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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鳳凰谷」、「霧社」風景特定區    

觀光資源調查評估規劃 

壹、風景特定區評估因應策略 

本計畫對將對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及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進行初

步評估(詳附錄一)，並徵詢地方人士及相關單位之意見，凝聚出未來兩風

景特定區之發展方向。必要時依據現行之「發展觀光條例」及「風景特定

區管理規則」相關規定，進行初步觀光資源調查並評估規劃內容，以供縣

府作為後續決策研擬之參考。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1  風景特定區劃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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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鳳凰谷、霧社風景特定區劃定情形有所不同，本計畫依各風景特定

區現狀研擬因應策略及工作流程如下：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2  鳳凰谷、霧社風景特定區觀光資源調查評估規劃工作流程 

一、風景特定區評估範圍 

依縣府民國 108 年 5 月 15 日府觀企字第 1080112467 號來函表

示，交通部觀光局於 108 年 3 月 19 日觀技字第 1080905675 號回函

說明二中，有關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係民國 59年台灣省政府公告僅

具名稱(59年 6 月 4 日府交一字第 48829 號)。另交通部 80年 3月 4

日交路(80)字第 008086 號函報行政院有關 26 處風景特定區之等級

評鑑結果，其中鳳凰谷為經評鑑尚未完成公告之縣級風景特定區。該

函亦指出縣府若有劃設之需求，需依「發展觀光條例」、「風景特定

區管理規則」相關規定，提具資源說明書報局申辦評鑑作業；若無請

依交通部觀光局 104年 12月 14日觀技字第 1044001538號函說明提

具無保存需求之緣由報局，俾由續報省政府(行政院)辦理風景特定

區廢止作業。因此，本計畫將依此函指示內容，辦理後續評估作業(詳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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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風景特定區之等級與範圍之劃設、變更及風景特定區劃定

之廢止，依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第四條之規定，應由交通部委任交通

部觀光局會同有關機關並邀請專家學者組成評鑑小組評鑑之。而評

估範圍部分，本計畫經過風景區特定區評估範圍評估比較(表 1-1)，

同時參考民國 108年 8月 12日、民國 108 年 8月 23日與鹿谷鄉(鳳

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仁愛鄉(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之地方訪談意

見(詳附錄二)，並依據風景特定區劃設原則，綜合考量既有自然界線

範圍、行政管轄範圍、既有地籍界線、環境敏感地區、原住民保留地

等影響因素，決定以都市計畫範圍先行評估，再輔以國土功能分區及

環境敏感地區檢核。 

表 1-1  風景區特定區評估範圍比較表 

 以既有都市計畫區為範圍 納入周邊景點範圍 

霧

社

縣

定

風

景

特

定

區 

優

點 

1. 都市計畫書圖已詳列環境資源、空間發展架
構等基本資料。 

2. 行政管轄範圍明確，爭議較少。 
3. 已有交通規劃及公共設施建設指導。 
4. 具有俯瞰萬大水庫的優勢條件。 
5. 具有原住民霧社歷史事件之背景。 

1. 擁有較豐富的景觀及遊憩體驗。 
2. 奧萬大森林遊憩區為知名遊憩景點。 

可

能

面

臨

的

問

題 

1. 因範圍與都市計畫完全重疊，該區域會同時
受到都市計畫法及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管
制。 

2. 涉及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屬問題。 
3. 可供發展觀光建設之公共設施土地腹地面

積較少。 
4. 計畫範圍觀光遊憩資源有限，評鑑項目中水

體、動物、植物等自然項目可能受到影響。 

1. 萬大水庫及周邊範圍，目前經營管理層面涉
及多個單位，包含林務局、臺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萬大水庫管理機關)等，溝通協調難
度高。 

2. 涉及原住民保留地、保安林地、崩塌地、國
有林事業區、地質環境敏感地區、水源保護
區、土地權屬等問題。 

3. 萬大水庫近年淤積情形嚴重，旱季恐影響景
觀美質。 

4. 後續維護經營管理問題。 
5. 觀光建設配套公共設施及交通設施(如;環

潭步道、道路等)開發，涉及山坡地開發保育
等問題。 

鳳

凰

谷

縣

級

風

景

特

定

區 

優

點 

1. 已有鳳凰谷風景特定區計畫(都市計畫)，擁
有基礎資源調查、空間發展架構等資訊。 

2. 行政管轄範圍明確，爭議較少。 
3. 已有較完整之公共設施建設。 

1. 擁有較豐富自然環境體驗空間。 
2. 可增加觀光遊憩公共設施建設之土地面積。 

可

能

面

臨

的

問

題 

1. 涉及崩塌地、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土
地權屬等問題。 

2. 可供公共設施建設之土地面積相對較少。 
3. 鳳凰谷風景特定區計畫，涉及縣府有關單

位、臺大實驗林管處等。 
4. 有超限利用、山坡地開發水土保持等問題。 

1. 鳳凰谷風景特定區計畫緊鄰溪頭森林遊樂
特定區計畫，並靠近鹿谷都市計畫範圍，能
擴大之範圍有限。 

2. 涉及縣府有關單位、臺大實驗林管處等。 
3. 涉及大量崩塌地、土石流潛勢影響範圍、土

地權屬等問題。 
4. 涉及大量超限利用、山坡地開發等問題。 
5. 鳳凰谷風景特定區計畫範圍內尚有大量機

關用地、旅遊服務中心用地、公園用地、停
車場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未開闢，難以據理
擴大。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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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霧社都市計畫範圍 

霧社都市計畫於民國 56 年 10 月 12 日公告實施，曾於民

國 75 年 12 月 29 日發布實施第一次通盤檢討，民國 86 年 12

月實施第二次通盤檢討，民國 93 年 11月都市計畫重製檢討，

並在民國 107 年執行第三次通盤檢討，於民國 108 年 2 月 18

日起至 108年 3 月 19日止公開展覽。 

本計畫初步擬以霧社都市計畫範圍為主，東至霧社溪，南

至高峰山，西至眉溪，北至見晴山區，計畫總面積計 105.03公

頃，作為風景特定區初步評估討論之範圍（圖 1-3）。 
 

(二)鳳凰谷都市計畫範圍 

鳳凰谷風景特定區計畫於民國 69 年 4 月 7 日發布實施，

其間於民國 72 年、74年辦理兩次個案變更，並於民國 77年、

87年、103年辦理三次通盤檢討。 

本計畫初步擬以鳳凰谷風景特定區計畫範圍作為風景特

定區初步評估討論之範圍，該範圍皆為都市計畫區，東至永隆、

鳳凰兩村東側之坡崁處及鳳凰瀑布東側約 150公尺處；西至永

隆、鳳凰兩村西側之坡崁處及台大實驗林區；南至標高 1,550

公尺之鳳凰山頭；北至麒麟山及凍頂山；包括永隆、鳳凰、彰

雅三村，計畫面積 668.77公頃（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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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3  霧社都市計畫範圍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4  鳳凰谷風景特定區評估範圍 

 

二、評估項目及方法 

本計畫針對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及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之觀

光資源完成調查評估後，分別舉辦 2場次議題工作坊(詳附錄三)，廣

納各方意見，以作為委辦單位簽辦兩處縣級風景特定區之存續或廢

止之參據。若決定存續，則配合研擬資源說明書；若決定無保存之需

求，則將敘明觀光資源、產業、遊客量等之變化致無保存價值，並與

當地觀光遊憩業者、相關原住民團體或經營機構取得共識後，供縣府

作為函覆交通部觀光局廢止兩處縣級風景特定區之依據。 

本計畫主要針對兩區風景區之現況觀光資源進行調查評估，並

參考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附表一風景特定區評鑑基準的要項，評估

項目如表 1-2。評鑑結果需再加權各型態(湖泊型、海岸型、山岳型)

之權重，如表 1-3，以作為議題工作坊的研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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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風景區特定區評估項目 

 評鑑要項 評鑑內容 

特
性 

地形與地質 
包括地表之起伏變化、特殊之地形、地質構造、地熱、奇石及各種侵蝕、堆
積地形等 

水    體 包括海洋、湖泊、河川及因地形引起之水景和瀑布、湍流、曲流及溫泉等 

氣    象 包括雲海、彩霞、嵐霞及特殊日出、落日、彩霞、雪景等 

動    物 
包括主要動物群聚之種類、數量、分佈情形及具有科學、教育價值之稀有、
特有動物 

植    物 
包括主要植物群聚之種類、規模、分佈情形及具有科學、教育價值之稀有、
特有之植物等 

古蹟文化 包括山地文化、傳統文化、古蹟、遺址、寺廟及傳統建築等 

整體景觀 以上各項為部份之評估，而整體景觀為各評鑑要項之整體評估 

發
展
潛
能 

區位及 
容納量 

˙ 服務人口：距離係以六○公里為半徑，範圍內人口數多寡而分級 
˙ 稀有性：可及性以人口及距離之函數 A值大小分級 
˙ 遊憩日數：考慮降雨、強風、大寒及酷熱等決定遊憩日數。 
˙ 面積：以風景特定區面積大小分級。 

土地利用 括土地使用型態、規模如聚落、農、林、漁、牧、礦等 

主要結構物 包括水庫、大壩、燈塔、寺廟等大型或特別明顯人工構造物等 

相關設施 
˙ 公共設施：（含交通設施及水電設施） 
˙ 遊憩設施：（含遊憩設施、住宿餐飲設施及解說設施等） 

經營管理 

1. 生態環境脆弱，自然資源易受遊客破壞。 
2. 部份地區對遊客具有危險性。 
3. 有濫墾、採礦等行為易破壞自然景觀。 
4. 攤販管理不良，垃圾、污水處理不善。 
5. 有入山管制、軍事管制對遊客出人、活動有限制 

資料來源: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附表一風景特定區評鑑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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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山岳型風景特定區評鑑基準權重表 
特   性 
(670) 

地形與地質 
(136) 

水     體 
(68) 

氣     象 
(77) 

動     物 
(91) 

植    物 
(111) 

古蹟文化 
(56) 

整體景觀 
(131) 

1.獨特性 
(39) 

2.稀有性 
(31) 

3.變化性 
(29) 

4.觀賞性 
(37) 

1.獨特性 
(16) 

2.稀有性 
(14) 

3.變化性 
(17) 

4.觀賞性 
(21) 

1.獨特性 
(19) 

2.稀有性 
(16) 

3.變化性 
(19) 

4.觀賞性 
(23) 

1.獨特性 
(32) 

2.稀有性 
(25) 

3.觀賞性 
(32) 

1.原始性 
(24) 

2.稀有性 
(27) 

3.變化性 
(27) 

4.觀賞性 
(33) 

1.歷史性 
(17) 

2.稀有性 
(13) 

3.完整性 
(13) 

4.觀賞性 
(13) 

1.獨特性 
(24) 

2.稀有性 
(18) 

3.變化性 
(20) 

4.觀賞性 
(34) 

5.體驗性 
(35) 

發展潛能 
(330) 

區位及容納量 
(132) 

土地利用 
(56) 

主要結構物 
(28) 

相關設施 
(66) 

經營管理 
(48) 

1.服務人口 (34) 
2.可 及 性 (34) 
3.遊憩日數 (28) 
4.面    積 (36) 

1.自然性 (17) 
2.適合性 (21) 
3.觀賞性 (18) 

1.獨特性 (8) 
2.調和性 (10) 
3.觀賞性 (10) 

 

1.公共設施數量 
(16) 

2.公共設施品質 
(18) 

3.遊憩設施數量 
(14) 

4.遊憩設施品質 
(18) 

1.管理因素(48) 

資料來源: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附表一風景特定區評鑑基準。 

 

 

三、地方訪談結果 

本計畫分別於民國 108 年 8 月 12 日於鹿谷鄉(鳳凰谷縣級風景

特定區)、民國 108 年 8 月 23 日至仁愛鄉(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進

行初步地方訪談，主要訪談對象為鄉長及當地觀光產業行政主管。訪

談結果顯示，兩區皆認為目前環境背景下設立縣級風景區的必要性

不大，因為能獲得的資源及對地方的幫助不大，較傾向採用其他能推

動觀光的做法，如推動完整觀光行程留住遊客、推動地方創生、加入

國家級風景區等，並希望有回饋的機制，讓地方也能夠受益(詳附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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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觀光資源調查評估規劃 

一、霧社縣級風景特定區背景說明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民國 104 年 6 月 23 日觀技字第 1044000689

號函示，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早期為觀光資源極為豐富之地區，臺灣

省政府於民國 59年 6月 4日公告(府交一字第四八八二九號)霧社地

區為「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惟該公告僅具名稱，迄今(104)年未

具體勘查劃定範圍及擬訂相關計畫，爰若予續存，請南投縣政府須依

據現行之「發展觀光條例」及「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相關規定，提

具資源說明書報局申辦評鑑作業(詳附錄一)。 

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因相關公告年代已久，僅有名稱而無實質

評估內容，經縣府考量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研析範圍配合南投縣國

土計畫之擬定，未來將納入觀光部門計畫評估。而依據風景特定區劃

設原則，將就既有自然界線範圍、行政管轄範圍、既有地籍界線等因

素作界定，且因涉及環境敏感地區、原住民保留地等議題，故將以現

有都市計畫範圍作為本案風景特定區劃設評估之範圍(詳附錄四)，

並藉由本計畫調查研析評估現地觀光資源現況，同時辦理工作坊徵

詢各方意見，探討其存續之必要性及達成初步共識，作為函覆交通部

觀光局本縣級風景區是否存續之依據。 

二、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觀光資源調查現況說明 

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觀光資源調查評估範圍，經地方訪談後，依

據風景特定區劃設原則，綜合考量既有自然界線範圍、行政管轄範圍、

既有地籍界線、環境敏感地區、原住民保留地等影響因素，決定以都

市計畫範圍先行評估。 

霧社都市計畫範圍東至霧社溪，南至高峰山，西至眉溪，北至見

晴山區，計畫總面積計 105.03公頃，作為風景特定區初步評估討論

之範圍。該範圍內之文化歷史背景、觀光資源、產業、遊客量調查現

況說明如下: 

(一)文化歷史背景 

霧社一帶古名稱為「巴蘭」，早年為為賽德克族的生活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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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西元 1985 年甲午戰爭臺灣割讓給日本後，因日本實行殖民

統治，該地先後於西元 1902 年爆發人止關之役，西元 1903年姊

妹原事件等衝突，因日本持續的對山區進行資源封鎖，最後使霧

社一帶的賽德克向日方降服。這段數十年的和平時間，霧社成為

當地最熱鬧的市街及山產貨品集散地與行政中心，並在坡地上

興建警察分室、官舍、公學校、旅館和商店等，且因霧社每年 1

月下旬至 3月中旬櫻花盛開，而成為當時的旅遊景點遠近馳名。 

西元 1928至 1930年間，霧社附近地區執行了數十項工程，

包含興建神社、城鎮及林業資源開發等，造成當地賽德克族沈重

的勞役負擔，該工作不但薪資微薄且時有苛扣或不公平的情形，

同時耽誤到原本的狩獵、耕種的生活，逐漸累積族人的不滿。一

直到西元 1930 年 10 月 7 日，因一場馬赫坡婚宴的敬酒風波引

起駐警與賽德克族的嚴重衝突，引發了後續的「霧社事件」。 

「第一次霧社事件」發生於西元 1930 年 10月 27日，霧社

公學校舉行聯合運動會當日的清晨，賽德克族的德克達雅群首

先於馬赫坡開始行動，殺害了當地的三名駐警，隨後便往霧社的

方向前進，約早上八點左右抵達了霧社，對該地的駐在所、學校

等設施進行攻擊，此次行動最後造成共約 134 名的日籍人士喪

生。隨後日軍展開的大規模報復行動，使得原約 1200 多人的賽

德克族人，最後只剩下 514名，集中於五處的「保護蕃收容所」

進行監控。 

「第二次霧社事件」為第一次事件時擔任味方蕃的道澤群對

曾經參與起事的德克達雅群生還者進行攻擊的事件。道澤群與

德克達雅群雖然同屬於賽德克族，但自西元 1910 年代兩者開始

發生獵場與婚嫁上的糾紛，且因第一次霧社事件發生時道澤群

頭目鐵木·瓦力斯立場親日，協助社內日警避難，導致他在事件

後被抗日方的德克達雅群埋伏獵首，道澤群本身也在擔任味方

蕃時死傷慘重，自然產生亟欲復仇之心態，而為日方所利用。在

日本警察的默許下，道澤群於西元 1931 年 4 月 25 日清晨攻擊

「保護蕃收容所」裡的抗日派原住民，並割下部分首級提回道澤

駐在所向日警邀功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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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霧社事件後原居於霧社地區的賽德克抗日遺族僅剩

298 名，西元 1931 年 5 月 6 日，日本官方強制所有遺族全部遷

移到北港溪流域與眉原溪交會處之川中島，以集中監視，並將六

社合成一社改名為「川中島社」（今日的清流部落），從此霧社

地區賽德克族永離祖居。 

根據霧社社區發展協會郭理事長於工作坊中表示，林務局苗

圃園(與評估範圍有一段距離)的附近有霧社原住民的舊部落遺

址，並設有慰靈碑，為具文化保存與觀光價值的地點。 

此外，日治時期有霧之岡神社坐落霧社舊街北端坡地，此神

社隸屬台中縣社社祠，鎮座於西元 1932 年(昭和 7年)，祀奉天

照大神、開拓三神及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用以闡揚日本神道教精

神，西元 1940 年(昭和 15 年)則改隸埔里虎子山的能高神社管

轄。民國後為推行儒學改稱孔子廟，隔 2 年定名為德龍宮，建廟

於神社本殿，可惜多次重建後風貌改變，原神社基壇已全然消失，

僅遺留參拜道、鳥居及傾圮石燈籠。 

(二)觀光資源 

評估範圍內之觀光資源以古蹟文化為主，自然資源為輔(詳

圖 2-1)，因本區為霧社事件發生地，甚具歷史價值及稀有性，

可惜原有風貌已消逝，相關觀賞性顯得較為平凡。自然資源部分

因地形和氣候因素，有良好的變化性及觀賞性，但動植物受人為

開發影響，數量或群落較為稀少。 

1.地形:大致為長條狀，地勢由臺 14線往東側及西側漸降。 

2.水體:無。 

3.氣象: 多霧。 

4.古蹟文化:莫那魯道紀念碑、霧社事件紀念公園、霧社福壽宮

(日人殉職者紀念碑遺址)、介壽亭、德龍宮(神社遺址)等 

5.近期活動:霧社原民市集(每日)、2019「賽德克部落+能高古到

雲海段二日遊」、2020脊梁山脈旅遊年-「能高越嶺古道」登

山路線、2020 脊梁山脈旅遊年-「賽德克+能高北+奇萊南百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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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遊」專業路線、2020 脊梁山脈旅遊年-「合歡山高山森

態~春之杜鵑圓舞曲三日遊」專業路線等等。 

(三)動物資源 

本計畫參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建立

之全國性生物多樣性資料流通平台「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Taiwan Biodiversity Network，簡稱 TBN）」資料，分析霧

社都市計畫範圍及週邊之動、植物資料。TBN資料庫整合各類群

的生物多樣性分布，圖面上以 10公里網格劃分，顏色深淺代表

分類群數量多寡，並可查看各網格所記錄的物種名錄及分布資

料。該資料庫受調查方式、努力量、資料量等因素影響，所呈現

的分布圖雖可能與真實情況有落差，但可供迅速掌握資料現況

參考。 

霧社都市計畫範圍位在網格編號 2821-81(詳圖 2-2)，依該

資料庫資料顯示該網格內之動物資料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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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土測繪雲，本計畫繪製。 

圖 2-1  霧社地區重要觀光資源盤點 

 
資料來源: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本計畫繪製。 

圖 2-2  霧社都市計畫所屬網格範圍(編號 2821-81) 
 

■哺乳類：鼬貛、黃鼠狼、臺灣刺鼠、東亞摺翅蝠、臺灣葉鼻蝠、

臺灣無尾葉鼻蝠、臺灣小蹄鼻蝠、麝香貓、臺灣灰麝

鼩、玄鼠、短尾鼩、小黃腹鼠、臺灣野山羊、田鼷鼠、

溝鼠、長吻松鼠、鬼鼠、小鼯鼠、隱姬管鼻蝠，約 19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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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類：紅胸啄花、台灣竹雞、白耳畫眉、紅嘴黑鵯、白頭翁、

白環鸚嘴鵯、麻雀、松雀鷹、巨嘴鴉、冠羽畫眉……等，

約 221種。 

■兩棲類：梭德氏赤蛙、盤古蟾蜍、黑眶蟾蜍、拉都希氏赤蛙、

莫氏樹蛙、腹斑蛙、布氏樹蛙、貢德氏赤蛙，約 8種。 

■爬蟲類：紅斑蛇、眼鏡蛇、赤尾青竹絲、臺灣黑眉錦蛇、龜殼

花、白梅花蛇、大頭蛇、鐵線蛇、斯文豪氏攀蜥、雨

傘節、青蛇、哈特氏蛇蜥、梭德氏游蛇、麗紋石龍子、

環紋赤蛇、臺灣鈍頭蛇、標蛇、臺灣標蛇、赤腹松柏

根、紅耳泥龜、印度蜓蜥，約 21種。 

■蝶類：東方喙蝶、玉帶黛眼蝶、星黃蝶、淺色眉眼蝶、小環蛺

蝶、雅波灰蝶、青眼蛺蝶、密紋波眼蝶、橙端粉蝶、

黃蝶、細帶環蛺蝶、小波眼蝶、小雙尾蛺蝶、臺灣銀

灰蝶、蓬萊環蛺蝶、布氏蔭眼蝶、鈿灰蝶、條斑豔粉

蝶、流星絹粉蝶、異粉蝶、波蛺蝶、絹蛺蝶、豆環蛺

蝶、雙環翠鳳蝶、緣點白粉蝶、大白紋鳳蝶、紫日灰

蝶、黑鳳蝶、白弄蝶，約 29 種。 

該範圍內珍貴稀有且需保育的動物資源有臺灣無尾葉鼻蝠、

麝香貓、鳳頭蒼鷹、松雀鷹、黃山雀、哈特氏蛇蜥等。值得注意

的是本計畫評估範圍主要位於霧社都市計畫，該範圍內因為人

類活動造成大量的擾動，對上述動物資源造成極大排擠的效應。 

(四)植物資源 

霧社都市計畫位於山陵線上，因地形因素造成植物林相變化

大，本計畫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之台灣

生物多樣性網絡資料分述如下: 

■蕨類：瓦韋、金毛蕨、南海鱗毛蕨、二尖耳蕨、薄葉三叉蕨、

三叉蕨、腎蕨、鐵線蕨、天草鳳尾蕨……等，約 122種。 

■石松類：石松、萬年松、木賊葉石松、地刷子、千層塔、生根

卷柏、銳葉馬尾杉，約 7種。 

■裸子植物：臺灣黃杉、加拿大刺松、臺灣二葉松、杉木、巒大

杉、臺灣肖楠、白粉柏、臺灣紅豆杉、柱冠粗榧、

紅檜、柳杉、臺灣冷杉、刺柏、臺灣鐵杉、臺灣五

葉松、銀杏、日本扁柏，約 17種。 



 

 
南投縣觀光整體發展計畫暨「鳳凰谷」、「霧社」 
風景特定區觀光資源調查評估規劃案  

「鳳凰谷」、「霧社」風景特定區 
觀光資源調查評估規劃總結報告書 

 

 
14 

 

■被子植物：玉葉金花、密花苧麻、日本假蓬、栓皮櫟、苦懸鉤

子、密花黃菫、臺灣何首烏、菽草……等，約 759

種。 

該範圍內珍貴稀有且易危、瀕危的植物資源有銳葉馬尾杉、

大葉雙蓋蕨、金毛裸蕨、桫欏鱗毛蕨、巒大杉等。此外，以霧社

命名的植物共有 6種，包含霧社蜘蛛抱蛋、霧社木薑子、青葉楠

(霧社楨楠)、霧社山櫻花、細葉懸鉤子(霧社懸鉤子)、大葉雙蓋

蕨(霧社雙蓋蕨)。因評估範圍位於霧社都市計畫的緣故，在大量

的建築、道路開發下，上述的植物群落較少被發現，或有數量較

為稀少的情形。 

(五)產業分析 

依南投縣 107年統計年報「商業登記現有家數與資本額」資

料顯示，南投縣整體住宿及餐飲業不論家數或資本額都呈現穩

定成長的狀況，而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的資本額也是呈現穩

定成長，家數雖在民國 102-104 年有所起伏，整體仍呈現成長的

情形。 

表 2-1  南投縣近年商業登記現有家數與資本額 

產業 98 年 99 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住宿
及餐
飲業 

家
數 

1,152 1,220 1,287 1,341 1,390 1,423 1,469 1,489 1,544 1,589 

資
本
額 

138,940 150,306 165,678 189,776 199,513 218,820 229,837 236,961 243,275 258,662 

藝術 
、娛
樂及
休閒
服務
業 

家
數 

323 336 347 360 477 450 477 512 552 579 

資
本
額 

44,928 72,011 123,116 125,454 131,039 150,183 153,160 157,069 161,791 163,919 

資料來源:南投縣 107年統計年報，本計畫彙整。 

 

此外，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工業及服務業普查「105 年南投縣

普查結果提要分析」可以得知，仁愛鄉有住宿及餐飲業 226家，

員工 1,041 人，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9家，員工 64人。 

單位:千元 



 

 
南投縣觀光整體發展計畫暨「鳳凰谷」、「霧社」 
風景特定區觀光資源調查評估規劃案  

「鳳凰谷」、「霧社」風景特定區 
觀光資源調查評估規劃總結報告書 

 

 
15 

 

表 2-2  仁愛鄉觀光產業統計 

鄉鎮 住宿及餐飲業 藝術、娛樂 及休閒服務業 

仁愛鄉 
單位數 員工數 單位數 員工數 

226家 1,041 人 9 家 64 人 

         資料來源: 行政院主計總處工業及服務業普查資料，本計畫彙整。 

 

除了上述 2 筆統計資料之外，霧社都市計畫範圍內觀光相

關產業盤點如下: 

1.住宿: 霧櫻大飯店等。 

2.餐飲: 大愿茶社、塔洛彎景觀餐廳等。 

3.購物: 霧社部落假日市集等。 

4.遊樂: 仁愛高農櫻花、南投縣自然史教育館等。 

(六)遊客量 

依交通部觀光局之觀光統計年報顯示，霧社地區的近 10 年

(民國 98-107 年)遊客量平均約為 604,720 人次，並以民國 104

年的 768,205 人次為最高，民國 107 年的 395,374 人次大幅下

降。此外，因霧社地區位於南投縣其他知名景點(如清境農場、

武嶺、奧萬大森林遊樂區、合歡山暗空公園等)必經的道路上，

遊客多在本地短暫停留，較非目的性的旅遊景點。 

表 2-3  霧社地區遊客量統計表 

年份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平均 

遊客

人次 
529,837 508,659 574,202 523,291 571,647 713,535 768,205 733,148 729,304 395,374 604,720 

資料來源:觀光統計年報，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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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觀光統計年報，本計畫彙整。 

圖 2-3  霧社遊客人次長條圖 
 

(七)環境敏感分析 

本計畫針對霧社地區及周邊進行環境敏感資料蒐集與分析，

參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網頁、災害潛勢地圖網站資訊，以及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之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林務局之崩塌

地等圖資(詳圖 2-4)，反映霧社地區周邊環境現況，以作為未來

霧社地區發展與規劃之依據。 

根據相關資料顯示，霧社地區評估範圍內涵蓋了大量的原住

民保留地及保安林地(詳圖 2-5)，在未來開發建設時須依相關規

定申請使用。此外，因地型因素有部分地區屬山崩與地滑地質敏

感區(如:台 14 甲於民國 102 年有多處崩塌)，若該地區有土地

之開發行為，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地質調查(地質法第 8條第

2項)，以防範地質災害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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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霧社地區環境敏感分析圖資 

圖名 資料來源 圖資年份 

1.衛星判釋全島崩塌地圖 林務局 民國 105年 

2.全台保安林分布概略圖 林務局 民國 108年 

3.都市計畫區範圍(霧社) 內政部營建署 民國 105年 

4.原住民保留地範圍圖 原住民族委員會 民國 105年 

5.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圖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民國 109年 

6.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圖(水域、道路)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民國 105年 

7.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民國 103年 

8.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民國 105年 

9.行政區圖 (全臺、縣市，台澎金馬)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民國 105年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八)國土計畫功能分區 

依民國 110年核定之「南投縣國土計畫」資料，霧社地區範

圍內皆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詳圖 2-6)，屬都市計畫地區，未

來應配合都市計畫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 

而霧社地區周邊主要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和第二類，並有

零星的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分布，未來除必要性基礎維生公共

設施、維護自然資源保育設施、自然資源體驗設施及古蹟等可申

請使用之外，恐不適於大規模之開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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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5  霧社地區環境敏感分析圖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調查時間 102年 05 月。 

圖 2-4  霧社地區災害潛勢圖 

資料來源: 南投縣國土計畫。 

圖 2-6  霧社地區國土計畫功能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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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評估 

(一)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 SWOT分析 

本計畫初步彙整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 SWOT 分析，將當地的

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整理如表 2-5，該結果將依工作坊與會

的專家學者、當地觀光遊憩業者、相關民間團體或經營機構意見

進行修正和調整，以作為南投縣政府後續決策之參考。 

表 2-5  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 SWOT分析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es） 

1.地表起伏及經常起霧的特性具有變化性及
觀賞性  

2.為霧社事件發生地，甚具歷史價值及稀有性 

3.遊憩設施、交通設施尚可滿足求，且設施品
質或服務水準尚佳 

1.位於都市計畫區，以人文活動為主，動物、
植物資源分布普遍 

2.霧社事件相關風貌遺址已消逝 

3.管轄單位多整合不易 

4.土地多為私有地 

5.可開發之腹地狹小 

6.崩塌地、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1.進行觀光資源整體調查評估及規劃 

2.獲得縣府觀光資源挹注 

1.鄰近觀光景點發展強勢 

2.非屬目的型的旅遊地 

3.觀光吸引力不足 

4.台 14 線為主要的交通要道，交通承載量的
限制恐會影響觀光發展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二)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工作坊 

本計畫於民國 109 年 1月 14上午於仁愛鄉公所多功能會館

一樓舉辦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工作坊，提供相關資料給相關專

家學者、觀光業者及民間團體、原住民團體或經營機構、行政機

關等，對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存續與否進行意見交流，以期能達

成共識。 

在工作坊的討論中，釐清了風景特定區與都市計畫的差異，

並不會影響到土地管理或土地使用，且不論霧社縣定風景特定

區存續與否，對霧社地區的觀光建設資源投入都不會受到影響。

此外，不同計畫體系若位於同一區位，恐會有疊床架屋的顧慮。 

霧社地區在交通區位上屬於旅遊軸線的中繼點，位於南投縣

其他知名景點(如清境農場、武嶺、奧萬大森林遊樂區、合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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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空公園等)必經的道路上，造成遊客多在本地短暫，進而影響

遊客量。而當地的動植物資源雖然非常豐富，卻因為位處都市計

畫區而有群落稀少分散的情形。 

此外，亦有與會專家學者提出「霧社風景特定區因屬縣級風

景區的層級，並不會因劃設完成而有額外的中央資源進來，較無

實質的劃設意義，而無論是否劃設都要依循國土計畫觀光部門

計畫內容進行管控」，顯示當地劃設風景特定區的必要性偏低

(詳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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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觀光資源調查評估規劃 

一、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背景說明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民國 104 年 12 月 14 日觀技字第 1044001538

號函示，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早期為觀光資源極為豐富之景點，故

行政院在民國 80 年 4 月 20 日台八十交第 12568 號函核備（11 處省

籍及 15 處縣級風景特定區），其後各縣市政府陸續公告其等級及範

圍，惟查鳳凰谷風景特定區未依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第 5 條規定完

成縣級風景特定區公告事宜，爰請南投縣政府審慎研析現地觀光資

源現況，若欲續存，則依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第 5條規定辦理縣(市)

級風景特定區公告作業，並惠請副知交通部觀光局(詳附錄一)。 

本計畫原應就前期縣級風景特定區資源說明書內容，研析評估

現地觀光資源現況是否仍具有存續之必要。惟因鳳凰谷風景特定區

劃設資料歷經政府組織功能調整及集集九二一大地震，文件保存不

易，且經函文相關局處後，確定已無前期縣級風景特定區資源說明書

相關資料可供酌參，故本計畫將配合南投縣政府所確認範圍，以現有

都市計畫範圍作為本案風景特定區劃設評估之範圍(詳附錄四)，進

行調查研析評估現地觀光資源現況，同時辦理工作坊徵詢各方意見，

探討其存續之必要性及達成初步共識，作為函覆交通部觀光局本縣

級風景區是否存續之依據。 

二、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觀光資源調查現況說明 

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觀光資源調查評估範圍，經地方訪談後，

依據風景特定區劃設原則，綜合考量既有自然界線範圍、行政管轄範

圍、既有地籍界線、環境敏感地區、原住民保留地等影響因素，決定

以都市計畫範圍先行評估。 

鳳凰谷風景特定區計畫範圍皆為都市計畫區，東至永隆、鳳凰兩

村東側之坡崁處及鳳凰瀑布東側約 150公尺處；西至永隆、鳳凰兩村

西側之坡崁處及台大實驗林區；南至標高 1,550公尺之鳳凰山頭；北

至麒麟山及凍頂山；包括永隆、鳳凰、彰雅三村，計畫面積 668.77

公頃。該範圍內之觀光資源、產業、遊客量調查現況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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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歷史背景 

鳳凰谷地區的開發可追朔到清代嘉慶、道光年間(西元

1796-1850 年)，村民由福建等地渡海來臺開墾，現今之麒麟潭

(舊稱大水窟)即是當時由大坪頂之邱、黃二氏合開，以引水灌溉

附近農田。當地的村民也在此時為了感念開墾的先賢及趨吉避

凶而分別建設了「開山廟」(供奉莊開山公)以及「鳳凰山寺」(供

奉慚愧祖師)。 

「開山廟」是為了感念先賢(其名失傳)到大水堀闢徑拓荒，

教民栽植，犧牲奉獻，逝世後當地的村民懷其德澤而立廟祀之。

每年農曆 2月 2日為莊開山公誕辰紀念日，村民會舉辦為期 2 天

的大型祭祀活動慶祝，並取平安歸來之寓意，舉辦麵龜比賽(如:

民國 108 年的大神龜重量達 22,888 斤)，傳承並分享大神龜吃

平安，為當地文化的一大特色。 

「鳳凰山寺」是渡海來臺開荒墾拓的村民，為祈求入山開墾

順利平安而安奉慚愧祖師之香火，由於履顯神靈，譽滿山城。清

光緒年間，總兵吳光亮開闢東西戰徑而紮營於頂城，為祈求開闢

順利而由乃兄信官吳光忠贈獻「佑我開山」匾額，至今猶存，而

後果然克服萬難開闢八通關古道，並在鳳凰山麓巨石特書「萬年

亨衢」，亦留存至今。每年農曆 3 月 16 日為祖師誕辰，每年祖

師公聖誕都有各界的進香團蒞臨進香(十三村莊慚愧祖師)，相

當熱鬧。 

鳳凰谷地區最知名的茶產業，是在清代道光 11 年間，由初

鄉林鳳池舉人從福建武夷山帶回 36 株軟枝烏龍種於凍頂山各處，

成為今日重要經濟作物。 

日治時期日人於鳳凰谷南端開闢種植金雞納樹園區，面積達

20 餘公頃，主要作為提煉治療瘧疾特效藥之原料，該園區即為

鳳凰自然教育園區的前身，在民國 38 年(西元 1949 年)由臺大

實驗林接管，為實現林地多目標利用及促進地方產業發達之功

能，陸續改種植茶樹、中海拔原生樹種、山茶花等，對竹山、鹿

谷地區茶業的萌發與推展，產業經濟的發達有著一段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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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民國 93 年(西元 2004 年)配合農委會推展之自然生態

保育與生態旅遊的政策，重新規劃為自然教育園區，並配合有機

及友善農業政策的發展，轉型成有機農示範推廣茶園，並於民國

104年(西元 2015年)10月取得有機茶轉型期證書，民國 105 年

(西元 2016 年)5 月取得有機加工廠轉型期證書。 

「鳳凰谷鳥園」為民國 67 年(西元 1978 年)臺灣省政府為

配合行政院「改善社會風氣重要措施」方案，擇定於本地興建，

並於民國 71 年(西元 1982 年)10 月底耗資 2 億 400 餘萬元建設

工程告成，同年 12 月 18日起開放營運。然而之後陸續遭受 921

地震(西元 1999 年)、桃芝風災(西元 2001 年)、69 水災(西元

2006年)等天災重創，雖設施與鳥類損失慘重，經工作團隊在有

限經費下休園重建，逐漸恢復山明水秀、鳥語花香的遊憩環境。

至民國 102 年(西元 2013 年)1 月，鳥園併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館，更名為「鳳凰谷鳥園生態園」。 

(二)觀光資源 

評估範圍內之觀光資源以自然資源為主，古蹟文化為輔(詳

圖 3-1)，本區有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台大茶園及麒麟潭等景

點，且地形及氣候也具有變化性及觀賞性，自然資源豐富。古蹟

文化部分，則以具歷史價值之開山廟及鳳凰山寺，以及八通關古

道-萬年亨衢(巨石)為主。 

1.地形:位屬鹿谷鄉東南側，地勢自初鄉村由低往高向東形成斜

坡，境內群山海拔在 300～2,200公尺之間。 

2.水體:麒麟潭位於尖子頂山南邊，集水面積有 13公頃。 

3.氣象:多霧。 

4.動植物: 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台大茶園、茶花園、蕨類標本

園。 

5.古蹟文化: 鳳凰山寺、永隆開山廟、八通關古道-萬年亨衢(巨

石)等。 

6.近期活動:河津櫻花季(每年)、麒麟潭賞螢(每年)、2020水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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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動麒麟潭燈會活動、2018茶山輕旅行等等。 

(三)動物資源 

本計畫參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建立

之全國性生物多樣性資料流通平台「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

（Taiwan Biodiversity Network，簡稱 TBN）」資料，分析鳳

凰谷風景特定區計畫範圍及週邊之動、植物資料。TBN 資料庫整

合各類群的生物多樣性分布，圖面上以 10公里網格劃分，顏色

深淺代表分類群數量多寡，並可查看各網格所記錄的物種名錄

及分布資料。該資料庫受調查方式、努力量、資料量等因素影響，

所呈現的分布圖雖可能與真實情況有落差，但可供迅速掌握資

料現況參考。 

鳳凰谷風景特定區計畫範圍橫跨網格編號 2820-57、2820-

47(圖 3-2)兩格，依該資料庫資料顯示該網格內之動物資料分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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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土資訊雲，本計畫繪製。 

圖 3-1  鳳凰谷地區重要觀光資源盤點 

 

 
           資料來源: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本計畫繪製。 

圖 3-2  鳳凰谷風景特定區計畫所屬網格範圍 

(編號 2820-57、28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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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類：赤腹松鼠、溝鼠、蘭嶼長尾麝鼩、東亞家蝠、鼬貛、

臺灣葉鼻蝠、白鼻心、臺灣野兔、臺灣鼴鼠、臭鼩、

臺灣獼猴、食蟹獴、鬼鼠、臺灣小蹄鼻蝠、大赤鼯鼠、

臺灣刺鼠、小黃腹鼠、石虎、麝香貓、臺灣灰麝鼩、

白面鼯鼠、短尾鼩、水鼩、穿山甲，約 24種。 

■鳥類：黃胸藪眉、紅尾鶲、紋翼畫眉、白耳畫眉、臺灣紫嘯鶇、

棕面鶯、綠畫眉、巨嘴鴉、藍腹鷴、冠羽畫眉、臺灣噪

眉、金背鳩、山紅頭、黑枕藍鶲、松鴉、北方中杜鵑……

等，約 176種。 

■兩棲類：日本樹蛙、盤古蟾蜍、斑腿樹蛙、小雨蛙、黑眶蟾蜍、

拉都希氏赤蛙、虎皮蛙、貢德氏赤蛙、澤蛙、莫氏樹

蛙、面天樹蛙、斯文豪氏赤蛙、褐樹蛙、黑蒙西氏小

雨蛙、梭德氏赤蛙、艾氏樹蛙、布氏樹蛙、福建大頭

蛙、史丹吉氏小雨蛙，約 19 種。 

■爬蟲類：黑頭蛇、柴棺龜、史丹吉氏斜鱗蛇、中華鱉、眼鏡蛇、

紅耳泥龜、草花蛇、紅竹蛇、中國石龍子、茶斑蛇、

環紋赤蛇、臺灣鈍頭蛇、食蛇龜、擬龜殼花、斯文豪

氏游蛇、羽鳥氏帶紋赤蛇……等，約 44 種。 

■蝶類：蕉弄蝶、黃襟蛺蝶、森林暮眼蝶、翠斑青鳳蝶、青鳳蝶、

燕灰蝶、遷粉蝶、雙標紫斑蝶、眉眼蝶、白雅波灰蝶、

暮眼蝶……等，約 40種。 

■魚類：陳氏鰍鮀、䱗、線鱧、短臀瘋鱨、羅漢魚、粗首馬口鱲、

臺灣間爬岩鰍、埔里中華爬岩鰍、短吻小鰾鮈、鯰、高

身小鰾鮈、纓口臺鰍、紅尾棘金眼鯛、臺灣鬚鱲、鯽、

明潭吻鰕虎、高身白甲魚，約 16種。 

該範圍內珍貴稀有或瀕臨絕種需保育的動物資源有石虎、麝

香貓、水鼩、穿山甲、領角鴞、鳳頭蒼鷹、柴棺龜、食蛇龜等，

動物資源非常珍貴且豐富，但本區域同時為南投縣重要的茶葉

產區，若有噴灑農藥、除草劑等行為，將會對上述動物資源造成

影響。 

(四)植物資源 

鳳凰谷風景特定區計畫位於峽谷地形，並有麒麟潭這樣的大

面積水域，造成植物林相變化大，本計畫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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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之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資料分述如下: 

■蕨類：膜葉星蕨、假蹄蓋蕨、斜方複葉耳蕨、光葉鱗蓋蕨、羽

葉鱗蓋蕨、阿里山鳳尾蕨、全緣鳳了蕨、臺灣芒萁、萊

蕨、肢節蕨……等，約 173種。 

■石松類：密葉卷柏、生根卷柏、過山龍、石松、福氏馬尾杉、

膜葉卷柏、異葉卷柏、日本卷柏、疏葉卷柏、全緣卷

柏、千層塔、銳葉馬尾杉、柳杉葉馬尾杉、棣氏卷柏、

高雄卷柏、緣毛卷柏、玉山卷柏、萬年松、小杉葉石

杉，約 19種。 

■裸子植物：柱冠粗榧、銀杏、落羽松、柳杉、巒大杉、臺灣肖

楠、紅檜、臺灣杉、臺灣五葉松、大葉羅漢松、桃

實百日青、竹柏、叢花百日青，約 12種。 

■被子植物：鍾氏秋海棠、粗毛柃木、小芽新木薑子、臺灣草紫

陽花、山香圓、心基葉溲疏、裂葉秋海棠、秀柱花、

蠍子草……等，約 950種。 

該範圍內珍貴稀有且易危、瀕危的植物資源有細葉陵齒蕨、

阿里山蕨萁、小泉氏瘤足蕨、叉脈單葉假脈蕨、巒大杉、臺灣杉、

桃實百日青、竹柏、叢花百日青、臺灣目賊芋、小花羊耳蒜等。

此外，因鳳凰谷風景特定區計畫為南投縣重要的茶葉產區，如台

大茶園、茶花園、蕨類標本園等，影響到部分原始植物群落，植

物資源偏向人工植物群落為主。 

(五)產業分析 

依南投縣 107年統計年報「商業登記現有家數與資本額」資

料顯示，南投縣整體住宿及餐飲業不論家數或資本額都呈現穩

定成長的狀況，而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的資本額也是呈現穩

定成長，家數在 102-104年有所起伏，整體仍呈現成長的情形。 

  



 

 
南投縣觀光整體發展計畫暨「鳳凰谷」、「霧社」 
風景特定區觀光資源調查評估規劃案  

「鳳凰谷」、「霧社」風景特定區 
觀光資源調查評估規劃總結報告書 

 

 
28 

 

表 3-1  南投縣近年商業登記現有家數與資本額 

產業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住宿及
餐飲業 

家 
數 

1,152 1,220 1,287 1,341 1,390 1,423 1,469 1,489 1,544 1,589 

資本
額 

138,940 150,306 165,678 189,776 199,513 218,820 229,837 236,961 243,275 258,662 

藝術、 
娛樂及
休閒 
服務業 

家 
數 

323 336 347 360 477 450 477 512 552 579 

資本
額 

44,928 72,011 123,116 125,454 131,039 150,183 153,160 157,069 161,791 163,919 

資料來源:南投縣 107年統計年報，本計畫彙整。 
 

此外，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工業及服務業普查「105 年南投縣

普查結果提要分析」可以得知，鹿谷鄉有住宿及餐飲業 238家，

員工 1,037 人，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6家，員工 52人。 

表 3-2  鹿谷鄉觀光產業統計 

鄉鎮 住宿及餐飲業 藝術、娛樂 及休閒服務業 

鹿谷鄉 
單位數 員工數 單位數 員工數 

238家 1,037 人 6 家 52 人 

資料來源: 行政院主計總處工業及服務業普查資料，本計畫彙整。 

 

除了上述 2 筆統計資料之外，鳳凰谷風景特定區都市計畫

範圍內觀光相關產業盤點如下: 

1.住宿:台大鳳凰自然教育園區、蟬說：鳳凰亭序、樸宿庭園民

宿、德欣園湖景民宿、湖頂農場民宿、溪頭羿昀居渡假木屋民

宿、雲淡風輕休閒民宿、維多麗亞玫瑰莊園...等 

2.餐飲:啡常哲學、麒麟潭風味餐、湖濱簡餐等 

3.購物:高品茗茶、陳阿蹺茶葉、謝家茗茶等 

4.遊樂:凍頂山茶園、麒麟潭、台大鳳凰自然教育園區、國立自

然科學博物館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等 

(六)遊客量 

依交通部觀光局之觀光統計年報顯示，鳳凰谷地區的近 10

年(民國 98-107年)遊客量平均約為 153,711人次，並以民國 100

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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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191,987 人次為最高，民國 98 年的 126,868 人次為最低，

整體呈現持平趨勢，但自民國 105 年以來的遊客人數皆低於近

十年平均值。 

表 3-3  鳳凰谷地區遊客量統計表 

年份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平均 

遊客

人次 
126,868 145,898 191,987 154,037 149,423 166,326 164,269 147,215 141,337 149,746 153,711 

資料來源:南投縣 107年統計年報，本計畫彙整。 

 

 
資料來源:觀光統計年報，本計畫彙整。 

圖 3-3  鳳凰谷遊客人次長條圖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鳳凰谷遊客人次

鳳凰谷遊客人次



 

 
南投縣觀光整體發展計畫暨「鳳凰谷」、「霧社」 
風景特定區觀光資源調查評估規劃案  

「鳳凰谷」、「霧社」風景特定區 
觀光資源調查評估規劃總結報告書 

 

 
30 

 

(七)環境敏感分析 

本計畫針對鳳凰谷地區及周邊進行環境敏感資料蒐集與分

析，參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網頁、災害潛勢地圖網站資訊，

以及農委會水土保持局之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林務局之

崩塌地等圖資(詳圖 3-4、圖 3-5)，反映鳳凰谷地區周邊環境現

況，以作為未來發展與規劃之依據。 

根據相關資料顯示，鳳凰谷地區主要受到地型因素影響，有

部分地區為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如:鳳凰村田底聚落於民國

104 年有聯外道路崩塌等情形)，若該地區有土地之開發行為，

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地質調查(地質法第 8 條第 2 項)，以防

範地質災害之發生。 

此外，在評估範圍外的周邊地區有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

及崩塌地，未來發展需持續注意該地區的災害情形，以避免影響

聯外交通道路或地區整體發展。 

表 3-4  鳳凰谷地區環境敏感分析圖資 

圖名 資料來源 圖資年份 

1.衛星判釋全島崩塌地圖 林務局 民國 105年 

2.全台保安林分布概略圖 林務局 民國 108年 

3.都市計畫區範圍(霧社) 內政部營建署 民國 105年 

4.原住民保留地範圍圖 原住民族委員會 民國 105年 

5.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圖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民國 109年 

6.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圖(水域、道路)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民國 105年 

7.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民國 103年 

8.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民國 105年 

9.行政區圖 (全臺、縣市，台澎金馬)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民國 105年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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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土計畫功能分區 

依民國 110年核定之「南投縣國土計畫」，鳳凰谷地區範圍

內屬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詳圖 3-6)，屬

都市計畫地區，未來應配合都市計畫法及其相關法規實施管制。 

鳳凰谷周邊主要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農業發展地區第三

類及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未來不論是作為坡地農業、林產業經

營、水資源、動植物資源、文化景觀等資源永續經營使用，應注

意不得超過環境容受力，以避免重要自然資源與環境破壞。而城

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地區在配合該地區都市計畫及相關法規之管

制規定之下，得適度開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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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調查時間 104 年 05 月。 

圖 3-4  鳳凰谷地區災害潛勢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3-5 鳳凰谷地區環境敏感分析圖 

資料來源: 南投縣國土計畫。 

圖 3-6 鳳凰谷地區國土計畫功能分區圖 

城 1 

農 5 國 2 

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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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評估 

(一)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 SWOT 分析 

本計畫初步彙整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 SWOT 分析，將當地

的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整理如表 3-5，該結果將依工作坊與

會的專家學者、當地觀光遊憩業者、相關民間團體或經營機構意

見進行修正和調整，以作為南投縣政府後續決策之參考。 

表 3-5  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 SWOT分析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es） 

1.有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動物群聚屬地方稀
有、珍貴，且具變化性及觀賞性 

2.台大茶園內、茶花園、蕨類標本園 

3.地表起伏及經常起霧的特性具有變化性及
觀賞性 

4.麒麟潭水岸景觀特殊性 

5.具歷史價值之寺廟:開山廟、鳳凰山寺 

1.鳥園經九二一地震、69 水災後毀損嚴 重，
雖已修復但損失大量珍稀鳥種 

2.範圍內公共及遊憩設施僅部份可滿足 需
求，且部分設施老舊損毀 

3.觀光資源較分散 

4.管轄單位多整合不易 

5.土地多為私有地 

6.崩塌地、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1.進行觀光資源整體調查評估及規劃 

2.獲得縣府觀光資源挹注 

1.鄰近觀光景點發展強勢 

2.觀光吸引力不足，有競爭上問題 

3.主要觀光景點聚集在縣道 151 號沿線， 區
位條件受到限制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二)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工作坊 

本計畫於民國 109 年 1月 15上午於鹿谷鄉公所舉辦鳳凰谷

縣級風景特定區工作坊(詳附錄三)，提供相關資料給相關專家

學者、觀光業者及民間團體、原住民團體或經營機構、行政機關

等，對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存續與否進行意見交流，以期能達

成共識。 

在工作坊的討論中，贊成保留「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的

民眾代表認為，既然風景特定區的存續與否在名稱使用、資源取

得分配上沒有明確差別，而鳳凰谷生態資源卻如此豐富，當然應

該要予以保留。又或是可以透過風景特定區劃定的過程，重新有

系統性規畫、調查，整合觀光資源，讓後續排定經費時有明確的

優先順序可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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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反對意見的民眾代表則認為，既然風景特定區的存續與否

在名稱使用、資源取得分配上沒有明確差別，劃設的意義也就不

大。且不同計畫體系若位於同一區位，恐會有疊床架屋的顧慮，

當地居民已受都市計畫的風景特定區困擾 3、40年，不希望再多

一個法源來增加主管機關以及行政程序影響地方發展。此外，目

前已有國土計畫觀光部門計畫已規劃「茶鄉工藝軸線」引導鳳凰

谷地區長期觀光發展，短期也有當地的農村再生計畫規劃，再重

新跑一次「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評估、劃設的的必要性偏低。 

綜合來說，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評估範圍之觀光資源豐富，

蝶類及鳥類種類尤為出眾，動植物資源主要集中於鳳凰谷鳥園

及台大茶園。然而，主要提供給遊客的主題園區及觀光設施(鳳

凰谷鳥園生態園區、台大茶園、麒麟潭)，部分設施較為老舊，

並有道路損毀不易到達的情形，建議未來可針對各觀光設施提

出軟硬體補強的計畫，如親水設施、鳥類 QR-Code語音導覽等。

住宿餐飲設施部分，本區的分布較為零星，且標示不容易讓遊客

辨識，有待改善。另一方面，從遊客量變化趨勢來看，近年來皆

維持年遊客量 15萬人次的狀態，遊客人數不高。最後，經 SWOT

分析的結果，亦有私有地較多，環境敏感地區的問題，若須劃設

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就目前發展條件上，建議可先就劣勢條

件上先行改善，再行思考劃設之必要性，現階段較不建議推動縣

級風景特定區的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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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霧社、鳳凰谷縣定風景區觀光發展建議 

一、風景特定區計畫與發展觀光條例風景區比較說明 

本計畫於辦理地方座談會時發現，由於＜發展觀光條例＞劃設

之「風景特定區」與＜都市計畫法＞的「風景」特定區用詞相同，造

成溝通上的誤會與困難，為釐清兩者之間的差異與影響，聚焦於本計

畫探討的風景區類別，分別列表說明如下: 

(一)霧社風景區 

表 4-1  觀光發展行銷構想與計畫 
 

風景特定區 「風景」特定區計畫 

法律體系 ＜發展觀光條例＞ ＜都市計畫法＞ 

名詞定義 
依發展觀光條例第二條規定，風景特定區：
指依規定程序劃定之風景或名勝地區。 

依＜都市計畫法＞第十二條規定為發展
工業或為保特優美風景或因其他目的劃
定之特定區，應擬定特定區計畫 

相關法規 

1. 發展觀光條例 

2. 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 

3. 觀光地區及風景特定區建築物及廣告物
攤位設置規劃限制辦法 

1. 都市計畫法 

2. 都市計畫法施行細則 

建築物相關
規範 

＜觀光地區及風景特定區建築物及廣告物
攤位設置規劃限制辦法＞ 

第五條規定建築物設計原則: 

1. 設施之設計，應與周圍自然環境調和。 

2. 設施之位置、量體、高度，不得有礙景觀
維護、視野眺望及公眾使用。 

3. 海岸、湖岸、河畔等水邊地區應保留縱
深三十公尺以上之適當空間，供公共使
用。但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另有規定，
或依建築法相關規定完成規劃設計及審
查許可者，不在此限。 

第十條規定: 

觀光地區及風景特定區內部分地區不得規
劃興設建築物，如名勝古蹟範圍、野生動
植物之棲息地、地形、地質特殊之地區或
具有特殊自然現象之地區等。 

霧社都市計畫依＜都市計畫法＞第 22條
及＜施行細則＞第 35條規定訂定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針對商業區、住宅區、
旅遊服務專用區等分別訂定詳細之建蔽
率、容積率等相關規定，舉例如下: 

(一)住宅區 

1. 建蔽率不得大於 60%。 

2. 容積率不得大於 180%。 

 

(二)旅遊服務專用區 

1. 建蔽率不得大於 60%。 

2. 容積率不得大於 180%。 

3. 為鼓勵旅遊服務專用區之整體開發，開
發基地面積達 3,000 平方公尺(含)以上
者，得提高容積率至 200%。其使用以
供旅遊服務為主，如餐飲及住宿設施等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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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鳳凰谷風景區 

表 4-2  風景特定區計畫與發展觀光條例風景區比較說明 

 風景特定區 「風景」特定區計畫 

法律體系 ＜發展觀光條例＞ ＜都市計畫法＞ 

名詞定義 
依發展觀光條例第二條規定，風景特定區：
指依規定程序劃定之風景或名勝地區。 

依＜都市計畫法＞第十二條規定為發
展工業或為保特優美風景或因其他目
的劃定之特定區，應擬定特定區計畫 

相關法規 

1. 發展觀光條例 

2. 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 

3. 觀光地區及風景特定區建築物及廣告物
攤位設置規劃限制辦法 

1. 都市計畫法 

2. 都市計畫法施行細則 

建築物相

關規範 

鳳凰谷「風景特定區」尚未劃設(未公告)，
若劃設完城將受下列法規規範。 

＜觀光地區及風景特定區建築物及廣告物
攤位設置規劃限制辦法＞ 

第五條規定建築物設計原則: 

1. 設施之設計，應與周圍自然環境調和。 

2. 設施之位置、量體、高度，不得有礙景觀
維護、視野眺望及公眾使用。 

3. 海岸、湖岸、河畔等水邊地區應保留縱深
三十公尺以上之適當空間，供公共使用。
但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另有規定，或依建
築法相關規定完成規劃設計及審查許可
者，不在此限。 

第十條規定: 

觀光地區及風景特定區內部分地區不得規
劃興設建築物，如名勝古蹟範圍、野生動植
物之棲息地、地形、地質特殊之地區或具有
特殊自然現象之地區等。 

鳳凰谷「風景」特定區於民國 68 年劃
設完成，且分別於民國 76、86、93、
103 年通盤檢討，並依＜都市計畫法＞
第 22 條及＜施行細則＞第 31 條規定
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針對茶
廠、旅館、商業區、住宅區等分別訂定
詳細之建蔽率、容積率等相關規定，以
住宅區為例，規定如下: 

1. 建蔽率不得大於 60%。 

2. 容積率不得大於 160%。 

3. 建築物之高度不得超過三層樓或
10.5 公尺。 

4. 其造型、色彩及構造應配合環境景
觀，屋頂為斜屋頂。 

5. 「住一」住宅區得建築旅館使用，但
應擬具具體開發計畫，經都市設計
審查許可。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綜合來說，＜發展觀光條例＞下劃設之「風景特定區」以觀光資

源整合為主，僅少部分條文述及開發限制。然而，土地管理部分仍須

依循都市計畫法之規定辦理，如＜都市計畫法＞及施行細則下，對

「都市計畫區」或「風景」特定區則明確訂定土地使用分區限制，包

含建蔽率、容積率等開發限制。 

 

  



 

 
南投縣觀光整體發展計畫暨「鳳凰谷」、「霧社」 
風景特定區觀光資源調查評估規劃案  

「鳳凰谷」、「霧社」風景特定區 
觀光資源調查評估規劃總結報告書 

 

 
37 

 

二、風景特定區評估分析 

本計畫彙整劃設「風景特定區」的發展與規範，以做為未來風景

區劃設之優劣勢評估之參考。整體而言，劃設風景區或可獲得研擬風

景特定區計畫的機會，達到整合觀光資源，進而促進當地觀光發展的

效果，但相對的在土地開發與使用管理上須受到一定程度限制，且任

何設施計畫均需徵得主管機關之同意，詳如表 4-3。 

表 4-3  劃設「風景特定區」的發展與規範 

發展 規範 

1. 依＜發展觀光條例＞、＜風景特定區管理規
則＞為了觀光資源永續經營管理目的推展觀
光 

 

2. 研擬風景特定區計畫，整合觀光資源，促進當
地觀光發展。 

1. 受＜發展觀光條例＞、＜風景特定區管理規
則＞、＜觀光地區及風景特定區建築物及廣
告物攤位設置規劃限制辦法＞等法規開發、
建築限制。 

2. 非經該管主管機關許可或同意，不得採伐竹
木、探採礦物或挖填土石、捕採魚、貝、珊
瑚、藻類、採集標本、水產養殖、使用農
藥、引火整地、開挖道路等。 (風景特定區
管理規則第 13、14 條) 

3. 主管機關對於發展觀光產業建設所需之公共
設施用地，得依法申請徵收私有土地或撥用
公有土地。(發展觀光條例第 13 條) 

4. 第 17 條為維護風景特定區內自然及文化資源
之完整，在該區域內之任何設施計畫，均應
徵得該管主管機關之同意。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此外，依＜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第四條規定，「風景特定區依

其地區特性及功能劃分為國家級、直轄市級及縣（市）級二種等級；

其等級與範圍之劃設、變更及風景特定區劃定之廢止，由交通部委任

交通部觀光局會同有關機關並邀請專家學者組成評鑑小組評鑑

之；……。風景特定區評鑑基準如附表一。」風景區特定區評鑑雖為

交通部觀光局及評鑑小組之權責，本計畫為了解霧社、鳳凰谷未來發

展的可能性，彙整調查成果並依＜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附表一-

風景特定區評鑑基準」進行評估，詳如表 4-4、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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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霧社風景區評估盤點 

 評鑑要項 評鑑內容 初步評估盤點 

特

性 

地形與地
質 

包括地表之起伏變化、特殊之地形、地質構造、地熱、
奇石及各種侵蝕、堆積地形等 

 地表起伏有變化性及觀賞性。 

水    體 
包括海洋、湖泊、河川及因地形引起之水景和瀑布、
湍流、曲流及溫泉等 

☒ 範圍內無特色水體。 

氣    象 
包括雲海、彩霞、嵐霞及特殊日出、落日、彩霞、雪
景等 

☒ 經常起霧，微具變化及觀賞性。 

動    物 
包括主要動物群聚之種類、數量、分佈情形及具有科
學、教育價值之稀有、特有動物 

☒ 範圍內動物群聚十分普遍。 

植    物 
包括主要植物群聚之種類、規模、分佈情形及具有科
學、教育價值之稀有、特有之植物等 

☒ 範圍內植物群落十分普遍。 

古蹟文化 
包括山地文化、傳統文化、古蹟、遺址、寺廟及傳統
建築等 

☒ 

本區為霧社事件發生地，甚具
歷史價值及稀有性，可惜原有
風貌消逝，相關觀賞性較為平
凡。 

整體景觀 
以上各項為部份之評估，而整體景觀為各評鑑要項之
整體評估 

☒ 
整體景觀尚具獨特性及稀有
性，惟變化性與觀賞性較為單
調、平凡。 

發

展

潛

能 

區位及 

容納量 

1. 服務人口：距離係以六○公里為半徑，範圍內人
口數多寡而分級 

2. 稀有性：可及性以人口及距離之函數 A 值大小
分級 

3. 遊憩日數：考慮降雨、強風、大寒及酷熱等決定
遊憩日數。 

4. 面積：以風景特定區面積大小分級。 

 

初步評估服務人口為 B 級(500

萬以上)，可及性約在 B 級至 A

級之間。遊憩日數為 A 級可供
全年四季旅遊，不受氣候影響，
面積則屬 C 級(50-200)公頃。 

土地利用 
括土地使用型態、規模如聚落、農、林、漁、牧、礦
等 

 

本區尚保留自然風貌，大部分
開發其他使用，且大部份土地
利用適合當地自然環境，觀賞
性良。 

主要結構
物 

包括水庫、大壩、燈塔、寺廟等大型或特別明顯人工
構造物等 

☒ 範圍內無大型主要結構物。 

相關設施 

1. 公共設施：（含交通設施及水電設施） 

2. 遊憩設施：（含遊憩設施、住宿餐飲設施及解說
設施等） 

 
範圍內遊憩設施數量尚可滿足
求，且設施品質或服務水準尚
佳。 

經營管理 

1. 生態環境脆弱，自然資源易受遊客破壞。 

2. 部份地區對遊客具有危險性。 

3. 有濫墾、採礦等行為易破壞自然景觀。 

4. 攤販管理不良，垃圾、污水處理不善。 

5. 有入山管制、軍事管制對遊客出人、活動有限制 

☒ 
範圍內因地形因素可開發之腹
地狹小，生態環境脆弱，自然
資源易受破壞。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註:本評估表評鑑要項及標準依＜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附表一-風景特定區評鑑基準」內容
執行盤點，例如水體項目包括海洋、湖泊、河川及因地形引起之水景和瀑布、湍流、曲流及溫
泉等，並分為 1.獨特性 2.稀有性 3.變化性 4.觀賞性共四個因素，以獨特性來說，會用種類、
規模、水質、水量、及特性等作為分級準則，分為Ａ.甚獨特Ｂ.獨特Ｃ.尚獨特Ｄ.平凡四個等
級。而霧社風景區之水體項目初步盤點的結果為 1.獨特性-D.平凡  2.稀有性-D.普遍  3.變
化性-D.單調、不具變化  4.觀賞性-D.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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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鳳凰谷風景區評估盤點  

 評鑑要項 評鑑內容 初步評估盤點 

特
性 

地形與地質 
包括地表之起伏變化、特殊之地形、地質構造、地熱、
奇石及各種侵蝕、堆積地形等 

 地表起伏有變化性及觀賞性。 

水    體 
包括海洋、湖泊、河川及因地形引起之水景和瀑布、湍
流、曲流及溫泉等 

☒ 有麒麟潭，微具變化性及觀賞性。 

氣    象 
包括雲海、彩霞、嵐霞及特殊日出、落日、彩霞、雪景
等 

☒ 經常起霧，微具變化及觀賞性。 

動    物 
包括主要動物群聚之種類、數量、分佈情形及具有科學、
教育價值之稀有、特有動物 

 

有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動物群聚
屬地方稀有、珍貴，且具變化性及
觀賞性，但鳥園經九二一地震、桃
芝颱風及 69 水災後毀損嚴重，雖
已修復但損失大量珍稀鳥種。 

植    物 
包括主要植物群聚之種類、規模、分佈情形及具有科學、
教育價值之稀有、特有之植物等 

☒ 
有台大茶園內、茶花園、蕨類標本
園，以人工植物群落為主，部分為
原始植物群落。 

古蹟文化 
包括山地文化、傳統文化、古蹟、遺址、寺廟及傳統建
築等 

 
範圍內有兩區具歷史價值之寺廟，
分別為開山廟及鳳凰山寺，保留原
有風貌，小部份受現代文明影響。 

整體景觀 
以上各項為部份之評估，而整體景觀為各評鑑要項之整
體評估 

☒ 
整體景觀尚具獨特性及稀有性，惟
變化性與觀賞性較為單調、平凡。 

發
展
潛
能 

區位及 

容納量 

1. 服務人口：距離係以六○公里為半徑，範圍內人口
數多寡而分級 

2. 稀有性：可及性以人口及距離之函數 A 值大小分
級 

3. 遊憩日數：考慮降雨、強風、大寒及酷熱等決定遊
憩日數。 

4. 面積：以風景特定區面積大小分級。 

 

初步評估服務人口為 B 級(500 萬
以上)，可及性約在 B 級至 A 級之
間。遊憩日數為 A 級可供全年四
季旅遊，不受氣候影響，面積則屬
B 級(200-2,000)公頃。 

土地利用 括土地使用型態、規模如聚落、農、林、漁、牧、礦等  
本區保留自然風貌，小部分開發其
他使用，且大部份土地利用適合當
地自然環境，觀賞性良。 

主要結構物 
包括水庫、大壩、燈塔、寺廟等大型或特別明顯人工構
造物等 

☒ 範圍內無大型主要結構物。 

相關設施 

1. 公共設施：（含交通設施及水電設施） 

2. 遊憩設施：（含遊憩設施、住宿餐飲設施及解說設
施等） 

☒ 
範圍內僅部份可滿足需求，且設施
品質及服務水準有待加強。 

經營管理 

6. 生態環境脆弱，自然資源易受遊客破壞。 

7. 部份地區對遊客具有危險性。 

8. 有濫墾、採礦等行為易破壞自然景觀。 

9. 攤販管理不良，垃圾、污水處理不善。 

10. 有入山管制、軍事管制對遊客出人、活動有限制 

☒ 
範圍內生態環境脆弱，自然資源易
受破壞且部分地區為崩塌地潛勢
區，對遊客具有危險性。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註:本評估表評鑑要項及標準依＜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附表一-風景特定區評鑑基準」內容
執行盤點，例如水體項目包括海洋、湖泊、河川及因地形引起之水景和瀑布、湍流、曲流及溫
泉等，並分為 1.獨特性 2.稀有性 3.變化性 4.觀賞性共四個因素，以獨特性來說，會用種類、
規模、水質、水量、及特性等作為分級準則，分為Ａ.甚獨特Ｂ.獨特Ｃ.尚獨特Ｄ.平凡四個等
級。而鳳凰谷風景區之水體項目初步盤點的結果為 1.獨特性-D.平凡  2.稀有性-C.尚稀有  3.
變化性-C.微具變化  4.觀賞性-C.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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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霧社、鳳凰谷未來發展建議 

(一)風景特定區存續建議 

本計畫經過地方訪談、現地調查、議題工作坊與綜合分析後，

認為霧社、鳳凰谷兩區縣級風景區劃設或有當初的時代背景，期

間歷經 921震災、桃芝颱風、六九水災等自然災害的影響，臺灣

省虛級化(精省)、主管機關變更等的行政管理上的改變，以及數

十年來當地的環境風貌變遷、都市計畫區的劃設、週邊景點的興

衰、遊客旅遊型態的改變等，導致當地的觀光資源、產業、遊客

量逐漸有減少或轉移的趨勢。 

考量現今霧社及鳳凰谷已非主要知名景點，且中央政府相關

觀光政策未來以「觀光圈(旅遊地管理組織，DMO)」發展為趨勢，

而「日月潭觀光圈」已將南投縣規劃為台灣之心、集集鐵道、太

極美地及中興文創等四大區，霧社及鳳凰谷範圍皆含蓋在內，區

域整體合作發展比起單一風景區獨自發展更具競爭優勢。綜上

所述，本計畫建議兩處風景區可先行解編(詳附錄四)，但名稱保

留(如:鳳凰谷地區仍屬於＜都市計畫法＞中的「風景」特定區，

解編後仍可以使用風景特定區的名稱)，同時建議應積極配合中

央政策，結合中央及地方資源，提出兩處之地方創生振興經濟方

案，並與當地觀光圈合作，從觀光建設管理轉為營運治理的概念，

強化觀光市場產品定位如自由行、團旅、國旅、志工旅遊、登山

訓練...等，與地方產業結合像是茶、原住民文化、民宿輔導...

等，藏富於民。 

(二)促進霧社、鳳凰谷地區觀光做法 

承上所述，本計畫建議霧社、鳳凰谷地區在中長期觀光發展

規劃上宜配合國土計畫觀光部門計畫規劃之「合歡星空軸(霧

社)」、「茶香工藝軸(鳳凰谷)」進行發展，短期則可配合中央

政策、地方創生、農村再生及觀光推廣計畫等促進當地觀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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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政策 

(1)2020 脊梁山脈旅遊年 

為配合行政院啟動山林政策新思維，交通部觀光局

「Tourism 2020-臺灣永續觀光發展方案」將 2020 年訂為

「脊梁山脈旅遊年」，行銷推廣臺灣「奇、險、峻、秀」

山脈旅遊之觀光品牌，希望透過五大山脈資源(中央山脈、

雪山山脈、玉山山脈、阿里山山脈、海岸山脈)的盤整、在

地產業整合、產品包裝、宣傳行銷等作為促進地方觀光發

展。 

以霧社地區為例，當地位於通往合歡山(中央山脈)、

清境、武嶺的主要道路上，為重要的交通樞紐及中繼點，

如脊梁山脈旅遊的「賽德克+能高北+奇萊南百岳/三日遊」、

「合歡山高山森態~春之杜鵑圓舞曲三日遊」專業路線遊

程皆會停留或經過霧社地區，可配合發展當地觀光。 

(2)再造歷史現場 

文化部為落實「厚植文化力，帶動文化參與」之核心

理念，打破過去單點、單棟的、個案式的文化資產保存，

提出以「再造歷史現場」為「重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

透過結合文化資產保存與地方空間治理，整合地方文史、

文化科技，並跨域結合各部會發展計畫或各地方政府整體

計畫，重新「連結與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深

化社區營造，發揚生活『所在』的在地文化」、「以提升

文化內涵來提振文化經濟」，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文化保

存整體政策，落實文化保存於民眾生活。 

以霧社地區為例，可連結週邊的歷史場景形成觀光旅

遊動線，如「人止關公學校遺址霧社事件紀念公園與

莫那魯道墓部落遺址花崗山蘇庫(suku)吊橋遺址

與雲龍吊橋遺跡莫那魯道紀念館馬赫坡古戰場鐵

木瓦力斯 18人墓清流部落(川中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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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網站 

圖 4-1  再造歷史現場概念圖 
 

2.地方創生 

以霧社地區為例，因霧社所在的南投縣仁愛鄉為行政院指

定的地方創生優先推動地區，故應加入仁愛鄉提出的交通部

體驗觀光計畫(亮點景區中型計畫-旅遊環境整備工程)，以打

造仁愛鄉「星空山城」為目標，結合在地農產、文化故事、山

林生態及暗空公園，深耕推動仁愛鄉天文教育，以認證為全亞

洲第一個星空鄉鎮，重新提升仁愛的旅遊品質。 

另一方面，霧社地區也應配合仁愛地方創生計畫策略，如

「國際星空鄉鎮認證事業」中擬設立之霧社青年研習中心，透

過企業投資故鄉活化霧櫻飯店、營造為研習中心吸引國際背

包客、天文迷停留，並透過公私部門合作協力機制營造霧社地

區星空山城景觀意象，達到活化霧社老街的目標。 

而「全用南青友」農業產銷體系中也提到，霧社地區預計

將設立「道之驛」仁愛鄉農特產市集，為設置在一般公路旁、

具有休憩與振興地方等綜合功能的道路設施，可作為聚集仁

愛鄉友善小農社群的平台（友善小農聯盟），提供友善農作產

品行銷、展售的空間或培力小農友善耕作的場域，進而帶動仁

愛鄉整體友善農作的發展。使仁愛鄉產業升級邁向國際，並增

加地方就業機會，達到促進區域均衡、創造互利共好的產業生

態系的目標，同時打造環境永續及文化永續的產業模式，長久

經營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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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與霧社相關之仁愛地方創生計畫 

事業 推動方法與
內容 實施地點 預定導入

部會資源 執行單位 利害關係人 

國際星空
鄉鎮認證
事業 

霧社青年研習
中心 

霧櫻飯店閒置
空間活化 

- 
富競開發有
限公司 

- 

星空山城景觀
意象營造 

台 14 線鳶峰、
清境、霧社、
南豐路段 

公路總局(結
合金路獎)、
城鎮之心 

仁愛鄉公所 
星空景觀意象營
造：公私部門合
作協力機制 

全用南青
友農業產
銷體系 

道之驛：仁愛
鄉農特產市集 

南豐村、霧社 
原民會產業
佈建計畫 

仁愛鄉公所 

東岸部落產業促
進發展協會、統
一企業、清境農

場本部 

資料來源:仁愛鄉地方創生團隊提供，本計畫彙整。 

 

 

3.農村再生 

農村再生計畫能夠蒐集當地的人文資源、自然資源、生活

現狀與地方發展願景及課題，並規劃未來整體發展構想，包含

環境改善、公共設施建設、產業活化、文化保存及活用及生態

保育等，此類由下而上的規劃設計能夠深度挖掘當地的發展

潛力和問題，並具有持續發展的動力。 

霧社地區範圍內有霧社社區發展協會，鳳凰地區有永隆社

區發展協會、鳳凰社區發展協會，其中永隆社區已提出農村再

生計畫，可配合發展當地觀光規劃，而其他社區則可推動農村

再生計畫的研擬。 

4.觀光推廣計畫 

在本計畫規劃之南投縣觀光發展行銷構想中，霧社地區位

於合歡旅遊軸，在觀光推廣上宜以自然體驗為主，並可配合暗

空公園主題推動星空文化旅遊，打造觀星教育支援鄉鎮和旅

遊中繼站。 

而鳳凰谷地區位於茶香工藝軸，以自然與竹藝為行銷主題，

可發展自行車綠環道，連結重要茶園、森林、竹藝體驗觀光據

點，連結螢火蟲季、河津櫻花季、燈會、採茶體驗等活動發展

地方特色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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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特定區觀光資源調查評估規劃案』勞務採購契約辦理

。

二、為擬定「鳳凰谷」、「霧社」風景特定區劃設評估範圍，

本府於108年3月14日函請交通部光觀局提供早期申請縣（

定）級風景特定區之相關資料，交通部觀光局復如附件。

三、為利「鳳凰谷」、「霧社」風景特定區劃設評估範圍之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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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鹿谷鄉訪談紀錄 

一、訪談時間：108年 8月 12日 下午 2時至 4時 

二、訪談地點：南投縣鹿谷鄉鄉公所 

三、出(列)席人員： 

南投縣鹿谷鄉公所邱如平鄉長 

南投縣鹿谷鄉公所觀光服務所所長 

南投縣政府觀光企劃課周惠錦科員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張守剛正工程師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林宏毅工程師 

國立中興大學張麟翰專案助理 

四、訪談人員意見： 

(一)對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是否有問題? 

1. 對於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 現有的制度，為何出現同樣是都

市計畫範圍，但開發強度卻不一的情形。 

(二)與觀光部門計畫有關之觀光建設推動重點 

1. 鳳凰谷縣級風景區之推動(比較不希望再設置縣級風景區，希

望由百姓及公所開發建設管理) 

2. 縣府的經費有限，土地多屬台大實驗林範圍，要在溪頭建立體

停車場，台大都不同意，應比照中興大學與地方共享資源的方

式，可委託專業廠商經營。 

3. 鳳凰谷風景特定區有 260 公頃的部分屬台大實驗林的範圍，

鳥園則為台中科博館管理，每年僅有 1500 萬的預算，不足以

營造優良的風景區。 

4. 有關鹿谷要推溪頭人文觀光稅(100 元清潔費，應有 10%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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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地方建設)，公所上報財政處，財政處會觀光處，結果是要

公所提出法源依據。 

5. 若採攔路設置轉運站，就會影響周邊餐廳營運狀況。 

6. 鄉長希望鹿谷鄉觀光發展能在瑞田(清水溝溪-秀峰、瑞田、清

水)、鳳凰谷(含凍頂山)、及小半天(3 處均衡發展)。 

7. 竹豐村南屏山推動公墓改造(如同小半天石馬公園-櫻花季)，

附近小火鍋店一天可以 3 翻，食材採當地特色食材，值得推

廣。 

8. 清水溝溪能發展如水里溪一樣的親水遊憩活動，同時結合芙

蓉步道及自行車道，與竹峰南屏山運動公園共同營造觀光重

點主軸。 

9. 小半天至大崙山銀杏森林，已經發展完備(賞櫻及賞螢，民宿

也發展很多)，但可再強化交通配套(含道路拓寬及接駁)，目前

在推觀星及晚霞。 

10. 鳳凰谷凍頂山、鳥園、八通關古道入口、至麒麟潭發展重點景

區(之前提案爭取 1000 萬元，觀光局已不在補助高空步道、纜

車及入口意象)。 

11. 八通關古道若整取不到古蹟整修經費(社會科)，建議可納入千

里步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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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仁愛鄉訪談紀錄 

一、訪談時間：108年 8月 23日(星期五) 上午 10時至上午 11時 

二、訪談地點：南投縣仁愛鄉鄉公所 

三、出(列)席人員：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吳文忠鄉長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觀光產業所羅堅武所長 

南投縣政府觀光企劃課周惠錦科員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張守剛正工程師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林宏毅工程師 

國立中興大學張麟翰專案助理 

四、訪談人員意見： 

(一)南投縣仁愛鄉公所觀光產業所 羅堅武所長 

1. 有關霧社風景區之範圍，因公布之年代久遠，且沒有明訂風

景區範圍，無法得知明確之範圍。推測當初可能包含奧萬大、

清境等地區在內，目前霧社都市計畫區範圍較小，有特色的

景點多不在都計範圍內，且較為分散。 

2. 目前環境背景下設立縣級風景區的必要性似乎不大，反而可

以考慮加入日月潭或參山(梨山)國家風景區。 

3. 鄉公所目前正努力開發轄內景點，包含原民所、自行車道等。 

(二)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吳鄉長文忠 

1. 希望霧社風景區往國家級方向發展，並希望有回饋的機制，

讓地方也能夠受益。 

2. 仁愛鄉目前的地方創生以觀光為主，尚在爭取中(如:暗空公

園)，相關計畫有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合作(南投在地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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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歡山國際暗空公園由清境觀光協會、守護星空聯倡議，南

投縣政府協同太魯閣國家公園及東勢林管處推動設置於

2019年經國際暗空組織（IDA）認證通過，為亞洲洲第三座，

台灣第一座暗空公園。希望能透過暗空公園帶動地方發展，

推動觀光套裝行程，而地方也一同配合暗空公園的策略，如

安裝路燈遮光罩、定時熄燈等，達到降低光害的效果，互利

共創優質的夜空環境。 

4. 之前電影「賽德克·巴萊」有在大同村、精英村取景，但當地

缺乏住宿及餐飲服務，需要由其他地方支援。 

5. 推動投 83「親愛萬豐法治」觀光動線，第一站親愛村為

小提琴音樂村，除了弦樂團之外還有手工小提琴製琴坊；第

二站為萬豐村的曲冰史前遺址，現屬國定遺址，後續擬設立

博物館；第三站為法治村的祕境，由當地民宿業者推動，後

續將擬訂部落公約去規範，並妥善規劃停車、消費等設施，

以確保當地的觀光特色能長久的發展。 

六、訪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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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局、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鳳凰自然教育園區)、臺灣大學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溪頭自然教育園區)、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南

投縣民宿觀光協會、南投縣觀光產業聯盟協會、南投縣觀光協會、南投縣旅行商

業同業公會、南投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南投縣觀光工廠協會、南投縣鹿谷鄉小

半天發展促進會、社團法人南投縣休憩農園產業促進會、南投縣鹿谷鄉鳳凰山麒

麟潭觀光文化協會、南投縣鹿谷鄉大水堀休閒農會促進會、南投縣鹿谷鄉凍頂咖

啡推廣發展協會、南投縣鹿谷鄉茶鄉文化協會、南投縣彬彬社文化發展協會、嵐

軒民宿、杉林溪森林遊樂區(杉林溪遊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蟬說：鳳凰亭序、

Holiday312驛站、鳳誼製茶民宿、德欣園湖景民宿、鳳庭背包客的家、樸宿庭園

民宿、源山民宿、湖頂農場、溪頭羿昀居渡假木屋民宿、德億茶莊民宿、南投縣

鹿谷鄉瑞田社區發展協會、南投縣鹿谷鄉彰雅社區發展協會、南投縣鹿谷鄉清水

溝重建工作協會、南投縣鹿谷鄉清水社區發展協會、南投縣鹿谷鄉竹林社區發展

協會、南投縣鹿谷鄉永隆社區發展協會、南投縣鹿谷鄉廣興社區發展協會、清水

溝溪河川魚蝦保育區榮生會、南投縣鹿谷鄉內湖社區發展協會、南投縣鹿谷鄉和

雅社區發展協會、南投縣鹿谷鄉初鄉社區發展協會、南投縣鹿谷鄉鳳凰社區發展

協會、南投縣鹿谷鄉竹豐社區發展協會、南投縣鹿谷鄉秀峰社區發展協會、南投

縣鹿谷鄉鹿谷社區發展協會、南投縣政府建設處、南投縣政府農業處、南投縣政

府工務處、南投縣政府計畫處、南投縣政府地政處、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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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縣政府文化局、南投縣政府觀光處觀光推廣科、南投縣政府觀光處觀光產業科

、南投縣政府觀光處開發科、南投縣風景區管理所

副本：南投縣政府觀光處企劃科、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02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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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觀光整體發展計畫暨『鳳凰谷』、『霧社』風景特定區觀光

資源調查評估規劃案」 

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議題工作坊會議記錄 

壹、時間：109 年 1 月 15 日上午 10 時 

貳、地點：鹿谷鄉公所 3 樓會議室 

參、主持人：南投縣政府觀光處王處長源鍾                紀錄：周惠錦 

肆、出列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主席宣佈開會及致詞: （略） 

陸、規劃單位簡報：（略） 

柒、 辦理目的及討論事項： 

據交通部觀光局 104 年 12 月 14 日觀技字第 1044001538 號函示，鳳凰谷縣

級風景特定區早期為觀光資源極為豐富之景點，故行政院在民國 80 年 4 月 20 日

台八十交第 12568 號函核備（11 處省籍及 15 處縣級風景特定區），其後各縣市

政府陸續公告其等級及範圍，惟查鳳凰谷風景特定區未依風景特定區管理規則第

5條規定完成縣級風景特定區公告事宜，爰請南投縣政府審慎研析現地觀光資源

現況，若欲續存，則依風景特定區管理規則第 5條規定辦理縣(市)級風景特定區

公告作業，並惠請副知交通部觀光局。 

本計畫原應就前期縣級風景特定區資源說明書內容，研析評估現地觀光資源

現況是否仍具有存續之必要。惟因鳳凰谷風景特定區劃設資料歷經政府組織功能

調整及集集九二一大地震，文件保存不易，且經函文交通部觀光局後，確定已無

前期縣級風景特定區資源說明書相關資料可供酌參，故本計畫將請規畫團隊配合

建議本府確認範圍，以現有都市計畫範圍作為本案風景特定區劃設評估之範圍，

進行調查研析評估現地觀光資源現況，並探討是否仍具有存續之必要性。 

為瞭解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之觀光資源、產業、遊客量等現況及變化，並

對縣級風景區發展潛力進行全面檢視，擬邀請專家學者、當地觀光遊憩業者、相

關民間團體或經營機構，進行劃設議題討論，以取得未來發展存續或無保存價值

之具體共識，作為函覆交通部觀光局本縣級風景區是否存續之依據。 

捌、 意見交流及綜合討論 

意見交流、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存續與否之討論 

本次會議討論的風景特定區是依觀光發展條例劃設，與都市計畫的風景特定

區不同，不會影響到民眾最關心的土地使用部分。此外，劃有風景特定區在行銷

上確有一定能量，但透過南投縣觀光軸線的規劃後，無論是否屬於風景特定區，

都不會影響縣府對本地的觀光建設。而鳳凰谷的定位是主要觀光軸線上的一個亮

點，大點跟小點串聯起來成一個觀光區塊的概念，會讓當地的觀光資源更為豐富，

也是縣政府未來的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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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為民國 80 核備，但沒有公告的風景特區，故交

通部觀光局想了解縣政府與地方的意見，是併入國土計畫觀光部門計畫，還是依

相關規定流程繼續劃設風景特定區。鳳凰谷先前被劃設為風景特定區有當時的考

量及理由，但中間歷經數十年的變化，以及桃芝颱風、地震對當地環境的影響，

時空環境已有些改變，希望能了解與會鄉親、台大和科博館的想法。 

鳳凰村 張村長： 

風景特定區在我的內心世界已經存在許久，當初以為風景特定區對我們當地

的發展有很大的助益，但經過討論，似乎沒有實際的內涵或作為。想請教民國 80

年的事情為何至今才處理，還有劃設「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的利弊得失，初

步聽起來保留的利似乎比較大，會後將再與鄉長、代表請教，看是要頃向存續還

是廢除。 

樸宿民宿： 

1. 是否今天的會議是否就要決定「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的存續? 

2. 若存續沒有差別，鳳凰谷生態資源那麼豐富，應該要保留。 

鄉民代表： 

今天討論意見是供縣府參考，並非今天說留就會留，說廢就會廢，也可能最

後評鑑委員評出來的分數無法達到縣級風景區的標準? 

鄉民代表： 

發展觀光我們當然很支持，但風景特定區是否會多一個法源來約束我們地方

的發展，因為都市計畫的風景特定區已經影響我們發展 3、40 年了，要蓋房子都

有很多的限制，若劃下去是否會多一個主管機關來限制?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鳳凰谷鳥園生態園區： 

1. 科博館鳥園這邊土地是跟台大合作經營的，等於是台大無償租用。 

2. 土地面積占風景特定區小部分，以鳥園與地方為善的立場上，尊重與會先進

們的意見，會盡量配合地方發展的需求。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觀光休閒與餐旅管理學系林教授： 

1. 鳳凰谷自然資源與人文資源非常的豐沛，尤其是八通關古道的部分，以觀光

產業的食、宿、行、遊、購、育、樂來說，在本地通通都有，故在未來茶鄉

工藝軸上鳳凰谷是很重要的門面。 

2. 「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的存續有利有弊，但縣府也說明了觀光資源的分

配上，仍是需要思考的議題，若能有系統性去規劃、調查，整合觀光資源，

在排定經費的優先順序上，或許會比較明確，但不論如何縣府都會在鳳凰谷

進行觀光建設，將經濟效益發揮出來。 

3. 政治、政策、經濟、社會、科技的變化都會對觀光造成很大的影響，其中經

濟跟社會要看我們民間在地的居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以縣府的角度會持開

放的態度，以學術的角度會希望有系統性的短中長期計畫去規劃，資源會比

較好分配。 

國立中興大學園藝系吳教授： 

1. 麒麟潭周邊去年已通過農村再生計畫，對當地有初步的規劃及雛形，且水保

局對農村的資源其實相對的非常多，配合款也相對較低，經費可以進到地方，



3 
 

建議可以優先來應用，既有的東西可以馬上來先做。 

2. 縣府在做的整體觀光發展計畫是比較長遠的計畫，並會結合國土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這部分，在整體觀光發展計畫中也會提到短期，包含觀光局重大計畫

及之前座談會反映的意見，有對應上的也會納入短期。也就是由下而上，地

方能做得先做，縣府除了短期外，也在幫在座的各位做長期的規劃。所以地

方需要思考要發展什麼?需要什麼資源?在溝通上會比較快接上線，這部分需

要大家一起集思廣益，才能找到對資源進來幫忙。 

3. 在尋找資源時要注意有的資源進來後，也會有一些附帶的限制，需連同中長

期一起思考評估。以劃設風景特定區為例，未來支持發展的還是縣府的資源，

但審查同意的行政程序會造成時間上的影響，像是每一個開發案都需經觀光

主管部門的審查同意程序，造成開發期程的影響很大，需要大家客觀地去思

考。 

4. 有沒有劃設風景特定區，目前對資源的投入以及對外宣傳的名詞影響不大，

但限制這部分看起來對未來有一些影響。 

綜合回覆： 

1. 當初評估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的主管機關是省政府，歷經省府組織調整及

時空環境的變遷，事逢國土計畫中之土地管理的變革，因此，於此階段進行

研商討論。 

2. 劃設縣級風景區較無明顯的利弊，還是持續會投入觀光建設的資源，如果是

新的觀光開發地區，就會依此風景特定區劃設程序來進行，像是埔里的虎頭

山就是這樣，包含資源調查以及短中長期的規劃等。民國 80 年時提鳳凰谷縣

級風景特定區應該也是那種背景之下去做的事，但是到現在鳳凰谷已經發展

到一定的成熟度，經過 20 多年環境條件也有一些變化，所以現在依照相關的

程序評估研析是否繼續劃設。 

3. 若劃為風景特定區可能會有管理機關之間的管轄問題，以虎頭山風景區為例，

去年底日月潭國家風景區擴大劃設到虎頭山風景區的部分範圍，在該範圍內

依發展觀光條例 17 條變成要縣政府跟日管處都同意才能開發建設。若鳳凰谷

這邊風景特定區劃設完成，不論是台大或鄉公所，只要有開發建設，都要經

過縣政府觀光部門的同意。 

4. 另外以縣級風景區來講，一樣是在縣府層級之內，與國家級風景區能得到中

央的資源不同，而縣府已規劃七個主要的觀光軸線，並規劃短中長期的計畫，

一直以來的觀光建設並不會因為沒有縣級風景區而減少，倘未來劃設為風景

特定區時，還是在縣政府的資源之下去統籌分配。 

5. 本府曾函文給交通部觀光局就「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當初評鑑的資源說

明書等提供相關資料，其回覆並無相關資料可提供，目前刻正推動國土計畫

的觀光部門計畫，站在本府的立場，是否劃設為「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

依然在縣府既有資源下統籌分配，也藉由本次會議召開瞭解與會民眾及單位

代表的意見。 

6. 「鳳凰谷風景特定區」的名稱已經在行銷推廣使用 3、40 年，因本地的都市

計畫剛好名稱一樣叫鳳凰谷「風景」特定區，所以未來無論有沒有依發展觀

光條例劃設風景特定區，仍然可以使用鳳凰谷風景特定區的名稱作行銷宣傳。 

7. 就鳳凰谷風景特定區是否劃設本府沒有既定的立場，地方相關意見，我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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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顧問公司納入做整體的評估。今天並不會做出決議，鳳凰谷風景特定區能

否成縣級風景特定區？尚需依相關法令規定的程序和評鑑項目來評估，需先

說明也確實會有評分後無法達標的可能性，但評估結果才是決定鳳凰谷是否

成為縣級風景區的依據。 

8. 若最後決定要劃設，本府會從資源調查開始，並擬定相關計畫，並依整體計

畫建設、行銷。但此將與國土計畫觀光部門計畫在鹿谷要做的事情類似，恐

有疊床架屋的情形，就此我們亦請顧問公司納入研析報告中。 

9. 目前評估的範圍暫定以都市計畫範圍去評估，若確定要劃設，調查範圍可能

會有所調整，基本上不會相差太多，限制的部分多少都會有，開發行為需要

主管機關的同意，以蓋民宿來說，會有景觀審查，如要求斜屋頂設計等等。 

結論： 

本次會議了解地方對風景特定區劃設的想法，與會專家學者也提供了很多寶

貴的意見，無論是否劃設縣級風景區，未來地方觀光建設都會持續來推動。今天

與會者的意見將由規劃公司納入南投縣觀光整體發展計畫中研議，若之後還有其

他意見，請隨時與縣府或公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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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蔡培慧、立法委員林靜儀(請張志銘議員轉交)、南投縣議會、潘一全副議長

、黃議員世芳、陳議員宜君、林議員芳伃、戴議員世銓、葉議員仁創、王議員彩

雲、廖文賢議員、南投縣仁愛鄉民代表會、南投縣仁愛鄉公所、林委員士彥、張

委員淑貞、黃委員宗成、王委員志宏、交通部觀光局、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南投縣自然史教育館、南投縣觀光產業聯盟協會、南投縣觀光協

會、南投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南投縣民宿觀光協會、南投縣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南投縣觀光工廠協會、南投縣馬赫坡觀光休閒文化產業發展協會、霧櫻大飯店

、健成林業行、南投縣仁愛鄉原住民文化產業發展協會、南投縣德克達雅文化產

業發展協會、南投縣政府建設處、南投縣政府農業處、南投縣政府工務處、南投

縣政府計畫處、南投縣政府地政處、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南投縣政府環

境保護局、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南投縣政府觀光產業科、南投縣政府觀光推廣科

、南投縣風景區管理所、本府觀光處(開發科)、南投縣仁愛鄉社區發展協會

副本：南投縣政府觀光處企劃科(含附件)、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 2020/02/05
09:19:49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
總收文號：109E003915
收文日期：109/02/05
附　　件：隨表單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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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觀光整體發展計畫暨『鳳凰谷』、『霧社』風景特定區觀光資

源調查評估規劃案」 

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議題工作坊會議記錄 

壹、時間：109 年 1 月 14 日上午 10 時 

貳、地點：仁愛鄉公所多功能會館一樓 

參、主持人：南投縣政府觀光處王處長源鍾                紀錄：周惠錦 

肆、出列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伍、主席宣佈開會及致詞: （略） 

陸、規劃單位簡報：（略） 

柒、 辦理目的及討論事項：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4年 6月 23日觀技字第 1044000689 號函示，

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早期為觀光資源極為豐富之地區，臺灣省政府於民

國 59 年 6 月 4 日公告(府交一字第四八八二九號)霧社地區為「霧社縣

定風景特定區」，惟該公告僅具名稱，迄今(104)年未具體勘查劃定範

圍及擬訂相關計畫，爰若與續存，請南投縣政府須依據現行之「發展觀

光條例」及「風景特定區管理規則」相關規定，提具資源說明書報局申

辦評鑑作業。 

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因相關公告年代已久，僅有名稱而無實質評估

內容，經縣府考量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研析範圍配合南投縣國土計畫之

擬定，未來將納入觀光部門計畫評估。而依據風景特定區劃設原則，將

就既有自然界線範圍、行政管轄範圍、既有地籍界線等因素作界定，且

因涉及環境敏感地區、原住民保留地等議題，故將以現有都市計畫範圍

作為本案風景特定區劃設評估之範圍，並藉由本計畫調查研析評估現地

觀光資源現況，探討其存續之必要性。 

為瞭解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之觀光資源、產業、遊客量等現況及變

化，並對縣級風景區發展潛力進行全面檢視，擬邀請專家學者、當地觀

光遊憩業者、相關民間團體或經營機構，進行劃設議題討論，以取得未

來發展存續或無保存價值之具體共識，作為函覆交通部觀光局本縣級風

景區是否存續之依據。 

捌、 意見交流及綜合討論 

意見交流  霧社縣定風景特定區存續與否之討論 

民國 59 年公告了霧社風景區的名稱，但是其中的內容都沒有，近年來盤點

之後發現南投縣有兩個案例，一個在霧社，一個在鳳凰谷，所以今天有這個機會

跟地方報告這個情形。本次會議討論的風景特定區是依觀光發展條例劃設，與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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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計畫的風景特定區不同，兩者肩負不同的功能。希望能透今天的工作坊的討論，

將數十年來不同年代、不同法規層層疊疊的內容梳理清楚，將相關的內容整理至

國土計畫觀光部門計畫一併執行。 

霧社社區發展協會郭理事長： 

1. 霧社風景區公告已久，現在才處理是否因為國土計畫的緣故?建議之後如果要

做霧社風景區，會影響到民眾權益部分應舉辦公聽會討論。 

2. 目前縣府對霧社投資的觀光設施偏少，建議縣府先進行基礎設施、觀光宣傳，

霧社才會受到重視。 

3. 建議可在霧社地區設置步道，不論是環狀或線狀皆可，營造「秘境」旅遊，

並透過網路行銷吸引遊客前來，以此為中心推動各項觀光發展建設。 

4. 霧社事件紀念館說要蓋已經過了 20 年，當初調查的文史資料可詢問埔里鎮的

鄧相揚老師。 

5. 霧社原住民的舊部落在林務局種苗圃那邊有一些慰靈碑，具有紀念意義。另

外霧社的古名叫做＂巴蘭＂，仁愛鄉曾經要改名叫霧社鄉，這些文化、歷史

遺跡皆可作為後續觀光發展的重點，就像印度的宗教聖地遺跡一樣。 

6. 吸引人潮有兩種方法，一種是深度旅遊，來到一個地方住個 2-3 天，深度去

體驗當地的生活、文化，像日本的海菜館，另一種是吸引一波觀光的方式，

像是清境已有青青草原跟住宿設施，再蓋一個天空步道就有加成的作用，可

以吸引一波人潮。 

7. 很多觀光的政策延續性不足，選舉換人後政策就中斷了，像從前霧社有設風

景區收費站，後來廢除了，現在還有需要改回來嗎?建議應該要長短線配合，

吸引一定遊客並獲得支持後，能長遠走下去。 

8. 高峰有一條森林步道，屬林務局土地，以及霧社日據時代的神社遺址(龍德宮

現址)、埔霧櫻花道的故事，也可作為未來霧社觀光發展潛力地點之一。 

綜合回覆： 

1. 本次討論的霧社風景區，為依照觀光發展條例規定而劃設的風景特定區，與

依都市計畫法劃設的都市計畫或風景特定區不同，並不會影響到土地管理使

用，若牽涉到土地管理使用層面，牽涉到民眾權益，影響就會比較大，若涉

及類似情況就需要開公聽會。 

2. 國土計畫法是未來土地使用的主要法規，在盤點過程中查知有霧社風景區的

劃設名稱，卻沒有任何計畫範圍及相關資料可參考評估，今天討論重點是要

把霧社地區放在上位國土計畫中的部門計畫，或是劃設霧社縣級風景區。 

3. 縣府以往在仁愛鄉的觀光發展確實偏重清境、清流、互助等地，但「霧社」

兩字有故事性跟價值性，在觀光上有其發展潛力，今年重點要推廣脊樑山脈

之旅來促進觀光發展，其中一條就是霧社、清境路線，希望能喚醒消費者對

霧社的重視，這部分將由縣府和鄉公所一起努力推動。 

4. 以後霧社若有需要觀光發展建設，有兩個經費申請來源，一個是用縣府的資

源來做；另外是每年有 2 次機會可跟觀光局申請經費，經費較多，且多為長

期分階段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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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縣府會跟鄉公所一起合作，尋找具有故事性或適合的地點，具體建設 1-2 個

觀光設施(如:步道、古道)，來吸引觀光遊客並延長觀光客停留的時間，跟清

境、屯原登山口形成帶狀的旅遊路線。 

6. 霧社事件的賽德克巴萊人物議題，隨著部分族人遷徙到清流部落，而霧社作

為霧社事件的發生地，若有霧社事件紀念館確實對歷史的連結性較高，今天

是第一次聽到霧社事件紀念館這個議題，後續會再了解。 

7. 霧社原住民的舊部落有遺跡跟故事性，可作為未來觀光發展的重點之一，後

續將與鄉公所討論。挑選 1-2 個據點來具體建設發展。 

8. 導覽旅遊的人才培訓也會列入中長期的行銷推廣計畫中，增加導覽解說人員

的培訓，強化軟體觀光發展的建設。若有短期可執行的建議，也請大家提供

意見。 

國立暨南國際大學觀光休閒與餐旅管理學系  林士彥教授 

1. 霧社的觀光資源豐富，除了很多人文歷史的故事性之外，自然資源也有多，

甚至有以霧社為名的植物，像是霧社山櫻、霧社木薑子等特有種，只有在霧

社地區才有。若能加上步道串聯教育、解說就有觀光吸引力，建議增加霧社

地區的動植物調查資料，不論風景區是否劃成都可作為未來發展觀光參考。 

2. 觀光產業如食、宿、行、遊、購、育樂應在報告書中盤點。 

清流社區發展協會黃理事長 

有關觀光建設的部分，希望能擴建到清流，其他像縣府協助的自行車道、文

史館、廁所及停車場等周邊設施，希望蓋好後提供更良好的觀光體驗。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景觀系 張副教授 

1. 霧社在交通區位上，剛好位於山下到清境、合歡山的中間，開車到這裡約 1

小時，又有加油站、小吃等，非常適合作為旅遊軸線的中繼點，並可銜接奧

萬大及廬山。 

2. 霧社除了歷史事件的故事背景，依剛剛林老師所說，這邊也有很多自然資源，

值得深入調查。 

3. 霧社旅遊的定位需要更深入的評估，我個人認為作為中繼站服務的定位很重

要，如果做好觀光旅遊的服務設施，如停車空間等，遊客就會願意停下來 

4. 霧社建築景觀風貌需要有一些建議，像是統一顏色或屋頂等，使其有別於平

地的建築，讓視覺上有特色。 

5. 若未來劃設霧社風景特定區之後，因屬縣級風景區的層級，而沒有額外的中

央資源或錢進來，劃設的意義似乎不大，無論有沒有劃設都還是要依循國土

計畫未來的規劃來發展。 

國立中興大學園藝系 吳教授 

1. 回到現實面，除了縣府之外，鄉公所的角色也很重要，像現在地方創生計畫，

國發會整理各部會資源馬上就到我們鄉裡面來，馬上就可以操作，操作上則

要以仁愛鄉整體發展為考量 

2. 社區發展協會在參與的過程中，應要求保留一本報告書在協會裡面，以避免

行政機關換人造成斷層的情形，當然能做的就先做，像是停車場建設與運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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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回覆： 

公共廁所部分未來在國土計畫規劃上，除了農業發展地區第一類以外，目前

容許項目是可以建設公廁，其他觀光設施的使用情形仍需要視用地的合法性

適用之。 

結論： 

1. 本次會議挖掘了很多在地的觀光資源，與會專家學者也提供了很多前瞻性的

想法，會後本府將再與鄉長、所長、理事長溝通今天所提的想法，並依可行

性、需求性及效益性進行觀光建設的優先排序，可以做的就先做，可以同步

做的如導覽人員培訓，由政府帶頭開始，社區、民眾才會跟著動起來，上下

一起分工合作。 

2. 今天與會者的意見將由規劃公司納入南投縣觀光整體發展計畫中研議，若之

後還有其他意見，請隨時與縣府或公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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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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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2頁

南投縣政府　函

地址：54001南投市中興路660號

承辦人：科員 周惠錦

電話：049-2201789#1611

傳真：049-2201777

電子信箱：chouhuijane@nantou.gov.tw

受文者：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7月23日

發文字號：府觀企字第108016569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辦理「南投縣觀光整體發展計畫暨『鳳凰谷』、『霧

社』風景特定區觀光資源調查評估規劃」 案之『鳳凰谷

』及『霧社』風景特定區評估規劃範圍確認乙案，詳如說

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旨案契約內工作需求說明書參、工作項目：二規定要求

及108年6月13日工作計畫說明書審查會議紀錄結論第4點

辦理。

二、有關旨開風景特定區評估規劃範圍，請貴公司以現行都市

計畫範圍（即鳳凰谷風景特定區計畫範圍、霧社都市計畫

範圍）辦理規劃評估作業。

三、副本抄送交通部觀光局，本案依貴局104年6月23日觀技字

第1044000689號函及104年12月14日觀技字第1044001538

號函，本府應就前期縣級風景特定區早期申請劃設之資料

，研析評估現地觀光資源現況是否還具有存在之必要。惟

鳳凰谷風景特定區早期申請劃設資料歷經政府組織功能調

整及南投九二一大地震，文件保存不易，目前本府未有完

0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
總收文號：108E027303
收文日期：108/07/23
附　　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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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旨開二地區劃設之相關資料，另本府函請貴局協助提供

二處風景特定區原劃設之相關資料，經貴局函復及提供相

關重要資料，惟仍欠缺旨開地區之劃設範圍資料。經本府

考量旨案研析範圍配合南投縣國土計畫之擬定，未來將納

入觀光部門計劃評估，而依據風景特定區劃設原則，將就

既有自然界線範圍、行政管轄範圍、既有地籍界線等因素

作界定，且因涉及環境敏感地區、原住民保留地等議題，

故本府將以二處現有都市計畫範圍作為本案風景特定區劃

設評估之範圍。

正本：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交通部觀光局、南投縣政府觀光處 2019/07/23
18: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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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　函

地址：54001南投市中興路660號

承辦人：科員 周惠錦

電話：049-2201789#1611

傳真：049-2201777

電子信箱：chouhuijane@nantou.gov.tw

受文者：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4月8日

發文字號：府觀企字第109008432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評估報告及相關函文三件(376480000A_1090084328_ATTACH1.pdf、376480000A_1

090084328_ATTACH2.pdf)

主旨：有關『鳳凰谷』、『霧社』縣級風景特定區評估是否有劃

設需求乙案，經評估後，本府無保存需求，不再完成劃設

程序，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覆貴局108年3月19日觀技字第1080905675號、104 年 6

月 23 日觀技字第 1044000689 號函、104年12月14日觀技

字第1044001538號函。(詳附件1)

二、查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4年 12月

14日觀技字第 1044001538號函示，行政院在民國 80年 4

月 20日台八十交第 12568號函核備（ 11處省籍及 15處

縣級風景特定區），惟查鳳凰谷風景特定區未依風景特定

區管理規則第 5條規定完成縣級風景特定區公告事宜；霧

社縣定風景特定區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04 年 6 月 23 日觀

技字第 1044000689 號函示臺灣省政府於民國 59 年 6

月 4 日公告府交一字第四八八二九號函，霧社地區為「霧

社縣定風景特定區」，惟該公告僅具名稱，未具體勘查劃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
總收文號：109E013336
收文日期：109/04/10
附　　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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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範圍及擬訂相關計畫。爰請本府審慎研析二處風景特定

區現地觀光資源現況，若縣府有劃設之需求，需依「發展

觀光條例」、「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相關規定，提具資

源說明書報局申辦評鑑作業；若無請依交通部觀光局104

年12月14日觀技字第1044001538號函說明提具無保存需求

之緣由報局，俾由續報省政府(行政院)辦理風景特定區廢

止作業。

三、旨開二處縣級風景特定區，經本府辦理「鳳凰谷」、「霧

社」二處縣級風景特定區現地觀光資源調查評估規劃，在

瞭解在地觀光資源、產業、遊客量等現況及變化並對縣級

風景區發展潛力進行全面檢視，且於109年1月14日、109

年1月15日分別辦理「霧社」、「鳳凰谷」縣級風景特定區

劃設議題工作坊，邀請專家學者、當地觀光遊憩業者、原

住民團體、相關民間團體或經營機構，進行劃設議題討論

及其說明(詳附件2)。

四、二處縣級風景特定區評估資料略述如下：

(一)查旨開二處風景特定區之評估係依據風景特定區劃設原

則，綜合考量既有自然界線範圍、行政管轄範圍、既有

地籍界線、環境敏感地區、原住民保留地等影響因素，

決定以都市計畫範圍先行評估，再輔以國土功能分區及

環境敏感地區檢核，之後再納入地方團體及民眾意見，

特此說明。

(二)霧社風景特定區在交通區位上屬於旅遊軸線的中繼點，

位於南投縣其他知名景點(如清境農場、武嶺、奧萬大

森林遊樂區、合歡山暗空公園等)必經的道路上，造成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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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多在本地短暫，進而影響遊客量。而當地的動植物資

源雖然非常豐富，卻因位處都市計畫區而有群落稀少分

散的情形。再者與會專家學者提出「霧社風景特定區因

屬縣級風景區的層級，並不會因劃設完成而有額外的資

源進來，較無實質的劃設意義，而無論是否劃設皆須依

循國土計畫觀光部門計畫內容進行管控」，顯示當地劃

設風景特定區的必要性偏低。

(三)鳳凰谷風景特定區主要提供給遊客的主題園區及觀光設

施(鳳凰谷鳥園、台大茶園、麒麟潭)，因屬不同單位管

轄，部分設施老舊，且管轄單位近年無較具規模的觀光

建設計畫的投入。觀光產業分布較為零星，從遊客量變

化趨勢觀察，近年來皆維持年遊客量15萬人次的狀態，

遊客人數不高。此外，經SWOT分析，該區亦有私有地較

多，環境敏感之問題，就目前發展條件上，將優先就劣

勢條件上先行改善，再行思考劃設之必要性，現階段不

納入縣級風景特定區評估之範圍。

五、旨案經評估並簽請首長鑒核後，本府無保留『鳳凰谷』、

『霧社』縣級風景特定區之需求，不再完成劃設程序。

正本：交通部觀光局

副本：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南投縣政府觀光處 2020/04/10
15: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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