫差大需注意保暖工作，夜間溫度可能降至攝氏0℃；雨季間霧

氣濃厚，容易因為霧氣而失去方向。建議登山以5月至9月為最適合的氣候。建議

山徑行程全年皆可進行 

南山檜木林道系統幾乎無設置，須依循山友設置的路標，輔助設施幾乎無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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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現況 

 
步道入口不清楚，解說牌老舊 

 
步道內無嚴重損壞，解說牌少並且不在正確位置 

 

步道中無開闊視野只                有幾棵倒木橫跨步道需整理 

可從縫隙中往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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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數棵高大檜木 

 
近來有盜伐事件，少數大樹被砍倒，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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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k 入口，3k 中點稜線與 6k 步道終點設置路線解說牌示，共 3 處 

1k，1.5k，4k 設置座椅，共 3 處 

每隔 0.5k 設置里程柱，共 12 柱 

步道本體狀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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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1.缺乏入口意象 

2.步道路徑清楚，但沒有里程柱，遊客無法掌握距離 

3.解說牌示不足 

4.步道的神木易遭盜伐，需加強保護 

5.雖然現有檜木神木群是最大賣點， 但由於分布不集中，建議可以編號圖示的

方式設立指示牌及路徑圖 
 

規劃改善項目與預算: 

1.步道清理及路面修復(步道出入口、步橋、木梯、休憩設施等) 

2.全線指標及解說系統(含部落產業、觀光資源指引、空間改善等) 

共 600 萬元 

 

GPS 座標 

 

1.大型地圖牌 

  A 美優溪入口  座標 24°26'40.88"北  121°23'2.74"東 

2.解說牌共 3 處：0k 入口，3k 中點稜線，6k 步道終點  

  A 步道 0K 入口  24°27'22.33"北  121°22'43.67"東 
  B. 3k 中點稜線  24°27'14.77"北  121°22'0.75"東 
  C. 6K 步道終點  24°26'52.46"北  121°21'27.66"東 
3.里程柱(每隔 0.5 公里 1 柱，共 12 柱) 

   A. 里程柱起點座標 24°27'22.33"北  121°22'43.67"東 
4.方向指示柱 4 面 

   A(第二處) 24°26'37.81"北  121°22'49.09"東 

   B(第四處) 24°27'5.57"北  121°22'59.30"東 

   C(第五處) 24°27'6.42"北  121°22'52.27"東 

   D(第六處)24°27'23.77"北  121°23'4.70"東 
5. 休憩座椅 1k，1.5k，4k 設置座椅，共 3 處 

 

   A. 1k 三角點  24°27'14.38"北  121°22'27.18"東 

 

   B. 1.5k 泰雅體驗區 24°27'16.63"北  121°22'19.21"東 

 

   C. 4k 工寮 24°27'7.33"北  121°21'52.15"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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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價分析 

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步道

本體 

緩坡步道原石及路基新

建工程(W=120cm) 

m  1000   

陡坡步道原石及路基新

建工程(W=120cm) 

m  1100   

步道原石及路基整修(W=121cm) 處  800   

步道

設施 

仿松木步道欄杆(同原式樣) M  3500   

棧橋 座  25000   

休憩座椅 座 3 22455 67365  

解說牌 組 3 7189 21567  

大型地圖牌 座 1 49661 49661  

里程柱 座 12 4444 53328  

方向指示牌 座 4 12090 48360  

聯絡

車道 

瀝青路基及路面修補 m2 3000 900 2700000  

停車場停車位重鋪植草磚 格 15 32875 493125  

坡崁強固 處 1 1500000 1500000  

部落

相關

設施 

觀光資源牌示 面 2 49661 99322  

產業介紹牌示 面 2 49661 99322  

方向指示牌 面 6 12090 72540  

廁所 間 1 300000 300000  

工程

金費 

發包工程費   5504590   

勞工安全衛生費用(壹項之1.0%)    55045  

包商管理及利潤(壹項之4.0%)    220180  

小計    5779815   

 加值營業稅(上項之5%)    288990  

總價 6068805  

 

 

 

 

 

 

 
 



 

15 
 

工作項目：方向指標牌 單位：座         計價代碼：Z020200062           

工料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編碼(備註) 

人工挖土石(高山偏遠地區) M3 0.340 850      289.00  Z020200023,#壹 

          .一.2R.1 

現場拌合 1：3：6混凝土及澆置(高山偏遠地區 M3 0.150 6,608      991.20  Z020200001,#壹 

)2000psi         .一.9R.10 

模板 M2 1.200 178      213.60  Z020200013,#壹 

          .一.9R.11 

竹節鋼筋 Kg 1.000 11.31       11.31  Z020200022 

太平洋鐵木柱 才 21.800 130.70    2,849.26  Z020200063 

太平洋鐵木方向面板 才 1.470 130.70      192.13  Z020200064,# 

加工文字雕刻填色(含編排製版送樣) 式 1.000 5,228.07    5,228.07  Z020200065 

國家步道 logo鋁板上色 6.5*6.5 式 1.000 653.51      653.51  Z020200066 

護木油塗佈 才 24.270 9.80      237.85  Z020200067 

一般技工 工 0.600 1,307.02      784.21  Z020200005 

卡車搬運（一級路面 54Km） T 0.050 208.21       10.41  Z020200035 

卡車搬運（三級路面 6Km） T 0.050 33.72        1.69  Z020200036 

小搬運 Kg 45.860 4.18      191.69  Z020200008 

五金零件 式 1.000 261.40      261.40  Z020200040 

零星工料 式 1.000 174.67      174.67  Z020200009 

合計 座 1.000     12,090.00    

            

 

工作項目：里程柱 單位：座         計價代碼：Z020200068           

工料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編碼(備註) 

人工挖土石(高山偏遠地區) M3 0.100 850       85.00  Z020200023,#壹 

          .一.2R.1 

現場拌合 1：3：6混凝土及澆置(高山偏遠地區 M3 0.050 6,608      330.40  Z020200001,#壹 

)2000psi         .一.9R.10 

模板 M2 0.480 178       85.44  Z020200013,#壹 

 
        .一.9R.11 

竹節鋼筋 Kg 0.600 11.31        6.79  Z020200022 

太平洋鐵木柱 才 7.430 130.70      971.10  Z020200063 

加工文字雕刻填色(含編排製版送樣) 式 1.000 1,307.02    1,307.02  Z020200065 

國家步道 logo鋁板上色 6.5*6.5 式 1.000 653.51      653.51  Z020200066 

護木油塗佈 才 7.430 9.80       72.81  Z020200067 

一般技工 工 0.300 1,307.02      392.11  Z0202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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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車搬運（一級路面 54Km） T 0.010 208.21        2.08  Z020200035 

卡車搬運（三級路面 6Km） T 0.010 33.72        0.34  Z020200036 

小搬運 Kg 14.640 19.61      287.09  Z020200008 

五金零件 式 1.000 98.03       98.03  Z020200040 

零星工料 式 1.000 152.28      152.28  Z020200009 

合計 座 1.000      4,444.00    

            

 

工作項目：工程告示牌 單位：組         計價代碼：Z020200071           

工料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編碼(備註) 

柳桉木料 才 15.330 49.01      751.32  Z020200039 

書寫及安裝 式 1.000 1,176.32    1,176.32  Z020200072,# 

零星工料 式 1.000 32.36       32.36  Z020200009 

合計 組 1.000      1,960.00    

            

            

            

            

            

            

            

            

人工：        1,208.68    機具：            0.00 

每 組 單價計       1,960    
材料：          751.32    雜項：            0.00 

 

工作項目：解說牌 單位：組         計價代碼：Z020200151           

工料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編碼(備註) 

人工挖土石(高山偏遠地區) M3 0.290 850      246.50  Z020200023,#壹 

          .一.2R.1 

現場拌合 1：3：6混凝土及澆置(高山偏遠地區 M3 0.130 6,608      859.04  Z020200001,#壹 

)2000psi         .一.9R.10 

柳杉 才 14.390 22.87      329.10  Z020200152,# 

檜木板（120x90x3cm） 面 1.000 2,940.79    2,940.79  Z020200153,# 

加工文字雕刻填色(含編排製版送樣) 式 1.000 522.81      522.81  Z020200065 

卡車搬運（一級路面 54Km） T 0.050 208.21       10.41  Z020200035 

卡車搬運（三級路面 6Km） T 0.050 33.72        1.69  Z020200036 

小搬運 Kg 53.000 39.21    2,078.13  Z020200008 



 

17 
 

五金零件 式 1.000 196.05      196.05  Z020200040 

零星工料 式 1.000 4.48        4.48  Z020200009 

合計 組 1.000      7,189.00    

            

 
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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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史蹟據點 

 

三角點  

三角點並不是景點而是地理上的認識，此三角點標的，是區隔原住民保留地與國

有林班地，最初是由日據政府所測立，後來國民政府延用至今 

 

工寮                                        泰雅體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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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村 

 
沿途許多高麗菜田，為運送蔬菜時常有大卡車來往，南山村內僅有幾家商店，聚

集在台七線 29K 處，也為大卡車短暫停留的休息處 

 

 
小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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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與雜貨店，雜貨店內賣的茶葉蛋為南山村名產之一 

 

 
南山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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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居住空間改善 

 

 

茶園及高麗菜田的產業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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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實際舉辦之生態旅遊行程 

南山檜木林步道 人文生態體驗活動 
前言： 

在中橫公路的宜蘭支線上，有座終年雲霧繚繞、人煙罕至的南山部落檜木園區，

山上盡是千年的紅檜巨木，更是台灣獼猴的樂園，國寶鳥藍腹鷳出沒的地方。讓

我們循著泰雅族的傳統獵徑，一塊兒上山探險，揭開這處絕美森林的神秘面紗，

進行一趟別富趣味的生態旅遊。 

以南山部落為主要的活動場域，探訪南山部落山林自然之美，安排部落巡禮及

品嘗泰雅風味餐。 

讓我們一起走進山林與霧靄，享受天地自然的美好，認識並尊重原住民的傳統文

化。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自然與生態攝影學會 

※承辦單位：親山水工作室 

※活動聯絡：親山水工作室 吳銀水  

聯絡電話：（02）2626-0333  行動電話：0928-525-570 

※參加對象：一般大眾 

※活動日期： 2013.10.18（五） 

※活動行程：07:30台北劍潭捷運站2號出口（搭活動專車）雪山隧道宜蘭---

四季美優溪09:30（轉搭接駁車）---10:00南山檜木林步道登山口三角點工

寮13:00檜木巨木(享用自備午餐)折返步道入口17:00南山村部落巡禮

17:30晚餐-泰雅風味餐18:30返回台北，圓滿完成知性與感性的「南山檜木林

步道人文生態體驗活動」 

※活動費用：

（含專車費、接駁車、保險費、原住民導覽費、餐費【1 晚餐】、行政費）◎請

每人：新台幣 1,600 元 

※報名方式：1.電話報名：(02)2626-0333 游小姐 

自

備午餐、飲水 

傳真電話：(02)2626-0331 

2. 匯款戶名：吳銀水 

3. 匯款帳號：北投明德郵局 0002427-0187788 

4. 備妥：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號、住址、聯絡電話。 

5. 報名時間： 即日起，每週一~週五，上午 09：30~下午 17：30 接受報名 

報名時請準備 : 

1. 先電話報名欲參加的活動日期，確定有無名額。 

2. 傳真聯絡人的姓名、電話、行動電話 

3. 準備好：個人（或團體）的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聯絡電話、匯

款單收據,傳真至「親山水工作室 游小姐」 

4. 請於報名後 2 天內將團費匯入活動帳戶,逾期恕不保留名額 

 

※注意事項：（1）請 自備午餐及 飲水  

（2）有關保險等權益問題，報名後參加人員請勿自行更換。若須更替參加人員

時，請必須於活動日三天前，以電話及傳真通知更動資料。參加人員資料更

動作業，儘可以 1 次為限。 

（3）報名繳費後，因故無法參加活動，請於活動日 7 天前以傳真通知，經程序

確認後，將扣除手續費後，退還遊新台幣 800 元；若無通知則視同放棄權利，

不受理退費。  

（4）若因無法抗拒因素（例颱風…等【以中央政府、宜蘭縣政府公告為依據】），

必須取消活動，主辦單位將報名費全額退費，或參加者同意遞補其他未額滿

之梯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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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參加活動者請務必遵守報到與集合時間，逾時不候，亦不受理退費。活動

時請配合解說員的引導。 

（6）本生態旅遊系列，活動行程屬中級大眾路線，但仍須健行或登山約 6~7 公

里 於自然生態中。故有高血壓、心臟病等不宜劇烈勞動者，請自我衡量體能

並遵守解說員的引導，隨時注意安全。  

（7）行走林道或步道中，請結伴同行，切勿落單。 

（8） 垃圾請分類帶下山，給地球一個「愛」。  

 

◎一顆愉悅的心【必備】 

環境解說教育工作，是一份既令人愉悅但卻是任重的職務。期待你對我們的支持

與鼓勵，我們絕對以尊重自然的心，誠懇的態度，為大家做最佳的活動安排與解

說服務  

 

有關南山檜木林步道生態體驗活動，行程執行建議： 

1.自由行： 

建制好南山檜木林步道相關的人文與自然生態資訊，並於平面、電子與網路

媒體上推廣南山檜木林步道，提供喜好山林與文化者，讓一般大眾廣知南山

檜木林步道，並多親臨古道之享受自然之趣味。 

優點：讓一般民眾自行前往，毋須活動前行政作業，相關權責單位僅須妥善

維護好古道的品質與安全即可。 

缺點：權責單位的推廣南山檜木林步道，自由行遊客因活動在山林間，無法

讓在地原住民獲得古道開發的經濟利益。 

2.開放相關團體自由組團舉辦： 

  讓人民團體或旅行社執行帶遊客來體驗古道之美，並與在地部落發展協會相合

作，提供原住民解說員及原住民風味餐，讓遊客深度體驗泰雅文化與享受古道

之美。 

優點：人民團體或旅行社的共同推廣，若有利潤則執行單位推廣上會有其強

力道，且與部落發展協會的共同執行，也能帶給部落社區經濟上的助

益。 

缺點：經濟利益掛帥，在推廣南山檜木林步道美麗山林與泰雅文化的重點上，

失去公部門的原意。 

3.委外經營： 

公部門提出推廣南山檜木林步道的原意、策略與督導辦法，公開上網招標 2~3

個單位（其中一個單位必須是原住民相關團體）一起共同推廣南山檜木林步

道。 

優點：公部門能督導活動執行的推廣目標與成效，不但達推廣之目標且能有

效助益在地原住民的經濟利益。 

缺點：公部門必須要再提出執行辦法，並作招標等行政作業，並隨時督導執

行單位之執行力，增加人力作業。  



 

27 
 

泰雅山徑生態之旅系列活動 活動問卷 

填寫時間：    年    月     日    天氣：                        解說員： 

親愛的朋友： 

感謝您對本活動的支持，請您填寫這份問卷，提供我們寶貴的意見，供以後活動改進的參考。謝謝！ 

您今天所參加的活動： 

（1）□南澳古道（2）□南山檜木林步道 

（3）□哈盆越嶺古道（4）□埤亞南越古道 

一、個人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年齡：      歲 

3、職業：□學生  □軍  □公  □教  □農  □商  □工  □自由業  □家庭管理  □退休 

4、教育程度：□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學）  □研究所及以上 

5、居住地：□台北縣市  □新竹以北地區  □中南部 □東部  □台灣離島  □國外 

二、您參加本活動的動機是：□學習如何親近大自然  □沒來過這條山徑  □與家人共享假日  □其他 

三、您對本次活動的收費：□太貴  □適中 □便宜  意見：                                 

四、您對本次活動的聯絡車道路況：□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意見：           

五、您對本次活動的步道本體路況：□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意見：           

六、您對本次活動的自然資源：□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意見：           

七、您對本次活動的人文資源：□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意見：            

八、您對本次活動的時間長短：□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意見：           

九、您對本次活動的解說內容：□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意見：           

十、您對本次活動的風味餐：□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意見：       

十一、您對本次活動的民宿感受：□非常好  □很好  □尚可  □不好  □非常不好 

十二、您對部落整體環境的感覺：□非常好  □很好  □尚可  □不好  □非常不好 

十三、您對參加本次活動最大的收穫是（可複選）： 

□認識大自然  □得到新知識  □舒展身心  □認識新朋友  □增進親子感情  □沒有收穫  □其他 

十四、是否願意再次參加類似本系列的解說教育活動：□願意  □不願意 
您對承辦單位的建議： 
                                                        
                                                        
                                                        

願意留下個人資料，以便於往後獲得活動資訊： 

姓    名：                 

聯絡電話：                 

E-mail：                                                         

※填妥後，請交給解說員。謝謝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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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解說牌老舊不清楚 

 

 

 
產業道路時常有運送菜的大貨車行駛，道路狹小會車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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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皆是菜園耕地的人為景觀 

 

  

現有的導覽牌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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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改造 

 

六處地景改造的牌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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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處.設置地圖導覽牌示 

 

第 2 處.設置方向牌 1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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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處.設置方向牌 1 面 (本處亦可稍緩再設) 

 
 
第 4 處.設置方向指示牌 1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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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處.設置方向指示牌 1 面 

 
 

第 6 處.設置方向牌 1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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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外道路

 
可由宜蘭縣大同鄉台7甲省道過四季平台後，至美優溪，右轉進入米羅產業道路，

抵南山檜木林步道入口，步行6公里可至神木群，若步行12公里至可法橋再接台7

甲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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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米羅產業道路改善 

 

由台七甲前往步道入口之米羅產業道路路況不佳，有許多坑洞而且積水，大雨後

容易發生坍方。平時常有載運高麗菜的大卡車經過，即使將路修好，亦須考慮使

用年限及後續維修的問題，底盤較低的小轎車不建議由此進入。 

 

   時常有載運蔬菜的大卡車經過             半路可看崩塌處遠景 

 

沿途路況不佳，路面不平，有著泥土路與石頭路，部分路段石塊大以及鋼筋外露 
2.台 7 甲地名里程牌增設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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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可於南山村南北入口加設南山檜木林步道的地名里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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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地圖標示相關資訊方便閱讀。 
目前的步道巡查作業中缺乏使用地圖的設計，對於部落管理及安全維護上不夠便

利，建議在 巡查回報內容增加放置地圖的空間，或與GPS電子定位系統建立聯結，

以利加註修改或取用地圖資訊。 
 
二、建立迅速有效的回報與告示系統。 
 
1、在泰雅山徑的網際網頁中，遊憩資訊的更新速度應加速縮短時程，並以明顯

的專欄告示最新的回報資訊。 
2、在各村落結合廣播系統建立安全維護即時報導之機制，讓遊客可以及時瞭解

最新資訊或參與提供回報相關資訊的作業。 
 

三、建立收益與利益分享機制 

在地社區發展協會所得營收費用，提撥 15％做為社區發展基金(每梯次 20 人)。 

項 目 內容 單 價 

單

位 

數

量 

單

位 總 額 

單

位 備    註 

室外活動 車資（1 日） 6,500  元 3 車 19,500 元 9 人座 3 輛車 

 領隊費（1 日） 2,000 元 1 人 2,000 元  

 晚餐（1 日） 250 元 20 人 5,000 元 原住民風味餐 

 保險（1 日） 40 元 20 人 800 元  

 原住民導覽費 1,500  元 1 梯 1,500 元  

 雜支 100  元 20 人 2,000 元  

小計      30,800 元  

平均      1,540 元 20 參加人每人的費用 

建議收費  
    1,600 元 

多收費用，貼補人數

不足時之經費 

    其中經費「晚餐」與「原住民導覽費」為在地社區發展協會所得計 6,500 元，

從兩項所得費用分別提撥 500 元，計 1,000 元為社區發展基金。每個月推廣 8 梯

次。 

項 目 內容 單 價 單位 數量 單位 總 額 單位 備    註 

社區年營收 
單月活動營收基

金 
8,000  元 12 月 96,000 元 

每月：1,000

元 x8梯次＝

8,000 元 

估計社區發展基金，每年為 9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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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資源 

除了登山口附近的幾個大型蓄水池外，步道沿線缺乏較固定的水源，故兩棲類多

集中在這些人工水域附近，其中又以莫氏樹蛙(Rhacophorus moltrechti)最為優勢，

而盤古蟾蜍(Bufo bankorensis)及拉都希氏赤蛙(Hylarana latouchii)亦有發現在此

區域活動；而於蓄水池中之蝌蚪亦吸引了一些蜻蜓在此繁殖，如：黃基蜻蜓

(Sympetrum speciosum taiwanum) (由林業試驗所汪澤宏先生鑑定)。 
 
    在爬行動物的部分，在鄰近登山口的產業道路，有記錄到黃口攀蜥(Japalura 
polygonata xanthostoma)麗紋石龍子(Plestiodon elegans)及過山刀(Ptyas 
dhumnades oshimai)，而值得注意的是，以海拔來說，此區算是黃口攀蜥在台灣

少數較高的紀錄點(海拔近於 1600 公尺)，至於而另一屬於台灣特有種及保育類

III 級的短肢攀蜥(Japalura brevipes)，若依海拔來看，亦應該會於此區域出現，

而有關於這兩種攀木蜥蜴在此可能之共域狀況，則是相當值得研究上進一步的關

注的課題  
 
    哺乳動物的部分，本次調查則有遇到台灣獼猴(Macaca cyclopis)及稀有的細

尾長尾鼩(Chodsigoa sodalist)(屍體，由特有生物研究中心張育誠先生鑑定)，而若

依當地居民的訪問及海拔判斷，此地應該也會有白面鼯鼠(Petaurista lena)。 
 
    在昆蟲的部分，此區所發現較特別的種類包括：叉斑陷紋金龜(Euselates 
proxima)以及枯球蘿紋蛾 Brahmophthalma wallichii)；鳥類的部分最引人注目的則

是屬於保育類 II 級的台灣特有種藍腹鷴(Lophura swinhoii) 
 
    綜合以上，此區動物資源較具特色者應是屬於台灣中海拔的特有物種，但詳

細的種類及分布狀況，則有待進一步的動物資源調查才有機會更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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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物種選介 
 
盤古蟾蜍      蟾蜍科(Bufonidae) 
學名：Bufo bankorensis Barbour,1908 
英文名：Bankoro Toad；Taiwan Toad 
俗別名：盤谷蟾蜍；台灣蟾蜍；癩蛤蟆；蟑蜍(閩南語) 
 
辨識特徵：雌蛙體長約 8-16 公分，雄蛙約 6.5-9.2 公分，是台灣山區最常見的一

種蟾蜍，牠們的表皮粗糙且帶有許多的腺性突起，耳後腺極大，眼鼻間無稜起的

眶線且鼓膜也不明顯，體色一般以灰褐色為主，但變異很大，包括：褐色、灰褐

色，紅褐色和黃褐色都有可能，卵串呈長條形，蝌蚪為黑色。 
 

鳴聲：不會發出求偶叫聲但會發出類似吹洞簫般的「嘟-嘟-嘟-嘟---」釋放叫聲。 
 

生態習性：平常會在離水較遠的地方活動及覓食，到生殖季時，才會聚集到溪流

或靜水域，低海拔於冬季繁殖，但中高海拔則會提早，移動時常是以爬行搭配短

跳前進，雄蛙不會發出求偶叫聲，僅在錯抱或敵人抓住時，才會發出釋放叫聲，

蝌蚪常呈聚集狀(夜間尤為明顯)，用以警告掠食者牠們有毒。 
 
分布：台灣特有種，於台灣全島由低海拔丘陵至海拔 3000 公尺左右的山區都有

機會見到。 
 
命名緣由：本種最早是由美籍動物學者巴伯(T. Barbour)於 1908 年，根據來自台

灣中部名為”Bankoro”的地點的標本而命名，而種名是由地名加上屬於之意的拉

丁字根”-ensis”而得的，但之後的考據卻一直無法確認這個地點，最後只好以直

接音譯的方式，稱作「盤古」，但與傳說中開天闢地的「盤古」並無關聯。 
 
莫氏樹蛙    樹蛙科(Rhacophoridae) 
學名：Rhacophorus moltrechti Boulenger, 1908  
英文名：Moltrecht’s Green Treefrog 
俗別名：莫崔曲氏樹蛙；雨怪(閩南語)   
 
辨識特徵：雌蛙體長最大約 5.5 公分，雄蛙稍小，體背通常為綠色，但常會隨環

境作深淺的改變，包括：淺綠色、深綠色甚至黑色都可能，虹膜常略帶有紅色調，

成蛙於腹面及體側常帶有許多黑斑，而腿及股部內側則會帶有紅色，雌蛙股部的

紅斑常不若雄蛙明顯，幼蛙由於黑斑及紅色調都不明顯，因此常被誤認為台北樹

蛙。 
鳴聲：有如火雞叫一般「咕啦---咕嚕-咕嚕-咕嚕…」的連續叫聲。 
生態習性：在不同的地點其繁殖季節不盡相同，只要雨水充足，部分區域亦可能

整年都繁殖，由於其對較低溫度的適應尚稱良好，以台灣南部來說，其算是少數

冬天仍相當活躍的蛙種，雌雄蛙配對後，常會在靜水域上方或周圍產下卵泡。 
 

分布：台灣特有種，於台灣全島由低海拔至海拔 2500 公尺左右的山區都有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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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緣由：本種最早是由英國學者布蘭吉先生(G. A. Boulenger)在 1908 年時，根

據俄籍學者莫崔曲博士(Dr. A. Moltrecht)得自南投縣日月潭的標本而命名，而學

名之由來則是為記念採集者，而將其姓氏拉丁化得之。 
 
拉都希氏赤蛙    赤蛙科(Ranidae) 
學名：Hylarana latouchii (Boulenger, 1899) 
英文名：Broad-folded Frog 
俗別名：闊褶蛙(中國大陸) 
 
辨識特徵：雌蛙體長約 5.5-6 公分，雄蛙體長約 4-5 公分，背部以為褐色為主，

或深或淺，由深褐色、淺褐色到紅褐色都有，背側褶相當粗大，故又名「闊褶蛙」，

雄蛙通常體型較瘦且結實，雌蛙則腹部較大，體側顏色偏白且帶有許多深色的點

狀斑，眼後有一深色的菱形斑，將鼓膜覆蓋。 
鳴聲：叫聲小且近似消化不良時腸子蠕動的聲音 
 
生態習性：喜歡聚集於靜水域或緩流處活動，整年都會繁殖，由於為內聲囊的關

係，其求偶會將卵呈整片的形式，黏附於靜水域或緩流的水底。 
 
分布：台灣全島 1500 公尺以下的區域及離島的龜山島亦廣泛分布，此外中國大

陸南方各省也都有記錄。 
 
命名緣由：本種最早是於 1899 年，由英籍的動物學者布蘭吉(G. A. Boulenger )
根據採集自中國大陸福建省的個體而命名，而種名之”latouchii”是為記念採集者

英籍鳥類學家拉圖雪(J.D. La Touche)將其姓氏拉丁化而得。 
 
黃口攀蜥    舊大陸鬣蜥科(Agamidae 
學名：Japalura polygonata xanthostoma Ota, 1991   
英文名：Yellow-mouthed Japalura 
俗別名：肚定(閩南語)、山狗大(客家語)、琉球龍蜥(中國大陸)、木登蜥蜴(日名) 
 
辨識特徵：全長最大僅 23 公分左右，尾長約頭體長的 2-2.3 倍，是台灣攀蜥屬蜥

蜴中體型最小的一種，體背部底色以黃褐色為主有時偏綠，相當多變，口腔外緣

及舌帶明顯之黃色，下頷底色為灰色且常帶有白斑(雄蜥較明顯)，體喉部並可見

明顯的銹紅色，腹面為淺灰色，偶帶有黃褐色調，雖然在體型上，雌雄差異不大，

但在體色上雌雄卻很容易區分，雄蜥的鬣鱗、喉垂以及體側邊黃色或黃綠色的縱

帶皆是雄蜥較雌蜥明顯。 
 
生態習性：晝行性，會以小型節肢動物為食，尤其是螞蟻在物中佔了相當大的比

例，一窩可產 3-6 顆蛋。 
 
分布：台灣特有亞種，本種於台灣中部以北，最南達台中及南投一帶皆有紀錄，

另外在日本的琉球群島尚有三個不同亞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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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緣由：此蜥最早於 1989 年便由著名美籍兩爬學者史丹吉氏(L. Stejneger)於淡

水一帶採得，當時他把本種當成斯文豪氏攀蜥(Japalura swinhonis)，也因如此，

亦被後來的學者被誤用了許久，直到 1991 年時，才由由日藉動物學者太田英利

(H. Ota)教授重新命名為一台灣的特有亞種，而亞種命名所根據的模式標本則是

採自於台北外雙溪一帶，種名中”poly”為「多」之意，”gon”為「角」之意，”ata”
為「擁有」之意，不知是否是指其身上有許多具稜角鱗片的特徵；至於亞種名

中”xantho”為「黃」之意；”stoma” 為「口腔」之意，即指本亞種口內側為黃色

之特徵。 
 
短肢攀蜥    舊大陸鬣蜥科( Agamidae) 
學名：Japalura brevipes Gressitt, 1936.   
英文名：Short-legged Japalura 
俗別名：短肢龍蜥、肚定(閩南語)、竹虎(閩南語)、山狗大(客家語) 
 
    短肢攀蜥是一種體色偏綠色的攀木蜥蜴，喉下及頷部無點狀雜斑，全長通常

不超過 25 公分，雌雄蜥的體長相近，但體色具明顯之二型性，雄體側邊有明顯

之黃色縱帶，雌體除側邊縱帶不明顯外，體色則大致分為兩型，一為體色較均一

的「全綠型」，另一則為背脊帶有突兀紅褐色的「棕背型」，視力很好，捕食時通

常是以坐等型(Sit and Wait)的方式為主，等待小型節肢動物接近後，再出擊，白

天常會在較空曠的樹幹或地面曬太陽，體色常會隨所處環境改變，而形成良好之

保護色，生殖期以夏天為主，一窩可產 2-9 顆卵。 
 
分布：台灣特有種，於中央山脈沿線海拔 1100-2500 公尺的山區，往南至藤枝一

帶，也有機會見到，為台灣中海拔攀蜥屬蜥蜴中最常見的一種。 
 
命名緣由：本種最早由美藉動物學者葛瑞西(J. L. Gressitt)根據採集自南投縣武界

一帶的標本，於 1936 年時發表，因其觀察到此蜥之後肢較一常見之攀木蜥蜴為

短，故取其「短肢」之文意得其學名---brevipes，此亦為中文名之由來；然此分

類方式之後一直並未為相關研究者採用，多認為其僅為斯文豪氏攀蜥的變異，直

到 1989 年，才又由日藉動物學者太田英利教授(H. Ota)，重確認其為一有效種。 
 
過山刀    黃頜蛇科(Colubridae) 
學名：Ptyas dhumnades oshimai (Stejneger, 1925) 
英文名：Keel-backed Ratsnake 
俗別名：過山刀台灣亞種、烏梢蛇台灣亞種、烏梢蛇 
 
辨識特徵：全長最大約達 250 公分，眼大且背脊高，背中央的 4 道鱗片皆具有強

脊，幼體頭背及身體以黃或黃綠色為主，由頸部起並帶有 2 條較深及 2 條較淺的

縱行黑斑，此斑越往後則越不明顯，隨著成長，體背顏色則逐漸由後往前變為黑

色，頭背變圍灰黑色且縱行斑逐漸消失，極大的個體甚至可背部整個變成灰黑色

且無縱行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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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習性：日行性，一次約可產下 13-17 顆卵；眼大且視力佳，因其背高且脊部

鱗片明顯稜起，民間訛傳其背脊鋒利如刀可傷人，再加上行動迅速，形容其越山

如飛，而得「過山刀」之名，食性很廣，包括：蛙類、鼠類、魚類及蜥蜴都有捕

食的紀錄，若試圖捕捉，除了常有明顯的噬咬行為外，亦常伴隨身體以強大的扭

甩動作來試圖掙脫，夜間有於樹上休息的記錄，在利用上，此蛇則為著名之中藥

用材。 
 
分布：台灣特有亞種，本亞種於台灣全島平地到拔海 2000 公尺左右的山區都有

記錄，至於指名亞種則於中國大陸，包括：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

南、四川、雲南、貴州、陝西、甘肅、福建、廣東和廣西等省分亦皆有分布。 
 
命名緣由：本種最早是由丹麥籍的兩爬動物學者肯特(T. Cantor)，於 1842 年時，

根據產自浙江省舟山群島的個體而命名；種名的意義，按史丹吉氏的推測，可能

是命名者認為本種與 Coluber dhumna(南蛇(Ptyas mucosus)的同物異名))極為類似

而得，至於”Dhumnade”則來自印度語”dhamin”，但文意不明；而台灣亞種的命

名，則是由美籍動物學者史單吉氏氏(L. Stejneger)根據日籍動物學者大島正滿(M. 
Oshima)採自烏來的個體，於 1925 年命名為一新種，種名即是以模式標本採集者

姓氏拉丁化而得，之後再由台灣的學者毛壽先教授，經外型比對，將產於台灣者

改列為一特有亞種。 
註：本種於早期文獻常被列為烏梢蛇(Genus Zaocy)，而筆者於此則採用 The 
Reptile Database(Uetz, P. ed., 2012)將其併入鼠蛇屬(Genus Ptyas)內的分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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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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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爬類 

 
植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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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規劃 

1.修正目前的動植物資料與解說牌示內容 

2.定期舉辦步道生態研習 

3.進行動植物生態資源調查 

4.解說志工之教學與訓練 

6.環境敏感物種之調查與監測 

5.生物資料庫與網站訊息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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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本體 

 
福山村-波露溪-露門溪-哈盆營地-崙埤村 

長度：17.4 公里  

海拔：120 公尺-1059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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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道現況 

 
圍有禁止進入的布條，步道內部崩塌 

 

  

步道內的扶手部分損壞嚴重，失去安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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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第一座棧橋良好 

 

第二座棧橋大致良好，護欄鐵線鬆弛 

 
第三座棧橋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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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座棧橋嚴重崩塌，無法通行，需修復 

 

 

經過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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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乾溝繩索，此處地行較難走 

 

過南勢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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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1.聯絡車道需改善 

2.卡拉莫基步道護欄與棧橋需修復 

3.哈盆露營地需規劃改善 

4.人文據點與部落產業需解說 

5.崙埤端的各項指示牌示尚待建立 

6.步道本體之修復 

規劃改善項目與預算: 

1.步道本體修復 1100 萬 

2.崙埤端的步道設施(哈盆露營地、大型地圖牌、里程牌、方向指示牌) 445 萬 

3.聯絡車道改善 278 萬 

4.部落相關設施改善 82 萬 

共 2000 萬元 

 

GPS 座標 

 

1.大型地圖牌 1 座 

崙埤步道入口 24°41'20.97"北  121°35'37.87"東 
2.里程柱 10 座(每隔 0.5 公里一座) 

崙埤里程柱起點 24°41'20.97"北  121°35'37.87"東 

3.方向指示牌 5 座 

A 崙埤村入口 24°40'38.72"北  121°36'35.98"東 

B 崙埤橋 24°40'51.60"北  121°36'22.50"東 

C 崙埤步道入口 24°41'20.97"北  121°35'37.87"東 

D 崙埤池  24°42'7.79"北 121°34'35.30"東 

E 中嶺池  24°42'46.16"北  121°34'23.08"東 

 

4.解說牌 5 組 

A 林望眼駐在所遺址 24°46'48.23"北  121°30'20.92"東 

B 卡拉莫基駐在所遺址 24°45'45.45"北  121°33'15.26"東 

C 哈盆駐在所遺址 24°44'59.39"北  121°34'12.33"東 

D 哈盆露營地 24°45'8.39"北  121°33'53.79"東 

E 中嶺駐在所遺址 24°43'19.95"北  121°34'47.75"東 

 

5.棧橋 2 座 

A  24°46'26.50"北  121°30'42.25"東 

B  24°46'28.22"北 121°30'46.43"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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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價分析 

項次 項目 單

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步道

本體 

緩坡步道原石及路基新建工程

(W=120cm) 

m 6000 1000 6000000  

陡坡步道原石及路基新建工程

(W=120cm) 

m 5000 1100 5000000  

步道原石及路基整修(W=121cm) 處  800   

步道

設施 

仿松木步道欄杆(同原式樣) M 200 3500 700000  

棧橋 座 2 300000 600000  

休憩座椅 座  22455   

解說牌 組 5 7189 35945  

大型地圖牌 座 1 49661 49661  

里程柱 座 10 4444 44440  

方向指示牌 座 5 12090 60450  

 露營地規劃 處  3000000 3000000  

聯絡

車道 

瀝青路基及路面修補 m2 2000 900 1800000  

停車場停車位重鋪植草磚 格 30 32875 986250  

坡崁強固 處  1500000   

部落

相關

設施 

觀光資源牌示 面 2 49661 99322  

產業介紹牌示 面 2 49661 99322  

方向指示牌 面 3 12090 36270  

廁所 間 2 300000 600000  

工程

金費 

發包工程費   19111660   

勞工安全衛生費用(壹項之 1.0%)    191116  

包商管理及利潤(壹項之 4.0%)    764464  

小計    20067240   

 加值營業稅(上項之 5%)    1003362  

總價 2107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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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方向指標牌 單位：座         計價代碼：Z020200062           

工料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編碼(備註) 

人工挖土石(高山偏遠地區) M3 0.340 850      289.00  Z020200023,#壹 

          .一.2R.1 

現場拌合 1：3：6混凝土及澆置(高山偏遠地區 M3 0.150 6,608      991.20  Z020200001,#壹 

)2000psi         .一.9R.10 

模板 M2 1.200 178      213.60  Z020200013,#壹 

          .一.9R.11 

竹節鋼筋 Kg 1.000 11.31       11.31  Z020200022 

太平洋鐵木柱 才 21.800 130.70    2,849.26  Z020200063 

太平洋鐵木方向面板 才 1.470 130.70      192.13  Z020200064,# 

加工文字雕刻填色(含編排製版送樣) 式 1.000 5,228.07    5,228.07  Z020200065 

國家步道 logo鋁板上色 6.5*6.5 式 1.000 653.51      653.51  Z020200066 

護木油塗佈 才 24.270 9.80      237.85  Z020200067 

一般技工 工 0.600 1,307.02      784.21  Z020200005 

卡車搬運（一級路面 54Km） T 0.050 208.21       10.41  Z020200035 

卡車搬運（三級路面 6Km） T 0.050 33.72        1.69  Z020200036 

小搬運 Kg 45.860 4.18      191.69  Z020200008 

五金零件 式 1.000 261.40      261.40  Z020200040 

零星工料 式 1.000 174.67      174.67  Z020200009 

合計 座 1.000     12,090.00    

            

 

工作項目：里程柱 單位：座         計價代碼：Z020200068           

工料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編碼(備註) 

人工挖土石(高山偏遠地區) M3 0.100 850       85.00  Z020200023,#壹 

          .一.2R.1 

現場拌合 1：3：6混凝土及澆置(高山偏遠地區 M3 0.050 6,608      330.40  Z020200001,#壹 

)2000psi         .一.9R.10 

模板 M2 0.480 178       85.44  Z020200013,#壹 

 
        .一.9R.11 

竹節鋼筋 Kg 0.600 11.31        6.79  Z020200022 

太平洋鐵木柱 才 7.430 130.70      971.10  Z020200063 

加工文字雕刻填色(含編排製版送樣) 式 1.000 1,307.02    1,307.02  Z020200065 

國家步道 logo鋁板上色 6.5*6.5 式 1.000 653.51      653.51  Z020200066 

護木油塗佈 才 7.430 9.80       72.81  Z0202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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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技工 工 0.300 1,307.02      392.11  Z020200005 

卡車搬運（一級路面 54Km） T 0.010 208.21        2.08  Z020200035 

卡車搬運（三級路面 6Km） T 0.010 33.72        0.34  Z020200036 

小搬運 Kg 14.640 19.61      287.09  Z020200008 

五金零件 式 1.000 98.03       98.03  Z020200040 

零星工料 式 1.000 152.28      152.28  Z020200009 

合計 座 1.000      4,444.00    

            

 

工作項目：工程告示牌 單位：組         計價代碼：Z020200071           

工料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編碼(備註) 

柳桉木料 才 15.330 49.01      751.32  Z020200039 

書寫及安裝 式 1.000 1,176.32    1,176.32  Z020200072,# 

零星工料 式 1.000 32.36       32.36  Z020200009 

合計 組 1.000      1,960.00    

            

            

            

            

            

            

            

            

人工：        1,208.68    機具：            0.00 
每 組 單價計       1,960    

材料：          751.32    雜項：            0.00 

 

工作項目：解說牌 單位：組         計價代碼：Z020200151           

工料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編碼(備註) 

人工挖土石(高山偏遠地區) M3 0.290 850      246.50  Z020200023,#壹 

          .一.2R.1 

現場拌合 1：3：6混凝土及澆置(高山偏遠地區 M3 0.130 6,608      859.04  Z020200001,#壹 

)2000psi         .一.9R.10 

柳杉 才 14.390 22.87      329.10  Z020200152,# 

檜木板（120x90x3cm） 面 1.000 2,940.79    2,940.79  Z020200153,# 

加工文字雕刻填色(含編排製版送樣) 式 1.000 522.81      522.81  Z020200065 

卡車搬運（一級路面 54Km） T 0.050 208.21       10.41  Z020200035 

卡車搬運（三級路面 6Km） T 0.050 33.72        1.69  Z02020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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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搬運 Kg 53.000 39.21    2,078.13  Z020200008 

五金零件 式 1.000 196.05      196.05  Z020200040 

零星工料 式 1.000 4.48        4.48  Z020200009 

合計 組 1.000      7,189.00    

            

 
 
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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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史蹟據點 

 

日治時期駐在所位置 

 

  

哈盆駐在所遺址 中嶺駐在所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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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村與崙埤村

 
福山村位於南勢溪上游，由李茂岸、卡拉莫基、大羅蘭與屯鹿四個聚落組成，人

口約 700 人，村名之泰雅語為 Tranan(德拉楠、大羅蘭)，即「驚訝、好多喔！」

之意。部落附近有哈盆溪、波露溪、露門溪、馬岸溪、大羅蘭溪等匯入南勢溪，

由於較未被開發，加上護溪護魚，使這個地區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從烏來車站

出發，開車沿台 107 線進入山區，約 40 分鐘到部落，途中先經過烏福管制站，

辦理乙種登山證入山，半途可看到五重溪瀑布。部落內有著鱘龍魚產業，福山村

近年來，發展出深度的生態休閒旅遊；古道越嶺也是福山村的賣點之一。 

  

檢查哨 卡拉莫基步道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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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村全景 

 
 
崙埤村昔稱崙埤子社，位於蘭陽溪中游右岸及其支流崙埤子溪之合流點西方約一

公里處，由中嶺山走東南方支脈之山腳，海拔約一二０公尺隔蘭陽溪與三星鄉天

送埤相向。民國六十年六月崙埤村從松羅村轄內升格為村，民國六十六年鄉公所

及鄉各機關由樂水村遷設於此，成為本鄉行政中心。近年來崙埤社區對於九寮溪

封溪生態保育工作成效卓著，目前沿溪南岸綠美化完成並開放民眾遊憩休閒，接

觸大自然。

 
崙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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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盆越嶺古道 人文生態體驗活動 
前言： 

    哈盆泰雅話，其意為兩條河流交匯之處，位於台北縣烏來鄉福山村和宜蘭縣

崙埤村的交界處。哈盆越嶺古道是日據時代巡防道及義勇路。哈盆因為地處僻遠，

是台灣地區少數保有低海拔原始闊葉林林相的區域，蘊藏豐富動、植物資源。原

是泰雅族的一個部落及其獵場。哈盆溪位於南勢溪上游，溪流清澈且緩和，深不

及膝，河床多石。素有「台灣亞馬遜河」之稱。 

    哈盆越嶺古道沿著南勢溪上游山腰而行，自福山村出發，途經波露溪、露門

溪等支流，路況良好，平坦易行，又數次越溪，有沁涼溪水可沖涼休憩。古道沿

途綠意盎然，蟲鳴蟬響，四季皆適行走。一塊兒上山探險，揭開這處絕美森林的

神秘面紗，進行一趟別富趣味的生態旅遊，享受天地自然的美好，認識並尊重原

住民的傳統文化。 

※活動行程：上午07：30台北新店捷運站（搭活動專車）福山村哈盆越嶺古

道登山口(享用自備午餐)波露溪露門溪哈盆營地紮營晚餐休息
早餐崙埤村崙埤村部落巡禮午餐-泰雅風味餐返回台北 

※活動費用：

（含專車費、保險費、原住民解說費、餐費【1 晚餐】、行政費、帳蓬、糧食）

每人：新台幣 3,200 元 

有關哈盆越嶺古道生態體驗活動，行程執行建議： 

◎

請自備午餐、飲水 

1.自由行： 

建制好哈盆越嶺古道相關的人文與自然生態資訊，並於平面、電子與網路媒

體上推廣哈盆越嶺古道，提供喜好山林與文化者，讓一般大眾廣知哈盆越嶺

古道，並多親臨古道之享受自然之趣味。 

優點：讓一般民眾自行前往，毋須活動前行政作業，相關權責單位僅須妥善

維護好古道的品質與安全即可。 

缺點：權責單位的推廣哈盆越嶺古道，自由行遊客因活動在山林間，無法讓

在地原住民獲得古道開發的經濟利益。 

2.開放相關團體自由組團舉辦： 

  讓人民團體或旅行社執行帶遊客來體驗古道之美，並與在地部落發展協會相合

作，提供原住民解說員及原住民風味餐，讓遊客深度體驗泰雅文化與享受古道

之美。 

優點：人民團體或旅行社的共同推廣，若有利潤則執行單位推廣上會有其強

力道，且與部落發展協會的共同執行，也能帶給部落社區經濟上的助

益。 

缺點：經濟利益掛帥，在推廣哈盆越嶺古道美麗山林與泰雅文化的重點上，

失去公部門的原意。 

3.委外經營： 

公部門提出推廣哈盆越嶺古道的原意、策略與督導辦法，公開上網招標 2~3

個單位（其中一個單位必須是原住民相關團體）一起共同推廣哈盆越嶺古道。 

優點：公部門能督導活動執行的推廣目標與成效，不但達推廣之目標且能有

效助益在地原住民的經濟利益。 

缺點：公部門必須要再提出執行辦法，並作招標等行政作業，並隨時督導執

行單位之執行力，增加人力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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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山徑生態之旅系列活動 活動問卷 

填寫時間：    年    月     日    天氣：                        解說員： 

親愛的朋友： 

感謝您對本活動的支持，請您填寫這份問卷，提供我們寶貴的意見，供以後活動改進的參考。謝謝！ 

您今天所參加的活動： 

（1）□南澳古道（2）□南山檜木林步道 

（3）□哈盆越嶺古道（4）□埤亞南越古道 

一、個人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年齡：      歲 

3、職業：□學生  □軍  □公  □教  □農  □商  □工  □自由業  □家庭管理  □退休 

4、教育程度：□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學）  □研究所及以上 

5、居住地：□台北縣市  □新竹以北地區  □中南部 □東部  □台灣離島  □國外 

二、您參加本活動的動機是：□學習如何親近大自然  □沒來過這條山徑  □與家人共享假日  □其他 

三、您對本次活動的收費：□太貴  □適中 □便宜  意見：                                 

四、您對本次活動的聯絡車道路況：□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意見：           

五、您對本次活動的步道本體路況：□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意見：           

六、您對本次活動的自然資源：□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意見：           

七、您對本次活動的人文資源：□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意見：            

八、您對本次活動的時間長短：□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意見：           

九、您對本次活動的解說內容：□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意見：           

十、您對本次活動的風味餐：□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意見：       

十一、您對本次活動的民宿感受：□非常好  □很好  □尚可  □不好  □非常不好 

十二、您對部落整體環境的感覺：□非常好  □很好  □尚可  □不好  □非常不好 

十三、您對參加本次活動最大的收穫是（可複選）： 

□認識大自然  □得到新知識  □舒展身心  □認識新朋友  □增進親子感情  □沒有收穫  □其他 

十四、是否願意再次參加類似本系列的解說教育活動：□願意  □不願意 
您對承辦單位的建議： 
                                                        
                                                        
                                                        

願意留下個人資料，以便於往後獲得活動資訊： 

姓    名：                 

聯絡電話：                 

E-mail：                                                         

※填妥後，請交給解說員。謝謝您的合作！ 

 



 

29 
 

 



 

30 
 

地景改造 

1.部落入口處應有部落產業與觀光資源介紹牌示 

 

福山村的步道入口有著完好的指示牌示 

  

路線指示牌示 方向牌示 

 

 
崙埤村之聯外道路沒有方向指示，讓人無法到達 

需在崙埤村加設方向指示牌與步道指示解說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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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缺乏停車空間 

 

福山村入口有著良好停車空間 

 

崙埤村方面入口缺乏停車空間，需選擇適當空地，設置臨時停車場，以放置載運

旅客之車輛。並解決鐵門擋路問題 

 

哈盆露營地需妥善規劃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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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外道路 

 

 

1.聯外道路改善 

 

部分聯外道路崩塌需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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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 7 甲地名里程牌增設規劃 

 

建議可於福山村與崙埤村入口加設哈盆越嶺古道的地名里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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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地圖標示相關資訊方便閱讀。 
目前的步道巡查作業中缺乏使用地圖的設計，對於部落管理及安全維護上不夠便

利，建議在 巡查回報內容增加放置地圖的空間，或與GPS電子定位系統建立聯結，

以利加註修改或取用地圖資訊。 
 
二、建立迅速有效的回報與告示系統。 
 
1、在泰雅山徑的網際網頁中，遊憩資訊的更新速度應加速縮短時程，並以明顯

的專欄告示最新的回報資訊。 
2、在各村落結合廣播系統建立安全維護即時報導之機制，讓遊客可以及時瞭解

最新資訊或參與提供回報相關資訊的作業。 
 

三、建立收益與利益分享機制 

 
哈盆越嶺古道 2 日行程 活動估算表 

 

項目 內容 單 價 單位 數量 單位 總 額 單位 備    註 

室外活動 車資（2 日） 7,000  元 3 車 42,000 元 9 人座 3 輛車 

 領隊費（2 日） 2,000 元 1 人 4,000 元  

 風味餐（1 日） 125 元 20 人 2,500 元  

 保險（2 日） 40 元 20 人 1600 元  

 原住民解說費 1,500  元 1 梯 1,500 元  

 雜支 500  元 20 人 10,000 元  

小計      61600 元  

平均      3,080 元 20 參加人每人的費用 

建議收費      3,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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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生態旅遊活動，部落總收益為 
2500 元+1500 元=4000 元 
依本計畫規劃的收益與利益分享機制 
風味餐實際利益 2250 元 
解說員實際利益 1350 元 
各收 10%的回饋金作為部落的生態旅遊基金 
250 元+150 元=400 元 
 
每周若有兩團生態旅遊到訪，回饋金則有 800 元 
每月預估則有 3200 元 
每年累計則有 38400 元 
作為部落建設的各項支應 
應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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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資源 

   古道沿線，主要為維持較好的低海拔森林，途中不乏鄰近流水域及潮濕之環

境，加上會經過物種的多樣性極高的哈盆保護區，就蛙類來說，台灣目前記錄過

超過一半以上的種類，皆有機會在步道或鄰近區域發現，以溪流附近的環境來說，

包括：福建大頭蛙(Limnonectes fujianensis)、斯文豪氏赤蛙(Odorrana swinhoana) 
(台灣特有種)及褐樹蛙(Buergeria robusta) (台灣特有種)都不難發現，溪流邊緣等

稍開闊的環境亦偶可發現日本樹蛙(Buergeria japonica)、拉都希氏赤蛙(Hylarana 
latouchii)，而會在秋、冬等較冷季節繁殖的梭德氏赤蛙(Rana sauteri) (台灣特有

種)及盤古蟾蜍(Bufo bankorensis)(台灣特有種)夜間則可能出現在步道上，至於樹

棲地種類中，台灣產樹蛙屬(Genus Rhacophorus)中最大型的翡翠樹蛙

(Rhacophorus prasinatus)及橙腹樹蛙(Rhacophorus aurantiventris)都可算是此區的

特色物種，但由於後者習性相當隱蔽，若不鳴叫時很難見到，其餘尚可在此區域

見到的蛙種尚包括：艾氏樹蛙(Kurixalus eiffingeri)、面天樹蛙(Kurixalus idiootocus) 
(台灣特有種)、莫氏樹蛙的(Rhacophorus moltrechti)(台灣特有種)、及台北樹蛙

(Rhacophorus taipeianus) (台灣特有種)、腹斑蛙(Babina adenopleura)及長腳赤蛙

(Rana longicrus)。 
    在爬行動物的部分，則是以印度蜓蜥(Sphenomorphus indicus)和黃口攀蜥

(Japalura polygonata xanthostoma)最為常見，開闊的環境偶可見到麗紋石龍子 
(Plestiodon elegans)，蛇類則以溪流型的白腹遊蛇(Sinonatrix percarinata suriki)及
偏好捕食兩棲類的赤尾青竹絲(Viridovipera stejnegeri stejnegeri)最易見到。 
 
    在昆蟲的部分最引人注目的是蜻蛉木的種類，一些常在森林溪流出沒的蜻蜓，

包括：白痣珈蟌(Matrona cyanoptera)、

 

短腹幽蟌(Euphaea Formosa)及中華珈蟌

(Psolodesmus mandarinus mandarinus)，都不難見到。 

    以夜間的賞蛙活動來說，以新北市福山村至步道入口來說交通算是相當方便，

但在宜蘭縣崙埤那端，由於產業道路後段至登山口被私人以鐵門上鎖阻擋，若要

推展相關登山健行活動，可能得先解決這路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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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物種選介 
 
橙腹樹蛙   樹蛙科(Rhacophoridae) 
學名：Rhacophorus aurantiventris Lue, Lai & Cheng, 1994 
英文名：Orange-bellied Green Tree Frog 
俗別名：無 
辨識特徵：雌蛙體長最大約 6.3-7.1 公分，雄蛙體長約 5.1-6.3 公分，體背顏色以

綠色為主或深或淺，其中並常間雜白色的細斑，腹面、四肢內側及趾端吸盤皆為

紅色或橙紅色，背腹交界處帶有明顯的白色細線，吻端的白線於下唇呈不離續

狀。 
 
鳴聲：清脆且連續的「ㄍ-ㄌㄚ」---，偶爾會間雜有「ㄍㄨㄛˊ」的音。 
 
生態習性：偏好棲息於遮蔽度較高的天然林，對於較開闊環境的適應能力並不好，

通常會利用倒木積水或樹洞產來卵泡，於台灣南部或東南部等較熱的區域有可能

整年都繁殖，由於生性隱密，算是台灣產綠色樹蛙中最難被發現的一種。 
 
分布：台灣特有種，在台灣全島海拔 1800 公尺以下的天然林有許多記錄點，但

所發現的數量大都不多。 
 
命名緣由：本種最早是由呂光洋教授、賴俊祥博士及陳賜隆博士三人於 1994 年，

根據採集自於哈盆保護區的標本命名，種名中”aurenti”-來自拉丁字”aurantiacus”
為橘色的意思，”ventris”則取自”venter”為腹部的意思，合起來即指此蛙腹部為

橙紅色之特徵。 
 
翡翠樹蛙   樹蛙科(Rhacophoridae) 
學名：Rhacophorus prasinatus Mou, Risch, and Lue, 1983. 
英文名：Emerald Tree Frog 
俗別名：無 
 
外型特徵：雌體體長最大約可達 7.5 公分雄蛙一般則僅約 5-6 公分 
體背為均一的綠色，但深淺常會隨所處環境改變，顳褶明顯，且常由吻側經眼眶

上緣至顳褶部帶有一明顯的金線，背腹交界處的上緣常帶有明顯的白線，下緣則

常會有不規則的黑斑散生至腹面。 
 
生態習性：棲息環境包括天然林及次生林皆有可能，除冬天極冷的情形外，近乎

全年繁殖，以近山區的靜水域附近為主，包括：果園中蓄水池或水桶等人工環境，

都很常發現。 
 
分布：台灣特有種，包括新北市、宜蘭及桃園縣都有分布。  
 
命名緣由：學名中”Prasinat “為韭綠色(leek-green)之意，應是由此蛙之體色而來；



 

41 
 

“smaragd”為翡翠綠色亦是由此蛙之體色而來。 
 
註：台灣不少文獻上其學名記為" Rhacophorus smaragdinus Lue & Mou, 1983     
      但礙於當初發表之優先權，目前國際上所認可的學名是為 Rhacophorus 
          prasinatus Mou, Risch, and Lue, 1983。 
 
褐樹蛙  樹蛙科(Rhacophoridae) 
學名：Buergeria robusta (Boulenger, 1909) 
英文名：Robust Buerger’s Frog 
俗別名：壯溪樹蛙(中國大陸) 
 
辨識特徵：褐樹蛙的雌蛙體長可達 6-7 公分左右，雄蛙則僅約 2-3 公分，趾端具

有大型的吸盤，虹膜具有橫行的深色斑，體色由深褐色、灰褐色、黃褐色到紅褐

色都有，但雌蛙體色通常較為斑駁，在頭背部兩眼間常會形成前淺後深的一塊區

域，以致眼鼻間由正上方看去，可見到一淺色的「三角色塊」，而雄蛙在興奮狀

態時亦常會被不完全變成均一的黃色。 
 
鳴聲：細碎且快速由低漸高的聲音，些許類似「嘰哩」---乖---的聲音，每段鳴聲

都會伴隨著「ㄉㄚ」的聲音做結尾。 
 
生態習性：生殖季以夏季為主，這時雄蛙會聚集至溪邊等流水域，入夜後雄蛙便

會開始鳴叫，以吸引白天棲息於附近樹林中的雌蛙，配對後則會將卵產於流速較

緩水域的石頭邊或石頭下。 
 

分布：台灣特有種，本台灣全島 1500 公尺以下的溪流鄰近區域都有機會見到。 
 
命名緣由：本種最早是由英國學者布蘭吉先生(G. A. Boulenger)根據採自台北縣石碇墘

溝(Kankau)、高雄縣阿里關(Alikang)及甲仙(Kosempo)等地的標本，於 1909 年命名而

得，而種名中”robusta”為強壯之意，可能是因本種雌蛙體型常大且壯碩而得。 
 
腹斑蛙   赤蛙科(Ranidae) 
學名：Babina adenopleura (Boulenger, 1909) 
英文名：Olive Frog；East China Music Frog 
俗別名：彈琴蛙 
 
外型特徵：背部底色以褐色為主，雌蛙體長約 5.3-6.2 公分，雄蛙約 4.9-6.2 公分，

背側褶細長，背中線色淺且明顯但略呈斷續狀，雄蛙肩腺相當發達，鼓膜發達，

雄蛙鼓膜與眼睛大小相近，而雌蛙鼓膜則稍小，側邊由眼前方起過眼延伸至鼓膜

常略帶深色。 
 
鳴聲：響亮的 「ㄍㄟˊ」-「ㄍㄟˊ」-「ㄍㄟˊ」聲。 
 
生態習性：偏好於無汙染的靜水域或草澤活動的半水棲型蛙類，繁殖季以夏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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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熱的季節為主，雄蛙有很強的領域性，繁殖季時偶可見到雄蛙一邊鳴叫一邊衝

撞對手的打鬥行為，卵群成水表面漂浮狀， 
 
分布：台灣全島 2000 公尺以下中低海拔廣泛分佈，此外於中國大陸南部省分易

有紀錄 
 
命名緣由：本種最早是由英國學者布蘭吉先生(G. A. Boulenger)根據採自於  魚
池鄉五城一帶(魚池鄉)的標本名而得:種名中”adeno-“為腺體之意，“-pleura”為側

邊之意，二者合起即指此蛙雄體側邊具大型之肩腺的特徵。 
 
白腹遊蛇     黃頜蛇科(Colubridae) 
學名：Sinonatrix percarinata suriki (Maki, 1931) 
英文名：Mountain Water Snake；Black Water Snake 
俗別名：華遊(游)蛇台灣亞種、華遊(游)蛇、烏遊(游)蛇、烏華遊(游)蛇 
辨識特徵：全長最大約 70 公分，體背以黑色、灰黑色或灰褐色為主，唇鱗不具

有黑緣，腹面及體側亦不帶有紅色，除了與腹鱗相接的一列背鱗外，其餘背鱗皆

具明顯的鱗脊，幼蛇偶帶有褐色調且帶有間隔出現的深色橫斑，成蛇之深色橫斑

則較不明顯，腹面黑白交錯的色斑亦於幼蛇較明顯。 
 
生態習性：日夜均有活動記錄，一窩約可產 4-15 顆卵，游泳能力很強，雖然於

靜水的湖泊、池沼或山邊積水的排水溝亦有機會見到，但多偏好較潔淨的水域，

夜間明顯較白天更為活躍，常四處游動找尋獵物，遇危險時多會潛入水中或攀爬

到水邊的植叢間避敵，偶爾亦會上到陸地，但一般不會離水太遠，受驚擾時通常

攻擊性很強，幼蛇腹面之明顯黑白相間色斑，對水底的掠食者應有警戒欺敵作用，

主要以魚類及兩棲類為食，但亦有捕食蝦類的記錄。 
 
分布：台灣特有亞種，台灣低山溪流最常見的一種蛇類，本亞種於台灣全島由平

地至海拔 1500 公尺左右的山區廣泛分布，而就種的階層來看，除台灣外，中國

大陸南部省份(含香港、海南)、越南、緬甸、泰國及印度東北部亦有記錄。 
 
命名緣由：本種最早是於 1899 年時，由英國兩爬學者布蘭吉先生(G. A. Boulenger)
根據採集自福建北部掛墩一帶的標本命名，pre-為前方或之前的意思  ”carina”-
為鱗片稜起的意思，”-ata”由拉丁字”-atus”而來，為「具有」之意，可能是指其

背鱗除最外一列外皆明顯鱗脊；至於台灣族群最早則是由日籍動物學者牧茂市郎

(M. Maki)博士根據採集自屏東瑪家的標本而命名為一新種，其所採用之種名” 
suriki”是源自瑪家當地原注民對此蛇的稱呼，爾後國內的學者毛壽先教授於 1865
年，根據形態上的比較，將台灣族群改列為一特有亞種。 
 
赤尾青竹絲      蝮蛇科(Viperidae) 
學名：Viridovipera stejnegeri stejnegeri (Schmidt, 1925) 
英文名：Stejneger’s Bamboo Pit Viper；Green Bamboo Tree Viper 
俗別名：史丹吉氏青蝮、竹葉青(中國大陸)、焦尾巴(浙江、福建)、青竹標(兩廣) 
辨識特徵：全長 90 公分左右，頭部呈明顯的三角型，頸細且與頭部明顯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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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背部不具大型鱗片，眼鼻間具明顯的頰窩，身體背腹面皆為綠色，但腹面的綠

色則較淺或偏黃，由眼後起身體兩側背腹鱗交界處，各具一白色細線延伸至尾巴

基部，而多數雄蛇在此白線上尚會重疊有一條赤紅色的線，且此細線在身體中後

段尤為明顯，尾巴帶有明顯的紅褐色或褐色。 
 

生態習性：夜行性，一窩約可產下 2-15 條幼蛇；是台灣最常見的一種毒蛇，也

是台灣產六大毒蛇中致死率最低的一種，除了冬季少數極冷的日子外，幾乎全年

都有機會見到牠們，攀爬能力很強，有時甚至可爬到 5 公尺或更高的植物上，

常會尾巴會纏繞在水邊植物上，以守株待兔的方式捕食獵物，雖然食性很廣，但

通常仍以蛙類出現的比率最高，當其停棲在綠色植物上時，具有相當良好的保護

色，民眾在戶外活動時，容易因而忽略他們的存在，導致不小心驚擾到牠們而被

咬。 
 
分布：台灣全島由平地至海拔 2000 公尺左右的區域廣泛分布；就種的分布來看，

於中國大陸南部、印度(阿薩姆省)、緬甸、泰國東南部及越南也都有記錄。 
 
命名緣由：本種最早是由美籍兩爬學者許密德(K. P. Schmidt)跟具採自福建紹武

(Shaowu)的標本於 1925 年時發表，而種名中”stejnegeri ”是為記念美國動物學者

史丹吉(L. Stejneger)，將其姓氏拉丁化而得。 
  



 

44 
 

兩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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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蟲類

 

昆蟲與哺乳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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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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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規劃 

1.修正目前的動植物資料與解說牌示內容 

2.定期舉辦步道生態研習 

3.進行動植物生態資源調查 

4.解說志工之教學與訓練 

6.環境敏感物種之調查與監測 

5.生物資料庫與網站訊息的建構 

 

 



  

 
 

 

 



1 
  

目次 

1.山徑設施細部規劃 

2.山徑人文史蹟調查 

3.相關原住民聚落與文化維護保存規劃 

4.觀光生態旅遊動線規劃 

5.交通沿線地景改造 

6.交通連結網設置規劃 

7.部落管理及安全維護機制規劃 

8.環境生態營造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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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步道本體 

 
長度：5 公里  

海拔：1100 公尺-1948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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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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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K 入口，1.8K 突稜駐在所遺址，3.5K 斷崖駐在所遺址，5.5K 耶克糾駐在所遺址設置解說牌示，共 4 處 
每隔 0.5K 設置里程柱，共 11 柱 
0~3.5K 步道本體狀況好，3.5~5.5K 步道崩塌，部分路段需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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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1.缺乏入口意象 

2.步道路徑沒有里程柱，遊客無法掌握距離 

3.解說牌示不足 

4.突稜駐在所與斷崖駐在所目前雜草叢生，需做整理 

5.傳統獵徑尚待進一步調查 

規劃改善項目與預算: 

1.步道清理及路面修復(步道出入口、崩塌修復、休憩設施等) 

2.全線指標及解說系統(含部落產業、觀光資源指引、空間改善等) 

共 1400 萬元 

 

GPS 座標 

 

1.大型地圖牌 4 座 

A 思源埡口入口 24°23'49.77"北  121°21'24.24"東 
B 突稜駐在所入口 24°24'22.76"北  121°21'30.24"東 
C 斷岩駐在所入口 24°24'23.28"北  121°22'1.17"東 
D 耶克糾溪駐在所入口 24°25'7.46"北  121°22'35.77"東 
 

2.里程柱 10 座(每隔 0.5 公里一座) 

思源埡口入口起點 24°23'49.77"北  121°21'24.24"東 

 

3.方向指示牌 6 座 

A 思源埡口入口 24°23'49.77"北  121°21'24.24"東 

B 突稜駐在所入口 24°24'22.76"北  121°21'30.24"東 

C 斷岩駐在所入口 24°24'23.28"北  121°22'1.17"東 

D 耶克糾溪駐在所入口 24°25'7.46"北  121°22'35.77"東 
E 產業道路入口 24°25'39.42"北  121°22'1.11"東 
F 產業道路分叉口 24°25'8.48"北  121°22'24.79"東 

 

4.解說牌 3 組 

A 突稜駐在所遺址 24°24'21.67"北  121°21'36.15"東 

B 斷岩駐在所遺址 24°24'40.54"北  121°22'7.61"東 

C 耶克糾溪駐在所遺址 24°25'7.86"北  121°22'37.95"東 
 

5.部落遷徙擴散紀念地 

24°23'48.10"北  121°21'22.88"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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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價分析 
項次 項目 單

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備註 

步道

本體 

緩坡步道原石及路基新建工程

(W=120cm) 

m  1000   

陡坡步道原石及路基新建工程

(W=120cm) 

m 5000 1100 5500000  

步道原石及路基整修(W=121cm) 處  800   

步道

設施 

仿松木步道欄杆(同原式樣) M  3500   

棧橋 座  25000   

休憩座椅 座  22455   

解說牌 組 3 7189 21567  

大型地圖牌 座 4 49661 198644  

里程柱 座 10 4444 44440  

方向指示牌 座 6 12090 72540  

 駐在所整理 處 3 1500000 4500000  

聯絡

車道 

瀝青路基及路面修補 m2 2000 900 1800000  

停車場停車位重鋪植草磚 格 12 32875 394500  

部落遷徙擴散紀念地 處  1500000   

部落

相關

設施 

觀光資源牌示 面 1 49661 49661  

產業介紹牌示 面 1 49661 49661  

方向指示牌 面 4 12090 48360  

廁所 間  300000   

工程

金費 

發包工程費   12631013   

勞工安全衛生費用(壹項之 1.0%)    126310  

包商管理及利潤(壹項之 4.0%)    505240  

小計    13262563   

 加值營業稅(上項之 5%)    663128  

總價 13925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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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方向指標牌 單位：座         計價代碼：Z020200062           

工料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編碼(備註) 

人工挖土石(高山偏遠地區) M3 0.340 850      289.00  Z020200023,#壹 

          .一.2R.1 

現場拌合 1：3：6混凝土及澆置(高山偏遠地區 M3 0.150 6,608      991.20  Z020200001,#壹 

)2000psi         .一.9R.10 

模板 M2 1.200 178      213.60  Z020200013,#壹 

          .一.9R.11 

竹節鋼筋 Kg 1.000 11.31       11.31  Z020200022 

太平洋鐵木柱 才 21.800 130.70    2,849.26  Z020200063 

太平洋鐵木方向面板 才 1.470 130.70      192.13  Z020200064,# 

加工文字雕刻填色(含編排製版送樣) 式 1.000 5,228.07    5,228.07  Z020200065 

國家步道 logo鋁板上色 6.5*6.5 式 1.000 653.51      653.51  Z020200066 

護木油塗佈 才 24.270 9.80      237.85  Z020200067 

一般技工 工 0.600 1,307.02      784.21  Z020200005 

卡車搬運（一級路面 54Km） T 0.050 208.21       10.41  Z020200035 

卡車搬運（三級路面 6Km） T 0.050 33.72        1.69  Z020200036 

小搬運 Kg 45.860 4.18      191.69  Z020200008 

五金零件 式 1.000 261.40      261.40  Z020200040 

零星工料 式 1.000 174.67      174.67  Z020200009 

合計 座 1.000     12,090.00    

            

 

工作項目：里程柱 單位：座         計價代碼：Z020200068           

工料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編碼(備註) 

人工挖土石(高山偏遠地區) M3 0.100 850       85.00  Z020200023,#壹 

          .一.2R.1 

現場拌合 1：3：6混凝土及澆置(高山偏遠地區 M3 0.050 6,608      330.40  Z020200001,#壹 

)2000psi         .一.9R.10 

模板 M2 0.480 178       85.44  Z020200013,#壹 

 
        .一.9R.11 

竹節鋼筋 Kg 0.600 11.31        6.79  Z020200022 

太平洋鐵木柱 才 7.430 130.70      971.10  Z020200063 

加工文字雕刻填色(含編排製版送樣) 式 1.000 1,307.02    1,307.02  Z020200065 

國家步道 logo鋁板上色 6.5*6.5 式 1.000 653.51      653.51  Z020200066 

護木油塗佈 才 7.430 9.80       72.81  Z020200067 

一般技工 工 0.300 1,307.02      392.11  Z0202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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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車搬運（一級路面 54Km） T 0.010 208.21        2.08  Z020200035 

卡車搬運（三級路面 6Km） T 0.010 33.72        0.34  Z020200036 

小搬運 Kg 14.640 19.61      287.09  Z020200008 

五金零件 式 1.000 98.03       98.03  Z020200040 

零星工料 式 1.000 152.28      152.28  Z020200009 

合計 座 1.000      4,444.00    

            

 

工作項目：工程告示牌 單位：組         計價代碼：Z020200071           

工料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編碼(備註) 

柳桉木料 才 15.330 49.01      751.32  Z020200039 

書寫及安裝 式 1.000 1,176.32    1,176.32  Z020200072,# 

零星工料 式 1.000 32.36       32.36  Z020200009 

合計 組 1.000      1,960.00    

            

            

            

            

            

            

            

            

人工：        1,208.68    機具：            0.00 
每 組 單價計       1,960    

材料：          751.32    雜項：            0.00 

 

工作項目：解說牌 單位：組         計價代碼：Z020200151           

工料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編碼(備註) 

人工挖土石(高山偏遠地區) M3 0.290 850      246.50  Z020200023,#壹 

          .一.2R.1 

現場拌合 1：3：6混凝土及澆置(高山偏遠地區 M3 0.130 6,608      859.04  Z020200001,#壹 

)2000psi         .一.9R.10 

柳杉 才 14.390 22.87      329.10  Z020200152,# 

檜木板（120x90x3cm） 面 1.000 2,940.79    2,940.79  Z020200153,# 

加工文字雕刻填色(含編排製版送樣) 式 1.000 522.81      522.81  Z020200065 

卡車搬運（一級路面 54Km） T 0.050 208.21       10.41  Z020200035 

卡車搬運（三級路面 6Km） T 0.050 33.72        1.69  Z020200036 

小搬運 Kg 53.000 39.21    2,078.13  Z0202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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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零件 式 1.000 196.05      196.05  Z020200040 

零星工料 式 1.000 4.48        4.48  Z020200009 

合計 組 1.000      7,189.00    

            

 
 
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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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卑亞南古道修築於日治大正 7 年(1918)，完工於大正 10 年(1921)，全長約 120

公里，為日治時期所修築的理蕃道路之一，此道路最大的特點是幾乎呈現「南北

向」的道路系統，絕大多數的理蕃道路多為東西向。卑亞南古道通過泰雅族區域，

與東西向的理蕃道路相互形成經緯，交織成網狀交通網，在日治時期的山區交通

史上扮演著相當重要角色。戰後這條古道被中部橫貫公路宜蘭支線所取代。 

    卑亞南古道全長約120公里，從今日宜蘭縣大同鄉濁水至南投縣仁愛鄉霧社，

也是今日「中橫宜蘭支線」的前身。由於泰雅族的分佈很廣、遷移領域遍及北台

灣山區；日治時期為了方便交通與管理泰雅族的原住民，包括今日宜蘭縣境與和

平鄉境的泰雅族、南投縣境的賽德克族與泰雅族，於是修築這條「理蕃道路」來

控制部落、推動集團移住。 

    此古道原為泰雅族南北溝通的孔徑，開鑿後也被列為「集團移住」泰雅族的

重要道路。道路開通後的影響，是日治殖民政府對於泰雅族、賽德克族人的控制

更加容易也日形嚴苛，終於，在苛政殖民下引爆了「霧社事件」史詩般的原住民

抗暴運動；而後，才又在霧社事件後強化「新移住政策」，迫使諸多部落被「集團

移住」到更容易控制之處。 

    目前古道多數路段已經變成中橫宜蘭支線與力行產業道路，不過，仍有兩段

古道遺跡是沒被公路開鑿破壞掉的，這兩個路段分別是： 

1.福壽山農場至梨山鞍部 2.約克糾溪至思源啞口路段。 

 

    由於這條古道幾乎就是現在的中部橫貫公路宜蘭支線，因此途中有許多知名

的觀光景點或重要高山的入山口，包括思源埡口（南湖大山）、武陵農場（雪山）

等等；而南山村、牛鬥、梵梵溫泉等，也都還有泰雅族部落的味道。  

 

1938 年 臺北州管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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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稜駐在所遺跡 日治時期警用電話線桿 

  

步道中途 石砌坡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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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在所遺留之白玉醬油瓶 駐在所遺留之小倉油 

  

崩壁 河谷 
 

  
斷崖溪與馬當溪交會口 馬當溪與耶克糾溪交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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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村 

 

沿途許多高麗菜田，為運送蔬菜時常有大卡車來往，南山村內僅有幾家商店，聚

集在台七線 29K 處，也為大卡車短暫停留的休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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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吃部 

 
民宿與雜貨店，雜貨店內賣的茶葉蛋為南山村名產之一 

 
南山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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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規劃 

1.「台灣榮民工程第三總隊修建橫貫公路殉職榮民之墓」碑亭，位於南山村公墓內，

紀念 30 位殉難的中橫築路榮民。 

本碑亭並未有任何標示，建議納入南山村人文史蹟資源

 

2.突稜駐在所遺址，斷崖駐在所遺址，耶克糾駐在所遺址遺址 

此三處為埤亞南古道上的重要人文據點，建議納入南山村人文史蹟資源 

 圖稜 

突稜駐在所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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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崖駐在所遺址 

 

 

耶克糾駐在所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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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亞南越古道 人文生態體驗活動 
前言： 

台灣在日治時期所開闢的山地警備道不少，而跨越中央山脈的越嶺警備道不

僅里程長，而且軍事價值亦相形重要，埤亞南越嶺警備道是日治時期聯絡台北州

與台中州的唯一交通樞紐，係通往台中州的重要道路，也是中央山脈最北端的長

程山地警備道路，一塊兒上山探險，揭開這處絕美森林的神秘面紗，進行一趟別

富趣味的生態旅遊。 

以南山部落為主要的活動場域，探訪南山部落山林自然之美，安排部落巡禮及

品嘗泰雅風味餐。讓我們一起走進山林與霧靄，享受天地自然的美好，認識並尊

重原住民的傳統文化。 

 

※活動行程：上午07：30台北劍潭捷運站2號出口（搭活動專車）雪山隧道宜

蘭---四季思源啞口---埤亞南越古道登山口(享用自備午餐)突稜駐在所遺址
斷崖駐在所遺址台7線步道中途耶克糾駐在所遺址晚餐-泰雅風味餐返

回台北，圓滿完成知性與感性的「埤亞南越古道人文生態體驗活動」 

※活動費用：

（含專車費、保險費、原住民解說費、餐費【1 晚餐】、行政費）

每人：新台幣 1,600 元 

有關埤亞南越古道生態體驗活動，行程執行建議： 

◎請自備午餐、

飲水 

1.自由行： 

建制好埤亞南越古道相關的人文與自然生態資訊，並於平面、電子與網路媒體

上推廣埤亞南越古道，提供喜好山林與文化者，讓一般大眾廣知埤亞南越古道

並多親臨古道之享受自然之趣味。 

優點：讓一般民眾自行前往，毋須活動前行政作業，相關權責單位僅須妥善維

護好古道的品質與安全即可。 

缺點：權責單位的推廣埤亞南越古道，自由行遊客因活動在山林間，無法讓在

地原住民獲得古道開發的經濟利益。 

2.開放相關團體自由組團舉辦： 

  讓人民團體或旅行社執行帶遊客來體驗古道之美，並與在地部落發展協會相合

作，提供原住民解說員及原住民風味餐，讓遊客深度體驗泰雅文化與享受古道

之美。 

優點：人民團體或旅行社的共同推廣，若有利潤則執行單位推廣上會有其強力

道，且與部落發展協會的共同執行，也能帶給部落社區經濟上的助益。 

缺點：經濟利益掛帥，在推廣埤亞南越古道美麗山林與泰雅文化的重點上，失

去公部門的原意。 

3.委外經營： 

公部門提出推廣埤亞南越古道的原意、策略與督導辦法，公開上網招標 2~3 個

單位（其中一個單位必須是原住民相關團體）一起共同推廣埤亞南越古道。 

優點：公部門能督導活動執行的推廣目標與成效，不但達推廣之目標且能有效

助益在地原住民的經濟利益。 

缺點：公部門必須要再提出執行辦法，並作招標等行政作業，並隨時督導執行單

位之執行力，增加人力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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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山徑生態之旅系列活動 活動問卷 

填寫時間：    年    月     日    天氣：                        解說員： 

親愛的朋友： 

感謝您對本活動的支持，請您填寫這份問卷，提供我們寶貴的意見，供以後活動改進的參考。謝謝！ 

您今天所參加的活動： 

（1）□南澳古道（2）□南山檜木林步道 

（3）□哈盆越嶺古道（4）□埤亞南越古道 

一、個人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年齡：      歲 

3、職業：□學生  □軍  □公  □教  □農  □商  □工  □自由業  □家庭管理  □退休 

4、教育程度：□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學）  □研究所及以上 

5、居住地：□台北縣市  □新竹以北地區  □中南部 □東部  □台灣離島  □國外 

二、您參加本活動的動機是：□學習如何親近大自然  □沒來過這條山徑  □與家人共享假日  □其他 

三、您對本次活動的收費：□太貴  □適中 □便宜  意見：                                 

四、您對本次活動的聯絡車道路況：□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意見：           

五、您對本次活動的步道本體路況：□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意見：           

六、您對本次活動的自然資源：□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意見：           

七、您對本次活動的人文資源：□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意見：            

八、您對本次活動的時間長短：□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意見：           

九、您對本次活動的解說內容：□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意見：           

十、您對本次活動的風味餐：□非常滿意  □滿意  □還能接受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意見：       

十一、您對本次活動的民宿感受：□非常好  □很好  □尚可  □不好  □非常不好 

十二、您對部落整體環境的感覺：□非常好  □很好  □尚可  □不好  □非常不好 

十三、您對參加本次活動最大的收穫是（可複選）： 

□認識大自然  □得到新知識  □舒展身心  □認識新朋友  □增進親子感情  □沒有收穫  □其他 

十四、是否願意再次參加類似本系列的解說教育活動：□願意  □不願意 
您對承辦單位的建議： 
                                                        
                                                        
                                                        

願意留下個人資料，以便於往後獲得活動資訊： 

姓    名：                 

聯絡電話：                 

E-mail：                                                         

※填妥後，請交給解說員。謝謝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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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1.崩塌地需修復

 

古道位置 

 

古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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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聯外道路狹小，會車不易

3.思源埡口附近設置部落遷徙擴散紀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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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外道路 

 

 

台 7 甲地名里程牌增設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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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可於南山村南北入口加設南山檜木林步道的地名里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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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地圖標示相關資訊方便閱讀 
目前的步道巡查作業中缺乏使用地圖的設計，對於部落管理及安全維護上不夠便

利，建議在 巡查回報內容增加放置地圖的空間，或與 GPS 電子定位系統建立聯結，

以利加註修改或取用地圖資訊。 
 
二、建立迅速有效的回報與告示系統。 
 
1、在泰雅山徑的網際網頁中，遊憩資訊的更新速度應加速縮短時程，並以明顯的

專欄告示最新的回報資訊。 
2、在各村落結合廣播系統建立安全維護即時報導之機制，讓遊客可以及時瞭解最

新資訊或參與提供回報相關資訊的作業。 
 

三、建立收益與利益分享機制 

在地社區發展協會所得營收費用，提撥 15％做為社區發展基金(每梯次 20 人)。 

項 目 內容 單 價 

單

位 

數

量 

單

位 總 額 

單

位 備    註 

室外活動 車資（1 日） 6,500  元 3 車 19,500 元 9 人座 3 輛車 

 領隊費（1 日） 2,000 元 1 人 2,000 元  

 晚餐（1 日） 250 元 20 人 5,000 元 原住民風味餐 

 保險（1 日） 40 元 20 人 800 元  

 原住民導覽費 1,500  元 1 梯 1,500 元  

 雜支 100  元 20 人 2,000 元  

小計      30,800 元  

平均      1,540 元 20 參加人每人的費用 

建議收費  
    1,600 元 

多收費用，貼補人數

不足時之經費 

    其中經費「晚餐」與「原住民導覽費」為在地社區發展協會所得計 6,500 元，

從兩項所得費用分別提撥 500元，計 1,000元為社區發展基金。每個月推廣 8梯次。 

項 目 內容 單 價 單位 數量 單位 總 額 單位 備    註 

社區年營收 
單月活動營收基

金 
8,000  元 12 月 96,000 元 

每月：1,000

元 x8梯次＝

8,000 元 

估計社區發展基金，每年為 9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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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資源 
    古道多數區域皆已路基不明，若要修整至民眾可行，不僅需更多的考證亦得

耗費許多時間與資金，由於環境在遮蔽度及濕度上都較南山檜木林道為高，故其

中可見到不少蕈類，探勘當日由於天候狀況較差，所發現的動物蹤跡不多，僅於

而地面見到野核桃(Juglans cathayensis) 的果實有囓齒動物的咬痕，而突稜附近區

域聽到莫氏樹蛙的(Rhacophorus moltrechti)(台灣特有種)鳴叫聲，另外亦發現數個

狩獵行為所遺留下來的吊子。 
   以海拔近於 2000 公尺的情況來看，此區動物資源較具特色者應是屬於台灣中

海拔的特有物種，但詳細的種類及分布狀況，則建議路徑修繕至一定程度後會較

佳，至於專案的動物資源調查，才有機會對此區域的實際狀況更為確認。 
    在此僅列出筆者於鄰近區域曾發現的物種做為參考，在兩棲類的部分除了上

述的莫氏樹蛙之外，應有機會在此區發現者尚包括:盤古蟾蜍(Bufo bankorensis) (台
灣特有種)、 艾氏樹蛙(Kurixalus eiffingeri)、梭德氏赤蛙(Rana sauteri)(台灣特有種)
及斯文豪氏赤蛙(Odorrana swinhoana)(台灣特有種)。 
   在爬行動物的部分，包括:短肢攀蜥(Japalura brevipes)(台灣特有種，保育類 III
級)、麗紋石龍子(Plestiodon elegans)、台灣標蛇(Achalinus formosanus formosanus) 
(台灣特有亞種)、 史丹吉氏斜鱗蛇(Pseudoxenodon stejnegeri stejnegeri) (台灣特有

亞種)、台灣赤煉蛇(Rhabdophis formosanus)(台灣特有種)及菊池氏龜殼花

(Trimeresurus gracilis)(台灣特有種，保育類 III 級)都有機會見到。 
     在哺乳動物松鼠科(Sciuridae)的部分:包括日行性的赤腹松鼠 Callosciurus 
erythraeus centralis) (台灣特有亞種)和條紋松鼠(Tamiops swinhoe formosanus)(台
灣特有亞種)以及夜行性的白面鼯鼠(Petaurista lena)(台灣特有種)亦有區域在此發

現。 
 
特色物種選介 
 
艾氏樹蛙    樹蛙科(Rhacophoridae)  
學名：Kurixalus eiffingeri (Boettger, 1895) 
英文名：Eiffinger’s Treefrog；Big-thumbed Treefrog 
俗別名：艾氏跳樹蛙；艾氏原趾樹蛙 
 
辨識特徵：雌蛙體長約 3.5 至 4.5 公分，雄蛙稍小，背部皮膚具許多細小的突起，

體色常會隨著環境改變，由深褐色、淺褐色、灰褐色到綠色都有可能，但多半仍

常帶有綠色調，有背部偶爾會出現近似 H 或 X 形的深色斑，前肢的內掌突極發達

(雄蛙尤為明顯)，腹部無明顯黑斑，後腿和腳掌相接處後緣具明顯的白色突起。 
鳴聲：類似是電影中潛水艇聲納所發出間隔長且明顯類似「嗶--嗶--嗶…」的聲音。 
 
生態習性：樹棲型蛙類，主要在樹林內或樹林邊緣活動，雨後的夏夜，很容易就

聽到，常會將卵生在積水的樹洞或竹筒壁上，雄蛙會守候在受精卵旁並維持其濕

潤，小蝌蚪孵出後，母蛙還會持續地回來，產下未受精的卵，來餵食牠們，也因

此被稱作台灣最有愛心的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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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於台灣全島 2500 公尺以下的山區廣泛分佈，外於日本的琉球群島都有紀

錄。 
 
命名緣由：本種最早是由德國兩爬動物學者波特格博士(Dr. O. Boettger)，根據採

集自日本琉球群島的標本命名而得(採集者為 B. Schmacker)，而種名之由來則是

由姓氏艾芬格氏(Mr. G. Eiffinger)拉丁化而得。 
 
A035 梭德氏赤蛙    赤蛙科(Ranidae) 
學名：Rana sauteri Boulenger, 1909 
英文名：Sauter’s Brown Frog  
俗別名：梭德氏擬湍蛙 
 
辨識特徵：雌蛙體型最大約達 6 公分，雄蛙則僅約 4-5 公分，吻尖，體型修長且

背側褶細長，背部具一深色類似”八”字型的細斑，底色以褐色為主，或深或淺，

由灰褐色、深褐色、淺褐色到紅褐色都有，眼後有一深色的菱形斑，將鼓膜覆蓋，

趾端膨大呈吸盤狀。 
鳴聲：類似「ㄍㄧ」「ㄍㄧ」的細碎叫聲。 
 
生態習性：平時喜於森林中活動，到生殖季時才會聚集到溪流邊繁殖，為適應溪

流環境，低海拔的族群一般於秋季繁殖，而中高海拔的族群則提早於夏季繁殖，

雄蛙叫聲細碎，會將卵產於溪流中的石頭或其他覆蓋物之下，蝌蚪體型流線，腹

面亦呈吸盤狀，以方便於溪中固定，免被水流沖走。 
 
分布：台灣特有種，以流水域或鄰近的森林內較常發現，此外於台灣中、南部由

低海拔至海拔 3000 公尺左右的山區廣泛分布。 
 
命名緣由：本種最早是由英國學者布蘭吉先生(G. A. Boulenger)根據採集自關仔嶺

(Kanshireri)的標本於 1909 年所發表，而學名則是為記念德國動物學家梭德氏(H. 
Sauter)，將其姓氏拉丁化而得。 
 
註：根據分子親緣的相關研究(Tanaka-Ueno et. al., 1998；Che et. al., 2007)，台灣

北部的梭德氏赤蛙族群與中、南部族群明顯並非單系群，故目前「真正」的梭德

氏蛙僅確定於中、南部有產；北部族群雖然外型近似、但明顯是一尚未命名的隱

藏種。 
 
短肢攀蜥    舊大陸鬣蜥科( Agamidae) 
學名：Japalura brevipes Gressitt, 1936.   
英文名：Short-legged Japalura 
俗別名：短肢龍蜥、肚定(閩南語)、竹虎(閩南語)、山狗大(客家語) 
 
    短肢攀蜥是一種體色偏綠色的攀木蜥蜴，喉下及頷部無點狀雜斑，全長通常

不超過 25 公分，雌雄蜥的體長相近，但體色具明顯之二型性，雄體側邊有明顯之

黃色縱帶，雌體除側邊縱帶不明顯外，體色則大致分為兩型，一為體色較均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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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綠型」，另一則為背脊帶有突兀紅褐色的「棕背型」，視力很好，捕食時通常

是以坐等型(Sit and Wait)的方式為主，等待小型節肢動物接近後，再出擊，白天

常會在較空曠的樹幹或地面曬太陽，體色常會隨所處環境改變，而形成良好之保

護色，生殖期以夏天為主，一窩可產 2-9 顆卵。 
 
分布：台灣特有種，主要分布於中央山脈沿線海拔 1100-2200 公尺的山區，北由

新竹尖石鄉養老及鎮西堡一帶起南至藤枝，其中包括：石鹿古道、雪見、武陵農

場、八仙山、鞍馬山、烏石坑、南投武界、廬山、霧社、奧萬大、鳳凰山、東埔、

八通關、楠溪林道。 
 
命名緣由：本種最早由美藉動物學者葛瑞西(J. L. Gressitt)根據採集自南投縣武界

一帶的標本，於1936年時發表，因其觀察到此蜥之後肢較一常見之攀木蜥蜴為短，

故取其「短肢」之文意得其學名---brevipes，此亦為中文名之由來；然此分類方式

之後一直並未為相關研究者採用，多認為其僅為斯文豪氏攀蜥的變異，直到 1989
年，才又由日藉動物學者太田英利教授(H. Ota)，重確認其為一有效種。 
 
台灣標蛇    黃頜蛇科(Colubridae) 
學名：Achalinus formosanus formosanus Boulenger, 1908 
英文名：Formosan Burrowing Snake；Formosan Odd-scaled Snake 
俗別名：台灣脊蛇指名亞種；臺灣標蛇指名亞種 
    台灣標蛇與標蛇有如一對鸞生兄弟般，外型極為類似，其幼體背部為黑色，

但隨著成長則會逐漸偏黃，背鱗於光線照射下會映出類似虹彩般的光澤，體背前

段鱗片具稜起，背鱗鱗列數一般為 27，前額鱗與頰鱗間通常不具有的凹陷，眼小，

會避光，行動較一般蛇類緩慢，通常在陰天、起霧時或是夜間比較有機會看到牠

們，喜歡以蚯蚓和甲蟲幼蟲等小型無脊椎動物為食，有一次產 13 顆卵的記錄。 
分布：台灣特有亞種，園區內目前在武陵及觀霧一帶都有發現，此外於台灣全島

海拔 1000 公尺以上的山區亦廣泛分布，而在日本的西表島及石垣島尚可見到另一

不同的亞種---臺灣標蛇八重山亞種(Achalinus formosanus chigirai)。 
 
命名緣由：本種最早是由英國學者布蘭吉先生(G. A. Boulenger)根據俄籍學者莫崔

曲(A. Moltrecht)博士採自嘉義奮起湖一帶的標本，於在 1908 年命名為一新種，種

名中”formosa-”意為美麗之島，即是指台灣，- anus”是屬於之意，合起來便是屬於

台灣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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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吉氏斜鱗蛇    黃頜蛇科(Colubridae) 
學名：Pseudoxenodon stejnegeri stejnegeri Barbour, 1908 
英文名：Stejneger’s Keelback 
俗別名：史丹吉氏斜鱗蛇指名亞種、紋尾斜鱗蛇(中國大陸)、花尾斜鱗蛇(中國大

陸) 
 
辨識特徵：全長最大約達 90 公分，背部底色以褐色或灰褐色為主，但是不同個體

間差異很大，包括：偏紅、偏黃、偏綠、偏灰或偏黑的都有，頸部有一箭矢狀深

色斑，由頸背後方起，有一深淺交替的色斑延伸至泄殖孔背面，而在尾部這些色

斑則由縱行條紋所取代，因身體前半部背鱗斜行，而得「斜鱗蛇」的稱號。  
 
生態習性：日夜均會活動，以同屬蛇類方式來看應為卵生，雖然性情溫馴，但受

威脅或驚擾時，虛張聲勢的行為卻常很誇張，除了頭頸部擴張變扁外，亦常伴隨

與眼鏡蛇類似之前半身豎立的動作，不同於許多蛇類肛門腺的惡臭，本種受驚擾

時則常會發出類似花生油般的氣味，食性以兩棲類為主，包括：蛙類及山椒魚都

有捕食紀錄。 
 
分布：台灣特有亞種，於台灣全島約 900-2500 公尺左右的山區廣泛分布，而在中

國大陸南部省份則有另一亞種---史單吉氏斜鱗蛇花尾亞種(Pseudoxenodon 
stejnegeri striaticaudatus Pope, 1928)的分布。 
 
命名緣由：本種最早是於 1908 年時，由美籍的兩爬學者巴伯(T.Barbour)根據採集

自阿里山的標本所發表，而種名中”stejnegeri ”是為記念美國動物學者史丹吉氏(L. 
Stejneger)，將其姓氏拉丁化而得。 
 
 
台灣赤煉蛇    黃頜蛇科(Colubridae) 
學名：Rhabdophis formosanus (Maki, 1931)  
英文名：Formosan Keelback 
俗別名：虎斑頸槽蛇台灣亞種(舊名)；虎斑遊蛇台灣亞種(舊名) 
 

台灣赤煉蛇的背部底色為黃色或橙黃色，其中並有黑斑間雜，構成如西洋棋

盤般，深淺交錯的格狀斑紋，因花紋與老虎身上的黃底黑斑有些類似，故得「虎

斑遊蛇」的別稱，此外，在頭頂及頸部，還各具一橫行粗黑斑，使得頭後方的黃

色變得特別顯眼，且頭部黑斑兩側呈分叉狀過眼，是一種具後毒牙的蛇類，雖然

在日本及中國大陸屬的不同亞種都被列為致死蛇種，但是在台灣的亞種，截至目

前，尚無人被咬中毒之記錄，而受刺激時，牠們頸部也會變成扁平的擴張狀，以

嚇唬敵人，偶而甚至還會有假死的行為，相當偏好以蟾蜍為食，但亦會捕食蛙類，

每窩約可產 5-12 顆卵。 
 
分布：台灣特有種，於台灣全島 1500 公尺以上的山區亦廣泛分布。 
 
命名緣由：本種最早是由日籍動物學者牧茂市郎(M. Maki)博士根據採自八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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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tsukan)、雪山(Tsugitakayama；次高山)及阿里山(Arisan)的標本而命名為一特

有亞種，即虎斑遊蛇台灣亞種(Natrix tigrinus formosanus)，亞種名中”formosa-”意
為美麗之島即是指台灣，”- anus”是屬於之意，合起來便是屬於台灣的意思；之後

其雖然被改列為頸槽蛇屬(Rhabdophis)，但台灣族群一直被當成特有亞種，然而根

據近年來有關虎斑頸槽蛇(R. tigrinus)親緣地理的研究(Takeuchi, et. al, 2012)發現，

原本被認為所謂的台灣亞種((R. t. formosanus)、大陸亞種(R. t. lateralis)與指名亞種

(Rhabdophis t. t.)間，分子親緣差距極大，因此應各自獨立為不同的種，故產於台

灣者因而被提升為一特有種。 
 
菊池氏龜殼花   蝮蛇科(Viperidae) 
學名：Trimeresurus gracilis Ôshima, 1920   
英文名：Kikuchi’s Habu 
俗別名： 
 

菊池氏龜殼花是台灣唯一能夠分布到海拔 3000 公尺的蝮蛇科毒蛇，牠們的全

長最大僅約 60 公分，比台灣其他同科的蛇類都小，除了頭部鱗片及最外側一排背

鱗無稜起外，背部鱗片皆具鱗脊，體背底色為褐色、灰褐色或紅褐色，頭背部為

深色，背部的深色斑由頸部起，呈寬窄交替狀，一直延伸至尾；此外兩側亦各有

一條斷續的深色斑由頭部過眼往後延伸，而雄蛇於尾部具數條明顯的縱行稜起；

牠們白天時常會爬到較開闊的位置曬太陽，夜晚亦有有活動記錄，會以蜥蜴、兩

棲類及小型哺乳類為食，胎生，雌蛇一次約可產 3-8 條幼蛇。 
 
分布：台灣特有種，於台灣海拔 2000 公尺以上的山區亦廣泛分布，往南到藤枝一

帶都曾有記錄。 
 
命名緣由：本種最早是由日籍動物學者大島正滿(M. Oshima)根據菊池米太郎(Y. 
Kikuchi)於 1919 年採自南投能高山的個體，在 1920 年時於其大作日本毒蛇圖說

中發表，種名中”gracil-“為「細瘦」或「簡單」之意，”-ilis”為「具有」之意；可

能因此本種相對於近緣種體型明顯較小而得。 
  



41 
  



42 
  

 



43 
  

 
營造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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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正目前的動植物資料與解說牌示內容 

2.定期舉辦步道生態研習 

3.進行動植物生態資源調查 

4.解說志工之教學與訓練 

6.環境敏感物種之調查與監測 

5.生物資料庫與網站訊息的建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