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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整體規劃構想 

第一節  發展概念 

一、發展定位與目標 

（一）區域遊憩環境 

1.中部帶狀遊憩系統 

福壽山農場位於台中縣與南投縣交界處，範

圍涵蓋兩縣市資源。於區域型遊憩系統，農場屬

於參山國家風景區規劃範圍，位處脊樑山旅遊線

系統，周邊鄰近資源包括合歡山群、梨山、清境

農場、武陵農場等，並可串連東部宜蘭資源，包

括棲蘭森林遊樂區等。此外其鄰近太魯閣國家公

園與雪霸國家公園範圍，其區位特殊，屬於東部與西部休憩系統之連結點，

適於帶狀旅遊系統發展。 

2.原住民與外移民之人文脈絡 

於人文面向，由於鄰近環山聚落、梨山聚落、佳陽聚落之交會處，其以

原住民部落為主，因此高山原住民之文化歷史脈絡，為在地主要精神與生命。

此外福壽山農場與梨山地區，由於早期退役軍人及其他平地住民，上山栽植

蔬果營生，以致地區人文交錯複雜，包含高山與平地住民之生活習慣與文化。

因此農場基於其不同住民特質，富含多元文化價值，呈現不同歷程所產生之

生活方式，以及種族融合後之文化特色。 

（二）基地資源環境 

1.自然與景觀特質 

農場本體資源含量與種類豐富，包含豐富自然生態資源，涵養許多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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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與原生種等動植物，以及高山特殊自然環境資

源，可謂高山生態基因庫。其景觀資源亦為獨特

與豐富，包含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農場位於高

海拔山系間，且觀測區位良好，可依照不同據

點，觀賞不同山系環繞之地形景觀，德基水庫之

水體景觀，以及動、植物景觀（高山動植物系、

蔬果田地、季節性植物景觀）、氣象景觀（日出、日落、雲層、雪景觀），並

依四季變化，產生不同自然景觀環境，意象分明；人文景觀則包含聚落景觀、

歷史建築景觀等。 

2.歷史人文特質 

人文資源方面，除在地性住民歷史文化，福壽山農場更位居民國歷史見

證之重要地位。由於早年國家領袖 蔣中正先生與 蔣經國先生，時常駐足於

農場，招待外賓或自家聚會。因此場區當時分別興建三棟行館，包含松盧、

福壽山莊、達觀亭三者，現今此三棟建築物，已成為重要歷史建築，並配合

其週邊環境及相關設施，成為歷史場域。可藉由歷史資料，重現當時風貌與

生活點滴，其歷史價值相當重要。 

3.產業特質 

農場目前經營之產業資源，包含蘋果、水梨、水蜜桃、高麗菜、茶葉等，

其水果品種豐富，質地良好，參山國家風景區更將梨山區域之發展軸向，擬

為水蜜桃之故鄉。此外福壽山之高山茶葉，更為全國遠近馳名之高等茶品，

因此在地性農業屬於農場重要產業資源。 

（三）定位與目標 

綜觀上述分析，本計畫運用農場本體豐富且獨特之資源，以及永續經營之國

土使用概念，定位農場發展為「生態休閒園區」。 

1.中部遊憩帶系統之串連與發展 

基於福壽山農場於台灣整體環境與中部遊憩市場之發展方向，其屬於高

山地區原野度高之遊憩環境，亦相鄰於各種不同資源特色與經營型態之國家

農場。由於農場與周邊遊憩據點之聯及性較低，且自我發展價值與資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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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明，偏屬離群資源之個體，名氣逐步低落。因此需運用外部資源環境，共

同串連發展，以遊憩帶方式，運用旅遊線連結據點，配合整體遊憩資源發展，

定位農場資源特質與發展面向，增加遊憩機會序列。 

2.高山生態環境之教育與研究 

不同於鄰近國家農場之遊憩經營型態，福壽山農場可引入相關研究團

隊，進行深層資源之資料庫與基因庫之探究，落實環境觀察、研究與教育，

瞭解長期變遷過程，達至資源永續經營之目標。 

3.資源網絡建構與體驗性休閒發展 

於觀光發展面向，以生態旅遊之發展概念，確立資源學習與教育之軸

心，發展「生態博物館（類博物館）」之資源學習網絡。藉由各種資源特質，

以五感（眼、耳、鼻、口、觸覺）之親身體驗，運用自然資源教室發展具高

度學習性之遊憩環境，讓遊客活動除體驗一般性休閒行為，亦在高度資源環

境裡，運用學習性活動增加遊憩深度。並以生態旅遊方式，保全高山珍貴資

源環境，讓遊客進行原野性且自然化之遊憩體驗，同時進行環境教育，提升

國民品質，吸引遊客關心農場，增加重遊意願。 

4.地方產業之結合發展 

環境發展需導入地方參與，轉型地方產業，共同合作與經營福壽山農

場。地方居民同時擔任環境學習中心之經營學習主體，共同參與學習，尋找

地方文化特色、生活技藝傳承與歷史脈絡，凝聚地方價值與精神，回饋鄉土，

緊密農場與地方之母體關係。  

二、發展概念 

本計畫以「生態休閒園區」為發展定位，其學習機能之發揮，除以農場資源

作為學習場域規劃，更可擴展服務範圍與資源連結能力，運用區位關係，成為中部

高山遊憩系統之學習中心，提供多元且廣義面向之服務與學習機能，擴大資源整合

力，提升農場服務層級。而基於農場資源獨特性與豐富性，且發展腹地廣大，其發

展概念以環境學習中心為機能性之發展思考，並以「生態博物館（類博物館）」之

概念，建構資源學習網絡，長期經營農場各項資源，強化人與環境之良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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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態博物館（類博物館）之發展思考 

1.生態博物館發展概念 

生態博物館（eco-museum）之理念，為將地域本身之自然與文化資源，

視為博物館主體，並導入地域內居民之共同參與，整合形成之動態博物館。

因此若將農場視為一座生態博物館，則其所思考範圍，將涵蓋自然資源之保

育，人文資源之維護與續存，環境展示、教育與研究，以及休閒遊憩功能。

源於生態博物館之概念，相關研究與論述進而衍伸「類博物館」之資源網絡

運作方法。 

2.資源網絡機能 

生態博物館之運作，以地區全域為博物館之範圍，於區內依需求設立一

個或數個核心處，並以此為中心，提供較高層級之資訊、服務與連結能力。

而各資源重要據點或地域周緣，設立數個衛星站，依據點特質與屬性，提供

機能性服務，以及各項資源之場域體驗學習。核心處與衛星站之串連，以動

線設計，運用交通工具或人行方式，進行聯絡與串連，並隨時更新與聯繫資

源與資訊資料庫，建構以資源發展為軸心之博物館網絡。 

3.環境學習場域 

核心處之機能，類似旅遊服務中心，亦為生態博物館地域範圍內，各衛

星站之管理資訊中心，提供整合性且多元面向之服務機能。衛星站之類型，

則依地域資源而界定其性質，包含區內之山、海、河川溪流、動植物、森林、

礦山、牧場、農場、濱港、古蹟遺址、民屋聚落等，均涵蓋其中，以環境場

域與資源內涵，作為學習體驗場所。 

別於傳統博物館概念，其以靜態展覽與凍結時空之靜物研究為主。生態

博物館強調以環境本體作為學習與展示場所，並以環境整體之動態變遷為研

究主體，運用自然與人文環境之天然展示空間，遊客（觀察者）可直接與資

源進行互動。此外生態博物館更強調環境資源之整合與串連，建構資源網絡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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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生態博物館（eco-museum）資源網絡概念圖 

（二）環境學習中心之發展思考 

1.環境學習中心發展概念 

環境學習中心之理念，為運用環境資源內涵與特質，藉以地方資源、人

力資源與營運管道，共同整合與經營，規劃系統化之環境教育學習活動與學

習計畫。其機能除提供自然體驗、自然知識等層面，需擴至人與當地自然環

境之互動及認同關係，強調人文資源、地方產業、歷史文化之傳承脈絡，資

源永續利用，統合一般群眾零散片段之環境知識，凝聚環境意識。其依據環

境教育精神與學習活動內容，規劃與提供環境學習場域，屬於具像的型態中

心，如自然中心、環境教育中心、戶外學校、戶外教育中心、自然與人文資

源教室等。 

2.發展架構與機能 

環境學習中心之設置目的，綜觀相關研究與學術論述歸納，為透過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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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之建構，進行環境資源整合，提供完整周詳之學習教育內容，並以解說導

覽內容之規劃，以及專業環境教育，成為主要介面。藉由人為活動與自然戶

外學習體驗，緊密人與環境之關係，培養環境尊重與資源永續利用之觀念。

環境學習中心之機能，需以核心活動計畫為主軸，需含括五項發展目標，包

括教育、研究、保育、文化與遊憩共五者。 

（1）教育：透過環境學習中心之教育工作人員，引領遊客接觸與瞭解

環境資源，藉由親身環境體驗，進而關心並愛護環境。 

（2）研究：經由環境學習中心及相關專業團隊之協力合作，將所處之

區域環境，進行長時間之觀察與研究，瞭解與掌握區域環

境之情形與變遷，並建構環境資訊與研究資料庫。另外相

關研究資料，可提供作為教育及解說導覽內容，讓遊客瞭

解與學習環境。 

（3）保育：依據環境生態資源，研擬相關保育計畫與活動，合理運用

環境資源，避免衝擊性發展，進行有效管理計畫。並藉由

環境觀察瞭解活動與教育計畫，教導遊客瞭解實際資源情

形，教導保育觀念。 

（4）文化：環境學習中心需彙集、整理地方文化資源，瞭解地區歷史

脈絡、生活習性、種族群落、地方產業發展等，並建構文

化資料庫，強化大地認識，傳承地區生命。並提供與設計

相關學習計畫與活動，導引遊客參與學習，或運用文化體

驗方式，瞭解環境之長期變遷狀態，領悟人與環境的互動

過程。 

（5）遊憩：透過環境學習中心之設施、空間、場域等運用，配合趣味

性活動參與及體驗，鼓勵遊客追求有意義之戶外休閒活

動，並經由良性遊憩經驗，滿足身心需求，累積環境教育

成果。 

3.執行要素 

學習中心之構成要素，包括活動計畫（方案）、設施、人力資源、營運

管理共四項要素。 

（1）活動計畫（方案）：其為學習中心存在基本條件，可依據不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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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針對不同年齡層、屬性對象需求，研擬與規劃相

關計畫。其包含三大主軸，分別為環境教育、環境解說

與環境傳播三者。 

（2）設施：其為具有環境教育功能之學習中心，依據學習需求與資源

條件，所具備之硬體設施，包含研究學習設施、環境教

育設施、環境解說設施、生活設施（住宿、休息設施）、

環境循環設施（衛生、環保設施）。 

（3）人力資源：其為組成環境學習中心之主體，包含經營管理人員、

環境教育專業人員、合作伙伴（在地居民、社區人士、

民間團體）、使用者或遊客群等。 

（4）營運管理：其為學習中心運作與發展之重要關鍵，藉以維續中心

之有效運作，其面向包含經營、財務、維護管理、土地

資源管理等。 

 

 

 

 

 

 

 

 

 

 

 

 

圖 6-2  環境學習中心發展概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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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規劃構想 

一、整體發展構想 

本計畫運用生態博物館 eco-museum（類博物館）與環境學習中心之核心思

考，發展福壽山農場之整體藍圖，建構學習場域之資源網絡，並進而運用資源發展

生態休閒旅遊。依循資源發展計畫，發展資源學習計畫及基地空間之規劃設計概

念。全區之發展方向，以提供休憩、文化、保育、研究、教育等面向為核心價值，

進而整合相關資源，研擬配套資源發展計畫。 

（一）核心區與衛星站 

1.核心區 

本計畫以場本部與遊客中心之座落區位，作為生態博物館網絡之核心

區，提供全區資訊整合、研究學習、服務管理等機能，並成為五者主題資源

區之管理連結核心處。此外核心區亦需配合周邊腹地，發展小規模之學習體

驗主題區，作為瞭解福壽山農場資源之小型學習區，如果樹農作教學區、植

栽教學區、高山地形教學區等。 

2.衛星站 

本計畫包含五者主題資源區，其各設一處衛星站，個別統合區內各項據

點資源，提供微型服務管理。衛星站亦為該區之學習教育站，提供區內資源

研究、導覽解說、休憩資訊等相關部門資源。主題資源區則依其資源特質與

環境，發展體驗學習場域，以實體環境作為展示學習之動態場所。並運用互

動式體驗活動，以及資源解說導引，增加遊憩序列機會，提高遊憩品質與深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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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福壽山資源網絡發展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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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資源發展區 

本計畫以環境資源為主體，依資源特質強度與區位關係，建構資源發展構

面，資源主題面包含梨山文化主題、聚落產業主題、民國蔣家歷史主題、茶業體

驗主題、自然資源主題，共為五者資源面。依此五種資源構面，發展資源網絡，

形成主題式資源體驗與學習區，提供不同機能之特色資源發展區。 

1.梨山文化主題區 

「梨山文化主題區」包含梨山地區歷史資源、梨山聚落人文資源、高山

蔬果農業資源等。依其資源特質，發展兩種主題規劃，包括部落故事（地方

發展與族群文化）與農夫市場（地方產業）兩者，以梨山大地區之發展歷程

與生活文化為學習主軸。 

2.聚落產業主題區 

「聚落產業主題區」包含聚落人文資源、高山蔬果農業資源、高山農田

景觀資源、住宿餐飲資源等。由於此區聚落分佈密度較高，人為開發程度較

高，並為農業經營之重點範圍。因此依其資源特質，發展兩種主題規劃，包

括農村小調（聚落文化體驗）與田園調步（農作體驗）。以慢速自行車道與步

道進行動線規劃，串連據點資源，體驗農村風貌。 

3.民國蔣家歷史主題區 

「民國蔣家歷史主題區」包含季節花卉自然資源、民國蔣家歷史資源、

高山地形景觀資源等。此區具有福壽山莊之重要歷史據點，以此作為歷史文

化重要核心，呈現民國時期 蔣家與農場之歷史關係，建置農場歷史文化資料

庫。依其資源特質，發展兩種主題規劃，包括歷史秘密花園（歷史文化體驗）

與花色景觀步道。以季節性花卉與植栽景觀，作為主題步道之動線設計。 

4.茶業體驗主題區 

「茶業體驗主題區」包含高山茶葉農業資源、製茶工廠農業資源、高山

茶園景觀資源等。此區農作主要栽種高山茶，並包含製茶廠，屬於完整茶葉

生產區。本計畫以產業體驗為主軸，發展五感覺受學習體驗，深度瞭解資源

文化。依其資源特質，發展兩種主題規劃，茶味館區（製茶與茶葉文化體驗）

與茶香漫步道。以茶園體驗作為主題，發展鄉村步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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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然資源主題區 

「自然資源主題區」之自然原始度高，動植物資源豐富，景觀資源多元。

其包含特有種、原生種動植物自然資源，濕地、水池自然資源，日出、雲層、

星空氣象景觀資源，高山地形景觀資源、露營休閒等。基於環境資源管理，

本區依據資源條件，劃分為資源發展區與資源敏感區兩者，並以資源體驗與

學習，作為軟硬、體規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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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區發展構想 

 

 

 

 

 

 

 

 

 

 

 

 

 

 

圖 6-4  基地整體規劃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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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區 

以目前旅遊服務中心與場本部所在位置，作為農場環境學習中心與生態博物

館網絡之核心處，並以複合式機能之研究服務站為發展定位。核心處需包含多元

化機能，包含經營管理行政中心、研究學習中心、資訊系統整合中心、環境教育

中心、住宿餐飲服務中心等，提供較高層級之資訊、服務與連結能力。 

1.周邊遊憩系統資源整合 

核心處之服務等級與範圍，除為農場本部基本需求，亦結合鄰近資源，

擴大等級與範圍，以外部周邊環境如梨山地區、環山地區、佳陽地區等為範

圍，整合總體資源與資訊，成為部落資訊匯流處，加強農場與外部環境之互

動聯外關係，運用資源共享與流動支援，提升農場於遊憩系統之服務層級與

定位。 

2.研究學習、資訊管理、環境教育 

核心處需整合農場整體資源面向，並成為資源集散處，為各向度資源之

連結重心，提供資訊整合服務，並進行各資源面之衛星站管理。核心處亦為

環境學習中心之重心，連結外部研究團體，建置研究學習與環境教育之主體，

深度經營環境資源，規劃學習計畫與活動內容。核心處需提供教育培訓機能，

培養在地人力資源及相關合作伙伴，擴增學習教育與經營管理向度之服務人

力網絡。 

3.行政管理、休憩服務 

農場相關生活設施，包括住宿餐飲、休憩服務資訊提供等，亦由核心處

為服務主軸，進行多方位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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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衛星站與主題資源發展區 

本計畫依據資源內涵，發展資源主題面，包含梨山文化主題、聚落產業主題、

民國蔣家歷史主題、產業體驗主題、自然資源主題共為五者資源面。於各資源主

題區，建置衛星站系統，提供次級服務機能。衛星站需整合主題區內資源內容與

相關資訊，連結在地性資源，研擬區內適宜之資源發展計畫與學習活動，並保持

與核心處之高度連結力。依需求可設置資源研究學習站，或展示場所，並以自然

教室、人文教室、戶外學習教室、場域體驗等方向，規劃衛星站之發展目標與學

習系統。 

1.梨山文化主題區 

「梨山文化主題區」包含梨山地區歷史資

源、梨山聚落人文資源、高山蔬果農業資源等。 

（1）部落故事（地方發展與族群文化） 

由於梨山地區發展獨特，具有原住民與平地

移民不同族群文化。因此文化資源含括梨山地區

之發展歷史、族群特色、生活習性、地方實質建

設開發之血汗歷程等，並影響周邊環山部落、佳

陽部落之發展，其地方文化資源之重要性極高。

目前已設有路工忠魂祠、梨山文物陳列館等硬體

設施，但經營成效不佳。 

（2）農夫市場（地方產業） 

梨山地區之蔬果栽植，為台灣地區著名高山農作，每日固定點均有蔬果

市集共同販售，知名度極高。本計畫藉由生態博物館網絡發展方式，運用文

化體驗等學習活動，以及配套之軟、硬體設施，重整梨山地區資源，並連結

福壽山農場相關資源，提升學習、休憩服務機能，成為重點衛星站之一。 

2.聚落產業主題區 

本區為福壽山農場內聚落集中地區，包含宋莊、唐莊、漢莊、周莊共四

個聚落，人文發展密度高。因此「聚落產業主題區」包含聚落人文資源、高

山蔬果農業資源、高山農田景觀資源、住宿餐飲資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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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農村小調 

■ 高山聚落文化體驗 

由 於 聚 落 生 活 以 農 業 為 主 要 產

業，栽植高麗菜、蘋果、水梨、水蜜桃

等，土地使用程度高，經營大規模高山

農業，產量充足。全基地內開發程度較

大、人口聚集密度最高處，即為此區。

此外農場主要服務中心與住宿餐飲服

務區，亦分佈於此，其發展密度甚高，服務機能提供較為完整。本計

畫建議可以聚落人文資源，以及農業產業資源，發展資源主題。整合

聚落人文特色與生活歷史，以及人口族群特質，建立聚落紮根發展歷

程資料，增加在地居民之地方認同。 

■ 農村生活體驗 

運用聚落生活資源，提供住宿餐飲服務，如部落民宿、農村民宿、

特色餐飲等，提供遊客高山農村之生活體驗。 

■ 農作學習體驗 

由於本區之農業發展程度高，依循蔬果產季，具有不同季節之山

坡農田景觀，主題分明。建議可多元化運用農田資源，包括農作物、

設施及景觀等，依據不同季節提供農作物之採收體驗、認養、烹飪、

蔬果自然知識學習等農產活動，成為戶外農業學習教室。 

（3）田園調步 

■ 景觀步道與自行車道 

本計畫配合農業相關設施據點，規劃步道與自行車路徑，運用慢

速動線設計，串連本區之相關資源據點，體驗蘋果樹花、高麗菜田等

農田風貌，大片不同顏色區塊田地，相互拼貼，形成田園拼布景觀。 

■ 田園休憩小站 

沿線可依農舍與公共空間經營意願，設置特色休憩小站或茶站，

逐步轉換在地農業經營型態，提供趣味性農村茶點。藉由動態活動體

驗，慢速吸收不同季節之特殊高山農田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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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國蔣家歷史主題區 

「民國蔣家歷史主題區」包含季節花卉自然資源、民國蔣家歷史資源、

高山地形景觀資源等。 

（1）歷史秘密花園 

■ 民國蔣家文化體驗 

福壽山農場擁有三座歷史建築，分別為松盧、福壽山莊、達觀亭，

皆為蔣家行館，其極具民國時期蔣家之歷史意義。其中福壽山莊規模

較大，內部裝潢仍大多維持當年之裝設，且外部高山庭院景觀，視域

開闊性高，為 蔣公時常駐足停留之休憩據點，並留有影像紀錄，具歷

史保存價值。本計畫建議以福壽山莊作為農場民國時期蔣家之歷史重

心，匯集蔣家與農場之歷史關係資料，並同時呈現松盧與達觀亭之歷

史脈絡。 

■ 歷史建築再生行動 

目前福壽山莊以出租遊客使用為主，為進行具體保存使用計畫，

因此缺乏良善之維護管理。且當年之歷史脈絡未予整理，多數遊客仍

不明其價值。福壽山莊可進行復原性建物整理，改變出租使用方式，

運用現場模擬之方法，呈現歷史文化資源，並配合軟體與學習活動設

計，瞭解民國時期之蔣家歷史。 

■ 高崗花園（歷史模擬場域體驗） 

山莊內部可經營休閒飲品，提供遊客駐足休息機會。連結外部高

山庭園景觀，進行歷史資源公園化之環境設計，運用場域環境，進行

文化體驗，並可與 蔣公共同品茗感受當時之壯麗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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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花色景觀步道 

山莊外圍植栽景觀豐富，具有季節變化性，如梅花、楓樹、波斯菊等，

範圍含括局部坡地。適於進行步道規劃，配合植栽花海景色，連結相關據點，

設計自然資源解說系統，成為景觀步道。打開福壽山莊之封閉環境，串連周

邊資源，增加活動體驗與遊憩機會。 

 

 

 

 

4.茶業體驗主題區 

「茶業體驗主題區」包含高山茶葉農業資源、製茶工廠農業資源、高山

茶園景觀資源等。福壽山農場產烏龍茶、鐵觀音與武夷茶品，其中烏龍茶品

分春冬兩季採收。由於地處高海拔，天然因素匯集，因此茶葉品質良好，且

價值高，全台知名。 

（1）茶味館區 

■ 老茶廠文化體驗 

農場內設置一座茶廠，專業處理收成

後之茶葉，製作過程嚴密。茶廠建築本體

為二層樓老式建築，仍保有部分老式茶廠

之建築特色。本計畫依循各項感官需求，

設計體驗活動，配合相關軟硬體計畫，以

及廠房設施調整，區分工作區與遊客體驗

區，避免動線混雜，影響茶廠工作。 

廠房建築可進行整理，減除遮蔽性增建部分，呈現建築本體之美

質元素，並可運用其他腹地，規劃工作場區，避免使用行為衝突。 

■ 製茶學習體驗 

本區為茶葉栽植主要地區，茶園分佈福壽路兩側範圍，於春冬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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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採收。配合茶葉知識之教學活動，讓遊客循序認識茶葉辨認、製茶

過程、品茗學問等。 

■ 五感新茶道體驗 

針對茶文化知覺體驗方面，本計畫藉由茶園資源，以五感體驗為

發展方向，讓遊客體驗茶文化，其包含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

覺。因此茶文化體驗，首先讓遊客學習眼睛觀察，茶樹外觀、茶葉形

體、茶湯顏色等；再者進入聽覺體驗，聽茶樹風吹動的聲音、翻動茶

葉的聲音、製茶過程的聲音等；接著進入嗅覺體驗，聞著茶樹霑晨露

的味道、茶葉翻炒的味道、茶葉製成的味道、茶湯的味道等；隨後進

入味覺體驗，嘗茶葉製成的味道、嘗浸泡後的茶葉味道、嘗茶湯等；

最後進入觸覺體驗，觸摸茶樹葉片、製成後茶葉、浸泡後展開的茶葉

等。藉由知覺性之茶文化體驗，加深遊客對茶的認識，並瞭解福壽山

茶品之價值。 

（2）茶香漫步道 

■ 景觀步道 

茶園座落坡丘，層層相疊，井然有序，景觀雅致，且隨日照角度

變化，具有不同景觀風貌。本計畫運用茶園環境，營造茶村體驗。藉

由茶園內農路，配合外部主要動線，規劃步行道路，遊客可依循動線

導引設計與指標系統，漫步於茶園中，體驗山形起伏、茶香環繞之幽

雅景觀。 

■ 茶作體驗 

於採收季節，清晨露水初霑，大批茶農辛勤分區採收，可隨著採

收過程，瞭解採茶知識。建議配合茶農採收時間，規劃採茶體驗活動，

瞭解採茶過程，增深相關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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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然資源主題區 

「自然資源主題區」之海拔高度更高，人為開發密度甚低，自然原始度

高，動植物資源豐富，景觀資源多元。其包含特有種、原生種動植物自然資

源，濕地、水池自然資源，日出、雲層、星空氣象景觀資源，高山地形景觀

資源、露營休閒等。基於環境資源管理，本區採取行為管制方式，進行資源

發展。於管理面向，依據資源條件，劃分為資源發展區與資源敏感區兩者。 

（1）資源敏感區 

資源敏感區，基於其自然資源豐富與獨特，

以保育環境資源為前提，需進行高度管理，避免

發展行為或侵入性行為導入。建議運用輪休方

式，依時序與生態成長週期，輪流開放部分區

塊，提供遊客進行深度生態遊程，並由專人領導

動線避免行為衝擊。其餘範圍，則進行環境休眠

養成，禁止衝擊性發展與相關行為。 

（2）資源發展區 

資源發展區，於資源保育原則下，容許衝擊程度較低之發展行為，包括

相關設施之設置、遊客行為等具衝擊性發展。其首先考量資源續存，避免進

行高度發展及破壞性行為，儘量保持環境原貌，且遊客行為需進行有效管理。 

■ 自然資源觀察筆記（生態資源學習體驗） 

本區富含豐富高山動植物資源，以及由

水體所孕育之特殊自然環境資源。本計畫配

合資源生長據點，規劃自然資源觀察路徑，

設計環境資源學習計畫。由導覽解說專員帶

領，控制遊客人數，於減緩衝擊原則，讓遊

客深度瞭解高山系之自然環境，認識動植物

資源，觀察生態自然變化。 

■ 大地景觀紀錄（景觀環境體驗） 

基於地形地勢之優勢，本區具有多處至高點與景觀觀測點，可完

整觀察大地環境之景觀變化。其中天空氣象景觀包括日出景觀、雲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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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景觀、夜間星空景觀，景觀變化豐富。此外不同山係交縱之地形

景觀、德基水庫之水體景觀，以及高山系之動植物景觀等，其景觀資

源多元且壯麗。本計畫將串連露營區、天池、觀日點、枯木草坡等據

點，成為大地景觀線，並提供景觀觀賞資訊。 

 

 

 

 

 

■ 野營生活體驗 

本區包含露營住宿區，假日常有遊客

群至露營區，體驗野外休閒生活。本計畫

建議以露營區之遊客中心作為本區之衛星

站，進行資訊管理與休憩服務，並為深度

導覽解說之管理處，緊密各資源主題區之

連結度。 

■ 山林登山步道 

本計畫依據資源條件與環境現況，規劃登山步道，修復部分老舊

登山設施，提供遊客親近自然體驗，直接呼吸森林氧氣，並可藉由登

山運動，增加遊憩體驗。登山步道分佈於天池與露營區西側地區，以

主道串連場內各項資源據點，並依登爬難度分級數，可讓遊客依據體

力作步道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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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動線 

1.重要出入性道路 

於動線規劃構想方面，由於福壽路屬於貫穿

場區之重要幹道，為台中縣與南投縣相聯之重要通

行道路。因此本計畫以福壽路為重要出入性動線，

為場區穿越性道路，其連結各主題資源區，並為聚

落生活之聯繫道路，其道路服務等級較高。 

2.慢速自行車道 

本計畫於聚落產業主題區內，依循現有產業

道路路徑，規劃慢速自行車道。以體驗高山農村景

觀與田園資源為主軸，串連周邊休憩據點，運用自

然工法原則設置自行車道。於漢莊、唐莊、周莊、

宋莊四者聚落間，進行重要農路整理，以環狀串連

方式，規劃自行車行徑路線，並於路徑設置田園休

憩據點，體驗農園景觀風貌與鄉村生活。 

3.步道 

本計畫之步道系統，依環境特質分為兩種機能性步道，包含慢步道與登

山步道兩者。 

（1）慢步道 

慢步道主要分佈於地形平坦之範圍，提供遊客慢速散步之休閒體驗環

境。配合相關重要性資源，以及教育學習計畫內容，規劃學習區段，設置自

導式解說步道，提升環境學習機能與休憩體驗。以慢速步道系統，連結主題

區內各項資源據點，強化資源網絡動態串連關係。本計畫於各資源區內，依

據資源特質設置主題式步道，包含四種資源特色之體驗步道。 

■ 田園調步 

於聚落產業主題區內，串連農村資源與田園景觀，配合聚落農路

與核心區之動線，規劃田園步道系統，呈現農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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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色景觀步道 

於民國蔣家歷史主題區內，以福壽山

莊為核心，運用周邊環狀步道路徑，配合周

邊腹地栽植之季節性花卉，規劃花卉主題之

步道系統，如梅花、波斯菊、櫻花等。並可

依不同季節，舉辦賞花活動等，藉以步道動

線串連資源據點，進行花色主題式活動。 

■ 茶香漫步道 

於茶業體驗主題區，以茶廠為核心，

連結周邊茶園腹地，規劃步道系統。以體驗

茶園農業特色為主，於園內農路，規劃步道

路徑，讓遊客散步於茶園，配合天色景觀變化，體驗晨曦昏日不同時

段，所營造之特殊景觀環境。 

■ 山林體驗步道 

於自然資源主題區，以高山自然資源為主軸，串連周邊相關據

點，包含天池、露營區、枯木草坡、萊茵湖、觀星平台、觀日亭等，

規劃自然原野度較高之步道系統。並配合自導式解說系統，呈現自然

資源特質、高山地形地勢，以及日夜氣象景觀等，以自然體驗為步道

主題。 

（2）登山步道 

登山步道主要分佈於地形較高範圍，其地勢

起伏較大，因此以登山運動與自然體驗為主。步道

系統由華岡為起點，沿路串連相關據點，其路徑平

行於福壽路，至福壽山莊為迄點，方向為由北至南

之步道。本計畫將依循坡度與攀登難易程度，區分

登山步道等級，提供各種需求者不同難易層級之登

山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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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動線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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