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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實質發展計畫 

第一節  環境發展計畫 

一、核心區 

 

 

 

 

 

 

 

 

 

 

 

圖 7-1  核心區資源規劃圖 

 

以生態博物館(類博物館群)為發展構想，場本部為主要發展核心區，作為週

邊遊憩系統資源整合、環境教育解說以及各層級遊憩服務之提供為軸心發展。在

景觀設計及造景手法上，將以模擬生態自然、突顯農場產業特色為原則，透過不

同層級之步道串聯，結合人文歷史、農產特色、生態自然等資源，作為本區高山

生態體驗之遊憩核心。本核心發展區，下列就其機能提供與資源特色，規劃設計

因應不同遊憩主題之活動場域。 



 
實質發展計畫 

 

 

7-2

1. 遊客餐飲/休憩/解說教育服務區 

主要以目前遊客服務中心為發展基礎，及其週邊服務空間(如停車場、廁

所、倉儲等)為規劃設計標地。以提供完整舒適之遊憩服務設施為原則，內容

包含特色餐飲、多元化之室內休憩社交聯誼空間、深度廣度兼具之教育解說

軟硬體。 

（1）遊客服務中心 

以目前場部遊客服務中心建築主體為發展基礎，以提供遊憩諮詢服務、

多媒體解說、客房櫃檯、餐飲、展售以及社交聯誼空間為原則。除此之外，

可利用建築本體之迴廊空間，進行局部改善(如增加落地窗以遮蔽強勁之冷

風)，提供更多元之休憩空間，以及塑造具藝文氣息之迴廊空間。 

展售內容之改善建議，除了展售本場農特產之外，亦可配合農場特色資

源設計具收藏價值之紀念品及相關週邊產品，以增加商品之多元與遊客之購

買意願。在展售空間之方面，現有之展售空間應擴大經營，並可結合戶外空

間與現有臨時商販，形成互惠之展售中心，創造更多元之購物休憩空間。 

（2）社交聯誼中心(蘋果王俱樂部) 

建議作為中、長期之開發改善項目，將既有之場務辦公室轉型成為未來

之社交聯誼中心。其改善目的為因應未來住宿空間之需求，配合遊客所需之

社交聯誼活動。 

提升住宿遊客夜間活動之多元性，以及受天候影響無法進行戶外遊憩活

動所需之室內空間是本區亟須改善提供之工作項目，本計劃建議在近期發展

計畫中，可將該聯誼社交空間與遊客服務中心合併。後續考量住宿量之增加，

與遊憩服務動線之移轉(引導至鴛鴦湖)，可將現有之場務辦公室改善規劃為社

交聯誼中心，並結合場區具觀賞價值著名之蘋果王，可塑造具議題之休憩活

動空間。 

（3）迎賓入口廣場 

以營造具鮮明主題之入口廣場為主，提

供遊客便於識別之主要入口服務動線，成為

主要之人潮匯流、機動性強之場域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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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水岸種植多元化之水生

植物，隨著季節變化，提供不

同景色覺受。 

 

右圖：利用卵石鋪設為淺灘，

增加親水可及性，並塑造多元

造型景觀。 

2. 生態模擬觀賞遊憩區 

以鴛鴦湖及其週邊為改善規劃範圍，主要以營造生態自然環境，模擬生

態湖泊與野溪之自然景緻為原則，作為農場本區生態自然之縮影，提供後續

自然資源主題區解說教育之暖身場域。 

（1）生態模擬觀賞池(鴛鴦湖) 

利用現有之鴛鴦湖資源，將既有

之漿砌卵石護岸部分改善為淺灘，以

提供生物可於其間棲息、覓食之棲

地。並利用蜿蜒彎曲之造型，營造深

淺不一、迂迴路徑之調節池，水岸兩

邊可依其地形地勢，適當塑造黏土層

及孔洞，提供多樣之生態環境，作為

野鳥、動物等築巢棲息之處。 

 

 

 

（2）生態模擬野溪 

以近自然工法將原有鴛鴦湖之水域空間改善為調節池及野溪兩部分，以

提供更多元之親水空間。利用不同造型之石塊，依其屬性及機能，可設計為

護岸壘石、穿越性之涉水石板或水岸休憩座椅石塊，營造模擬野溪生態與自

然景緻，並提供更宜人安全之親水空間，依不同之季節變化，提供更多元豐

富之視覺感官覺受。 

 

 

 

 

 

 

 

 利用起伏地形，塑造蜿蜒水道

與自然的水岸景觀，增加親水

可及性。 

設置穿越性之涉水石板，提供

多元之水岸空間。 

可作為停留休息之大型卵

石，兼具穩固護坡與休憩之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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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休憩廣場 

利用水道與緩坡之間的平地，營造長約 60 公

尺、寬 20 公尺之廣場空間，提供中小型之活動使用。

廣場鋪面之造型設計，模擬生態自然曲線，與植栽不

規則之介面可強化自然界之曲線造型。 

（4）觀賞主題花房 

將原有之植物解說區腹地擴大，營造更具規模與主題之解說花房。並可

栽種台灣高山植物(如台灣龍膽)，作為解說標的，提供遊客對生態認識應有之

教育解說，與行為規範之說明。針對部分對霜雪敏感之植物，其花房外圍之

設計可利用不同植栽高層特性，塑造具遮蔽機能之植栽配置，以增加其自然

度。 

 

 

 

 

 

 

 

 

  3. 主題花卉/賞果/賞楓區 

主要以農場收回之果菜承租地為空間發展腹地，以高山特有之地形與氣

候，發展兼具觀賞、農產與生態解說之主題花卉、果樹觀賞園區。 

（1）主題賞楓區 

農場秋天楓紅優美之景緻頗負盛名，楓紅

時節遊客絡繹不絕，專業攝影團隊亦多有包乘

遊覽車來訪，因此本計劃欲結合松盧楓樹周

邊，透過步道串連至楓樹林區，擴大其步遊範

圍，並於賞楓區設置蜿蜒之步道，讓遊客能步

遊其中，觀賞不同角度、叢簇楓紅之美。 

左圖：栽種多元之高山花卉

植物，配合園藝造型，塑造

更具觀賞價值之主題花房。

 

右圖：利用 1-2 米高灌木，

塑造遮蔽效果並仍可提供

充裕之陽光以供花卉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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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北海道花海照片案例，

資料來自官方網站。

（2）主題賞果區 

利用既有的果園區域進行規劃設計，成為兼具解說教育與觀賞價值之賞

果區。桃、梅、李樹等樹種除了賞果外，亦具有賞花價值，不同季節可提供

不同之自然景緻。配合自導式解說導覽牌之設置，提供遊客寓教於樂之遊憩

體驗。 

（3）主題花卉區 

主要將回收之承租地進行規劃設計，利

用原有地形緩坡特性，栽種不同品種之高山

花卉，結合部分之草坡綠地，塑造如日本北

海道花毯般的花海景緻。 

本區因既有柳杉及起伏緩坡，提供了

不同角度之觀賞優勢，因此建議帶狀栽

種各不同之高山花卉，間隔綴以柳杉及果

樹，塑造屬於台灣高山特有之景觀美景。 

 

 

（4）步遊系統 

本區範圍遼闊，步遊系統串連之規劃設計甚為重要，步道兩旁之園藝造

景亦可塑造不同之步遊風格與景緻，除此之外，不同道路行為使用之層級亦

須透過材質、指標、路幅進行規範，已達到鮮明活潑之步遊系統。本區規劃

之步遊系統可分為主要主步道、賞景步道、漫步道三個不同層級之步道系統。 

 主步道 

為園區內之主要串聯動線，路幅面寬 3 米寬左右，可與自行車道

共構，以連結不同分區之間的主要串連動線。道路材質因考量維修車

輛進出之使用，多以 AC 或水泥鋪面施作之，以方便後續之維修使用。 

 賞景步道 

為各分區內串聯各小景點之串聯步道，路寬 2 至 3 米不等，配合

不同賞景分區，鋪面材質亦可多做變化，如石材、石板鋪面，用以搭

配各分區景點之風格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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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步道 

為各主題分區內提供漫遊、休憩之步道系統。路幅面寬介於 1.2

至 1.8 米之間，配合地形坡度及高差，多有階梯之設置。此步道之設

置目的為使遊客放慢腳步，更能深入各分區內部進行不同之遊憩體

驗，拍照、駐足、休憩等活動。在鋪面工法上則多採近自然工法、活

鋪等工法，使步道串聯更具機動性，亦可配合不同活動主題改變其動

線與串聯。 

 

可依不同分區特色採用多元之鋪面與園藝設計，營造不同風格之賞景步道與視覺享受。 

 

 

採預鑄枕木石板兼具耐久性與自

然模擬之特性，可配合不同地形

坡度鋪設，塑造自然度較高之漫

步串連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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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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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資源發展區 

（一）梨山文化主題區 

 

 

 

 

 

 

 

 

 

 

 

圖 7-2  梨山文化主題區資源規劃圖 

 

1.梨山資源衛星區 

（1）梨山文物陳列館 

本計畫建議改善「梨山文物陳列館」之服

務現況，運用此據點，擴大福壽山農場之服務

範圍與資源整合性。目前館藏內容豐富，包含

中橫公路開發史、自然生態及泰雅族等文物，

展館類別含括橫貫公路開發史紀念館、中橫地

質地形館、泰雅文物館共三類。因此可運用館

內豐富資源，結合梨山地區相關資源，增加資訊服務與活動串連，成為環山、



 
實質發展計畫 

 

 

7-9

梨山、佳陽聚落的文化匯集處。 

（2）開放活動空間 

開放公共空間成為地方性活動場地，定期舉辦地方節慶活動或蔬果展售

活動，加強地方性連結度，並導入梨山資源導覽網絡。藉以發揮館內資源，

避免成為靜物展示場所，提升營運效益。整合梨山文物館資源，納入福壽山

農場，增加遊憩資源範圍，並成為梨山與福壽山資源連結之中繼站，延展入

口意象範圍。場區之農產資訊與服務，可連結至梨山地區，縮小福壽山與梨

山地區之關係斷層，建置福壽山資訊之對外窗口。 

2.入口意象區 

（1）環境意象塑造 

目前農場入口處，僅一處木作建物座落，周邊為電信發射站設置處，缺

乏明確入口意象。本計畫建議此區營造福壽山農場入口意象，移除原始木屋

建築，結合發射站周邊腹地，並整合周邊零星土地，配合景觀道路營造，形

塑主題性入口處。藉以植栽環境設計，以及自然素材之運用，創造具導引性

之入口意象區，加深遊客對農場之整體意象。 

 

 

 

 

 

（2）資源導覽資訊 

本區內除入口管理外，可另設置環境資源

導覽地圖，呈現農場資源網絡，以及重點服務

區之區位關係，讓遊客逐步建立對場區輪廓與

資源特質之認知，提供完整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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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景觀道路入口意象區段 

（1）梨山文物陳列館至遊客服務中心路段 

福壽路屬於農場之主要幹道，穿越農場全

區。本計畫建議自梨山文物陳列館至遊客服務中

心路段，進行全區景觀道路意象改善。其中以梨

山文物陳列館至入口意象區路段，建議以福壽山

入口意象為主題，運用具層次感之植栽設計，改善道路兩側近景景觀，營造

季節變化性之自然景觀。此外需協商周邊農地，共同整理道路沿線土地，避

免雜亂點影響整體環境。 

（2）入口意象區至遊客服務中心路段 

入口意象區至遊客服務中心路段，建議以農場重要自然資源「柳杉」為

主軸，藉以栽植於分隔島之老柳杉，營造綠林隧道之線型景觀。運用柳杉高

大具遮蔽性之樹形，其自然形成封閉型之隧道景觀，成為環境特色。隧道後

之開放視野，即為停留性據點，視覺導引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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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落產業主題區 

 

 

 

 

 

 

 

 

 

 

 

 

 

圖 7-3  聚落產業主題區資源規劃圖 

 

1.漢莊、周莊農村體驗區（衛星區） 

漢莊聚落內包含一座直昇機場，早期為提供蔣家至農場之交通運輸站，

現在則為緊急事故或一般巡邏之直昇機使用，其所佔面積廣大。 

（1）休閒農村服務站 

漢莊內具有一座低層建物，目前放置 蔣公與 蔣經國先生之身前使用

物，其可增列至歷史文物。本計畫建議將小型可移動之文物，移至福壽山莊，

整合展示蔣家文物，大型物件則原地展示。本計畫建議此座建築，可作為聚

落產業主題區之衛星站，進行多元化使用。改善建築內部與外庭空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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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聚落共同活動與集會場所，提升民眾間之互動關係。此外建議設置服務

站，由農村居民共同參與經營，提供自行車代租代還之管理服務機能；並整

合相關農村資訊，提供後續特色民宿餐飲、農業資源、步道與自行車道系統，

以及農村體驗遊程等相關訊息，成為主題區體驗之休憩資訊與服務管理站。 

（2）田園景觀休憩站 

聚落之農田經營者人數單純，主要耕植高

麗菜園、蘋果園及梨園，田園景觀豐富。建議

可於農園內配合居民意願，於農舍附近設置休

憩站，或於較適宜之小型空地，規劃觀景休憩

據點。休憩據點可以自然素材進行環境整理，

植短草被，設置木座椅，營造鄉村風貌。各據點可設置導引指標系統，強化

據點與動線之串連關係。 

（3）特色農村風貌 

本計畫建議聚落內之農房屋舍，配合農場整

體環境意象，進行建築景觀改善。避免雜亂點產

生，維持環境整潔。現有農舍建築可針對色調與屋

頂材質，進行建物美化。後續新增農舍，建議依循

環境景觀設計原則，配合選取建材類型與色調，形

塑整體景觀風貌。 

農舍庭園與外部環境，進行環境美化改善，

成為休憩據點資源。農村可逐步轉型經營，以民宿

或特色餐飲為方向，或以戶外農業學習教室，配套

相關軟硬體設施，共同經營休閒產業。提供遊客體

驗不同季節之農作過程，以及農村生活體驗，增加遊憩機會序列。 

2.唐莊、宋莊農村體驗區 

（1）高山觀景平台 

於主題區北側，福壽路旁有一處閒置空地。由

於此據點視野開闊，可觀賞高山景觀與果園景觀。

本計畫將移除現有廢棄農舍，整地設置觀景木作平

台，增加休閒活動腹地，並設置自然材質之休憩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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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以及導覽解說指標，提供完善休憩觀景環境。此觀景據點將經由外環農

路步行動線，進行串連，避免遊客直接穿越福壽路，影響交通秩序。 

 

 

 

 

（2）落日賞景點 

唐莊聚落出入口，臨唐莊住宿區外側，為一處落日觀賞據點，屬於全農

場觀賞落日變化較為清楚之景觀點。本計畫運用周邊空地，進行環境整理，

整地並鋪設自然植草與自然石塊，並設置導引指標，營造小型休閒環境，增

加活動腹地，讓遊客可觀賞落日之天色及雲層變化。 

 

 

 

 

（3）田園景觀休憩站 

本計畫串連唐莊、宋莊、周莊、漢莊四聚落之休閒環境，於聚落內配合

居民意願，依動線系統規劃路徑，配合腹地空間，擇點設置景觀休憩據點。

部分據點可結合農舍前庭空間與外部環境，共同整理營造，形塑農村景觀環

境，提高環境美質。休憩據點之環境設計，以自然素材為原則，可鋪設草地

與自然石塊，增設自然休憩座椅，或搭設小型花屋、自然竹木之休憩涼亭等，

增加休閒性開放空間。休憩據點內設置動線指標系統與環境解說內容，增加

環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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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農村自行車道 

（1）服務中心與據點 

自行車道之車輛出租使用之管理重心，設置於

核心區內之遊客服務中心，統籌所有車輛使用與維

護管理，遊客需向其租借車輛，並可瞭解自行車動

線導覽資訊。唐莊、宋莊、周莊、漢莊四聚落各選

擇適合據點，設置據點型服務站與停車區，提供各

聚落之動線導覽資訊，遊客佇停休息，以及車輛歸

還服務。 

 

 

 

 

 

 

（2）車道空間 

本計畫運用現行產業道路與農路，規劃慢速自行車道，以體驗田園景觀

與農村生活為主軸，串連聚落內各休憩與觀景據點，並連結核心區之動線系

統。由於其位於開發程度較高之農園，因此坡度平緩，適於親子共同騎乘活

動。 

車道空間之寬度以一至二公尺為原則，鋪面材質以

透水性較高之材質為原則，其質感與色澤需與環境結

合。於柏油路段，建議以路面標示方式，進行車道劃分。

於產業道路段，其發展密度高，產業活動頻繁，可以磚

材鋪設，其耐磨性與承載力高。於一般農路段，以原始

土質路面為主，進行部分不良路段之路面整地，維持環

境原始性。車道動線均設置自導式解說導覽系統，以及

導引指標系統，增加動線資訊之完整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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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園景觀步道 

景觀步道主要串連聚落內

農村資源與景觀據點，體驗田園

景觀風貌，欣賞高麗菜園與果園

交縱疊合之田色拼布景觀，以及

農村生活型態。步道動線為連結

四者聚落之農路規劃，並整合至

核心區之動線系統。於開發密度較高地區，可延續原始混凝土鋪面；而於原

野度較高地區，則使用土質路面或礫石路面，維持環境原始風貌。步道環境

需設置自導式解說導覽系統，便於步行遊客瞭解環境，以及相關農村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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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國蔣家歷史主題區 

 

 

 

 

 

 

 

 

 

 

 

圖 7-4  民國蔣家歷史主題區資源規劃圖 

 

1.歷史體驗學習衛星區 

（1）福壽山莊 

此區為福壽山農場與蔣家歷史關係之重心，

本計畫以福壽山莊為核心，匯集場區三座古屋歷

史資訊，包括松盧、福壽山莊、達觀亭等三座蔣

家行館。由於山莊仍保有早期建築形體，內部裝

修亦維持從前檜木壁面，並放置當時使用的家具

擺設與相片，極具歷史價值。此外後陽台保有 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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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與 蔣經國，共同賞景的休憩座椅與特殊防彈玻璃等裝置。本計畫建議福壽

山莊可進行歷史建築整修，建物外觀恢復早期建築型態與色調，並進行破損

補修，維護建築原貌特色。 

建物內部仍維持原樣裝設，開放遊客進場參

觀。彙整三座古屋之建築歷史、蔣家行館生活情

形、民國發展之歷史脈絡等資料，編整成主題性

解說內容，藉由故事性的解說主題，導引遊客體

驗山莊內涵，感受蔣家生活意象。 

 

（2）歷史秘密花園 

福壽山莊可進行舊建築再利用，運用小規模區域，結合外部庭院開放空

間，經營輕食休閒餐飲，提供遊客飲茶觀景，重返時光，體驗當年歷史人物

的生活經驗。外部庭院空間可進行植栽環境設計，運用院內梅花樹作為主題，

營造具層次的花卉或灌木，依循不同季節產生變化性植栽景觀，形塑具歷史

美質之景觀花園。此據點具有視野良好之觀景條件，可配合解說指標設置，

瞭解地理與山形資訊，並增設適量休憩座椅，如邊坡處的觀景座椅、少量休

閒餐飲座椅，以保持空間與視覺之開闊度為原則。 

 

 

 

 

 

（3）福壽館與停車空間 

福壽館與周邊果樹區，可配合步道系統，進行環境整理。運用植栽設計，

營造環境美感，結合福壽山莊資源，形塑整體環境意象。福壽館周邊停車空

間，可配合據點遊客服務需求，承擔部分停車量體。或可藉由果樹減栽方式，

增設停車空間，避免本區據點產生交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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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花海觀景區 

（1）停車空間與接駁轉運站 

位於福壽路與周莊聚落斜對角，為福壽路與產業道路之匯口。本計畫建

議於匯口處、道路分隔島與周邊腹地，進行小規模整地，運用植草鋪面，設

置小規模停車空間，提供據點遊客臨時停車需求。本計畫亦運用此腹地，作

為導覽遊園車之接駁據點，屬於交通轉運站之一。 

（2）季節花海 

本區具有植栽腹地，因此建議可栽植開花樹種，如櫻花、梅花等，於部

分零星土地可栽植季節性花卉，如波斯菊，或矮形開花灌木，如杜鵑等，增

加植栽景觀環境之變化與豐富，運用片狀花田，營造花海景觀。並於不同季

節，產生各種花卉景觀環境，形成花景主題據點。 

 

 

 

 

（3）花色休憩點 

停車空間與花田旁之空地，本計畫運用自然植草及天然石塊，營造自然

草地環境，並設置自然石材座椅，成為欣賞花海之觀景據點。提供遊客深入

花林，體驗花香花色，坐在自然花草旁，悠閒觀

賞季節花卉。 

（4）賞花平台 

由於花田旁之果園坡地邊坡，位於至高點，

視野良好。本計畫建議於花田旁之邊坡，架設

小型木作平台，串連步道據點。運用觀景

平台，遊客可遠眺欣賞花海景觀與山景。

平台可設置解說資訊，增加植物學習資

訊，藉以瞭解不同季節花卉植栽之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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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花色景觀步道 

景觀步道主要串連福壽山莊與花海區之資源據

點，環繞山勢而行，屬於緩坡性步道。步道以季節性

花卉作為主題，運用不同季節之花木栽植，形塑特殊

花卉景觀。遊客可漫步於花叢中，直接體驗優美自然

景觀環境。景觀步道主題，可藉由山坡地大規模栽植

之柳杉，形成視域景觀之自然區隔，分明福壽山莊與

花海區之特色，營造不同花卉主題，形塑景觀空間自

明性。本計畫建議於開發密度較高地區，如福壽山莊

與福壽館區域，可延續原始混凝土鋪面；而於自然度

較高地區，則使用土質路面或礫石路面，避免大規模

環境使用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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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茶業體驗主題區 

 

 

 

 

 

 

 

 

 

 

 

 

 

圖 7-5  茶業體驗主題區資源規劃圖 

 

1.「茶」體驗學習衛星區 

（1）老茶廠 

此區以茶廠為主軸，進行主體學習環境規

劃。本計畫以五感體驗，包含視覺、聽覺、嗅覺、

味覺、觸覺等，進行周邊環境營造，運用遊客親

身體驗之學習經驗，呈現「茶」的深層內涵。茶

廠保留原始二層樓之建築主體，改善周邊增建設

施物，統一原素材之建築語彙，以呈現老茶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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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美感。廠房內部設施與動線，可進行調整與劃分，規劃「觀察學習區」。

讓遊客可直接觀察茶葉製作過程，對於製茶之步驟與條件，可有深度瞭解。 

（2）小茶園學習體驗區 

茶廠周鄰腹地，可規劃茶文化之動態學習

區。運用適宜空地設置小茶園，栽植實驗性觀賞

茶樹。讓遊客實際觸碰與觀察，感受茶葉紋路，

品聞新鮮茶葉的香氣，以及觀察茶樹形體。遊客

從開始接觸茶廠環境，即進入茶葉體驗區。配合

自導式解說環境，設計趣味性的茶葉主題內容，

依循五感體驗之順序與深度，逐步導引遊客認識

茶業，並產生興趣。可於小茶園內，進行花卉植

栽之環境設計，豐富園區景觀，營造幽靜雅致之

茶園。園內增設自然素材之座椅，提供遊客休憩

環境。 

（3）茶味館與品茗庭園 

茶廠對面土地使用，目前屬於閒置狀態，可進行主題性規劃。本計畫將

延續茶文化主題，設置以學習茶藝為主軸之「茶味館」。運用老茶廠原始建築

元素，延續其特色，增設低層建築。並配合周邊環境，進行精巧庭園設計，

串連茶廠與學習區之環境主題，營造精緻典雅之品茗空間。 

 

 

 

 

 

此據點提供品茶教學與茶藝學習，初步認識茶

道，並提供農場獨特長春茶之學習資訊。讓遊客經過

產茶、製茶流程後，瞭解如何藉由茶藝發揮茶葉之生

命價值。館內可經營茶葉餐飲服務與設置茶葉販售

點，遊客經由學習後，可選擇適合之茶品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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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停車空間與接駁轉運站 

「茶味館」鄰近空地，可規劃小規模之停車空間，提供駐足遊客停車服

務，並分散福壽山莊之停車需求量。本計畫亦運用此腹地，作為導覽遊園車

之接駁據點，屬於交通轉運站之一。 

 

2.茶山觀景區 

（1）採茶坡 

採茶坡位於福壽路側旁，於採茶時節，晨曦時採茶婦群集採茶，形成難

得特殊景觀。該處位於道路與茶園緩坡，可及性高，具有小規模觀察腹地。

因此可沿農路設置小型座椅，以及賞景解說資訊。讓遊客可駐足停留，與茶

婦接觸互動，在不妨礙農務情形下，觀察採茶方法與設備，瞭解採收技巧等

學習資訊。並可提供良好觀景攝影點，拍攝採茶過程。 

 

 

 

 

（2）賞茶據點 

賞茶據點位於福壽路側旁，鄰近茶園區。此區屬於視域景觀良好之觀賞

據點，可觀賞特殊角度之茶園風貌。由據點可賞析不同時分，茶樹與林木所

產生之光影變化，且地形層落明顯，茶樹蜿蜒生成，彷彿置身南洋異國，視

野景觀良好。本計畫建議此區段之道路側邊，規劃適宜區段之人行步道，運

用自然木作材料，設置木棧道，提供遊客駐足散步之觀景空間。 

 

 

 

 



 
實質發展計畫 

 

 

7-23

3.茶香慢步道 

此區以茶園為主要土地使用，為農場內主要茶葉栽植區。本計畫建議整

理茶園主要農路，以環狀方式，串連資源據點，規劃自導式步行空間。以體

驗茶園為主軸，讓遊客散步於茶樹間，品聞高山茶葉的新鮮氣味，觀賞起伏

蜿蜒茶山地勢，增加遊憩體驗。 

（1）礫石與土質步道 

步道需評估路幅空間，以適宜規劃之農路為主，並運用自然材質設置步

道環境。由於其屬於次要步道系統，建議以礫石與土質路面之低衝擊發展方

式，運用透水性自然度高之材質，設置步行空間，避免水泥或混凝土整治。

步道需配合設置完整指標系統，以及解說設施。並依環境適宜性與資源景觀

美質程度，設置休憩賞景據點。 

 

 

 

 

 

（2）木棧道 

於較大型動線側旁，選擇景觀良好之部分區段，設置區段式木棧道，以

增設人行空間。運用自導式解說與導引系統，設置相關指標，強化道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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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然資源主題區 

 

 

 

 

 

 

 

 

 

 

 

 

 

圖 7-6  自然資源主題區資源規劃圖 

 

1.野營生活體驗與自然資源衛星區 

（1）資訊服務站 

本據點可提高遊客服務站之機能，增設管理服務人員，並重新規劃室內

使用空間。設置福壽山農場與華岡地區之生態資源資訊，運用主題性解說內

容，配合導覽系統，呈現高山地區之地形、地質、動物、植物、景觀、天象

等資源內容，成為自然資源主題區之學習資訊重心。此外，本區為人員導覽

之重點地區，因此服務站可整合專業解說人員，配合遊客需求，考量環境承

載力，進行導覽團體分派服務，提高遊憩服務管理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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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露營區 

本據點之人為使用密度較高，作露營使用設

施，其中包含兩座連棟形式之之低層混凝土建

築，屬於露營區之遊客服務站與公共浴廁空間。

露營區腹地約三十公頃，可設置約五十單位帳

棚，容納約三百人遊客量。目前露營區使用密集

度過高，遊客干擾程度大，建議部分營區進行疏

量，恢復自然環境，提高遊客野營體驗品質。 

（3）觀星平台 

鄰近露營區緩坡，目前已設置一處觀星平

台。本計畫建議調整空間使用現況，減量水泥硬體設施，恢復自然草坡。順

地形坡度，運用低窪處，以石板等自然素材，設置賞星座椅，座椅設計可依

據人體工學，降低脖子仰角壓力。其他坡處可植草被，提供遊客隨意平躺觀

星，體驗自然大地環境。觀星解說內容與系統需完整，設施需以小規模量體

為原則，並以自然素材為主，避免影響原始地貌與視覺景觀。 

2.山岳生態學習區 

本區以「戶外自然學習教室」為發展概念，整合高山地形與地質、地理

區位環境、高山動植物、氣象環境與天際線等資源，作為學習主題，發展遊

客體驗據點。 

（1）萊茵湖生態池 

萊茵湖具有豐富且特有之生態資源，環境敏

感性高，且四季植生與環境景觀皆異。本計畫建議

運用自然原始度高之路徑設計，作為接觸生態池之

介面，路徑質材以自然土質與礫石路面為主，並以

目前人通行所產生之原始自然路徑為主，避免開發

新步道，影響生態池週邊環境。環境容納量以小規

模觀賞遊客為原則，出入路口避免大規模導引指

標。觀察路線避免直接接觸生態池，以遠距觀察方

式，配合完整生態解說系統，瞭解萊茵湖之生態資

源。萊茵湖周邊禁止任何衝擊行為，以恢復原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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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與生態環境為主要原則。 

（2）枯木草坡生態教室 

枯木草坡屬於自然資源豐富之坡地，由於其

定端矗立一柱大型枯木，形成地標，且屬於農場

全區少數可觀賞 360 度之環景視野據點，因而得

名。草坡日間與夜間之景觀環境豐富，日間可觀

賞環狀山岳景觀、德基水庫水體景觀，以及農場

區內俯視景觀；夜間由於其人為干擾程度低，視

域開闊，可觀賞 360 度之完整星空，星座系與銀

河帶系亦可明顯觀測。因此枯木草坡屬於專業攝

影群之重要攝影據點，定期吸引大量攝影者，駐

足觀察攝影。 

草坡生態資源環境豐富，具有高山特有種與原生種植生，環境敏感性

高。本計畫建議草坡之環境發展，以衝擊程度較低之自然路徑為原則，質材

以自然土質與礫石路面為主，避免過多繞境步道，步道規劃方向以重要學習

與觀測據點之串連為主，據點設置導引與解說指標。本計畫建議本區進行遊

客管理，以專業導覽人員導引入區，進行資源解說遊程，避免大規模遊客隨

意遊逛踏踩，形成環境衝擊。 

 

 

 

 

 

（3）德基水庫觀景點 

德基水庫觀景點位於枯木草坡西北側，為視野良好之景觀點。其視域開

闊性高，可觀賞高山環狀地形景觀、山頭果園聚落人文景觀、動植物自然景

觀，以及德基水庫水體景觀，景觀元素豐富，且景觀美質程度極高。本計畫

於此處設置景觀觀測點，步道周邊設計自然木材座椅，配合地形景觀與地理

環境解說資訊，提供遊客觀賞學習高山地理與地形之遊憩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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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觀日平台 

枯木草坡東北側下方處，臨福壽路旁，目前

已設置一處觀景亭。此區位視域開闊度約 180

度，日間可觀賞日出景觀，以及雲海與天色變化

景觀，視野良好，且景觀特殊。其屬於重要攝影

據點，常可見專業攝影群聚集此處，拍攝日出景

觀。本計畫建議改善原來建物形式，移除涼亭設

施，整理電纜天線，恢復天際線與景觀環境，避

免產生視域遮蔽。原建物位置設置自然木作平

台，增加腹地，提供開闊性休憩空間，平台設置

地形景觀解說資訊，以及環境導引指標。道路周

邊設置少量臨時停車空間，材質以植草鋪面為主。 

3.天池活氣區 

（1）天池 

天池早期極負盛名，由於其屬於自然湧池，

具有散發正向能量與良好磁場之環境，且其位處

森林區，大型樹木環繞周邊，空氣品質佳。許多

修行者與遊客群，聚集於此靜坐、散步，吸取真

氣，養氣活血。近期由於週邊環境變動，他處土

石隨意傾倒，導致天池池水淤塞，水質不良。本

計畫建議修整改善水路，運用地下水，讓池水保持活水狀態，並改善水質，

恢復從前自然資源環境與水體景觀。由於天池屬於封閉型景觀，具有身置深

邃森林感覺，可提供遊客健康森林浴之遊憩體驗。 

（2）達觀亭歷史據點 

達觀亭位於天池周邊空間，屬於 蔣公行館之書屋，具有歷史價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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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以保存原建築風貌為原則，延續多元化使用

方式，經營景觀休閒餐飲。可結合天池景觀，於

書屋前庭設置規模休憩座椅，增加遊憩體驗。強

化餐飲經營服務人員，避免空間閒置或不當使

用。達觀亭本體需增設歷史文化解說資訊，讓遊

客瞭解建築特色與文化脈絡，提升資源學習內容。 

（3）高山觀景點 

天池外圍環境，具有視域開闊之高山景觀觀賞據點。本計畫於天池入口

處與爬坡處兩者，設置賞景據點。入口處之景觀據點，可觀賞日出雲海景觀，

以及高山地形景觀，屬於觀日出據點。本計畫將移除現有植栽槽，整併沿線

停車空間，規劃觀景空間，增加休憩腹地，並設置主題資源解說與導引指標，

豐富學習體驗內容。爬坡處之景觀據點，可觀賞高山地形景觀，視野良好，

開闊性高，且亦屬於登山步道之入口處之一。本計畫將整理腹地，運用自然

木作材質，設置觀景休憩座椅，並設置解說與導覽指標，導引登山步道與遊

逛步道之相關資訊。 

 

 

 

 

 

 

 

 

 

4.自然花木體驗區 

本區位處華岡地區，自然原野程度高，環境敏感性高。因此進行緩衝管

制，以低密度發展，避免大規模人為設施與活動，影響生態資源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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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櫻花圓形小廣場 

本據點原土地使用為栽植高麗菜，目前土地已收回農場管理，屬於閒置

空地。由於華岡地區目前以山櫻花作為山區栽植主要樹種，栽植範圍廣大，

未來將形成季節性櫻花景觀。本計畫運用空地空間，配合周邊花木特質，規

劃主題性圓形小廣場，作為小型活動據點。廣場運用自然短草植被，搭配自

然石塊，形成自然草地活動環境。於廣場周邊設置木座椅，提供完善休憩賞

景場所。此據點亦屬於登山口之一，需配合登山步道系統，設置導引指標，

便於登山據點串連服務。 

 

 

 

 

 

（2）櫻花楓紅賞景平台 

本據點位於華岡地區植樹區內，由於目前以

山櫻花與楓樹為主要栽植樹種，且範圍廣大。本

計畫依環境適宜性，於坡地至高點處，設置觀景

平台，觀賞與體驗不同季節所營造之花木主題，

每年三至四月可欣賞櫻花盛景，於十月至十二月

可欣賞楓紅飄葉，休憩體驗豐富，並成為著名攝

影據點。觀景平台將運用自然木作素材，保持環境自然性，並設置導覽解說

系統，讓遊客瞭解華岡地理環境與自然資源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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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林體驗步道 

步道範圍包括天池、露營區、枯木草坡等腹地，天池與露營區之步道系

統，適合遊客直接環境接觸與步行，屬於開放性步道；枯木草坡之步道系統，

由於生態資源豐富，自然原野度高，建議以遊客管理方式，由專人導引入區，

進行總量控管，避免大規模自然環境破壞。步道設施以自然材質為原則，保

持環境原始性，運用土質與礫石路面，降低新路經開設。沿線設置導引指標，

據點處可設置解說系統。 

 

 

 

 

 

6.自然森林登山步道 

農場登山步道以此區之自然體驗程度最高，攀登難度亦較高，屬於難度

等級較高之步道系統。登山入口設有四處，分別位於華岡、天池、枯木草坡

等據點。出入口據點均需設置登山步道導引系統，包含路線、時間、據點資

訊，以及難易程度分級內容，便於遊客選擇適宜之體驗運動。登山步道設施，

以保持環境原始性主要原則，運用土質與礫石路面，以自然路徑方式呈現環

境特質，且維護管理成本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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