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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五峰鄉桃山村空間發展構想 

第一節 發展定位及目標：人與自然共生之處「生態村」 

一、桃山村係屬空間連續尺度上森林資源與人為開發交界處 

依據 2007 年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桃山村內森林利用土地面積達 93.5%，其次
為農業利用土地為 2.5%；顯示桃山村部落在發展上勢必與山林緊密相關，包括生活、
產業、運輸、甚至是防災等。由 109 年林務局完成的第四次森林調查報告中，顯示
新竹縣森林覆蓋面積為全國第五高，而五峰鄉及桃山村的座落位置係屬人為開發密
集區銜接至自然林的交界處。 

同時桃山村周邊亦有發現多種動物鳥類蹤跡，依據林務局調查資料顯示，桃山
村周邊國有林區有艾氏樹蛙、黃山雀、白面鼯鼠出現蹤跡。另外在農委會特生中心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資料，桃山村物種豐富，詳如表七-1。另外，近兩三年在白蘭
部落內的一處私人露營地發現大紫蛺蝶 (Sasakia charonda formosana)蹤跡。大紫
蛺蝶為臺灣特有亞種，為「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在
109 年進行「大紫蛺蝶保育策略及行動計畫研擬案」，顯示此類物種的保育行動的
重要性。而桃山村居民除了目前開始發現並展開大紫蛺蝶調查外，亦有居民表示希
望開始護漁、螢火蟲棲地等，展現桃山村作為自然人為交界處的重要角色。 

圖七-1 桃山村森林資源條件圖 
資料來源：林務局＿第四次森林資源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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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七-1 桃山村生物多樣性網絡一覽表 

樣區 所在部落位址 物種 

中 低 海 拔 500-

700、溪流 
清泉風景特定區 

55 種鳥類：灰喉山椒、繡眼畫眉、臺灣紫嘯鶇 

1 種爬蟲：印度蜓蜥；3 種蝶類：散紋盛蛺蝶 

44 種蛾類：圓翅大鉤蛾、胡麻斑星尺蛾 

2 種蕨類：長葉鳳尾蕨；1 種裸子植物：柳杉 

28 種被子植物：樟葉槭、朴樹、臺灣寶鐸花 

中 低 海 拔 500-

700、保護區、人工

林、溪流 

清泉風景特定區 

48 種鳥類：灰喉山椒、繡眼畫眉、臺灣紫嘯鶇 

3 種爬蟲：青蛇、斯文豪氏攀蜥、印度蜓蜥 

12 種兩棲：盤古蟾蜍、莫氏赤蛙、貢德氏赤蛙 

23 種蝶類：散紋盛蛺蝶、琉璃蛺蝶、臺灣琉璃翠鳳蝶 

38 種蛾類：圓翅大鉤蛾、胡麻斑星尺蛾 

1 種蕨類：臺灣山蘇花；26 種被子植物：臺灣馬藍、黃肉樹、青楓 

中 低 海 拔 550-

900、經改造天然

林、人工林、溪流、

特定水土保持區 

土場部落 

1 種哺乳類：臺灣鼴鼠；46 種鳥類：熊鷹、遊隼、大冠鷲、台灣畫眉 

7 種爬蟲類：雨傘節、龜殼花、泰雅鈍頭蛇 

6 種兩棲：盤古蟾蜍、拉都希氏赤蛙、面天樹蛙 

7 種蛾類：圓翅大鉤蛾、褐斑白蠶蛾 

10 種蕨類：小葉複葉耳蕨、腎蕨 

1 種裸子植物：巒大杉 

96 種被子植物：臺灣山豆根、烏心石、臺灣赤楠 

中 海 拔 1300-

1500、白蘭溪上游、

原生林 

白蘭部落 

4 種哺乳類：蝙蝠。台灣大蹄鼻蝠、 

27 種鳥類：棕面鶯、紅嘴黑鵯、斯式繡眼 

1 種兩棲：梭德氏赤蛙；11 種蛾類：魔目裳蛾 

1 種被子植物：台灣黃堇 

中 海 拔 1300-

1500、生產性人工

林 

白蘭部落 

30 種鳥類：大冠鷲、冠羽畫眉、藍腹鷴、領角鴞 

3 種兩棲：盤古蟾蜍、拉都希氏赤蛙、莫氏樹蛙 

30 種蛾類：魔目裳蛾、大黃豹天蠶蛾、大胡麻斑星尺蛾 

3 種蕨類：捲葉蕨；1 種裸子植物：柳杉 

10 種被子植物：華八角楓、爵床、倒地蜈蚣 

中 海 拔 1000-

1500、改造天然林、

人工林、溪流 

石鹿部落群 

14 種鳥類：紅頭山雀、繡眼畫眉、灰喉山椒 

1 種爬蟲：龜殼花；28 種蕨類：臺灣車前蕨、薄葉大陰地蕨 

130 種被子植物：三葉五加、櫸、樟葉槭 

中 海 拔 1000-

1400、經改造天然

林、人工林、溪流 

雲山部落 

2 種哺乳類：白面鼯鼠、臺灣刺鼠 

58 種鳥類：臺灣紫嘯鶇、灰喉山椒、繡眼畫眉 

1 種爬蟲類：赤尾青竹絲 

5 種兩棲：盤古蟾蜍、斯文豪氏赤蛙、莫氏樹蛙 

52 種蛾類：圓翅大鉤蛾、褐斑白蠶蛾 

1 種裸子植物：柳杉；27 種被子植物：溪頭秋海棠、尖葉槭、烏心石 

資料來源：農委會特生中心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網頁，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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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鍵在於突破分區疆界的共管精神 

原住民族生活在山林之中，是在生活中自然地使用自然資源的民族，林益仁老
師即以加拿大學者 Fikret Berkes「神聖生態學」（Sacred Ecology）一書中提到的
觀念作為基礎：「四個原住民族的生態知識（命名系統、技能經營、社會分工、價
值觀念），而這四個面向在原住民的傳統文化中豐富且活躍地共構存在，形成一個
整全的維生知識系統。」1 

具備一套整全的維生知識系統亦與近二十年推動的生態永續規劃論述雷同，講
求人與自然和諧且重視資源循環共生的相處模式。人與自然共生之處具有空間資源
上的特質，亦展現於在空間上人們土地使用與生活模式上，因此人與自然共生的空
間環境，更需要的是找出可以突破分區疆界的使用模式，以保有原住民在山林生活
的在地知識體系。 

桃山村九成土地使用為森林，而其中原生林面積佔 54％，生產性人工林面積佔
29％；當中私有林為原住民保留地內的林業用地，原保地外則為國有林班地與保安
林，而其中國有林班地中因租地造林政策，亦有生產性人工林分佈，較為密集的原
生林則位於桃山村西南側的保安林中。部落對於森林守護與利用，期望夠過共管政
策，能夠將部分山林結合生態旅遊進行共管；另外亦希望在生物多樣性前提下，針
對造林政策宜有適當的改變，避免單一樹種的種植造成生物物種棲地退化。 

 

 

 

 

 

 

 

 
 

圖 七-2 桃山村林地功能現況圖（左）、桃山村國有林與原保地林業用地分佈圖（右） 

 

                                                
1 資料來源：林益仁，2015，泰雅族的生態觀 https://ihc.cip.gov.tw/EJournal/EJournalCat/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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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空間發展願景 

一、發展願景 

在整體空間資源特性與泰雅族百年來在此生活的在地知識與慣習，在面向未來
生活、生產、生態與文化之間，期待建立桃山村發展願景兼具四個面向，分別為：
安全且合法的居住空間、生態旅遊與在地農業的發展、具有共管精神得以建制有序
互信的生活模式、森林守護與生態保育。 

在新竹國土計畫中針對五峰鄉提出的定位為「生態保育發展腹地」，且清泉風
景特定區屬於新竹縣國土計畫「觀光發展策略地區」之一。因此，以生態環境保育
為基礎的三級產業發展，為五峰鄉重要的方向。 

而在生態旅遊上，具有泰雅文化知識其山林相處的旅遊模式，是目前部落期望
推動的方向，是部落目前核心產業。部落族人期許在生態旅遊經營上，增加文化的
深度與擴延效應，包括： 

1.形成集合合作的型態，提供共為優質的導覽服務，且增加族人工作機會。 

2.結合部落農業經營特色，發展六級產業體驗。 

3.具有生態保育的山林共管機制，包括山林步道旅遊經營維護管理、部落生態
造林政策推動、護溪護漁等山林守護。 

 

 

 

 

 

 
圖 七-3 桃山村發展願景 

二、空間發展構想 

由於泰雅族多為散居，而居住與生產、生態等空間環境又密不可分，因此在空
間發展構想上，以建立兼顧生活、生產、生態的概念下，並考量各部落指認期望近
年共管山林的區塊，將空間分為三大區，以下表進行說明：如表 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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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七-2 空間發展構想說明表 

類別 空間發展內容 涵蓋部落 劃設原因 涵蓋的國土功能分區 後續推動工作建議 空間發展構想土地使用相關參考依據 

生活、 

生產、 

生態 

清泉生態 

旅遊區 
清泉部落 

清泉部落目前為桃山發展協會

推動生態旅遊的關鍵角色，協

會在多年進行生態旅遊輔導計

畫下，對於生態旅遊推動累積

多年經驗，且開始嘗試進行生

物多樣性環境整體營造，亦期

望推動植林政策改善。 

城一（都市計畫區）、

農四、農三、國二 

 初步指認生態旅遊路線

（包含旅遊服務站、路

徑、運具、目的地等），

以歸納實際土地利用需

求，檢討是否與現行容

許使用項目產生衝突 

 承上點，關於部落範圍

內的旅遊設施需求，建

議新竹縣政府後續辦理

聚落劃設案時，納入劃

設考量 

 部落訪談與機關協商，

探討部落組織與政府部

分合作形成共同管理機

制的可行性，作為後續

與部落協力的基礎 

《全國國土計畫》中針對原住民族發展課題說

明如下：「從事農林漁牧業之原住民有 60%以

上需要打零工以支應家計。原住民族地區之林

下經濟產業是原住民族重要傳統產業，惟受限

於現行相關法令規範，未能因應原住民族資源

利用方式，對原住民生計產生影響。」 

《全國國土計畫》針對原住民族土地使用指導

原則「位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第二類範圍

內之原住民族土地，非屬歷史災害範圍，經原

住民族主管機關認定符合原住民族傳統慣習之

農業、建築、傳統祭儀及祖靈聖地，德經部落

同意後，於適當使用地別申請使用。」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劃定作業要點》第三條：

「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1)無法以人力再造之

特殊景緻、(２)應嚴格保護之自然動植物生態

環境、(3)重要史前遺跡所呈現之特殊自然人文

景觀」 

白蘭部落 

生態旅遊區 
白蘭部落 

白蘭部落為部落集體意識較強

的部落，部落會議組織完整且

運作成功。目前部落露營產業

蓬勃發展，部落族人持續思考

旅遊永續發展，亦期望推動山

林生態旅遊，為整體部落產業

體質建構的關鍵時刻點。 

國一、國二 

農三、農四 

霞喀羅流域群

自然人文生態

景觀區 

石鹿部落群、

雲山部落、 

土場出河部落 

以護溪、護林、護魚為主軸，部

落期望進行霞喀羅流域山林河

流的保護，同時守護土地資源。 

國一（包括部分國土

保安用地）、國二、農

三、農四 

農業 
雲山農業六級

化加值區 
雲山部落 

為桃山村內農業較為集中的區

域，農產以茶葉與高麗菜為主，

其中茶葉在近年表現亮點，有

機會朝向六級化發展。 

農四 

 部落訪談與機關協商，

探討雲山部落劃設休閒

農業區，或輔導推廣申

請休閒農場的可行性，

促進農業六級化發展 

《全國國土計畫》農林漁牧業部門發展策略提

出「為擴大農業加值效益，發展休閒農業為重

要之六級產業，推動結合農業體驗、產業文化

及綠色景觀，打造優質農業旅遊環境，並輔導

傳統農場轉型加值發展，引導休閒農場優先至

休閒農業區申請設置，推動休閒農場聚落化。」 



 

七-6 

原住民地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 

期中報告書 
 

表 七-3 空間發展構想說明表（續前表） 

類別 空間發展內容 涵蓋部落 劃設原因 涵蓋的國土功能分區 後續推動工作建議 空間發展構想土地使用相關參考依據 

居住 

歷史災害區位 

土場部落 

出河部落 

民都有部落 

清泉部落 

河流兩側居住區域亦受到土石

流災害或大規模崩塌等威脅，

造成部落居住安全疑慮。 

城一、 

農三、農四 

 機關協商，探討目前部

落所指認之未來居住成

長區的可行性，以及劃

設方案 

 針對山坡地的環境敏感

條件，研討是否研擬未

來居住成長區內特殊的

建築管理規則或土地使

用管理規則 

《全國國土計畫》針對氣候變遷調適議題：「部

分城鄉居住空間受到氣候變遷的衝擊，可能不

再適合居住，這些遷居戶的安置議題應事先思

考及妥予因應。」 

未來居住成長

區位 

白蘭部落 

石鹿部落群 

以大面積公有地，或部落舊社

且無歷史災害地點為主。 
農三、農四 

公共 

設施 
公共設施區位 各部落 

依據各部落生活圈需求與議題

進行劃設。 

國一、 

農四、農三 

 與新竹縣政府協商，關

於部落範圍內指認的公

共設施需求，建議於後

續辦理聚落劃設案時，

納入劃設考量 

《全國國土計畫》針對氣候變遷調適議題：「原

住民族聚落周邊指認高風險地區，因地制宜發

展微型基盤公共服務設施，並加強環境監測。」 

《全國國土計畫》針對原住民族土地使用指導

原則：「調查原住民族部落內之聚落公共設施，

並依功能、種類與服務範圍檢討其配置並積極

補強或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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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七-4 空間發展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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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5 空間發展構想圖與國土功能分區圖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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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桃山村發展課題與對策 

第一節 居住面向課題 

原住民地區居住面向課題，部落首要關注合法性問題，包括既有建築合法化、
建築土地合法化等課題將透過下列政策進行處理： 

 原住民族地區之既有建物農業發展區第四類劃設，將由營建署補助各縣市
政府辦理之「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案進行。 

 且依據營建署民國 111 年 4 月 27 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地 25
次研商會議」提出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原民聚落）劃設方案及得納
入農 4 之公共設施、傳統慣俗設施及農業居住生活相關附屬設施原則；其
中針對「聚落」提出微型聚落概念，針對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採方案一者
提出劃設原則之修正方式。因此，有關原住民族地區之農四劃設議題，將
由該團隊處理。 

 原民會與營建署目前正在研討「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其中
針對原住民族部落居住使用、原住民族傳統慣俗使用等進行合法化相關機
制建立。 

延續上述政策，原住民地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將主要處理部落未來需求；因
此針對居住議題，將著重處理部落未來居住需求，主要包括以下項目： 

 兼顧傳統知識、未來發展、使用模式的機制。 

 散居型態對於未來居住需求的機制。 

 以部落或村為範疇，未來居住需求的機制。 

一、基本調查：人口及住宅用地供需分析 

(一) 計畫人口達成率(47.64%) 

依據五峰鄉戶政事務所資料，桃山村 110 年人口數為 1,727 人，近十年人口年
平均成長率為-0.37%。桃山村各一處都市計畫與鄉村區、以及丙建用地，土地面積
總共 11.47 公頃，以人口點位資料得知當中居住人口數為 1,039 人，計畫人口達成
率為 4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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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八-1 計畫及現況人口分析表 

範圍 面積(公頃) 
計畫人口

(人) 

109 年 

人口(人) 

人口成長率 

（近十年平均） 

現況人口佔計畫人

口比率（％） 

都市計畫全區 5.21 1,000 人＊ 730 -1.12‰ 73.00% 

(都市計畫區住宅區) 3.13  451 -0.83‰  

非都市計畫區乙建 0.63 216 82 -3.22‰ 37.96% 

非都市計畫區丙建 5.63 965 227 1.64‰ 23.52% 

合計 11.47 2,181 1,039  47.64% 

＊依據新竹縣政府「變更清泉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書」 

(二) 住宅利用情形 

1.每宅平均人口數高、住宅屋齡高、住宅坪數偏小 

依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統計資料，桃山村內的每宅平均人口數為 4.25 人，
為全鄉 高，低度使用用電住宅，依據比例計算約有一成為低度使用。而五峰鄉建
物平均屋齡較高，為 41 年，顯示鄉村地區建物有更新需求。每宅平均面積為 27.84
坪，低於全國平均每戶居住坪數為 44.9 坪、新竹縣 46.86 坪。 

 

表 八-2 五峰鄉各村稅籍住宅數量與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數量表 

村里 
稅籍住宅 低度使用(用電)住宅 

數量（宅） 每宅平均人口數 一戶一宅比例 宅數 比例（％） 
桃山村 401 4.25 人 61.14% 44 10.97% 
大隘村 410 3.87 人 66.17% 39 9.51% 
花園村 225 3.76 人 69.20% 28 12.44% 
竹林村 123 3.55 人 68.80% 10 8.13%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108 年度資料 

 

表 八-3 五峰鄉住宅屋齡與平均面積表 

 建物存量總數

（宅） 
非住宅宅數

（宅） 
房屋稅籍住宅類

數量（宅） 
房屋稅籍住宅類

平均屋齡（年） 
房屋稅籍住宅類

平均面積（坪） 
五峰鄉 1,037 173 864 41 27.84 
新竹縣 239,208 19,747 219,461 26.59 46.86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110 年度第四季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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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宅用地開闢率檢討（現況丙建用地開闢率低，需更適當的住宅用地劃設） 

為了理解桃山村目前住宅用地開闢狀況，分為計畫可供使用、非計畫引導另行
開發，進行分析如表八-4。 

(1) 都市計畫及非都市計畫地區中可供使用之住宅用地共計約 9.39 公頃，開

闢率較高者為都市計畫區內住宅區，主因為當初都市計畫劃設時多數已

是既存住宅。桃山村內鄉村區開闢率高，約達八成；丙建用地開闢率低，

約三成。整體可容納人口數為 1,940 人，高於現況人口。 
(2) 非都市計畫地區中另行開發為住宅使用共計有 3.05 公頃，其中 2.3 公頃

位於農牧用地上。 
(3) 比較可供使用及另行開發土地之狀態，另行開發土地之開闢面積接近可

供住宅用地開闢面積；而其中丙建用地開闢率僅三成。對照上述表吧八

-1 顯示可供使用住宅的現況人口總數為 1,039 人，顯示桃山村約有

600~700 人住在另行開發區域。顯示桃山村都市計畫區與鄉村區以外的

區域，需合理的居住用地劃設，以滿足部落居住需求。 
 

表 八-4 桃山村住宅使用土地及開闢狀況分析表 

*參考新竹縣國土計畫，以每人享有居住樓地板面積 70 平方公尺估算 

** 依據農委會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結果統計表，新竹縣在山坡地範圍內沒有農舍使用 

 

範圍 
可供住宅用地

（公頃） 

已 開闢 用 地

（公頃） 
開闢率 容積率 可容納人口數 

可
供
使
用 

都 市 計

畫區 

住一 2.34 1.74 75% 200% 668 

住二 0.79 0.49 61% 80% 91 

非都市 

計畫區 

乙建(鄉村區) 0.63 0.50 79% 240% 216 

丙建 5.63 1.82 32% 120% 965 

小計 9.39 4.55 48%  1,940 
另
行
開
發 

非都市

計畫區 

農舍使用 - - -   

可能違規 - 3.05 -  435 

小計  7.60    

合計 9.39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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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八-1 桃山村住宅利用土地樣態分析圖 

二、基本調查 2：透過訪談與工作坊了解實際未來住宅需求情形 

透過訪談與工作坊，針對居住議題，部落族人 關心的是合法化問題，除了合
法化外，尚有下列兩項為族人所關心的議題。 

考量既有建築劃設為農業發展區第四類將由國土功能分區團隊及未來「原民環
境調查、部落溝通」團隊處理；而本計畫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主要處理部落未來需求，
因此在訪談針對居住未來需求為主。 

（一）退休返鄉需求 

由於原鄉部落工作機會不多，許多族人會選擇至外地工作，因此居住在外地。
而隨著近年原民土地保護共管的聲音漸起，加上山林居住環境品質好，部分族人退
休後返鄉居住。退休返鄉者的居住選擇包括家族舊屋整修再利用，或在家族土地上
興建住家。 

因此，在居住需求上，部落族人關心目前無人居住家屋如何合法化，成為未來
返鄉居住的土地；或家族土地如何保有未來家族成員返鄉居住，興建住宅的可能性，
成為族人返鄉的住所。 



 

 

八-5 

另外，若未來在產業政策上可以為原鄉部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除了退休返
鄉居住外，其他部落家族親屬返鄉工作提高，勢必產生居住空間的需求。 

（二）泰雅族群分佈與河流的關係：河流兩側為獵場，非居住地 

泰雅族生活在山林中，過往以遊耕為主，聚落型態多為散居，河流兩側為魚獲
之地，「傳統的遊耕行為，一開始是要尋覓適當的土地，耕作的土地通常是在山坡
上，不能離河流太近（避免大水時被沖毀），但也必須離取水之水源不能太遠（因
為在田地建工寮居住）」（官大偉，2013）1。日治時期，日本政府為了管理與鎮壓，
實行移住政策，其中將桃山村泰雅族由山區遷移到不同區域，其中包括目前大坪溪
沿岸的清泉風景特定區（當時稱為井上）、土場與出河部落。 

經由環境敏感區域分析與部落訪談，盤點在地災害發生時間與地點，得知位於
河岸兩側的居住地區為桃山村災害風險較高區域，亦為颱風暴雨警報發布後的重點
撤離地區。由泰雅祖先的居住經驗，加上半世紀災害發生地點盤點，需適當發展未
來居住安全的遷移區域。 

三、課題盤點 

【課題一】非日治時期集團移住政策下遷移的部落多屬散居，未來家戶後代居住

需求如何滿足？ 

由前面章節的人口分析可知，桃山村整體人口預測呈現負成長，但若進一步就
個部落人口成長趨勢進行分析（如表八-5），桃山村人口分布呈現以下特質： 

 鄰近河流的部落多數呈現負成長： 
包括位於清泉風景特定區內的三叉路部落、民都有部落、清泉部落，與都
計外的土場與出河部落，這些區域人口成長率分布在 -0.16% ~ -6.05% 
區間。這些居住區域除人口呈現負成長外，戶數亦呈現負成長。 

 部落觀光能量較強部落呈現正成長： 
近年由於露營產業開始興盛，加上桃山村在民國 93 年艾利風災後，原本
活絡的溫泉觀光產業降至谷底，直到近年才逐步回升。包括民都有部落（都
計區外）、清泉部落（都計區外）、白蘭部落、石鹿部落群，部落人口數
與戶數皆呈現正成長。 
 

表 八-5 桃山村各部落人口與戶數預測分析表 

                                                 
1 官大偉，2015，原住民生態知識與流域治理—以泰雅族 Mrqwang 群之人河關係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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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 
100～109 年 
人口成長率 

民國 125 年人

口預測 
戶數成長率 

民國 125 年戶

數預測 
桃山部落 -4.5% 254 人 -0.52% 96 戶 

黑崮部落 4.8% 74 人 0.72% 22 戶 

三叉路部落（位於都市計畫內） -17.6% 97 人 -1,88% 36 戶 

民都有部落 
都計區內 -6.6% 127 人 -0.08% 43 戶 

都計區外 92.3% 60 人 3.87% 24 戶 

清泉部落 
都計區內 -12.8% 347 人 -1.57% 134 戶 

都計區外 127.3% 73 人 4.38% 29 戶 

白蘭部落 
都計區內 13.2% 65 人 1.43% 20 戶 

都計區外 13.1% 176 人 0.57% 80 戶 

出河、土場部落 -21.3% 76 人 -3.49% 39 戶 

石鹿部落群（石鹿、松本、民生） 22.4% 114 人 1.80% 55 戶 

雲山部落 -16.7% 39 人 -2.31% 30 戶 

 

【課題二】住宅屋齡高、住宅坪數小，且七成住宅位處可供使用的住宅用地上，

需考量未來居住條件改善與具適切引導的住宅可發展用地 

桃山村平均住宅屋齡為 41 年，且每宅平均面積僅 27.84 坪，加上家戶平均人
口數多，顯示住宅具有更新、家戶面積擴張的需求，若家戶面積無法原地擴建，則
需討論劃設部落未來成長管理區，提供一處部落未來居住選項。 

【課題三】具有居住安全疑慮的區域，需妥適給予引導 

如前所述，河流兩側的居住區域屬於環境較為敏感區域，近半世紀發生數次災
害，為避免更大的災害發生，宜引導具有居住安全疑慮的區域，給予選擇遷往安全
用地的選項。以土場部落為例，民國 93 年山崩造成大量土石瞬間崩落，掩埋河道兩
側與大鹿林道側的建物，位於較為上方的聚落群因地勢稍高而倖免於難。針對聚落
居住安全，部落居民表示居住區塊從民國 52 年葛樂禮颱風即曾經發生災害，因此
若有較為合適區域進行遷移，願意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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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八-2 民國 93 年艾利颱風土場部落受災區塊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綜整】部落未來居住需求 

 

需求類別 原因 目前政策機制 居住需求內容 

建築合法化與

更新 

目前部落建築老舊，且平均

坪數較少，每戶可居住面積

較低。 

透過農四劃設與土管（草

案），處理住宅用地合法化
鄉村地區建築更新 

退休返鄉居住

空間 

在災後因部落缺乏工作，造

成人口外流，部落族人退休

後返鄉生活，但房舍老舊或

頹圮，需要更新；或需要新

的居住用地。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第 45 條原住民自用住宅

興建需要，一生一次申請

變更為建築用地。 

鄉村地區建築更新 

散居家戶居住空間增建

機制 

青年返鄉工作

居住空間 

近年觀光產業逐漸回溫，部

落可提供就業機會；部落族

人也積極爭取青年工作機

會。 

散居家戶居住空間增建

機制 

未來成長管理區 

歷史災害風險

區域 

針對河流兩側或有歷史災害

風險區域，遷移到安全區域

的需求。 

無 相對安全的居住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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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策略 

由《表八-4：桃山村住宅使用土地及開闢率分析表》 可知目前桃山村約 1,600
人口中，約有 600~700 人住在計畫劃設的可供住宅用地之外。而進一步透過《表八
-5：桃山村各部落人口與戶數預測分析表》顯示部落觀光能量較強者，人口與戶數
皆呈現正成長，而正成長區多位於都市計畫區及鄉村區以外的部落。因此，針對部
落未來居住需求，提擬下列兩個策略機制。 

策略 1_尋求適合土地，劃設未來居住成長管理區 

為了保有未來產業發展後，部落返鄉居住的需求，以及現況位於安全疑慮較高
的居住區域，考量可居住環境提升將有助於部落族人一處合理的生活空間。因此，
建議於桃山村內選擇幾處適合居住的土地，作為未來居住成長區域。 

1、未來居住成長區的區位選址條件： 

(1) 以公有土地為優先。 
(2) 部落舊社位置，且近代無災害史發生。 
(3) 未位於一級環境敏感區。 
(4)  以鄰近道路為優先。 
(5) 經由所在位置的部落會議同意。 

2、未來居住成長管理區的執行機制： 

(1) 居住安全有疑慮或曾有災害史的部落，經由部落會議決議，願意進行遷村事
宜。 

(2) 居住安全有疑慮的家戶，願意以換地方式，且同意家戶數量達 15 戶以上、
或人口數達 50 人以上。 

(3) 建築土地不足時（包含人口增加之建地需求） 

3、潛力點一：白蘭部落公有土地 

位於白蘭部落範圍外西南側，靠近第十林班地，有一處公有土地面積約 4 公頃，
現況使用地編定為農牧用地，且屬於原住民保留地。 

4、潛力點二：石鹿部落群入口處之舊社位置 

經由訪談得知，石鹿民生部落在民國 50 年代到 70 年代曾經是重要的部落集居
地，當時部落人數約達幾十戶，舊社內有國小分校、教會等公共設施。而後，因為
產業發展脈絡以及就業求學等因素，開始外遷，目前該區域僅剩下約 3~5 戶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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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該區域有一區劃設為 21 筆丙建用地，每筆面積約為 25 坪，為目前皆未開
闢。為民國八十年左右，部落族人表達希望未來可以返鄉的居住用地，由政府劃設
分配。 

因此本區在交通區位屬便利、地勢平坦、且無重要的災害史，該區域且已有族
人未來返鄉需求的丙建用地，適合作為未來集居區域。而該區域土地多為私人土地，
且屬原保地，故未來針對土地取得機制上，需再行協調。 

圖 八-3 桃山村未來居住成長管理區建議區位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策略 2_散居居住家戶居住擴張機制 

由於桃山村正成長區多位於都市計畫區及鄉村區以外的部落區，而這些部落居
住地多數為散居型態，針對現況既有住宅可依據營建署民國 111 年 4 月 27 日召開
「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地 25 次研商會議」針對「聚落」提出微型聚落概念。 

但對於散居型態的部落，且人口與家戶呈現正成長者，如何保有家族人口增長
與後代子孫居住空間，進而提出此項機制。 

1、微型聚落家戶未來成長區允許條件： 

(1) 具「社會」及「空間」關聯性者，同時應符合下列 2 要件： 
A.既有建物係供家戶使用，且屬於同一家族等，且需提供戶籍證明。  
B.以緊鄰原有住宅用地為主，以確保土地資源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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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人及其配偶、同一戶內未成年子女均無自用住宅或未曾依特殊地區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申請變更編定經核准，且申請人戶籍登記滿二年經
提出證明文件。 

(3) 原住民保留地地區之申請人，並應具原住民身分且未依第四十六條取得政
府興建住宅。 

2、劃設方式： 

(1) 住宅興建計畫建築基地面積不得超過三百三十平方公尺，且需緊鄰原有居
住住宅用地。 

(2) 農四與新增未來成長區合計面積，不得超過原有農牧用地面積百分之十。 
(3) 同一地號僅能進行一次增編為未來成長區。 

3、測試方案 

以下面案例為例。該戶住家位於農牧用地上，土地面積為 25,893 平方公尺；土
地上方現況建築分別為住家、民宿、與提供給部落使用的部落工坊。未來若依據微
型聚落條件，現況中的住家與民宿會由營建署補助各縣市政府辦理之「原住民族部
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案進行檢討。若假設既有建築於
該案中劃設為農業發展區第四類，針對未來家戶成員居住成長的空間，可於同筆農
牧用地上劃設面積 ≤ 330 平方公尺的土地，且需緊鄰原有住宅用地。 

圖 八-4 散居家戶未來成長區測試方案圖（左圖為現況；右圖為測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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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 

課題一：部落週邊生活範圍受遊憩活動干擾時，缺乏自主機制因應 

五峰因秀麗的風光及地方原民文化特色，吸引了無數遊客前來造訪，然而面對
外來遊客的遊憩行為，在地部落往往因為缺乏法源工具，而難以介入或制止。以下
狀況皆為部落居民經常面對的日常困擾： 

 外來遊客任意路邊停車，阻塞部落道路通行 

 外地人進入五峰山區，於原民傳統領域的獵場打獵 

 霞喀羅溪下游段（與土場溪交會段），溪流魚類資源豐富，希望可以護魚，
並制止外來遊客對環境的亂丟垃圾破壞環境 

 早年開採原始林木後，復植為單一樹種的人工林，部落希望能改變作法，改
為種植原生種 

2021 年，林務局和泰雅族 Skaru 流域部落群主權行動聯盟、雪霸國家公園管
理處，三方簽訂共管合作備忘錄，回應長久以來原民對於傳統領域的訴求，讓山林
回歸由族人共管。目前共管機制的具體內涵與相關運作機制，仍在持續商討中，尚
未得出更進一步結果。然而基於共管權力可能涉及的範圍，略可分類為管理、合理
使用與護育。 

圖 八-5 霞喀羅流域部落群及週邊步道、山岳等遊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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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規劃策略：劃設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為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 19 條所賦予之遊憩行為及空
間管理機制。依據該法目的，為了維護自然資源，減少遊憩所造成的環境破壞，得
劃設特定範圍，進入該區域遊覽之前，須由專業導覽人員陪同（原民地區由原民優
先擔任）。 

劃設範圍建議（參見圖七-4）： 

1. 白蘭部落及週邊 10 林班，規劃為生態旅遊區。以推動生態旅遊為地區產
業發展核心，以利未來在地生態旅遊發展，有利於環境管理。 

2. 霞喀羅流域部落群（包含石鹿部落、雲山部落、土場、出河部落）劃設為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範圍跨越霞喀羅溪兩岸部落，延伸至霞喀羅古道前
段。 

3. 清泉風景特定區：和白蘭部落、霞喀羅流域部落群有地域上連結性，以生
態旅遊為串聯基礎，應共同思考整體旅遊空間配置與規劃構想。 

機關協商： 

 建議由新竹縣政府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 19 條，訂定自然人文生態景
觀區之地方自治法規，以提供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劃設之行政依據。 

圖 八-6 白蘭部落週邊生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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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務局：考量永續林業推動與生物多樣性，協力地方進行林木產業升級議
題，劃設重點實驗區域永續林業區域、林班地以保水原生樹種為主；一般
私有地造林補助，和部落共同商議種植品種，並拓展造林地種植多樣性。 

後續工作建議： 

1. 部落訪談與機關協商，持續探討部落組織與政府部分合作形成共同管理機
制的可行性，作為後續與部落協力的基礎。持續發展以生態保育為願景的山
林共管機制，包括山林步道旅遊經營維護管理、部落生態造林政策推動、護
溪護漁等山林守護。 

2.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劃設外，是否有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議題須檢討，尚有待
討論。 

課題二：支持生態旅遊推動並強化遊憩公共基礎設施 

白蘭部落與霞喀羅流域部落群，推動生
態旅遊均為部落之核心發展願景之一。然經
營生態遊憩，無論是解說導覽，或是手作體
驗，若能有社區公共活動空間可配合更佳。
並亦須考慮如何結合在地農產品展售、相關
服務空間等（如，洗手間）。此外，有關交
通配套措施的搭接，如部落旅遊接駁服務空
間區位、登山遊客停車場等。以及部落生態
旅遊解說點/部落工坊的設置。 

空間規劃策略： 

1. 清泉風景特定區為大眾運輸工具進入桃
山村之 末站，區內有兩處停車場，建議
可利用現況使用度較低之第二停車場，作
為核心轉運點，再轉乘至各部落之小型旅
遊點。轉乘機制以結合部落導覽工作為
主，兼具創造部落工作機會效應。 

2. 就推動產業所需之公共空間，可考量整合
並運用在地閒置場域。如雲山部落過去派
出所所在地、石鹿駐在所等公有地土地。 

圖 八-7 霞客羅古道養老端，遊客過多導

致登山口與道路壅塞 
圖片來源：公視我們的島 

圖 八-8 旺季時霞喀羅古道（養老端）遊

客量極大，公廁維管卻缺乏經費 
圖片來源：公視我們的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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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合空間/產業資源、協商公益回饋機制：透過協會或部落會議討論公積金與回
饋機制，露營、民宿等私人產業經營，如何建立回饋公共的互利機制。 

4. 初步指認生態旅遊路線（包含旅遊服務站、路徑、運具、目的地等），以歸納實
際土地利用需求，檢討是否與現行容許使用項目產生衝突 

機關協商： 

 關於部落範圍內的旅遊設施需求，建議新竹縣政府後續辦理聚落劃設案時，
納入劃設考量。 

 前述策略 1 建議設置之清泉核心轉運站位置，目前用地為清泉風景特定區
內河道用地，後續將與縣府討論設置臨時轉運設施的可能性。日後，若轉
運設施運作成熟後，再另尋覓適當的永久轉運站位置。 

圖 八-9 左圖為建議劃設之清泉核心轉運站位置；右圖為桃山村旅遊接駁構想圖 

右底圖資料來源：觀霧周邊地區（新竹縣五峰鄉）部落整體意象規劃-交通管理及遊客轉運計畫 

課題三：露營業近年興起，降低遊憩活動外部性及因應措施 

露營區及民宿已成為五峰鄉在地重要產業，僅白蘭部落一處而言，若以單週來
客數一千人粗估，一年之露營遊客量可達五萬人。露營區為能持續營運，如何引導
合宜發展，並控制污水、車輛、垃圾、供水排擠等外部性，為無可迴避的議題。 

1. 五峰鄉露營區列管概況 

交通部列管露營區資料中，五峰鄉共有 101 家露營區，其中桃山村有 33 家。
其中 27 家位於農牧用地上，4 家於林業用地上。目前農牧用地上，除申請休閒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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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尚無露營區項目之容許使用，因此目前露營區開設，皆不符合現行之非都市
土地管制。 

表 八-6 五峰鄉及桃山村露營區列管概況 

五峰鄉露營區列管概況 土地使用分區/用地編定 
五峰鄉 

家數 
桃山村 

家數 

 48 間具稅籍登記 

 皆不符合土地使用管制 

 １間不符合水土保持法（花園村

愛上天湖露營區） 

山坡地保育區（未編定？） 9 2 

農牧用地 80 27 

林業用地 7 4 

農牧用地/林業用地 5 0 

合計 101 33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全台露營場資料查詢（資料更新日期:111/03/21） 

2. 針對露營區土管之政策方向 

內政部地政司針對露營設施的土管草案，已於今年(111 年)4/20 進行公告，將
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增訂農牧用地的容許使用項目「露營相關設施」及
其許可使用細目「營位設施」、「衛生設施」及「管理室」，並於附帶條件規範設
置面積及環境敏感地區之限制； 

另林業用地考量山林資源保育及低度利用原則，則增訂容許使用項目「露營相
關設施」及其許可使用細目「營位設施」及「衛生設施」與附帶條件。根據《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 條附表 1（草案），另規範：露營場面積應小於一公頃，

圖 八-10 白蘭部落露營區與民宿分佈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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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許可使用細目面積不得超過露營場面積 10%，並以 660 平方公尺為限。且採點狀
配置，其中衛生設施及管理室合計面積不得超過許可使用細目面積 30%，且設施高
度不得超過三公尺。 

策略 1_規劃生態旅遊遊憩區，協助露營區輔導合法 

運用泰雅土地智慧，研擬具泰雅土地生態智慧的經營模式，以部落公約或制訂
因地制宜土管，引導發展。相關之土地使用原則包括： 

 利用平坦地面進行小面積的開發，不施以大規模整地。

 優先利用自然素材固坡，如石砌坡坎。於坡地進行種植時，需設置木樁或
石砌坡坎擋土，保護土壤，使山坡穩定有緩衝。

 陡坡處種植樹木或爬藤類植物

 田間雜草不除盡，維持田邊竹木生長。

 為維持地力，一塊田地上小量多樣的種植多種作物。

圖 八-11 利用小規模平台設置營區，邊坡植樹之營區案例 

圖 八-12 利用小規模平台設置營區，邊坡植樹之營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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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2_針對污水與用水等公共設施進行佈局 

部會協商：協助盤點基礎設施與提供興建補助。此處屬新竹寶山、寶二水庫「自
來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建議可利用「自來水水源水質保護區」之回饋金，進行污
水設施之專案補助，協助業者進行改善。 

課題四：特色農產業六級發展 

雲山部落原以高冷蔬果種植為大宗，在艾利風災之後，部份轉型作茶葉種植及
製茶，聚集數家茶廠，初步形成具規模的茶產業聚落。目前茶廠並未組成產銷班共
同集運產銷，未加入產銷班，亦較缺乏申請農業補助機會。 

目前各家茶廠銷售狀況不一，部份業者仍在摸索通路、尚未打開順暢的銷售管
道、部份業者則歷經幾番嘗試，成功與當地休閒農場結合進行銷售，獲取不錯成果。
為增進茶產業之多角化經營，累積產業加值服務，未來可嘗試朝向六級化發展。與
桃山遊憩區帶共同連結，尋求更多樣化的發展銷售及發展機會 。 

空間規劃策略：評估茶葉六級化發展及觀光製茶廠設置區位 

茶產業六級化經營，設置結合製茶體驗與展售之茶廠空間，應遵照「申請農業
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或「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之相關規範，進

圖 八-13 雲山部落茶廠分布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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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後續之農業設施、體驗設施或農特產品零售設施申請。依據目前土管規範，可於
農牧用地申請使用。未來亦可在農四中免經國土主管機關同意即可容許。可共同
評估檢視本區域合適之申設區位。 

機關協商：農產販售點與銷售通路  

當地業者反映，雲山部落缺乏農產品的展銷空間與窗口， 希望結合在地閒置空
間，進行空間活化與設備改良。雲山派出所目前為公有閒置空間，位於大鹿林道 13K
處，與週邊茶廠距離均不遠，區位良好，可優先考慮該區位。未來閒置空間運用，
涉及公有土地認養或撥用，待後續進一步核實研討。 

課題五 農業經營不符合土管規範 

在第四章土地合法性分析中，論及桃山村的農業利用土地中，有約 24.4%不符
合現行土管規則，目前不符土管之農業利用土地，幾乎全數被劃為農四分區（草案），
且有約 1/3 同時位在災害敏感區內。其中不符合現行土管的農業利用土地，多數為
林業用地（參見下圖紅色區塊）。 

空間規劃策略： 

建議後續應針對已作為農業利用的土地，進行山坡地可利用限度查定。以確認
坡度宜林或宜農，小規模之平緩坡地應允許進行農作使用。 

圖 八-14 農業利用不符土管規範之空間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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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共設施面向課題 

課題一：道路路網易受災害影響建與避難所空間不足 

桃山村全村屬於山坡地，部落多位於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村內共有 4
處土石流潛勢溪流範圍（鄰近黑崮部落、民都有部落、清泉部落、土場與出河部落），
其中土場部落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的下游位置。當風災來襲或降雨量大時，容易因
其地形陡峭及環境敏感之特性，山區道路易受山崩、土石流等災害威脅，造成坍方
無法通行。 

縣道 122 南清公路為桃山村主要聯外道路，同時是各村間的聯絡管道，曾於 93
年艾利颱風時，從五峰至清泉共有 9 處道路中斷（共約 160 公尺），而清泉至觀霧
的大鹿林道也於當時有 8 處道路中斷（共約 525 公尺）2，應提高主要道路的排水
與邊坡穩定，同時維護替代道路的暢通。另外，桃山村幅員廣大，部落間的距離較
遠，惟現況僅有一處位於桃山部落的避難所，未能於災害發生時為各部落皆提供安
適避難空間。 

策略 1_防災道路路網建構與道路運行維管 

為避免災害來臨時，主要出入道路中斷造成人員與物資運送困難，山區道路運
行需正常維繫，以提供短時間內居民撤離及救災、運輸的角色。經查目前桃山村刻
正進行的道路工程，包括：110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已核定工程
經費「清石道路改善工程（第二期）」施工監造；其他正在規劃設計的工程包括「白
蘭部落支線道路改善工程」及「十五公里道路改善工程」。另外被列為新竹縣十大
交通建設的「新竹縣縣道 122 線 43.5k（五峰鄉）路段改善計畫」（位於桃山隧道
前），也於 3 月底時進行細部設計說明會，預計今年（111 年）底開工。 

盤點目前村內道路現況，路況較差者包括清石道路後段，其屬於部落主要通行
道路且兼具霞客羅國家級步道的出入道路，因此改善迫切性高；另外松本道路部分
路段條件差，建議改善路況，以確保石鹿部落群防災替代道路的順暢。 

另外在災害來臨時，除了主要防災道路外，部落表示需要設置替代道路以確保
避難順暢，需求較高的避災動線有兩處，一為清泉部落通往白蘭部落，需要設置一
條除了隘蘭聯繫道路外的第二條替代道路，確保位於低處的清泉部落可在緊急時快
速且安全的通往較為高處的白蘭部落。第二為雲山部落位於 15 公里支線的住戶，

                                                 
2 資料來源：艾利颱風災害調查與復健策略研擬，2004，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與

資源研究所，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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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設置另外一條替代道路，銜接至大鹿林道。未來可配合相關計畫的基礎設施興
建，如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等完善部落間的防災道路路網。 

 

 
圖 八-15 桃山村防災道路路網層級規劃示意圖 

 

表 八-7 桃山村防災道路路網改善需求表 

部落 
部落主要防災

道路 

部落次要防災

道路 
近年工程 改善需求 

白蘭部落 隘蘭聯絡道路 -- 
白蘭部落支線道路

改善工程 

缺乏「清泉部落通往白蘭部落」

的次要防災道路 

民生、松本、

石鹿部落群 
清石道路 

松鷹道路、松本

產業道路 

清石道路改善工程

（第二期）」施工監

造 

清石道路後段與松本產業道路

路況差，亟需改善 

雲山部落 大鹿林道 

大鹿林道 15 公

里支線、雲山道

路 

十五公里道路改善

工程 

雲山部落內需有另外替代道路

聯繫大鹿林道 

 

策略 2_設置第二避難空間 

桃山村緊急避難所目前設置一處，為位於桃山部落的村辦公室，其空間約可容
納約 20~30 人。考量目前在緊急狀況時，通知撤離區域多數清泉都市計畫區附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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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因此建議於此區周邊鄰近處，增設緊急避難場所，提供居民充足且安全的避難
空間。與整體規劃增設之公共設施一併指認適宜區位，俾利公共設施發揮 大功能，
於平日及救急時皆可使用。 

課題二：部落道路路幅過窄，易造成交通事故與意外 

隘蘭聯絡道路（竹 67）於白蘭部落部分路段較為狹窄，現況道路寬度約為 3 公
尺；另參照《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另依內政部解釋函 103.3.19 台內營字

第 1030801847 號函，未有都市計畫者，應依據市區道路條例第 32 條所訂定之市區道路工

程設計標準，參酌當地實際需要及可能發展，擬訂道路系統圖…）服務村落之次要道路，
不得小於三公尺；當地居民訪談亦提及此路段車流量大且車速快，易造成交通事故。 

策略_整建既有道路 

隘蘭聯絡道路寬過窄之道路路段位於白蘭部落北側，位置詳見下圖。現況為一
般道路使用的部分路段，其使用地類別為林業用地，屬公有地，其地籍範圍寬度為
6～6.5 公尺。在道路安全及防災需求考量上，建議縣府與鄉公所整建拓寬既有道路，
且依土地利用特性進行使用地變更。 

 

 

圖 八-16 白蘭部落部分道路路幅過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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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三：殯葬用地不足 

桃山村共有 5 處公墓，分別為洞口公墓（第 2、3 鄰，桃山部落使用）、清泉
公墓（第 4、18 鄰，黑崮部落、三叉路部落、清泉部落、土場出河部落、白蘭部落
使用）、民都有公墓（13-14 鄰，民都有部落使用）、民生公墓（19 鄰，民生、松
本、石鹿部落使用）及石鹿公墓（20 鄰，雲山部落使用）。五處公墓皆已滿葬，尤
其是清泉公墓因其服務部落人口數 多，居民表示現況滿葬狀況臨亂，且影響周邊
私有土地。 

為瞭解桃山村未來殯葬用地需求，根據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109 年編印「生命統
計分析」，全縣死亡人數因老年人口持續增加影響，呈現逐年遞增之趨勢，全縣 108
年粗死亡率為 6.74‰，五峰鄉的粗死亡率 14.2‰。進一步推估五峰鄉死亡人數趨
勢分析，再以桃山村人口佔全鄉比例，推估其未來死亡人數並計算殯葬用地需求。 

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26 條規定，每一墓基面積不得超過 8 平方公尺，但二
棺以上合葬者得放寬 4 平方公尺。另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12 條規定，公墓之墓道，
分墓區間道及墓區內步道，其寬度分別不得小於 4 公尺及 1.5 公尺。下表以每死亡
人口約需 17m2 計算（係以每一墓基面積 8m2 及墓區內步道寬度單邊計算），推估
至 115 年，需殯葬用地約 1982.42 平方公尺，而至 120 年則需 3872.74 平方公尺。 
 

表 八-8 五峰鄉及桃山村未來推估死亡人口及殯葬用地需求面積 

年度 
五峰鄉 

粗死亡率（‰） 總人口數 總死亡人口數 

100 14.3 4616 66 

101 15.47 4525 70 

102 15.64 4539 71 

103 17.34 4729 82 

104 15.17 4615 70 

105 13.59 4562 62 

106 12.72 4559 58 

107 11.94 4774 57 

108 14.15 4593 65 

109 15.38 4487 69 

110 15.65 4473 70 

五峰鄉 111-115 年死

亡人數合計推估 
313 

五峰鄉 111-120 年

死亡人數合計推估 
612 

桃山村人口約占全鄉比例 37.25%，以此比例推估全村未來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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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山村 111-115 年死

亡人數合計推估 
117 

殯葬用地需求推估
（每死亡人數*17m2） 

1982.42 

桃山村 111-120 年死

亡人數合計推估 
228 

殯葬用地需求推估
（每死亡人數*17m2） 

3872.74 

註：1. 未來死亡人數推估以線性迴歸計算。2. 殯葬用地需求以土葬面積推估，每死亡人口約需 17m2，

尚不包含公墓內公共設施或墓區間道，後續應於公墓之興辦事業計畫規劃設計時核實考量。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人口統計資料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109 年編印「生命統計分析」https://reurl.cc/lon3Qj   

策略 1_納入公墓更新興建骨灰骸存放設施及環保自然葬區計畫 

內政部頒布「原住民及花東離島地區殯葬設施改善計畫」補助計畫（107-110
年度）後，刻正由各縣市或鄉鎮政府執行，將補助原住民鄉進行公墓改善，包括前
置作業及公墓更新興建骨灰骸存放設施及環保自然葬區。五峰鄉公所已著手進行大
隘村第一公墓及竹林村第三公墓的更新興建工程，桃山村尚未有相關改善計畫，後
續將與鄉公所協商建議桃山村清泉公墓列為優先處理的可能性。 

策略 2_現況殯葬用地擴充 

針對短時間內無法進行上述殯葬設施改善計畫者，建議研擬殯葬用地擴充之設
置區位原則與處理機制，進行公墓用地擴充，解決部落土葬需求。 

1.桃山村殯葬用地擴充區位原則： 

1). 緊鄰現行殯葬用地。 

2). 若需新設殯葬用地，用地位置應取得部落同意。 

2.桃山村殯葬用地擴充處理機制： 

1). 土地為私有時，經地主同意後，採徵收或換地。 

課題四：部落需公共設施供部落集會、小型服務站等功能 

桃山村現況公共設施，如派出所、文健站、消防局、醫療站等，多設置於位於
桃山村主要入口處的桃山部落。桃山村各部落相距較遠，因此部落期望可設置部落
內公共設施；另外目前村內公共設施較缺乏部落集會、旅遊服務、部落文化解說等
功能。以白蘭部落為例，目前部落內的集會所為部落工坊，位在鄰長土地上，當時
簽署的租借合約已到期，部落將面臨集會無處可去的困擾。 

另外，雲山部落的雲山派出所暨清泉檢查所，於民國 100 年時撤站遷移至桃山
派出所合署辦公，早期由於檢查哨的設置，遊客進入觀霧國家森林遊樂區都必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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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登記。雲山派出所遷移後，部落居民提及近年時有發生偷竊事件，加上假日前往
觀霧國家森林遊樂區車流量大，造成大鹿林道部分路段壅塞，需人員進行車流引導
與事故排除。 

策略 1_利用原派出所所在位置設置多功能公共設施 

原雲山派出所位於大鹿林道 15K，現況建築閒置，用地為林業用地。將與相關
部會協商，確認設置派出所等警備資源可行性；而公有建築活化使用，建議可朝公
共設施多功能使用，提供如問路站、鐵馬驛站等提供旅客休憩、飲用水提供、全區
導覽、在地農產茶葉產銷等功能，提升雲山部落的停留點，促進部落旅遊產業的發
展。 
 

 
圖 八-17 雲山派出所公有建築活化位置圖 

策略 2_利用日治時期駐在所位置設置部落公共設施，具備在地文化脈絡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在部落修築駐在所，地點多為部落制高點或相對平坦之位
置。在石鹿部落群清石道路即分佈 5～6 個駐在所，經學者考證，五峰鄉的日治時期
駐在所共 24 處，桃山村內有 15 處。位於桃山村的駐在所，部分轉作派出所使用或
為私人住宅，多數現況為樹叢雜草，偶可見建物殘垣、石砌駁坎。 

原駐在所位置具備歷史文化脈絡，可做為未來部落公共設施地點，其人文故事
也能豐厚旅遊產業的深度，惟需相關機制與配套計畫及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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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八-18 桃山村日治時期駐在所位置圖 

資料來源：五峰鄉誌 

 
表 八-9 桃山村日治時期駐在所一覽表 

駐在所 

名稱 
地號 

土地面積

(m2) 
用地編定 產權 所在位置 現況使用/說明 

出會坂

（土場） 
桃山段 577-8 278 

山坡地保育

區/丙建 
私有 土場部落 現況為私人住宅 

井上 

（清泉） 
桃山段 555 12,488 保護區 私有 清泉部落 現為清泉派出所 

桃山 桃山段 1059 1,307 鄉村區/乙建 公有 桃山部落 現為桃山派出所 

巴斯誇蘭

（白蘭） 
桃山段 1190-4 4,241 

山坡地保育

區/農牧用地 
私有 白蘭部落 現址為望月小築用地內 

小林 石鹿段 567-8 5,025 
山坡地保育

區/林業用地 
私有 

清石道路旁，

石鹿部落 
僅剩下石砌駁坎 

霞喀羅

（石鹿） 
石鹿段 178 11,816 

山坡地保育

區/林業用地 
私有 

清石道路旁，

石鹿部落 

上下兩處，戰後改石鹿派

出所，木造建物殘存 

松本 石鹿段 255 2,185 
山坡地保育

區/農牧用地 
私有 

清石道路旁，

松本部落 
現況為住家 

瀨戶 

（民生） 
石鹿段 310-3 84 

山坡地保育

區/丙建 
私有 

清石道路旁， 

民生部落。 

戰後為民生派出所；現況

僅剩平臺下駁坎、石砌牆 

笠野 桃山段 501 號 19,870  私有 

清泉部落，鄰

近張學良文化

園區 

上下兩層，駁坎，附近有

完整古道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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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橋 喜翁段 1 號 1,564,471 
森林區/國土

保安用地 
公有 

竹林村。國有

林班地 
崩坍後狀況不明 

佐藤 青山段 45 53,786 
森林區/國土

保安用地 
公有 國有林班地 -- 

田村臺 喜翁段 4 18,013 
森林區/國土

保安用地 
公有 國有林班地 

羅山林道南線 17k，現況

為平臺、駁坎，建物板築

牆殘跡 

庄子 霞喀羅 38 14,253 
森林區/林業

用地 
公有 霞喀羅入口 

霞喀羅步道入口停車場上

方 

檜山 青山段 51 396,934 
森林區/國土

保安用地 
公有 國有林班地 -- 

根本 -- -- -- -- 位於保安林 
可由霞喀羅國家步道、根

本古道前往 

資料來源：五峰鄉誌，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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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參與式規劃 

第一節 參與式規劃執行重點說明 

一、 關於「參與」 

（一）目的 

「參與」實質上可達成兩種目的：一是透過各種參與溝通、互動、資訊公開與
釐清，達成政策往前推動的效果；二是協助公共資源運用使用在刀口上，避免投入
不當的政策。參與是一種介入規劃的過程，能夠促進待解決的議題能往前，讓地方
上沈痾已久的問題在尋求對話的機會，甚至獲得解決。這整個過程是一個集體共同
學習的過程，學習的效果在規劃者與參與者身上都可看見。 

（二）原住民地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參與上應注意事項 

1. 計畫說明建議多次分段： 

無論是過往的都市計畫或現在的國土計畫，內容都過於剛性，市民不容易快
速理解與自身權益之間的關係。因此，在執行參與的過程中，須不厭其煩的
將計畫內容拆成小段落，讓居民可以慢慢熟悉。甚至，許多參與會由說故事
開始，即是在避免以計畫導向過於宣導式的參與形式，降低居民的參與意願。 

2. 以部落為主體，而非以計畫進度為主體 

參與執行過程中，需以部落為主，包括開會時間、地點，甚至連討論方式或
議題都以配合部落為主，避免配合計畫期程而急就章，容易造成負面效果。
且需留心注意不要因規劃執行，而造成社區分裂，或有意進行政治操作，甚
至引發民意反彈等。 

3. 如實面對議題，迴避議題容易成為假參與 

原住民地區各種許多問題非單一機制可解決，且其形成原因互相交疊，團隊
需進行整體理解才能做出正確判斷，同時各種利益的矛盾衝突必定存在，不
應該因為不敢、或體制無法處理就不願觸及，而做了形式化的參與，迴避面
對真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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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一步：進入部落 

在原民住族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執行上，參與形式可以經部落會議議決或以部落
共同討論的方式處理。但因為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土地使用權益、利益和眾人密
切攸關，無論是規劃過程中有無溝通互動，都可能因事涉自身權益，因而需跳出表
達意見。若規劃溝通進行不夠充分，就會使得規劃方案的有效性受到影響。一旦計
畫往下走，都可能演變為回馬槍，加劇了計畫推動的困難。此即為何需要盡量擴大
參與，因而也可以透過一次次溝通，避免有人常態地對於計畫不熟悉、不參與，最
後反而引起反彈。 

而過程中，由於並不見得每次規劃溝通都有必要以相對正式的工作坊或說明會
的方式進行。積極掌握各種互動機會，從在場域中的生活起居、吃、住、交通，都
有可能創造更多了解計畫與提供意見的機會。規劃團隊在此過程中，亦能逐步建立
更多關係網絡，也能逐步更加了解、比對出不同部落的差異與關注點。 

（一）訪談部落關鍵人 

部落關鍵人的特質為關心公共事務，熱心於原住民地區議題，例如文化教育、
傳統文化挖掘、原住民權益保護等等。訪談部落關鍵人其重點如下： 

1. 說明計畫目的，詢問部落執行的意願。 

2. 了解部落目前重要的議題，進行初步盤點。 

3. 討論後續進入部落適合的方式，例如召開第一次部落的計畫說明會的適合
方式與地點對象。 

（二）積極創造、主動把握各種機會「擴大參與」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規劃範圍的挑戰是，都不是面對單一部落和社區，而需
在滾動了解議題時，安排籌策多樣/層次的參與形式是重要的。特定區域計
畫案中，鎮西堡與斯馬庫斯亦非單一部落，但在規劃資訊蒐集與溝通的初期，
也選擇不以直接召開大團體的集體討論，而是逐步從小的社群或個人，漸進
累積，最終規劃團隊而能積極促成部落願以集體的方式，共商規劃內容與參
與討論。一個部落討論，或是兩個部落合併共同討論，如何視工作進程與議
題成熟度，選擇策劃參與方式，同樣也是複雜的分流與合縱過程。 

因此，進入部落階段開始進行計畫啟動討論與訪談工作時，必須抓住任何與
部落族人討論的機會，其原則有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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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彈性：積極準備任何一場說明會或訪談，但須保持對於結果或流程的彈性，
始能找出一套適合在地對話的模式。例如本次計畫於第一次說明會時，族人
希望透過組成部落工作小組形式，由工作小組跟團隊進行密切討論，較為有
效率。或者，討論的形式亦可依據部落特質進行調整。 

手冊 

為讓部落民眾更易理解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規劃團隊以較平實之話語製作
計畫手冊，讓民眾理解部落參與整體計畫的重要性、團隊的執行策略以及計
畫完成對部落的影響等。不論是訪談或於人數較多的部落會議，透過計畫手
冊與團隊的交流溝通，能幫助民眾對於計畫基本的認知，也有助議題的深入
討論與勾勒未來的規劃願景。 

 

 

 

 

 

 

2. 廣泛訪談，且以小型訪談為佳：訪談對象切忌單一且雷同性，因此在訪談名
單建立時，應顧及不同專長或角色，例如行政人員、部落重要社工人員、不
同教會人員、不同傳統慣俗領域的耆老、潛在重要議題的關鍵人員等。訪談
建議基本名單包括以下，宜不斷擴充。 

表 九-1 訪談名單建議表 

訪談類型 潛在可能對象 

民意代表 議員、村里長、鄰長 

公共事務熱心人士 協會理事長、公共事務經營者、社會福利事業經營者、教育經營者 

不同政治傾向/信仰/族群 牧師、不同流域群/部落關鍵人員 

地方知識專長者 水源地、部落歷史文化、山坡地安全、傳統慣習、山林守護 

居民 不同生活樣態的居民進行訪談，例如經營民宿、餐廳、雜貨店、農

業經營者，了解居民收入狀況與生活樣態 

其他團隊 旅遊輔導團隊、規劃團隊、補助方案團隊、地方創生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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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攀談聊天：除了正式的訪談邀約外，可利用在部落吃住等生活起居時間，成
為更了解部落的機會，詢問民宿老闆、餐廳老闆、或顧客等，都是個貼近部
落議題的機會。 

4. 邀請訪談者推薦名單：透過部落族人互相推薦，將可更容易碰觸到議題核心，
因此訪談過程中，可請訪談者推薦適合的訪談名單，將有助於團隊更理解部
落。 

（三）訪談倫理： 

需先進行自我介紹與計畫說明，針對計畫內容留一段時間給訪談者發問，或
針對其切身經驗而來的提問。應告知訪談內容是否會被錄音，或記錄方式為
何。在訪談中準備該區域大圖，協助訪談者指認空間議題。 

提問的問題宜為開放式問題，避免有規劃者個人價值導向的提問，例如：您
認為這類開發應該如何管制？而是轉向具備同理心或引導討論的題目，例
如：這類開發與部落之間的關係為何？ 

提問的問題應分成共同問題與分別詢問的問題。不宜使用同一份問題問所
有人，如此較難具有廣度深度的了解部落真實狀況。 

三、 第二步：環境踏查與議題盤點 

在田野中的踏勘，除了規劃團隊自己按圖索驥，也能讓當地人帶領現地踏勘。
在過程中，將逐漸形成基礎資料蒐集、議題彙整與規劃構想等相互反饋的迴圈，更
深入了解地方議題後。 

（一）與部落族人一起工作 

原住民地區地廣人稀，但原民生活除了居住地之外，尚包括森林、獵場、水源
地、周邊山坡穩定度、產業發展空間與需求、公共設施位置使用狀況與需求等，因
此在踏勘時適宜邀請部落族人帶領，是理解部落的不二法門。 

（二）初步調查資訊第二輪討論（規劃工作坊） 

將初步環境踏查與圖資進行比對分析後，將前次在現場上觀察到的空間位置圖
面化，製作成大圖與簡報等具有可視性的資訊，進一步與部落幹部確認空間位置，
並補充更多部落刻正面對的問題。 

另外，亦可利用此階段邀請其他不同族人針對個別議題進一步帶領現場踏查，
可以更為深入理解部落土地使用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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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重點：鉅細彌遺的紀錄 

如前所提，部落空間地廣人稀，邀請部落族人一起踏查或開會，都需要關鍵人
特別抽出時間才能配合計劃案，因此，工作團隊的準備事項如下： 

1. 事前：準備基地圖資，並閱讀圖資與相關資訊，先了解整體空間狀況與潛在
問題。 

2. 調查現場： 

1). 針對部落族人述說的事情盡最大可能紀錄，無論是家族史、遷移史、
空間利用模式、未來生活期許、歷史災害等等。不應僅針對原先設定
的問題進行紀錄，進行全面的紀錄在事後始能建構出符合部落特質的
部落整體發展願景・ 

2). 帶著部落地圖進行標注。 

3). 避免不當拍照方式，引起居民恐慌或猜疑。拍照前宜先聊天，詢問是
否可拍照，須以尊重部落的方式進行調查。 

大圖 

利用印有部落位置的大圖（至少 A1 尺寸），與部落居民直接對應談及之土
地課題，圖面上標有易定位的圖示，如教會或天主堂位置，在民眾提及現況
資源與課題時，規劃團隊同步將資訊紀錄於圖面上，並於後續轉化為數位資
訊，持續累積歸納每次與部落溝通的訊息。 

 

 

 



 

九-6 

原住民地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 

期中報告書 

四、 第三步：議題策略討論階段 

此階段將針對前期工作重點，進行分析與盤點後，針對議題與部落逐步討論釐
清，溝通目的為確定議題內容，以及提出的策略面向是否可真實解決目前問題，並
進一步在策略討論過程中更加釐清部落需求或相關意見不同之處的關鍵點。 

（一）議題聚焦（規劃工作坊） 

前期規劃資訊蒐集與在地網絡建立的階段若做足了充分的工作，規劃團隊將更
能理解與掌握不同的社群脈絡，以及各地區或特殊或共通議題。規劃互動的過程逐
步推進的過程中，規劃構想並非平白生產出來，而更可能是透過歷次的溝通互動累
積，逐步浮出或連結起規劃構想。可行與不可行的諸種規劃策略，很可能都已呼之
欲出。 

整個規劃過程，無非是環環相扣的貼身調研、反覆說明與方案探測。對於同一
社群而言，也是透過這些往復循環的過程，讓一般普羅大眾，逐漸更能連結自身需
求與國土計畫。以新竹縣五峰鄉的白蘭部落為例，從規劃團隊剛進入五峰鄉的第一
次說明會，前後累積六、七次與部落幹部的正式互動，才比較能理解與國土計畫與
自身關注的關係。以上過程，皆非召開佈達性質的說明會，就可以處理的。 

呈上，議題聚焦工作坊策劃上需注意下列幾點： 

1. 針對迫切急迫的議題進行解決，必要時候可跳脫計畫處理範疇。 

2. 規劃者需具備綜合多方考量與需求的能力，在溝通上先提出研究後可行的
方案，但對於答案保持開放，才具有真正溝通的效果。 

3. 討論方式宜彈性，仍以部落為主體為重要核心關鍵，包括時間安排、出席方
式；不宜以計畫要求的制式形式轉嫁於請部落配合。 

4. 議題討論面向，在此階段開始進入深水區，針對最為難處理的課題，適合逐
步引導討論。 

（二）溝通平台開始啟動 

議題與策略階段的討論在與部落確認後，需要回到和部落與相關單位確定議題
與對策的精確性，回饋到溝通平臺，並進一步透過各個議題策略討論，核對與檢視
規劃策略是否可以能受到各方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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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特定區域計畫規劃範圍－新竹縣尖石鄉的鎮西堡與斯馬庫斯部落為例，部
落經歷了數次工作坊、部落會議，取得至少大部分家戶的同意，將規劃範圍從原有
的原保地範圍，擴及到了一日生活圈的土地利用規劃。規劃團隊將部落的需求，以
泰雅 gaga 的傳統智慧轉置反映在規劃構想當中，就更能得到部落的理解與支持。 

五、 參與式規劃結語：價值引導 促進不同觀點的對話與理解 

回歸到規劃的最終核心目標—促成眾人在有限的空間上，透過規劃願景的引導，
合理使用土地資源—而言，亦即規劃並非是民眾的許願池，而是透過反覆溝通互動，
分析利害、了解各方考量下，逐步浸潤滲透規劃理念與價值引導。所謂規劃價值，
亦非僅是抽象的哲學概念。舉例而言，如何兼顧發展需求與居住安全、坡地居住與
潛在地質敏感地區等衝突矛盾，就成為是值得探究的議題。如何在過程中，逐步引
導討論與內部辯論，進而形成與促成部落內部的共識與結論，這個過程，規劃團隊
將扮演重要的協助角色，提供規劃的解方、權益受損者的回應方式、制度上因應的
潛在方案等。 

第二節 本案參與式規劃執行歷程 

與原民的溝通中，最多是以訪談的形式，從部落的生活起居聊起，包括原民的
慣習文化、飲食、居住、交通與產業等各種議題，再而由部落居民帶領規劃團隊實
際走訪話語中提及的位置，在累積一番理解與溝通後，會以相對正式的工作坊或說
明會確認彼此的認知（部落與規劃團隊）是否達成共識，進行下一階段的圖面規劃。
過程中每種形式是螺旋式推進，往復溝通，和部落一起走踏調查，盤點部落環境資
源、問題點和公共設施需求，並輔以其他參與工具如大圖、或將計畫或政策整理成
較易理解的言語，反覆互動評估對部落最合適的居住、產業、公共設施的空間方案，
並將部落文化和特殊需求納入整體考量，逐步勾勒較貼近部落的規劃願景。 

   
實地環境調查 資源和問題的盤點 一起討論出方案 

本計畫於期初階段進行規劃範圍選定工作，工作範圍包含桃竹苗三區域，期初
審查後擇定新竹縣五峰鄉作為規劃區域、桃山村為規劃範圍。下列三種參與形式：
訪談、實地訪調、說明會與工作坊，且以地區、範圍作為分隔，並概述各場內容及
羅列涉及之議題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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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式 1.訪談 

本計畫由於期初階段並須針對桃竹苗三區域進行規劃範圍的選定工作，故期初
階段（2021 年）的訪談工作皆以擇定規劃範圍為主。期中階段確定規劃範圍才較為
貼近原住民族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正式進入部落的調查範疇。 

地區 

/部落 

編

號 
訪談對象 日期 概要 議題面向 

國土計畫

（全台） 

1 
林漢彬 

陳仲篪 

營建署城鄉分署 

區域課 
2021/10/12 計畫方向討論 

諮詢國土計畫農四劃設議題、目前各計畫

執行進度與相關配合事項 

2 吳杰穎 
臺北市立大學城市發

展學系副教授 
2021/11/17 顧問訪談 

居住安全議題 

盤點部落居住安全議題狀況與可能處理方

式 

3 盧道杰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

資源學系副教授 
2021/11/26 顧問訪談 

部落林業產業推動理念、了解林務局林業

共管部落狀況 

4 
林華慶局

長等 5 人 
林務局 2022/1/12 中央機關 

產業、公共設施、盤點部落狀況 

林下經濟、社區林業、露營區開發議題交

流 

桃園市與

復興區 

5 
陳志偉科

長等 3 人 

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

局綜合發展科 
2021/10/5 地方政府拜訪 

了解桃園市國土計畫推動進度與未來施政

方向、徵詢參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意

向、交流關於部落議題與可能處理方式 

6 歐蜜·偉浪 牧師 2021/6/8 地方頭人拜訪 

了解桃園市復興區部落狀況、目前部落關

注的議題，包括居住、產業發展、再生能

源推動等 

7 境群規劃顧問有限公司 2021/8/27 專業團隊拜訪 

桃園市復興區劃設風景區相關計畫執行經

驗交流，理解目前復興區重要議題與可能

處理方式，包括產業發展、潛力點 

苗栗縣南

庄鄉與蓬

萊村 

8 根 O 優 

苗栗縣賽夏族原住民

林業暨勞動合作社理

事長 

2021/6/9 地方頭人訪談 

針對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部落發展現況與

產業進行了解，並諮詢部落參與本案的可

能性與意願 

9 章 O 桓 

苗栗縣賽夏族原住民

林業暨勞動合作社成

員 

2021/11/3 地方青年訪談 
了解部落目前相關課題情況、產業推動狀

況 

新竹縣 10 

新竹縣政府 

原民處、地政處、產發處、農業

處、交旅處 

2022/4/14 
地方政府溝通

與建立平台 

說明本案緣由與執行方向、縣政府施政方

向溝通、相關施政內容資料索取、建立通

訊方式 

新竹縣五

峰鄉與桃

山村 

11 
Utux 

Lbak 

長老教會嵨瀨教會牧

師、泰雅民族議會議

長 

2021/9/22 地方頭人訪談 新竹縣五峰鄉現況與潛在土地議題 

12 
麗 O 尤

瑪 
民宿經營者 2022/1/26 居民訪談 

桃山村產業現況、災難史、部落訪談名單

建議 

13 李 O 嘉 
五峰數位機會中心計

畫人員 
2022/2/11 專業團隊拜訪 

目前專案輔導機制、部落議題理解、部落

訪談名單建議 

14 張益生 議員 2022/2/17 民意代表 計畫說明、五峰鄉整體發展概況、未來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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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部落 

編

號 
訪談對象 日期 概要 議題面向 

業發展計畫、部落特性、未來推動策略 

15 蘇 O 娟 校長 2022/2/17 
地方教育關鍵

人 

部落特性與發展潛力、部落產業狀況、耕

種與產業配比、傳統文化承襲、傳統祭典-

祖靈祭、文化保存地景/非物質文化、用水

與水源、救災逃生、未來願景 

16 葉 O 娟 教會幹事 2022/2/18 

教會組織 

與地方生態旅

遊推動者 

部落發展狀況、傳統土地智慧、耕種情

形、旅遊產業發展、用水與水源、救災逃

生、未來願景 

17 朱 O 文 生態旅遊輔導團隊 2022/2/24 專業團隊拜訪 
桃山村部落生態旅遊輔導經驗交流、盤點

部落發展資源與潛力 

18 陳 O 天 消防隊成員 2022/3/10 部落在地知識 
五峰鄉災害防救機制與執行經驗、部落發

展需求與建築合法議題、坡地安全 

19 孫 O 文 
桃山村村幹事 

（村長臨時有事） 
2022/3/10 民意代表 

五峰鄉桃山村整體發展與課題、部落需求

與整體願景、殯葬用地、用水與水源、觀

光產業配套措施、耕種情形、居住安全潛

在疑慮區域指認 

20 馬偕醫療站醫護人員 2022/3/10 
地方行政工作

者 
桃山村居民就醫整體狀況、居民健康狀況 

21 
蕭世暉

（拔尚） 
專家學者 2022/3/19 顧問訪談 

五峰鄉泰雅、賽夏部落遷徙互動脈絡與文

化意涵 

22 羅詩偉 五峰鄉公所秘書 2022/3/22 
地方政府溝通

與建立平台 

了解五峰鄉施政狀況、產業發展、公共設

施需求，請鄉公所協助提供規劃相關之施

政資料與執行成果 

石鹿部落

群 
23 

Laling  

Yumin 

Skaru 流域部落群主

權行動聯盟 2022/2/17 
地方關鍵人拜

訪 

泰雅族霞喀羅流域群傳統領域與重要地

標、部落發展方向 
林 O 頡 部落產業負責人 

雲山部落 

24 羅 O 娥 民宿經營者 2022/2/18 居民訪談 雲山部落狀況、產業發展與經營茶園經驗 

25 陳 O 鴻 茶廠經營者 2022/5/13 居民訪談 
雲山部落發展、茶產業發展沿革、產業與

觀光發展建議 

26 謝 O 明 民宿經營者 2022/5/14 居民訪談 
雲山部落發展、遷徙史、農業、茶業發

展、山林守護願景 

白蘭部落 

27 

曾 O 權 白蘭部落耆老 

2022/2/19 部落關鍵社群 

整體部落需求、土地規劃、傳統文化、產

業發展、白蘭部落的過去與未來、殯葬需

求、傳統祭典 

依介(曾

O 慶) 
桃山村 18 鄰鄰長 

周 O 貴 部落會議執行長 

許 O 霖 
白蘭部落永續發展協

會理事長 

28 曾 O 權 白蘭部落耆老 2022/3/10 地方耆老 
白蘭部落遷徙歷史與還我土地運動參與經

驗 

29 
依介（曾

O 慶 
桃山村 18 鄰鄰長 2022/3/11 部落關鍵社群 白蘭部落公有地與集會場潛在空間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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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部落 

編

號 
訪談對象 日期 概要 議題面向 

許 O 霖 
白蘭部落永續發展協

會理事長 

30 
袁 O 城 

民宿經營者、社區規

劃師 2022/3/11 居民訪談 
白蘭部落生物多樣性訪談，部落大紫蛺蝶

生態復育、部落發展與未來願景 
莊 O 蘭 民宿經營者 

31 

許 O 霖

父 
白蘭部落 

2022/3/11 地方耆老 部落遷徙與傳統文化 

許 O 霖 
白蘭部落永續發展協

會理事長 

清泉部落 

32 

徐 O 容 地方文史經營者 

2022/3/10 
地方公共事務

推動者 

清泉部落旅遊發展與未來願景、社區工作

經驗、地方產業發展期望、目前地方就業

狀況、地方公共設施使用問題點 
秋 O 書 部落頭人 

33 林 O 菊 
部落會議幹部、張學

良園區員工 
2022/5/13 

地方生態旅遊

推動者 

清泉部落旅遊發展，產業（林下經濟、單

一林相的問題）、環境生態與未來願景 

黑崮部落 34 
陳 O 天 消防隊成員 

2022/3/12 部落在地知識 
救災經驗與停機坪設置、黑崮部落水源

地、家族辦理祖靈祭方式 陳太太 黑崮部落 

 

（二）形式 2.現場踏勘 

參與機制期望達成之目標：由當地人帶領現地踏勘，瞭解土地使用現況與相關
課題，累積部落未來發展需求、面積及區位的建議基礎，並且透過親身走踏進一步
理解部落的生活環境。 

地區、部落 編號 概要 偕同對象 日期 議題面向 

苗栗縣南庄鄉 1 苗栗縣南庄鄉訪調 萊撒．阿給佑 2021/10/13 
居住、產業、公共

設施、運輸、景觀 

桃園市復興區 2 桃園市復興區訪調 比亞外部落 2021/10/31 
居住、產業、公共

設施、運輸、景觀 

新竹縣五峰鄉 3 新竹縣五峰鄉現地踏勘 

Utux Lbak 
長老教會嵨瀨教會牧

師、泰雅民族議會議長 

2021/10/6-

10/7 

居住、產業、公共

設施、運輸、景觀 

曾榮貴 白蘭部落會議主席 

周錦貴 白蘭部落會議執行長 

許安霖 
白蘭部落永續發展協會

理事長 

秋維書 雲山部落 

Laling 

Yumin 
石鹿部落 

清泉部落 4 食農基地踏勘 徐 O 容 地方文史經營者 2022/3/10 產業 

白蘭部落 5 停機坪預定地踏勘、巨木 許安霖 白蘭部落永續發展協會 2022/3/11 產業、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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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式 3.部落會議、說明會 

參與機制期望達成之目標：透過眾人集聚之場合向部落說明整體計畫，邀請部
落參與計畫，逐步累積共識與策劃方向。 

 

 

群、簡易自來水水塔位置、

石頭步道、白蘭溪水源 

理事長 

6 

1.踏查白蘭部落秀明農法農

園、造林林地及水源地 

2.踏勘白蘭部落既有公有地

位置與現地狀況 

曾榮貴 白蘭部落會議主席 2022/3/20 
產業、公共設施、

景觀 

黑崮部落 7 
了解租地耕作與生薑種植狀

況 
戴先生 種生薑的工作者 2022/3/12 產業 

石鹿部落群 8 

石鹿/民生/松本部落土地使

用議題討論、土地使用現況

指認 

Batu Temu 
Skaru 流域部落群主權

行動聯盟召集人 

2022/4/13 
居住、產業、公共

設施、運輸、景觀 Laling 

Yumin 

Skaru 流域部落群主權

行動聯盟、石鹿部落居

民 

出河部落 9 
出河部落土地使用議題討

論、土地使用現況指認 

周 O 明 
土場部落居民 2022/4/13 

居住、產業、公共

設施、運輸、景觀 呂 O 娥 

土場部落 10 
土場部落土地使用議題討

論、土地使用現況指認 
格望 土場部落居民 2022/4/14 

居住、產業、公共

設施、運輸、景觀 

雲山部落 11 
雲山部落土地使用議題討

論、土地使用現況指認 

秋維書/雲山部落居民 

民宿經營業者 

民宿經營業者 

茶葉種植者 

2022/4/21 
產業、公共設施、

運輸 

地區、部落 編號 概要 邀請討論對象 日期 議題面向 

桃山村 1 
說明會：介紹本案計畫案由

與各部落發展現況交流。 

Batu Temu 等 19

人 
部落民眾 2022/1/26 

居住、產業、公共設

施、運輸、景觀 

白蘭部落 

2 
白蘭部落會議：說明本計畫

源由與執行方向 

部落會議主席曾榮

貴等 45 人 
部落民眾 

2022/2/17 
居住、產業、公共設

施、運輸、景觀 五峰鄉公所、消防

隊等 12 人 
政府機關 

3 
白蘭部落會議：說明本計畫

源由與執行方向 

部落會議主席曾榮

貴等 30 人 
部落居民 2022/4/21 

居住、產業、公共設

施、運輸、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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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報告書 

（四）形式 4. 規劃工作坊 

參與機制期望達成之目標：依照部落信仰或流域群，分群分類的方式，邀請部

落居民參與規劃工作坊，促成議題討論並凝聚對策共識。 

地區、部落 編號 概要 邀請討論對象 日期 議題面向 

桃竹苗 1 第一次顧問工作坊 

歐蜜偉浪 
桃園復興區顧問（泰

雅族） 

2021/9/15 
居住、產業、公共

設施、運輸、景觀 

鄭光博 泰雅族文化顧問 

Utux Lbak 

長老教會嵨瀨教會牧

師、泰雅民族議會議

長 

打赫史・達印

・改擺刨 

苗栗縣南庄鄉顧問

（賽夏族） 

夏錦龍 
苗栗縣南庄鄉顧問

（賽夏族） 

原民會土地管

理處 
政府機關 

白蘭部落 2 

白蘭部落規劃工作坊： 

白蘭部落土地使用議題討

論、土地使用現況指認 

周嘉慶（依

介） 
桃山村 18 鄰鄰長 

2022/3/19 
居住、產業、公共

設施、運輸、景觀 

周錦貴 白蘭部落會議執行長 

許安霖 
白蘭部落永續發展協

會理事長 

曾作權 白蘭部落耆老 

部落幹部等 3

人 
部落民眾 

蕭世暉（拔

尚） 
學者專家 

清泉部落+石

鹿部落群 
3 

清泉嵨瀨教會規劃工作坊： 

後山地區的部落變遷、傳統

領域與文化、產業發展、公

共設施 

Utux Lbak 

長老教會嵨瀨教會牧

師、泰雅民族議會議

長 

2022/3/20 
居住、產業、公共

設施、運輸、景觀 

Batu Temu 
Skaru 流域部落群主

權行動聯盟召集人 

Laling Yumin 
Skaru 流域部落群主

權行動聯盟 

部落幹部等 6

人 
部落居民 

蕭世暉（拔

尚） 
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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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泉部落 

4 

清泉天主堂規劃工作坊： 

討論清泉都市計畫區劃設區

域的想法、現況土地利用之

問題、未來發展、防災安全

系統。 

葉 O 娟等 12

位 
部落居民 

2022/3/20 
居住、產業、公共

設施、運輸、景觀 

丁松青 天主堂牧師 

彭武藏 鄉民代表 

蕭世暉（拔

尚） 
學者專家 

5 

清泉嵨瀨教會規劃工作坊：

討論清泉都市計畫區的居住

問題與未來人口成長趨、交

通動線/觀光救災（清泉到白

蘭的道路）、部落生態旅遊/

生態村、水源環境 

O 列、錢 O 煌 黑崮部落 

2022/5/14 
居住、產業、公共

設施、運輸、景觀 

曾 O 露 三叉路部落 

烏杜、艾希 清泉部落 

呂 O 娥、周 O

明 
土場部落 

Laling Yumin 
Skaru 流域部落群主

權行動聯盟 

拔尚 專家學者 

蘇美娟 
桃山國小校長、黑崮

部落 

錢 O 章 黑崮部落 



 

附-1 

附件一 桃園市復興區現況與議題分析 

一、現況分析 

（一）人口與部落 

桃園市復興區 109 年總人口約 12,354 人，其中 8,855 人為原住民族，約佔行
政區人口的 72%，原住民戶數約 3,895 戶，族群以泰雅族為主。 

依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復興區核定的部落數計有 58 個，分布於復興區 10 個
里中。除靠近大溪區的澤仁里及三民里原漢混居情況較為明顯，其餘部落內原住民
比例大多佔 70%以上。在 58 個部落中，有 16 個部落已成立部落會議，集中在義盛
里、華陵里具較強的部落動能。此外高義里比亞外、上高義、雪霧鬧等部落近年積
極發展生態旅遊及文化體驗旅遊，也擁有較完善的社區組織。 

  

附 圖- 1復興區國土功能分區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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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1 桃園市復興區部落資訊表 

部落名稱 傳統名 族群 村里 戶數 總人口 
原住民 
人口 

原住民 
比例 

成立 
部落會議 

比雅山(角板山) Pyasan 泰雅 澤仁里 294 743 266 36%  
溪口台 Rahaw（Takan） 泰雅 澤仁里 115 217 202 93% 是 
詩朗 Wsilung 泰雅 澤仁里 63 211 172 82%  
霞雲坪 Hbun 泰雅 澤仁里 62 180 116 64%  
合流 Hbun-sinqumi 泰雅 羅浮里 88 233 170 73%  
羅浮 Kinyawpan 泰雅 羅浮里 250 667 411 62%  
斷匯 Rangay 泰雅 羅浮里 24 56 55 98%  
高坡 Kawbu’ 泰雅 羅浮里 32 110 93 85%  
大彎 Khpan 泰雅 羅浮里 38 91 80 88%  
楓香 Raga’ 泰雅 高義里 12 31 31 100%  
下宇內(小烏來) Rahu’ 泰雅 義盛里 92 294 281 96%  
卡普 Qapu’ 泰雅 義盛里 37 100 97 97%  
和平 Qus 泰雅 義盛里 13 47 40 85%  
上宇內 Yubang 泰雅 義盛里 17 74 69 93% 是 
大利幹 Triqan 泰雅 義盛里 193 46 43 93%  
義興 Zihing 泰雅 義盛里 77 256 242 95% 是 
新村 Kayu-baliq 泰雅 三民里 311 359 8 2%  
水流東 Kzyay 泰雅 三民里 132 355 42 12%  
大窩 Tuba 泰雅 三民里 51 163 10 6%  
基國派 Luhung 泰雅 三民里 241 749 597 80% 是 
枕頭山 1 Blhuy 泰雅 三民里 96 285 7 2%  
枕頭山 2 Blhuy 泰雅 奎輝里 11 43 37 86%  
石門 Bilus 泰雅 長興里 17 33 27 82%  
下高遶 Qoyaw 泰雅 長興里 24 43 36 84%  
中高遶 Qoyaw 泰雅 長興里 21 182 172 95%  
喜龍 Silong 泰雅 長興里 12 34 28 82%  
上高遶 Qoyaw 泰雅 長興里 52 175 164 94%  
竹頭角 Snazi 泰雅 長興里 96 303 249 82%  
金暖 Kin‘lwan 泰雅 霞雲里 17 66 63 95%  
志繼 Sqiy 泰雅 霞雲里 32 120 113 94%  
佳志 Cyasi 泰雅 霞雲里 51 165 155 94%  
優霞雲 Yuwhbun raka 泰雅 霞雲里 45 117 105 90%  
卡外 Kayway 泰雅 霞雲里 6 15 15 100%  
庫志 Qus 泰雅 霞雲里 50 168 146 87%  
下奎輝 Qmocyan 泰雅 奎輝里 29 77 72 94% 是 
中奎輝 Babau 泰雅 奎輝里 54 222 213 96% 是 
上奎輝 Qnau 泰雅 奎輝里 61 192 183 95% 是 
嘎色鬧 Ksunu' 泰雅 奎輝里 68 245 231 94% 是 
內奎輝 Qehuy 泰雅 高義里 20 55 53 96%  
上高義 Kuli 泰雅 高義里 32 130 124 95%  
雪霧鬧 Sbunaw 泰雅 高義里 46 179 174 97%  
下高義 Quri 泰雅 高義里 9 31 28 90%  
中高義 Uruw 泰雅 高義里 52 182 172 95%  
下蘇樂 Tkasan 泰雅 高義里 26 57 54 95%  
上蘇樂 Raka 泰雅 高義里 41 76 69 91%  
比亞外 Piyaway 泰雅 高義里 42 120 112 93% 是 
鐵立庫 Tgleq 泰雅 三光里 27 99 92 93%  
砂崙子 Saruc 泰雅 三光里 52 154 151 98%  
武道能敢 Twan nokan 泰雅 三光里 53 286 262 92%  
爺亨 Zihing 泰雅 三光里 92 246 230 93%  
嘎拉賀 Qrahu 泰雅 華陵里 64 135 97 72% 是 
哈嘎灣 Tqwiy 泰雅 華陵里 58 184 167 9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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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名稱 傳統名 族群 村里 戶數 總人口 
原住民 
人口 

原住民 
比例 

成立 
部落會議 

後光華 Ngurus 泰雅 華陵里 22 59 54 92% 是 
下巴陵 Qphay 泰雅 華陵里 30 92 59 64% 是 
中巴陵 Balung 泰雅 華陵里 84 225 165 73% 是 
上巴陵 ‘Bu balung 泰雅 華陵里 140 394 299 76% 是 
卡拉 Qara 泰雅 華陵里 41 147 79 54% 是 
中心 Quzi  泰雅 華陵里 80 147 79 54%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環境敏感 

復興區全區為石門水庫集水區，也同時為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及自來水水質水
量保護區，土地利用受相關法規限制。除原住民保留區外，國土功能分區多劃設為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此外有約半數部落之核定範圍涉及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並
有中巴陵部落位在大規模崩塌潛勢區。 

  

附 圖- 2復興區環境敏感區分布圖 

 

（三）產業發展 

復興區以農業及觀光業為主要發展產業。其中農特產品除著名的拉拉山水蜜桃
外，尚包含茶葉、甜柿、綠竹筍、桂竹筍、香菇、五月桃等經濟作物，近年果農也
嘗試農業體驗旅遊等六級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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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方面，以拉拉山森林遊樂區及東眼山森林遊樂區為明星景點，桃園市政
府積極推動「北橫櫻花季」、「北橫探險節」等活動，串聯北橫沿線小型秘境景點
推廣觀光活動。自 109年起，也規劃向觀光局申請設立「北橫風景特定區」，進一
步整合轄內各級觀光景點及觀光資源。 

 

二、議題分析 

議題一：國土計畫相關案件已有階段性進展，市府傾向避免過度擾動造成反效果 

桃園市政府 109 年辦理「桃園市原住民族部落慣習土地使用調查及聚落範圍界
定」案（後稱聚落範圍界定案），已初步完成 58 部落土地使用調查及聚落範圍界定
作業，期間也在各部落間進行訪談及辦理說明會。該案所指認聚落範圍，也納入國
土功能分區圖，指定劃設為農業發展區第四類。自 110 年 10 月 1 日起，「桃園市
國土功能分區圖」也進入公開展覽程序法定程序，將逐步在各行政區舉辦說明會。 

在與桃園市政府訪談過程中，市府人員建議，前述與國土計畫相關的兩項計畫
已在部落社區中引起討論。若此時再增加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案，過多相似
計畫同步進行，可能對社區過度擾動，因而讓居民產生困惑，導致反效果。 

議題二：功能分區劃設需考量未來部落發展，保留土地彈性多元利用機會 

經耆老訪談及部落工作坊調查，部分族人指出，桃園市政府雖已進行聚落範圍
界定案，然其僅採納現況建築作為認定基礎。對於部落舊社範圍，以及未來成長管
理區域等長期需求未作適切評估。未能提供保留部落成長所需建築土地空間，以及
返回舊社重建部落的土地多元利用機會。 

議題三：目前農四劃設方式未涵蓋部分家屋，居民擔憂權益受損 

承前項議題，在桃園市政府聚落範圍界定案，雖已另訂部落範圍內聚落界定原
則，將指認區域劃設為農業發展區第四類。然其界定原則仍未能滿足復興區泰雅慣
習的散居居住型態，有部分家屋未能劃入農四而被歸為農業發展區第三類。在同時
面臨區域計畫在原住民族地區未能準確編定土地使用的情況下，既有家屋土地可能
將受土地使用管制限制，影響使用權益。 

未來若擇定復興區作為示範地區，仍須進一步盤點土地利用現況、土地利用歷
史與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地編定，釐清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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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經濟農作、農林混用慣習與土地使用管制衝突 

桃園市政府指出，在辦理聚落範圍界定案及國土功能分區劃定案過程中，有部
落族人反映其農作區域被視為占用林業用地，除受法令罰則外，也影響其申請農業
補助權益。此外，泰雅傳統慣習的農林混用方式，也屢受土地單一使用的管理方式
所限制，未能被認肯為合法的土地使用方式。 

此等實際使用與管理者不一、土地管制未符泰雅慣習農法等土地使用衝突，有
待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進行平台協商與彈性調整土管。而衝突實際發生區位與規模，
則須在擇定為示範地區後，下階段詳細盤點評估。 

議題五：交通便利性較低，需有公共運輸政策投入 

由桃園市政府「北橫風景特定區評鑑資源調查作業」及本計畫訪談調查，復興
區僅有台七線北橫道路作為全區主要幹道。北橫道路路型蜿蜒狹窄，能提供的道路
容量有限，尤其在後山地區更顯交通不便。在人口規模不足的復興區，公車等大眾
運輸服務長久難以營運，影響鄉村地區生活形式與公共服務品質。桃園市政府自 109
年已試辦類需求反應式的幸福巴士政策，後續仍待評估成效。 

三、小結 

雖桃園市國土功能分區圖已進入公展程序，桃園市政府傾向避免過度擾動，然
部落族人仍期待在部落內保留未來成長發展，以及現況居住使用的土地管制彈性。
而泰雅族慣習農林混用農法的土地使用管制衝突，也可透過鄉村地區整體示範性質
計畫機會，進行相關研究與探討，研擬可行方案。惟考量部落組織發展不一情況，
建議考慮在部落組織表達意願的情況下，評估以部落為範圍，作為示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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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苗栗縣南庄鄉現況與議題分析 

一、現況分析 

（一）人口與部落 

苗栗縣南庄鄉 109 年總人口數為 9,573 人，其中 2,046 人為原住民族，約佔行
政區人口的 21%，原住民戶數約 552 戶，族群以賽夏族與泰雅族為主。 

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南庄鄉核定的部落數為 15 個，分布於南庄鄉西村、
南江村、蓬萊村、東河村中；而員林村、南富村、獅山村、田美村四個村落沒有原
住民部落分佈其中。東河村原住民比例達 75%，比例最高；蓬萊村為 52%，位居第
二。目前部落動能較高者為蓬萊村與東河村；蓬萊村自 2018 年與林務局合作共管
與林下經濟，且組成合作社，部落約有七成住戶參與；而泰雅部落群四個部落向心
力較強。 

附 表- 2苗栗縣南庄鄉部落資訊表 

部落名稱 傳統名 族群 村里 
戶

數 
總人口 

原住民

比例 
部落能量 

大屋坑部落 haba 賽夏 西村 20 47 21%  

馬果坪部落 kaehkaba:oS 賽夏 南江村 28 82 35%  

東江新邨部落 Sasasezeman 泰雅 南江村 64 194 96%  

大湳部落 tamayo’an 賽夏 蓬萊村 21 70 92%  

二坪部落 batbato’an 賽夏 蓬萊村 25 86 98%  

八卦力部落 kahkahoe’an 賽夏 蓬萊村 32 99 71%  

蓬萊部落 ray’in 賽夏 蓬萊村 52 163 41% 農村再生社區已結訓 

大窩山部落 haboeh 賽夏 東河村 27 76 93%  

鹿山部落 Ciupus 泰雅 東河村 6 29 100%  

鹿湖部落 Sinpitu 泰雅 東河村 5 23 100% 已成立部落會議 

鹿場部落 P’anoh 泰雅 東河村 49 129 95%  

向天湖部落 rareme:an 賽夏 東河村 55 145 98%  

鵝公髻部落 hororok 賽夏 東河村 14 48 94%  

瓦祿部落 walo’ 賽夏 東河村 142 367 66%  

石壁部落 Raysinay 泰雅 東河村 12 23 90% 已成立部落會議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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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土功能分區內容 

根據民國 110 年 4 月苗栗縣國土計畫內容，南庄鄉因大面積土地位處飲用水水
源水質保護區，故國土功能分區以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面積最大。全鄉劃設一處城
鄉發展地區第一類為位於南庄都市計畫區，一處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位於鹿場
部落。部落內原屬於鄉村區分佈於東江新邨、瓦祿部落，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
類；另外針對苗栗縣國土計畫針對部落範圍劃設另外七處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分別為大屋坑部落、馬果坪部落、蓬萊部落、八卦力部落、鹿場部落。 

於苗栗縣政府民國 109 年 11 月苗栗縣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中，建議辦理原
住民特定區域計畫之地區為「本縣公告部落範圍內未劃定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且
106 年人口大於 100 人之部落優先辦理，包含泰安鄉榮安部落（276人）、南庄鄉
向天湖部落（146 人）。除上述 2處部落外，本縣南庄鄉上有 7 處部落因未達聚落
範圍劃設通案性原則，而未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包括向天湖部落、鵝公髻部
落、大窩山部落、石壁部落、鹿山部落、鹿湖部落、二坪部落及大湳部落，後續亦
可考量部落實施意願及土地使用需求辦理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 

 

 

 

 

 

 

 

 

 

 

 

 

 

 
附 圖- 3南庄鄉國土功能分區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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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發展 

1.山線觀光遊憩 

南庄鄉全鄉位處交通部觀光局管理的參山國家風景區，屬獅頭山風景區，其中
南庄遊憩類型包括老街、蓬萊溪、向天湖、登山步道與部落文化。依苗栗縣國土計
畫規劃技術報告分析，民國 107 年苗栗縣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數以獅頭山風景
區所佔比例最高，高達 69.39%；顯示苗栗山線觀光遊憩資源具有發展潛力。 

另依民國 104 年苗栗縣政府「擬定苗栗縣區域計畫及研究規劃案」調查分析，
該計畫透過區位商數分析各鄉鎮市之基礎產業，南庄鄉以住宿及餐飲業區位商數為
6.13，為全縣第二高（次於泰安鄉 16.17）；顯示南庄鄉產業發展上住宿與餐飲業為
突出的基礎產業；其他產業區位商數依序分別為營造業（2.51）、其他服務業（1.57）、
批發及零售業（1.45）。 

附 圖- 4苗栗縣各鄉鎮市基礎產業示意圖 

資料來源：擬定苗栗縣區域計畫及研究規劃案 

 

2.旅宿與露營資源 

苗栗縣觀光住宿資源分布上，缺乏具規模的觀光旅館，而觀光資源豐沛的南庄
鄉與泰安鄉，住宿設施則依賴民宿。依苗栗縣國土計畫規劃技術報告分析，全縣民
宿房間數為 1,081 間，其中南庄房間數為 364間，約佔三成以上。 

另外依據交通部觀光局露營區查詢網頁，苗栗縣露營區共 312 處，其中南庄露
營區數量為 69 處。其中分布以蓬萊村、東河村為多，並經套疊濳在風險地區（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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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區、地質敏感區、土石流潛勢溪流範圍），南庄鄉部分露營地部分位居在
風險地區。 

 

附 圖- 5 南庄鄉位於潛在風險地區露營區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套疊 

3.新型態產業發展起步階段：共管機制與合作經濟 

近年林務局推動原住民共管政策，針對林務局轄管的國有林區與職權範圍內，
與原住民族共同守護山林、共享山林資源，實現權利分享、責任分攤的共管機神；
其中共管的項目包括森林產物採取、林下經濟發展、狩獵自主管理、步道維護管理、
深入部落體驗旅遊、協助山林巡守。在部落生態旅遊面向上，林管處可協助共同盤
點森林景觀、生態與在地文化及傳統知識，找出地方亮點，並協助建立品牌、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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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培訓解說員等等。其相關機制於民國 104 年 8 月 19 日發布「行政院農業發
展委員會林務局經管國有林地內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要點」。 

目前南庄鄉蓬萊部落正密切與林務局執行共管機制，透過共管，林務局聘請族
人進行山林巡守、步道維護等工作，提供族人工作機會；另部落開始發展林下經濟
與生態旅遊，蓬萊部落並以合作經濟概念建置苗栗縣賽夏族原住民林業暨勞動合作
社。經由訪談，初步了解蓬萊村約有七成家戶加入合作社，已成為部落重要的產業。
位於東河村的鹿場部落正開始啟動共管，部落期望以推動泰雅部落文化為主，目前
的計畫包括培訓解說員、部落植物建置與導覽等。 

（四）公共設施 

南庄鄉公共設施多位於南庄都市計畫區，而部落內公共設施包括學校、聚會所、
觀光遊憩設施、警察局，整體而言部落皆缺乏聚會空間、觀光遊憩相關服務設施，
約有十個部落沒有任何公共設施，顯示個部落公共設施較為缺乏。 

另依據苗栗縣縣政統計通報 108 年第 9 號苗栗原住民人口分析結論中指出：
「原住民人口結構，雖然人口數呈現成長趨勢，惟女性人口數較男性人口數增幅較
多，老年人口數持續增加，…..所以未來原住民高齡照護安養、年長女性就業輔導、
家庭照顧及族別發展與交流等將成為值得重視的議題。」鄉內共有四處文建站，但
因缺乏社區空間，故部分部落設置於個人家戶中，因此社區內共用的聚會場所為重
要急迫需要的公共設施。 

在環境敏感與公共設施方面，南庄鄉各部落皆位於飲用水水量水質保護區內，
但部落皆無污水處理設施，建議劃設為農四以及旅遊能量較高的部落應優先推動污
水處理設備，使污水排放達到飲用水源水質保護區放流水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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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3苗栗縣南庄鄉公共設施綜整表 

村
別 部落 行政設施 

商業設
施、醫療
設施 

學校 聚會所 長照、社
福設施 

觀光遊憩
設施 

警察局、 
消防站 

東
村 都市計畫區 

南庄鄉公
所、南庄
圖書館、
南庄文化
會館、南
庄郵局、
南庄鄉公
有停車場 

南庄市
場、南庄
衛生所、
便利商
店、南庄
鄉農會 

南庄鄉立
托兒所、
南庄國小
附幼、南
庄國小、
南庄國中 

南江社區活動中
心  南庄遊客

中心 

南庄分駐
所、南庄消

防隊 

西
村 大屋坑部落 -- -- -- -- -- -- -- 

南
江
村 

東江新邨部落 -- 便利商店 -- 

真耶穌教會東江
教會、臺灣基督
長老教會東江教
會、永承宮 

-- -- -- 

馬果坪部落 -- -- -- -- -- 
南江休閒
農業區旅
遊中心 

-- 

蓬
萊
村 

大湳部落 -- -- -- -- -- -- -- 
二坪部落 -- -- -- -- -- -- -- 
八卦力部落 -- -- -- --  -- -- 

蓬萊部落 -- -- 
蓬萊國
小、蓬萊
國小附幼 

蓬萊社區活動中
心、蓬萊天主堂 -- 森林小站 蓬萊派出所 

東
河
村 

鵝公髻部落 -- -- -- 鵝公髻部落集會
所 -- -- -- 

瓦祿部落 -- -- -- 
東河天主堂、東
河基督長老教
會、東河永聖宮 

 瓦祿文化
館 東河派出所 

向天湖部落 向天湖公有停車場 -- -- 賽夏族巴斯達隘
祭場 -- 

苗栗縣賽
夏民俗文
物館 

-- 

大窩山部落 -- -- -- -- -- -- -- 
石壁部落 -- -- -- -- -- -- -- 
鹿場部落 -- -- -- --  -- 陸家派出所 
鹿山部落 -- -- -- -- -- -- -- 
鹿湖部落 -- -- -- -- -- -- -- 

（五）環境敏感 

苗栗縣南庄鄉環境敏感項目包括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
區、森林（國有林事業區）、地下礦坑分佈地區。在災害敏感地區則包括土石流潛
勢溪流、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特定水土保持區；其中特定水土保持區位於
鹿場部落，劃設面積 158.27 公頃，於 100 年劃設，劃設理由為「地質破碎不穩定，
部分區域仍有崩塌、地滑疑慮，故通盤檢討原則朝向繼續治理為方向」。並於 108
年完成第一次通盤檢討，目前尚維持特定水土保持區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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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議題分析 

議題一：全鄉大面積為國保一，需具彈性的土地使用管制與機制 

南庄鄉因位於飲用水水源水量保護區，全鄉大面積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目前部落對於劃設為國保一有兩種不同態度，一方為劃設的保育程度太高，擔憂發
展受限；另一方認為目前部落推動林下經濟、生態旅遊，與森林共生的發展概念下，
影響層面應該較小。但依據目前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表草案內容，目前國保一在與生
態旅遊相關的設施都較為嚴格，例如餐飲設施、民宿、觀光遊憩管理服務設施、露
營地等；另國保一不允許設置休閒農業設施。未來部落朝向生態旅遊或林下經濟發
展，若能透過鄉村整體規劃進行部落未來產業發展需求盤點，交叉比對原非都市土
地使用地編定，細膩討論回饋至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表的相關規定，或討論相關土地
使用管制的機制，將有助於部落永續發展。 

考量部落同時位於水源水量保護區與參山風景管理區內，山林觀光旅遊發展與
水源水質保護需進行配套機制，保障部落的發展權利；目前全鄉各部落皆未設置污
水處理設施，建議針對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與未來旅遊核心區（例如露營地）
宜討論污水處理設施的建置機制。 

議題二：未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部落發展權益受限程度大 

苗栗縣國土計畫民國 110 年 4 月公告，南庄鄉內 15 個部落中有九個部落未劃
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包括東河村的向天湖部落（55戶）、大窩山部落（27 戶）、
鵝公髻部落（14 戶）、石壁部落（12 戶）、鹿湖部落（5 戶）、鹿山部落(6 戶)，
蓬萊村的大楠部落(21 戶)、二坪部落(25 戶)。依據目前功能分區下的土地使用管理
草案，位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需屬建築用地始可申請合法建物；且依據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草案）第 33 條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私有原住民保留地不得申請住宅興
建計畫。因此，若部落未被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未來新建住宅用地將僅受
限於建築用地上，無法解決目前建築用地不足的問題，並限縮部落發展彈性。 

此議題可透過「內政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
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須知」，由苗栗縣政府向營建署申請執行
部落環境基本調查及部落溝通作業，據以重新評估部落劃設適當國土功能分區的範
圍。另苗栗縣國土計畫中提及，針對未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的部落，建議未
來透過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據以劃設適當的分區；故此議題亦可透過本計畫據以
執行調整適當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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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鹿場部落範圍大比例劃設為城二之二，與使用現況衝突 

苗栗縣國土計畫中將鹿場部落聚落範圍劃設為兩種用地，分別是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二與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係依據 1991 年鹿場
育樂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本範圍為「鹿場遊樂園開發許可案」1，但此案已於 2020
年廢止。該範圍內目前使用現況為居住、農耕、露營地為主，屬於部落生活區域；
國土功能分區與使用現況有所衝突，應適當調整。 

議題四：由「災害治理」到「地方發展」，針對坡地災害區域執行災前預先部署

災後重建整備計畫 

南庄鄉災害敏感地區則包括土石流潛勢溪流與影響範圍、地質敏感區（山崩與
地滑）、特定水土保持區、地下礦坑。在南河溪流域、小東河流域、東河溪流域皆
有土石流潛勢溪流，其中多處潛勢溪流影響範圍涵蓋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包括八
卦力部落、馬果坪部落、東江新邨部落、大屋坑部落，以及未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
第四類的石壁部落。 

最為嚴重的是鹿場部落，部落整個面積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部落也位處大量
地下礦坑坑道的上方，整體坡地狀況需與水保局、礦業局進行討論。 

南庄礦業開發為 1959年（民國 48）開坑，1991 年（民國 80）收坑，分設石
門與上島兩處礦業所，生產年數長達 39 年，總產量逼近 136 萬噸。1950 至 1970
年代是南庄街最熱鬧的時候，街上的旅社、酒家、茶樓林立，人口曾多達 2、3萬人。
1980 年南庄礦業公司石門礦業所撤離風美村（即今鹿場部落）。採礦器材轉至蓬萊
村平峒礦場。鹿場南本坑的礦坑於 1982(民 71)停止開採。 

而南庄山區地質特殊，加上早年礦坑隧道填埋不實更容易造成鬆動。2 
1976 年

風美村居民 43 戶基於地質及交通問題，經鄉公所遷村至南江村，但由於沒有產業
支持生計，後期族人又陸續搬回鹿場部落居住。但鹿場部落周邊地質不穩定，根據
李準勝等人 2009 邊坡研究指出 3，鹿場地區苗 21 線道路沿線，經常發生山崩和
路基塌陷等地質災害。對於鹿場台地由於有西側岩壁落石、 厚崩積土體、順向坡平
面滑動、河道側蝕、 地下水滲流快速等，所以正處於不穩定的地質環境。經過歷年
颱風以及大雨造成苗 21 線、124甲線與 301農路 4的崩壞。 

 
1https://eland.cpami.gov.tw/nuld/Web_Plan/Web_PlanDetails/933?pitid=0&plid=0&cntyid=0&cntrid=0&pdti

d=0&patid1=0&sortorder=planundertaker  
2 https://twgeoref.moeacgs.gov.tw/GipOpenWeb/wSite/ct?xItem=199848&ctNode=1242&mp=105  
3 李準勝、段錦浩、吳志展、黃松光 (2009)由地質環境特性探討苗栗鹿場地區邊坡不安定性之原因，水

土保持學報 41(4):437-454 
4 土石流防災資訊網（2018），重大砂災例最速報。檢索自： 
https://246.swcb.gov.tw/Achievement/DisastersContent?EventID=544&fbclid=IwAR1IrLj_Uoyoa1_g70XTBY2Eo

https://eland.cpami.gov.tw/nuld/Web_Plan/Web_PlanDetails/933?pitid=0&plid=0&cntyid=0&cntrid=0&pdtid=0&patid1=0&sortorder=planundertaker
https://eland.cpami.gov.tw/nuld/Web_Plan/Web_PlanDetails/933?pitid=0&plid=0&cntyid=0&cntrid=0&pdtid=0&patid1=0&sortorder=planundertaker
https://twgeoref.moeacgs.gov.tw/GipOpenWeb/wSite/ct?xItem=199848&ctNode=1242&mp=105
https://246.swcb.gov.tw/Achievement/DisastersContent?EventID=544&fbclid=IwAR1IrLj_Uoyoa1_g70XTBY2Eol_zyEdjNE8mMVvtNEpcUAQaSYXj9bSy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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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圖- 6 南庄鄉鹿場部落 301農路崩場圖 

災害發生時間：2017年 3月 8日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因崩塌地問題，鹿場部落與北側區域劃設為「特定水土保持地區」；近年仍有
發生大規模崩塌。鹿場部落目前使用為居住與露營地經營，訪談部落居民，居民表
示居住於此的期望，表達具有災害共處的智慧。但針對因人為礦業開發造成的山坡
不穩定問題，如何進行礦坑整理與修復，為部落期盼。 

過往「災害治理」概念較為被動，而部落期望化被動為主動，在策略上以「部
落發展」的適當處理方式為主軸，在災害未發生前，先預先進行重建整備計畫，一
方面讓部落得以安居樂業，一方面讓災害區域避免人為活動。此部分需要與相關單
位進一步討論推動方式。 

議題五：部落動能醞釀中，跨族群討論共識具潛在困難度 

南庄鄉內泰雅部落為東河村內的石壁、鹿場、鹿湖、鹿山四個部落，目前泰雅
部落正與東河村另外兩個賽夏部落（瓦祿與向天湖部落）組合大東河流域策略聯盟，
抗議台電於 2008 年在東河村設置了 39 處高壓電塔。泰雅四個部落目前也正與林務
局、參山風景管理處討論山林共管的協議，目前泰雅部落動能較強、部落會議亦已
成立，部落代表皆表示願意參與本案。 

南庄鄉賽夏部落的部落會議組織較薄弱，公共事務討論較少，故若選定範圍為
大東河流域（東河村）部落群，將涵蓋泰雅部落與賽夏部落，部落人士表示欲達成
兩族群共同討論與共識仍具一定困難度。另外，蓬萊村為賽夏部落，目前部落內超
過半數以上的家戶參與由部落頭人組織的合作社，於 2018 年開始與林務局建立夥
伴關係執行共管與林下經濟，部落動能更凝聚。目前正在推動部落產業與防護山林
等工作，但部落頭人於受訪時表示，目前土地利用方面問題較少，且合作社工作忙
碌，故參與本案意願較低。 

 
l_zyEdjNE8mMVvtNEpcUAQaSYXj9bSyens  

https://246.swcb.gov.tw/Achievement/DisastersContent?EventID=544&fbclid=IwAR1IrLj_Uoyoa1_g70XTBY2Eol_zyEdjNE8mMVvtNEpcUAQaSYXj9bSy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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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六：部落與林務局共管機制啟動合作夥伴關係，若機制成熟可進一步討論

未來發展的土地使用配套內容 

根據章睿桓(2021)的研究 5，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是賽夏族南群群居的重要據
點，2018 年 2 月 7 日賽夏族與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以下簡稱新竹林管處）齊
聚立法院共同簽訂夥伴關係，聲明在林務局管轄土地內對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及文化
的尊重與對「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落實，為原住民族群與政府行政機關互信合作、
共謀永續發展樹立里程碑。就此，賽夏族成為了臺灣 16個原住民族中，首次與林務
局簽訂合作關係宣言的民族。雙方也於該年以賽夏族傳統方式辦理 SaSiyoS (和解儀
式)，化解長久以來林務局與賽夏族人間的衝突與誤解，展開共同守護山林及部落環
境、維護自然資源永續、踐行部落經濟永續發展的步伐。簽訂夥伴關係之目標、原
則及內涵摘要如下： 

附 表- 4夥伴關係表 

一、目標 

(一) 基於傳統領域內豐富的自然資源與深厚的原住民文化,彼此對於永續發展擁有相同的期

望,以信任、信心和寬容致力於共同目標的達成。 

(二) 基於平等與尊重,雙方得以在多元基礎上建立夥伴關係。 

(三) 基於對正義的信念,雙方所建立的夥伴關係,不會因偏頗或濫權而使得任一方受害。 

二、原則 

(一) 合作友好;真誠對待。 

(二) 平等相待,尊重法律。 

(三) 互利互惠,共管發展。 

(四) 加強在原住民族事務中的研商與合作。 

(五) 合作共建部落永續發展願景。 

三、內涵 

(一) 尊重原住民族基本法精神,推動傳統文化的研究、傳承與創新。 

(二) 關懷彼此在共同領域內的基本人權與狀況,尊重文化價值,確保不同語言、生活方式的自主

發展。 

(三) 依據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精神,共同維護傳統領域內的生態平衡,建立人與大自然的

和諧,共同守護森林。 

(四) 加強資訊的流通,增進彼此的瞭解,促進夥伴關係交流與合作。 

(五) 積極建構共管平台,作為推動永續工作的基礎。 

賽夏族與林務局所建立的夥伴關係並非政府由上而下單方面的扶持部落，而是
平等、互利的合作發展關係。有了夥伴關係的建立後，使賽夏族與林務局之間產生

 
5 章睿桓（2021）。原鄉部落推動地方創生與生態旅遊之研究-以苗栗縣南庄鄉賽夏族巴卡山部落為例。未出版資料，彰化師範大學地理

學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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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溝通與協調，形成未來對於林地發展之共識，並互相提供資源、知識、技術、
資訊等，以達成振興部落經濟與文化、環境保護以及森林價值多元發展的永續目標。 

另外，南庄鄉東河村泰雅部落組成策略聯盟，亦正與林務局、參山風景管理處
討論共管，部落期望推動部落文化在地解說旅遊，部落也正在培訓英語導覽員。部
落嘗試以共管方式謀求部落產業發展的出路，期望可以透過在地產業的成形，讓部
落除了「將人找回來」之外，還進一步「讓人留下來」，尋求部落永續發展的途徑。 

議題七：社區內部公共設施不足 

目前部落缺乏公共設施，包括文建站無處設置，目前幾處部落設置於社區住家。
蓬萊村村長表示文建站無處設置，需要解決。另外，蓬萊賽夏部落合作社在安排森
林秘境遊程時，於生態旅遊入口處（二坪）有停車空間不足的問題，目前部落以運
具接駁的方式解決。 

部落需要進行聚落公共設施的提升，針對道路、停車場、在地文化導覽設施、
污水處理設施、墓地空間等；例如閒置空地得以規劃再使用，其中鹿場部落中的鹿
場國小，部落正規劃作為祭典場所、泰雅民族植物導覽解說、小型遊客服務站等綜
合設施；另外部落內的舊教堂拆除後，目前部落亦正在討論未來適宜的社區設施項
目。 

三、南庄鄉議題綜合分析 

針對上述議題，進一步分析其與土地使用之前的關聯性、急迫性、以及是否已
有相關政策或法規工具可進行解決，作為下一階段規劃啟動的基礎。 

附 表- 5南庄鄉議題性質與後續策略分析 

議題項目 
是否屬土地使

用議題 

急 迫

性 
是否已有相關法規工具 建議處理方式 

議題一：全鄉大面

積為國保一，需具

彈性的土地使用

管制與機制 

屬於土地使用

議題 

高 無 建議由縣市政府制定

專屬的土管要點進行

因地制宜管制。 

議題二：未劃設為

農業發展地區第

四類部落發展權

益受限程度大 

屬於土地使用

議題 

高 內政部補助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原住民

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

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 

於前述委託計畫中，

進行分區調整。 

議題三：鹿場部落

範圍大比例劃設

為城二之二，與使

用現況衝突 

屬於土地使用

議題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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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由「災害

治理」到「地方發

展」，針對坡地災

害區域執行災前

預先部署災後重

建整備計畫 

不屬於土地使

用議題，但需

要防災部門與

礦業局進行處

理。 

高 無 可透過國家災害中心

為平台，以鹿場部落

群為範圍，討論礦場

地質改善與聚落永續

居住。 

議題五：部落動能

醞釀中，跨族群討

論共識具潛在困

難度 

不屬於土地使

用議題，屬於

規劃範圍擇定

議題 

低 無 -- 

議題六：部落與林

務局共管機制啟

動合作夥伴關係，

若機制成熟可進

一步討論未來發

展的土地使用配

套內容 

若無使用項目

不符之項目，

則不屬於土地

使用議題 

中等 林務局原住民共管政策 於部落訪談中了解部

落需求，與土管相關

之處進行討論。 

議題七：社區內部

公共設施不足 

屬於土地使用

議題 

高 地方建設經費爭取 於部落訪談中了解部

落需求，並協商相關

單位尋求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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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第一次工作會議回應與辦理情形對照表 

110年度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原住民地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 

第 1次工作會議 

回應與辦理情形對照表 

壹、會議時間：110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整 

貳、會議地點：本分署 5 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廖副分署長文弘 

項

次 
前次工作會議決議 回應及辦理情形 

報告事項：目前辦理之工作項目、進度及後續工作安排進行報告。 

附帶決定： 

1 

關於本案之計畫範圍，依全國國土計畫

之指導及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之決議，

以鄉、鎮、市、區為主，惟得以部落為

單元進行較細緻之探討規劃。 

規劃單位：遵照辦理。 

2 

有關第 1 場說明會之辦理方式，建議可

在選定示範規劃鄉鎮後，以潛在議題作

為說明會的主軸。至於規劃工作坊和說

明會所蒐集之意見，請規劃單位以可透

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解決，或得以其他

方式解決等分類方式進行歸納彙整。 

規劃單位：遵照辦理。 

3 

後續工作會議之回應資料，不限以簡報

方式呈現。請規劃單位評估以彙整期初

報告格式之方式先行提供書面資料，以

利各單位提供意見及減少資料格式及

內容轉換之負擔。 

規劃單位：遵照辦理。 

討論事項 

議

題

一 

議題一：優先辦理選定原則篩選條件初

步分析結果、建議擇定地區與

預計處理議題之辦理情形 

一、有關優先辦理選定原則篩選條件之

表格及其說明內容，相關名詞請規

劃單位再予檢視並歸納統一，並調

規劃單位：  

一、 請參見討論議題一之說明「（五）
研擬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原住

民地區之優先辦理選定原則」。 

二、 (一)遵照辦理。請參見討論議題

一之說明「（二）桃園市復興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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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前次工作會議決議 回應及辦理情形 

整說明內容使其符合原則標題，以

利後續對外說明及解釋。 

二、針對規劃單位於本次會議簡報所提

討論事項一、二，後續辦理方式決

議如下： 

（一）「討論事項一、交通部觀光局

有關『北橫國家風景區』及『露

營區合法化』對部落之經濟、

社會、文化之影響」，請規劃單

位納入後續規劃內容之研討

議題，廣泛蒐集相關部會之規

範內容與議題，研提後續於本

案原住民地區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之規劃內容及建議處理

議題。 

（二）「討論事項二、鎮西堡特定區

域計畫土地合法作業尚未完

成，如何有效縮短該項作業之

期程？」，請規劃單位將目前

前開案件所遭遇之建築合法

化議題納入本案後續研究範

圍，另請作業單位於會後提供

相關會議資料。 

況與議題分析先辦理選定原則」。 

(二)關於鎮西堡與斯馬庫斯建築

合法化之執行進度已另行提供書

面資料予分署。後續亦將納入本

計畫之議題討論。 

 

議

題

二 

議題二：原住民地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之程序 

    請規劃單位於 10 月分進行部落訪

談及機關訪談後，修正原民地區鄉村整

體規劃之作業流程並參考手冊格式彙

整成相關文件資料，供作業單位評估並

提供予本署綜合計畫組評估是否納入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手冊或是以其他方

式提供予各地方政府。 

規劃單位：遵照辦理。 

臨

時

動

議 

有關工作會議之討論議題，請作業單位

予規劃單位密切聯繫，確認時機成熟後

再提會討論，避免重蹈本次會議議題

二，規劃單位無法回應之情形。 

作業單位：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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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第二次工作會議回應與辦理情形對照表 

110年度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原住民地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 

第 2次工作會議 

回應與辦理情形對照表 

壹、會議時間：110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貳、會議地點：本分署 5 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廖副分署長文弘 

項

次 
第二次工作會議決議 規劃單位回應及辦理情形 

報告事項：目前辦理之工作項目、進度及後續工作安排進行報告。 

附帶決定： 

1 

有關經第 1 次工作坊及訪談所蒐集之相關意

見，除本案後續選定之示範基地所涉課題外，

非屬本案計畫範圍之課題，亦請規劃單位彙

整分類並研提初步處理建議，納入後續報告

書中，以茲完備。 

遵照辦理。 

討論事項 

議

題

一 

議題一：基地選址結果及其分析過程 

一、有關基地選址結分析過程，請規劃單位強

化其與「優先辦理選定原則篩選條件」之

關聯性，並將本次簡報內容一併納入期

初報告書，作為後續執行示範規劃案之

參據。 

二、有關基地選址結果，因桃園市政府明確表

示目前尚未有推動意願,同意排除桃園市

復興區，請規劃單位以本次討論之新竹

縣五峰鄉及苗栗縣南庄鄉作為最終評估

結果範疇（可提出單一建議基地，各基地

間之優先順序,抑或是可採多個示範規劃

案等方式進行等......），並補充分析說明。  

三、針對「原住民地區之優先辦理選定原則」，

請規劃單位依下列見修正： 

(一)有關原則七「縣市政府意願與配合狀

一、遵照辦理。 

二、遵照辦理。期初階段選址結

果詳見期初報告書第一篇

第二章第五節。 

三、遵照辦理，請參見報告書第

一篇第三章第一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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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第二次工作會議決議 規劃單位回應及辦理情形 

況」,經本次桃園市案例可知，該條件

為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首要檢核項

目，爱請增列原則項目並調整該項目

之順序。 

(二)有關「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國發

會已修正相關內容為「地方創生推動

地區」，爱請配合修正。 

(三)有關「原住民地區之優先辦理選定原

則」表列之評估條件，說明內容尚需

統一撰寫方式（如部分為正面列舉應

參考納入之條件、部分為負面列舉應

排除之條件），請規劃單位修正後再

洽作業單位確認。 

(四)有關本案工作項目因涉及桃園市、新

竹縣及苗栗縣之示範基地選址結果，

請作業單位於期初報告審查會議時

邀集各該縣市政府出席，以利其了解

本案內容。 

議

題

二 

議題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原住民族之

規劃方式-有關歲時祭典之規劃課題 

一、請規劃單位俟議題一確認選址基地後，依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草案)」中

訂定相關建議作業方式，以時間序列分

列各項歲時祭典時程，輔以示意圖方式

輔助呈現該等影響範圍,以利後續規劃分

析。並適時於訪談過程中充分與部落溝

通，說明將以部落有共識及具體 需求

者，列為優先規劃範疇。 

二、另本署綜合計畫組與會代表表示，110 年 

10 月 19 日召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第

7 次專案推動小組」，針對原民地區之鄉

村地區「規劃原則」將再予檢討修正。 

一、遵照辦理。後續將針對部落

進行以歲時祭典種類與內

容進行理解，並確認是否有

相關使用需求。 

二、遵照辦理，本計畫於完成選

址擇點確認後，將依循會議

資料及後續與會單位意見

調整方向，作為本計畫執行

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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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第三次工作會議回應與辦理情形對照表 

110年度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原住民地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 

第 3次工作會議 
回應與辦理情形對照表 

壹、會議時間：111 年 2 月 16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00 分 
貳、會議地點：本分署 5 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廖副分署長文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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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第一次規劃工作坊會議紀錄 

110年度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原住民地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 

第一次規劃工作坊 

會議紀錄 

一、時間：110 年 09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 分-12 時 00 分 

二、地點：臺北市紹興北街3號2樓202室 

三、主持人：城鄉潮間帶有限公司陳育貞                 紀錄：黃若慈、陳懿欣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五、會議紀錄： 

（一）綜合討論 

1.夏錦龍顧問： 

（1） 我已看過苗栗縣國土計畫內容，南庄與泰安一片綠油油的，不是國保一就是國保

二。我們與當地泰雅族討論過，未來可能動輒觸法，該怎麼辦？所以他們將國土

計畫稱為滅族計畫。我和他們說沒這麼嚴重，今天先聽聽潮間帶團隊怎麼談。事

實上，剛剛簡報中針對賽夏族的資料很完整，賽夏族的遷移史很清楚，從大霸尖

山下來的兩個路線，都描繪得很清楚。 

（2） 針對本次示範案是以流域或行政區何者為單位，個人比較贊同行政區，大家比較

習慣行政區。目前原民會正在推動行政區以外的公法人，若原民會在制度上人有

突破，可以和本計畫的流域單位結合；但公法人尚未突破，故推動流域制的行不

行取決於民眾，民眾目前已習慣行政區制度。 

（3） 關於法規，涉及到國土計畫法與原基法之間的關係，這兩者的關係是否能說明清

楚？目前規劃範圍都是保留地，保留地與原住民息息相關，保留地所涉及的法規

為原開法（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位階又很低，在這個情形下，原住民該

如何適應法律間的問題？原民會這部分可能要加強一點，要把原開法提升位階

或許會比較好一點，未來原基法、國土計畫法與原開法三者間的適用關係才不會

扞格。 

（4） 針對國土計畫功能分區，我比較贊同過去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所有土地使用類

別都很明確。國土計畫只是規劃為國保一、二，甚至是農發三、四。目前我們還

不清楚管制內容，未來的使用限制與管制有哪些，容許使用也尚未頒布，有沒有

容許使用我也不清楚。在未頒布之前，我比較贊成過去的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2.打赫史・達印・改擺刨顧問： 

（1） 針對要以流域或行政區，我認為示範區當然是以鄉為名稱，鄉之下有部落，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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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太大，部落才比較適合。無論以部落還是地區，有幾個要件要考慮到，第一

為交通便利性，第二為原民文化特質，第三為經濟產業，第四土地利用，就是原

保地的利用。原保地在原民地區，會慢慢釋放出來。上述幾點可能有不足，不過

原住民問題，最主要還是在經濟，我們的產業發展；能夠讓原住民收入增加，改

善生活品質。原住民自己沒有資金，一定需要政府或未來的力量協助，我們才能

經濟欣欣向榮。我的問題不多，最主要就是經濟發展。 

（2） 我們需要善用諮商同意權機制，鄉鎮公所、中央政府單位都要經過原住民族的同

意。至於部落會議，事實上過去都有成立部落會議，但效果不彰。最好是把問題

帶回去，讓部落會議成為公法人；但目前公法人制度尚未公告，未來若公告，部

落會議就等於鄉公所，可以做地方建設工作。 

3.烏杜夫・勒巴克（Utux Lbak）議長： 

（1） 本案在規劃過程中希望團隊可以幫助部落，過程非常重要。目前即使一些比較有

主體意識的部落，他們在接受規劃或其他過程中還是充滿挫折，公部門還是強勢

介入。以我們（五峰鄉）清泉為例，桃山村有三個部落成立部落會議，在運作上

希望政府可以真正去尊重部落主體性。清泉部落的自然資源很多，例如溫泉、霞

喀羅步道等等，但整個規劃中都不理會部落，縣府發包下去直接執行，連諮詢的

餘地都沒有，和我們在講部落參與、諮詢與同意還差很遠。但我們部落還是在努

力，要把主體性呈現出來。我們四月主持了和解儀式，要（與林務局）達成共管，

最近開過共管的會議。事實上當地林務局與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等單位，意願皆

很高，蠻尊重部落，這個部分到底該怎麼去突破。也就是說，在規劃過程中，要

讓部落覺得這個規劃是有益處的，不然部落已經被欺騙這麼多次了，就會就放棄

或不參與了。 

（2） 第二個部分是資訊問題。不是部落不願意參與、呈現主體性，而是資訊透明化的

問題。像是國土規劃，部落沒幾個知道已經實施了。我想本次規劃中，最重要的

部分是讓對話的部落，知道國土規劃在做什麼，我們自己可以規劃什麼。我目前

是長老教會泰雅中會教社部的部長，去年開始推動每個部落成立部落會議，但因

為疫情關係中斷，今年這個月開始恢復工作。我們第一站就是五峰與尖石，我們

要說明真正代表部落的部落會議是什麼、怎麼推動、怎麼成立。未來有一系列的

工作，預計十月會在苗栗這邊。就泰雅族而言，我們希望每個部落都有部落會議，

作為真正呈現部落的主體意識，在參與整個公共事務時，能充分表達部落的意見，

也完全知道要做什麼。 

4.歐蜜・偉浪牧師： 

（1） 針對18頁國土計畫體制，從全國國土計畫到縣市國土計畫，我認為有一面向

要思考。過去非都的規劃有其的背景，是由上而下，無法凸顯部落與在地。目前國

土計畫的組織是不錯，今天我們在討論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目前土地使用分區的規

範尚不清楚，但另外又有個空間可以去呈現在地主體。但須考慮原鄉各方勢力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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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壓力，如何避免不當的開發壓力進入部落破壞環境，是重要的。 

（2） 原住民所有一切都在土地之上，包括記憶、生命、文化、祭祀等等，土地是立體

的是多元的。原基法目前第二十一條諮商同意沒有實質力量，針對國土計畫的架

構圖，目前原鄉部落都還沒有預備好。例如，桃園復興拉拉山提升至國家級的森

林遊樂區，在國土計畫重大改變下，會有什麼衝擊？我們該怎麼預備？ 

（3） 在討論到核心的生活與土地利用，在國土計畫重大的改變下，是否可以釜底抽薪

一次解決？例如原保地借名登記，導致流失的問題；或是部落重要的文化資產被

抵押給非原住民身份。 

（4） 期望國土計畫回歸原住民基本法的要旨，以原住民在地為主體，不應只有農業，

尚包括觀光民宿等，讓發展可以安身立命，這是基本的需求與權利。 

5.鄭光博顧問： 

會議資料中，引用原民會推動部落核定資料，我曾經參與部落核定前由鄉鎮公所作的

基礎調查。我發現在北部泰雅族區域，就部落核定來說並沒有一致的標準；例如以新

北市烏來區福山里而言，由於部落核定要由公所承報委員會，福山里有四個部落，公

所的呈報上就併成一個。有些區域一個部落會有很多居住區，尤其泰雅族是散居的，

有些在認定上是應是一個聚落/部落共同體，就沒有被區分清楚。在尖石與復興鄉的呈

報的部落數量就非常多，復興有58個，尖石有49個。由於當初是由各個公所呈報，部

落核定的機制與標準就不一，有些數量特別多，有些則被簡化了。本計畫涉及到部落

會議的諮商同意，要如何透過部落會議做有效的說明，讓部落理解，是計畫執行上需

要突破的挑戰。另外就是選址的方面，如何去找到有主體意識，願意彼此合作，也是

一個關鍵。 

6.原住民族委員會土地管理處賴慧儀： 

復興區有委外團隊進行投入環境調查，以劃設城三、農四進行分區，已在部落說明好

幾次。也有突破營建署的原則，內部程序尚未完成，市政府是否會想爭取鄉規有可能

會影響。 

7.營建署城鄉分署 

（詳書面意見） 

 

（二）各鄉鎮議題討論 

1.苗栗縣南庄鄉： 

（1） 比較有能量的部落是東河（村）與八卦力部落周邊包括大湳，還有向天湖周邊包

括瓦祿、大窩山、向天湖整個一起。比較有領導力的是八卦力（Tahes）；向天湖

是聖山，所以東河的周邊組織比較完整。 

（2） 石壁以下都是泰雅部落（鹿場、鹿湖、鹿山、石壁）。東江新邨是遷居過來的，目

前是混居。鹿場目前有部落會議，且運作正常；石壁也有協會，且參與近年雪霸

共管的討論中。鹿山那區域屬於順向坡，以前挖礦所以土石較為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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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竹縣五峰鄉： 

賽夏族是比萊、上大隘、高峰、茅圃（混居一半）、朱家庄部落；部落能量強者有十

八兒、大隘。賽夏在五峰跟南庄都各有祭場，各有協會進行運作。泰雅族則以清泉

部落能量強。 

3.桃園市復興區： 

（1） 拉拉山整個區域目前有桃園市政府與林務局推動國家級森林風景區，華陵里的部

落頭目作為大型開發規劃的對口。比亞外部落主體意識強，產業面向也強。羅浮

有羅馬線從小烏來過來，成為所有路線的集中點，是復興的中心點連結前後山，

有溫泉開發、旅遊中心，屬交通樞紐。 

（2） 復興位於桃園市國門門戶，角色是後花園，但整個聚落發展上沒有起色，爺亨梯

田跟楓樹林不宜發展成小烏來這種過度開發的模式。而國家級風景區計畫是否可

以帶動目前還是觀望中。 

（3） 桃園市的原住民人口已經超過台東縣，已經變成第二個原民最多的人口集中區域，

是一個移居的地點。 

4.苗栗縣泰安鄉： 

泰安很多溫泉產業開發案，在多方推動下開發壓力大。目前自主性比較強勢司馬限，

因為推動遷村計畫，由張景森政委推動下連結賑災基金會資源。 

5.各鄉公所狀況 

五峰鄉公所因為桃山十個部落推動雪霸共管，所以開始處理部落與政府之間的協商

事務。復興鄉公所對原民文化底蘊的理解尚需培力。南庄鄉公所溝通狀況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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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關本案之辦理之緣由、目的及規劃基本精神業彙整如附件，請規劃單位參

考納入本次工作坊資料，向各部落代表及專家學者說明。 

二、 有關本次工作坊所列 3 項議題，涉及國土法之相關政策說明如下： 

（一） 關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相關資訊營建署及本分署分別成立專區公開相關資

訊，供外界參考，相關網址如下： 

1. https://www.tcd.gov.tw/business_view.php?pjid=116 

2. https://www.cpami.gov.tw/營建署家族/營建業務/36-綜合計畫組

/34063-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專區.html 

（二） 依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直轄

市、縣（市）空間發展計畫，應載明直轄市、縣（市）城鄉空間發展構想及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的一部分，並依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3 項第 5 款適時檢討變更規定，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變更○○市(縣)國土計畫-●●鄉(鎮、市、區)整

體規劃」。 

（三） 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推動工具如下： 

1. 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依國土計畫法第 22 條規定，於全國國土計畫之架

構下，配合各該鄉（鎮、市、區）環境資源特性及土地使用需求，調整國

土功能分區分類。 

2. 研訂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依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規定，根據各該鄉

（鎮、 市、區）特性，指認特定範圍，研提適合當地需求之土地使用管制

原則，並訂定相關管制規則，報中央核定。 

3. 協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透過國土計畫平台，整合農村再生、農村綜合規
劃、地方創生及有關部門計畫，並結合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資源投入，

促進鄉村產業發展，並改善生活居住環境。 

（四） 承上，有關國土計畫主要係針對土地使用進行規劃處理與規範，而本案依據

過往處理原住民族相關事務之經驗，亦包含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令之相

關議題，爰此，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主要目的仍應聚焦於透過深入了解地方

對於土地使用上之需求與課題，透過法令賦予之相關推動工具，藉由協調溝

通之過程，研提出最適當之解決方案。 

三、 綜上，有關本次工作坊所蒐集之相關議題與資料，請規劃單位分析彙整，將

屬本案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所能處理且優先之重要課題與相關辦理意見納入本

案後續規劃作業，並於工作會議中進行討論；另關於非屬國土計畫法及鄉村

地區體規劃所能處理之相關意見，亦請規劃單位彙整分類，並於工作會議中

研提建議處理方式，以利後續將資訊提供予相關權責單位。  

https://www.tcd.gov.tw/business_view.php?pjid=116
https://www.cpami.gov.tw/%E7%87%9F%E5%BB%BA%E7%BD%B2%E5%AE%B6%E6%97%8F/%E7%87%9F%E5%BB%BA%E6%A5%AD%E5%8B%99/36-%E7%B6%9C%E5%90%88%E8%A8%88%E7%95%AB%E7%B5%84/34063-%E9%84%89%E6%9D%91%E5%9C%B0%E5%8D%80%E6%95%B4%E9%AB%94%E8%A6%8F%E5%8A%83%E5%B0%88%E5%8D%80.html
https://www.cpami.gov.tw/%E7%87%9F%E5%BB%BA%E7%BD%B2%E5%AE%B6%E6%97%8F/%E7%87%9F%E5%BB%BA%E6%A5%AD%E5%8B%99/36-%E7%B6%9C%E5%90%88%E8%A8%88%E7%95%AB%E7%B5%84/34063-%E9%84%89%E6%9D%91%E5%9C%B0%E5%8D%80%E6%95%B4%E9%AB%94%E8%A6%8F%E5%8A%83%E5%B0%88%E5%8D%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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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分署第 1 場工作坊書面意見（附件） 

1. 依據國土計畫法規定，國土規劃涉及原住民族之土地，應尊重及保存其傳統文化、
領域及智慧，並建立互利共榮機制，爰全國國土計畫考量原住民族特殊性，有關原
住民族土地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設之鄉村區，得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農業
發展地區第四類；此外，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之鄉村區或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
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如屬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區，與農業生產、生活、生態之
關係密不可分之農村，亦得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2. 全國國土計畫並針對原住民族土地訂定相關指導，規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計畫涉及原住民族土地應核實檢討原住民族有關居住、殯
葬及農耕等各類用地需求，劃設相關用地，以滿足原住民族發展需求。 

3. 另考量原住民族具有特殊文化風俗，為滿足其居住、耕作及殯葬等土地使用需求，
未來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擬定特定區域計畫，訂定土地利
用管理原則，再配合研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納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4. 針對原住民地區之空間規劃問題，於國土計畫法架構下，除得擬定特定區域計畫
外，直轄市、縣（市）政府亦可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研提空間發展配置策略與執
行機制，整合政府資源投入改善環境，達到因應原住民族特殊土地使用需求目的，
故於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中，已指認優先辦理整體規劃之鄉村地區，後續
將針對該地區進行規劃作業，並按其結果依國土計畫法第15條第3項第5款之規
定，適時檢討變更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5. 為持續協助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本分署前已研擬「106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策略及國土功能分區指導原則」，獲致初步實務操作經驗；目前亦正辦理「108年
度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規劃作業，且在考
量原住民地區就規劃作業及行政程序之特殊性，且為尊重原住民之實際需求，爰辦
理本規劃案。 

6. 而本示範規劃案首先將重點聚焦於部落主體，於原住民地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與
實施過程，除了依據國土計畫法之規劃辦理，亦應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之精神。其
中，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 條規定「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
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
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在形式上應踐行原住民族基本法與「諮商取得原
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之相關規定，就計畫的規劃過程與計畫內容應以部落主
體為原則。有關部落主體原則，除了上述相關規定之要求，在規劃過程中有更多細
緻的落實性行動。例如：計畫過程中以參與式規劃設計進行；在計畫進入平台會議
之後，必須邀請並且支持部落代表參與……等等。 

7. 本案將採參與式規劃設計原住民地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以部落主體原則，運用參
與式規劃設計方式完成，規劃期間應辦理說明會，讓部落族人了解計畫始末，以至
少三次以上的規劃設計工作坊完成計畫方案。且為解決核心議題，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在強調核實需求的目標下，針對現況的掌握、基礎資料的盤點及分析，可藉由本
示範規劃案作為規劃工作平台，有效結合地方政府與鄉鎮市公所等單位。另外，針
對原住民地區其所面對的課題包括非都市土地長期缺乏空間計畫引導的問題外，尚
包括土地管制機制與原住民地區生活慣習的差異導致無法銜接。因此針對特定議題，
亦可透過本案讓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共同討論，必要時可提供營建署作為政策研擬
之參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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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現場照片 

 

 

 

 

 

 

 

 

 

 

 

 

 

 

 

七、工作坊大圖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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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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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第二次規劃工作坊會議紀錄 

110年度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原住民地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 

規劃工作坊－白蘭部落 

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 年 03 月 19 日（星期六）15 時 00 分-17 時 00 分 

二、地點：影原餐坊 

三、主持人：城鄉潮間帶有限公司陳育貞                          紀錄：吳若瑩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五、會議紀錄： 

（一）規劃單位報告白蘭踏勘與議題資料蒐集狀況（略） 

（二）綜合討論 

▲指認舊部落位置(日本時期之後)（以大圖指認討論） 

尤巴士到盟約山林處為舊部落位置(含白蘭山莊、望月小築) 

鍾家：日本時代開始加入白蘭部落 

曾家：最早到白蘭部落的家族，謝周詹家都是白蘭部落的大家族。 

 

▲農四範圍劃設（以大圖指認討論） 

鳥嘴山那邊也都是聚落。應該調整農四的範圍。(周錦貴) 

 

▲耕地範圍（以大圖指認討論） 

以前沒有水田，都是旱地。鳥嘴山露營區也是耕地。包括張議員、張醫師等一家。

保留地都是耕作的旱地。 

 

▲白蘭部落祖先的遷徙 

● 白蘭部落最重要的視覺地標是從 Besu 就會看到白蘭的大平原。包括苗栗的大

安部落和梅原，包括北原山貓(是安霖叔叔)，是白蘭的人。我們最先是到

Skaru，白蘭最先都是水鹿(Ganu)，會到溫泉處洗澡，老人不敢住就先待在

Skaru 那邊。分成兩群，一群在 Skaru，一個在上坪。一直到荷蘭人來之後，

一隻水鹿的皮換一支槍，我們老人都認為荷蘭人是最友善的，會拿東西來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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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們對荷蘭人很好。後來，荷蘭人和明鄭吵架，祖先還有去幫忙打，後來

荷蘭人戰敗，換成平地人(漢人)過來，因為漢人沒有女人過來，所以就來當我

們的女婿。我們民族應該是在彰化和台中的海邊，從草屯和賽德克族分開，我

們往這裡面走，到松茂、順著河流到谷關，我們就在谷關，在谷關和雙崎的兄

弟分開，我們就繼續順著稜線下來就看到 R'uyan，就在這邊定居。 

● 從谷關那邊打獵過來，先到司馬限，上來就看到白蘭，從那邊走過來就看到白

蘭平原，就說要在這裡定居。從觀霧的山頂上看下來就是一大片平坦的平原

(高原)。 

● 和日本人談和之後(大正 15 年)，賴家(賴明光)就在白蘭，賴阿棟的阿公是副首

領，因為日本要求原民部落要種田，這裡沒有可以種田的地方，就把賴家再遷

到梅園，河邊都是平原。日本人認為如果部落人聚集在一起就又會打仗，所以

把部落都分散。 

● 白蘭部落四百年就已經有族人在此定居。(周錦貴) 

● 有一次瘟疫，白蘭部落的人都死掉，剩下的人要逃離疾病，跑到苗栗那邊，很

久之後，再上來看發現浮雲山林那邊崩塌，所以有一個說法說 Lama跟

Zyaiyu'Luk不能住。因為本來就是崩塌地，但是按照我和我弟弟研究，樹已

經長那麼大，河邊的樹(被 Mama 來薩砍掉種香菇)都是很大的樹，可能有千

年，那個樹可以長得出來，從樹的樹齡來判斷，我們可能是一兩千年以前就來

了。(曾作權) 

● 白蘭部落說至少四百年，後來一度逃避瘟疫跑到司馬限住，幾年後逐漸遷徙到

北坑溪流域，可能人口多了，需要找尋適合居住的地方，後來就跑到觀霧的山

頭就看到白蘭。現在要看的話就是在雪霸國家公園往林務局的叉路口，就可以

看到白蘭部落。看到對面非常平坦，也沒有炊煙。實際去看也真的很寬廣適合

居住。就再回去，回去幾年之後，真的要遷居了，又派人再來，就看到怎麼有

崩塌？幾年前看到的大平原怎麼不見了？白蘭溪兩邊本來是大平原，就變成山

谷。後來還是慢慢把族人遷到此地，一直定居下來。(周錦貴) 

 

▲從什麼時候開始從日本時代的舊部落又往外擴？ 

● 我們從民國 47 年，當時政府說要把部落的耕作地測量，結果測量之後，林班

地就不給了。原來白蘭山上很多人居住，這邊有很多平原，後來變成林班地。

林務局不給我們用，所以有些族人再退到南庄石壁鹿湖那邊。(曾作權) 

● 還有最可惡的是，日本時代日本稱我們的土地為番耕地，林地叫番植林；47

年之後，林務局把它改掉，將番植林改為蔓植林。把我們族人的權力抹煞，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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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我們原住民太嚴重了。(曾作權) 

● 我們的旱地全部沒有了，林務局叫我們種樹，種樹要 20年砍一次，20 年我

們吃什麼？所以我們只有作工人。(曾作權) 

 

▲國民政府統治後的遷徙歷程 

● 日本時代要求大家要作水田，就慢慢開闢成梯田。後來後代多了，就到了耕作

的田地上蓋房子，民國 47 年以後，為了小孩讀書(清泉設校)，就慢慢遷到清

泉來，一直到民國 70幾年，政府推行有機和休閒農業。（周錦貴） 

● 民國 68 年的保留地政策有變革，當時提出建議，也才有今天可以把林地變成

農牧用地。（曾作權）但當時還是他項權利，沒有所有權。（周錦貴） 

 

▲蓪草種植區位--鳥嘴山後面的林班地（以大圖指認討論） 

● 以前種在林班地，日本人當時鼓勵白蘭種蓪草，開啟蓪草的生意。後來造林就

沒有種了。曾主席的父母就是種蓪草賣。劃為林班地之後，就開始全面造林。 

● 過去部落也是全面種蓪草，全台灣蓪草品質最好就是在白蘭，有文獻記載。現

在協會也想要復育。 

● 蓪草是淺根性，但是多年生，在百年巨木群那裏還是可以看到很粗的蓪草。蓪

草需要陽光，所以只能在步道兩側。現在想要種蓪草是因為白蘭部落在養野

蜂，是野蜂的蜜源植物。 

● 白蘭的土質特別，之前有人說白蘭的樹都是青綠色，養分相當夠。種水蜜桃會

相當不錯。（曾作權） 

● 我小時候民國 60 幾年還有種蓪草，但已經不是種在林班地，是種在保留地。

但大概到七十幾年就沒有了。(周錦貴) 

● 白蘭周邊的林班地，因為林務局現在對林班地上的竹子沒有去處理，都開花了

都不管，竹子會死掉，我們希望下次在部落會議時，會提出將竹林改種櫻花，

交給白蘭部落來做。主要一方面是觀光產業。或繼續種蓪草。(曾榮貴) 

● 我們之前有討論過，林班地和保留地接壤的地方，都是早期祖先種桂竹，民國

47 年被劃為林班地，桂竹林一直在那裏。林務局也沒有砍伐或疏伐，老化非

常嚴重。原始樹木砍掉之後種柳杉，但蓄水性非常不好，桂竹林這兩大區(出

租出去的杉木林無法要求)，希望先砍掉這兩區的竹林，改種原生種的樹木。

改種櫻花不錯，但因為櫻花仍是淺根性的，希望是種在林道兩側，其他就種原

生種樹木。這個我們有和林務局要求，但還沒達到強烈的共識。我們種櫻花可

能是想要種白色的霧社櫻。(周錦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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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寬度與交通 

● 馬雅竹軒到尤巴士的道路比較窄，去年議員有在規劃，土地同意書也都交了，

現在在等縣政府動作。全長大約五百公尺。 

● 這條會涉及私有地，若大家有這個想法，再來看看怎麼動用這些工具。如不是

全面拓寬，而是設置避車彎。會要去會勘有無地權和地用問題，工程段就是後

端(陳育貞)。 

 

● 土場沿線到牌樓(整個隘蘭聯絡道)，超過四季，哪些路段該改善就應該要改

善，這是部落經常經過的道路。若現有道路無法拓寬，是否可以先加蓋。(周

錦貴) 

● 最主要的道路如果日後為了提升旅遊品質和觀光形象，有一天可能為有總量管

制的事，內部環境維護，部落可能哪一天不要讓人進來，難免會有這樣的

事。 這條主要的道路上，有無接駁轉乘停等的需求？(育貞) 

● 三塊公有地中，面積 3817 平米的地是曾作權父親開墾的(後來給堂兄弟)，但

因為坡度太陡，被劃為林地。 

 

交通部分討論小結 

1.部落主要通行的道路(土場到牌樓)優先需要改善，其他可能進行局部性的處

理。 

2.轉乘接駁需求，目前部落中公有地的位置和面積不是很好，一則坡度太大，

二則位置不適合作為轉乘接駁功能。 

 

▲交通轉運接駁與公設 

● 若要有轉乘接駁的節點，可以在白蘭部落牌樓處，因為很平直。但開車接駁

後，沒有停車位也是個問題。(周錦貴、曾榮貴) 

● 上次安霖帶看的公有地，也可以作為集會中心，如果客人要去爬山，也可以作

為轉運的中心。(周錦貴) 

● 白蘭最缺停車場和公廁(曾榮貴)。 

● 接駁點應該放在清泉第二停車場，如去嵐山部落，就一定要坐部落的車。這種

模式很不錯，也可以創造部落工作，但白蘭不知道是否可以做到。(周錦貴) 

 

▲殯葬用地 

● 目前都滿葬，都是私有地。希望不要放在山上，會影響水源。(周錦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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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一定要土葬，因為現在安葬的觀念慢慢改了，竹林已經在推動納骨的方

式，再來是花園會推，再來就是桃山。(曾榮貴)  

 

▲生態旅遊資源 

● 璞真沿線希望可以種植霧社櫻和福爾摩沙櫻。需要和林務局協商。(周錦貴) 

● 其他有新增的露營區：三天兩夜、白蘭天、莫那的家(沒有經營，張老師現在

身體不好，現在租給別人)、飛仙居 8 帳，兼民宿(老闆張雅慧、已在試營

運)、霧繞、霧語(周錦貴) 

 

▲水源 

● 簡易自來水有三座一百噸水塔、另外部落內部還有 10 座 50 噸的，一共 13

座。水源都來自樂山基地。(周錦貴) 

● 第二種水源是從白蘭溪牽，簡易自來水的供水只有到前段，大約 2/3的地區

都供應不到。(周錦貴) 

● 沒有水的都是從白蘭溪支線的山溝裡取水，包含周錦貴與主席的家，通通都

是。馬雅竹軒、四季和主席的田是從大隘牽過來的水。這也是為何白蘭的水源

保護很重要。(周錦貴) 

● 原林班地是很珍貴，民國 72 年林務局把森林砍掉之後就沒有水了。(曾作權) 

● 雲起、福心園的水源另外找，從安霖那邊有一條小山溝，但他們的水石灰質非

常重。(周錦貴) 

● 我們家的地沒有水，耕作狀態就變得非常自然。(許安霖) 

 

▲水質 

● 樂山的水質非常好，有人檢測過，說是高氧水(曾作權)。 

● 白蘭其他部分的水，因為有露營地和種水果(有農藥)、種菜等，都在水源上

方。山溝的水源可能有影響。 

● 現在還在努力申請灌溉系統的用水，去年有申請，但卡在縣政府還沒通過，樂

山另外再取水。希望灌溉用水和日用水可以二合一使用。(周錦貴、曾榮貴) 

 

▲地質敏感 

● 如何兼顧地質敏感與地方露營的發展，可以一起來討論如種樹、平坦地的規

模，或一定面積中樹木種植的比例有多少。(陳育貞) 

● 部落現在就有經營組織，若可以把共同管理維護的部分一起討論，那就會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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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可能。有的人沒有經營露營區，但可能很會導覽解說，有的人可能種甜柿，

可能可以體驗採果，旅遊體驗才會多元化。如公共接駁，可以討論部落有些需

求可以放在清泉。再來就是可以開始進行有機的農業及林下經濟，或是種一些

傳統作物。或是鼓勵將菜園轉成有機。如果白蘭溪的上游，可以鼓勵轉有機，

這樣我們的水就不會有農藥。就要優先鼓勵這塊，部落若有共識，政府就很可

能進來輔導培育。(陳育貞) 

● 像阿禮，也不一定需要大建設，但部落有共同的需求，如停機坪、集會所、或

是白蘭部落故事館，可以訴說故事也可以看到漂亮的向陽面。每個人都各自經

營，有人沒有經營就收導覽費，如果有遊客，可以買個紀念品，可以有消費，

可以變成是公共管理維護的基金。就不只是只有土地與環境，也包括經營的議

題(陳育貞)。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覺得白蘭劃設為自然人文景觀區是很有可為的，因為白蘭很團結，而且也很遵守

gaga。（周錦貴） 

 

六、簽到表              七、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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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第三次規劃工作坊會議紀錄 

110 年度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原住民地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 

規劃工作坊－清泉風景特定區+Skaru 流域群 

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 年 03 月 20 日（星期日）下午 1 時 30 分-3 時 30 分 

二、地點：清泉天主堂 

三、主持人：城鄉潮間帶有限公司陳育貞、陳懿欣               紀錄：陳亞婷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五、會議紀錄： 

（一）議程： 

■ 規劃單位報告後山地區及清泉地區目前資料蒐集狀況（略） 

■ 部落發展與相關課題：居住的變遷史、土地權屬、土地利用、產業發展、水源利

用、交通動線、公共設施（殯葬用地、文健站、教育用地）、應保育範圍 

（二）討論過程 

--公共設施-- 

殯葬用地 

● 民生石鹿標示的殯葬用地都不是公墓。民生的不是公墓，是張家陳家私有墓；位

於石鹿駐在所上的殯葬用地也不是公墓。第三公墓才是公墓（政府劃設），屬於

好抵達的地方。 

● 需考量部落需求跟想要的殯葬用地位置。 

道路 

● 以前還是林班地時是林務局在修，因為是採伐便道，後變成原住民保留地後，現

歸鄉公所管，屬鄉道。往石鹿的路希望可以修路，和產業觀光發展都有關。 

● 清石道路改善案有四期，目前是做到 2 期，第四期是到石鹿駐在所。往石鹿登山

口的路需要修，往下連到下松本的路，會跟產業有關。今年 3 月底 4 月初，土

地管理委員會陳請會勘，可能會開協調會請中央專案處理，類似像雲山替代道路

一樣，如果大鹿林道斷的話，還可以走這條替代道路。 

石鹿登山口 

● 登山口旁沒有專用停車場，直接停路邊。往前 300 公尺有一塊是林務局的地，

以前是口袋型的地形，Trugun(回音，音得嚕滾) 距離根本古道近。 

水源 

● 石鹿部落的水要從霞山（竹林村）拉，三角點的下方，最右邊取水口(竹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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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茶園建公共水塔要拉水管到石鹿。現有一條水源但不夠用，會再從水源地另拉

一條水管，林務局近期要去會勘。 

● 高橋山的稜線前後是竹山村跟霞喀羅流域主張的傳統領域，舊林道下方是竹林村

會主張的區域，（竹林村的人）不會上來。 

● 民生的取水口，在民都有大山下方。 

● 民都有山的取水口，給民都有部落用 

● 整個霞喀羅流域及整個支流都要水源保護，並提升保護強度。 

● 雲山部落的水需要從鱒魚場上方的溪取水，但有些水源已經受污染。 

污染 

● 50 林班地解編後，產業開始（茶、水果）也會有污染。開發是必然的，但水源

必須要被保護。51 林班地（登山口那段）的林地就不要再開發了。(解編後，林

班地有重新劃分編號，所以"50 林班地"號碼待確認) 

● 開發的過程，需要先保護水源，才能留住水。 

--土地使用與產業發展-- 

開發/產業 

● 51 林班地要保護 

● 希望漢人利用原住民買地時，如果不能交換土地，至少能做低污染的農業與產

業。 

● 在白蘭部落為什麼會有外來的人買土地後，公部門會同意水源頭允許使用。 

● 石鹿地區會希望是考慮生態的方式來發展，例如種茶，也能朝向生態茶的方式。 

土地利用 

● 50 林班地管理強度強，仍舊可以持續產業發展，降低水源污染的可能。 

● 農 4 對於未來部落發展、生態保育、產業發展有沒甚麼限制與衝擊？農 4 或農 3

的劃設能既有發展的可能性但又有管理的強度，希望可以保有原有的土地或文化

甚至水源。 

部落指認與現況課題 

● 建議直接現場指認 

石鹿部落 

● 希望石鹿駐在所可以復舊，現況有一些房子、大水塔。在公墓下。石鹿部落的後

代可以回去，慢慢形成行政區域或公共設施的地方，像是部落中心。 

● 石鹿駐在所，有可能是公有地。應該是機關用地。 

● 以前高麗菜園是臨時停機坪，地勢很平，我們都叫它飛機場。 

雲山部落 

● 雲山地區的雪霸農場經營廢水排放，會影響到霞喀羅流域的部落用水。 

● 13k 列偵長老的地 

-之前的先人賣給漢人（漢人又轉一手給別的人），來蓋廟，種樹（果樹），土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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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項權利還在列偵身上。列偵父親租給現任屋主的公公，但原契約關係的人都已

過世，現況沒有租約，算是占用。 

● 關於雲山部落可訪談的關鍵人物：三叉路口陳有福（商店老闆）。 

清泉地區 

● 產業發展：有沒有可能轉運接駁，前往觀霧、雪霸、古道前先稍作休息。 

● 旅遊型態：漫遊山城。 

● 之前上坪溪整治時，把溫泉堵住。 

● 清泉部落會議的人員組成較多元，有時候討論不是那麼順暢。 

出河部落 

問題： 

1. 有些工程技術的問題。例如：河川整治、攔沙壩工程的時候，把原有水源、溫泉

堵住了。 

2. 是不是有做生態調查？以前有溪哥、毛蟹、dermaga(類似紅蟹) 

3. 傳統領域的文化與故事可以繼續延續。傳說/由來。 

● 周清明：護溪管理，想要復育苦花魚，回到小時候的景象。苦花魚

（kuleibalai）是河川健不健康的指標。 

- 整治後變成好山好水好危險。 

- 長輩說：「不要刻意打抓不到的獵物，不要把獵物滅絕。老人家的智慧，傳承，與

自然間的互相尊重。」 

● Laling：在翁素辦（松本道路）的拉氏清溪蟹（陸蟹）是水源的指標。往雪霸還

能看到，往民生的大橋下也看的到。霞喀羅橋以下已經看不到了。以前洞口部落

有毛蟹，後來整治後太多攔沙壩，毛蟹無法上岸，就沒有毛蟹了。 

--傳統文化-- 

傳統領域 

歷史地名復舊，文化史蹟（紀念地） 

● 把以前的地名復舊，讓後代或來觀光的人都知道。 

● 以前老人家說：「如果把水源頭切斷，就是視為要把整族滅掉。」 

● 50 林班地解編時沒有用傳統領域的範圍劃分，導致其他族的人也來登記。 

● 有些駐在所還有遺跡、遺址。已有座標可以套圖。 

● 鄉村整體規劃是傳統領域的保護傘。對外論述山下有乾淨水喝，山上會是水源保

護。 

● 霞喀羅古道 5k 之後屬於尖石，根本古道是整條都是五峰鄉的，但走進去至少 5

天。 

● 高橋景觀駐在所（竹林村）、高橋駐在所 

● 霞喀羅流域部落的界線是用高喬山界線 

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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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領域的概念應該是要由在地的人劃出的圖，部落之間的劃定由部落認定，民

族的人由民族認定，鄉公所或原民會很難認定。 

● 白蘭群 Spazi (音十八兒)與霞喀羅流域群的地方語不同 

● 有桂竹的地方就是原住民曾住過的地方 

● 對於鹿場大山下方西南方長輩沒有主張（一個族群不主張，另個族群就不會主

張） 

-老人家說：以前土地有折細樹枝，表示有人來過。 

-用石頭或碑/或做溪當作界線。 

-口述歷史去畫的圖，傳統領域是部落間共同認定，不是直接畫線。 

祖靈祭 

● 牧師家族辦祖靈祭的地方 8 月底。 

● 辦祖靈祭的地點：Gon durum 夜梟出沒的小溪/ 牡丹園，地點接近觀霧 

--整體發展願景-- 

● 清泉可以當成旅遊集散地或轉運站的概念，考慮清泉腹地小加上往後延伸還有很

多景點，很難是旅遊終點。 

-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符合當地發展想像，因為族人比較瞭解地方的特性與文化

的遷徙與傳統。 

- 都市計畫區大部分討論公有土地，並且利用諮商同意權（計畫內有侵犯、限制原住

民的權益就必須利用諮商同意權）爭取族人同意。但部落看的是整體發展，需要

先提出對應狀況，例如：林地利用、既成住宅、既成道路被劃為保護區的處理方

式。 

- 藝術之森，變更成商業區。以後的影響：是不是給部落經營，或者讓外部財團直接

進駐。回過頭來看，清泉需不需要商業區? 就要考慮部落的未來發展。比如：如

果是旅遊終點，就要蓋很多旅館；集散地的話就會是另一種發展形式。 

- 保護區內的現有居民問題沒解決，整體三通計劃應該不會通過。弱化/忽略私有地

原有的土地權利。只討論機關用地的變更、或者天主堂旁的休閒遊憩區。 

● 如果清泉不走溫泉的休閒產業。是不是把計畫改成「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清

泉地區成為旅遊轉運站、集散地、服務據點，如果要有消費經營的功能，就可以

輔導在地的居民或原有的商店，不需要直接引進財團而壓縮現有的小店？例如：

霧台鄉的「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 考量與國家公園/林務局形成共管機制，並且規劃接駁點與公共運輸地點（起訖

點、轉乘、停留點）? 

● 現有計畫框架下，若如果現有居民不能住的話，就要考量這些原有住民的居住權 

� 把整村劃為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如果有部落不同意就劃出。 

� 有沒有需要劃為保護區的具體原因，若有也可能嘗試換地。 

� 如果有居民留下來，就要利用都市計畫區處理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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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簽到表及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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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第四次規劃工作坊會議紀錄 

110年度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原住民地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 

規劃工作坊-清泉風景特定區週邊 

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 年 03 月 20 日（星期日）下午 6 時 30 分-8 時 00 分 

二、地點：清泉天主堂 

三、主持人：城鄉潮間帶有限公司陳育貞、陳懿欣                    紀錄：陳亞婷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五、會議紀錄： 

（一）討論議程： 

 釐清清泉都市計畫的規劃與內容，以及國土計畫跟風景特定區計畫的差別。 

 收集部落對於清泉都市計畫的意見與想法。 

 對於鄉村地區發展的期待與想像。 

 桃山村的公共設施需求與課題：（道路、水源）、生活安全（保育、防災） 

（二）與會者提問與討論： 

● 風景特定區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差別是什麼？ 

－ 風景特定區屬於都市計畫，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主要針對非都市土地的部分進行

討論。 

－ 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討論機會，連同清泉部落目前環境上大家關心的議

題，也可以提出來。如，硬體建設完成後，會有很多的經營問題，會是公所

或部落的人來管理，例如：共管機制，由部落的人來分配工作，個人有收入

也有公收入來作為處理經營的經費來源。以上可作為都市計畫通檢時提出的

建議。 

－ 進行空間規劃同時，也會需要有初步的經營想法，例如要有停車場來接駁，就

要思考多少的停車量、有沒有要作為銷售空間等。 

－ 都市計畫區的發展與想法，會影響鄉村區的規劃與之後的連結。民意累積的意

見，還是會影響都市計畫，工作團隊會把屢次討論的意見含在整體規劃的討

論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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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區土地使用與整體發展： 

Q1：希望能了解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與都市計畫的主要目的，以及哪些土地是鄉村區

（非都市計畫區），再來提問題與互相討論，也想瞭解工作團隊會如何提供契機

與機會？ 

Q2：在這邊的住戶如果要去教會、去籃球場，會有停車的需求該如何解決？ 

Q3：如果目前居住的土地已經被劃在都市計畫區的用地，但因為沒有被徵收或者直接

被徵收使用，該怎麼處理? 例如：劃為道路用地並開發但卻沒有徵收，該怎麼處

理？ 

Q4：保護區內的居民土地（生活、生產）要怎麼依照原本的方式使用？加上原住戶沒

有建照，是被視為違規。 

Q5：斜坡地若用不到，作為保護區沒有太大問題，如果是現有房屋、現有農田，看是

不是能尊重在地的居住生活。或者有沒有可能保護區縮小，既有屋舍就地合法？ 

Q6：是否能為居民爭取水源跟保護區的回饋金？ 

Q7：清泉地區的都市計畫區跟外面的都市計畫區，目前繳的地價稅都相同，是否有解

套方式？ 

Q8：土地分割的時候地號誤植，將林業用地與農業用地搞錯，空拍機查水保時以為我

的土地是林業用地，被認定為超限利用因此要罰錢。 

Q9：祖先留下來的地，因為沒有辦過戶（過了登記時效）會歸為政府所有，有沒有解

決辦法? 

清泉地區觀光發展現況問題： 

Q1：鄉村整體規劃是要將村子複雜化、人口發展、觀光發展、土地增值呢？因為 104

年在國土計畫討論怎麼發展，已經討論過了。不要把這邊弄得太多污染垃圾，要

維護居住品質。 

- 露營區多垃圾變多，又沒有垃圾車來收，觀光客多，反而讓我們環境髒亂（觀光

污染）。有些環境是神父自掏腰包來整理。 

Q2：張學良文化園區廁所很髒亂，1 天有時候會來 1000-2000 人，有些遊客不會在

這裡停留與消費，建議要收費（至少停車費），而不是上完廁所就走了。 

Q3：將軍池，甚麼人都泡腳，是村子裡的資產，應該收費，因為觀光客會在那邊吃

飯、烤肉，直接露營，不會在清泉消費。（不會在清泉的住宿設施停留，又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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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紮營，利用外部的公共空間）。邊走邊丟垃圾，觀光客的垃圾太多，建議可以

入村就收費。 

清泉地區未來發展： 

Q1：早期會用貨車接駁來登山的人，但現在外面的人（旅行業者）會自己接駁跟導

覽。如果清泉是個轉運點，客人進來停車後，由部落來接駁，在地人來導覽也增

加就業機會。 

Q2：目前是否有風景特定區的經費，例如公共廁所只有張學良故居才有，是不是通盤

檢討後可以設立遊客中心。有沒有辦法像芹壁，由國家給經費，建設公共設施以

及周邊建築物的改善。 

公共建設需求與課題： 

Q1：清泉的道路在艾利風災時封閉了，現況缺少防災道路。早期 8 鄰、4 鄰、6 鄰都

有防災道路可以到白蘭，從桃山到隘蘭聯絡道路。建議能把道路重新清理復原。 

Q2：避難所太少，只有桃山避難所不夠。防災安全系統的問題：防災通道、避難所。 

 

六、簽到表               七、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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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第五次規劃工作坊會議紀錄 

110年度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原住民地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 

規劃工作坊－清泉風景特定區+Skaru流域群 

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 年 05 月 14 日（星期六）15 時 00 分-17 時 00 分 

二、地點：清泉嵨瀨教會+線上同步進行 

三、主持人：城鄉潮間帶有限公司陳育貞                         紀錄：陳亞婷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五、會議紀錄： 

（一）報告部落踏勘、資料蒐集整理狀況與指認部落現況議題 

（二）綜合討論 

▲清泉都市計畫 

問題：如果早有建築但在非可建築的用地上該怎麼辦?  

● 71 年前的土地就在農用，就把它視為農業使用，申請農業相關的設施。 

● 因為位於保護區的地價稅高，可以提出調整稅金的建議。 

 

▲交通動線/觀光與救災 

● 清泉轉運站（建議在第二停車場），以後往雪霸的車要停在清泉，會不會衝

突? 可以分成兩個停車場來處理。 

● 清泉到白蘭的路，建議從黑崮部落往上。 

● 清泉部落因與河接近，在風災時都會有安全的顧慮，或許未來後代是遷回部落

居住，清泉作為轉運站的功能。 

 

▲未來人口成長區 

問題： 清泉現況居住空間不夠? 該移去鄉村區的哪裡居住? 有沒有適合的地

方（大圖指認） 

● 可考慮黑崮部落因較少有災害且現況較無發展。 

● 未來成長區的考量地點，不一定要受限於現行計畫地分區與用地，或許是找較

安全或以前祖先用過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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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鎮西堡來說，人口成長區是林務局的保留地或國產署的地，考慮未來人口成

長區時，首要是安全，且其位置不會過於偏遠以至於補齊公共設施（開路或接

水電）較困難。 

● 尋找可以使用的公共設施用地時，也同步思考原因跟曾發生過的事、災害、歷

史點等。 

 

▲生態旅遊/生態村 

● 桃山村區位是介於人為開發密集與原始林中，是重要的緩衝點，可做為生態村

讓生態連續。 

● 請部落族人思考關於生態旅遊與六級化產業經營的想法，並找尋適合作為旅遊

點位的公私有地及部落組織，地點可有使用強度上的差異，例如是有故事的導

覽點、休憩站、停車場或販售部落產品的地點。 

● 舊派出所就是個重要位置，同時又有背景故事的解說資源。 

● 原住民保留地法正在修正，其中提到部落共有地的概念，是希望能達到部落的

最大利益，同時考量到族人的個人利益。 

● 黑崮部落看似安全，但上方也是有大片的崩塌潛勢區。關於未來人口成長區，

建議同步考量學校的設置與遷移。評估地點時，應檢視歷代環境災害的地點，

部落遷徙與群落聚集的方式。 

 

▲水源環境 

● 農業與水源環境。水源保護做越好，對於灌溉水、飲用水都很重要。或許會做

比較強的保護管制，有沒有機會做有機耕作或友善耕作?  

● 有沒有哪些地區要另外匡列，想要成為重要的水源區，更嚴格管理，包括取水

時要經過族人同意的地點? 

● 水源區上方有很多種植蔬菜的地方，耕種方式都不太友善，也不是原住民，比

較難推，又要有友好關係。有些地已經賣/租給其他人，會出現土地需出租給

別人耕種以獲利，但又不認同其耕種方式的問題。 

● 如果是集水區上源的森林可以優先處理，下方的耕地比較難處理，再來想一些

方式。 

● 科管局竹科 8000 萬給新竹縣只給周邊 3 公里的區域，例如：新竹縣寶山

鄉、竹東鎮用的到。不知道有沒有辦法敦促相關機關。如果可以將回饋金調整

給予部落，說不訂能換回土地或多點獎勵，就不用租地給別人，減少產生比較

難處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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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土場找一個方案-土場出河因為有災害，哪裡才能安心居住 

 

● 土場在艾利颱風後，在白蘭部落附近有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近樂哈山露營

地，包含石頭步道。私人地主已同意土地使用，也包含林務局的地，因石頭較

多需要花比較多的工程費用。（現場大圖指認位置） 

 

六、簽到表 

 

 

 

 

 

 

 

 

 

 

 

 

 

 

 

 

 

 

 

  

線上參與名單： 

（詳下方截圖） 

Laling Yumin、蘇美娟、錢玉章 

蕭世暉（Pasang 拔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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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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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訪談內容重點紀錄 

日期 訪談對象 訪談內容重點紀錄 

110.6.8 顧問訪談：歐

蜜·偉浪牧師

(桃園市復興

區) 

 泰雅部落動能： 
目前部落較能以集體方式處理公共議題者，仍屬尖石鄉後山的
鎮西堡、司馬庫斯與新光部落。 
 部落狀況： 
泰雅族不像排灣族或阿美族是百戶以上的聚居，而是逐獵物而
居，老獵人會背著桂竹的根，在靠近獵物的地方種植，三、四
戶新婚夫妻聚居一處便可能是一個部落。如歐蜜牧師的出身部
落比亞外 Piyaway，是僅 15 戶的小部落，或像高義里就有 12
個散居的部落，不能僅以大部落作為代表。 

110.6.9 顧問訪談：賽

夏族長老根

治優(苗栗縣

南庄鄉) 

 部落公共設施需求； 
部落需要公共活動集會討論空間，例如集會所、活動中心，但
因林業用地相關土地利用限制。目前蓬萊村內的活動中心是客
家族群使用，希望可以有部落鄰近使用的公共空間。 
希望有遊客中心，包括停車塲，加里山登山遊客多，若朝向共
同管理，希望有相對應的公共設施配套。 
殯葬用地有公墓，空間足夠。 
 賽夏族山林共生智慧： 
蓬萊村應是全國原住民部落生態環境保持相當好的區域，部落
內沒有一棵檳榔樹、大片果園或菜園，賽夏族重視森林守護。
目前養蜂產業也是因為有好的生態才能成功。 
注重產業總量控制，避免過量開發， 
氣候變遷下，亦影響部落生態，加里山下的水源頭在去年出現
第一次停水。 
 部落動能： 
賽夏族有民族議會；目前蓬萊村以合作社為核心，另外長老教
會也很重要。 
 部落產業： 
目前以林下經濟為主，且限制總量，不希望影響環境生態；養
蜂產業上也會針對採蜜範圍三公里內蜜源植物進行調查，且配
合森林永續計畫，種植蜜源植物。 
因為農業經濟效益低，因此對於農耕或農地不足的問題較少，
但希望推動生態旅遊，將山林保護好，希望國家有比較好的政
策相互銜接。 

110.9.22 顧問訪談：泰

雅族民族議

會議長烏杜

夫牧師(新竹

縣五峰鄉) 

 新竹五峰鄉部落動能： 
五峰鄉有四個村，比較有自主性的團體集中於桃山村的 10 個
部落，其中有三個部落有設立部落會議。土地議題部分，霞喀
羅部落群是比較主要成員，行動比較積極。 
桃山村有一白蘭民宿區，民宿數量非常多，大量集中於此。有
一個很積極的協會，在處理民宿與露營區的議題，每年都會辦
大型的活動。協會本身蠻自律，主要處理垃圾蒐集、環境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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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作。白蘭部落較關心建築物合法問題。 
 部落所關心的議題： 

1.和林務局共同推共管、雪霸國家公園的共管機制。 
2.在地風景區景點與經營，需要讓地方部落群參與更深入，包
括：溫泉區、霞喀羅國家步道。 

 桃山村有一白蘭民宿區，民宿數量非常多，大量集中於此。有
一個很積極的協會，在處理民宿與露營區的議題，每年都會辦
大型的活動。協會本身蠻自律，主要處理垃圾蒐集、環境維護
等工作。 
 族群之間討論機制 
兩個組織之間如果需要討論，還是以公部門的平臺為主，主要
是以村系統為基礎。泰雅和賽夏的傳統文化還是不同，平常都
是各自運作。 

110.10.5 機關訪談：桃

園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綜

合發展科 

 目前縣市國土計畫進度 
目前桃園市國土計畫的功能分區劃設成果才公開展覽，接下來
也要去公所開一場。主要的內容是聚落的範圍在哪裡、功能分
區在哪裡。未來原住民地區土管專章可能可有專章處理放寬的
議題，鄉規可以處理的面向會更少。 
 目前不傾向再推動鄉規的原因，綜合來說： 

1.短期內還需再度大規模擾動，但預期可獲取成果有限 
2.已經完成這一階段的功能分區作業 
3.今年的主任務是完成功能分區劃設的法定程序，若現在鄉規
再進場會讓民眾混淆 

110.10.6～

7 

部落訪調：新

竹縣五峰鄉

訪調 

 對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意願為何？ 
現為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委員，之前曾和原民會表達過五峰
有潛力做規劃的潛力，以後山(桃山隧道口以後)為範圍，透過
類似原住民特定區域計劃來進行，共識來處理土地議題，可以
遏止很多不當的開發。如果都劃農四，釋放權力給眾人，會是
一個危機。希望可以做到保護，不要流失土地，開發面積不要
太大。也希望不要環境被破壞。 
期望將清泉風景特定區納入討論。 
石鹿有很大的空間調整、因為有一個國家級步道，非常有潛力。
白蘭有很清楚的發展模式，部落非常可以做這樣的計畫。 
 林務局共管機制目前進度 
主要參與者是以霞喀羅溪上游的各部落。目前是三方共同組成
共管委員會，目前開過第一次會，希望年底可以開成共管會，
對部落來說是針對林務局主管的議題，包括狩獵、林產物等。 
共管的範圍應該將土地、山林的保育都納入，尤其需要呈現部
落群的主體性，來狩獵的還包括外地的人，經常會自行入山打
獵，和 gaga有很大的衝突 
 部落動能 
以前就是以協會、白蘭部落、和土場部落，其他部落相對被動。
以地方組織而言，教會是重要成員。本來後山的部落就是一體
的，只是因為行政區的區分不同。最早期語系也有不一樣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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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殖民時期會有一些衝突，久了之後大家仍同是一個生活圈，
目前已經看不出有什麼衝突。白蘭部落比較內聚，會以自己部
落事務為主。Skaru 流域部落群，都有參與部落會議。以部落
狀況來說，後山有比較多操作議題，包括產業、觀光、文化，
以及共管的議題。前山部落沒有聽說有部落會議。 
 目前位在道路旁邊的部落，是因為在殖民時期有道路後被迫遷
移，清泉部落也是殖民時期被集團移住的。這些部落的上方是
傳統耕地與生活生產區，住在道路兩邊，若依照傳統智慧來看，
是不合理的居住地點。 
 白蘭部落意願： 
較關注建築合法化議題。農業區很廣， 約 60 公頃，種植很多
高冷蔬菜、適合推展生態旅遊，將來部落想推動生態旅遊和有
機友善耕作。若未來能劃設居住區、旅遊區、生態保護區，希
望協助劃設這個部分。 

110.10.13 部落訪調：苗

栗縣南庄鄉

訪調 

 部落動能 
因高壓電塔事件，大東河溪流域的六個部落組成策略聯盟，包
括瓦祿、向天湖、石壁、鹿場、鹿湖、鹿山，其中又以石壁與
鹿場部落較積極，目前該策略聯盟又在籌備成立產業合作社。 
不同族群一起討論公共事務有其挑戰。 
 對於目前國土計畫想法 
劃設為國保一會有各種使用限制，反對劃設為國保一。部落對
於國土計畫想像有很大出入，部落對於溪流山林與生活使用形
式跟國家政策是完全背離。去年鹿場與石壁形成團隊，爭取加
里山山脈與中港溪流域（三十公頃）一段的共管權 
 產業 
甜柿、竹筍、新興產業露營區（多是在地人）。在鹿場部落的
居住者主要都是在農耕，牧師的冠軍茶葉的田也在鹿場。 
鹿場與南庄礦場大約是 1950 年代開始， 1960 年代有十年的
大興盛，到了 1990 年代後，因為礦產採光，陸續關閉。 
部落目前與參山風景管理處、林務局密切往來，希望推動觀光
自主經營。 
期望建立部落旅遊產業，可以進行旅遊解說的主題，包括部落
發展史、民族傳統植物解說、教育史、獵人精神等等。 
 坡地災害與居住安全 
不太擔憂土石災害，因為災害區塊看得到，以及了解崩塌原因
是因為過去挖礦。目前崩塌對居住地並不會產生立即危險，不
過它會下滑，會變動。牧師家對面也崩了一年，但夫妻表示不
會害怕，因為知道中間是有距離的。比較會有危險性的是交通
通行。 
 鹿野部落功能分區城 2-2 
過去部落被劃設為遊樂園預定地，雖然該計畫沒有成形，但土
地分區並沒有撤銷，導致之後直接被轉化為可開發區。而這些
城市用地又不能農耕。 

110.10.31 部落訪調：桃  經耆老訪談及部落工作坊調查，部分族人指出，目前進行的聚
落範圍界定案，以採納現況建築作為認定基礎。期望可對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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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市復興區

訪調 

落舊社範圍，以及未來成長管理區域等長期需求納入適切評
估，提供保留部落成長所需建築土地空間，以及返回舊社重建
部落的土地多元利用機會。 
 比亞外部落經過 20 年社區經營，部落共識較強，但其餘部落
較無． 

110.11.17 顧問訪談：臺

北市立大學

城市發展學

系吳杰穎副

教授（居住安

全議題） 

 茅圃部落面對土石流的疏散避難，一般撤離的警戒值是累積雨
量達 350 毫米，但目前累積兩百毫米就會宣導撤離。茅埔部落
的居民和白蘭部落有淵源，所以避難疏散時時，大致會分為三
路，去竹東、白蘭部落及涼山部落。大規模崩塌和土石流的撤
離方式不同，土石流影響範圍比較有限，撤離範圍較小， 
 在訪談的過程中，了解到由於文化傳統的關係，部落居民一般
對於遷村其實是沒有太多排斥的，但重點是要部落要有可以居
住、耕種等的生存空間。 
 過去災害發生後才去規劃遷村的去處，但過去災害重建的經驗
證明，讓人民遷離自己習慣與祖居的空間，也許獲得安全，但
也會帶來許多負面的影響。目前越來越形成共同的看法是，災
後重建應該在「災前」就要開始計畫，要在災前進行災後的重
建整備計畫。 
 關於露營區的管理，山坡地對於開發行為的強度應該進行規
範，是否是露營地可能不是重點。如：整地到什麼程度？植栽
的狀況是否被改變？應該提供比較細緻的檢核方式。 
 目前在進行災害規劃時主要運用三大類型資料： 

1.傳統的災害潛勢圖資 
2.過去曾發生的歷史災害 
3.傳統生態智慧 

110.11.26 顧問訪談：臺

灣大學森林

環境暨資源

學系盧道杰

副教授（林業

共管議題） 

 目前賽夏族的巴卡散部落（蓬萊部落）想發展產業，因務農收
入低，引入養蜂(林下經濟)—生產森林蜜，無農業化肥，限量
且高價。結合林務局的林下經濟，經營相當穩定。再者是森林
秘境導覽解說，可以說是生態旅遊，發展森林療癒、生態導覽，
未來也可帶動其他收益，如餐廳、遊客購買在地農特產，如蜜、
蔬菜等。目前經營起來還算成功。 
 另外還有租地造林，種樹可以依據存活率，提供撫育基金，等
到木材可以賣時，申請疏伐販賣。慢慢可以形成固定收入的副
業。到了下游就可以和林業合作社合作國有材販售。 
 關於公共設施需求：目前有在產銷上發揮作用的是林務局的森
林小站。也可再向部落徵詢是否有其他需求。目前曾聽部落表
達林班地中希望能建立會所，將舊部落的模型重建，當作遊客
中心與文化傳承的會所使用。地點是在靠近外圍的林班地上。 
 賽夏不以流域來談部落的連結。可以再開放一點，不一定要鎖
在流域上。譬如道路和流域相較之下，反而道路是比較主要的
機制。 

111.2.17 部落訪調： 

縣議員張益

生 

 農四用途是甚麼？是否能作露營區與公墓用地？現在有些族
人是在私有地做土葬，是否會影響原有族民的權益？是不是能
把原住民族人的私有地，不管是在哪都能劃入農 3農 4，不論
是在甚麼地區或坡度。能透過政策修正，把過去的錯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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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真正保障原住民這代或下代回鄉開發。 
 桃山村的遷移歷史淵源最久，依山水而建，面積最大，自然山
態豐富，又有國家公園，林務局管轄最廣的範圍，以及人口數
最多。產業發展，香菇、茶跟所有水果來源（高接梨、桃子）
最早都從這裡開始，海拔也很高，狩獵場域在大鹿林道東側。 
 民眾對於清泉都市計畫不滿處為 1. 擁有產業資源-溫泉，延宕

2 年都沒有好好規劃與利用。2. 頭目廣場的攤販區，缺乏管
理，品質也低。族人需要長久的就業發展，清泉風景特定區的
產業發展，例如沒有飯店，留不下民眾停留，只是跟攤販消費
是不夠的，經濟效益差。未來三通通過後，希望族人可以蓋民
宿，溫泉飯店以 BOT 方式經營，以有規模的商業經營模式把
部落拉起來。 

111.2.17 部落訪調： 

桃山國小校

長蘇美娟 

 學生的家長有些是揹工（高山協作），縣道林道砍草、搬器材，
工程協作（揹建材物資），少數才從事農業。有些人將土地讓
漢人種高麗菜（石鹿、雲山、民生）、大多數人口是經營民宿、
露營地等。 
 清泉目前的發展如果直接開放外來投資，不一定真能造福這裡
的人，政府目前整理的還不錯，部落的人也在努力，可惜的是
溫泉會館沒辦法用。往上到天主堂的山腸小徑是滿合適發展飲
食、文藝點，從教會可以再走到藝術之森。適合發展導覽、休
息站。鄉公所要招標，或許邀請部落的人來共同經營。讓年輕
人去發展，從小就培育小朋友唱歌、音樂培訓。 
 祖靈祭與文化傳承 

111.2.18 部落訪調： 

天山民宿、天

山茶行 

 在石鹿種菜的幾乎漢人居多。 
 雲山這裡有三家民宿是本地原住民在經營，雲山民宿、秋園、
天山民宿，其他都是漢人在經營。野馬露營區的地主在雲山這
裡經營 20 幾年，在近年轉作露營區之前以種植水梨為主。我
們以前也有種水梨(40年前)後來改種水蜜桃，現在是種茶。當
時因為艾利颱風災後道路封閉，沒有辦法回到山上，原本種植
的果樹無人管理(殺菌、肥料)，有的倒掉，或是花期沒有一致，
結果實的品質有大有小。 
 這裡會開始種茶是看到其他人的收益好像不錯，但實際種了才
知道相當費工(砍草、下肥、剪枝、採收還有進工廠)，我沒有
工廠只能才收後請人代烘。烘茶一斤 360，採茶工的費用是一
公斤 80，還要提供吃住。成本相當高，銷售經營不容易。 
 雲山這裡沒有原住民在做農了，因為幾乎比較好的土地都被漢
人買走。也已經沒有本地原民居住，幾乎都搬到清泉去，只有
剩轉角雜貨店是原住民在經營。 

111.2.18 部落訪調： 

天主堂幹事

葉靜娟 

 大家都是在艾利風災過後，農業慢慢轉型成服務業。最早就是
白蘭的民宿，後來教堂教會也開始提供住宿，主要是給登山客
住。可是也都是不合法。近十年開始才開始有露營區。先有民
宿，再來就是露營區，露營區也是努力在推合法，但還沒完全
確定。 
 民國 70 幾年時觀光客就來了，爬山的人很多，去大霸尖山也
多，但那時的客人和現在的客人不一樣，當時消費能力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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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攤販區在頭目廣場那一整排，元旦連假賣菜包三個一百，
一天利潤可以五到六千塊。艾利過後，停擺了好長時間，現在
人慢慢多了但消費仍沒有過去高。可能也跟經濟大環境有關
係，客人就在山下自己買上來，就地野餐。消費能力比較高的
族群就不走這條線。 
 期待攤販區可以改善，現在大家還沒有真正的落腳點，一兩年
就會抽籤，換場地又要重新開始。如果有固定的點，可以好好
區分吃的、農作物、藝品，目前空間其實不大。需要面積充足
的規劃良好的空間，抽籤的事情，也會鬧到團體不和諧。 
 目前也缺乏居民休閒的地方，天主教堂有一個籃球場，是唯一
一個給年輕人的地方，疫情以來，國小封閉，就不能去。籃球
場旁邊有一個兒童玩的盪鞦韆，非常小，小到很可憐。老人家
很多文建站，改善很多。以前沒有文建站大家都在家裡。以前
老人家不會閒在家裡，看都是雜草就一定會去整理。現在年輕
人在外地從事服務業多，老人家就守在家裡。 

111.3.22 部落訪調： 

桃山消防隊

小隊長陳啟

天 

 停機坪的用意是為了發生災難時運送物資與救傷用。以前曾發
生過私有地申請公家計畫後而變成私人使用，所以如果用公家
的地做為公眾使用，是比較好的使用方式。 
 若有救災需求，也可利用菜園、國小操場、或者比較平坦的露
營區當作臨時停機坪。例如星空下露營區屬於較高的位置又平
坦。白蘭在蘇利風災時，有就醫需求是緊急迫降於農田高麗菜
園，停機坪用到的時機應該是這樣（緊急使用），不可能停機
坪蓋了之後就放在那，這是很大型的土地利用。 
 祖靈祭是陳家很重要的年度活動，以家族共同辦理的模式，每
年會輪流主辦，參與人數有 1-200 人。辦理空間不固定，會在
場地布置跟過夜，準備祭拜的菜肉跟酒。預計每 4-5 年會回去
山上（祖居地）辦祖靈祭。 
 祖靈祭開始前一個月準備時，女性（婦女/媳婦）會釀山地酒，
祭典前幾天男性會上山狩獵（以前會狩獵打山豬）。祭典時是
男女生都可以參與，也有晚會唱歌跳舞。藉由釀酒的時間，會
傳承給後代一起做酒。 

111.4.13 部落訪調： 

土場部落周

清明 

 想在出河部落段的上坪溪復育苦花魚，希望能重見過去溪裡
很多苦花魚(台灣鏟頜魚)的樣貌，希望在目前出河部落河段
(上坪溪及土場溪交會處)進行護溪。目前復育想法是先復育
五年，然後再開放釣魚，可能酌收費用。將經費變成基金，
幫助需要幫助的部落族人。 

 希望未來能和林務局合作管理山林，也讓族人有在地工作的
機會。目前山區仍有盜伐的狀況，如牛樟、扁柏等珍貴樹種，
山老鼠在山區還有放四五個外勞在裡面。甚至還有的盜伐集
團會以毒品控制部落族人要求交木頭。十幾年來，部落都還
是有發生族人吸毒的狀況。 

111.4.21、

111.5.13 

部落訪調： 

雪霸製茶 

製茶產業的問題： 
 茶葉工廠的用地，有可能在農牧用地或林業用地上 
 人力都很缺，還要擔心氣候（雪霜影響）。 
 土地以前若是種菜，因為會使用石灰，土壤太鹼會種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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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產業前三年是虧損的，需自備足夠資金撐過前三年，大約
第 5年才會漸漸打平。 

茶產業願景： 
 雲山的氣候有霧適合茶生長加上海拔高、溫差大等特性。 
 可結合茶業+觀光+民宿。 
 發展茶製品，例如：茶酒、觀光茶園等 
 需搭配良好農事技術及產銷管道。目前雪霸茶業的銷售方式

都是自己賣，以熟客互相介紹為主。（鄉公所、雪霸國家公
園也會以他們的茶當伴手禮） 

茶產業演進與現況 
 茶產業已經取代水果（40年前的水梨、蘋果），但因為溫度

不高改成水蜜桃、日本甜柿、加州李，目前只剩日本甜柿。 
 93 年艾利颱風改成茶產業，加上這邊的條件適合種茶，氣

候條件都很好。 
 艾利颱風時一天就下 2000mm，軍事設施動工 94 年開始，

我們是過了 5年才回來，期間是住在白蘭(1000m)種種看高
麗菜(硬品種)，海拔太低不夠冷種不起來，雲山這邊是
1700m，種茶的地方 1800m。 

 99 年時為了要製茶才蓋工廠，現在是工廠加住家，本來也
是種高麗菜。種了第 3 年少量採收，第 5年才有盈餘。 

 今年開始因為疫情有些荒廢的地，銷路有些人做的不好，台
灣的農產品需要有自己的銷路管道。有些茶農要靠茶行，疫
情期間茶行會把收購價錢壓低，反倒更賺不了錢。 

111.5.13 部落訪調： 

清泉部落林

秀菊 

 部落的人如果有栽種，就是有自己的工作機會，政府很少給
機會，例如：張學良文化園區只有 10 名工作人員。五峰鄉
有 4000 多人，桃山村人 1000 人。 

 林下經濟產業，因為不能砍樹。除了香菇、養蜂外，把林相
整理成步道遊程，現況是因為單一林相（會變成死森林），
連山羌都下來部落因為山裡沒東西吃。 

 觀光條件要好，比如：把森林林相豐富化，物種回來，生態
豐富，也會吸引人。其實有秘境，但還在保護，不太跟旅遊
業者合作，之前是跟學校合作，或者口耳相傳的生態旅遊。 

 條件：如果小孩來過，小孩就不要再來，因為大人跟小孩有
不一樣的帶法，才會持續把人帶進來。培訓：天主堂的小孩
來帶導覽，也做自己專屬的摺頁。 

 生態旅遊：是越來越像原始林，才會吸引人，然後真的有秘
境（自己的山有自己的秘境，各有各的特色）。桃山村有很
多私人的林業用地。 

111.5.14 部落訪調： 

雲山民宿 

 雲山、霞客羅流域的願景：不要忘記農作、跟土地連結的事。
怎麼去做，怎麼回饋你。還是要把祖先留下來的東西傳承，
好好利用他。 

 疫情前會塞車；建議可以有巡山員巡守隊，巡山、護溪、交
通疏散。可請鄉公所協助。（請人來護溪，來的人反而自己
釣魚） 

 護溪原因：觀光休閒業的廢水都排到溪裡，洗碗精、洗衣精。



 

附-76 

原住民地區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 

期中報告書 

日期 訪談對象 訪談內容重點紀錄 

除了希望保護魚類，護溪成果也許 1 年開放 2 次釣客來釣
魚也可以增加收入。（護溪基金幫助小孩唸書） 

 雲山派出所（已經撤掉 20 幾年，移到土場，6-7 年前後也
撤掉）的警察可以再回來，比較安全，但不要像當時管制原
住民進出。現有的空地加修繕，可能以後有多功能派出所。 

 部落共管：1. 霞客羅流域共管協會就可以做，但鄉公所不一
定配合。2. 如果要把收入放在部落，就要成立像是協會或合
作社來跟公所申請。3. 光護溪、巡守就需要有 3.4 個人力。
政府要聽到我們的聲音。4. 區域概念，用霞客羅流域。 

 以前雲山有農事研究班（鄉公所），老闆沒種水蜜桃就沒了。
雲山民宿可以提供場地。希望能推動有機產業，或者有機認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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