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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臺東縣境內屬中央管河川為卑南溪，為地區主要水系，上游發源

於關山之東坡，呈順向河，至池上折南流貫臺東縱谷平原，途中會合

霧鹿溪、鹿寮溪和鹿野溪，最後於臺東市附近出海，幹流長度 84.35

公里，流域面積達 1,603.21 平方公里，計流經臺東縣轄區域有海端鄉、

池上鄉、關山鎮、鹿野鄉、卑南鄉及臺東市等。 

 
圖 1 計畫位置圖 

沿卑南溪而下三處溼地，分別為瑞源溼地、新良溼地以及鹿野

堤尾溼地，瑞源濕地面積 19.2 公頃、新良溼地面積 26.7 公頃，兩濕

地同位瑞源村，皆有瑞隆和瑞源兩個村的養豬戶及住宅造成的污水

問題；堤尾溼地面積 11.45 公頃，現地原生性高，僅設簡易觀賞亭。
1  

                                                 
1 資料來源：臺東觀光旅遊網及本計畫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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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計畫範圍圖(左:堤尾/右:新良/下: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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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題與課題 

1. 缺乏休憩設施，待營造生態環境教育場域。 

 現況生態淨化污水之設施、基礎設施已損壞。 

 農業放流水夾帶淤泥之過濾及淨化問題 。 

 鹿野三處濕地設施延續及串連；休憩賞玩公共設施待建置；

戶外生態環境教育場域待規劃，進而形成生態滯洪濕地廊

道。 

2. 自然生態保育修補，生態棲地多樣性營造。 

 過往為農業使用或農廢荒地，現為農牧及生活污水排放歷

經之路徑，待透過規劃後，逐漸恢復生態景象。 

 透過本計畫連結人與濕地，打造兼具景觀休憩的生態環

境。 

（二） 計畫目標 

河川除行水、排水、灌溉的功能外，也是重要的生態廊道，具

有維持生物多樣性之功能。本計畫以推動健康河川廊道為長期目標，

配合縱谷區輕度觀光的發展以及水環境教育及意識提升的環境營造

或修補，結合自行車道、休憩區、親水空間等輕景觀設施的設置，

並讓卑南溪集水區的各類城鎮與都市空間都能夠成為水永續的體驗

與學習空間。 

 打造滯洪廊道: 串聯鹿野滯洪濕地群，推動濱水型與河灘濕地生

態棲地的復育，打造教育、休憩體驗場域環境。 

（三） 計畫策略 

1. 資源盤點及環境檢核: 包括流域既有相關計畫、生態檢核(水域、陸

域、指標生物或特生種)、人工構造物與堤防的必要性、環境條件(水

文、地形、地質)、氣候變化趨勢；生態棲地因子；可能的外力侵

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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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策略性改造: 納入環境檢核與分析以及科學資訊考量，決定策略型

的改造點，減去不需要的水泥化設施，並讓社區居民參與規劃過程，

提供環境教育課程或平台，賦予河川更豐富的社會機能。 

3. 恢復河川廊道機能: 考量河川廊道應有的各項機能—防災與水質

淨化、生物棲地、景觀美質、改善微氣候、物種遷徙處所等，因地

制宜提出恢復河川機能的對策。(河川廊道包括河道、海岸、灘地、

堤防以及部分高地、洪氾平原、河川、含土層體系、相鄰濕地等所

形塑成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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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環境概述 

（一） 整體計畫基地環境現況 

沿溪而下三處溼地，分別為瑞源溼地、新良溼地以及堤尾溼地。

瑞源溼地上有湧泉湧出，溼地現況為水稻田農地，由農民向河川局

承租。湧泉點周圍由於泉水湧出，無法耕作，較無租約綁定問題。 

堤尾濕地為鹿野鄉瑞源地區灌溉農田渠道的末端渠道，匯聚而

成。目前較無人為干擾，有自然形成之深潭、淵等水蝕地形，偶有

居民前往垂釣。 

 

        圖 3 堤尾濕地現況圖 

新良溼地為為解決瑞隆和瑞源兩個村的養豬戶及住宅的污水問

題，在卑南溪與鹿寮溪會合口處的河川浮覆地，興建「新良排水人

工濕地」，劃分四個區塊，人工濕地建置前原本就有多種野生鳥類

棲息，為臺東賞鳥必經之地，人工濕地建置後，不僅解決廢水問題，

也形成鹿野地區新的生態景觀。 

堤尾濕地 

觀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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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_開放水面區 02_生態池 

以開闊水域、較低的栽植密度，緩衝入流汙水水質

地大幅變動，以提供人工溼地較穩定的入流水質，

同時沉降較細顆粒的懸浮固體物。而水體中大量沉

水型水生植物，亦有助提升溶氧。 

以維管束水生植物為優勢群落組成的生態系統，利

用系統內的物質循環與能量流動機制，將汙染物移

除系統外，並且兼具環境教育、景觀美化及生態保

育的功能。 

 

 

03_密植區 II 04_密植區 I 

種植生長快速、除汙性強，植株較為高大的香蒲、

莎草、水丁香等植物，利用根、莖吸附汙染物質。 

再次利用密集栽植水生植物使汙水於莖間流動，以

物理性吸附、過濾來吸收水中汙染物達淨化效果。 

圖 4 新良濕地現況圖 

01_開放水面區 02_生態池 

04_密植區 II 03_密植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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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瑞源濕地現況圖 

（二） 生態環境現況 

新良排水人工濕地位於

卑南溪與鹿寮溪會合口處之

浮覆地，是為當地新規劃的親

水公園。園內劃分成四個區塊，

分別種植香蒲、蘆葦、大王蓮

等挺水植物，及水蘊草等沉水

植物，它除具有淨化水質之功

能外，還兼具生態展示、教育推廣、環境美化、休閒娛樂等功能。 

堤尾圳溝濕地為鹿野鄉瑞源地區灌溉農田渠道的末端渠道，再

注入卑南溪之前形成狹長型的濕地，初步調結果，共調查到 4 科 7

種的魚類，分別為臺灣鬚鱲(Candidia barbata)、革條田中鰟鮍、

鯽魚、明潭吻鰕虎、日本瓢鰭鰕虎(Sicyopterus japonicus)、線鱧與食

蚊魚，其他脊椎動物有鱉；6 科 7 種的水棲昆蟲，以細蟌科的 
Ceriagrion sp.與蜻蜓科(Libellulidae)的 Orthetrum sp.較多；3 科 3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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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蝦蟹類，為長臂蝦科的粗糙沼蝦、匙指蝦科的假鋸齒米蝦與溪蟹

科(Potamidae)的 Geothelphusa sp.最多；5 科 6 種的螺貝類，數量

以網蜷(Melanoidestuberculatus tuberculatus)與蘋果螺科的福壽螺最

多；浮游藻類有 1 門 10 種(矽藻門 10 種)，附著藻類有 1 門 39 
種(矽藻門 39 種)，浮游動物有 3 大類 4 種，兩棲類有 2 科 2 種，

為澤蛙及拉都希氏赤蛙。2 

 

（三） 水質環境現況 

照卑南溪流域各流量站歷年月平均流量統計表所顯示，卑南溪

除了夏季期間（六、七、八月）水質較不穩定，形成輕度或中度污

染，甚至是嚴重污染外，其餘各月份 RPI指標皆顯示水質未受污染，

而污染者都為懸浮固體造成，可能因為上游流量大，而致含沙量增

加所致，並非受到人為污染之流入，此與西部河川顯然不同。 

  

                                                 
2資料來源：臺東縣 106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卑南溪流域濕地生態廊道與埤塘濕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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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一）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於 107 年 10 月 20 日辦理生態調查、生態檢核作業及檢附水利

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附錄（一）），紀錄如下： 

 基本上生態環境維護不錯，還可看到冬季小水鴨，部份水生植

物被演替，水蠟燭、水丁香等。 

 台灣䓑蓬草長得超乎預期，不知是否誤植為中華萍蓬草？ 

 水質淨化效果不錯，抵生態區時，可見多樣性水生植物、蜻蜓、

鳥類。 

 可栽種經濟植物，委託民間收成。 

 以公有土地做為基地，原有農民可詢問收成經濟作物之意願。 

 避免栽種景觀改良品種，抗蟲害品種會減少生態物種復育。 

 部份水域明顯水質不同，可調查湧泉資源，予以復育或保育。 

 密植區需要經常清淤，清理強勢者，以強化淨化污水功能。 

 生態保育對策： 

• 縮小及減輕面：調查現地湧泉資源，評估工程對環境與生態

系功能的衝擊，並於基本設施施工時採低衝擊的生態工法。 

• 迴避及補償面：以不破壞現況灘地生態系統，最大限度保留

水鳥生活空間，並定期清淤及整理淨化水質之水生植栽。 

 
開放水面區 

 
水生植物密植區 

圖 6 生態檢核辦理情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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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民參與辦理情形 

本計畫主要是依據「106~107 年度臺東縣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

顧問團委辦計畫」之工作，為使該計畫成果更臻完善，於計畫執行

期間已辦理 3 次跨局處會議、6 次工作說明會、3 次資料收集會議，

除了各局處、鄉鎮公所（關山鎮、鹿野鄉、池上鄉）外，並邀請當

地民眾暨相關單位（如社區發展協會、村里幹事、荒野保護協會、

臺東野鳥學會…等）共同參與會議討論，廣徵各界前輩與先進意見，

透過當地民眾的想法與回饋意見，使該計畫成果更為具體。 

為利於本計畫推動與執行，已辦理之前置作業如下： 

1. 跨局處工作會議 (3) 

 會議時間：107/06/06（三）10:30 

 會議地點：臺東縣政府專案辦公室 

 主持人：陳金虎 副縣長 

 出席單位：建設處、農業處、交通及觀光發展處、中華民國地

區發展學會及專業顧問群 

  

  

圖 7 公民參與辦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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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料收集會議 (1) 

 會議時間：107/02/08（四）  10:00~16:00 

 會議地點：環保署、臺東縣政府建設處會議室 

 出席單位：環保局水保科、建設處水利科、農業處漁業科、中

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 事業污染、農業污染、民生污染為最大污染。 

• 預計二月底~3 月初拜訪鄉鎮，盤點縱谷地區是否有適宜的

基地的基地可提案。 

3. 資料收集會議 (2) 

 會議時間：107/02/26(一)  10:00~16:00 

 會議地點：鹿野溼地、關山親水公園、池上大波池 

 出席單位及人員：鹿野鄉公所、關山鎮公所、池上鄉公所、中

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 新良溼地原在行水區，此三段可以做自行車連結，全長大

概 38 公里 

• 新良河堤目前沒有腹地，後段剩 1~2 公傾可以設計 

• 瑞原源溼地的水稻田農地，為農民跟河川局承租，地為國

有財產 

• 可做自行車道串連計畫，平均 1~2 公里都有綠地 

• 在瑞源溼地上有泉水源源不決 

 會議照片 

 

圖 8 公民參與辦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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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會議 

 會議時間：107/04/02(一)  10:00 

 會議地點：水利署第八河川局 

 出席單位及人員：第八河川局、建設處水利科、中華民國地區

發展學會 

  

圖 9 公民參與辦理照片 5 

5. 資料收集會議 (3) 

 會議時間：107/05/09（三）  13:30-18:00 

 會議地點：臺東縣鹿野、池上鄉、縱谷風景管理處鹿野管理站 

 出席單位：鹿野鄉公所、池上鄉公所、縱谷風景管理處鹿野管

理站、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圖 10 公民參與辦理照片 



- 13 - 

6. 資料收集會議 (4) 

 會議時間：107/07/05（四）  14:00-16:00 

 會議地點：臺東縣政府建設處會議室 

 主持人：潘專案規畫師正山 

 出席單位：農業處畜牧保育科、農業處漁業科、觀光管理科、

臺東縣環境保護局、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圖 11 公民參與辦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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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資料收集會議 (5)  

 會議時間：107/07/05（四）下午 14:00-16:00 

 會議地點：臺東縣政府建設處會議室 

 出席單位及人員：農業處畜保科（饒和奇）、農業處漁業科（陳

文泰、張雅雯）、觀旅處觀管科（劉書豪）、臺東縣環境保護

局（陳永明、馮志明） 

 

  

  

  

圖 12 公民參與辦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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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作業辦理情形 

1. 府內審查會議建議事項 

已於 107 年 04 月 26 日、08 月 27 日、11 月 22 日分別辦理

期初審查、期中審查、期末審查會議，意見綜合如下： 

 景觀面 

 水環境營造計畫應把水循環概念、生態核心區、緩衝區等

理念帶入。尤其在計畫提出時需把生態檢核納入考量。 

 海岸道路人車分道，創造優質的自行車環境。 

 為增加民眾親水空間，對於已加蓋之排水系統，在污水處

理接管完成後建議開蓋。 

 近年氣候變遷，是否有機會保留、塑造滯洪空間，景觀塑

造也應考量洪峰高差，避免工程事倍功半。 

 目前鹿野觀光發展未臻完善，可利用溼地計畫提升光觀與

在地價值，並結合現有已完成的計畫，例如：自行車道，

人行步道把三塊溼地做串連，未來藉由活動（路跑、賞花、

賞鳥）改善在地觀光。新良溼地目前已有一處規劃，本次

希望可以再擴大範圍區。瑞源溼地在行水區外是國產署的

土地，目前租借給農民耕作，可轉為遊憩型生態公園，串

連鹿野自行車道與步道連結的發展。另堤尾濕地，是屬於

行水區內，但此處是相對比較安全的區域，可做生態濕地，

如要規劃，需先與地方環保組織團體溝通，確定合宜的發

展方向。 

 新良溼地原在行水區，此三段可以做自行車連結，全長大

概 38 公里。新良河堤目前沒有腹地，後段剩 1~2 公傾可以

設計。瑞原源溼地的水稻田農地，為農民跟河川局承租，

地為國有財產。規劃自行車道串連計畫，平均 1~2 公里都

有綠地。在瑞源溼地上有泉水源源不絕。 

 生態面 

 溼地的源頭沒有治理好，綠化水質做得再好也不會乾淨。

源頭的管理很重要，農委會的部門計畫有農業輔導，補助

是一半（農人與農委會各半）。 



- 16 - 

 堤內土地建議任其自然復育，除營造草地，也應要有大量

小喬木，並建議管理單位以低投入管理模式減低人為干

擾。 

 臺東休閒空間壓力不同於西部都市，建議以生態服務優先，

其次才服務居民休閒生活。希望以自然方式復育溪內生態，

減少大面積草坪及人為休閒空間之使用。將人為使用及自

然復育進行區劃，避免對生態干擾。同時應加強生態復育

面之措施，加強自然觀察野鳥相關賞鳥設施。 

 建議新良濕地檢討建設配置，並為提供更適當生態環境予

鳥類棲息，建議將野生環境與人為設施及活動適當隔離。 

 建議水域環境盡量穩定，提供鳥類足夠棲息時間，減少工

程反覆維修次數，應將爾後維護管理機制一併納入計畫考

量。 

 建議在地復育蜻蜓，附加觀光效益，亦能當作環境指標。 

 自武呂溪以下水量已逐漸不足，影響該地生態，但豐水期

又水量過剩，希望能考慮極端氣候之影響進行規劃，以求

水量穩定。 

 工程面 

 水環境建設計畫核心是用地問題，若屬於中央用地必須申

請同意後才能施做。水環境規劃案，不能有用地問題。 

 效益面 

 以流域綜合治理角度來思考，是比較長遠且永續的作法。 

 執行面 

 整體前瞻計畫完成後整體成果，應考量建設在地方的可行

性、是否滿足在地民眾的需求。整體成果應該要符合縣長

執政這幾年對臺東綜合景觀發展品質的主張，水環境計畫

應與該主張接軌。結合前階段的臺東景觀綱要計畫配合水

環境計畫發展臺東縣自明性。 

 視各局處長期想做卻無經費進行的計畫，排除完全無法符

合中央要求的項目後朝克服條件的方向研議比較容易聚焦。

建議在工作會議用排除法，在各單位所了解的狀況下排除

不可能執行的案子。確定要做的案子則回歸到民眾生活，

整合各單位共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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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多編列預算向外徵求點子，以創新手法詮釋前瞻計畫。

但最重要的是結合民眾的生活，提升整個工程建設的意

義。 

 水環境計畫案，注重在整合上，民眾參與、可執行性及生

態性。因此在未來提案上，首長的參與及重視度、民眾參

與紀錄呈現為委員評分上之基本考量，而整合性即可執行

性、計畫亮點則成為計畫評分高低之主要因素。 

 規劃設計時應該更公開透明，聽取在地 NGO 意見。未來進

行生態檢核勿規避公民參與。 

 前瞻計畫經費是由水利署統整各單位，歸納經費來源，周

邊海岸環境規劃，漁港部分則應邀請掌管的漁業署共同討

論。 

 海岸八河局只能針對自己的海堤、保護工程進行改善。從

水環境可以做更整體的規劃。 

 環保局地方經費來源較缺乏，經費分配僅能支付人工溼地

營建費用，後期維管成本負擔有限。 
 

  

  

圖 13 府內審查會議辦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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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地取得情形 

（1）堤尾濕地 

堤尾濕地全區11.45公頃，其中主要為未登錄土地，僅有和平段130
號為有登記土地面積(詳見附錄五)由國有財產署管理，用地編定為

農牧用地，使用分區為一般農業區。 

 

圖 14 堤尾濕地土地權屬、用地編定及非都使用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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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良濕地 

新良溼地全區處於未登錄土地，無使用分區或用地類別編定；部

分區域過往曾有遭風災摧毀歷史，需特別注意。前開兩濕地未登

錄土地部分建議公所進行土地第一次登記，以便管理。 

 

圖 15 新良濕地非都使用分區、用地編定及土地權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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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瑞源濕地 

瑞源濕地共19.20公頃全範圍均屬公有土地，南北兩端為一般農業

區，中段則為特定農業區；用地編定上主要為農牧用地及少部分

交通用地及灌溉用水利用地。地籍有水源段147、280……等22筆；

新源段26-1、61-1……等26筆，總共48筆(詳見附錄五)。 

 

 

圖 16 瑞源濕地用地編定、土地權屬及管理單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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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訊公開方式 

 網址：http://watertt.bexweb.tw 

 網站照片 

 

圖 17 鹿野頁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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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現勘審查會議 

 會議時間：107 年 12 月 25-27 日 

 會議地點：金樽漁港、縣府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羅淑圓 秘書 

 出席單位：水利署、營建署、環保署、漁業署、漁業科、

水利科、交觀處、環保局、八河局、水環境顧問團隊 

 會議照片 

  

圖 18 現勘審查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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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報案件內容 

（一）整體計畫概述 

1. 整體計畫願景 

藍帶資源與生活及產業型態關係密切，縱谷系統雖然主要藍帶

資源為卑南溪，卻在不同區域有不同藍帶運用方式，因而形成不同

景觀。這些景觀可分為：地層陷落高地下水位類型、沖積平原圳道

廣布類型、高地旱作圳道灌溉類型。 

本計畫以推動健康河川廊道為長期目標，配合縱谷區輕度觀光

的發展以及水環境教育及意識提升的環境營造或修補，結合自行車

道、休憩區、親水空間等輕景觀設施的設置，並讓卑南溪集水區的

各類城鎮與都市空間都能夠成為水永續的體驗與學習空間。 

「河川廊道生態復育及藍綠帶連結-卑南溪親水環境改善計

畫」河川除行水、排水、灌溉的功能外，也是重要的生態廊道，

具有維持生物多樣性之功能。由於早期河川治理多為配合經濟發

展需求之土地開發利用，多採築堤束水方式，使用混凝土興築堤

防、護岸等防水建造物，使河川原有自然風貌及親水空間受到相

當程度影響，不利棲地生態系統之完整。 

同時，河川受到生活汙水、農業與工業廢水的汙染，加上旱

澇情況極端化的影響，基流量的減少將更降低河川汙染涵容的能

力，因此在講求親水生活之前，河流作為一個生態系統的本質，

需要回到人們看待水路的切入點，建立起尊重河川生命的價值觀。

不論是人工或是自然的水路，若從提供「生態系統服務」 

(ecosystem services) 的大原則進行水環境的改善，將是河川恢復

生命力的關鍵，不僅僅是河岸的綠美化造景，更需要考量整體水

系的循環與高標準的水質健康度。 

每一條河流都有自己的故事與脈絡條件，水環境的改造除了防

洪之外，還有許多必須考量的生態功能，透過生態環境的檢核與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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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性的改善措施，讓人為工程干擾降至最低，而以生態系「自我設

計」能力的工程方法促進河川生態復育，恢復近自然的水文環境。 

應以維持自然景觀及生態功能位最優先考量，必要進行護岸營

造，亦考量水生及陸域動物對環境的需求，不同習性生物其各期生

活史與活動繁殖所環境條件有所不同，相關施作應以最小干擾、維

持生物原有棲避空間為基本原則。 

鹿野濱水濕地群  四處生態滯洪濕地廊道營造工程計畫，河灘地獨特的變動特

質，須有特別的技術與設計方式，應考慮複式斷面與生態工法，運用生態的邊緣

效應成為水域過渡棲地，也能夠成為具教育性的濕地公園。 

 水域環境與河川水文調查分析 

 濱水型濕地生態規劃設計 

 

2. 生態技術與改善策略建議 

台灣的溪流普遍受到人工整治，傳統水利工程大量使用水泥與

混凝土建築水庫、水壩、及攔砂壩等，已造成河川水泥化，野溪水

溝化。也因此河川水域生態環境復育的第一步，是重新檢視水泥化

工法的必要性，運用近自然河溪整治的概念，以接近自然、合宜並

保持景觀的治理方法，來完成傳統河川治理的任務。 

「生態工程」的概念強調人為環境與自然環境之間互動而達到

互利共生，日本也有類似的「近自然工法」或是「多自然型建設工

法」概念，生態工法無明確之定義準則及應用與適用範圍，但一般

而言，河川或濱水的生態工法應是兼顧防洪與生態的施工方式，而

每項工程都必須獨立考量，因地制量，考慮整體流域規劃、當地地

質、地形、水文、植生環境、生態環境需求等，在必要的防洪安全

性限度之內，盡量保存多樣與自然的河川空間，並讓當地民眾參與

河川復育的規畫過程，處理流域汙染源，並積極利用及保有自然水

質淨化機能。 

必須要強調的是，在決定河川水環境是否具有改造的必要性時，

除了整體流域環境健康、既有建設的盤點與檢視，應考量未來的極

端氣候、以及河川廊道面對壓力與破壞能夠迅速恢復的能力，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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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決定策略性改造點，減少新工程的侵擾也增加改善的效益。有

時候生態工法並無法取代傳統防洪工法，但可以做為濱水生態棲地

改善的措施；有時候透過小型的修補、針灸、減式工法，或是重新

給予河流更多的空間，比起大規模或昂貴的河川整治，更能夠恢復

河川廊道的機能並強化韌性。 

針對生態工法、技術及改善策略建議，如下： 

 多樣性水岸環境的保育: 蜿蜒河道、深潭、淺灘、緩流、小溪、

潟湖、濕地是生物棲息場所，應盡量保護，且減少硬鋪面及避免

「垂直壁」之設計，考量到當地陸蟹生態，應藉由多孔隙友善設

計，增加生物棲息的空間，減低對其生態之衝擊。 

 護岸類型: 溪流治理重點在於生物的多樣化，生態工法打造的護

岸目前也已經有許多種應用，如蛇籠綠化、塊石護岸、木框格牆

加植栽、打樁編柵等，重點在於透過複式斷面與具有孔隙的緩坡

形成植物及水岸動物棲息環境。 

 濕地生態設施規劃: 參考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濕地生態

設施規劃設計規範」，生態設施至少需要有幾項特質: 能持續演

替、促進保護與保育棲地、與再生能源的運用；類型包括濕地主

要棲地(水域、水岸、植被)、輔助棲地(築巢、庇護等構造)、與

外界連通及阻絕設施(引排水孔道、邊坡、圍籬等)、經營附屬設

施、生態教育附屬設施等。 

 植栽的運用：未來補植及新植應選用當地原生種。 

 

（二）本次提案之各分項案件內容 

各分項案件分段敘述執行內容、願景目標及包括相關環境生態

友善之工法或措施說明，如下： 

鹿野堤尾濕地、新良溼地、瑞源溼地三處廊道連結，及豐源圳

水意象，作為濕地教育、生態滯洪之基礎設施建置。包含生態滯洪

池水域區域、入口意象營造、廣場營造，兼顧卑南溪原始自然生態

及三處溼地不同的特色適度開發。規劃緩衝區區隔人為空間及自然

環境，塑造藍帶沿線整體景觀及休憩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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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堤尾生態廊道 

 生態水池景觀營造工程 

 生態觀察步道、賞鳥平台興建工程 

 誘鳥植物復育工程 

 

圖 19 堤尾規劃建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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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良生態廊道 

 指標與解說系統工程 

 休憩平台、賞鳥平台興建工程 

 生態水池景觀營造工程 

 誘鳥植物復育工程 

 堤岸修復工程 

 
圖 20 新良規劃建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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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瑞源湧泉生態廊道 

 生態水池景觀營造工程 

 指標與解說系統工程 

 簡易休憩設施工程 

(4) 豐源水環境廊道 

 景觀設施工程 

 生態植栽工程 

 

圖 21 瑞源規劃建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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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計畫內已核定案件執行情形 

無。 

（四）與核定計畫關聯性、延續性 3 

強化以卑南溪作為重要的生態廊道，以提供「生態系統服務」 
(ecosystem services) 的大原則進行水環境的改善，配合縱谷區輕度

觀光的發展以及水環境教育及意識提升的環境營造或修補，結合自

行車道、休憩區、親水空間等輕景觀設施的設置，並讓卑南溪集水

區的各類城鎮與都市空間都能夠成為水三生永續的體驗與學習空間

－鹿野滯洪溼地群。 

1. 地方政府發展重點 

縱谷三鄉鎮近年來以米香廊道、熱氣球慶典、鐵人三項活動

等成為本區域除農業傳統產業發展外，更延伸到主題休閒旅遊、

國際慢城發展經驗，如下表所列：  

表 1 與地發展展計畫配合情形 

縣市 重點發展類型 活動及計畫名稱 

鹿野鄉 觀光遊憩 

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 

關山慢城樂活系列活動-慢遊關山-

親水公園跳跳屋活動 

關山好米馬拉松(三日賽) 

關山千人拔蘿蔔活動 

花現鹿野鹿客趴趴走 

鹿野 "花鹿米"養生樂活節-八個野

鹿來辦桌、高台心體驗、野鹿親子同

樂會 

萬物糧倉大地慶典．夏果藝術季—仲

夏饗鹿野 

萬物糧倉大地慶典 夏果藝術季—慢

漫山城佐茶音樂會 
 

                                                 
3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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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瞻計畫 

前瞻建設目前已獲得申請補助計畫包含道路品質提升，大約

兩項計畫。 

表 2 與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內其他計畫配合情形 

項次 鄉鎮 
前瞻計

畫名稱 
案名 

1 
鹿野鄉 

提升道路

品質計畫 

東 29線管線地下化及路面改善工程東

51、53、70、72縣道路改善工程 

2 鹿野鄉龍田村 AC路面改善工程 

 

（五）提報分項案件之規劃設計情形 

1. 水環境廊道教室 | 主題 

以國外生態濕地案例作為參考，考量各處面積、潛力與限制

後，由北向南依序大坡池以發展觀光休憩的濕地，導入體驗活動；

關山親水公園以作為市民、學生參訪學習的濕地，打造成戶外自

然教室；鹿野三處濕地以滯洪功能為主的濕地，並串聯廊道提供

休憩觀賞據點；臺東棒球村位卑南大圳上，將打造韌性綠色基盤，

再現卑南大排水圳親水綠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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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卑南溪水環境主題營造示意圖 

2. 各區水資源作為發展核心 | 構想 

 鹿野濱水濕地群│大自然教室 

卑南溪沿岸濕地利用河灘地獨特的變動特質，做為滯洪溼地配

合自行車道建置，提供活自然教室‧ 

3. | 行動項目 

透過四個構想擬定四處不同項目，下表圖列各區將提供服務

與機能。 

大自然教室 

 

 交通系統建置 
 指標及解說系統建置 
 攔沙壩改建 
 誘鳥植物、濕地植物復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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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活公園 

 

 景觀環境系統(排水系統、透水鋪面) 
 路線系統、遊憩設施系統更新 
 親水池建置 
 蜻蜓棲地復育與樹屋修建 

活水濕地公園 

 

 濕地廊道系統整建 
 入口圓形廣場改建 
 排水道整建 
 人工島景觀生態工程 

韌性綠色公園 

 

 卑南大圳人行空間連結與休憩區建置 
 生態停車場建置 
 植栽配置計畫 
 全區指標及解說場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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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分項案件規劃構想圖 

1. 規劃構想圖 

 
圖 23 鹿野生態水環境廊道之規劃分區圖 

2. 3D視覺化成果展示圖4 

 

圖 24 堤尾溼地示意圖 

  

                                                 
4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臺東城鎮之心南迴驛建設計畫(細部設計及監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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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畫納入重要政策推動情形 

 
圖 25 相關計畫盤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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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經費 

（一）計畫經費來源 

本整體計畫總經費 4,500 萬元，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

二期預算及地方分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4,050 萬元(90%)、地方

分擔款：450 萬元(10%)，分項工程詳表。 

計畫名稱 分項工程 主要工程項目 經費 面積 權屬單位 

鹿野生態水
環境廊道營
造計畫 

堤尾生態
廊道工程 

1. 生態水池景觀營造工程 
2. 生態觀察步道、賞鳥平台興建

工程 
3. 誘鳥植物復育工程 
4. 指標與解說系統工程 

45,000 54公頃 

經濟部水

利署/ 

鹿野鄉公

所 

新良生態
廊道工程 

1. 指標與解說系統工程 
2. 休憩平台、賞鳥平台興建工程 
3. 生態水池景觀營造工程 
4. 誘鳥植物復育工程 
5. 堤岸修復工程 

瑞源湧泉
生態廊道
工程 

1. 生態水池景觀營造工程 
2. 指標與解說系統工程 
3. 簡易休憩設施工程 

豐源水環
境廊道工
程 

1. 景觀設施工程 
2. 生態植栽工程 

（二）分項案件經費 
表 3 計畫分項工程經費 5 

   

                                                 
5 計畫經費明細請參閱附錄：工作明細表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合計

1
堤尾生態

廊道工程

經濟部

水利署
 1,350    150   4,860    540   7,290    810  12,150  1,350  13,500  1,500  15,000

2
新良生態

廊道工程

經濟部

水利署
 1,350    150   4,860    540   7,290    810  12,150  1,350  13,500  1,500  15,000

3
瑞源生態

廊道工程

經濟部

水利署
   900    100   3,240    360   4,860    540   8,100    900   9,000  1,000  10,000

4
豐源水環

境廊道工

程

經濟部

水利署
   450     50   1,620    180   2,430    270   4,050    450   4,500    500   5,000

 4,050    450  14,580  1,620  21,870  2,430  36,450  4,050  40,500  4,500小計
 45,000

總計 20,700                      24,300       40,500       45,000       

項

次

分項案

件名稱

對應

部會

總工程經費(單位：千元)
108年度 109年度 工程費小計

(B)+(C)

總計

(A)+(B)+(C)規劃設計費(A) 工程費(B) 工程費(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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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項案件經費分析說明 

本工程包括堤尾生態廊道、新良生態廊道、瑞源湧泉生態廊道、

豐源水環境廊道等四大項工程，各分項工程經費如下表所示。 

表 4 分項工程經費分析表 
項次 工程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一 堤尾生態廊道     

1 生態水池景觀營造工程 式 1 5,000,000 5,000,000 

2 生態觀察步道、賞鳥平台興建工程 式 1 4,000,000 4,000,000 

3 誘鳥植物復育工程 式 1 3,000,000 3,000,000 

4 指標與解說系統工程 式 1 3,000,000 3,000,000 

二 新良生態廊道     

1 指標與解說系統工程 式 1 5,000,000 5,000,000 

2 休憩平台、賞鳥平台興建工程 式 1 3,200,000 3,200,000 

3 生態水池景觀營造工程 式 1 2,800,000 2,800,000 

4 誘鳥植物復育工程 式 1 1,000,000 1,000,000 

5 堤岸修復工程 式 1 3,000,000 3,000,000 

三 瑞源湧泉生態廊道     

1 生態水池景觀營造工程 式 1 4,200,000 4,200,000 

2 指標與解說系統工程 式 1 2,600,000 2,600,000 

3 簡易休憩設施工程 式 1 3,200,000 3,200,000 

四 豐源水環境廊道     

1 景觀植栽工程 式 1 2,800,000 2,800,000 

2 生態植栽工程(水生植物) 式 1 2,104,000 2,104,000 

3 植裁養護及修剪 月 12 8,000 96,000 
      

 總價(總計)    4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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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畫期程 

本工程若經費許可，預計自 108年 4月開始陸續辦理規劃（2個月）、

設計（3 個月）、發包、完工期程。相關工程可於 109 年 12 月前完成

所有工程建設，以其展現前瞻計劃建設成效。 

表 5 計畫期程表 

工程名稱 
對應部

會 

108 年度 109 年度 

1 3 5 7 9 11 1 3 5 7 9 11 

鹿野生態水環境

廊道營造計畫 
經濟部水

利署 

            

              

            

 

七、計畫可行性 

本計畫在工程可行性方面，因基地範圍為屬河川、公園用地，卑

南溪於鹿野鄉區段已有一處新良濕地，以及近幾年城鎮地貌計畫、地

方型建設、縱管處及水利署計畫完成多處生活與觀光休憩據點及自行

車道，配合本計畫之水環境空間景觀改善，在水質改善、韌性家園及

水岸景觀三方面建設挹注下，將是有助於鹿野鄉水岸環境發展，因此，

本案屬於地方觀光遊憩之加值型計畫，具高度執行之可行性；在財務

可行性方面，近期鹿野熱氣球及飛行傘等陸域觀光旅遊人數遽增，提

供優質生活休閒環境需求增加，卑南溪水岸景觀環境營造，將有助於

遊客停留鹿野旅遊時間，以增加在地消費機會，且本計畫的建設，未

來將具有高收益的機會；在土地使用可行性方面，計畫範圍皆屬公有

土地，土地使用管制屬於低度發展型，現階段由鹿野鄉公所、第八河

川局管理（詳前文及附錄），因無土地限制之虞；環境影響可行性，

目前皆屬閒置土地，本計畫將增加水岸生態環境、綠帶休憩區，且連

結整個鹿野自然休憩旅遊廊道，將有助於卑南溪及水圳之綠色生態棲

地優化。（詳前文生態評估及附錄生態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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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預期成果及效益 

台灣早期水環境之發展與管理工作偏重於治水、利水方面的水利

設施，較少整體環境生態方面的考量。近年來因生態環保意識抬頭，

民眾對環境保護需求殷切，同時生活品質的提升也增加民眾對親水環

境的需求。因此水環境治理除了維持其正常機能、防止災害發生外，

引入民眾休閒育樂活動空間並兼顧生態環境之維護、保育也成了下一

階段的工程目標。期待此計畫可以成為未來水環境治理配合休閒觀光

規劃之典範。 

1. 量化效益 

鹿野鄉三處溼地: 瑞源濕地 10 公頃、新良濕地 30 公頃、堤

尾溼地 12 公頃。瑞源濕地希望收回周遭占用之水田，以濕地特

有的湧泉營造自然親水空間；新良濕地原為卑南溪流域重要生態

棲地及賞鳥重點，然在 88 風災摧毀後，生態環境摧毀殆盡。目

前將以回復其生態功能為主，除目前已完工之生態池及水生植物

及零星樹木，將以生態工法引進更多具隱蔽性之灌木、喬木，增

加鳥類隱藏空間，設置生態緩衝帶，減少人類活動對生態的干擾，

復育生態的多樣性。堤尾溼地則以親水環境利用為主，堤尾溼地

附近有深潭、密林，是賞鳥、溪釣的好去所。三處溼地各自特色

營造同時，利用周遭防汛道路建置自行車道，將三處溼地串起，

使個別三個景點連成旅遊路線，預計增加觀光旅次 300 人次/每

周。 

關山親水公園部分除園區內設施更新、將公園內人回活動區、

緩衝區及生態區重新規劃外，將媒合關山鎮各畜牧場解決畜牧汙

水流入公園產生惡臭之問題。關山親水公園亦應聘僱專業導覽人

員，進行園區生態導覽。設施更新完成，畜牧臭氣改善後，預計

可加觀光旅次 800 人次/周恢復關山親水公園初之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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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於大坡池改善 0.6 公頃池岸空間，1.4 公頃水域空間、修

繕主要出入水口及既有設施物、增加觀光旅次 600 人次/每周，同

時可受益周圍聚落居民提供運動休憩空間。做為國家級重要濕地

應同時具備做為水環境學習場域之功用，預期能媒合在地社團或

生態保育相關協會進行經營管理，未來接受預約參訪與解說，預

計潛在導覽解說參訪使用人數為 300 人次/周。 

臺東棒球村以棒球場外圍及相連的卑南大圳為營造範圍結

合圳道及棒球村園區環境進行全面加值提升，強化棒球場周遭基

地入滲，提升洪峰遲滯，避免短時間內水流快速會聚至圳道中。

建制環園運動步道，配合卑南大圳營造水環境景觀、入口意象運

用低碳、減排設計配合不同在地開花植物塑造四季各有不同景致

的休憩空間。增加生態停車場、動線指引，以棒球村為跳島，串

接卑南溪及太平溪之生態藍、綠帶。預計改善空間 3.6 公頃、增

進活動步道/車道 1.5km。 

2. 水環境改善成效評估 

 綠色基盤韌性強化 

運用植栽與景觀設計平衡人類與生物棲地空間，透過公共步道、

自行車道綠帶的串連與延伸強化生態景觀系統的完整性。特別是

海岸或水域邊界空間生物棲地的保全與連結，也提升因應極端氣

候快速恢復的能力。 

 環境友善親水空間品質 

基礎設施與功能空間設計品質與完善的規劃可以打造地方的魅

力，也減少對於自然環境及水域的衝擊，特別是廢棄物、廢水的

處理，可以透過集中分類與(汙水)源頭處理、再利用方式，打造

安全乾淨的親水與休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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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營運管理計畫 

1. 維護管理機制 

由該管單位編列常態性預算自行或委由專業廠商進行後續

維護管理，並由專家學者以及鄰近社區民眾進行內/外部評鑑。親

水廊道營造工程則可參考「高雄市系統性自行車道整體規劃」第

九章自行車道維護管理策略。維護經費除縣政府編列外，亦可爭

取空汙基金、腳踏車租賃業者之營業稅、推出套裝導覽行程；近

年社區居民認養公共設施之案例越來越多，帶動正當風氣，建議

開放各社區認養鄰近之設施，以社區發展協會模式建立居民在地

之情感，使居民愛鄉愛土更能使公共空間永續良好保存，共創多

贏局面。 

維護濕地生態設施發揮生態功能需要以下管理維護項目:包

括定期季節性淹水、種植、疏伐、翻土等回復棲地環境；垃圾清

理與水路暢通管理、圍籬修補；鼓勵民間企業認養並輔導、獎勵

產業以有利於溼地資源保育的方式經營休憩型農園，推動明智使

用的觀念(wise use)，妥善使用及管理濕地資然資源，並適當給予

減稅或成立濕地保育信託基金；如欲委託民間團體或社區組織志

工投入，也應由政府協同相關濕地組織輔導強化民間保育團隊經

營管理濕地的能力，形成公私夥伴關係的支持。 

2. 維護管理單位 

除透過縣府或公所工班進行環境整潔維護外，可以邀請企業、

社區、周邊學校團體將活動帶入區內，活絡周遭水環境使用。若

遇到植栽枯死或設施損壞亦可提報主管機關進行補植及修繕。 

十、得獎經歷 

獲得 106 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執行績效評鑑暨工程督導考核

及 107 年度「城鎮之心工程計畫」績效評鑑「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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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附錄 

附錄（一）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鹿野生態水環境廊道營造計畫 區排名稱 卑南溪 填表人 謝宜臻 

工程名稱 鹿野生態水環境廊道營造計畫 設計單位 中華民國地區發

展學會 

紀錄 
日期 107/10/20 

工程期程 - 監造廠商 - 

工程 

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臺東縣政府 施工廠商 -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

列附件) 

工程預算 
/經費 

（千元） 
70,000(千元) 

基地位置 

行政區：卑南溪分別流經臺東縣，海端鄉、池上鄉、關山鎮、鹿野鄉、卑南鄉及臺東市 
(鹿野濕地)臺東縣鹿野鄉 
TWD97 座標  X： 22.895  Y： 121.141  (堤尾灘地) 
TWD97 座標  X： 22.931  Y： 121.156  (新良灘地) 
TWD97 座標  X： 22.959  Y： 121.164  (瑞源灘地) 
TWD97 座標  X： 22.940  Y： 121.152  (豐源圳水意象) 

工程目的 鹿野濱水濕地群，成為具教育性的濕地公園。  

工程概要 鹿野生態水環境廊道營造工程/7,000 萬  

預期效益 
水環境治理除了維持其正常機能、防止災害發生外，引入民眾休閒育樂活動空間並兼顧

生態環境之維護、保育也成了下一階段的工程目標。期待此計畫可以成為未來水環境治

理配合休閒觀光規劃之典範。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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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計

畫

提

報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

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生態背景人員：謝宜臻(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生態資料：本府提報過程，生態專家及顧問團隊均至現地訪查當地居民

及詢問是否有特殊物種。 

生態衝擊：初步評估尚不至於對當地生態造成衝擊。 

生態保育原則：初步評估，本工程辦理後對當地生態環境具有補償及互

益作用。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

海岸保護區…等。) 

關 注 物 種

及 重 要 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

俗動植物等？ 

  ▄是：水鳥有冬季小水鴨、水雉，部份水生植物被演替，台灣萍蓬 

         草、水蠟燭、水丁香等。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

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鹿野濱水灘地群（鹿野堤尾灘地、新良灘地、瑞源灘地等三 

         處生態滯洪灘地）、大坡池濕地等。 

  □否： 

生 態 環 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工區內生態已受到既有公共設施及遊憩活動部分干擾。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已確認工區周邊環境無特殊生態議題。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

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1) 可栽種經濟植物，委託民間收成。 

(2) 以公有土地做為基地，原有農民可詢問收成經濟作物之意願。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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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

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

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1) 基本上生態環境維護不錯，還可看到冬季小水鴨，部份水生植物被

演替，水蠟燭、水丁香等 

(2) 台灣䓑蓬草長得超乎預期，不知是否誤植為中華䓑蓬草？ 

(3) 水質淨化效果不錯，抵生態區時，可見多樣性水生植物、蜻蜓、鳥

類。 

(4) 避免栽種景觀改良品種，抗蟲害品種會減少生態物種復育。 

(5) 部份水域明顯水質不同，可調查湧泉資源，予以復育或保育。 

(6) 密植區需要經常清淤，清理強勢者，以強化淨化污水功能。 

  □否 

四、 

民眾參與 

地 方 說 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

間團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

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已於 107 年 06月 04日召開說明會，當地民眾普遍對本工  

        程計畫採正面支持之意見。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 畫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已於 108年 01月 24日召開說明會，工作執行後持續辦理             

        資訊公開。 

  □否 

調

查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及 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

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

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 計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

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

宣導。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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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工 計 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

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 態 保 育

品 質 管 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

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 工 說 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

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 工 後 生

態 資 料 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

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 工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 態 檢 核

資 料 建 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

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 估 資 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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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自主查核表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臺東縣政府「鹿野生態水環境廊道營造計畫」      ver.3 
                              自主查核表             日期：108 / 01 / 11 

整體計畫案名 鹿野生態水環境廊道營造計畫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說明 

1.整體計畫 正確   □應修正 整體計畫案名應確認一致及其內容應符合「全國水環境
改善計畫」目標、原則、適用範圍及無用地問題。 

2.整體工作計畫書格式 正確   □應修正    
本工作計畫書一律以「Ａ４直式橫書」裝訂製作，封面
應書寫整體計畫名稱、申請執行機關、年度月份，內頁
標明章節目錄、章節名稱、頁碼，附錄並須檢附工作明
細表、自主查核表、計畫評分表等及內文相關附件。 

3.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正確   □應修正    確認整體計畫範圍、實施地點，並以 1/25000 經建版地圖
及 1/5000 航空照片圖標示基地範圍與周邊地區現況。 

4.現況環境概述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整體計畫基地現況及鄰近區域景觀、重要景點及人
文社經環境情形、地方未來發展規劃內容及生態、水質
環境現況。 

5.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完整   □應修正 
確認府內審查會議之建議事項、用地取得情形、生態檢
核辦理情形及相應之環境友善策略、召開工作說明會或
公聽會等公民參與情形、資訊公開方式等項目及府內推
動重視度(如督導考核辦理情形)等項目 

6.提報案件內容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本次申請整體計畫之內容、動機、目的、擬達成願
景目標、本次提案之各分項案件內容、已核定案件執行
情形、與核定計畫關聯性、延續性…等內容 

7.計畫經費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提案計畫之經費來源、需求，並述明各中央主管機
關補助及地方政府分擔款金額，及分項案件經費分析說
明。 

8.計畫期程 完整   □應修正    
確認用地取得情形及各分項案件之規劃、設計、發包、
完工期程等重要時間點，以一甘特圖型式表示預定執行
進度。 

9.計畫可行性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提案分項案件相關可行性評估，例如：工程可行性、
財務可行性、土地使用可行性、環境影響可行性等，請
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10.預期成果及效益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提案分項案件預期成果及效益，例如：生態、景觀、
水質改善程度、環境改善面積(公頃)、觀光人口數、產業
發展…等相關質化、量化敘述 

11.營運管理計畫 完整   □應修正    確認內容包括具體維護管理計畫、明確資源投入情形、
營運管理組織、或已推動地方認養。 

12.得獎經歷 完整   □應修正    確認核定案件參加國際競賽或國內中央單位舉行之相關
競賽項目、內容、成績。 

13.附錄 完整   □應修正 檢附上開各項目相關佐證資料 

檢核人員：    

機關局(處)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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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計畫評分表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計畫評分表          ver.3 
整體計畫名稱 鹿野生態水環境廊道營造計畫 提報縣市 臺東縣 

分項案件 名稱 鹿野生態水環境廊道營造計畫 
經費(千元) 45,000 

所需經費 計畫總經費：總經費 45,000 千元(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補助：40,500 千元，地方
政府自籌分擔款：4,500 千元) 

項
次 

評比 
項目 評比因子 佔

分 

整體計
畫工作
計畫書
索引 

評分 

地方政
府自評 

河川局
評分會
議評分 

一 

計畫
內容
評分 
(77分) 

整
體
計
畫
相
關
性 

(一) 
計畫總體規
劃完善性 

(7 分) 

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現況環境概
述、前置作業辦理進度、分項案件、
計畫經費、計畫期程、可行性、預期
成果、維護管理計畫、及辦理計畫生
態檢核、公民參與、資訊公開情形及
相關檢附文件完整性等，佔分 7 分。 

7 詳整體計

畫書 
7  

(二) 
計畫延續性 

(8 分) 

提案分項案件與已核定整體計畫之關
聯性高者，評予 8 分，關聯性低者自
3 分酌降。 

8 詳第四、 
(四)節 

8  

環
境
生
態
景
觀
關
聯
性 

(三) 
具生態復育
及生態棲地
營造功能性 

(8 分) 

(1) 整體計畫生態檢核工作完善者，佔
分 4 分。 

(2) 全部提案分項案件內容已融入生
態復育及棲地營造者，佔分 4 分。 

8 

詳第三、 
(一)節及

四、(二)
節 

8  

(四) 
水質良好或
計畫改善                                            
部分 (7 分) 

計畫區域屬水質良好(依環保署相關
評定標準認定)、或已納入計畫改善
者、或已具有相關水質改善設施者，
評予 7 分。其他狀況自 3 分酌降。 

7 

詳第二、

(三)節及

第四、

(二)節 

7  

(五) 
採用對環境
友善之工法
或措施(8 分) 

包括低衝擊開發、生態工法、透水性
材質、減少人工舖面使用等對環境生
態友善工法或措施，佔分 8 分。 

8 詳第四、 
(二)節 

8  

(六) 
水環境改善
效益(8 分) 

具水質改善效益、漁業環境活化、休
閒遊憩空間營造、生態維護、環境教
育規劃、整體水環境改善效益顯著，
佔分 8 分。 

8 
詳第四、 
(二)節及

第八章 
8  

地
方
認
同
性 

(七) 
公民參與及
民眾認同度 

(8 分) 

已召開工作說明會、公聽會或工作坊
等，計畫內容獲多數 NGO 團體、民
眾認同支持，佔分 8 分。 

8 詳第三、 
(二)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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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續) 

重
視
度
及
執
行
成
效
性 

(八) 
地方政府發
展重點區域 

(5 分) 

未來該區域地方政府已列為如人
文、產業、觀光遊憩、環境教育等相
關重點發展規劃，佔分 5 分。 

5 詳第二、

(一)節 
5  

(九) 
計畫執行進
度績效 

(8 分) 

(1) 第一批次核定分項案件於 107 年
底全數完工者，評予 3 分。 

(2) 第二批次核定分項案件於 107 年
底全數發包者，評予 5 分。 

其餘部分完成者視情況酌予評分。 

8 

詳第四、 
(三)節及

相關彙整

資料 

  

重
要
政
策
推
動
性 

(十) 
計畫納入「逕
流分攤、出流管
制」實質內容

(10 分) 

提案計畫納入「逕流分攤、出流管制」
精神及具體措施者，佔分 10 分。 10 詳第四、 

(七)節 
10  

二 

計畫
內容
加分 
(23分) 

(十一) 
營運管理計畫完
整性(5 分) 

已有營運管理組織及具體維護管理
計畫、明確資源投入者，最高加分 5
分。 

5 詳第九章 5  

三 
(十二) 
規劃設計執行度 

(3 分) 

提案分項案件已完成規劃及設計
者，最高加分 3 分。 3 詳第四、 

(五)節 
3  

四 
(十三) 
地方政府推動重
視度(7 分) 

已訂定督導考核機制，並由秘書長以
上層級長官實際辦理相關督導(檢附
佐證資料)者，予以加分 7 分。 

7 詳第三、 
(三)節 

7 
 

五 
(十四) 
環境生態友善度 

(5 分) 

計畫具下列任一項：(1)經詳實生態檢
核作業，確認非屬生態敏感區、(2)
設計內容已納入相關透水鋪面設
計、(3)已採取完善水質管制計畫、監
測計畫，最高加分 5 分。 

5 

詳第二、

(三)節；第

三、(一)
節；第四、

(二)節  

5 

 

六 
(十五) 
得獎經歷 

(3 分) 

核定案件參加國際競賽或國內中央
官方單位舉行相關競賽，獲獎項者，
最高加分 3 分。 

3 詳第十章 3 
 

 合計  92  

 

 

【提報作業階段】臺東 縣（市）政府   機關局(處)首長：            (核章) 

【評分作業階段】水利署第  八 河川局    評分委員：               (簽名) 

備註 1：以上各評分要項，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納入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供參 
備註 2：上表各項分數合計 100分，惟其中第一項(九)僅由河川局評分會議辦理評分，故地方政府

自評分數欄位總分為 92分。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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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工作明細表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年度

小計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年度

小計

基礎設施整建工程
1.水工模型試驗

2.交通系統整建
農委會漁業署 3,150 350 3,500 11,340 1,260 12,600 17,010 1,890 18,900 28,350 3,150 31,500 31,500 3,500 35,000

舞浪遊憩區建置工

程

1.衝浪遊憩空間建置

2.金樽漁港服務區建置

3.魚貨漁產地產銷售區建置

交通部觀光局 3,780 420 4,200 20,412 2,268 22,680 13,608 1,512 15,120 34,020 3,780 37,800 37,800 4,200 42,000

自然生態保育工程 1.濱海植栽景觀改善工程 農委會漁業署 720 80 800 3,888 432 4,320 2,592 288 2,880 6,480 720 7,200 7,200 800 8,000

2 臺東縣 臺東市

卑南大圳

環境營造

計畫

景觀基礎設施工程

1.水圳周邊緩衝綠帶

2.指標與解說系統

3.植栽景觀區

4.社區型滯洪功能（貯水系統及透水

工程）

5.景觀休憩及體健設施

農委會

經濟部水利署
A

108/4

~

109/12

1,800 200 2,000 9,720 1,080 10,800 6,480 720 7,200 16,200 1,800 18,000 18,000 2,000 20,000

南迴驛周邊景觀工

程

1.廣場鋪面及綠化工程

2.停車場工程

3.排水工程

4.鑿井及澆灌系統設備工程

5.停車場指標工程

6.景觀連結廊道工程

交通部觀光局 0 0 0 31,395 3,488 34,883 20,930 2,326 23,255 52,325 5,814 58,139 52,325 5,814 58,139

大武漁港景觀改善

工程

1.漁港水岸景觀工程

2.既有漁港設施改善工程
農委會漁業署 0 0 0 13,912 1,546 15,457 9,274 1,030 10,305 23,186 2,576 25,762 23,186 2,576 25,762

客庄路生活街道系

統工程

1.步道鋪面改善

2.指標、街道傢俱整建

3.水岸景觀及生態工程

交通部觀光局 0 0 0 5,669 630 6,299 3,779 420 4,199 9,448 1,050 10,498 9,448 1,050 10,498

豐里橋-新豐里橋

環境改善工程

1.景觀基礎設施工程

2.照明及指標系統工程
經濟部水利署 1,800 200 2,000 6,480 720 7,200 9,720 1,080 10,800 16,200 1,800 18,000 18,000 2,000 20,000

康樂橋-豐里橋環

境改善工程

1.河岸節點空間景觀營造工程

2.照明及指標系統工程

3.韌性校園景觀工程（東海國小）

經濟部水利署 2,250 250 2,500 8,100 900 9,000 12,150 1,350 13,500 20,250 2,250 22,500 22,500 2,500 25,000

鐵道橋-康樂橋環

境改善工程

1.河岸生態景觀改善工程

2.韌性校園景觀工程（新生國中）
經濟部水利署 2,700 300 3,000 9,720 1,080 10,800 14,580 1,620 16,200 24,300 2,700 27,000 27,000 3,000 30,000

對應

部會

108/4

~

109/12

A

臺東縣

1 臺東縣

金樽漁港

環境營造

計畫

鄉鎮

市區

預計辦

理期程

(年/月~

年/月)

用地取得情形：  

(已取得以代號表

示，如待取得請逕

填年/月)

A：已取得

B：待取得，預計

完成時間：年/月

總工程費(單位：千元)

主要工作項目

規劃設計費(A)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A

分項

案件名稱

太平溪水

岸景觀環

境改善計

畫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臺東縣政府水環境改善計畫工作明細表 日期：108/3/29

109年度

總計(A)+(B)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合計

地方

自籌
小計

整體計

畫名稱

優先

順序
縣市別

108年度

小計

工程費(B)

中央

補助

東河鄉

4 臺東縣 臺東市

3

108/4

~

109/12

A

108/4

~

109/12

大武漁港

環境營造

計畫

大武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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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尾生態廊道工程

1.生態水池景觀營造工程

2.生態觀察步道、賞鳥平台工程

3.誘鳥植物復育工程

4.指標與解說系統工程

經濟部水利署 1,350 150 1,500 4,860 540 5,400 7,290 810 8,100 12,150 1,350 13,500 13,500 1,500 15,000

新良生態廊道工程

1.	指標與解說系統工程

2.	休憩平台、賞鳥平台興建工程

3.	生態水池景觀營造工程

4.	誘鳥植物復育工程

5.	堤岸修復工程

經濟部水利署 1,350 150 1,500 4,860 540 5,400 7,290 810 8,100 12,150 1,350 13,500 13,500 1,500 15,000

瑞源生態廊道工程

1.	生態水池景觀營造工程

2.	指標與解說系統工程

3.	簡易休憩設施工程

經濟部水利署 900 100 1,000 3,240 360 3,600 4,860 540 5,400 8,100 900 9,000 9,000 1,000 10,000

豐源水環境廊道工

程

1.景觀設施工程

2.生態植栽工程
經濟部水利署 450 50 500 1,620 180 1,800 2,430 270 2,700 4,050 450 4,500 4,500 500 5,000

景觀基礎設施整建

工程

1.景觀環境改善工程

2.休憩及遊憩設施修繕工程
交通部觀光局 1,800 200 2,000 6,480 720 7,200 9,720 1,080 10,800 16,200 1,800 18,000 18,000 2,000 20,000

親水廊道建置工程

1.淨水系統整建

2.親水環境設施改善

3.生態棲地復育建置

交通部觀光局 1,080 120 1,200 3,888 432 4,320 5,832 648 6,480 9,720 1,080 10,800 10,800 1,200 12,000

景觀基礎設施工程
1.濕地廊道系統整建

2.沉砂池整理工程(東西兩側)
經濟部水利署 180 20 200 648 72 720 972 108 1,080 1,620 180 1,800 1,800 200 2,000

水質改善工程

1.排水口改善工程(東側排水、水閘

門、出水口)

2.排水系統改善工程(整地、地下排水

道改善)

環境保護署 1,350 150 1,500 4,860 540 5,400 7,290 810 8,100 12,150 1,350 13,500 13,500 1,500 15,000

8 臺東縣 臺東市

富岡漁港

環境營造

計畫

景觀基礎設施整建

工程

1.漁業資材場改善工程

2.舊船塢周邊環境美化

3.堤防牆面美化

4.步道、指標系統及街道景觀改善工

程

農委會漁業署 A

108/4

~

109/12

4,500 500 5,000 16,200 1,800 18,000 24,300 2,700 27,000 40,500 4,500 45,000 45,000 5,000 50,000

景觀基礎設施工程

1.步道系統

2.指標導引系統

3.照明系統

4.濱海植栽景觀工程及休憩設施

5.校園圍牆拆除與綠化

經濟部水利署

交通部觀光局
900 100 1,000 3,240 360 3,600 4,860 540 5,400 8,100 900 9,000 9,000 1,000 10,000

生態式水質淨化工

程

1.生態淨化排水系統

2.沉澱池、淨水池
環境保護署 900 100 1,000 3,240 360 3,600 4,860 540 5,400 8,100 900 9,000 9,000 1,000 10,000

景觀基礎設施工程

1.步道系統

2.指標導引系統

3.照明系統

4.濱海植栽景觀工程及休憩設施

經濟部水利署

交通部觀光局
630 70 700 2,268 252 2,520 3,402 378 3,780 5,670 630 6,300 6,300 700 7,000

簡易水質淨化工程
1.簡易汙水處理設施建置

2.排水系統工程
環境保護署 1,800 200 2,000 6,480 720 7,200 9,720 1,080 10,800 16,200 1,800 18,000 18,000 2,000 20,000

景觀基礎設施整建

工程

1.公共設施改善工程（公共廁所、休

憩涼亭、解說及指標系統、步道系統

等）

2.景觀植栽改善工程

交通部觀光局 360 40 400 1,296 144 1,440 1,944 216 2,160 3,240 360 3,600 3,600 400 4,000

水質改善工程
1.水質改善工程（生態淨水、排水系

統及設施改善工程）
環境保護署 855 95 950 3,078 342 3,420 4,617 513 5,130 7,695 855 8,550 8,550 950 9,500

34,605 3,845 38,450 186,893 20,766 207,659 209,511 23,279 232,790 396,404 44,045 440,449 431,009 47,890 478,899

承辦人：

A

108/4

~

109/12

11 臺東縣 大武鄉

大武金龍

湖水岸環

境營造計

畫

A

A

108/4

~

109/12

108/4

~

109/12

108/4

~

109/12

A

108/4

~

109/12

A

108/4

~

109/12

A

10

臺東縣

臺東縣

長濱生態

水質淨化

廊道營造

計畫

成功生態

水質淨化

廊道營造

計畫

成功鎮

長濱鄉

鹿野鄉臺東縣5

9

7 臺東縣 池上鄉

池上大坡

池水環境

景觀改善

計畫

關山親水

公園景觀

環境營造

計畫

關山鎮臺東縣

鹿野生態

水環境廊

道營造計

畫

478,899207,659 232,790總計

6

局(處)長：

440,44938,450

科(課)長：

合計

審查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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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地籍清冊 
濕地別 鄉鎮市 段名 地號 登記面積 M

2
 使用分區 用地編定 所有權 管理者 

堤尾 鹿野鄉 和平段 130 1732.3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水源段 147 4149.97 一般農業區 水利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臺東縣鹿野鄉公所 

瑞源 鹿野鄉 水源段 280 527.43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水源段 394 9886.02 一般農業區 水利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 

瑞源 鹿野鄉 水源段 584 2223.06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水源段 604 2601.05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原住民族委員會 

瑞源 鹿野鄉 水源段 614 6709.97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水源段 624 1669.6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原住民族委員會 

瑞源 鹿野鄉 水源段 644 2433.62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原住民族委員會 

瑞源 鹿野鄉 水源段 654 2385.78 一般農業區 水利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臺東縣鹿野鄉公所 

瑞源 鹿野鄉 水源段 664 5711.03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原住民族委員會 

瑞源 鹿野鄉 水源段 674 7686.97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原住民族委員會 

瑞源 鹿野鄉 水源段 684 5502.02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原住民族委員會 

瑞源 鹿野鄉 水源段 694 7938.93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水源段 704 750.65 一般農業區 交通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臺東縣鹿野鄉公所 

瑞源 鹿野鄉 水源段 714 2054.4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水源段 724 2555.84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原住民族委員會 

瑞源 鹿野鄉 水源段 744 21487.85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水源段 754 17522.56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水源段 764 45195.11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水源段 764-1 10644.82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水源段 920 2589.96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水源段 921 2289.93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原住民族委員會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26-1 3331.25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61-1 7744.92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99 3500.68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695 15100.08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696 1039.16 特定農業區 交通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臺東縣鹿野鄉公所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697 43123.54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698 4916.97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699 5978.99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700 5085.7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701 3448.21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702 39805.08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706 1109.38 河川區 水利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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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707 5461.02 特定農業區 水利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708-1 1332.25 特定農業區 水利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708-2 22.25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709 5514.93 特定農業區 水利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709-1 395.54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710 4389.25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710-1 1247.23 特定農業區 水利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711 2437.12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712 3213.62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713 3281.13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714 6215.53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715 9548.56 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716 18000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瑞源 鹿野鄉 新源段 716-2 4869.11 一般農業區 農牧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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