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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台東沿岸共計有 10 處港區，由北到南依序有長濱、烏石鼻、小港、

成功（新港）、基翬、金樽、新蘭、富岡、三和、大武，多以漁業為

主發展，其次才有融合地方特色及特性發展觀光用途，本計劃以衝浪

聖地金樽作為特色基地操作。 

 

圖 1 計畫位置圖 

 

金樽漁港為一座位於臺灣臺東縣東河鄉東河村的一座漁港，該漁

港距離南邊的臺東市區約 40 公里（台 11 線 133 公里處），距離北邊

的成功鎮新港約 20 公里遠，擁有漁港、小海灣、離岸礁、綿長沙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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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壁等諸多地景之風景區，因灣似酒杯，故取名為“金樽”，於民

國 76 年啟用，所屬為臺東縣政府、目前由新港區漁會營運，屬於第二

類漁港，其水域面積 1.1 公頃（內泊地水域）、內泊地碼頭長 450 公尺、

外泊地碼頭長 500 公尺，可停靠港船隻約 40 艘。1 

 

圖 2 計畫範圍圖 

（一） 問題與課題 

1. 淤沙堆積問題 

⚫ 金樽漁港冬天受到東北季風影響，淤沙會大量堆積，讓港

嘴水深不足，易致堵塞港口讓漁民出海不便；但冬天的東

                                                 
1 資料來源：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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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季風，卻帶來另外一個驚喜，那就是全臺難得一見的左

跑浪，是適合進行衝浪運動的所在。 

2. 天然資源優勢 

⚫ 金樽以陸連島地形景觀為名，錨狀礁石造成海潮分流，海

砂逐漸堆積形成長長的沙洲地，低潮時小島和陸地相連成

的陸連島清晰可見，是目前全台唯一仍在「生長」的小島，

是難得一見的稀有景觀，可做為自然觀光遊憩資源‧ 

（二） 計畫目標 

本計畫目的為翻轉金樽漁港定位，將其原本提供單一用途的功

能多元化，漁港計畫上應該就港區的漁業設施功能先行檢討，除了

基本設施建置，先滿足漁業基礎功能需求，再各自訂定發展規劃主

題，分別於金樽漁港導入具有水域遊憩功能之衝浪活動水域，提供

國際衝浪賽事舉辦及建置富有海域遊憩能力之遊艇基地港，使金樽

與國際接軌成為東部的遊艇港岸之一。 

（三） 計畫策略 

台灣海岸線 1560 多公里，漁港數目達 231 處，平均密度達 6.7

公里，以台灣漁業規模而言經濟效益不高，實際上許多漁港皆呈現

低度的使用率，也常因為設計規畫不良，產生突堤效應導致漂砂淤

積及沙灘侵蝕的現象。但政策盡管確立了漁港環境應朝向多元化與

精緻化經營的框架，如何展現出設計品質與地方自明性，而不淪於

千篇一律的觀光魚市及攤位出租，才是最大的挑戰。最基本的，還

是得回到海岸環境與人類活動之間介面的處理，透過未來休閒目標

群與相關利害關係者的界定(如漁民、衝浪者、背包客、遊艇業者等)，

找出真正的環境需求，運用減式設計與最低侵擾的規劃，營造出最

適合各利害關係者共識的遊憩點，帶動地方發展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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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環境概述 

（一） 整體計畫基地環境現況 

金樽漁港屬本府所管轄之第二類漁港，原規劃目的為屬地方村

里漁作基地使用，惟近年氣候變遷造成沿近海漁業資源變化極大，

漁獲量逐年下降，間接造成漁港使用頻率降低，只有在部分魚汛期

季節有外地船舶進港停靠，較顯熱鬧。 

近年臺東衝浪活動風氣逐年熱絡，加上指定為國際級比賽據點

後，國際知名度大幅提高，臺東地區國際遊客比例日漸增高，反觀

漁港環境雖已逐步改善中，為由現場環境仍難以滿足遊客服務所需

之基本或更進一步的需求提供，非常可惜。 

為活化臺東縣境內漁港機能，本計畫以金樽漁港為遊艇中樞基

地，串聯成功漁港、小港漁港等東海岸發展觀光遊艇活動、休閒漁

業之可行性，以促進本縣水上觀光遊憩之發展，並結合衝浪大賽之

國際曝光機會，增加本縣國際觀光旅次與間接產業之蓬勃發展。 

表 1 東區遊艇基地近程改善說明－金樽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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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現況照片 

 

（二） 生態環境現況 

台東由於地處偏遠，開發較晚，自然生態環境維護最為完善。

水域生態方面由於受來黑潮暖流影響，台東縣沿近海為暖流性魚類

迴游覓棲之海域，潮間帶藻類生長良好，海底珊瑚生長狀態亦佳，

其中沿海地區珊瑚主要以石珊瑚(集中在成功、三仙台、富岡一帶，

約 80 多種)與紅珊瑚(主要分布在蘭嶼、綠島)為主。 

1. 沿海保護區 

本計畫區內之沿海保護區有：「花東沿海一般保護區」、「花

東沿海自然保護區」；花東沿海保護區，成立於民國 73 年（1984）

2 月 23 日。「花東沿海一般保護區」範圍位於花蓮縣及臺東縣。

北起花蓮溪口，南至卑南大溪口；東至花蓮縣水璉與臺東縣重安

間之二十公尺等深線，西抵第一條稜線；「花東沿海自然保護區」

範圍 1.花蓮溪口附近 2.水璉、磯崎間海岸 3.石門、靜浦間海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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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梯坪附近海域 4.石雨傘海岸 5.三仙臺海岸及其附近海域等五區，

主要保育對象為地形、海岸植物及海洋生物。 

2. 海岸山脈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在花東公路海岸線成功鎮西北部海岸山脈地區有「海岸山脈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該自然保護區內植物種類豐富，植相

結構完整，但由於全區山勢呈顯著陡峭急斜地勢且交通不便，因

此，大部份原生植群得以完整的保留至今，提供了絕佳而多樣的

野生動物的生殖及棲息環境，主要保護對象為低海拔闊葉樹林、

牛樟、朱鶴、臺灣長鬃山羊等珍貴動植物。 

保護區內之植物相可以海拔 700 公尺為界來做簡單的分類，

700 公尺以下的低海拔地區是以楠、榕類樹種為主的「熱帶雨林

植型」，700 公尺以上的中高海拔地區，則以樟科和殼斗科為優

勢的「亞熱帶植型」，這兩種植相無論在樹冠層，灌層或地表層，

其組成的植物種類均很豐富，提供了絕佳而多樣的野生動物生殖，

棲息環境。在「熱帶雨林植型」區域優勢樹種多為楠、榕類、卡

氏櫧、九芎、茄冬等，另有混生有烏心石、臺灣朴樹、山黃麻、

血桐、白匏子等純屬熱帶植物之樹種；而「亞熱帶植型」區域優

勢樹種有牛樟、大葉楠、豬腳楠、瓊楠、小梗木薑子、南投黃肉

楠、三斗石櫟、赤皮、錐果櫟、短尾葉石櫟等。 

動物調查方面，該保護區內至少有 57 種鳥類、13 種哺乳類、

8 種兩生類、8 種爬蟲類及 20 種蝴蝶類，其中珍貴稀有的物種，

包括：朱鸝、台灣藍鵲、台灣獼猴、白鼻心、長鬃山羊、百步蛇

等，其中長鬃山羊為已知全台海拔分布最低的地方，而朱鸝與百

步蛇在台灣其他地方並不多見，屬瀕臨絕種物種。2 

                                                 
2 資料來源：臺東海岸防護基本資料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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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東海岸北段生態及環境資源保護(育)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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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質環境現況 

金樽漁港之港區規模小，排出的汙水量少，東部外海水體之分

類等級屬於甲級，但由於金樽漁港為未來國際衝浪賽事的重要據點，

良好的水質對其活動的舉辦更有加成效果，故未來仍需加強改善水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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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一）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於 107 年 10 月 20 日辦理生態調查、生態檢核作業及檢附水利

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附錄（一）），紀錄如下： 

◼ 漁港的漁業利用率低，經過幾次衝浪活動後，已成為台灣

重要據點，但是缺少設施 

◼ 生態環境沒什麼問題，盡量不要破壞原始防風林即可，保

留陸蟹生活空間。 

  

圖 5 生態檢核辦理情形照片 

 

（二）公民參與辦理情形 

本計畫主要是依據「106~107 年度臺東縣政府水環境改善輔導

顧問團委辦計畫」之工作，為使該計畫成果更臻完善，於計畫執行

期間已辦理 3 次跨局處會議、2 次資料收集會議、1 次公民參與會議

等，除了各局處、鄉鎮公所外，並邀請當地民眾暨相關單位（如漁

會、社區發展協會、村里幹事…等）共同參與會議討論，廣徵各界

前輩與先進意見，透過當地民眾的想法與回饋意見，使該計畫成果

更為具體。 

為利於本計畫推動與執行，已辦理之前置作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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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局處工作會議 (3) 

◼ 會議時間：107/06/06（三）10:30 

◼ 會議地點：臺東縣政府專案辦公室 

◼ 主持人：陳金虎 副縣長 

◼ 出席單位：建設處、農業處、交通及觀光發展處、中華民國地

區發展學會及專業顧問群 

 

  

  

圖 6 公民參與辦理照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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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料收集會議 (1) 

◼ 會議時間：107/02/08（四）  10:00~16:00 

◼ 會議地點：環保署、臺東縣政府建設處會議室 

◼ 出席單位：環保局水保科、建設處水利科、農業處漁業科、中

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 事業污染、農業污染、民生污染為最大污染。 

‧ 金樽、大武，目前已有案在計畫進行 

‧ 預計二月底~3 月初拜訪鄉鎮，盤點縱谷地區是否有適宜的

基地的基地可提案。 

 

3. 工作會議 (1) 

◼ 會議時間：107/04/02(一)  10:00 

◼ 會議地點：水利署第八河川局 

◼ 出席單位及人員：第八河川局、建設處水利科、中華民國地區

發展學會 

  

圖 7 公民參與辦理照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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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料收集會議 (2) 

◼ 會議時間：107/05/10（四）  09:00-17:00 

◼ 會議地點：臺東縣長濱鄉、成功鎮、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東河鄉、大武鄉 

◼ 出席單位：環保局水保科、建設處水利科、農業處漁業科、中

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圖 8 公民參與辦理照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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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料收集會議 (3) 

◼ 會議時間：107/07/05（四）  14:00-16:00 

◼ 會議地點：臺東縣政府建設處會議室 

◼ 主持人：潘專案規畫師正山 

◼ 出席單位：農業處畜牧保育科、農業處漁業科、觀光管理科、

臺東縣環境保護局、中華民國地區發展學會 

 

  

  

圖 9 公民參與辦理照片 6 

  



- 14 - 

6. 資料收集會議 (4) 

◼ 會議時間：107/10/17(三)  10:00~12:00 

◼ 會議地點：臺東縣政府漁業科 

◼ 出席單位：交通與觀光發展處、農業處漁業科、中華民

國地區發展學會 

 

7. 工作會議 (2) 

◼ 會議時間：107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三) 

◼ 會議地點：東管處第一會議室 

◼ 出席單位：經濟部水利署、交通部航港局、國有財產局、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縣府農業處、交觀處、東

河社區發展協會、新港區漁會、浩海公司、三井事業集

團。 

  



- 15 - 

（三）其他作業辦理情形 

1. 府內審查會議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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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初審查、期中審查、期末審查會議，意見綜合如下： 

◼ 景觀面 

 水環境營造計畫應把水循環概念、生態核心區、緩衝區等

理念帶入。尤其在計畫提出時需把生態檢核納入考量。 

 海岸道路人車分道，創造優質的自行車環境。 

 為增加民眾親水空間，對於已加蓋之排水系統，在污水處

理接管完成後建議開蓋。 

◼ 生態面 

 堤內土地建議任其自然復育，除營造草地，也應要有大量

小喬木，並建議管理單位以低投入管理模式減低人為干

擾。 

 台東休閒空間壓力並不同於西部都市，建議以生態服務優

先，其次才服務居民休閒生活。希望以自然方式復育溪內

生態，減少大面積草坪及人為休閒空間之使用。將人為使

用及自然復育進行區劃，避免對生態干擾。同時應加強生

態復育面之措施，加強自然觀察野鳥相關賞鳥設施。 

 建議水域環境盡量穩定，提供鳥類足夠棲息時間，減少工

程反覆維修次數，應將爾後維護管理機制一併納入計畫考

量。 

◼ 工程面 

 水環境建設計畫核心是用地問題，若屬於中央用地必須申

請同意後才能施做。水環境規劃案，不能有用地問題。 

 金樽漁港相關計畫應邀請交觀處共同研議。 

 海岸部分希望第八河川局可以協助，讓海岸線配置更好。 

◼ 效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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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樽港，當前發展國際衝浪產業活動，可支持水岸環境遊

憩設施應。大武漁港，應考慮與漁業競合的遊憩景觀環境

共構，並加上金龍湖共同規劃，以陸域型發展會是將來趨

勢，因且大武漁港每年清淤 2000 萬元，不符合地方收入成

本。 

 海岸環境營造可以針對人口最多的地方，效益比較高。 

 以流域綜合治理角度來思考，是比較長遠且永續的作法。 

◼ 執行面 

 整體前瞻計畫完成後整體成果，應考量建設在地方的可行

性、是否滿足在地民眾的需求。整體成果應該要符合縣長

執政這幾年對台東綜合景觀發展品質的主張，水環境計畫

應與該主張接軌。結合前階段的台東景觀綱要計畫配合水

環境計畫發展台東縣自明性。 

 可多編列預算向外徵求點子，以創新手法詮釋前瞻計畫。

但最重要的是結合民眾的生活，提升整個工程建設的意

義。 

 水環境計畫案，注重在整合上，民眾參與、可執行性及生

態性。因此在未來提案上，首長的參與及重視度、民眾參

與紀錄呈現為委員評分上之基本考量，而整合性即可執行

性、計畫亮點則成為計畫評分高低之主要因素。 

 現階段受限於海岸法，海岸線發展受阻，應思考在村落的

汙水處理方式，因其為海岸污染源之一，可思考創新作為。 

 前瞻計畫經費是由水利署統整各單位，歸納經費來源，周

邊海岸環境規劃，漁港部分則應邀請掌管的漁業署共同討

論。 

 海岸八河局只能針對自己的海堤、保護工程進行改善。從

水環境可以做更整體的規劃。 

 金樽漁港目前有一些農業處進行中計畫建議併入討論，遊

艇港部分也不屬於漁業署管理，目前應該還在觀光單位，

應邀請相關局處共同討論。 

 金樽、大武、開元三港大型計劃皆已報院，但未被核定，

正在努力爭取經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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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樽漁港除了浮動碼頭計畫外，目前已委託三井集團進駐，

進行細部計畫的書圖報告書編寫。 

 交通及觀光旅遊處目前僅管理金樽漁港，建物部分由漁業

科管理。 

  

  

圖 10 府內審查會議辦理照片 

 

2. 用地取得情形 

本計畫土地均為公有土地，主要開發區域屬國有財產署與本府

所管理土地。地號為台東縣東河鄉大馬段 503-4、647、648、…696、

697、…、745-3、745-6、745-7、760-1、以及 745-2 鄰近漁港部份

等 104 筆土地(詳見附錄五地籍清冊)共約 8 公頃，其中無私有土地，

無用地取得問題。區內全數土地均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供金樽漁

港使用；本計畫意旨改善漁港環境，增進服務機能，符合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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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金樽漁港土地權屬、用地編定及管理單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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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訊公開方式 

◼ 網址：http://watertt.bexweb.tw 

◼ 網站照片 

 

圖 12 金樽漁港頁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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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現勘審查會議 

◼ 會議時間：107 年 12 月 25-27 日 

◼ 會議地點：金樽漁港、縣府第二會議室 

◼ 主持人：羅淑圓 秘書 

◼ 出席單位：水利署、營建署、環保署、漁業署、漁業科、

水利科、交觀處、環保局、八河局、水環境顧問團隊 

◼ 會議照片 

  

圖 13 現勘審查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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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報案件內容 

（一）整體計畫概述 

1. 整體計畫願景 

本計畫目的為翻轉臺東金樽漁港之傳統鄉里漁港定位，依據

各自的環境條件並整合相關的旅遊資源，考量未來潛在目標對象

的需求，塑造多元化功能，並升級與轉型基礎設施與水岸介面環

境: 如金樽漁港規劃導入具有水域遊憩功能之衝浪活動水域、海

域遊憩能力之遊艇基地港。 

創造東部地區遊艇停靠泊位並吸引水域活動多元化之發展，

以衝浪與遊艇活動之群聚效應，創造地方之觀光活絡與商業發展，

成為臺東海岸地區之景觀遊憩亮點。 

本計畫主要執行單位以本府農業處漁業科及交通觀光發展

處觀光遊憩科，除硬體工程設施外，並搭配軟體強化與活動與行

銷宣傳之協助，以獲取最佳曝光與實質效益。 

2. 生態技術與改善策略建議 

◆ 港灣生態景觀環境規劃 

自然海岸及人工漁港之間的融合，以及如何透過景觀環境設計回

應未來生活與休憩活動的需求，達成安全、生態與地方美學的品

質，終歸需要回到「水岸」作為人與自然界面環境，具有它的生

態複雜性(異質交錯帶)與經濟性，自然保育及經濟活動之間經常是

相互衝突，為了達成平衡，在環境營造上需要有工程定量上的描

述規範，但也要求美學素養及生態知識，因此在理想的情況下，

需要跨領域的專業參與，並且進行系統性的經濟趨勢、生態與環

境衝擊評估，以決定適合的營造主體，如生態或是景觀為主，及

相應的最佳營造手法與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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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港轉型與功能多元化發展，並非僅著眼於單點的規畫，而是涵蓋漁港、

水岸、周圍城鎮及海岸線整體景觀、生活及休憩系統的多面向考量，並

以海灣生態景觀環境作為基本的設計綱要3，提出: 

1) 規劃原則與分區規劃:  

蒐集周圍環境營造與休憩規畫研究成果，環境評估(水質、水域生

態、植栽、水中結構物、景觀植栽、環境色彩、視覺景觀)、生態

衝擊與社會經濟產業分析，並製作分析圖面作為規劃基礎。提出

規畫目標與原則，短中長期規畫構想與各分區發展(功能)構想，

依據不同的地理環境與使用功能設定不同的營造原則。 

2) 生態營造規劃4:  

包括港灣水域(水質改善與水中結構物)、海岸水域(潮間帶與海岸

結構物)、陸域植栽生態設計，必須依循一些必要的生態保育及景

觀營造原則。 

3) 景觀營造及遊憩規畫:  

分別依據功能分區設立規劃設計手法與改善方案，邀請多方利害

關係者針對規劃提案討論各種升級方式。 

所謂的「永續發展」強調的是兼顧保育與生計的發展模式，漁港

本身空間做為自然、都市與港灣三方匯聚的景致魅力，應強化其

作為社區生活及觀光系統的據點，以及體驗親水生態的介面角色，

在人工堤防與自然海岸環境之間的最適轉換，藉此串連起城鎮周

圍藍綠帶體系與經濟發展能量。 

  
西班牙 Vinaros Microcoasts 瑞典 Dania Park (拋石緩坡護岸) 

                                                 
3 港灣生態景觀營造規劃設計手冊, 交通部運研所, 2011 
4 港灣生態景觀環境評估及規劃準則操作手冊, 交通部運研所, 2012 



- 23 - 

◆ 生態工法與改善策略 

著重於人工構造物的減量，軟化人工構造物對環境與視覺的衝擊，

特別是海岸、堤防與護岸。海岸堤防與護岸是為了抵抗自然力而

設計的合理構造型態，通常使用混凝土製成，與原本自然海岸與

沙灘轉換之間容易呈現生硬的線條，也阻絕了生物之間的移動與

棲地系統的連續性，在設計上，盡量不切割海岸線景觀連續感、

減少構造物存在感為宜。 

素材上則可以改用混凝土之外的材料，活用素材本身的質地給予

構造物與自然的融合感，如自然的塊石堆砌搭配植栽，採用複斷

面、階梯式、緩傾斜的海堤設計，緩和邊緣的線條，另外階梯式

或是具有孔洞與溝紋壁面的防波堤，也讓生物容易棲息。 

植栽的運用則可以改善港灣景觀、防風、遮蔽人工設施、創造視

覺美質、緩和堤防阻隔感；海岸植栽選擇基本須符合耐鹽、抗潮、

防風等條件，以適應當地風土氣候，提高存活率。 

新設的設施建置，應最小化基地面積與侵擾範圍，以複合式功能

作為規劃方向，運用在地自然素材，融合基地色彩與紋理、質感，

強調低碳的營建過程(減少材料運輸碳排) 與低耗能的建築設計。 

 

（二）本次提案之各分項案件內容 

各分項案件分段敘述執行內容、願景目標及包括相關環境生態

友善之工法或措施說明，如下： 

(1) 基礎設施整建工程 

現況漁港僅簡易棚架式涼亭臨口岸，可進行卸貨及停憩，無法使

漁民有適當空間作業，此一規劃預計導入更多使用者如衝浪客，

故首要任務便為加強其基礎建設，聚集足夠的經濟能量，帶起金

樽漁港周邊之海洋休憩產業。 

⚫ 南防浪突堤增建1處/ 790m 

⚫ 交統系統整建1處/ 6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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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鮮魚貨漁產販賣區建置1處/ 900㎡ 

⚫ 入口休憩廣場1處/ 1800㎡ 

由於遊艇屬高價運輸載具，對於停泊之條件較漁業用船舶為高，

因國內尚無通用之遊艇港設計規範或準則可供參考，一般多參酌

國際相關規範（如澳洲、美國或國際權威機構支出版品）訂之。

一般而言在遊艇基地之波高允許條件下，必須滿足0.3公尺以下之

水域波高，此包含在颱風天候影響之條件下。 

 

圖 14 南防浪突堤增建工程平面配置圖 

 

(2) 遊艇泊區及舞浪遊憩建置工程 

金樽漁港原定位為傳統鄉里漁港，本計畫欲將其功能多元化導入

具有水域遊憩功能之衝浪活動水域與具有海域遊憩能力之遊艇基

地港。 

⚫ 遊艇基地設施興建3處/ 1400㎡ 

⚫ 衝浪遊憩空間興建1處/ 700㎡ 

⚫ 金樽漁港服務區1處/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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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然生態保育工程 

既要發展經濟又要享用自然，必須體認到資源及生態系包容量均

有其極限，考量近年極端氣候造成的災害，因此必須講求保育，

對資源作適度合理的經營管理以達永續利用之目的。 

⚫ 濱海綠色廊道建置1處，800㎡ 

⚫ 濱海保育防風林1處，20,000㎡ 

 

圖 15 金樽港整體規劃圖 

參酌國際相關規範，依船舶吃水規定，小型遊艇建議水深1.0公尺，

中型遊艇建議水深2.0公尺，大型遊艇建議水深3.0公尺，故初步規

劃水深為-3.5公尺足供大型船舶航行使用。另考慮遊艇停泊之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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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水域規模及遊艇船型大小、操船與舷高等因素，本計畫遊艇

以規劃停靠浮動碼頭為宜並採用引橋銜接陸地岸壁與浮動碼頭。 

一般浮棧橋隻船席長度約採0.7～1.2倍船長，船席間操船距離為

1.5～2.0倍船長，主棧橋寬度為1.5～3.0公尺，支棧橋寬度為1.0～

1.5公尺，棧橋間距離與船寬、停泊數量、支棧橋寬度有關，如圖

16所示。 

 

圖 16 浮動碼頭繫泊設施諸元尺寸圖5  

遊艇停靠於浮棧橋可分為單靠與雙靠，雙靠之靠泊空間富有彈性

及便利性，參考國外案例經驗，小型遊艇一般以單靠為主，中大

型遊艇因需有較大迴轉空間故採雙靠為主。計畫船型中以中、小

型遊艇為主，故規劃建議上11公尺以下之小船採單靠，11公尺以

上之船舶則採雙靠配置，水域設施之硬體需求如表2所示。 

 

表 2 遊艇計畫船型船席長度寬度計算表6 

船型 

遊艇 

全長 

L(m) 

船寬 

B(m) 

船席長度 

B1(m) 

支棧 

橋寬 

(m) 

餘欲

(m) 
W1(m) W2(m) 

船席

淨寬

(m) 

規劃

淨寬

(m) 

小型 11 3.9 11 1.5 0.6 6.0 - 4.5 4.5 

中型 18 5.5 18 1.5 1.5 - 14.0 12.5 12.5 

大型 30 7.5 30 1.5 1.5 - 18.0 16.5 16.5 

  

  

                                                 
5 資料來源：港灣與海域工程，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湯麟武著 
6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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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計畫內已核定案件執行情形 

無。 

 

（四）與核定計畫關聯性、延續性7 

以台東金樽漁港、大武漁港及金龍湖為示範亮點，從單一漁業

使用轉型為結合文化、休憩與觀光等多目標功能漁港區域，考量水

域環境的多元使用客群之需求，升級及改善既有設施並豐富景觀風

貌，成為聚落帶動經濟能量的中心，如金樽結合衝浪活動水域及遊

艇基地港；大武作為新型態的觀光魚市及生活、旅遊服務中心，進

一步透過自行車系統串連金龍湖溼地，完整城鎮綠色路網。 

1. 地方政府發展重點 

近年來東海岸接續辦理大地藝術季、國際衝浪公開賽、南迴

地方創生行動等活絡沿岸發展，從傳統漁港的漁業，逐漸轉型遊

憩、旅遊、運動賽事等多元化發展，歷年重點活動如下表所列。 

表 3 與地方發展計畫配合情形 

縣市 重點發展類型 活動及計畫名稱 

東河鄉 觀光遊憩 

臺灣國際衝浪公開賽 

2018元旦三仙台迎曙光 

東河瑪洛阿瀧聯合豐年祭 

都蘭慢漫走 

2. 前瞻計畫 

配合前瞻建設主要涵蓋如下表二個計畫，包含道路工程、景

觀工程與地方振興發展計畫。 

                                                 
7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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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與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內其他計畫配合情形 

項次 鄉鎮 
前瞻建

設 
計畫 

1 
東河

鄉 

提升道

路品質

計畫 

東 23-1線道路改善工程 

2 
東河

鄉 

城鎮之

心 

東河鄉泰源村登仙橋設施與景觀優化計

畫 

（五）提報分項案件之規劃設計情形 

1. 金樽港灣水環境營造工程 | 主題 

◆ 衝浪者與航海人的天堂樂園 

兼具遊艇、漁船停泊及衝浪者需求環境，需考量兩者提供客

體的不同，船隻單位個體大、對海域深度需求不同，需定期檢視

淤沙堆積問題，是否讓港嘴水深不足；衝浪者單位數量多、個體

小，規劃衝浪水域位置及設施，更需考量使用可及性及安全性，

兩者間使用於調查其需求後，再行規劃金樽港灣水環境空間，以

利營造兼具多元化水域活動環境、濱海休閒遊憩與漁業產業文化

環境的海岸樂活新亮點。 

 

能量點的營造 

在自然海岸地景、沙灘及港口所形成的多元化帶狀
海濱，打造優質的水域活動節點、亮點與轉運點，
形成多功能的核心服務群聚。 

 

濱海休憩廊道串連 

串聯亮點與節點，人車分離型態的道路、自行車道、
步道系統與指標系統，融合藍綠帶環境(最少侵
擾)，營造可體驗海岸風貌的觀景路線。 

 

海岸及漁港環境公園化與服務多元化 

轉型為休閒漁業及海洋觀光型態產業，水域健康俱
樂部型態的經營，空間提供休憩、競賽等多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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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金樽港灣水環境營造工程之主題營造示意圖 

2. 金樽港灣水環境營造工程 | 構想 

以國外衝浪海水浴場作為參考，使用在地元素錨狀礁石、將

陸連島地景延伸融入設計，再以下列三面向構想規劃金樽港灣水

環境空間，詳工程示意圖 9。 

⚫ 航海人港灣 國際級觀光遊艇基地與服務中心，除了碼頭

環境的提升與公園化，中心整合多元化服務設施如觀海

餐廳、遊艇俱樂部與商店、休憩平台及旅遊資訊中心。 

⚫ 衝浪者樂園 打造衝浪者與水上運動友善的設施環境、與

旅客遊憩服務中心、衝浪者咖啡小亭等，提供地方、區

域與國際旅客使用，中心可以結合沖洗、衝浪學校、商

店、連結步道、租借與維護服務、工作區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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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海觀星村落 提供旅客留宿的小屋村落與露營的空間，

也是停車場，轉運場、步道的起始點，提供小型兒童遊

戲區、沐浴、餐飲、充電站點、水電與無線網路。 

 

圖 18 金樽港灣水環境營造工程之構想示意圖 

3. 金樽港灣水環境營造工程 | 行動項目 

透過三個構想擬定三個分區，下表圖列各區將提供的服務與

機能。 

遊艇基地 

 

⚫ 港口環境升級與公園化: 綠地、步道
與廣場、停車區、周邊公設整建更新 

⚫ 港口遊艇基地及多功能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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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浪遊憩區 

 

⚫ 複合型旅客服務區、商店、餐飲與周
邊休憩綠地 

⚫ 觀景步道、指標與家具系統 
⚫ 可移動小型亭台與衝浪者服務吧 
⚫ 公共廁所與沐浴設施 

觀海休憩區 

 

⚫ 生態停車場、自行車站  
⚫ 步道入口廣場與服務站亭 
⚫ 露營區與小屋區 
⚫ 遊戲場 

 

圖 19 金樽港灣水環境營造工程之行動方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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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分項案件規劃構想圖 

1. 規劃構想圖 

 

圖 20 金樽港整體水環境營造計畫之規劃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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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D視覺化成果展示圖 

圖 21 金樽漁港示意圖 

（七）計畫納入重要政策推動情形 

1. 金樽漁港為臺東縣政府每年舉辦國際衝浪公開賽之比賽場地。 

2. 「金樽漁港公有土地開發相關建設計劃(三井投資案)」-臺東縣政府委託

三井集團之子公司「上引水產」進駐，創造地方特色魚市場。 

 

圖 22 相關計劃盤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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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經費 

（一）計畫經費來源 

本整體計畫總經費 9,500 萬元，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

二期預算及地方分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8,550 萬元(90%)、地方

分擔款：950 萬元(10%)，分項工程詳表。 

（二）分項案件經費 

表 5 計畫分項工程經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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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1
基礎設施

整建工程
  4,050   450    21,870   2,430   14,580   1,620  36,450    4,050    40,500    4,500

2

遊艇泊區

及舞浪遊

憩區建置

工程

  3,780   420    20,412   2,268   13,608   1,512  34,020    3,780    37,800    4,200

3
自然生態

保育工程
    720    80     3,888     432    2,592     288   6,480      720     7,200      800

  8,550   950    46,170   5,130   30,780   3,420  76,950    8,550    85,500    9,500

項

次

分項案

件名稱

對應

部會

小計

總計

交通

部觀

光局

、

農委

會漁

業署

工程費小計

(B)+(C)
總計(A)+(B)+(C)

總工程經費(單位：千元)

108年度

規劃設計費(A) 工程費(B)

109年度

工程費(C)

85,500          95,000           60,800                          3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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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項案件經費分析說明 

本工程包括景觀基礎設施整建工程、遊艇泊區及舞浪遊憩區建

置工程及自然生態保育工程三大項，各分項工程經費如下表所示。 

表 6 分項工程經費分析 

項次 工程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一 景觀基礎設施整建工程     

1 南防浪突堤增建工程 式 1 12,000,000 12,000,000 

2 景觀步道工程 式 1 3,000,000 3,000,000 

3 港區道路工程 式 1 6,000,000 6,000,000 

4 停車場工程 式 1 3,000,000 3,000,000 

5 外側防波堤改善工程(階梯式) 式 1 21,000,000 21,000,000 

二 遊艇泊區及舞浪遊憩區景觀工程     

1 遊艇基地設施興整建 式 1 18,000,000 18,000,000 

2  衝浪遊憩空間建置 式 1 8,400,000 8,400,000 

3 金樽漁港服務區建置 式 1 8,000,000 8,000,000 

4 新鮮魚貨漁產地產銷售區改善工程 式 1 7,600,000 7,600,000 

三 自然生態保育工程     

1 植栽工程 I(濱海防風喬木) 式 1 4,200,000 4,200,000 

2 植栽工程 II(防風耐鹽灌木) 式 1 3,608,000 3,608,000 

3 植裁養護及修剪 月 24 8,000 192,000 
      

 總價(總計)    95,000,000 

六、計畫期程 

本工程若經費許可，預計自 108年 4月開始陸續辦理規劃（2個月）、

設計（3 個月）、發包、完工期程。相關工程可於 109 年 12 月前完成

所有工程建設，以其展現前瞻計劃建設成效。 

表 7 計畫期程表 

工程名稱 對應部會 
108 年度 10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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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樽漁港環

境營造工程 
交通部觀光局、

農委會漁業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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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計畫可行性 

本計畫在工程可行性方面，因基地範圍為屬漁港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配合金樽漁港軟硬體改善建設進行，因此本案屬於擴延性工程具

高度執行之可行性；在財務可行性方面，每年海上活動之國際賽事及

平日之觀光遊憩人潮十分熱絡，近期觀光漁市由三井餐飲事業集團子

公司上引水產承攬建設經營，兼顧漁業、觀光與遊憩等多重功能，未

來將具有高收益的機會；在土地使用可行性方面，計畫範圍皆屬公有

土地，土地使用管制屬於容許使用漁業及休憩使用，亦取得建設使用

權（詳前文及附錄），因無土地限制之虞；環境影響可行性，漁港目

前皆屬人工硬體設施為主，本計畫將增加生態保育、綠帶緩衝區及海

岸棲地環境營造，將有助於漁港生態棲地加值。（詳前文生態評估及

附錄生態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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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預期成果及效益 

以金樽港作示範，塑造東海岸港區新興的發展型態，以遊艇、海

釣、踏浪、衝浪、生活等活動導入，使舊有漁業連結休閒產業，帶動

台灣東部經濟活動，打造台東休閒港灣之典範，迎接漁港風華再現。 

1. 量化效益 

將金樽原本衝擊經濟，帶來淤沙的東北季風，轉換帶來「左跑

浪」、衝浪客的經濟推手增加產值 1200 萬/年，130 人次/周，其中

國際衝浪賽事預計吸引國際觀光客（含華僑）與國人旅客數至 110

年可達 64 萬人次、115 年可達 128 萬人次；遊艇基地，於初期提供

15 席以上之公共泊位，遠期吸引民間投資參與建設，建置遊艇基地

水上泊位預計達 50席以上，促進遊艇數量發展至 112年可達 40艘，

除了碼頭泊位之外，還有許多配套的硬體設施(如停車場、救生安全、

廁所淋浴、充電加油站等)預期改善港區環境達四公頃，周遭海灘共

計 500 公尺，更須著重後續的環境保護與管理 (如汙染、垃圾、漏

油、噪音、汙水等)，目前有交通部「遊艇基地營運管理參考手冊」

及「遊艇碼頭設施規畫及設計參考手冊」等既有實務準則提供參考。 

2. 水環境改善成效評估 

◼ 綠色基盤韌性強化 

運用植栽與景觀設計平衡人類與生物棲地空間，透過公共步道、

自行車道綠帶的串連與延伸強化生態景觀系統的完整性。特別是

海岸或水域邊界空間生物棲地的保全與連結，也提升因應極端氣

候快速恢復的能力。 

◼ 環境友善親水空間品質 

基礎設施與功能空間設計品質與完善的規劃可以打造地方的魅

力，也減少對於自然環境及水域的衝擊，特別是廢棄物、廢水的

處理，可以透過集中分類與(汙水)源頭處理、再利用方式，打造

安全乾淨的親水與休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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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營運管理計畫 

 製作操作管理資料: 可提高維護管理效率，如設備設施基本資料

(設置年月、設施名稱、位置、面積、施工者或設置者等)、設施

概要(圖說)、管理組織(維護者、委任管理人等)。 

 檢查維護: 汛期與非汛期各自有不同檢查頻率，汛期時若發布豪

大雨及陸上颱風警報必須巡視檢查，確保設施運作正常；非汛

期需定期巡檢。為維護設施功能需做必要清掃與紀錄。 

 景觀設計規劃階段即需考量低耗能與最小化管理維護需求，如

種植原生種植栽減少澆灌與修剪之數量。 

 公共空間除應確保該管單位編列常態性預算，在永續生態及觀

光發展前提下，自行或委由專業廠商進行後續維護管理，委託

民間經營管理，採取經營—轉讓(OT)或是更新—經營—轉移(ROT)

等模式，或設立委託、認養及管理維護辦法，並由專家學者以

及鄰近社區民眾定期進行內/外部評鑑。 

 建議結合當地社區、生態環境團體、巡守隊，自主維護，建立

損壞通報系統，路見不平，手機通報；修繕完畢後再回報通報

人。不僅能及時了解損壞位置，亦能培養在地鄉親愛鄉愛土的

精神。 

 

十、得獎經歷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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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附錄 

附錄（一）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水利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金樽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區排名稱 
鄰近湧水溪 

（金樽漁港） 
填表人 謝宜臻 

工程名稱 金樽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 設計單位 
中華民國地區發

展學會 

紀錄 

日期 
107/10/20 

工程期程 - 監造廠商 - 

工程 

階段 

▄計畫提報階段 

□調查設計階段 

□施工階段 

□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 臺東縣政府 施工廠商 - 

現況圖 

▄定點連續周界照片  

▄工程設施照片   

▄水域棲地照片     

□水岸及護坡照片 

□水棲生物照片   

□相關工程計畫索引圖     

□其他：                 

(上開現況圖及相關照片等，請

列附件) 

工程預算 

/經費 

（千元） 

95,000(千元) 

基地位置 
行政區：（金樽漁港）台東縣東河鄉東和村 

TWD97 座標  X： 22.954  Y： 121.293  (金樽漁港) 

工程目的 

創造東部地區遊艇停靠泊位並吸引水域活動多元化之發展，以衝浪與遊艇活動之群聚效

應，創造地方之觀光活絡與商業發展，成為臺東海岸地區之景觀遊憩亮點。 

加強金樽漁港的基礎建設，聚集足夠的經濟能量，帶起漁港周邊之海洋休憩產業。翻轉

金樽漁港之傳統鄉里漁港定位，將其功能多元化，導入具有水域遊憩功能之衝浪活動水

域與具有海域遊憩能力之遊艇基地港。 

工程概要 金樽漁港水環境營造計畫/ 9,500 萬 

預期效益 

打造台東休閒港灣之典範，迎接漁港風華再現。 

充分利用在地資源，以金樽漁港作示範，塑造東海岸港區新興的發展型態，就由遊艇、

踏浪、衝浪等休閒產業，帶動台灣東部經濟活動。將原本衝擊經濟，帶來淤沙的東北季

風，轉換為帶來「左跑浪」、衝浪客的經濟推手。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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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計

畫

提

報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團隊 

是否有生態背景領域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

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生態背景人員：謝宜臻(社團法人台灣濕地保護聯盟) 

生態資料：本府提報過程，生態專家及顧問團隊均至現地訪查當地居民

及詢問是否有特殊物種。 

生態衝擊：初步評估尚不至於對當地生態造成衝擊。 

生態保育原則：初步評估，本工程辦理後對當地生態環境具有補償及互

益作用。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

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濕地、

海岸保護區…等。) 

關 注 物 種

及 重 要 棲

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

俗動植物等？ 

  □是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分

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生 態 環 境

及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工區位址位於漁港內，其生態已受到既有公共設施    

    及漁業活動部分干擾。 

  □否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已確認工區周邊環境無特殊生態議題。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態

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本計畫針對已受既有設施及漁業活動干擾之棲地進行改善， 

        對整體生態環境並無造成衝擊。而目前漁港的漁業利用率低，  

        經過幾次衝浪活動後，已成為台灣重要據點，但是缺少設施。 

  □否 

調查評

析、生態保

育方案 

是否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與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結果，

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

程配置方案? 

  ▄是：盡量不要破壞原始防風林，保留陸蟹生活空間。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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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眾參與 

地 方 說 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團

體辦理地方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

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已於 107 年 11 月 14 日召開，當地民眾普遍對本工程計畫採正   

        面支持之意見。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 畫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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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  

  □否 

調

查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 態 保 育

措 施 及 工

程方案 

是否根據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

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

部設計。 

  □是    □否 

三、 

資訊公開 

設 計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 態 背 景

及 工 程 專

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

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

宣導。 

  □是    □否：                                       

施 工 計 畫

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

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 態 保 育

品 質 管 理

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

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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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眾參與 

施 工 說 明

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

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生態覆核 

完 工 後 生

態 資 料 覆

核比對 

工程完工後，是否辦理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評估，覆核比對施工

前後差異性。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施 工 資 訊

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資料

建檔 

生 態 檢 核

資 料 建 檔

參考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建檔，以利後續維護

管理參考，避免破壞生態？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評 估 資 訊

公開 

是否將工程生命週期之生態棲地檢核成果資料等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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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台東縣政府「金樽漁港環境營造工程計畫」      ver.3 

                              自主查核表             日期：108 / 01 / 11 

整體計畫案名 金樽漁港環境營造工程計畫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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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整體工作計畫書格式 正確   □應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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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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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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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完整   □應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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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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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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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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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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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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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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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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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附錄 完整   □應修正 檢附上開各項目相關佐證資料 

檢核人員：    

機關局(處)首長： 



- 44 - 

附錄（三）計畫評分表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計畫評分表          ver.3                      
整體計畫名稱 金樽漁港環境營造工程計畫 提報縣市 臺東縣 

分項案件 
名稱 金樽漁港環境營造工程 

經費(千元)  9,500 萬 

所需經費 
計畫總經費：95,000 千元(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補助：85,500 千元，地方政府自籌
分擔款：9,500 千元) 

項
次 

評比 

項目 
評比因子 

佔
分 

整體計
畫工作
計畫書
索引 

評分 

地方政
府自評 

河川局
評分會
議評分 

一 

計畫
內容
評分 

(77分) 

整
體
計
畫
相
關
性 

(一) 

計畫總體規
劃完善性 

(7 分) 

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現況環境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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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詳整體計

畫書 
7  

(二) 

計畫延續性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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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詳第四、 

(四)節 
8  

環
境
生
態
景
觀
關
聯
性 

(三) 

具生態復育
及生態棲地
營造功能性 

(8 分) 

(1) 整體計畫生態檢核工作完善者，佔
分 4 分。 

(2) 全部提案分項案件內容已融入生
態復育及棲地營造者，佔分 4 分。 

8 

詳第三、 

(一)節及

四、(二)

節 

8  

(四) 

水質良好或
計畫改善                                            

部分 (7 分) 

計畫區域屬水質良好(依環保署相關
評定標準認定)、或已納入計畫改善
者、或已具有相關水質改善設施者，

評予 7 分。其他狀況自 3 分酌降。 

7 

詳第二、

(三)節及

第四、

(二)節 

7  

(五) 

採用對環境
友善之工法
或措施(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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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詳第四、 

(二)節 
8  

(六) 

水環境改善
效益(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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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詳第四、 

(二)節及

第八章 

8  

地
方
認
同
性 

(七) 

公民參與及
民眾認同度 

(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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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詳第三、 

(二)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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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續) 

重
視

度
及
執
行
成
效
性 

(八) 

地方政府發

展重點區域 

(5 分) 

未來該區域地方政府已列為如人
文、產業、觀光遊憩、環境教育等相

關重點發展規劃，佔分 5 分。 

5 
詳第二、

(一)節 
5  

(九) 

計畫執行進
度績效 

(8 分) 

(1) 第一批次核定分項案件於 107 年
底全數完工者，評予 3 分。 

(2) 第二批次核定分項案件於 107 年
底全數發包者，評予 5 分。 

其餘部分完成者視情況酌予評分。 

8 

詳第四、 

(三)節及

相關彙整

資料 

  

重
要
政
策
推
動

性 

(十) 

計畫納入「逕
流分攤、出流管
制」實質內容

(10 分) 

提案計畫納入「逕流分攤、出流管制」
精神及具體措施者，佔分 10 分。 

10 
詳第四、 

(七)節 
10  

二 

計畫
內容
加分 
(23分) 

(十一) 

營運管理計畫完
整性(5 分) 

已有營運管理組織及具體維護管理
計畫、明確資源投入者，最高加分 5

分。 

5 詳第九章 5  

三 

(十二) 

規劃設計執行度 

(3 分) 

提案分項案件已完成規劃及設計
者，最高加分 3 分。 

3 
詳第四、 

(五)節 
3  

四 

(十三) 
地方政府推動重
視度(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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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詳第三、 

(三)節 
7 

 

五 

(十四) 

環境生態友善度 
(5 分) 

計畫具下列任一項：(1)經詳實生態檢
核作業，確認非屬生態敏感區、(2)

設計內容已納入相關透水鋪面設
計、(3)已採取完善水質管制計畫、監
測計畫，最高加分 5 分。 

5 

詳第二、

(三)節；第

三、(一)

節；第四、

(二)節  

5 

 

六 

(十五) 
得獎經歷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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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詳第十章 3 

 

 合計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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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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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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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評分數欄位總分為 92分。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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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工作明細表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年度

小計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年度

小計

基礎設施

整建工程

1.南防浪突堤增建

2.交通系統整建
     4,050      450 4500        21,870        2,430 24,300            14,580        1,620 16,200       36,450        4,050       40500 40,500       4,500              45,000

遊艇泊區

及舞浪遊

憩區建置

工程

1.遊艇基地設施興建

2.衝浪遊憩空間建置

3.金樽漁港服務區建置

4.新鮮魚貨漁產地產銷售區改善

     3,780      420 4200        20,412        2,268 22,680            13,608        1,512 15,120       34,020        3,780       37800 37,800       4,200              42,000

自然生態

保育工程

1.綠色基盤建置

2.濱海防風林
       720       80 800         3,888          432 4,320              2,592          288 2,880        6,480         720         7200 7,200        800                 8,000

南迴驛周

邊景觀工

程

1.	廣場鋪面及綠化工程

2.	停車場工程

3.	排水工程

4.	鑿井及澆灌系統設備工程

5.	停車場指標工程

         -        - 0    20,594.812    2,288.312 22,883.124    13,729.874    1,525.542 15,255.416   34,324.686    3,813.854   38,138.540  34,324.686   3,813.854      38,138.540

大武漁港

景觀改善

工程

1.	濱海景觀工程

2.	保護區植栽整治工程

3.	既有魚貨及資材建築立面美化

4.	景觀空橋工程

         -        - 0    30,111.588    3,345.732 33,457.320    20,074.392    2,230.488 22,304.880   50,185.980    5,576.220   55,762.200  50,185.980   5,576.220      55,762.200

客庄路生

活街道系

統工程

1.	步道鋪面改善

2.	指標、街道傢俱整建

3.	行道樹植栽工程

         -        - 0     8,368.931      929.881 9,298.812      5,579.287      619.921 6,199.208    13,948.218    1,549.802   15,498.020  13,948.218   1,549.802      15,498.020

3 台東市

卑南大圳

環境營造

計畫工程

景觀基礎

設施工程

1.	水圳周邊緩衝綠帶

2.	指標與解說系統

3.	植栽配置

4.	透水鋪面步道

5.	休憩區

農委會 A

108/4

~

109/12

     2,700      300 3000        14,580        1,620 16,200             9,720        1,080 10,800       24,300        2,700       27000 27,000       3,000              30,000

豐里橋-新

豐里橋環

境改善

1.	景觀基礎設施工程

2.	照明及指標系統工程
     2,070      230 2300        11,178        1,242 12,420             7,452          828 8,280        18,630        2,070       20700 20,700       2,300              23,000

康樂橋-豐

里橋環境

改善

1.	河岸節點空間營造工程

2.	照明及指標系統工程

3.	韌性校園景觀工程（東海國小）

     2,430      270 2700        13,122        1,458 14,580             8,748          972 9,720        21,870        2,430       24300 24,300       2,700              27,000

鐵道橋-康

樂橋環境

改善

1.	河岸景觀改善工程

2.	韌性校園景觀工程（新生國中）

3.	滯洪生態景觀

     3,150      350 3500        17,010        1,890 18,900            11,340        1,260 12,600       28,350        3,150       31500 31,500       3,500              35,000

堤尾生態

廊道

1.	生態水池景觀營造工程

2.	生態觀察步道、賞鳥平台興建工

程

3.	誘鳥植物復育工程

4.	指標與解說系統工程

     1,800      200 2000         9,720        1,080 10,800             6,480          720 7,200        16,200        1,800       18000 18,000       2,000              20,000

新良生態

廊道

1.	指標與解說系統工程

2.	休憩平台、賞鳥平台興建工程

3.	生態水池景觀營造工程

4.	誘鳥植物復育工程

5.	堤岸修復工程

     2,700      300 3000        14,580        1,620 16,200             9,720        1,080 10,800       24,300        2,700       27000 27,000       3,000              30,000

瑞源湧泉

生態廊道

1.	生態水池景觀營造工程

2.	指標與解說系統工程

3.	簡易休憩設施工程

     1,350      150 1500         7,290          810 8,100              4,860          540 5,400        12,150        1,350       13500 13,500       1,500              15,000

豐源水環

境廊道

1.	景觀設施工程

2.	生態植栽工程
       450       50 500         2,430          270 2,700              1,620          180 1,800        4,050         450         4500 4,500        500                 5,000

108/4

~

109/12

A

108/4

~

109/12

水利署

A
鹿野鄉

瑞隆村
台東縣5

河堤水岸

景觀環境

改善工程

水利署

大武鄉

尚武村
台東縣

1 台東縣

金樽漁港

環境營造

工程計畫

鹿野生態

水環境廊

道營造工

程

工程費(B)

中央

補助

鄉鎮

市區

預計辦理

期程(年/

月~年/月)

用地取得情

形：(已取得以

代號表示，如待

取得請逕填年/

月)

A：已取得

B：待取得

，預計完成

時間：年/

月

總工程費(單位：千元)

主要工作項目
對應

部會

規劃設計費(A)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交通部

觀光局

、

農委會

漁業署

A

分項

案件名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臺東縣政府水環境改善計畫工作明細表 日期：108/1/11

109年度

總計(A)+(B)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合計

地方

自籌
小計

整體計

畫名稱

優

先

順

序

縣市

別

108年度

小計

東河鄉

東河村

4 台東市

2

108/4

~

109/12

交通部

觀光局

、

農委會

漁業署

A

108/4

~

109/12

大武漁港

環境營造

工程

ve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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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基礎

設施整建

工程

1.	景觀環境改善工程(排水系統、步

道、自行車道、停車場及生態景觀植

栽工程)

2.	休憩及遊憩設施修繕工程

     3,600      400 4000        19,440        2,160 21,600            12,960        1,440 14,400       32,400        3,600       36000 36,000       4,000              40,000

親水廊道

建置工程

1.	淨水系統整建

2.	親水環境設施改善

3.	生態棲地復育（如：蜻蜓棲地）

     2,880      320 3200        15,552        1,728 17,280            10,368        1,152 11,520       25,920        2,880       28800 28,800       3,200              32,000

景觀基礎

設施工程

1.	濕地廊道系統整建(賞蓮步棧道、

既有釣魚台)

2.	沉砂池整理工程(東西兩側)

     1,350      150 1500         7,290          810 8,100              4,860          540 5,400        12,150        1,350       13500 13,500       1,500              15,000

生態護岸

工程（排

水系統）

1.	排水口改建工程(東側排水、水閘

門、出水口)

2.	排水系統改善(整地、地下排水道

改善)

     1,350      150 1500         7,290          810 8,100              4,860          540 5,400        12,150        1,350       13500 13,500       1,500              15,000

8 台東市

富岡漁港

環境營造

工程

景觀基礎

設施整建

工程

1.	漁業資材場建置

2.	舊船塢周邊環境美化

3.	堤防牆面美化

4.	步道、指標系統及街道傢俱規劃

交通部

觀光局

、

農委會

漁業署

A

108/4

~

109/12

     4,950      550 5500        26,730        2,970 29,700            17,820        1,980 19,800       44,550        4,950       49500 49,500       5,500              55,000

景觀基礎

設施工程

1.	步道系統

2.	指標導引系統

3.	照明系統

4.	濱海休憩區

5.	校園圍牆拆除與綠化

     2,250      250 2500        12,150        1,350 13,500             8,100          900 9,000        20,250        2,250       22500 22,500       2,500              25,000

生態式水

質淨化工

程

1.	生態淨化排水系統

2.	沉澱池、淨水池
     2,250      250 2500        12,150        1,350 13,500             8,100          900 9,000        20,250        2,250       22500 22,500       2,500              25,000

自然生態

保育工程
濱海防風林、植栽維護工程      2,250      250 2500        12,150        1,350 13,500             8,100          900 9,000        20,250        2,250       22500 22,500       2,500              25,000

景觀基礎

設施工程

1.	步道系統

2.	指標導引系統

3.	照明系統

4.	濱海觀賞休憩區

       639       71 710         3,451          383 3,834              2,300          256 2,556        5,751         639         6390 6,390        710                 7,100

水質淨化

工程

1.	汙水處理設施建置（地下）

2.	排水系統工程
     1,854      206 2060        10,012        1,112 11,124             6,674          742 7,416        16,686        1,854       18540 18,540       2,060              20,600

自然生態

保育工程
濱海防風林、植栽維護工程        657       73 730         3,548          394 3,942              2,365          263 2,628        5,913         657         6570 6,570        730                 7,300

11 台東縣
大武鄉

尚武村

金龍湖水

岸環境營

造工程

景觀基礎

設施整建

工程

1.	公共設施改善（公共廁所、休憩

涼亭、指標系統）

2.	排水設施改善

交通部

觀光局
A

108/4

~

109/12

     2,700      300 3000        14,580        1,620 16,200             9,720        1,080 10,800       24,300        2,700       27000 27,000       3,000              30,000

51,930   5,770  57,700  339,497     37,722     377,219     226,332    25,148     251,480      565,829       62,870      628,699     617,758.884  68,639.876   686,398.760   

承辦人：

環保署

、

營建署

環保署 A

A

108/4

~

109/12

108/4

~

109/12

A

108/4

~

109/12

108/4

~

109/12

A水利署

10

台東縣

台東縣

長濱生態

水質淨化

綠廊道營

造計畫

成功生態

水質淨化

廊道營造

計畫

成功鎮

長濱鄉

水利署

9

7 台東縣 池上鄉

大坡池溼

地水環境

景觀改善

工程

親水公園

生態景觀

環境營造

工程

關山鎮台東縣6

686,398.760                                  377,219.256                             251,479.504                            總計

局(處)長：

628,698.760                               57,700.000                  

科(課)長：

合計

審查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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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地籍清冊 

縣市 鄉鎮市 段名 地號 面積 使用分 用地類別 所有權人 管理者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503-4 10095.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台東縣政府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47 24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48 5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49 55.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50 65.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51 87.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52 74.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53 65.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54 67.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55 105.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56 173.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57 91.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臺東縣東河鄉公所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58 88.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59 5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台東縣政府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60 71.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台東縣政府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61 55.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台東縣政府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62 97.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台東縣政府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63 122.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台東縣政府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64 75.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台東縣政府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64-1 43.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65 78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66 69.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67 54.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68 45.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69 59.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70 8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71 9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72 15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73 95.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74 75.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台東縣政府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75 61.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台東縣政府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76 16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台東縣政府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77 96.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台東縣政府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78 24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79 13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台東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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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80 52.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81 35.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82 38.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83 85.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台東縣政府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84 41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85 54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86 354.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87 206.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88 75.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89 59.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90 8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91 5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92 53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93 125.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94 21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95 20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96 15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97 13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98 13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699 12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00 82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01 6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原住民族委員會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02 45.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03 20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原住民族委員會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04 14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05 92.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06 85.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07 26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08 22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09 219.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09-1 21.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10 115.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11 15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11-1 2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12 165.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13 145.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14 69.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19 95.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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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20 12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21 101.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22 77.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23 78.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26 9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27 16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28 78.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29 5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30 55.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31 4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32 95.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33 9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34 194.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原住民族委員會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34-1 32.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34-2 12.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35 134.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36 139.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37 108.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38 146.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39 149.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原住民族委員會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40 7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41 11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42 57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43 37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44 166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45 41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45-2 37620.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台東縣政府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45-3 493.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東部地區巡防局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45-6 16998.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台東縣政府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45-7 772.00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台東縣政府 

臺東縣 東河鄉 大馬段 760-1 7186.01  風景區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有(中央機關) 台東縣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