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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緣起緣起緣起緣起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遊六)(以下簡稱「本計畫區」)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

中南部、七星山東南麓，屬東南部遊憩系統，本計畫區內既有建設共3處：

菁山苗圃位於遊憩區東南側，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劃設前即已設置；露營場早

於民國70年即已對外經營；菁山自然中心始設於民國81年。 

為配合原作為植物研究中心使用之菁山自然中心、沿襲原有露營活動使

用型態，發揮遊憩區之開發效益，遂於民國81年完成「陽明山國家公園菁山

遊憩區(遊六)細部計畫」擬定，87年變更細部計畫之建築物高度限制規定。

鑒於「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3次通盤檢討)」(以下簡稱主要計畫)業於102
年7月15日生效，依該主要計畫通盤檢討內容，需重新檢討遊憩區之發展，

進行細部計畫之通盤檢討作業，以維陽明山國家公園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之

一致性。據此，因應時代變遷、上位計畫指導並具體檢視本計畫區發展條件，

特辦理本次通盤檢討。 

貳貳貳貳、、、、法令依據法令依據法令依據法令依據 

依據「國家公園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國家公園計畫公告實施後，

主管機關應每5年通盤檢討一次，並依據「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3次通盤

檢討)」規定，辦理本次通盤檢討。 

參參參參、、、、計畫地區範圍計畫地區範圍計畫地區範圍計畫地區範圍 

一、地理區位 

本計畫區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中南部，行政區隸屬臺北市士林區，

東臨菁山路101巷與冷水坑遊憩區、松園遊憩區、絹絲瀑布等遊憩據點

相接，南側以菁山路101巷71弄與中山樓相接，大抵介於菁山路101巷、

西側南磺溪北支流松溪間，計畫區位置詳圖1。 

二、計畫範圍 

本計畫區範圍以主要計畫、細部計畫之界樁為主，即北起碧園農路

北支線，東至菁山路101巷及菁山苗圃西側農路，南達菁山路101巷71弄，

西抵南磺溪支流畔。經通盤檢討後，本計畫區面積約23.9739公頃，計畫

範圍詳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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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區位置示意圖 



 

3 

 
圖 2 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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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權屬 

本計畫區之地籍分屬臺北市士林區力行段2小段及3小段等2個小段，

共計49筆土地，均為國有或市有之公有土地，其中以國有土地占多數，

臺北市所有土地僅占約4.24%。土地管理者包括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與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臺北市政府管

有土地主要分布於本計畫區東側、鄰近菁山自然中心西南側溫室之既有

車道及圳道。土地權屬、管理者面積及分布詳表1、圖3、圖4。 

表1 計畫區土地權屬綜理表 

權屬 管理者 筆數 面積(公頃) 
占計畫區

比例(%) 

中華民國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34 21.40 89.28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1 1.55 6.48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14 1.02 4.24 
合計 49 23.97 100.00 
資料來源：依103年土地登記資料統計分析。 
備註： 

1.表列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以地籍圖及土地登記謄本所載面積作為執行依據外，餘應

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表列面積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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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計畫區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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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計畫區土地管理者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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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上位計畫上位計畫上位計畫上位計畫 

本細部計畫係依「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規定所擬定。茲摘要列述現行

主要計畫中有關本計畫區之相關規定如下說明。 

一、分區計畫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遊六)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之中南部，本計畫區

內地形變化大，部分地區林相佳，植被延伸自七星山，生態環境良好，

附近有瀑布、草原、山岳等豐富多樣遊憩據點，面積約25公頃，約占全

園區面積0.22%。 

二、保護利用計畫 

（一）分區保護利用綱要 

發展潛力與限制 發展綱要 
1.潛力 
鄰近臺北市中心，交通可及

性高。地形富變化，部分地

區植生茂密，生態環境良

好。可遠眺紗帽山，鄰近瀑

布、草原、山岳及農園等豐

富多樣遊憩據點，且展望景

觀甚佳。現有露營場經多年

開發建設，已有具規模之各

項露營設施。土地權屬單

純，多為管理處所有。鄰近

冷水坑遊憩區與擎天崗特

別景觀區，可串聯為一完整

遊憩系統。本區為多種螢火

蟲之重要棲地環境。 
2.限制 
位於南磺溪支流上游源

頭。坡度變化大，不適合高

強度之使用。 

1.發展原則 
(1)保育、賞景、休閒之自然遊憩環境。 
(2)設施改善與維護應避免自然景觀環境衝擊。 
(3)避免大規模地形、地貌變更。 
(4)妥善規劃分區，避免遊憩行為之相互干擾。 

2.發展計畫 
(1)本區依細部計畫規定辦理。 
(2)屬東南部遊憩系統。 
(3)分為南北二區，北區為自然中心與環境教育中

心，性質上屬於非營利之資源保護與解說教

育，需要國家公園專業人員辦理者，由管理處

編制員額自行經營為原則。南區為露營遊憩

區，由管理處策劃投資及監督下，委託地方政

府或公營事業機構或公私團體經營。 
(4)改善聯外道路、區內聯絡車道。 
(5)配設自來水設施，並增設蓄儲水設施。 
(6)注重資源保護管制，嚴格保護保留地自然植

生，恢復已破壞地區植生，種植原生樹種及蝶

類蜜源植物，規劃生態溪流，做為螢火蟲繁殖

棲地，禁止於遊憩活動區以外地點或從事非管

理處同意之活動，禁止污染水源之行為。 

（二）利用計畫 

1.利用基本管制原則 

(1)各類工程建設開發應避免對環境之影響。 

(2)總量管制資源之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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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遊憩區開發建設應考慮自然資源之承載量。 

(4)遊憩體驗活動應避免產生環境與視覺污染。 

2.遊憩服務計畫 

遊憩活動種類 遊憩設施 
以夜間觀察活動為主，包括螢火蟲、夜

間動物、星象觀察等，其他包括植物觀

賞、火山地形觀賞等資源型遊憩活動及

眺望、露營、野餐、散步、攝影、寫生

等中間型遊憩活動為主。 

配合現有設施，以設置自然性露營、野

餐、團體遊戲、自然性觀賞植物、螢火

蟲復育、溫室、親水等設施。 

3.公共服務設施計畫 

(1)管理服務設施─菁山自然中心：陽明山國家公園成立的重要目

的之一即為保育自然生態資源及其環境，為落實資源保育工作，

特於菁山露營場遊憩區內設置永久性研究部門－菁山自然中心。

並於其內分設人文史蹟、動物、植物、火山地球科學等研究室，

分別從事各項資源調查、追蹤及復育繁殖等工作。研究成果不

但可提供解說教育參考之用，亦為保育經營管理不可或缺之基

礎資料。研究中心附設苗圃及溫室，除係為進行原生植物培育

研究之場所外，並於其內繁殖多種原生樹種、以作為園區內植

栽工程及破壞跡地植生復舊之植材。 

(2)住宿設施：陽明山國家公園由於毗鄰臺北市，在交通氣候及住

宿需求等因素考慮下，各遊憩區除馬槽遊憩區可酌設溫泉旅館，

以配合溫泉浴使用，陽明公園遊憩區、第一種一般管制區部分

用地內得設置研習住宿設施，以及童軍露營場、菁山露營場遊

憩區之宿(露)營設施外，其餘地區無需住宿設施。 

三、保護利用管制原則 

（一）遊憩區資源、土地及建築物之利用應依下列規定： 

1.宜發揮自然性與活動性，配合各該區地形地物，著重環境美化並與

自然環境調和，且避免過多之人工設施。 

2.菁山露營場遊憩區(遊六)允許使用項目及開發強度不超過下表規

定： 

開發 
原則 

允許使用項目 
開發強度 

備註 
建蔽率 建築高度 

依細部

計畫辦

理 

1.第四組：文教設施

之 研 習 訓 練 場

所、會議展覽場

所。 
2.第七組：行政設施

粗 建 蔽

率 5%且

淨 建 蔽

率 30% 

2 層樓且

簷高 7 公

尺 

1.各遊憩區在兼顧環境負荷及

水資源許可、不影響地質安全

及景觀調和之原則下，其土地

利用管制得修正為粗建蔽率

不超過 5%或淨建蔽率不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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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 
原則 

允許使用項目 
開發強度 

備註 
建蔽率 建築高度 

之國家公園管理

機關。 
3.第九組：農產品展

售設施。 
4.第十五組：遊憩及

服務設施。 
5.第十六組：住宿設

施之宿 (露 )營設

施。 
6.第十八組：安全及

保護設施。 

30%、高度不超過 3 層樓或簷

高以 10.5公尺為上限，並採個

案審查方式審議其籌設許可。 
2.其籌設許可審議結果，若土地

使用強度高於第 2次通盤檢討

修正前原規定者，依行政院指

示應有回饋機制，並於審查籌

設許可時併案審定。 
3.纜車設施必要時經審查核

可，其高度可超過 10.5公尺。 

備註：第十五組：遊憩及服務設施，包含管理服務設施、餐飲設施、商店設施、停車場、衛

生設施、溫泉遊憩設施、觀景眺望設施、綠地廣場、步道、解說設施。 

3.遊憩區之發展以整體規劃、分期分區開發為原則，並以主要計畫為

依據，如訂有細部計畫者應依細部計畫之規定。於開發計畫公告實

施前，土地及建築物允許原有合法使用，合法建築物或原有合法建

築物得依原有規模申請原地拆除後之新建、修建、改建。 

4.遊憩區申請開發時，位於經依地質法及相關法令公告具潛在地質災

害危險者、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40%以上之地區為不可開發區；坵

塊圖上之平均坡度30%以上未達40%之地區，以作為開放性公共設

施或必要性服務設施使用為限，不得作為建築基地(含法定空地)；
平均坡度未達30%之地區始得作為建築基地(含法定空地)使用。 

（二）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之建築管制除另有規定外，須符合下列規

定： 

1.合法建築物或原有合法建築物，跨越不同分區時，使用強度依其建

築各部分坐落分區之建築管制規定計算。 

2.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綠覆率應達65%，應植栽綠化。 

3.整地面積不得超過建築面積之2.5倍，農業設施面積之1.5倍。 

4.遊憩區與一般管制區建築物地下層開挖範圍除另有相關規定者外，

其面積不得大於建築物投影面積，其深度以1層或4公尺為限，但因

公共建築物之停車、機電、防空避難等需求較大或其他特殊需求考

量，得酌為放寬至地下2層。 

5.工程造價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之建築物於領取使用執照前，應獲

內政部核發候選綠建築證書。 

伍伍伍伍、、、、歷年國家歷年國家歷年國家歷年國家公園公園公園公園計畫辦理情形計畫辦理情形計畫辦理情形計畫辦理情形 

「陽明山國家公園菁山遊憩區(遊六)細部計畫」於民國81年公告實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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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提昇服務品質，合理設置遊憩設施，於民國87年公告變更，將原建築物

高度限制3公尺修正為7公尺。「陽明山國家公園菁山遊憩區(遊六)細部計畫」

歷次計畫辦理如表2所示。 

表2 歷次細部計畫辦理情形綜理表 

編號 公告日期與文號 案名 說明 

1 
81.10.17 
81 營陽企字第

6333號 

陽明山國家公園菁

山遊憩區(遊六)細部

計畫 

辦理菁山遊憩區(遊六)遊憩區細部

計畫內容之公告。 

2 
87.03.02 
87 營陽企字第

1275號 

陽明山國家公園菁

山遊憩區(遊六)細部

計畫 

辦理菁山遊憩區(遊六)遊憩區細部

計畫個案變更，修正建築物高度限

制 3公尺為 7公尺。 

陸陸陸陸、、、、現現現現行國家公園計畫內容概述行國家公園計畫內容概述行國家公園計畫內容概述行國家公園計畫內容概述 

本計畫區之現行計畫係為民國87年3月2日公告之「陽明山國家公園菁山

遊憩區(遊六)細部計畫」，其計畫內容概述如下並詳圖5： 

一、現行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一）原野植物用地 

原野植物用地位於現有植物研究中心、蘭園溫室及遊客中心等

室內靜態展示與解說設施之西北側，植被覆蓋良好。 

為使本區成為如同賞鳥步道、蝴蝶花廊般獨具特色的植物觀賞

天地，應加強配置戶外參與性之實體解說和休憩空間，故沿原野植

物用地西緣佈設自導式植物解說步道直達菁山路101巷，以配合現有

硬體設施，提供遊客知性遊憩服務，並於沿途配置若干眺望設施供

鳥瞰美景之用。 

（二）管理服務用地 

管理服務用地位於碧園農場西北側，即現有植物研究中心、蘭

園溫室及遊客中心所在之處，為本計畫區提供室內靜態植物展示、

解說與遊客諮詢、管理服務之重心。 

本區除現有硬體設施外，並於適當位址佈設停車場、解說巴士

站等，以提供遊客更便利、完善的接駁服務。 

（三）花卉公園用地 

花卉公園用地位於本計畫區之東南側，包括現有之碧園農場、

菁山苗圃西側農路西北方及原生種植物育苗區所在之處，兼具觀賞

遊憩與教育研究雙重功能。 

本區除佈設深具教育意義的原生種植物育苗區，一方面供遊客

辨識、研究之用，另一方面用來進行園區內原生種植物之保育、復

舊工作外，並於花卉公園內適當地點配置亭台樓閣及浴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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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留用地 

本計畫區北側及西北側，為基地內現有坡度過陡、植被良好之

未發展區，因區位靠近南磺溪北支流源頭，具有涵養水源之功能，

故現階段應予保留不加開發，使之形成介於各種用地具有間緩衝功

用的保留用地，作為本基地之自然基質。 

本用地應採取有效措施保護其原有自然雜木林，對於現有遭佔

用、破壞地區，則應加強取締復舊，僅於步道沿途之適當地點設置

垃圾桶收集垃圾，不做其他硬體設施之配置。 

（五）露營活動用地 

原菁山露營場之設施分佈，空間量尚稱寬裕，營區配置亦相當

合理，惟未來遊客容納量增加後，管理服務設施恐將不敷使用，於

擴充發展時須全盤檢討並重新調配。 

1.除原有戊營區為配合花卉公園之設置而予以廢除外，其他各營區均

依循原使用型態，並增設盥洗設備、垃圾箱、廁所等衛生設施，另

加強原有兒童遊戲設施、營火場、升旗台、室內活動場及小木屋之

維修工作。 

2.為滿足未來遊客容納量增加時之住宿需求，本區內應再增設35個八

人帳位(包括木屋在內)。 

3.原服務中心改為專供遊客登記、租借及儲存物品等使用。 

4.增闢管理中心，設置餐廳、販賣部、交誼廳等空間，並提供醫療、

接待及解說等服務，另劃設公務用停車位，以配合整體規劃設置戶

外活動休憩區。 

5.於管理中心東側，隔區內服務道路，配置多功能球場一處，提供遊

客更多樣化的動態體能訓練場地。 

（六）污水處理用地 

污水處理用地位於本計畫區之西南角，佔地約180平方公尺，可

容納100噸左右之污水處理量，該區位之選定原則，係以避開溪流為

主要考量要件，並以植栽加以隔離美化，以免破壞視覺景觀及環境

衛生。 

二、現行土地使用分區及建築管制辦法 

（一）建築式樣及造型： 

為求與自然環境相契合，創造和諧的景觀意象，本計畫區以採

低密度及分散之傳統建築簇群為主要配置原則，並順應地形配合以

斜屋頂之造型。 

（二）建築構造及材料： 

因本計畫區氣候濕冷多雨，構造物須慎選能防潮防腐之材料，

且為配合本區景觀特質，裝修用料應以當地出產之自然素材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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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 

（三）建物色彩： 

本計畫區之建物色彩以配合自然景觀環境之調和色系為主，避

免使用高彩度及高亮度之色彩，以免造成突兀與不協調感。 

（四）建築管理規則： 

依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之規定： 

1.遊憩區之粗建蔽率≦5%； 

2.建築用地之淨建蔽率≦30%； 

3.建築物高度限制≦7.0M。 

（五）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辦法： 

本計畫區各種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及其使用強度如表3所示。 

表3 現行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及建築管制辦法綜理表 

土地使用類別 容許使用項目 建蔽率(%) 高度(Ｍ) 
原野植物用地 1.步道 

2.溝渠、配水設備 
3.眺望設施 

-- -- 

管理服務用地 1.國家公園管理機關及其附屬設施 
2.植物展示設施 
3.停車場及其附屬設施 
4.溝渠 

30 
30 
3 
-- 

7.0 
7.0 
7.0 
-- 

花卉公園用地 1.園景綠地亭台樓閣 
2.廁所 
3.步道 
4.公用事業設施 

-- 
-- 
-- 
-- 

7.0 
7.0 
-- 
-- 

保留用地 不予開發 -- -- 
露營活動用地 1.辦公室及其附屬設施 

2.小木屋 
3.露營帳位 
4.球場、集合場及兒童遊戲設施 
5.廁所、盥洗台 
6.步道 

30 
30 
-- 
-- 
-- 
-- 

7.0 
7.0 
-- 
-- 

7.0 
-- 

污水處理用地 1.污水處理廠 
2.停車場及其附屬設施 

-- 
3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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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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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計畫地區現況計畫地區現況計畫地區現況計畫地區現況 

為掌握本計畫區之現況與特性，分別從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實質發展

等三方面進行說明，分述如下： 

一、自然環境分析 

自然環境包含地形與地質、水文、坡度、氣候、保安林、生態與地

景資源，其內容如下分析。 

（一）地形與地質 

1.地形地勢 

陽明山國家公園位於大屯火山群彙地區，因火山運動的影響形

成火山、河谷相間的錯綜地形，本計畫區位於七星山東南麓，地勢

由東北向西南面降低，海拔高度約510至650公尺間，落差約140公
尺，區內以西北側地形變化相對較大。 

2.地質 

本計畫區地質構造年代屬更新世，屬火成岩類岩質，包含火山

岩流類的紫蘇輝石角閃石安山岩，為厚層熔岩層出露，分布於本計

畫區西北側及東北側區域；以及凝灰角礫岩類的上部凝輝角礫岩，

為火山碎屑沉積物，略帶稜角、大小不一的安山岩岩塊，並與顆粒

細之凝灰岩、泥岩夾雜混合構成，膠結好，分布於本計畫區中央及

南側區域(圖6)。本計畫區土壤以幼黃壤為主，另於東南側及南側

為紅壤、西南側為岩石(圖7)。 

本計畫區多屬地質災害低潛勢區。惟本計畫區西北側緊鄰南磺

溪北支流─松溪源頭，屬岩屑崩滑高潛勢區及落石高潛勢區，為高

地質災害潛勢地區，不宜開發；西側部分區域屬岩屑崩滑中潛勢區

及落石中潛勢區，雖然地質災害潛勢程度中等，惟岩屑崩滑為坡地

最常見之地質災害，多發生於溝谷上游源頭、河岸陡坡及道路開挖

陡坡，加上岩屑崩滑多發生在颱風豪雨期間，因土體飽含大量水份，

有時轉化為土石流災害，土地利用仍應嚴謹。(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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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計畫區地質分布示意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五萬分之一臺灣地區地質圖數值檔─臺北，95年 12月；本計畫重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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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計畫區土壤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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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計畫區地質災害潛勢示意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97年 4月；本計畫重繪。 



 

18 

（二）水文 

本計畫區係屬南磺溪水系，源起於大屯山與七星山間竹子湖向

南流，本計畫區西側緊鄰水系支流─松溪，惟因本計畫區以西向、

西南向及西北向坡為主，再加上西北側地形起伏相對較大，故本計

畫區內尚無平坦腹地親近松溪。本計畫區南側露營場宿營設施(小木

屋)東側尚有一小溪流由北至南匯入松溪南支流，為區內重要水文資

源(圖9)。惟本計畫區雖屬臺北市政府公告之中山樓溫泉區範圍，本

計畫區內無溫泉露頭、亦非溫泉徵兆區，於菁山路101巷、菁山路101
巷71弄及露營場內已佈設之溫泉管線源起於冷水坑溫泉露頭，另於

露營場內設有一溫泉監測井。 

 
圖 9 計畫區水系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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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坡度 

本計畫區平均坡度於30%以下約占六成，陡坡(＞30%)多集中於

本計畫區西北側與露營活動用地西側，而緩坡(≦30%)則多分布於北

側、東側以及已經開闢利用之菁山自然中心、菁山苗圃、露營場等

既有建物坐落位置(圖10、表4)。另外，中心區域尚有多處不連續之

西北東南走向陡坡(圖11)。 

表4 計畫區坡度分析表 

坡度級別 
面積 

(公頃) 
占計畫區面積 

比例(%) 
累計面積 

(公頃) 
占計畫區面積 
累計比例(%) 

5%以下 0.66 2.75 0.66 2.75 
5%-15% 4.66 19.44 5.32 22.19 

15%-30% 
15%-25% 6.02 25.12 11.34 47.31 
25%-30% 2.69 11.22 14.03 58.53 

30%-40% 3.56 14.85 17.59 73.38 
40%-55% 3.19 13.31 20.78 86.69 
55%以上 3.19 13.31 23.97 100.00 
合計 23.97 100.00  
備註： 

1.本表列面積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 
2.依據101年數值地形圖整理分析，坡度分析採用坵塊規模為4mX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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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計畫區坡度分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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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計畫區坡向分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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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氣候 

依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竹子湖測候站資料顯示，本計畫區氣候

屬濕潤型氣候，冬季氣溫較低，以1月份最低，平均約11.8℃，7月份

最熱，年平均溫度約18.6℃。降雨量甚高，年降雨日約194日，年降

雨量約4,389毫米，以10月至1月降雨日數最多；相對溼度亦高，日照

量略少；冬季東北季風盛行，本計畫區呈東北高西南低走勢，東北、

東側置高點之風力相對強勁。此外，因臺灣屬副熱帶季風氣候，6月
至9月是颱風季，每年夏、秋兩季平均都有3至4個颱風侵襲臺灣。 

表5 竹子湖測候站氣候資料彙整表 

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降雨日數 
(天) 

19.7 17.7 17.3 14.8 15.0 14.7 9.9 13.0 16.1 18.0 19.2 18.6 

降雨量 
(毫米) 

232.6 273.5 227.1 207.2 267.4 314.8 247.7 439.5 717.4 683.9 488.8 289.1 

氣溫 
(℃) 

11.8 12.5 14.7 18.0 21.0 23.3 24.8 24.6 22.7 19.8 16.8 13.3 

相對溼度 
(%) 

88.6 89.3 87.9 86.4 85.2 86.2 83.3 84.3 85.7 87.4 88.0 87.8 

日照時數 
(小時) 

94.3 83.0 100.4 97.2 112.5 115.7 164.8 167.5 131.1 113.0 102.2 98.2 

風速 
(公尺/秒) 

2.9 2.7 2.2 1.8 1.6 1.4 1.2 1.3 1.8 2.5 2.7 2.7 

氣壓 
(百帕) 

950.1 948.8 947.0 944.8 942.1 939.9 939.7 938.9 942.0 946.3 948.9 950.6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官方網站，http://www.cwb.gov.tw/。資料統計時間為西元

1981-2010年。 

（五）保安林 

保安林係利用森林覆蓋之功能，以保安國土、防治災患與增進

公益為目的，依森林法予以編定而管理經營之森林。本計畫區除露

營場及東側菁山自然中心及其西南側溫室外，均為水源涵養第3007
號之保安林地，本計畫區內保安林面積約為16.06公頃，約占本計畫

面積67.00%。(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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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計畫區保安林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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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態與地景資源 

1.植物生態 

陽明山國家公園位處北臺灣，常年在東北季風強風、低溫、多

雨等多重影響下，強風使高海拔山頂地區具有高山草原、森林界限

景緻，水分充沛帶來生機旺盛、生物種類豐富，低溫特性，呈現出

亞熱帶地區少見之四季變化，總體呈現出壓縮型生態系特色。 

本計畫區位於七星山東南麓，屬相對避風之處，風壓較小、林

木高大、茂密，再加上本計畫區除東、東南及西南側尚有人為開闢

利用行為外，餘均保持原有林相且覆蓋率極高，主要分布於本計畫

區北部、西部及西北部，上層林冠有紅楠、大葉楠、野桐、樹杞、

山林柿、楓香等；二層林冠包括臺灣杞李、山桂花、冬青、燈稱花

等；因天然林覆蓋率高，造就許多棲息空間、林下植物茂密，因而

本計畫區內蕨類植物繁多，達16科26屬40種，包含臺灣金狗毛厥、

克氏鱗蓋厥等臺灣特有種。 

本計畫區西南側之露營活動用地為人為低密度開闢利用，經營

型態屬強調與大自然融合之露營場，故尚保有原始植林生態，除百

年茄冬樹外，露營活動用地已調查列冊紀錄包含：原生植物共計67
科、138種；此外，亦有計畫種植之植物資源，如觀賞性之山櫻花

及吉野櫻，蜜源植物之高士拂澤蘭及龍船花等。 

2.動物生態 

本計畫區西至北側因天然林覆蓋率高、無人為干擾，為各種動

物絕佳的覓食、活動和棲息場所；本計畫區西至西南側介於南方相

對強度較高的一般管制區與北方相對保育強度較高的核心特別景

觀區之間，就地景系統而言，為生態系統維繫之緩衝區間，為南方

因受人為干擾北遷生物之重要庇護場所；而露營活動用地已進行誘

蝶類蜜源植物種植、螢火蟲復育等復育工作。 

本計畫區內除陽明山國家公園常見之動物資源：如臺灣藍鵲、

臺灣野兔、赤腹松鼠、白鼻心、臺灣獼猴等外，露營活動用地內經

調查至少有30種哺乳動物、122種鳥類、21種兩棲類、53種爬蟲類、

22種魚類、168種蝶類，以及其他昆蟲和無脊椎動物數千種。 

3.地景資源 

陽明山國家公園為我國獨一無二的火山型國家公園，具有全臺

唯一之火山地形地質景觀。本計畫區位於七星山東南麓，環繞於大

屯火山群彙間，海拔約600公尺、區內地勢由東北向西南下降，因

而位於本計畫區東側的菁山自然中心、東南側由臺北市政府產業發

展局管理之菁山苗圃、露營場制高點，皆為觀覽火山錐及火山地形

─紗帽山、七星山系之觀察點。(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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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計畫區地景資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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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文環境分析 

人文環境包含本計畫區發展歷程與遊客量統計，其內容如下分析。 

（一）發展歷程 

本計畫區為陽明山國家公園11處遊憩區中之第6遊憩區，與第5
遊憩區「童軍露營場遊憩區」，同屬露營活動類之遊憩區。本計畫區

自然景觀遊憩用地與保育用地(約占本計畫區50.39％)長期保持既有

林相未被開發利用，依發展次序，本計畫區內已為利用區域分為下

列3大功能說明： 

1.育苗 

本計畫區東南側及計畫範圍東緣外至菁山路101巷屬第三種一

般管制區之腹地，為具育苗、栽種臺北市與陽明山國家公園所需花

卉植物功能之菁山苗圃，於民國74年劃定陽明國家公園前已設置，

係本計畫區最早被運用之土地利用功能類型。 

菁山苗圃一部分作為臺北市鄰里社區公共空間所需花卉苗木

生產、展示綠化應用植物、開發新農業技法、提供戶外教室、原生

植物選拔、採種、園區維管示範、專業教學實習等功能，配合陽明

山花季活動於週二至週四提供市民預約制的園區內生態導覽活動；

另一部分作為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所需花卉苗木生產、復育特有與

原生植物之育苗基地。 

2.露營休憩 

本計畫區西南側之露營場，為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提供宿(露)
營休憩功能之場地，原係由臺北市政府建設局委託中華民國露營協

會經營，於民國70年7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後因原有設施陳舊、不

堪使用，國家公園管理處為善用國家公園環境資源、充份發揮遊憩

區戶外遊憩、社會教育及自然保育功能，於民國84年協調臺北市政

府由管理處接管後，重新規劃、分6期施作，於91年完成露營場全

區之建造工程。 

配合國家援引民間能量參與公共建設相關政策及提昇遊憩區

服務品質，依國家公園法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等相關規定，

於民國91年起委託民間機構經營管理，目前因屆契約委託期間而暫

停對外開放，後續可透過徵求投資經營，以引進民間創意提供優質

服務。 

3.管理行政、研究及展示 

於國家公園成立後，為進行原生植物培育、復育等工作，將本

計畫區內東側及東北側規劃作為植物研究中心，並於民國80年完成

菁山自然中心之建設工程，後因應國家公園經營管理所需之調整，

目前菁山自然中心以作為預約參訪動植物標本展示室、研討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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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辦公室及國家公園內受傷動物的醫護療養點。 

另陽明山國家公園為一大屯火山群彙區域，自國家公園成立以

來積極進行大屯火山研究工作，鑒於陽明山國家公園為許多研究地

質、地形、火山等地球科學研究人員重要的工作場域，且為優質之

環境教育場所，於民國100年起管理處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現
科技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及中央研究

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等共同合作單位，於菁山自然中心設置大屯火山

觀測站，包含2間研究室、2間辦公室、1間圖書兼討論室等，並提

供迴廊空間展示火山地質科學教育，遂使菁山自然中心具備火山監

測與火山知識教育宣導之功能。 

（二）遊客量統計 

依國家公園管理處歷年遊客量調查研究資料，因菁山自然中心、

菁山苗圃僅舉辦活動或預約時開放，一般無對外開放，無遊客量統

計資料，以下僅就露營場部分每日遊客量推估結果綜整如下(表6)： 

1.民國98年「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遊客人數調查統計及遊憩承載量關

聯性分析研究」，係依據遊憩區主要停車場進行各類交通運具數量

及各運具平均載客人次調查所進行遊客量推估。春季及夏季為遊客

主要到訪季節，冬季受天候條件影響為本計畫區淡季，僅約春夏季

之1/2遊客量；遊客量約379人次/日至1,624人次/日。 

2.民國100年「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交通運輸系統先期規劃案」，以先

整合各遊憩區據點遊客瞬間載量，與承載量調查之設施量體及各季

節平假日遊客停留時間，再透過遊憩區之停車席次與大眾運輸工具

可載來之遊客量，經承載率(車輛平均載客數)、停留時間等指標，

推估各遊憩區遊客數。推估結果顯示，本計畫區淡旺季鮮明，每日

遊客量推估為約280人次/日至965人次/日。 

表6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遊客數推估表 

單位：人次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季節遊客量推估結果(推估年：98年)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每季總遊客量 86,629 83,296 70,669 44,844 
單一平日 961 591 671 379 
單一假日 1,005 1,624 1,002 723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季節平假日遊客量推估結果(推估年：現況) 
 非花季平日 非花季假日 花季平日 花季假日 
每日遊客量 280 599 351 965 

國家公園管理處於民國98年起，針對露營場之宿露營人次進行

統計(表7)，露營場宿露營旺季為12月至2月、7月及8月等國人主要旅

遊月份為主，惟宿露營率相對偏低，以民國101年2月為例，依據「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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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露營場遊憩區季節平假日遊客量推估結果」，以及該年該月之花季

日數與平假日數，推估本計畫區內約有1.4萬遊客量，旺季期間宿露

營率僅約8.0%；此外，由統計資料可知露營場年宿露營量每況愈下

情形鮮明，由1.9萬人次/年已下滑至1.0萬人次/年，平均每日宿露營

人次由51人次下滑至29人次，惟露營場既有宿露營設施包含37個6人
帳營位及18棟可容納8人宿營之小木屋，每日總最大宿露營承載366
人，宿露營設施相當充裕，顯見既有經營型態須予調整或平衡淡旺

季宿露營比例，以提高宿露營設施使用率及遊客夜宿誘因。 

表7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宿露營遊客量統計表 

單位：遊客量，人次 

年 
月 

民國 98年 民國 99年 民國 100年 民國 101年 民國 102年 

遊客量 百分比 遊客量 百分比 遊客量 百分比 遊客量 百分比 遊客量 百分比 

1 月 2,125 11% 1,482 10% 1,004 8% 1,431 14% 1,006 -- 
2 月 1,312 7% 2,218 16% 699 6% 1,124 11% 548 -- 
3 月 1,179 6% 1,337 9% 632 5% 730 7% 789 -- 
4 月 1,093 6% 1,192 8% 954 8% 899 9% 456 -- 
5 月 1,792 9% 932 7% 582 5% 687 7% 400 -- 
6 月 972 5% 800 6% 908 8% 501 5% 465 -- 
7 月 2,435 13% 1,612 11% 2,029 17% 998 9% 473 -- 
8 月 2,177 12% 837 6% 1,163 10% 877 8% 587 -- 
9 月 1,243 7% 825 6% 851 7% 599 6% 未開放 
10月 1,467 8% 632 4% 906 8% 790 7% 未開放 
11月 1,440 8% 1,170 8% 733 6% 978 9% 未開放 
12月 1,507 8% 1,264 9% 1,418 12% 885 8% 未開放 
合計 18,742 14,301 11,879 10,499 4,724 

三、實質發展現況分析 

實質發展現況包含本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現有空間及設施利用現

況、建蔽率現況分析、交通系統現況、停車設施供需分析，以及本計畫

區周邊宿露機能供給量分析，其內容如下分析。 

（一）土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區之土地使用現況以原始林相區為主；東側、東南與南

側屬人為利用區域，包含：菁山自然中心所在之管理服務區、植林

區、露營場與菁山苗圃。(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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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計畫區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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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有空間及設施利用現況 

本計畫區內現況設施物以設置菁山苗圃、露營場與菁山自然中

心為主；植林區除遍植梅樹外，尚有一處窳陋破敗廢棄工寮；菁山

自然中心與露營場間設有東北西南向之區內步道與2處觀景平臺。 

1.菁山苗圃 

(1)由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管理部分 

現況設有育苗、行政辦公、教室與資材放置等利用模式之

樓高2層建築物4棟及溫室3棟。 

(2)由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部分 

現況設有育苗使用之資材室1棟(樓高1層)及溫室1棟。 

2.露營場 

現況主要配置：服務設施、宿營設施、露營設施及各類公共服

務設施，詳見表8。 

表8 露營場現有設施空間一覽表 

項次 場所及附屬設施 數量 備註 
1 入口管制站 1間 出入管制安全維護 
2 服務設施 機電室 1間 -- 

醫療室 
餐廳 
販賣部 
會議室 
多媒體放映室 
辦公室 
盥洗室 

3 宿營設施 小木屋 18棟 -- 
小木屋管理中心 1間 
盥洗室 1間 

4 露營設施 原野露營區 15座 -- 
半原野露營區 20座 
木屋營位 2座 無障礙露營營位 
露營場服務站 2棟 -- 
露營活動區浴廁 1棟 

5 溫泉遊憩設施 1棟 2層樓建築，建築面積 330㎡ 
6 污水處理場 1座 廢水處理用 
7 變電站 4座 電力變換用 
8 蓄水池 2座 儲水用 
9 停車場 1處 小客車停車位 37格 
10 其他戶外開放空間  供不特定遊客戶外遊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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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菁山自然中心 

樓高2層、地下1層之建築物1處，配置動植物標本室、研習會

議室、警衛室、警衛宿舍及大屯火山觀測站，並配置室外停車場大

客車3部、小客車12部，以及公務用停車席9部。 

（三）建蔽率現況分析 

檢視本計畫區現況建蔽率，經建築面積核算後，全區粗建蔽率

為2.75%。依據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管制原則之坵塊圖平均坡度

未達30%地區使得作為建築基地規定，進行各土地使用分區現況實

際使用情形之淨建蔽率檢討，其中以管理服務用地18.18%為首，其

次則是露營活動用地6.80%、花卉苗圃用地為6.76%。 

表9 計畫區各土地使用分區依現況實際使用建蔽率檢討一覽表 

土地使用分區別 土地使用

分區面積 
(公頃) 

(A) 

得作建築

基地面積 
(公頃) 

(B) 

現況 
建築面積

(公頃) 
(C) 

建蔽率 
(%) 

(C/B) 
變更前 變更後 

管理服務用地 1.10 0.88 0.16 18.18 
露營活動用地 

6.59 4.41 0.30 6.80 
污水處理用地 露營活動用地 
花卉公園用地 花卉苗圃用地 4.21 2.96 0.20 6.76 
原野植物用地 自然景觀遊憩用地 3.78 2.60 0.00 0 
保留用地 保育用地 8.29 3.18 0.00 0 

計畫區全區 23.97 14.03 0.66 
2.75 

(C/A) 
備註： 

1.土地使用分區面積係為檢討後各土地使用分區面積。 
2.得作建築基地面積，係依據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管制原則第17點第(四)款之規定，經

坡度分析後，扣除坵塊圖上平均坡度達30%以上面積。 
3.現況建築面積係依(1)建築執照資料；(2)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提供之建築清冊為準；(3)
餘含污水處理設施、現況具頂蓋設施物，採用101年新測千分之一地形圖據以量測補充。 

4.本表所列面積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 

（四）交通系統現況 

本計畫區交通現況區分為聯外道路、計畫區內道路及步道系統、

大眾運輸系統及現有停車設施。 

1.聯外道路 

本計畫區聯外道路為菁山路101巷及菁山路101巷71弄，車道寬

度約8米，為雙向兩線道。 

菁山路101巷位於本計畫區東側，向北銜接絹絲瀑布、松園遊

憩區、冷水坑遊憩區等景點，再經中湖戰備道路與陽金公路(臺2
甲)向東可達金山、萬里一帶；向南接連至菁山路後，往西銜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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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路再經仰德大道抵達士林與臺北市中心，或由菁山路往東續經平

菁街、至善路與自強隧道抵大直、內湖一帶。 

菁山路101巷71弄與露營場之入口處相接，向東可接菁山路101
巷；向西可與中山樓、陽明山國家公園遊客中心、童軍露營場遊憩

區、陽明公園遊憩區銜接，往北可經陽金公路通達金山、萬里或經

101甲通達淡水，往南則接格致路再經仰德大道抵達士林與臺北市

中心。 

2.計畫區內道路 

本計畫區東側的菁山自然中心、東南側的菁山苗圃與西南側的

露營場內均有自成系統區內道路，為各空間內部車行使用服務車

道。 

3.步道系統 

本計畫區內部無設置相互通達之車道，係由東北─西南向石階

步道系統串接，即由菁山自然中心西南側溫室為端點，向西南接至

露營場東側停車場。 

本計畫區東北緣及西南緣尚與陽明山國家公園「菁山路及新園

街人車分道」系統相接，前述系統係由陽明山公車總站、中山樓大

門口沿菁山路101巷71弄至露營場入口處，並經本計畫區東側之菁

山路101巷向北延伸至冷水坑遊客服務站，全長約5.2公里。 

原細部計畫建議可沿自然景觀遊憩用地西緣闢設有自導式植

物解說步道設施，至本次檢討時尚未開闢。 

4.大眾運輸系統 

目前可透過遊園公車108至本計畫區或至本園其他遊憩據點，

可透過303、303區、小15及小15區等5條路線公車到達本計畫區或

抵捷運劍潭站。本計畫區東側菁山路101巷有108及小15等2條公車

路線通過；南側菁山路101巷71弄，有303、303區、108、小15及小

15區等5條公車路線通過。108及小15等部分路線公車尚無配合菁山

自然中心及露營場地設置站牌，惟透過步行約3至5分鐘皆可抵達前

述據點。 

陽明山遊園公車108為繞行陽明山主要遊憩點、遊客中心與陽

明山公車總站之公車系統路線，平日共22班次、發車班距約30~40
分，假日發車班距縮減為10~20分1；303(僅平日發車)、303區、小

15及小15區等4條路線均為固定班次公車，皆可接抵捷運劍潭站，

路線合計約65班次/平日、40班次/假日。 

                                                 
1 遊園公車如遇臺北市降雨機率80%，低溫特報期間，例假日班距調整為20-30分，豪雨特報期間，例假日班距調整為15-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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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計畫區交通系統現況示意圖 

5.停車設施 

本計畫區內停車設施共計2處：菁山自然中心停車場及露營場

停車場(非對外開放)，前者共計14席小型汽車停車格、2席大車停

車格與9席公務停車格；後者共計30席小型汽車停車格、26席機車

停車格、6席大車停車格。 

本計畫區周邊具對外開放之停車設施據點，包含西側的陽明山

第2停車場、陽明山立體停車場、陽明山花鐘停車場等，車程均可

在15分鐘內抵達；本計畫區北側則有冷水坑1號及2號停車場，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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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6分鐘。(圖16) 

 
圖 16 計畫區暨周邊停車設施分布圖 

（五）停車設施供需分析 

本計畫區以露營場為遊客主要到訪據點，本次通盤檢討分別就

「既有設施承載」與「考量北投纜車營運後遊客量及運具使用變化

情形」等兩類觀點，就露營場停車設施供應水準進行檢討。 

1.「既有設施承載」觀點 

(1)停車設施瞬間供應水準 

依現況調查，露營場現有停車設施共計小客車30部、大客

車6部、機車26部，按各類車輛平均承載量(小客車2.5人、大客

車30人、機車1.5人)，則露營場停車設施瞬間可供294人次停放。 

(2)使用設施瞬間供應水準 

到訪露營場之遊客為目的型遊客，以宿露營及用餐為主，

依據現況餐飲及宿露營設施，瞬間最大可供應210人用餐及366
人宿露營。考量遊客「宿露營兼用餐」之重疊性，設定該類遊

客占50%，其餘為單純宿露營或單純用餐遊客，推估「宿露營

兼用餐」約183人、單純用餐遊客27人、單純宿露營遊客183人，

則露營場瞬間最大遊客量約393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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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遊客現況使用大眾交通工具之比例 

依據陽明山國家公園露營場委託經營管理之營運績效評鑑

報告書中顧客滿意度調查資料，到訪露營場之遊客約有12%至

17%係使用大眾交通工具抵達，故根據(2)結果推估，露營場瞬

間遊客中約有326人次至346人次有汽機車停放需求。 

(4)停車設施供需缺口及因應措施 

據前(1)及(3)推估結果比對，露營場實有停車設施供應不足

之情形，瞬間缺口約32人次至52人次，易發生在營運旺季或假

日時發生停車設施供應不足課題。 

配合主要計畫之綠色運輸相關策略，如可將到訪遊客使用

大眾交通工具之比例提昇至25%，將可使區內既有停車設施自

給自足。 

2.「考量北投纜車營運後遊客量及運具使用變化情形」觀點(2個模式) 

(1)停車設施現況使用人次 

依據主要計畫之平假日遊客推估值及北投線空中纜車計畫

環境影響說明書2之遊客現況運具使用比例，進行本計畫區停車

設施現況使用人次推估。 

表10 計畫區停車設施現況使用人次推估一覽表 

項目 平日 假日 
計畫區遊客數 平均 316人次 平均 782人次 
到訪計畫區遊客 
運具使用比率(花季) 

汽車 31%、機車 10% 汽車 5%、機車 2% 

停車設施現況使用人次推估 約 130人次 約 55人次 

(2)北投纜車營運後，停車設施預估使用人次 

本次檢討依下述二類情境進行推估： 

A.「陽明山國家公園整體交通運輸系統先期規劃案」推估纜車

營運後，陽明山國家公園遊客總量成長情形，考量潛在順遊

旅客成長可能性，按本計畫區占陽明山國家公園總遊客量比

例予以分派至本計畫區，惟搭乘纜車到訪遊客無停車使用需

求，在推估停車設施預估使用人數時須將之排除。 

B.「北投線空中纜車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推估纜車營運後，

陽明山國家公園各景點遊客數平均較現況增加10%之情境，

推估停車設施預估使用人數。 

 

                                                 
2 資料來源：儷山林休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北投線空中纜車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民國 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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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計畫區停車設施預估使用人次(北投纜車營運後)推估一覽表 

項目 
情境 A 情境 B 

平日 假日 平日 假日 
計畫區遊客

量(現況) 
平均 316人次 平均 782人次 平均 316人次 平均 782人次 

纜車營運後

遊客量 
[非花季] 

1.全園區總遊客

量 18,439人次 
2.搭乘纜車 4,008
人次 

3.計畫區遊客量

占全園區總遊

客量 2.2% 
[花季] 

1.全園區總遊客

量 36,223人次 
2.搭乘纜車 6,012
人次 

3.計畫區遊客量

占全園區總遊

客量 1.3% 
�推估平均平日

355人次 

[非花季] 
1.全園區總遊客

量 38,751人次 
2.搭乘纜車 8,016
人次 

3.計畫區遊客量

占全園區總遊

客量 2.2% 
[花季] 

1.全園區總遊客

量 67,771人次 
2.搭乘纜車

10,020人次 
3.計畫區遊客量

占全園區總遊

客量 1.8% 
�推估平均假日

858人次 

平均較現況

增加 10% 
�推估 348人

次 

平均較現況

增加 10% 
�推估 860人

次 

到訪計畫區

遊客運具使

用比率(花
季) 

汽車 24%、機車 8% 汽車 4%、機車 1% 汽車 24%、機

車 8% 
汽車 4%、機

車 1% 

停車設施預

估使用人次 
約 114人次 約 43人次 約 111人次 約 43人次 

(3)停車設施預估使用人數較現況值低 

據前(1)及(2)推估結果比對，纜車營運後，即使遊客量較現

況增加，在大眾運輸工具使用率之替代效果下，本計畫區停車

設施需求將較現況下降，將可使區內既有停車設施自給自足。 

（六）計畫區周邊宿露機能供給量分析 

本計畫區南側露營場具備住宿機能，針對周邊提供類似機能供

給情形進行潛在競爭或定位區隔檢視，俾利發展定位與功能定位調

整參酌。 

1.住宿機能(含研習住宿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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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計畫區為核心2公里內，既有住宿機能(含研習住宿類型)
計4處及計畫設置中則有1處，房間數約340間，為專營旅館與研習

住宿類之潛在競爭者。 

2.露營機能 

露營係屬一親近自然的住宿設施，有別於前述設施類型。本計

畫區車程半小時內可達範圍內計5處，依屬性分類：1處專業級童軍

露營場；1處校園空間改造而成供學校童軍訓練之用；2處市營採預

約免費使用露營場，20人以上團體為主要服務對象；1處私營生態

農場所附設露營場，以家庭休憩、生態農園體驗為其主力客群。 

本計畫區內露營設施以親近自然、休閒體驗為主，並藉提供遊

憩服務與設備租借，不同於前述2類專業訓練與市營免費露營型態；

但就客群與後者重疊，未來經營型態上尚需強化國家公園內環境資

源特殊性以助區隔。 

捌捌捌捌、、、、課題與對策課題與對策課題與對策課題與對策 

經檢討本計畫區現況、現行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後，以下茲區分為「菁

山露營場遊憩區功能定位」、「土地使用與開發強度」、「環境接近權」、「停車

設施與交通運輸」與「水資源利用及保護」等五大項說明。 

一、菁山露營場遊憩區功能定位 

主題 課題 對策 
（一）國家公園

及主要計

畫精神 

本計畫區應如

何呼應主要計

畫以發展環境

教育為奠定北

臺灣國土永續

發展重要典範

之模式 

1.依國家公園設立目的、主要計畫「保育及建

構國土永續發展典範」願景，本計畫區發展本計畫區發展本計畫區發展本計畫區發展

環境保育環境保育環境保育環境保育、、、、環境教育目的優先於觀光發展目環境教育目的優先於觀光發展目環境教育目的優先於觀光發展目環境教育目的優先於觀光發展目

標標標標。。。。 
2.依循主要計畫「保育、賞景、休閒之自然遊

憩環境」發展原則指導，以本計畫區內資源

特性為基底，提供「夜間觀察、自然資源觀

賞、露營」等遊憩活動，建構本計畫區成為

環境教育核心主軸之國民育樂基地。 
（二）遊憩區或

本計畫區

周邊住宿

設施提供

者間零合

競爭 

陽明山國家公

園境內共有 11
處遊憩區，本

計畫區緊鄰經

營 類 型 相 似

(住宿、露營、

餐 飲 ) 的 遊

四、遊五、遊

十二，以及本

1.本計畫區與其他 10 處遊憩區同質性在於

「發展環境保育、環境教育目的」的核心目

的下提供國民之育樂機能。 
2.周邊現存具溫泉設施住宿餐飲設施據點高

達 340房間單元，故本計畫應避免加入「溫

泉休閒」零和競爭，造成公共資源浪費。 
3.主要計畫對本計畫區之功能定位規範有別

於其他遊憩區與周邊僅提供住宿機能者： 
(1)遊六：以自然中心與環境教育中心、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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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題 對策 
計畫區周邊住

宿 機 能 提 供

者，於定位應

如何區別，避

免遊憩區間零

合競爭 

營活動 2 大發展方向，以設置自然性露

營與觀賞等設施為主。 
(2)遊四：強調自然與人文資源解說及園景

觀賞。 
(3)遊五：專業級童軍露營場地。 
(4)遊十二：親水觀景與飲食服務。 

4.周邊並無有計畫考量家庭親子成員從事自

然環境教育活動為主而規劃經營的宿(露)營
設施。 

5.未來朝自然中心與環境教育中心、露營活動

2大面向整合發展，發揮整體功效區隔市場。 
（三）發展環境

教育功能 
1.以本計畫區

特色資源發

展環境教育 

1.整合整合整合整合本本本本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區內火山觀測與育苗技術結合區內火山觀測與育苗技術結合區內火山觀測與育苗技術結合區內火山觀測與育苗技術結合

之研究機能之研究機能之研究機能之研究機能、、、、自然生態觀察之自然生態觀察之自然生態觀察之自然生態觀察之保育與體驗保育與體驗保育與體驗保育與體驗雙雙雙雙

重機能重機能重機能重機能。 
2.調整調整調整調整本本本本計畫區朝計畫區朝計畫區朝計畫區朝「「「「研究研究研究研究、、、、保育與保育與保育與保育與體驗體驗體驗體驗」」」」三大三大三大三大

次功能兼備之環境教育型遊憩區營造次功能兼備之環境教育型遊憩區營造次功能兼備之環境教育型遊憩區營造次功能兼備之環境教育型遊憩區營造。 
2.建立整合協

調機制 
1.本計畫區具 4個不同的經營管理主體，需有

國家公園管理處以「國家公園事業」主管機

關立場，扮演跨單位、部門整合角色，使本

計畫區未來環境教育方案的規劃與推展能

有整體性與有效性。 
2.軟體面： 

(1)運用本計畫區內火山觀測、育苗技術及

自然生態觀察等資源特性，應由國家公

園管理處整合協調各經營管理單位合作各經營管理單位合作各經營管理單位合作各經營管理單位合作

發展適切之環境教育發展適切之環境教育發展適切之環境教育發展適切之環境教育方案方案方案方案。 
(2)國家公國家公國家公國家公園園園園管理處應儘速進行管理處應儘速進行管理處應儘速進行管理處應儘速進行本本本本計畫區內計畫區內計畫區內計畫區內

資源調查與長期監測計畫資源調查與長期監測計畫資源調查與長期監測計畫資源調查與長期監測計畫，，，，以利遊憩與以利遊憩與以利遊憩與以利遊憩與

環境教育之規劃環境教育之規劃環境教育之規劃環境教育之規劃。 
3.硬體面： 

(1)各項遊憩及服務設施之整備應以營造優

質環境教育場域為目標，由國家公園管

理處協調各經營管理單位研提設置計畫設置計畫設置計畫設置計畫

及整維及整維及整維及整維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如解說設施如解說設施如解說設施如解說設施、、、、環境資源介環境資源介環境資源介環境資源介

紹紹紹紹、、、、生態觀察設施等環境教育設施據點生態觀察設施等環境教育設施據點生態觀察設施等環境教育設施據點生態觀察設施等環境教育設施據點。 
(2)應以步道串接本計畫區內各環境教育設

施據點，並形成迴路為原則。 
(3)前述環境教育設施據點及串接步道應由



 

39 

主題 課題 對策 
國家公園管理處整合協調各經營管理單

位投資開闢與經營管理。 
3.露營活動用

地委外經營

之公、私機構

團體任務與

角色定位 

1.未來依國家公園法及相關規定委託經營管

理時，經營方向需以環境教育活動為核心經

營項目，並將環境教育經營能力列為投資經

營者資格要件。 
2.投資經營管理計畫內容應包含具體之環境

教育計畫、環境教育專業人力配置說明(包
含配置全職環境教育專業人員情形)。 

3.投資建設計畫應配合生態資源調查結果，調

整環境教育設施、宿(露)營、相關遊憩及服

務設施，營造本計畫區內各類生態棲地與觀

察體驗環境，使露營活動用地成為親近自然

並可 24小時進行生態觀察之基地。 
3.委託契約應至少載明：環境教育方案收入與

露營收入占總營業收入之最低比例、年度環

境教育參與人數最低人數等。 

二、土地使用與開發強度 

主題 課題 對策 
（一）土地使用

功能分區 
配合本計畫區

整體定位，土

地使用分區應

如何區劃與分

工 

1.本次通盤檢討作業，依循主要計畫、本計畫

區定位調整，並配合本計畫區： 
(1)發展「環境教育」核心功能、「研究、保

育與體驗」三大次功能。 
(2)區分為「露營活動、研究與展示、苗圃

與保育」等 4大功能區域。 
(3)分別以「使環境教育得 24小時進行」、「作

為環境教育資源之研發、學習、體驗與

交流場域」、「栽培體驗」、「生態資源保

護與導入」為定位。。 
2.配合各功能區域之定位，檢視設施設置需

求，重新檢視各類土地使用分區訂定適切

性。 
（二）各類土地

使用分區

定位與調

整 

調整土地使用

分區定位引導

發展 

1.為使環境教育得於本計畫區 24 小時進行，

維持「露營活動用地」使用型態，並以親近

自然之露(宿)營設施供給為限，未來應重建

本計畫區內各類生態棲地與觀察體驗設施。 
2.研究與展示區域為本計畫區管理行政與研

究設施設置核心，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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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題 對策 
(1)擴增為環境教育資源之研發、學習、體

驗、交流場域之功能。 
(2)除維持「管理服務用地」使用型態，調

整潛在利用腹地「原野植物用地」，營造

具有陽明山生態縮影與植物復育環境之

用地類型，以促本計畫區環境教育之推

動。 
3.苗圃區域： 

(1)長期為本計畫區育苗基地。 
(2)然因培植管理所需，原以開放場域定義

之「花卉公園用地」使用型態尚須適度

調整。 
(3)除維持現況花卉苗圃育苗功能外，需加

強環境體驗功能，以與本計畫區整體環

境教育系統之串連。 
4.保留用地： 

(1)為重要自然生態資源保護基地與優質自

然生態教育場所。 
(2)除保護與監測現有環境資源外，應強化

生態觀察機能之導入。 
(3)調整成以保護自然資源為主，生態觀察

為輔之「保育」功能。 
5.原配合露營活動衍生污水處理需求而劃定

之「污水處理用地」，屬衛生設施而非土地

利用型態或功能定位類型，應予調整。 
（三）本計畫區

內各類土

地使用分

區允許使

用項目 

現行主要計畫

及陽明山國家

公園保護利用

管制原則，改

以使用項目組

別，據以修訂

各遊憩區允許

使用內容 

1.本次通盤檢討依循主要計畫、本計畫區定位

調整。 
2.著重於配合本計畫區之既有資源，以環境教

育為總功能定位下，針對體驗、研究與展

示、保育與遊客安全及維護等需求，依循陽

明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管制原則所訂使用

項目組別模式修訂本計畫區內各土地使用

分區允許使用項目。 
（四）開發強度 開發強度檢討

原則如何訂定 
1.依循主要計畫強化北臺灣水資源生命軸與水資源生命軸與水資源生命軸與水資源生命軸與

碳吸存碳吸存碳吸存碳吸存基地基地基地基地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2.陽明山國家公園為重要之國土保育基地，以

保育為優先，經本次通盤檢討，本本本本計畫區計畫區計畫區計畫區以以以以

不新增建築不新增建築不新增建築不新增建築物物物物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為原則，，，，已遭破壞地形地貌已遭破壞地形地貌已遭破壞地形地貌已遭破壞地形地貌區區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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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題 對策 
域域域域除除除除為為為為調合調合調合調合景觀景觀景觀景觀、、、、生態池生態池生態池生態池、、、、溫泉廢水降溫池溫泉廢水降溫池溫泉廢水降溫池溫泉廢水降溫池

及生態棲地及生態棲地及生態棲地及生態棲地等等等等營造需要營造需要營造需要營造需要外外外外，，，，應應應應予予予予復原且復原且復原且復原且不不不不得得得得

有地形有地形有地形有地形、、、、地貌之變動地貌之變動地貌之變動地貌之變動，，，，並並並並據以納入保護利用據以納入保護利用據以納入保護利用據以納入保護利用

原則規範原則規範原則規範原則規範。如為環境教育發展而有設置必要

之設施需求時，應以既有建築物修建、改建

或拆除後新建為優先，或以無頂蓋及友善環

境之手法設置。 

三、環境接近權 

主題 課題 對策 
（一）環境接近

權之再提

升 

觀景權屬全體

國民所共有，

一般民眾需可

自由接近 

1.國家公園以保育、環境教育為主，本計畫區

山林原野秉持環境接近權觀念，主要景觀眺

望點必須設置適當之設施，供公眾自由接近

駐留。 
2.主要之自然觀景觀點應規劃成開放空間，有

便利安全之接近、停駐之設施，讓一般民眾

得以自由進出。 
（二）設施之開

放接近與

利用管理

之平衡 

引導民眾接近

環境與兼顧研

究與種苗栽種

功能定位之環

境接近機制 

1.將主要設施、自然觀景點、環境教育設施據

點透過動線規劃為開放空間，讓民眾自由進

出、便利安全接近與停駐。 
2.前述設施為種苗培植、研究、行政或其他無

法完全開放區域，採預約參訪機制。 

四、停車設施與交通運輸 

主題 課題 對策 
（一）停車設施

與交通運

輸 

1.露營活動用

地停車設施

是否符合自

給自足標準 

1.依循主要計畫「未來以大眾運輸、交通管理

等經營手段疏通交通為主，應避免新闢道路

及停車場等交通設施」之目標。 
2.停車設施供給不足疑慮之處理： 

(1)應採取提高到訪本計畫區遊客大眾運具

利用率策略，優先優先優先優先加強陽明山國家公園加強陽明山國家公園加強陽明山國家公園加強陽明山國家公園

內重要交通節點至內重要交通節點至內重要交通節點至內重要交通節點至本計畫區本計畫區本計畫區本計畫區大眾運輸效大眾運輸效大眾運輸效大眾運輸效

率率率率。 
(2)並應由露營活動用地並應由露營活動用地並應由露營活動用地並應由露營活動用地投資經營者投資經營者投資經營者投資經營者負擔因負擔因負擔因負擔因

經營露營活動用地經營露營活動用地經營露營活動用地經營露營活動用地產生之接駁需求產生之接駁需求產生之接駁需求產生之接駁需求。 
2.陽明山國家

公園重要運

輸節點至本

計畫區之指

1.結合主要計畫之「陽明山國家公園暨周邊地

區綠色複合運輸系統之典範」交通運輸計畫

願景： 
(1)應優先整備園區內交通運輸節點至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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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題 對策 
引系統不明 畫區間供健行或其他無能源消耗運具之

指引系統。 
(2)以及各類接駁方式說明，鼓勵到訪遊客

各運具間無接縫轉承，提高大眾運具使

用比率。 
2.露營活動用地投資經營者應於露營活動用

地適當區位設置各類綠色運具使用者服務

設施，增加綠色運具使用誘因。 
（二）本計畫區

內動線系

統 

1.無計畫道路

之需求 
1.本計畫區之現況與未來並無提供運輸載具

「穿越」之必要，現有車道僅為區內服務性

道路，無檢討為計畫道路之必要。 
2.配合整體「環境教育基地」定位，道路維修

保養時，原則應將鋪面逐步改善為高透水性

鋪面。 
2.以穿越性步

道為本計畫

區內之動線

系統 

1.本計畫區內步道設置多屬封閉、可通達本計

畫區其他區域或本計畫區外之據點有限、與

主要道路及人車分道系統均脫節。 
2.援引環境接近權觀念，未來區內步道系統整

備原則應為開放性供遊客隨時利用。 
3.除形成本計畫區內迴路外，亦須通達本計畫

區內各主要設施(包含露營活動用地、管理

服務用地、花卉苗圃用地)、環境教育設施

據點、新園街人車分道系統與聯外道路相

銜。 

五、水資源利用及保護 

主題 課題 對策 
水資源利用及

保護 
本計畫區現況

佈設之水資源

供給設備 (冷
水、溫泉管、

自來水 )與污

水處理設施應

如何整合規範 

1.本計畫區屬自來水供應地區，基於衛生安全

原則，供遊客、行政或辦公等人員遊憩與日

常使用均應以自來水使用為限。 
2.考量本計畫區內無溫泉露頭，亦非溫泉徵兆

區，溫泉管線佈設以現況為原則。 
3.露營活動用地經營型態得配合環境友善規

劃設計，減少因遊憩行為產生須經處理才能

放流之污水量。 
4.污水處理設施應以現況規模為限，未來露營

活動用地經營規模須考量污水處理設施處

理量，並妥適處理經營行為產生之各類廢水

達標準後再予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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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課題 對策 
5.本計畫區西側緊鄰南磺溪流域支流─松溪

源頭，露營活動用地內溫泉廢水排放，應於

區內進行降溫至室溫後並達相關法令排放

標準後再予放流。 

六、課題策略之重點整理 

（一）菁山露營場遊憩區功能定位 

1.依國家公園設立目的、主要計畫願景，本計畫區發展環境保育、環

境教育目的優先於觀光發展目標。 

2.本計畫區定位依主要計畫指導，提供「夜間觀察、自然資源觀賞、

露營」等遊憩活動，整合火山觀測、育苗技術、自然生態觀察之「研

究、保育與體驗」三大次功能兼備之環境教育型遊憩區之環境教育型遊憩區之環境教育型遊憩區之環境教育型遊憩區，俾利與其

他遊憩區功能區隔。 

3.本計畫區內應由國家公園管理處整合協調環境教育軟、硬體整備，

協調各經營管理單位合作發展適切之環境教育方案、研提設置計畫

及整維計畫。 

4.露營活動用地未來依國家公園法及相關規定委託經管時，經營方向

需以環境教育活動為核心經營項目，並將環境教育經營能力列為投

資經營者資格要件，研提推動環境教育之具體投資經營管理計畫與

投資建設計畫內容，且於委託契約載入適當之環境教育經營要求條

款。 

（二）土地使用與開發強度 

1.依循主要計畫、本計畫區定位調整，並配合本計畫區發展「環境教

育」核心功能、「研究、保育與體驗」三大次功能，區分為「露營

活動、研究與展示、苗圃與保育」等4大功能區域與定位。 

2.配合各功能區域之定位，考量設施設置需求，重新檢視各類土地使

用分區訂定適切性。 

3.配合本計畫區環境教育總功能定位下，針對體驗、研究與展示、保

育與遊客安全及維護等需求，依循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管制原

則所訂使用項目組別模式修訂本計畫區內各土地使用分區允許使

用項目。 

4.依循主要計畫強化北臺灣水資源生命軸與碳吸存基地目標，本本本本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區以不新增建築物為原則區以不新增建築物為原則區以不新增建築物為原則區以不新增建築物為原則，，，，已遭破壞地形地貌區域除為調合景觀已遭破壞地形地貌區域除為調合景觀已遭破壞地形地貌區域除為調合景觀已遭破壞地形地貌區域除為調合景觀、、、、

生態池生態池生態池生態池、、、、溫泉廢水降溫池及生態棲地等溫泉廢水降溫池及生態棲地等溫泉廢水降溫池及生態棲地等溫泉廢水降溫池及生態棲地等營造需要外營造需要外營造需要外營造需要外，，，，應予復原且不應予復原且不應予復原且不應予復原且不

得有地形得有地形得有地形得有地形、、、、地貌之變動地貌之變動地貌之變動地貌之變動，，，，並據以納入保護利用原則規範並據以納入保護利用原則規範並據以納入保護利用原則規範並據以納入保護利用原則規範。如為環境

教育發展而有設置必要之設施需求時，應以既有建築物修建、改建

或拆除後新建為優先，或以無頂蓋及友善環境之手法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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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接近權 

1.本計畫區山林原野秉持環境接近權觀念，主要景觀眺望點必須設置

適當之設施並妥適規劃為開放空間，供公眾自由接近駐留。 

2.前述開放空間包含主要設施、自然觀景點、環境教育設施據點，但

為種苗培植、研究、行政或其他無法完全開放區域，則採預約參訪

機制。 

（四）停車設施與交通運輸 

1.依循主要計畫「未來以大眾運輸、交通管理等經營手段疏通交通為

主，應避免新闢道路及停車場等交通設施」之目標。 

2.採取提高到訪本計畫區遊客大眾運具利用率策略因應停車設施供

給不足疑慮之處理，並應由投資經營者負擔衍生之接駁需求。 

3.本計畫區內以穿越性步道為動線系統，應以開放性供遊客隨時利用

為整備原則，除形成本計畫區內迴路外，須通達本計畫區內主要設

施、環境教育設施據點、新園街人車分道系統與聯外道路相銜接。 

（五）水資源利用及保護 

1.基於衛生安全原則，供遊客、行政或辦公等人員之遊憩與日常使用

均應以自來水使用為限。 

2.溫泉管線佈設以現況為原則。 

3.污水處理設施以現況規模為限，未來露營活動用地經營規模須考量

污水處理設施處理量，並妥適處理經營行為產生之各類廢水達標準

後再予放流。 

4.本計畫區西側緊鄰南磺溪流域支流─松溪源頭，露營活動用地內溫

泉廢水排放，應於區內進行降溫至室溫後並達相關法令排放標準後

再予放流。 

玖玖玖玖、、、、發展定位與檢討原則發展定位與檢討原則發展定位與檢討原則發展定位與檢討原則 

一、發展定位 

（一）充分利用國家公園自然生態環境保育之特色與彰顯其教育功能。 

（二）以本計畫區環境教育之研究、保育與體驗三大功能，朝「進行生態

觀察、火山觀測、植物培育之環境教育型遊憩區」定位發展。 

二、發展目標 

（一）利用本計畫區研究(火山觀測、火山生態教育、育苗、陽明山國家公

園特有植物復育)、保育(陽明山國家公園原始自然生態之保護與觀

察)、體驗(24小時近距離自然生態觀察、貼近自然的宿露營活動空

間)三大功能，營造一個供親子家庭、學校與一般民眾寓教於樂之

環境教育基地。 

（二）藉本計畫區內資源調查與長期監測結果，整體檢討環境教育資源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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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相關設施配置之必要、適當之規劃。 

三、計畫檢討原則 

（一）整體檢討原則 

1.主要計畫訂定本計畫區內活動類型以夜間觀察活動為主，並提供其

他包括植物觀賞、火山地形觀賞等資源型遊憩活動及眺望、露營、

野餐、散步、攝影、寫生等中間型遊憩活動為主。 

2.本次通盤檢討整體檢討原則為：檢討本計畫區發展屬性、資源特性、

機能，以及環境教育經管模式。 

（二）計畫範圍檢討 

1.依據主要計畫及現行細部計畫，本計畫區範圍係依照陽明山國家公

園計畫及菁山露營場遊憩區細部計畫原有之定樁界址。考量原有計

畫圖因手繪及計算差異，以及地籍重測、部分地籍尚未依規定逕為

分割等因素，實有重新數化、檢核之必要。 

2.檢討現有計畫圖，經展繪主要計畫樁位、細部計畫樁位並套繪地籍

圖等，若有不符者則予以檢討變更。檢討變更依據參考次序為：(1)
細部計畫樁位展繪線；(2)地籍線業依細部計畫樁位分割但與細部

計畫樁位展繪線有誤差，涉及道路範圍者，仍依樁位展繪線不予變

更者外，其餘則依分割之地籍線；(3)地籍線尚未依細部計畫樁位

分割但已依主要計畫樁位分割，且不影響遊憩區功能者，依主要計

畫樁位展繪線。 

3.原計畫區西側邊界之私有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所管理之土

地，土地面積占本計畫區面積約0.3%，考量土地管理者之土地利

用目標及遊憩區發展定位功能尚具差異，且劃出計畫範圍不影響本

計畫區之整體功能，故檢討劃出計畫範圍。 

4.依據檢討後計畫範圍檢討範圍內地號及面積，惟實際面積仍須依核

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5.本次檢討涉及細部計畫範圍變更者，應於下次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時，

併同辦理變更。 

（三）土地使用分區範圍檢討 

1.土地使用分區名稱調整 

配合陽明山國家公園各遊憩區細部計畫同類型土地使用分區

名稱統一，調整本計畫各土地使用分區名稱。 

2.原土地使用分區檢討 

依本計畫發展定位，檢討各土地使用分區劃設之適宜性，將非

屬全區性之污水處理用地檢討變更為露營活動用地；並配合育苗技

術與植物展示功能，將花卉公園用地變更為花卉苗圃用地。 

（四）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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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築容積管制 

(1)為遵循本計畫發展定位，針對本計畫區全區之粗建蔽率進行檢

討，並使其符合法定計畫之粗建蔽率總量規定。 

(2)淨建蔽率係以各類土地使用分區為個別檢討範圍。檢討時，依

4m×4m坵塊圖坡度分析結果及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管制原

則第17點第(四)款之規範，審慎檢視，以確保大眾生命財產安

全。 

(3)配合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管制原則中針對遊憩區申請開發

規範，訂定本計畫區不可開發區域之規定。 

(4)本計畫區內任何開發行為於進行坡度分析檢討時，應依「水土

保持技術規範」第25、26條檢討坡度，計算方法應以坵塊法依

地形圖上每10公尺畫一方格作檢討為原則，另應同時檢附每5
公尺畫一方格之坵塊圖，供作開發審議時檢討。 

(5)本計畫區係屬已開闢遊憩區，各項設施業已完備，建築物及設

施以更新為主，故訂定建築面積、不適用遊憩區個別審議等各

項規定。 

2.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 

依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管制原則及各土地使用分區之功

能定位，檢討各土地使用分區允許使用內容與必要之管制事項，檢

討調整其允許使用項目及管制內容。 

（五）管理與利用檢討 

1.檢討目前經營管理主體之機制 

為使本計畫區有效推動環境教育目的，應檢視目前本計畫區內

經營管理單位之合作與協調，使其能有效落實執行。 

2.檢討自然資源之保護利用 

應檢討自然資源並依據其保護或作為環境教育場域之營造需

求，訂定經營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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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拾壹拾壹拾、、、、變更計畫內容變更計畫內容變更計畫內容變更計畫內容 

本次通盤檢討變更案計有11案，變更明細表詳如表12所示，變更內容示

意圖詳圖17~圖19內容所示，本次變更內容包含計畫名稱、計畫區及各土地

使用分區調整以及土地使用與建築管制、經營管理計畫內容之變更。凡未指

明變更部分，應以原計畫為準。 

表12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遊六)細部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變更後計畫 

1 計畫名稱 

陽明山國家公園

菁山遊憩區 (遊
六)細部計畫 

陽明山國家公園

菁山露營場遊憩

區 (遊六 )細部計

畫 

依主要計畫之保護利用

管制原則規定調整計畫

名稱。 

2 計畫圖重製 
81年測繪比例尺

1/2,000計畫圖 
103年重繪比例尺

1/1,000計畫圖 

本計畫原使用之計畫圖

係於 81年擬定計畫時繪

製比例尺 1/2,000 計畫

圖，並於 85年完成細部

計畫樁位測定公告(樁位

圖 1/1,000)，依此公告樁

位座標並配合 85年測繪

航測數值地形圖進行計

畫圖重製作業，以利計

畫檢討及後續計畫管理

與執行。 

3 
現行計畫區

及各土地使

用分區面積 

如表 13「計畫面

積」欄所列面積 
(25公頃) 

如表 13「航測面

積」欄所列面積 
(24.7138公頃) 

因原細部計畫除污水處

理用地外，未載明其他

各土地使用分區面積，

且部分地籍尚未依細部

計畫原有定樁界址逕予

分割，為利後續檢討作

業之進行，故依重測後

之航測面積修正原計畫

區及各土地使用分區面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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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遊六)細部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續1)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變更後計畫 

4 
計畫區東

側 

管理服務用地 
(0.0018公頃) 

花卉苗圃用地 
(0.0018公頃) 

依 85 年細部計畫樁位展繪土

地使用分區線後，管理服務用

地西北及西南側，細部計畫樁

位 S47、S49、SEC50、SMC52、
S53、SBC54與 S55連線之土

地使用分區線與分割地籍線

有差異，考量地籍分割為目前

土地管理依據且不影響管理

服務用地功能，符合計畫範圍

檢討原則變更依據參考次序

(2)，依分割地籍線調整管理服

務用地西側範圍以力行段 2小

段 106-3、110-11、139-51地號

西側為界，將管理服用地變更

為花卉苗圃用地及保育用地。 

管理服務用地 
(0.0013公頃) 

保留用地 
(0.0013公頃) 

5 

計畫區西

南側停車

場及污水

處理設施 

污水處理用地 
(0.0528公頃) 

露營活動用地 
(0.0528公頃) 

考量原計畫之污水處理用地

屬未選定性質、實設位置亦與

污水處理用地有異，且污水處

理設施係供露營活動用地使

用、屬露營活動用地所需之衛

生設施，應納入露營活動用地

整體規劃考量，其他土地使用

分區內建築物則另依相關規

定設置污水處理設施，不影響

計畫全區之污水處理，故取消

污水處理用地劃設，變更為露

營活動用地。 

6 
計畫區東

南側 
花卉公園用地 
(4.2044公頃) 

花卉苗圃用地 
(4.2044公頃) 

考量原花卉苗圃用地現況係

作為苗圃使用，且分別為國家

公園管理處及臺北市政府產

業發展局育苗使用，基於使用

性質屬有限度開放區域，且配

合本計畫區定位、苗圃與保育

之功能，變更花卉公園用地為

花卉苗圃用地，以利未來育苗

並結合環境教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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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遊六)細部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續2)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變更後計畫 

7 
計 畫 區

東北側 
原野植物用地 
(3.7750公頃) 

自然景觀 
遊憩用地 

(3.7750公頃) 

配合陽明山國家公園各

遊憩區細部計畫同類型

土地使用分區名稱統

一，調整原野植物用地為

自然景觀遊憩用地。 

8 
計 畫 區

北 側 及

西側 

保留用地 
(8.2939公頃) 

保育用地 
(8.2839公頃) 

1. 配合陽明山國家公園

各遊憩區細部計畫同

類型土地使用分區名

稱統一，調整保留用地

為保育用地。 
2. 原保留用地西側及北

側範圍現行細部計畫

與 主 要 計 畫 樁 位 不

符，且地籍業依主要計

畫樁位分割，且調整後

不影響遊憩區功能，符

合計畫範圍檢討原則

變 更 依 據 參 考 次 序

(3)，故本計畫區北側除

依下列第 3 點所述以

外，依主要計畫 S364、
S471、S363及 S470等
樁號樁位重新展繪分

區範圍，將部分保留用

地劃出細部計畫範圍

外核心特別景觀區、部

分核心特別景觀區劃

入細部計畫範圍之保

育用地。 
3.原計畫區西側及北側

邊界之私有及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所

管理之土地，考量土地

管理者之土地利用目

標及遊憩區發展定位

功能尚具差異，且劃出 

保留用地 
(0.4648公頃) 

計畫範圍外 
核心特別景觀區 

(0.0259公頃) 

計畫範圍外 
核心特別景觀區 

(0.0017公頃) 

計畫範圍外 
核心特別景觀區 

(0.4372公頃) 

保留用地 
(0.2785公頃) 

計畫範圍外 
第三種一般管制區 

(0.1116公頃) 

計畫範圍外 
第三種一般管制區 

(0.1669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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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遊六)細部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續3)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變更後計畫 

8 
計 畫 區

北 側 及

西側 

計畫範圍外 
核心特別景觀區 

(0.0070公頃) 

保育用地 
(0.0070公頃) 

後不影響本計畫區之

整體功能，故以力行段

139-3 地號西側、北側

為界，將部分保留用地

劃出細部計畫範圍外

之 第 三 種 一 般 管 制

區、核心特別景觀區，

部分細部計畫範圍外

第三種一般管制區劃

入細部計畫範圍之保

育用地。 
4.涉及細部計畫範圍變

更者，應於主要計畫下

次通盤檢討時，併同辦

理變更。 

計畫範圍外 
第三種一般管制區 

(0.0014公頃) 

保育用地 
(0.0014公頃) 

9 
計 畫 區

西南側 
露營活動用地 
(0.0050公頃) 

計畫範圍外 
第三種一般管制區 

(0.0050公頃) 

1.原露營活動用地西北

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之土地，考量土

地管理者之土地利用

目標及遊憩區發展定

位功能尚具差異，且劃

出後不影響本計畫區

之整體功能，故以力行

段2小段139-46地號西

側為界，將部分露營活

動用地劃出細部計畫

範圍外之第三種一般

管制區。 
2.涉及細部計畫範圍變

更者，應於主要計畫下

次通盤檢討時，併同辦

理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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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遊六)細部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續4)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變更後計畫 

10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用 途 管

制 及 建

築 管 制

辦法 

土地使用分區 
及建築管制辦法 
詳表 14「原計畫 
條文」欄所列 

保護利用 
管制原則 

詳表 14「新計畫 
條文」欄所列 

依主要計畫名稱及保護利用

管制規定內容，考量土地使用

分區規劃、現況及未來使用，

調整細部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內容，並變更原「土地使用分

區及建築使用管制辦法」名稱

為「保護利用管制原則」。 

11 
經 營 及

財 務 計

畫 

經營及財務計畫 
詳表 15「原計畫 
條文」欄所列 

經營管理計畫 
詳表 15「新計畫 
條文」欄所列 

依主要計畫內容調整章節名

稱，並依照土地使用計畫內容

調整經營管理計畫。 

表13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遊六)現行計畫面積與航測地形圖面積差異明細表 

分區別 計畫面積(公頃) 航測面積(公頃) 差異(公頃) 
管理服務用地 - 1.1038 - 
露營活動用地 - 6.5406 - 
花卉公園用地 - 4.2044 - 
原野植物用地 - 3.7750 - 
保留用地 - 9.0372 - 
污水處理用地 0.0180 0.0528 +0.0348 
計畫區面積 25.0000 24.7138 -0.2862 
備註： 
1.現行計畫除污水處理用地外，未載其餘各土地使用分區計畫面積。 
2.表列面積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五位四捨五入。 

表14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土地使用分區及建築管制辦法變更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計畫條文 新計畫條文 條文變更說明 
(無) 本本本本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及建物管制依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及建物管制依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及建物管制依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及建物管制依

「「「「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管制原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管制原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管制原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管制原

則則則則」」」」及本細部計畫保護利用管制原及本細部計畫保護利用管制原及本細部計畫保護利用管制原及本細部計畫保護利用管制原

則之規定則之規定則之規定則之規定。。。。若涉及其他相關法規規若涉及其他相關法規規若涉及其他相關法規規若涉及其他相關法規規

定時定時定時定時，，，，依行為適用之相關法規規定依行為適用之相關法規規定依行為適用之相關法規規定依行為適用之相關法規規定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增列本計畫區之土地

使用、建築管制之管

制依據，並敘明本計

畫區內各類利用行為

如涉其他目的事業相

關法規規定，仍須符

合行為適用之相關法

規。 
(無) (一一一一)土地使用分區用途管制辦法土地使用分區用途管制辦法土地使用分區用途管制辦法土地使用分區用途管制辦法 

1.管理服務用地管理服務用地管理服務用地管理服務用地 
設置研究與環境教育展示中心設置研究與環境教育展示中心設置研究與環境教育展示中心設置研究與環境教育展示中心，，，，

為國家公園為國家公園為國家公園為國家公園行政辦公行政辦公行政辦公行政辦公、、、、動植動植動植動植物標物標物標物標

本本本本展示展示展示展示、、、、研究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教育、、、、辦理研討辦理研討辦理研討辦理研討與與與與 

1.增列本節。 
2.依各土地使用分區

規劃意涵，增列各

土地使用分區使用

規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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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土地使用分區及建築管制辦法變更前後條文對照表(續1) 

原計畫條文 新計畫條文 條文變更說明 
 會議之使用會議之使用會議之使用會議之使用，，，，提供提供提供提供國家公園管理國家公園管理國家公園管理國家公園管理

機關機關機關機關、、、、研習訓練研習訓練研習訓練研習訓練與會議展覽與會議展覽與會議展覽與會議展覽、、、、管管管管

理服務理服務理服務理服務、、、、停車停車停車停車場場場場、、、、觀景眺望設施觀景眺望設施觀景眺望設施觀景眺望設施、、、、

步道步道步道步道、、、、解說設施解說設施解說設施解說設施、、、、安全及保護設安全及保護設安全及保護設安全及保護設

施等相關設施施等相關設施施等相關設施施等相關設施。。。。 
2.露營活動用地露營活動用地露營活動用地露營活動用地 
本區為提供生態觀察之環境教育本區為提供生態觀察之環境教育本區為提供生態觀察之環境教育本區為提供生態觀察之環境教育

活動所需生態棲地重建活動所需生態棲地重建活動所需生態棲地重建活動所需生態棲地重建、、、、觀察體觀察體觀察體觀察體

驗設施驗設施驗設施驗設施、、、、露宿營露宿營露宿營露宿營、、、、餐飲與服務性餐飲與服務性餐飲與服務性餐飲與服務性

設施之使用設施之使用設施之使用設施之使用，，，，提供農產品展售設提供農產品展售設提供農產品展售設提供農產品展售設

施施施施、、、、管理服務設施管理服務設施管理服務設施管理服務設施、、、、餐飲設施餐飲設施餐飲設施餐飲設施、、、、

商店設施商店設施商店設施商店設施、、、、停車場停車場停車場停車場、、、、衛生設施衛生設施衛生設施衛生設施、、、、

溫泉遊憩設施溫泉遊憩設施溫泉遊憩設施溫泉遊憩設施、、、、觀景眺望設施觀景眺望設施觀景眺望設施觀景眺望設施、、、、 
步道步道步道步道、、、、解說設施解說設施解說設施解說設施、、、、宿宿宿宿(露露露露)營設施營設施營設施營設施、、、、

安全及保護設施等相關設施安全及保護設施等相關設施安全及保護設施等相關設施安全及保護設施等相關設施。。。。 
3.花卉苗圃用地花卉苗圃用地花卉苗圃用地花卉苗圃用地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作為作為作為作為培育培育培育培育植栽及相關環境教植栽及相關環境教植栽及相關環境教植栽及相關環境教

育之用育之用育之用育之用，，，，提供提供提供提供研習訓練研習訓練研習訓練研習訓練、、、、管理服管理服管理服管理服

務務務務、、、、觀景眺望設施觀景眺望設施觀景眺望設施觀景眺望設施、、、、步道步道步道步道、、、、解說解說解說解說

設施設施設施設施、、、、安全及保護設施等相關設安全及保護設施等相關設安全及保護設施等相關設安全及保護設施等相關設

施施施施。。。。得以得以得以得以西緣西緣西緣西緣現有現有現有現有步道串接步道串接步道串接步道串接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服務用地服務用地服務用地服務用地與露營與露營與露營與露營活動用地活動用地活動用地活動用地，，，，作為作為作為作為

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區內重要人行動線區內重要人行動線區內重要人行動線區內重要人行動線。。。。 
4.自然景觀遊憩用地自然景觀遊憩用地自然景觀遊憩用地自然景觀遊憩用地 
主要作為戶外植物研究及復育主要作為戶外植物研究及復育主要作為戶外植物研究及復育主要作為戶外植物研究及復育，，，，

營造成為本計畫區戶外環境教育營造成為本計畫區戶外環境教育營造成為本計畫區戶外環境教育營造成為本計畫區戶外環境教育

腹地之使用腹地之使用腹地之使用腹地之使用，，，，提供觀景眺望設提供觀景眺望設提供觀景眺望設提供觀景眺望設

施施施施、、、、步道步道步道步道、、、、解說設施解說設施解說設施解說設施、、、、安全及保安全及保安全及保安全及保

護設施等相關設施護設施等相關設施護設施等相關設施護設施等相關設施。。。。 
5.保育用地保育用地保育用地保育用地 

以維護本計畫區內現有生物以維護本計畫區內現有生物以維護本計畫區內現有生物以維護本計畫區內現有生物

庇護場域完整庇護場域完整庇護場域完整庇護場域完整，，，，提供環境保全提供環境保全提供環境保全提供環境保全、、、、

研研研研究監測使用究監測使用究監測使用究監測使用，，，，保存既有地形保存既有地形保存既有地形保存既有地形、、、、

地質及動植物生態景觀等資源地質及動植物生態景觀等資源地質及動植物生態景觀等資源地質及動植物生態景觀等資源、、、、

迴迴迴迴避地質相對敏感及災害潛勢地避地質相對敏感及災害潛勢地避地質相對敏感及災害潛勢地避地質相對敏感及災害潛勢地

區而劃設區而劃設區而劃設區而劃設，，，，須嚴格執行自然資源須嚴格執行自然資源須嚴格執行自然資源須嚴格執行自然資源

之保育之保育之保育之保育，，，，禁止興建建築物及破壞禁止興建建築物及破壞禁止興建建築物及破壞禁止興建建築物及破壞

地景之人工開發行為地景之人工開發行為地景之人工開發行為地景之人工開發行為；；；；另在安全另在安全另在安全另在安全

與維護原有地景風貌前提下與維護原有地景風貌前提下與維護原有地景風貌前提下與維護原有地景風貌前提下，，，，經經經經

國家公園主管機關許可國家公園主管機關許可國家公園主管機關許可國家公園主管機關許可者者者者，，，，得設得設得設得設

置最小面積之步道置最小面積之步道置最小面積之步道置最小面積之步道、、、、解說設施解說設施解說設施解說設施、、、、

安全及保護設施等相關服務設安全及保護設施等相關服務設安全及保護設施等相關服務設安全及保護設施等相關服務設

施施施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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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土地使用分區及建築管制辦法變更前後條文對照表(續2) 

原計畫條文 新計畫條文 條文變更說明 
表表表表 4-2    土地使用分區及建築管制土地使用分區及建築管制土地使用分區及建築管制土地使用分區及建築管制

辦法辦法辦法辦法 

土地土地土地土地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類別類別類別類別 
容容容容許使用項目 

建蔽建蔽建蔽建蔽

率率率率
(%) 

高度高度高度高度
(M) 

原野原野原野原野

植物植物植物植物

用地 

1.步道   

2.溝渠溝渠溝渠溝渠、、、、配水設備配水設備配水設備配水設備 ──── ──── 

3.眺望設施   

管理

服務

用地 

1.國家公園管理

機關及其附屬及其附屬及其附屬及其附屬

設施設施設施設施 

30 7.0 

2.植物展示設施植物展示設施植物展示設施植物展示設施 30 7.0 

3.停車場及其附及其附及其附及其附

屬設施屬設施屬設施屬設施 
3 7.0 

4.溝渠溝渠溝渠溝渠 ──── ──── 

花卉

公園公園公園公園

用地 

1.園景綠地亭台園景綠地亭台園景綠地亭台園景綠地亭台

樓閣樓閣樓閣樓閣 
──── 7.0 

2.廁所廁所廁所廁所 ──── 7.0 

3.步道 ──── ──── 

4.公用事業設施公用事業設施公用事業設施公用事業設施 ──── ──── 

保留留留留

用地 
不予開發不予開發不予開發不予開發 ──── ──── 

露營

活動

用地 

1.辦公室及其附辦公室及其附辦公室及其附辦公室及其附

屬設施屬設施屬設施屬設施 
30 7.0 

2.小木屋小木屋小木屋小木屋 30 7.0 

3.露營帳位露營帳位露營帳位露營帳位 ──── ──── 

4.球場球場球場球場、、、、集合場及集合場及集合場及集合場及

兒童遊戲設施兒童遊戲設施兒童遊戲設施兒童遊戲設施 
──── ──── 

5.廁所廁所廁所廁所、、、、盥洗台盥洗台盥洗台盥洗台 ──── 7.0 

6.步道 ──── ──── 

污水污水污水污水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用地用地用地用地 

1.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廠 ──── ──── 

2.停車場及其附停車場及其附停車場及其附停車場及其附

屬設施屬設施屬設施屬設施 
3 7.0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各土地使用菁山露營場遊憩區各土地使用菁山露營場遊憩區各土地使用菁山露營場遊憩區各土地使用分區分區分區分區

允允允允許使用項目許使用項目許使用項目許使用項目表表表表 

分區分區分區分區

別別別別 
允允允允許使用項目 

管理

服務

用地 

1.第四組第四組第四組第四組：：：：文教設施之研習文教設施之研習文教設施之研習文教設施之研習

訓練場所訓練場所訓練場所訓練場所、、、、會議展覽場所會議展覽場所會議展覽場所會議展覽場所。。。。 
2.第七組第七組第七組第七組：：：：行政設施之行政設施之行政設施之行政設施之國家

公園管理機關。。。。 
3.第十五組第十五組第十五組第十五組：：：：遊憩及服務設遊憩及服務設遊憩及服務設遊憩及服務設

施之施之施之施之管理服務設施管理服務設施管理服務設施管理服務設施、、、、停車

場、、、、觀景眺望設施觀景眺望設施觀景眺望設施觀景眺望設施、、、、步道步道步道步道、、、、

解說設施解說設施解說設施解說設施。。。。 
4.第十八組第十八組第十八組第十八組：：：：安全及保護設安全及保護設安全及保護設安全及保護設

施施施施。。。。 

露營

活動

用地 

1.第九組第九組第九組第九組：：：：農產品展售設施農產品展售設施農產品展售設施農產品展售設施。。。。 
2.第十五組第十五組第十五組第十五組：：：：遊憩及服務設遊憩及服務設遊憩及服務設遊憩及服務設

施施施施之管理服務設施之管理服務設施之管理服務設施之管理服務設施、、、、餐飲餐飲餐飲餐飲

設施設施設施設施、、、、商店設施商店設施商店設施商店設施、、、、停車場停車場停車場停車場、、、、

衛生設施衛生設施衛生設施衛生設施、、、、溫泉遊憩設溫泉遊憩設溫泉遊憩設溫泉遊憩設

施施施施、、、、觀景眺望設施觀景眺望設施觀景眺望設施觀景眺望設施、、、、步道、、、、

解說設施解說設施解說設施解說設施。。。。 
3.第十六組第十六組第十六組第十六組：：：：住宿設施之住宿設施之住宿設施之住宿設施之宿宿宿宿

(露露露露)營設施營設施營設施營設施。。。。 
4.第十八組第十八組第十八組第十八組：：：：安全及保護設安全及保護設安全及保護設安全及保護設

施施施施。。。。 

花卉

苗圃苗圃苗圃苗圃

用地 

1.第四組第四組第四組第四組：：：：文教設施之研習文教設施之研習文教設施之研習文教設施之研習

訓練場所訓練場所訓練場所訓練場所。。。。 
2.第十五組第十五組第十五組第十五組：：：：遊憩及服務設遊憩及服務設遊憩及服務設遊憩及服務設

施之施之施之施之管理服務設施管理服務設施管理服務設施管理服務設施、、、、觀景觀景觀景觀景

眺望設施眺望設施眺望設施眺望設施、、、、步道、、、、解說設解說設解說設解說設

施施施施。。。。 
3.第十八組第十八組第十八組第十八組：：：：安全及保護設安全及保護設安全及保護設安全及保護設

施施施施。。。。 

自然自然自然自然

景觀景觀景觀景觀

遊憩遊憩遊憩遊憩

用地 

1.第十五組第十五組第十五組第十五組：：：：遊憩及服務設遊憩及服務設遊憩及服務設遊憩及服務設

施之觀景施之觀景施之觀景施之觀景眺望設施、、、、步

道、、、、解說設施解說設施解說設施解說設施。。。。 
2.第十八組第十八組第十八組第十八組：：：：安全及保護設安全及保護設安全及保護設安全及保護設

施施施施。。。。 

保育育育育

用地 
1.第十五組第十五組第十五組第十五組：：：：遊憩及服務設遊憩及服務設遊憩及服務設遊憩及服務設

施之步道施之步道施之步道施之步道、、、、解說設施解說設施解說設施解說設施。。。。 
2.第十八組第十八組第十八組第十八組：：：：安全及保護設安全及保護設安全及保護設安全及保護設

施施施施。。。。 
 

1.依據主要計畫保護

利用管制原則之允

許使用項目、整體

發展定位及各土地

使用分區分區功

能、未來使用需

求，調整各土地使

用分區允許使用內

容並說明如下： 
(1)依據主要計畫、

相關法令規定，

調整允許使用內

容之名稱，包含

「國家公園管理

機關及附屬設

施」修正為「國

家公園管理機

關」；「植物展

示設施」修正為

「解說設施」；

「停車場及其附

屬設施」修正為

「停車場」；「園

景綠地亭台樓

閣」、「眺望設

施」修正為「觀

景眺望設施」；

「廁所、盥洗

台」、「污水處

理廠」修正為「衛

生設施」；「辦

公室及其附屬設

施」修正為「管

理服務設施」；

「小木屋」、「露

營帳位」修正為

「宿 ( 露 ) 營設

施」。 
(2)配合本計畫區全

區之環境教育發

展定位與安全考

量，各類土地使

用分區皆允許設

置步道、解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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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土地使用分區及建築管制辦法變更前後條文對照表(續3) 

原計畫條文 新計畫條文 條文變更說明 
  施、安全及保護

設施。 
(3)保育用地依規劃

意涵係以保育為

主、研究與生態

觀察為輔之發展

定位，僅得為最

低限度之使用，

不允許設置供遊

客觀纜景緻之觀

景眺望設施，故

本計畫區內除保

育用地外，其餘

分區皆允許設置

觀景眺望設施。 
(4)因應環境教育發

展所需，於管理

服務用地新增研

習訓練場所及會

議展覽場所、花

卉苗圃用地新增

研習訓練場所；

因應環境教育推

動之管理服務需

要，於管理服務

用地、花卉苗圃

用地新增管理服

務設施。 
(5)配合主要計畫允

許使用項目之指

導，以及符合規

劃意涵之經營管

理、服務遊客所

需，露營活動用

地新增農產品展

售設施、餐飲設

施、商店設施、

停車場、溫泉遊

憩設施。 
(6)刪除各分區之遊

憩相關設施、公

共、公用設施及

設備等無需另行

規定之附屬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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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土地使用分區及建築管制辦法變更前後條文對照表(續4) 

原計畫條文 新計畫條文 條文變更說明 

  項目，包含：溝

渠、配水設備、

公共事業設施、

球場、集合場及

兒童遊戲設施、

廁所。 
(7)配合污水處理用

地變更為露營活

動用地，刪除原

污水處理用地之

相關規定，將污

水處理設施納入

衛生設施。 
2.考量遊憩區係採整

理規劃，且建蔽率

及建築物高度已有

粗建蔽率、淨建蔽

率及簷高、樓層數

等嚴格規範，為使

建築物利用規劃教

育規劃彈性，故將

個別土地使用分區

之建蔽率及高度規

範內容刪除。 
七七七七、、、、土地使用分區及及及及建築管制辦法 (二二二二)土地使用分區建築管制辦法 調整項次編號與名

稱。 
(四四四四)建築管理規管理規管理規管理規則：：：： 

依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之依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之依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之依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之規定： 
1.建築容積管制原容積管制原容積管制原容積管制原則 

建築容積建築容積建築容積建築容積管制管制管制管制依下列依下列依下列依下列規定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1.調整項次編號與名

稱。 
2.本條文係屬建築管

制規定，故調整原

條文說明。 
遊憩遊憩遊憩遊憩區之粗建蔽率≦5% 
建築建築建築建築用地之淨建蔽率≦30% 
建築物高度限制高度限制高度限制高度限制≦7.0M 

(1)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區之粗建蔽率≦5%，，，，且各且各且各且各

類類類類用地之淨建蔽率≦30%。。。。 
(2)建築物樓層樓層樓層樓層數數數數≦≦≦≦2層樓層樓層樓層樓。。。。 
(3)建築物簷高建築物簷高建築物簷高建築物簷高≦7公尺公尺公尺公尺。。。。 
(4)地下層開挖範圍不得大於建築地下層開挖範圍不得大於建築地下層開挖範圍不得大於建築地下層開挖範圍不得大於建築

物投影面積物投影面積物投影面積物投影面積，，，，其深度以其深度以其深度以其深度以1層樓層樓層樓層樓

或或或或≦≦≦≦4公尺為限公尺為限公尺為限公尺為限。。。。 
(5) 溫泉遊憩設施總建築面積溫泉遊憩設施總建築面積溫泉遊憩設施總建築面積溫泉遊憩設施總建築面積

≦≦≦≦330平方公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 

1.調整項次編號並新

增條文。 
2.將建蔽率規定合併

為一項。 
3.依據主要計畫保護

利用管制原則之開

發強度規定，將建

築物高度限制及地

下層開挖規定分為

樓層數、簷高及地

下層開挖等3項規

定。 
4.依內政部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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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土地使用分區及建築管制辦法變更前後條文對照表(續5) 

原計畫條文 新計畫條文 條文變更說明 
  計畫委員會第71次

會議決議之內容，

訂定溫泉遊憩設施

建築面積限制。 
(無) (6)申請開發時申請開發時申請開發時申請開發時，，，，位於經依地質法位於經依地質法位於經依地質法位於經依地質法

及相關法令公告具潛在地質及相關法令公告具潛在地質及相關法令公告具潛在地質及相關法令公告具潛在地質

災害危險者災害危險者災害危險者災害危險者、、、、坵塊圖上之平均坵塊圖上之平均坵塊圖上之平均坵塊圖上之平均

坡度坡度坡度坡度40%以上之地區為不可以上之地區為不可以上之地區為不可以上之地區為不可

開發區開發區開發區開發區；；；；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

30%以上未達以上未達以上未達以上未達40%之地區之地區之地區之地區，，，，以以以以

作為開放性公共設施或必要作為開放性公共設施或必要作為開放性公共設施或必要作為開放性公共設施或必要

性服務設施使用為限性服務設施使用為限性服務設施使用為限性服務設施使用為限，，，，不得作不得作不得作不得作

為建築基地為建築基地為建築基地為建築基地(含法定空地含法定空地含法定空地含法定空地)；；；；平平平平

均坡度未達均坡度未達均坡度未達均坡度未達30%之地區始得之地區始得之地區始得之地區始得

作為建築基地作為建築基地作為建築基地作為建築基地(含法定空地含法定空地含法定空地含法定空地)使使使使
用用用用。。。。並應同時以坵塊圖檢討並應同時以坵塊圖檢討並應同時以坵塊圖檢討並應同時以坵塊圖檢討

25%＜＜＜＜S≦≦≦≦30%之區域之區域之區域之區域，，，，以作以作以作以作

為開發審議時為開發審議時為開發審議時為開發審議時，，，，是否因地質環是否因地質環是否因地質環是否因地質環

境特殊而作為建築緩衝隔離境特殊而作為建築緩衝隔離境特殊而作為建築緩衝隔離境特殊而作為建築緩衝隔離

帶之參考帶之參考帶之參考帶之參考。。。。 
(7)前述平均坡度大於前述平均坡度大於前述平均坡度大於前述平均坡度大於25%且未超且未超且未超且未超

過過過過30%之區域之區域之區域之區域，，，，如有不確定之如有不確定之如有不確定之如有不確定之

地質危險地質危險地質危險地質危險，，，，審議時得依相關法審議時得依相關法審議時得依相關法審議時得依相關法

令規定斟酌令規定斟酌令規定斟酌令規定斟酌，，，，平均坡度達一定平均坡度達一定平均坡度達一定平均坡度達一定

百分比以上地區百分比以上地區百分比以上地區百分比以上地區，，，，僅作開放性僅作開放性僅作開放性僅作開放性

之公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設之公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設之公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設之公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設

施使用施使用施使用施使用，，，，且不得作為建築基地且不得作為建築基地且不得作為建築基地且不得作為建築基地

(含法定空地含法定空地含法定空地含法定空地)計算範圍計算範圍計算範圍計算範圍。。。。 

1.新增條文。 
2.增訂未來開發應進

行坡度分析及開發

限制。 
3.依據主要計畫保護

利用管制原則遊憩

區及參考馬槽遊憩

區細部計畫之不可

開發區域規定，明

確納入細部計畫規

範。 

(無) (8)計畫區以不新增建築計畫區以不新增建築計畫區以不新增建築計畫區以不新增建築物物物物為為為為原原原原

則則則則。。。。但為環境教育發展所需但為環境教育發展所需但為環境教育發展所需但為環境教育發展所需，，，，

以既有建築物修建以既有建築物修建以既有建築物修建以既有建築物修建、、、、改建或拆改建或拆改建或拆改建或拆

除後新建為優先除後新建為優先除後新建為優先除後新建為優先，，，，必要時得新必要時得新必要時得新必要時得新

增設施增設施增設施增設施。。。。除前述者外除前述者外除前述者外除前述者外，，，，計畫區計畫區計畫區計畫區

內不得有改變地形內不得有改變地形內不得有改變地形內不得有改變地形、、、、地貌之行地貌之行地貌之行地貌之行

為為為為，，，，如有景觀不良區域應予恢如有景觀不良區域應予恢如有景觀不良區域應予恢如有景觀不良區域應予恢

復或改善復或改善復或改善復或改善。。。。 

1.新增條文。 
2.考量本計畫區大部

分屬已開發性質，

且為維持本計畫區

之環境教育資源，

本計畫區內設施已

現有規模為原則，

故增訂本計畫區建

築規範、必要設施

新設規定與不得有

地形地貌變動之限

制。 
3.考量本計畫區現況

部分因建築物拆除

造成景觀不良等遭

破壞地形地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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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土地使用分區及建築管制辦法變更前後條文對照表(續6) 

原計畫條文 新計畫條文 條文變更說明 
  域，應以調合景觀、

生態池、溫泉廢水降

溫池及生態棲地等

營造方式改善或以

回復遭破壞前之原

地形地貌為原則。 
(無) (9)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區內之建築工程區內之建築工程區內之建築工程區內之建築工程、、、、環境整環境整環境整環境整

建工程建工程建工程建工程、、、、或其他工程申請許可或其他工程申請許可或其他工程申請許可或其他工程申請許可

時時時時，，，，除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除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除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除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外外外外，，，，並應檢附地質鑽探及工程並應檢附地質鑽探及工程並應檢附地質鑽探及工程並應檢附地質鑽探及工程

環境分析安全之確認報告環境分析安全之確認報告環境分析安全之確認報告環境分析安全之確認報告。。。。 

1.新增條文。 
2.補充說明本計畫區內

各類建築工程之地

質安全檢討規範。 

(無) (10)為維繫計畫區低密度與環境為維繫計畫區低密度與環境為維繫計畫區低密度與環境為維繫計畫區低密度與環境

調和配置之整體風貌調和配置之整體風貌調和配置之整體風貌調和配置之整體風貌，，，，不適不適不適不適

用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用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用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用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

管制原則第管制原則第管制原則第管制原則第17點第點第點第點第(二二二二)款款款款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第第第第1點點點點有關樓層高度或簷有關樓層高度或簷有關樓層高度或簷有關樓層高度或簷

高高高高個案審查個案審查個案審查個案審查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 

1.新增條文。 
2.為本計畫區既有風貌

之維繫，排除主要計

畫保護利用管制原

則有關樓層高度或

簷高個案審查之規

定。 
(一一一一)建築建築建築建築式樣及造型：：：： 

為求與自然環境相契合，創造和

諧的景觀意象，本計畫區以採低

密度及分散之傳統建築簇群為

主要配置原則，並順應地形配合並順應地形配合並順應地形配合並順應地形配合

以斜屋頂之造型以斜屋頂之造型以斜屋頂之造型以斜屋頂之造型。。。。 

2.樣式及造型 
(1)為求與自然環境相契合，創造

和諧的景觀意象，本計畫區以

採低密度及分散之傳統建築

簇群為主要配置原則。 
(2)建物之造型建物之造型建物之造型建物之造型、、、、材質材質材質材質、、、、色彩色彩色彩色彩，，，，應應應應

依依依依「「「「國家公園建築物設計規國家公園建築物設計規國家公園建築物設計規國家公園建築物設計規

範範範範」」」」及相關規定辦理及相關規定辦理及相關規定辦理及相關規定辦理。。。。 

1.調整項次並修正條文

說明內容。 
2.維持原配置原則之說

明內容；另依據主要

計畫保護利用管制

原則之規定增訂建

築設計規範，並刪除

原建築造型規定。 
(二二二二)建築構造及材料：：：： 

因本本本本計畫區氣候濕冷多雨氣候濕冷多雨氣候濕冷多雨氣候濕冷多雨，構造

物須慎選能須慎選能須慎選能須慎選能防潮防腐防腐防腐防腐之材料，，，，且且且且

為配合本本本本區景觀特質，裝修用料裝修用料裝修用料裝修用料

應以以以以當地出產之之之之自然素材為優素材為優素材為優素材為優

先考慮先考慮先考慮先考慮。 

3.建築構造及材料 
(1)因計畫區空氣相對濕度甚高空氣相對濕度甚高空氣相對濕度甚高空氣相對濕度甚高，

故故故故構造物之材料應特別注意之材料應特別注意之材料應特別注意之材料應特別注意

採用採用採用採用防潮、、、、抗腐蝕抗腐蝕抗腐蝕抗腐蝕之材料。。。。 
(2)為配合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區景觀特質、、、、彰顯彰顯彰顯彰顯

地方風貌地方風貌地方風貌地方風貌，應優先採用優先採用優先採用優先採用與與與與當地

出產自然相容之材料風貌相容之材料風貌相容之材料風貌相容之材料風貌作作作作

為裝修材料為裝修材料為裝修材料為裝修材料。。。。 
(3)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區區區區內內內內步道步道步道步道、、、、停車場及道路停車場及道路停車場及道路停車場及道路

應調整以自然材料或高透水應調整以自然材料或高透水應調整以自然材料或高透水應調整以自然材料或高透水

之材質鋪設之材質鋪設之材質鋪設之材質鋪設。。。。 

1.調整項次並修正條文

說明內容。 
2.本計畫區多屬保安林

範圍且配合環境教

育發展主題，增訂道

路鋪面材料規範。 

(三三三三)建物色彩：：：： 
本計畫區之建物色彩本計畫區之建物色彩本計畫區之建物色彩本計畫區之建物色彩以配合自

然景觀環境之調和色系和色系和色系和色系為主，避

免使用高彩度及高亮度之色

彩，，，，以免造成突兀與不協調感以免造成突兀與不協調感以免造成突兀與不協調感以免造成突兀與不協調感。 

4.建物色彩 
以配合自然景觀環境之調合合合合色色色色為

主，使整體環境更為諧和使整體環境更為諧和使整體環境更為諧和使整體環境更為諧和，，，，並並並並避

免用高彩度及高亮度之色彩。 

調整項次並修正條文

說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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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經營及財務計畫變更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計畫條文 新計畫條文 條文變更說明 
壹壹壹壹、經營管理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本計畫區依國家公園設置依國家公園設置依國家公園設置依國家公園設置

之目標之目標之目標之目標，，，，描繪資源保護利用之藍描繪資源保護利用之藍描繪資源保護利用之藍描繪資源保護利用之藍

圖圖圖圖，，，，並據此擬定資源並據此擬定資源並據此擬定資源並據此擬定資源保護管制計保護管制計保護管制計保護管制計

畫畫畫畫，，，，但因現階段無法制定詳細但因現階段無法制定詳細但因現階段無法制定詳細但因現階段無法制定詳細、、、、

具體的經營管理計畫具體的經營管理計畫具體的經營管理計畫具體的經營管理計畫，，，，故僅揭示故僅揭示故僅揭示故僅揭示

管理服務用地與露營活動用地管理服務用地與露營活動用地管理服務用地與露營活動用地管理服務用地與露營活動用地

之經營管理原則之經營管理原則之經營管理原則之經營管理原則，，，，致其詳細的經致其詳細的經致其詳細的經致其詳細的經

營管理計畫則俟將來有實際需營管理計畫則俟將來有實際需營管理計畫則俟將來有實際需營管理計畫則俟將來有實際需

要時要時要時要時另行訂定。 

一一一一、經營管理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本計畫區之投資經營管理方之投資經營管理方之投資經營管理方之投資經營管理方

式式式式，，，，除依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之除依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之除依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之除依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之

「「「「經營管理計畫經營管理計畫經營管理計畫經營管理計畫」，」，」，」，有關國家公有關國家公有關國家公有關國家公

園事業投資經營管理方式規定園事業投資經營管理方式規定園事業投資經營管理方式規定園事業投資經營管理方式規定

外外外外，，，，並配合並配合並配合並配合本本本本計畫區之特性及視計畫區之特性及視計畫區之特性及視計畫區之特性及視

其將來實際需要以予補充或其將來實際需要以予補充或其將來實際需要以予補充或其將來實際需要以予補充或另行

訂定之之之之。 
(一一一一)在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監督下在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監督下在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監督下在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監督下，，，，

由國家公園管理處投資經營由國家公園管理處投資經營由國家公園管理處投資經營由國家公園管理處投資經營

或再委外或再委外或再委外或再委外 
在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監督在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監督在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監督在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監督

下下下下，，，，由國家公園管理處投資經由國家公園管理處投資經由國家公園管理處投資經由國家公園管理處投資經

營者營者營者營者，，，，其性質應優先其性質應優先其性質應優先其性質應優先(但不限但不限但不限但不限

於於於於)以以以以資源保護資源保護資源保護資源保護、、、、解說服務解說服務解說服務解說服務、、、、教教教教

育研究及其他非屬營利性而育研究及其他非屬營利性而育研究及其他非屬營利性而育研究及其他非屬營利性而

宜由學有專長之國家公園人宜由學有專長之國家公園人宜由學有專長之國家公園人宜由學有專長之國家公園人

員辦理之設施及其事業為員辦理之設施及其事業為員辦理之設施及其事業為員辦理之設施及其事業為

主主主主，，，，例如生態保護區與特別景例如生態保護區與特別景例如生態保護區與特別景例如生態保護區與特別景

觀區之保護設施觀區之保護設施觀區之保護設施觀區之保護設施、、、、復舊整建設復舊整建設復舊整建設復舊整建設

施施施施、、、、教育研究設施教育研究設施教育研究設施教育研究設施，，，，以及遊客以及遊客以及遊客以及遊客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解說設施及部分有關之解說設施及部分有關之解說設施及部分有關之解說設施及部分有關之

交通設施交通設施交通設施交通設施、、、、公共設施等公共設施等公共設施等公共設施等。。。。並得並得並得並得

依相關法令與程序再委託地依相關法令與程序再委託地依相關法令與程序再委託地依相關法令與程序再委託地

方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或公方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或公方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或公方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或公

私團體經營私團體經營私團體經營私團體經營、、、、管理管理管理管理、、、、維護維護維護維護。。。。 
(二二二二)由地方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或由地方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或由地方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或由地方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或

公私團體投資經營公私團體投資經營公私團體投資經營公私團體投資經營 
由地方政府或公營事業機由地方政府或公營事業機由地方政府或公營事業機由地方政府或公營事業機

構或公私團體經國家公園主構或公私團體經國家公園主構或公私團體經國家公園主構或公私團體經國家公園主

管機關核准管機關核准管機關核准管機關核准、、、、在國家公園管理在國家公園管理在國家公園管理在國家公園管理

處監督下投資經營者處監督下投資經營者處監督下投資經營者處監督下投資經營者，，，，其性質其性質其性質其性質

應以應以應以應以「「「「運用國家公園自然生態運用國家公園自然生態運用國家公園自然生態運用國家公園自然生態

人文資源人文資源人文資源人文資源、、、、達成自然人文環境達成自然人文環境達成自然人文環境達成自然人文環境

教育為目的教育為目的教育為目的教育為目的」」」」之休之休之休之休閒遊憩閒遊憩閒遊憩閒遊憩、、、、交交交交

通運輸通運輸通運輸通運輸、、、、餐飲膳宿及其他設施餐飲膳宿及其他設施餐飲膳宿及其他設施餐飲膳宿及其他設施

及其事業為主及其事業為主及其事業為主及其事業為主(經專案申請核經專案申請核經專案申請核經專案申請核

准准准准，，，，得不在此限得不在此限得不在此限得不在此限)，，，，例如遊憩區例如遊憩區例如遊憩區例如遊憩區

之環境體驗之環境體驗之環境體驗之環境體驗、、、、住宿設施住宿設施住宿設施住宿設施、、、、餐飲餐飲餐飲餐飲

商店設施商店設施商店設施商店設施、、、、遊憩設施遊憩設施遊憩設施遊憩設施、、、、經營環經營環經營環經營環

境教育之相關設施等境教育之相關設施等境教育之相關設施等境教育之相關設施等，，，，以及有以及有以及有以及有

關旅遊之交通運輸設施或污關旅遊之交通運輸設施或污關旅遊之交通運輸設施或污關旅遊之交通運輸設施或污

水處理等公共設施水處理等公共設施水處理等公共設施水處理等公共設施。。。。 

1.調整項次編號及標

題名稱。 
2.依主要計畫及參考

各遊憩區細部計畫

規定，增訂本計畫區

內國家公園事業投

資經營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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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經營及財務計畫變更前後條文對照表(續1) 

原計畫條文 新計畫條文 條文變更說明 

 上述投資經營方式若為地上述投資經營方式若為地上述投資經營方式若為地上述投資經營方式若為地

方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或公私方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或公私方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或公私方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或公私

團體投資經營團體投資經營團體投資經營團體投資經營，，，，應依相關投應依相關投應依相關投應依相關投資經資經資經資經

營營營營監督管理須知之規定監督管理須知之規定監督管理須知之規定監督管理須知之規定，，，，由國家由國家由國家由國家

公園主管機關核准並監督之公園主管機關核准並監督之公園主管機關核准並監督之公園主管機關核准並監督之。。。。同同同同

時時時時，，，，為積極誘導公私團體投資經為積極誘導公私團體投資經為積極誘導公私團體投資經為積極誘導公私團體投資經

營適當之國家公園事業營適當之國家公園事業營適當之國家公園事業營適當之國家公園事業，，，，國家公國家公國家公國家公

園主管機關得研訂獎勵投資辦園主管機關得研訂獎勵投資辦園主管機關得研訂獎勵投資辦園主管機關得研訂獎勵投資辦

法法法法，，，，藉以誘導藉以誘導藉以誘導藉以誘導。 

 

一一一一、資源保護管制護管制護管制護管制計畫：：：： 
(一一一一)保留留留留用地內嚴格保護原有自然

植相，，，，已遭破壞地區則應儘速已遭破壞地區則應儘速已遭破壞地區則應儘速已遭破壞地區則應儘速

加以復舊改善加以復舊改善加以復舊改善加以復舊改善。 
(二二二二)遊客不得於步道遊客不得於步道遊客不得於步道遊客不得於步道、、、、遊憩活動區遊憩活動區遊憩活動區遊憩活動區

域以外之地點活動域以外之地點活動域以外之地點活動域以外之地點活動。。。。 
(三三三三)遊客禁止於本計畫區內從事非遊客禁止於本計畫區內從事非遊客禁止於本計畫區內從事非遊客禁止於本計畫區內從事非

管理處同意之任何活動管理處同意之任何活動管理處同意之任何活動管理處同意之任何活動。。。。 
(四四四四)本計畫區內任何溪流皆嚴禁污本計畫區內任何溪流皆嚴禁污本計畫區內任何溪流皆嚴禁污本計畫區內任何溪流皆嚴禁污

染水源之行為染水源之行為染水源之行為染水源之行為。。。。 

二二二二、環境環境環境環境資源保育與管理維護育與管理維護育與管理維護育與管理維護計畫 
(一一一一)為維護國家公園區內環境體系為維護國家公園區內環境體系為維護國家公園區內環境體系為維護國家公園區內環境體系

之完整之完整之完整之完整，，，，應應應應保持特有之地形保持特有之地形保持特有之地形保持特有之地形、、、、

地質地質地質地質、、、、動植物景觀等資源動植物景觀等資源動植物景觀等資源動植物景觀等資源，，，，並並並並

輔以解說計畫以引導全民達輔以解說計畫以引導全民達輔以解說計畫以引導全民達輔以解說計畫以引導全民達

到保育共識到保育共識到保育共識到保育共識，，，，確保資源環境得確保資源環境得確保資源環境得確保資源環境得

以持續永存以持續永存以持續永存以持續永存。。。。 
(二二二二)保留保留保留保留本計畫區內本計畫區內本計畫區內本計畫區內陡坡溝壑陡坡溝壑陡坡溝壑陡坡溝壑及及及及植植植植

生生生生、、、、林相及原生樹種林相及原生樹種林相及原生樹種林相及原生樹種，，，，以維護以維護以維護以維護

地形地形地形地形、、、、植生景觀之完整植生景觀之完整植生景觀之完整植生景觀之完整，，，，並利並利並利並利

於水土保持於水土保持於水土保持於水土保持、、、、邊坡保護邊坡保護邊坡保護邊坡保護、、、、淨化淨化淨化淨化

水質之功能水質之功能水質之功能水質之功能。。。。 
(三三三三)本計畫區內本計畫區內本計畫區內本計畫區內應進行資源調查與應進行資源調查與應進行資源調查與應進行資源調查與

長期監測計畫長期監測計畫長期監測計畫長期監測計畫，，，，並協調並協調並協調並協調各經營各經營各經營各經營

管理單位合作發展適切之環管理單位合作發展適切之環管理單位合作發展適切之環管理單位合作發展適切之環

境教育方案境教育方案境教育方案境教育方案，，，，研提研提研提研提設施設施設施設施設置計設置計設置計設置計

畫及畫及畫及畫及更新更新更新更新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四四四四)保育育育育用地內嚴格保護原有自然

植相。 
(五五五五)利用行為應考量污水設施承載利用行為應考量污水設施承載利用行為應考量污水設施承載利用行為應考量污水設施承載

量量量量，，，，並依水污染防治相關規定並依水污染防治相關規定並依水污染防治相關規定並依水污染防治相關規定

妥適處理各類廢水妥適處理各類廢水妥適處理各類廢水妥適處理各類廢水；；；；溫泉廢水溫泉廢水溫泉廢水溫泉廢水

應於本計畫區內進行降溫應於本計畫區內進行降溫應於本計畫區內進行降溫應於本計畫區內進行降溫，，，，並並並並

達相關法令排放標準後再予達相關法令排放標準後再予達相關法令排放標準後再予達相關法令排放標準後再予

放流放流放流放流。。。。 

1.調整項次編號及標

題名稱。 
2.為使本計畫區之經

營管理符合國家公

園保育之目標，增訂

本計畫區各類資源

保持原則、植生林相

維繫、資源調查與監

測、基於環境承載考

量之設施設置等保

育與管理規範。 
3.為避免露營活動用

地之各類利用行為

造成南磺溪流域支

流─松溪源頭生態

資源潛勢影響，除敘

明除至少符合水污

染防治法、放流水標

準等事業排放廢(污)
水 相 關 法 令 規 範

外，基於國家公園境

內環境保護優先原

則，增訂利用行為應

考量污水處理設施

規模承載限制以及

溫泉廢水排放前降

溫等規範。 
4.原條文第(二)至(四)
款之禁止行為規定

刪除，依國家公園法

暨相關禁止事項規

定辦理。 
二二二二、管理服務用地管理服務用地管理服務用地管理服務用地經營管理原則：：：： 
(一一一一)蘭園溫室蘭園溫室蘭園溫室蘭園溫室(國蘭館國蘭館國蘭館國蘭館)因亟須由富因亟須由富因亟須由富因亟須由富

有專業知識有專業知識有專業知識有專業知識、、、、技術與經驗的專技術與經驗的專技術與經驗的專技術與經驗的專 

三三三三、經營管理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原則 
(一一一一)計畫區之投資經營方式以整體計畫區之投資經營方式以整體計畫區之投資經營方式以整體計畫區之投資經營方式以整體

規劃規劃規劃規劃、、、、分期分區更新為原則分期分區更新為原則分期分區更新為原則分期分區更新為原則。。。。 

1.調整項次編號及標

題名稱。 
2.原管理服務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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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經營及財務計畫變更前後條文對照表(續2) 

原計畫條文 新計畫條文 條文變更說明 
業人才負責國蘭之栽培工作業人才負責國蘭之栽培工作業人才負責國蘭之栽培工作業人才負責國蘭之栽培工作，，，，

故宜委託專業機構代為經營故宜委託專業機構代為經營故宜委託專業機構代為經營故宜委託專業機構代為經營，，，，

本處則負責協調及督導蘭園溫本處則負責協調及督導蘭園溫本處則負責協調及督導蘭園溫本處則負責協調及督導蘭園溫

室之經營目標與管理維護事室之經營目標與管理維護事室之經營目標與管理維護事室之經營目標與管理維護事

宜宜宜宜，，，，並配合植物研究中心之靜並配合植物研究中心之靜並配合植物研究中心之靜並配合植物研究中心之靜

態解說及原野植物用態解說及原野植物用態解說及原野植物用態解說及原野植物用地與花卉地與花卉地與花卉地與花卉

公園用地之動態觀賞功能公園用地之動態觀賞功能公園用地之動態觀賞功能公園用地之動態觀賞功能，，，，協協協協

助蘭園溫室開放參觀期間之遊助蘭園溫室開放參觀期間之遊助蘭園溫室開放參觀期間之遊助蘭園溫室開放參觀期間之遊

客引導與管理工作客引導與管理工作客引導與管理工作客引導與管理工作。。。。 
(二二二二)植物研究中心內配置有植物研植物研究中心內配置有植物研植物研究中心內配置有植物研植物研究中心內配置有植物研

究站及遊客中心究站及遊客中心究站及遊客中心究站及遊客中心，，，，由本處保育由本處保育由本處保育由本處保育

課課課課、、、、解說課及觀光課成立經營解說課及觀光課成立經營解說課及觀光課成立經營解說課及觀光課成立經營

管理小組派員駐點管理小組派員駐點管理小組派員駐點管理小組派員駐點，，，，編制研究編制研究編制研究編制研究

及管理服務清潔人員及管理服務清潔人員及管理服務清潔人員及管理服務清潔人員，，，，負責研負責研負責研負責研

究究究究、、、、解說解說解說解說、、、、清潔清潔清潔清潔、、、、維護及遊客維護及遊客維護及遊客維護及遊客

管理諮詢等工作管理諮詢等工作管理諮詢等工作管理諮詢等工作。。。。 
(三三三三)自導式解說步道及遊憩活動區自導式解說步道及遊憩活動區自導式解說步道及遊憩活動區自導式解說步道及遊憩活動區

域之設施檢修維護和遊客服務域之設施檢修維護和遊客服務域之設施檢修維護和遊客服務域之設施檢修維護和遊客服務

管理須每日由專人巡查服務管理須每日由專人巡查服務管理須每日由專人巡查服務管理須每日由專人巡查服務，，，，

並納入本處之環境維護計畫中並納入本處之環境維護計畫中並納入本處之環境維護計畫中並納入本處之環境維護計畫中

一併考量辦理一併考量辦理一併考量辦理一併考量辦理。。。。 
三三三三、、、、露營活動用地經營管理原則露營活動用地經營管理原則露營活動用地經營管理原則露營活動用地經營管理原則：：：： 
(一一一一)菁山露營場原以簽約方式委託菁山露營場原以簽約方式委託菁山露營場原以簽約方式委託菁山露營場原以簽約方式委託

中華民國露營協會代為經營管中華民國露營協會代為經營管中華民國露營協會代為經營管中華民國露營協會代為經營管

理理理理，，，，未來視實際需要或由本處未來視實際需要或由本處未來視實際需要或由本處未來視實際需要或由本處

協調接管自協調接管自協調接管自協調接管自行經營行經營行經營行經營，，，，或仍委託或仍委託或仍委託或仍委託

中華露協或其他單位代為經中華露協或其他單位代為經中華露協或其他單位代為經中華露協或其他單位代為經

營營營營，，，，屆時並由該開發屆時並由該開發屆時並由該開發屆時並由該開發、、、、管理及管理及管理及管理及

經營單位負責擬訂詳細具體之經營單位負責擬訂詳細具體之經營單位負責擬訂詳細具體之經營單位負責擬訂詳細具體之

經營管理計畫經營管理計畫經營管理計畫經營管理計畫。。。。 
(二二二二)露營場區之經營露營場區之經營露營場區之經營露營場區之經營、、、、露營活動專露營活動專露營活動專露營活動專

用設施之維護管理用設施之維護管理用設施之維護管理用設施之維護管理，，，，以及露營以及露營以及露營以及露營

與花卉植物觀賞活動進行之指與花卉植物觀賞活動進行之指與花卉植物觀賞活動進行之指與花卉植物觀賞活動進行之指

導解說服務導解說服務導解說服務導解說服務，，，，所需人員皆須以所需人員皆須以所需人員皆須以所需人員皆須以

固定員額配置之固定員額配置之固定員額配置之固定員額配置之。。。。 
(三三三三)露營活動之引導設計應符合國露營活動之引導設計應符合國露營活動之引導設計應符合國露營活動之引導設計應符合國

家公園自然資源保育之經營之家公園自然資源保育之經營之家公園自然資源保育之經營之家公園自然資源保育之經營之

經營理念經營理念經營理念經營理念，，，，並僅允許於集中炊並僅允許於集中炊並僅允許於集中炊並僅允許於集中炊

事場或設置爐台處野炊事場或設置爐台處野炊事場或設置爐台處野炊事場或設置爐台處野炊，，，，其餘其餘其餘其餘

地點皆嚴禁遊客自行搭設簡易地點皆嚴禁遊客自行搭設簡易地點皆嚴禁遊客自行搭設簡易地點皆嚴禁遊客自行搭設簡易

爐台從事烤肉活動爐台從事烤肉活動爐台從事烤肉活動爐台從事烤肉活動。。。。 

(二二二二)依本計畫區功能定位依本計畫區功能定位依本計畫區功能定位依本計畫區功能定位，，，，以管理服以管理服以管理服以管理服

務用地及自然景觀遊憩用地務用地及自然景觀遊憩用地務用地及自然景觀遊憩用地務用地及自然景觀遊憩用地、、、、

露營活動用地露營活動用地露營活動用地露營活動用地、、、、花卉苗圃用地花卉苗圃用地花卉苗圃用地花卉苗圃用地

三區各為獨立規劃單元三區各為獨立規劃單元三區各為獨立規劃單元三區各為獨立規劃單元，，，，每一每一每一每一

規劃規劃規劃規劃單元單元單元單元各自檢討整體規劃及各自檢討整體規劃及各自檢討整體規劃及各自檢討整體規劃及

更新期程更新期程更新期程更新期程。。。。 
(三三三三)為使現存部分設施仍維持繼續為使現存部分設施仍維持繼續為使現存部分設施仍維持繼續為使現存部分設施仍維持繼續

運作運作運作運作，，，，除除除除花卉苗圃用地花卉苗圃用地花卉苗圃用地花卉苗圃用地仍由臺仍由臺仍由臺仍由臺

北市政府優先投資經營北市政府優先投資經營北市政府優先投資經營北市政府優先投資經營、、、、露營露營露營露營

活動用地依相關規定徵求投資活動用地依相關規定徵求投資活動用地依相關規定徵求投資活動用地依相關規定徵求投資

經營人外經營人外經營人外經營人外，，，，其餘區域則由國家其餘區域則由國家其餘區域則由國家其餘區域則由國家

公園管理處自行經營管理公園管理處自行經營管理公園管理處自行經營管理公園管理處自行經營管理。。。。 
(四四四四)本計畫區經營理念應以推動符本計畫區經營理念應以推動符本計畫區經營理念應以推動符本計畫區經營理念應以推動符

合國家公園自然資源保護精神合國家公園自然資源保護精神合國家公園自然資源保護精神合國家公園自然資源保護精神

之環境教育及其配套活動為原之環境教育及其配套活動為原之環境教育及其配套活動為原之環境教育及其配套活動為原

則則則則，，，，善用其自然資源與生態教善用其自然資源與生態教善用其自然資源與生態教善用其自然資源與生態教

育手法育手法育手法育手法，，，，塑造生態遊憩環境塑造生態遊憩環境塑造生態遊憩環境塑造生態遊憩環境，，，，

融合寓教於樂之宗旨融合寓教於樂之宗旨融合寓教於樂之宗旨融合寓教於樂之宗旨，，，，並建立並建立並建立並建立

維護管理制度維護管理制度維護管理制度維護管理制度，，，，分期分區發展分期分區發展分期分區發展分期分區發展

本區遊憩設施計畫本區遊憩設施計畫本區遊憩設施計畫本區遊憩設施計畫，，，，並建構區並建構區並建構區並建構區

內具環境教育功能之步道內具環境教育功能之步道內具環境教育功能之步道內具環境教育功能之步道、、、、觀觀觀觀

察設施及解說系統察設施及解說系統察設施及解說系統察設施及解說系統。。。。 
(五五五五)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如道路及如道路及如道路及如道路及

其附屬設施其附屬設施其附屬設施其附屬設施、、、、污水處理系統污水處理系統污水處理系統污水處理系統、、、、

供水系統供水系統供水系統供水系統、、、、電力系統電力系統電力系統電力系統、、、、電信系電信系電信系電信系

統統統統、、、、廢棄物收集系統廢棄物收集系統廢棄物收集系統廢棄物收集系統、、、、衛生設衛生設衛生設衛生設

備備備備、、、、遊客服務設施遊客服務設施遊客服務設施遊客服務設施、、、、交通系統交通系統交通系統交通系統 
(包含接駁設施包含接駁設施包含接駁設施包含接駁設施)及停車場等公及停車場等公及停車場等公及停車場等公

共設施設備及相關安全維護設共設施設備及相關安全維護設共設施設備及相關安全維護設共設施設備及相關安全維護設

施施施施，，，，應由經營人自行負擔應由經營人自行負擔應由經營人自行負擔應由經營人自行負擔。。。。 
(六六六六)保育用地為不可開發區域保育用地為不可開發區域保育用地為不可開發區域保育用地為不可開發區域，，，，除必除必除必除必

要之生態保育要之生態保育要之生態保育要之生態保育、、、、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學術研究、、、、環環環環

境教育設施境教育設施境教育設施境教育設施、、、、公共安全維護公共安全維護公共安全維護公共安全維護、、、、

景觀維護所需設置之設施外景觀維護所需設置之設施外景觀維護所需設置之設施外景觀維護所需設置之設施外，，，，

應依計畫嚴格管理維護應依計畫嚴格管理維護應依計畫嚴格管理維護應依計畫嚴格管理維護。。。。 

露營活動用地經營

管理原則因已完成

或功能調整已不符

合發展需求，故予

以刪除原條文並依

本計畫區發展定位

增訂全區經營管理

計畫原則。 
3.依主要計畫保護利

用管制原則規定，

增列本計畫區之投

資經營方式。 
4.考量本計畫區除保

育用地外，其餘土

地使用分區大致可

區分為3大功能，為

使各功能充分發

揮，將本計畫區以

前述3大功能區分

為3個獨立規劃單

元；並為使本計畫

區既有設施持續運

作，依據各土地使

用分區發展定位與

利用差異，增訂妥

適之投資經營者。 
5.依遊憩區整體規劃

原則並考量遊憩區

開發之環境負擔宜

由經營人負責，故

明確敘明公共設施

應由經營人自行負

擔。 
6.考量保育用地之緩

衝功能維護，敘明

嚴格之經營管理原

則。 

(無) 四四四四、、、、建設與經營管理方式建設與經營管理方式建設與經營管理方式建設與經營管理方式 
(一一一一)公開徵求投資經營人方式公開徵求投資經營人方式公開徵求投資經營人方式公開徵求投資經營人方式 

1.除前述優先經營者外除前述優先經營者外除前述優先經營者外除前述優先經營者外，，，，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本計畫 

參考各遊憩區細部計

畫規定，增訂本計畫

區內除優先投資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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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經營及財務計畫變更前後條文對照表(續3) 

原計畫條文 新計畫條文 條文變更說明 
 區之投資經營人區之投資經營人區之投資經營人區之投資經營人應依相關法令應依相關法令應依相關法令應依相關法令

規定以公開方式為之規定以公開方式為之規定以公開方式為之規定以公開方式為之。。。。 
2.徵求投資經營人資格徵求投資經營人資格徵求投資經營人資格徵求投資經營人資格：：：： 

(1)中華民國境內中華民國境內中華民國境內中華民國境內，，，，依法立案之依法立案之依法立案之依法立案之

公私法人團體公私法人團體公私法人團體公私法人團體。。。。 
(2)若經公開徵求而無申請若經公開徵求而無申請若經公開徵求而無申請若經公開徵求而無申請者者者者，，，，

或依相關規定辦理公開甄或依相關規定辦理公開甄或依相關規定辦理公開甄或依相關規定辦理公開甄

選過程仍無合格之經營者選過程仍無合格之經營者選過程仍無合格之經營者選過程仍無合格之經營者

獲得經營資格獲得經營資格獲得經營資格獲得經營資格，，，，得由國家公得由國家公得由國家公得由國家公

園管理處報請國家公園主園管理處報請國家公園主園管理處報請國家公園主園管理處報請國家公園主

管機關同意管機關同意管機關同意管機關同意，，，，編列預算編列預算編列預算編列預算、、、、開開開開

發經營之發經營之發經營之發經營之。。。。 
(二二二二)經營管理經營管理經營管理經營管理：：：：除應依國家公園法除應依國家公園法除應依國家公園法除應依國家公園法

規規規規、、、、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及本及本及本及本

遊憩區遊憩區遊憩區遊憩區細部計畫書之規定管理細部計畫書之規定管理細部計畫書之規定管理細部計畫書之規定管理

外外外外，，，，並依投資經營事業相關之並依投資經營事業相關之並依投資經營事業相關之並依投資經營事業相關之

目的事業目的事業目的事業目的事業法規規定辦理之法規規定辦理之法規規定辦理之法規規定辦理之。。。。 
(三三三三)申請投資經營國家公園事業申請投資經營國家公園事業申請投資經營國家公園事業申請投資經營國家公園事業，，，，應應應應

檢具包括下列內容之計畫書檢具包括下列內容之計畫書檢具包括下列內容之計畫書檢具包括下列內容之計畫書：：：： 
1.申請人資歷申請人資歷申請人資歷申請人資歷 
2.申請投資經營項目及事業範圍申請投資經營項目及事業範圍申請投資經營項目及事業範圍申請投資經營項目及事業範圍 
3.申請投資經營地區範圍申請投資經營地區範圍申請投資經營地區範圍申請投資經營地區範圍 
4.投資建設計畫投資建設計畫投資建設計畫投資建設計畫 

(1)土地利用計畫土地利用計畫土地利用計畫土地利用計畫 
(2)環境承載評估環境承載評估環境承載評估環境承載評估 
(3)環境資源保育與管理維護計環境資源保育與管理維護計環境資源保育與管理維護計環境資源保育與管理維護計

畫畫畫畫 
(4)建築建築建築建築、、、、設備及相關設施工程設備及相關設施工程設備及相關設施工程設備及相關設施工程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5)經費預算經費預算經費預算經費預算 
(6)分期分區發展計畫與建設進分期分區發展計畫與建設進分期分區發展計畫與建設進分期分區發展計畫與建設進

度流程度流程度流程度流程 
5.經營管理計畫經營管理計畫經營管理計畫經營管理計畫 

(1)組織章程組織章程組織章程組織章程 
(2)股東及重要幹部名冊與資歷股東及重要幹部名冊與資歷股東及重要幹部名冊與資歷股東及重要幹部名冊與資歷 
(3)經營理念與經營能力經營理念與經營能力經營理念與經營能力經營理念與經營能力 
(4)營運計畫營運計畫營運計畫營運計畫 
(5)財務計畫財務計畫財務計畫財務計畫 
(6)投資本益分析投資本益分析投資本益分析投資本益分析 

6.經營管理監督辦法或契約草案經營管理監督辦法或契約草案經營管理監督辦法或契約草案經營管理監督辦法或契約草案 
7.國家公園主管機關認為必要國家公園主管機關認為必要國家公園主管機關認為必要國家公園主管機關認為必要

之圖文資料之圖文資料之圖文資料之圖文資料 

之委外經營相關的建

設與經營管理方式。 

貳貳貳貳、、、、財務計畫財務計畫財務計畫財務計畫 
由於本細部計畫區現有設施由於本細部計畫區現有設施由於本細部計畫區現有設施由於本細部計畫區現有設施 

(刪除) 本計畫區係採整體規

劃、分區分區更新為 



 

62 

表15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經營及財務計畫變更前後條文對照表(續4) 

原計畫條文 新計畫條文 條文變更說明 
大致已稱完備大致已稱完備大致已稱完備大致已稱完備，，，，且本計畫之計畫且本計畫之計畫且本計畫之計畫且本計畫之計畫

原則乃原則乃原則乃原則乃儘量循現況使用儘量循現況使用儘量循現況使用儘量循現況使用，，，，僅積極僅積極僅積極僅積極

加強基地原有功能加強基地原有功能加強基地原有功能加強基地原有功能，，，，故須增建故須增建故須增建故須增建、、、、

改善的設施數量並不多改善的設施數量並不多改善的設施數量並不多改善的設施數量並不多，，，，茲粗估茲粗估茲粗估茲粗估

本計畫之開發經費如表本計畫之開發經費如表本計畫之開發經費如表本計畫之開發經費如表 5-1所所所所
示示示示，，，，總計約需總計約需總計約需總計約需6,000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表表表表 5-1 開發經費概算表開發經費概算表開發經費概算表開發經費概算表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單價單價單價單價 
數數數數

量量量量 
總價總價總價總價 

投資投資投資投資

開發開發開發開發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露露露露

營營營營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專專專專

用用用用

設設設設

施施施施 

八人帳位八人帳位八人帳位八人帳位 2 25 50 露 營露 營露 營露 營

用 地用 地用 地用 地

開 發開 發開 發開 發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爐台爐台爐台爐台 1 25 25 

野餐桌椅野餐桌椅野餐桌椅野餐桌椅 4 25 100 

盥洗室盥洗室盥洗室盥洗室 10 20 200 

浴廚設備浴廚設備浴廚設備浴廚設備 70 4 280 

小木屋小木屋小木屋小木屋 40 10 400 

管理中心管理中心管理中心管理中心 1500 1 1500 

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廠 1000 1 1000 

自來水設施及自來水設施及自來水設施及自來水設施及

蓄水池蓄水池蓄水池蓄水池(包含配包含配包含配包含配

管管管管) 
180 

露營區車道露營區車道露營區車道露營區車道、、、、步步步步

道之維修道之維修道之維修道之維修 
100 

花卉公園用地花卉公園用地花卉公園用地花卉公園用地 1200 陽 明陽 明陽 明陽 明

山 國山 國山 國山 國

家 公家 公家 公家 公

園 管園 管園 管園 管

理處理處理處理處 

植物展示設施植物展示設施植物展示設施植物展示設施 800 

全區全區全區全區(露營區除外露營區除外露營區除外露營區除外)
車道車道車道車道、、、、步道之新步道之新步道之新步道之新

建建建建、、、、整建及維整建及維整建及維整建及維修修修修 
150 

 

 原則，且已開闢完

成，後續經營管理之

財務計畫視各經營人

規劃而不同並由其負

擔，故刪除原財務計

畫。 

參參參參、、、、分年分期發展計畫分年分期發展計畫分年分期發展計畫分年分期發展計畫 
本計畫區之開發時程預計分本計畫區之開發時程預計分本計畫區之開發時程預計分本計畫區之開發時程預計分

三年完成三年完成三年完成三年完成，，，，自自自自81年度起至年度起至年度起至年度起至83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止止止止，，，，其實施進度詳見表其實施進度詳見表其實施進度詳見表其實施進度詳見表5-2。。。。 
表表表表 5-2 分年分期發展計畫分年分期發展計畫分年分期發展計畫分年分期發展計畫 
工程工程工程工程、、、、設施名設施名設施名設施名

稱稱稱稱 
8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82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83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八人帳位八人帳位八人帳位八人帳位、、、、爐爐爐爐

台與盥洗台台與盥洗台台與盥洗台台與盥洗台 
ˇ̌̌̌ ˇ̌̌̌  

浴廁設備浴廁設備浴廁設備浴廁設備 ˇ̌̌̌   

野餐桌椅野餐桌椅野餐桌椅野餐桌椅    

小木屋小木屋小木屋小木屋  ˇ̌̌̌ ˇ̌̌̌ 

管理中心管理中心管理中心管理中心  ˇ̌̌̌  

自來水設施及自來水設施及自來水設施及自來水設施及

蓄水池蓄水池蓄水池蓄水池(包含包含包含包含

配管配管配管配管) 
ˇ̌̌̌   

 

(刪除) 本計畫區係採整體規

劃、分區分區更新為

原則，且已開闢完

成，後續經營管理之

分期發展視各經營人

規劃而不同並由其負

擔，故刪除分年分期

發展計畫。 



 

63 

表15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經營及財務計畫變更前後條文對照表(續5) 

原計畫條文 新計畫條文 條文變更說明 

 
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廠 ˇ̌̌̌ ˇ̌̌̌  

步道維修步道維修步道維修步道維修 ˇ̌̌̌ ˇ̌̌̌  

步道新建步道新建步道新建步道新建 ˇ̌̌̌   

花卉公園用地花卉公園用地花卉公園用地花卉公園用地   ˇ̌̌̌ 

植物展示設施植物展示設施植物展示設施植物展示設施   ˇ̌̌̌ 

 
註註註註：：：：除表中所列之外除表中所列之外除表中所列之外除表中所列之外，，，，菁山路菁山路菁山路菁山路 101

巷拓寬工程及菁山路巷拓寬工程及菁山路巷拓寬工程及菁山路巷拓寬工程及菁山路 101 巷巷巷巷 71
弄第一期拓寬工程亦預計於弄第一期拓寬工程亦預計於弄第一期拓寬工程亦預計於弄第一期拓寬工程亦預計於 81
年度完成年度完成年度完成年度完成，，，，另菁山路另菁山路另菁山路另菁山路 101 巷巷巷巷 71
弄第二期拓寬工程則預定於弄第二期拓寬工程則預定於弄第二期拓寬工程則預定於弄第二期拓寬工程則預定於 83
年度動工年度動工年度動工年度動工，，，，對本細部計畫區之對本細部計畫區之對本細部計畫區之對本細部計畫區之

聯外交通接有甚大裨益聯外交通接有甚大裨益聯外交通接有甚大裨益聯外交通接有甚大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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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遊六)細部計畫(第 1次通盤檢討)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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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遊六)細部計畫(第 1次通盤檢討)變更案 4內容示意圖 

 
圖 19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遊六)細部計畫(第 1次通盤檢討)變更案 8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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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壹拾壹壹拾壹壹拾壹、、、、變更後實質計畫內容變更後實質計畫內容變更後實質計畫內容變更後實質計畫內容 

一、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為促進本計畫區土地之合理使用，並配合現況發展，調節各土地使

用活動間之衝突性與相容性，依據計畫發展定位，將本計畫區劃分為5
種土地使用分區，即管理服務用地、露營活動用地、花卉苗圃用地、自

然景觀遊憩用地及保育用地等，詳如下說明及圖20、表16。 

（一）管理服務用地 

為行政管理、保育研究與展示、研習訓練與研討會議及提供必

要服務性設施所需，將本計畫區東側現況為菁山自然中心之區域劃

設為管理服務用地，作為陽明山國家公園火山觀測與自然動植物環

境教育主題之研發、學習、體驗與交流場域，未來應強化本區與其

他區域間之步道系統連結性。本區計畫面積為1.1007公頃，約占總計

畫面積4.59%。 

（二）露營活動用地 

依其因低強度開發、具相對豐富自然資源之特性，將本計畫區

西南側介於人為開發與自然中介地區劃設為露營活動用地，作為提

供民眾24小時生態觀察之環境教育休閒基地。未來應進行生態棲地

營造與觀察體驗設施、可親近自然之宿(露)營設施，以及生態體驗與

觀察所需之管理服務、餐飲設施、商店設施、農產品展售設施、停

車場、衛生設施、有限規模之溫泉遊憩設施、觀景眺望設施、步道、

解說設施、安全及保護設施等相關既有設施之整修維護。已遭破壞

之區域除為調合景觀、生態池、溫泉廢水降溫池及生態棲地…等營

造或景觀改善需要外，依原有地形復舊改善，以營造優良之環境體

驗場域及達到擴大碳吸存環境保育目標。本區計畫面積為6.5884公頃，

約占總計畫面積27.48%。 

（三）花卉苗圃用地 

依已開發資源特性，將本計畫區東南側既有之苗圃使用區域劃

設為花卉苗圃用地，提供作為原生種植物之育苗、研究、保育、復

舊之用。除避免苗種損害或影響育苗作業之管制區域外，其餘應開

放作為植苗栽培主題之研發、學習、體驗與交流之環境教育場域。

本區計畫面積為4.2062公頃，約占總計畫面積17.54%。 

（四）自然景觀遊憩用地 

將本計畫區東北側，現地坡度平緩、腹地寬廣，並為地質災害

低潛勢區，長期保持原有林相，生態資源與北側核心特別景觀區屬

共同系統之區域，劃設為自然景觀遊憩用地，係作為本計畫區戶外

環境教育重要基地。未來可透過資源調查與長期監測，配合管理服

務用地之研究展示功能，營造本區具陽明山生態縮影，引入生態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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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誘食植物栽種、生態步道之規劃與環境友善設施設置理念，提

供步道、觀景眺望設施、解說設施、安全及保護設施等；同時，擇

取適當區域，利用花卉苗圃用地之育苗技術，作為陽明山國家公園

特有或原生植物復育基地。本區計畫面積為3.7750公頃，約占總計畫

面積15.75%。 

（五）保育用地 

本計畫區西北側屬未經人為開發區域，與東側之自然景觀遊憩

用地之生態資源屬共同系統，且西緣緊鄰南磺溪北支流─松溪、坡

度陡峻多平均坡度超過40%，西半部屬地質災害潛勢程度中等以上，

考量災變程度難以預測，以及生態資源保全觀點，將此區域劃設為

保育用地，作為本計畫區現有生物庇護場域、環境保全、研究監測

基地。本區計畫面積為8.3036公頃，約占總計畫面積34.64%。 

本區內不應有任何人為遊憩設施，同時需有明顯之說明與維護

之措施及設施，禁止一般遊訪者進入，但學術研究及事先向管理處

申請核准之活動不在此限。另為達本計畫區環境教育、生態保育、

學術研究、公共安全維護、景觀維護之目的，透過資源調查與長期

監測，在不破壞原地形地貌與植生前提下，得設置最小面積且以自

然材料或高透水材質鋪設之步道、解說設施、安全及保護設施等相

關服務設施，並應避免怠害水源之行為，且不得設置於平均坡度40%
以上之地區。 

表16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遊六)變更前後土地使用分區計畫面積對照表 

分區別 
通盤檢討前內容 依航測地形圖

修正後面積 
(公頃) 

通盤檢討 
增減面積 

(公頃) 

通盤檢討後內容 
計畫面積 

(公頃) 
占計畫區

比例(%) 
計畫面積 

(公頃) 
占計畫區 
比例(%) 

花卉公園用地 - - 4.2044 -4.2044 - - 
原野植物用地 - - 3.7750 -3.7750 - - 
保留用地 - - 9.0372 -9.0372 - - 
污水處理用地 0.0180 0.07 0.0528 -0.0528 - - 
管理服務用地 - - 1.1038 -0.0031 1.1007 4.59 
露營活動用地 - - 6.5406 0.0478 6.5884 27.48 
花卉苗圃用地 - - - 4.2062 4.2062 17.54 
自然景觀遊憩用地 - - - 3.7750 3.7750 15.75 
保育用地 - - - 8.3036 8.3036 34.64 
合計 25.0000 100.00 24.7138 -0.7399 23.9739 100.00 
備註：表列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地籍線範圍及土地登記面積為準，如地籍線未分割

部分則以經計畫圖實際定樁地籍分割測量並經核定之計畫界線為準。 

二、保護利用管制原則 

本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及建物管制依「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管制

原則」及本細部計畫保護利用管制原則之規定。若涉及其他相關法規規

定時，依行為適用之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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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使用分區用途管制辦法 

1.管理服務用地 

設置研究與環境教育展示中心，為國家公園行政辦公、動植物

標本展示、研究教育、辦理研討與會議之使用，提供國家公園管理

機關、研習訓練與會議展覽、管理服務、停車場、觀景眺望設施、

步道、解說設施、安全及保護設施等相關設施。 

2.露營活動用地 

本區為提供生態觀察之環境教育活動所需生態棲地重建、觀察

體驗設施、露宿營、餐飲與服務性設施之使用，提供農產品展售設

施、管理服務設施、餐飲設施、商店設施、停車場、衛生設施、溫

泉遊憩設施、觀景眺望設施、步道、解說設施、宿(露)營設施、安

全及保護設施等相關設施。 

3.花卉苗圃用地 

主要作為培育植栽及相關環境教育之用，提供研習訓練、管理

服務、觀景眺望設施、步道、解說設施、安全及保護設施等相關設

施。得以西緣現有步道串接管理服務用地與露營活動用地，作為本

計畫區內重要人行動線。 

4.自然景觀遊憩用地 

主要作為戶外植物研究及復育，營造成為本計畫區戶外環境教

育腹地之使用，提供觀景眺望設施、步道、解說設施、安全及保護

設施等相關設施。 

5.保育用地 

以維護本計畫區內現有生物庇護場域完整，提供環境保全、研

究監測使用，保存既有地形、地質及動植物生態景觀等資源、迴避

地質相對敏感及災害潛勢地區而劃設，須嚴格執行自然資源之保育，

禁止興建建築物及破壞地景之人工開發行為；另在安全與維護原有

地景風貌前提下，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許可者，得設置最小面積之

步道、解說設施、安全及保護設施等相關服務設施。 

（二）土地使用分區建築管制辦法 

1.建築容積管制原則 

建築容積管制依下列規定辦理： 

(1)計畫區之粗建蔽率≦5%，且各類用地之淨建蔽率≦30%。 

(2)建築物樓層數≦2層樓。 

(3)建築物簷高≦7公尺。 

(4)地下層開挖範圍不得大於建築物投影面積，其深度以1層樓或≦

4公尺為限。 

(5)溫泉遊憩設施總建築面積≦330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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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申請開發時，位於經依地質法及相關法令公告具潛在地質災害

危險者、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40%以上之地區為不可開發區；

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30%以上未達40%之地區，以作為開放性公

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設施使用為限，不得作為建築基地(含法定

空地)；平均坡度未達30%之地區始得作為建築基地(含法定空地)
使用。並應同時以坵塊圖檢討25%＜S≦30%之區域，以作為開

發審議時，是否因地質環境特殊而作為建築緩衝隔離帶之參

考。 

(7)前述平均坡度大於25%且未超過30%之區域，如有不確定之地質

危險，審議時得依相關法令規定斟酌，平均坡度達一定百分比

以上地區，僅作開放性之公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設施使用，且

不得作為建築基地(含法定空地)計算範圍。 

(8)計畫區以不新增建築物為原則。但為環境教育發展所需，以既

有建築物修建、改建或拆除後新建為優先，必要時得新增設施。

除前述者外，計畫區內不得有改變地形、地貌之行為，如有景

觀不良區域應予恢復或改善。 

(9)計畫區內之建築工程、環境整建工程、或其他工程申請許可時，

除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外，並應檢附地質鑽探及工程環境分析

安全之確認報告。 

(10)為維繫計畫區低密度與環境調和配置之整體風貌，不適用陽明

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管制原則第17點第(二)款備註第1點有關

樓層高度或簷高個案審查之規定。 

2.樣式及造型 

(1)為求與自然環境相契合，創造和諧的景觀意象，本計畫區以採

低密度及分散之傳統建築簇群為主要配置原則。 

(2)建物之造型、材質、色彩，應依「國家公園建築物設計規範」

及相關規定辦理。 

3.建築構造及材料 

(1)因計畫區空氣相對濕度甚高，故構造物之材料應特別注意採用

防潮、抗腐蝕之材料。 

(2)為配合計畫區景觀特質、彰顯地方風貌，應優先採用與當地出

產自然相容之材料風貌作為裝修材料。 

(3)計畫區內步道、停車場及道路應調整以自然材料或高透水之材

質鋪設。 

4.建物色彩 

以配合自然景觀環境之調合色為主，使整體環境更為諧和，並

避免用高彩度及高亮度之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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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各土地使用分區允許使用項目表 

分區別 允許使用項目 
管理服務用地 1.第四組：文教設施之研習訓練場所、會議展覽場所。 

2.第七組：行政設施之國家公園管理機關。 
3.第十五組：遊憩及服務設施之管理服務設施、停車場、

觀景眺望設施、步道、解說設施。 
4.第十八組：安全及保護設施。 

露營活動用地 1.第九組：農產品展售設施。 
2.第十五組：遊憩及服務設施之管理服務設施、餐飲設施、

商店設施、停車場、衛生設施、溫泉遊憩設施、觀景眺

望設施、步道、解說設施。 
3.第十六組：住宿設施之宿(露)營設施。 
4.第十八組：安全及保護設施。 

花卉苗圃用地 1.第四組：文教設施之研習訓練場所。 
2.第十五組：遊憩及服務設施之管理服務設施、觀景眺望

設施、步道、解說設施。 
3.第十八組：安全及保護設施。 

自然景觀遊憩用地 1.第十五組：遊憩及服務設施之觀景眺望設施、步道、解

說設施。 
2.第十八組：安全及保護設施。 

保育用地 1.第十五組：遊憩及服務設施之步道、解說設施。 
2.第十八組：安全及保護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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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菁山露營場遊憩區(遊六)變更後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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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壹拾貳壹拾貳壹拾貳、、、、經營管理計畫經營管理計畫經營管理計畫經營管理計畫 

一、經營管理方式 

本計畫區之投資經營管理方式，除依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之「經營

管理計畫」，有關國家公園事業投資經營管理方式規定外，並配合本計

畫區之特性及視其將來實際需要以予補充或另行訂定之。 

（一）在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監督下，由國家公園管理處投資經營或再委外 

在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監督下，由國家公園管理處投資經營者，

其性質應優先(但不限於)以資源保護、解說服務、教育研究及其他非

屬營利性而宜由學有專長之國家公園人員辦理之設施及其事業為主，

例如生態保護區與特別景觀區之保護設施、復舊整建設施、教育研

究設施，以及遊客中心、解說設施及部分有關之交通設施、公共設

施等。並得依相關法令與程序再委託地方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或公

私團體經營、管理、維護。 

（二）由地方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或公私團體投資經營 

由地方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或公私團體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核

准、在國家公園管理處監督下投資經營者，其性質應以「運用國家

公園自然生態人文資源、達成自然人文環境教育為目的」之休閒遊

憩、交通運輸、餐飲膳宿及其他設施及其事業為主(經專案申請核准，

得不在此限)，例如遊憩區之環境體驗、住宿設施、餐飲商店設施、

遊憩設施、經營環境教育之相關設施等，以及有關旅遊之交通運輸

設施或污水處理等公共設施。 

上述投資經營方式若為地方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或公私團體投資

經營，應依相關投資經營監督管理須知之規定，由國家公園主管機關核

准並監督之。同時，為積極誘導公私團體投資經營適當之國家公園事業，

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得研訂獎勵投資辦法，藉以誘導。 

二、環境資源保育與管理維護計畫 

（一）為維護國家公園區內環境體系之完整，應保持特有之地形、地質、

動植物景觀等資源，並輔以解說計畫以引導全民達到保育共識，確

保資源環境得以持續永存。 

（二）保留本計畫區內陡坡溝壑及植生、林相及原生樹種，以維護地形、

植生景觀之完整，並利於水土保持、邊坡保護、淨化水質之功能。 

（三）本計畫區內應進行資源調查與長期監測計畫，並協調各經營管理單

位合作發展適切之環境教育方案，研提設施設置計畫及更新計畫。 

（四）保育用地內嚴格保護原有自然植相。 

（五）利用行為應考量污水設施承載量，並依水污染防治相關規定妥適處

理各類廢水；溫泉廢水應於本計畫區內進行降溫，並達相關法令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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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標準後再予放流。 

三、經營管理計畫原則 

（一）計畫區之投資經營方式以整體規劃、分期分區更新為原則。 

（二）依本計畫區功能定位，以管理服務用地及自然景觀遊憩用地、露營

活動用地、花卉苗圃用地三區各為獨立規劃單元，每一規劃單元各

自檢討整體規劃及更新期程。 

（三）為使現存部分設施仍維持繼續運作，除花卉苗圃用地仍由臺北市政

府優先投資經營、露營活動用地依相關規定徵求投資經營人外，其

餘區域則由國家公園管理處自行經營管理。 

（四）本計畫區經營理念應以推動符合國家公園自然資源保護精神之環境

教育及其配套活動為原則，善用其自然資源與生態教育手法，塑造

生態遊憩環境，融合寓教於樂之宗旨，並建立維護管理制度，分期

分區發展本區遊憩設施計畫，並建構區內具環境教育功能之步道、

觀察設施及解說系統。 

（五）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如道路及其附屬設施、污水處理系統、供水

系統、電力系統、電信系統、廢棄物收集系統、衛生設備、遊客服

務設施、交通系統(包含接駁設施)及停車場等公共設施設備及相關

安全維護設施，應由經營人自行負擔。 

（六）保育用地為不可開發區域，除必要之生態保育、學術研究、環境教

育設施、公共安全維護、景觀維護所需設置之設施外，應依計畫嚴

格管理維護。 

四、建設與經營管理方式 

（一）公開徵求投資經營人方式 

1.除前述優先經營者外，本計畫區之投資經營人應依相關法令規定以

公開方式為之。 

2.徵求投資經營人資格： 

(1)中華民國境內，依法立案之公私法人團體。 

(2)若經公開徵求而無申請者，或依相關規定辦理公開甄選過程仍

無合格之經營者獲得經營資格，得由國家公園管理處報請國家

公園主管機關同意，編列預算、開發經營之。 

（二）經營管理：除應依國家公園法規、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及本遊憩區

細部計畫書之規定管理外，並依投資經營事業相關之目的事業法規

規定辦理之。 

（三）申請投資經營國家公園事業，應檢具包括下列內容之計畫書： 

1.申請人資歷 

2.申請投資經營項目及事業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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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請投資經營地區範圍 

4.投資建設計畫 

(1)土地利用計畫 

(2)環境承載評估 

(3)環境資源保育與管理維護計畫 

(4)建築、設備及相關設施工程計畫 

(5)經費預算 

(6)分期分區發展計畫與建設進度流程 

5.經營管理計畫 

(1)組織章程 

(2)股東及重要幹部名冊與資歷 

(3)經營理念與經營能力 

(4)營運計畫 

(5)財務計畫 

(6)投資本益分析 

6.經營管理監督辦法或契約草案 

7.國家公園主管機關認為必要之圖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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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人陳案件綜理表人陳案件綜理表人陳案件綜理表人陳案件綜理表 

變更陽明山國家公園菁山露營場遊憩區(遊六)細部計畫(第1次通盤檢討)案 
公開徵求意見期間人民、機關、團體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 

人民、機關、團體 

陳情意見 
研析意見 備註 

01 臺北市政府 

交通局 

(102.12.19北

市交規字第

10237678100

號) 

1.研擬對應「陽明山國家公園

(第3次通盤檢討)交通運輸計

畫之發展定位與運輸目標(第
9-27頁)與交通管理措施計畫

(表 9-3，第 9-31頁)」之菁山

露營場遊憩區(遊六)之交通

運輸發展目標、策略及交通

管理措施。 
2.依最新資料修正並增列道路

系統、大眾運輸、停車供需

等基礎資料。 
3.請依露營區之活動特性，重新

檢視菁山露營區各類車種(含
小汽車、大型車、機車、自

行車、露營車等 )之停車需

求，並應於基地內自行滿足。 

1.建議部分採納。 
2.理由： 

(1)建議予以採納部分： 
有關增列基礎資料及重新

檢視停車需求之建議，屬

於交通系統現況分析，故

依所提建議更新資料，並

針對本計畫區主要遊客到

訪據點─露營活動用地進

行停車設施供需分析。 
(2)建議不予採納部分： 

考量陽明山國家公園境內

整體之交通運輸發展目

標、策略及交通管理措施

一致性，本次檢討依循「陽

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3次
通盤檢討)」之交通運輸願

景及目標，進行相關土地

使用議題與對策探討。惟

本細部計畫性質仍屬土地

使用計畫、非屬交通計

畫，故所建議之發展目

標、策略及交通管理措施

則不予納入計畫研擬。 
3.建議修正內容： 
已於計畫地區發展現況乙

節，更新「交通系統現況」、

新增「停車設施供需分析」

等內容；於課題與對策乙

節，新增「停車設施與交通

運輸」之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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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陽明山國家公園菁山露營場遊憩區(遊六)細部計畫(第1次通盤檢討)案 
公開徵求意見期間人民、機關、團體意見綜理表(續1) 

編

號 
陳情人 

人民、機關、團體 

陳情意見 
研析意見 備註 

02 臺北市政府

產業發展局 

(102.12.27北

市產業農字

第

10234182200

號) 

1.本局菁山苗圃於陽明山國家

公園劃設前即已設置，其部

分區域位於旨揭細部計畫範

圍內，目前土地使用類別為

花卉公園用地，本局設置該

苗圃之目的為本市鄰里社區

公共空間所需花卉苗木生

產、展示綠化應用植物、開

發新農業技法、提供戶外教

室、原生植物選拔、採種、

園區維管示範、專業教學實

習等，於旨案檢討範圍內設

有 4 棟建築物(辦公室、教

室、會議室、值班室)及 3 棟

溫室，總建築面積約 1,847平
方公尺。 

2.為利菁山苗圃之經營管理，建

議檢討將苗圃內菁山遊憩區

(遊六)(臺北市士林區力行段

2 小段 139-39地號分土地及

139-47、139-54地號，面積約

2.5 公頃)之土地使用類別由

花卉公園用地變更為管理服

務用地，並增列 1.其他必要

之行政公務機關 ( 建蔽率

30%，高度 7公尺)2.溫室、網

室(建蔽率 5%，高度 3.5 公

尺 )3.農業資材室 ( 建蔽率

5%，高度 3.5 公尺)4.農田灌

溉排水設施(建蔽率 0%，高度

0公尺)5.農路、駁坎、擋土牆

(建蔽率 0%，高度 0 公尺)6.
無固定基礎之臨時性與農業

生產有關之設施 ( 建蔽率

20%，高度 7公尺)7.管理服務

設施(建蔽率 30%，高度 7 公

尺)8.衛生設施(建蔽率 0%，

高度 0 公尺)9.觀景眺望設施

(建蔽率 0%，高度 0公尺)10.
綠地廣場(建蔽率 0%，高度 0
公尺)11.步道(建蔽率 0%，高 

1.建議部分採納。 
2.理由： 

(1)建議予以採納部分： 
○1 有關變更為管理服務用

地之建議，基於菁山苗

圃擁有良好育苗技術，

除供應臺北市區市容綠

美化所需花卉苗木生

產，亦可作為本計畫區

內發展環境教育之重要

基地，故依所提建議，

重新檢視現行花卉公園

用地功能定位，變更「花

卉公園用地」為「花卉

苗圃用地」，以提供作

為原生種植物之育苗、

研究、保育、復舊之用，

且除避免苗種損害或影

響育苗作業之管制區域

外，其餘應開放作為植

苗栽培主題之研發、學

習、體驗與交流之環境

教育區域，俾利發揮本

計畫區之育苗功能。 
○2 有關增列允許使用項目

之建議，依「陽明山國

家公園保護利用管制原

則」及前述功能定位調

整，建議納入「研習訓

練場所」、「管理服務

設施」、「觀景眺望設

施」、「步道」、「解

說設施」等允許使用項

目；並因應遊客安全所

需，增訂「安全及保護

設施」之允許使用項目。 
(2)建議不予採納部分： 

○1 有關變更為管理服務用

地之建議，依循本計畫

區分區構想與功能定

位，該區域為具備育苗 

變 6 

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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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陽明山國家公園菁山露營場遊憩區(遊六)細部計畫(第1次通盤檢討)案 
公開徵求意見期間人民、機關、團體意見綜理表(續2) 

編

號 
陳情人 

人民、機關、團體 

陳情意見 
研析意見 備註 

  度 0 公尺)12.解說設施(建蔽

率 0%，高度 0 公尺)等 12項

容許使用項目(參考陽明山國

家公園保護利用管制原則第

8章附則第 7組行政設施、第

12組農業設施、第 15組遊憩

及服務設施之使用及相關建

蔽率、高度之規定)。 

技術之環境教育區域，

仍有別於管理服務用地

之功能，故建議不予變

更為管理服務用地。 
○2 有關增列允許使用項目

之建議，考量花卉苗圃

用地之功能定位非單純

農業使用，農業設施亦

非屬主要計畫允許使用

項目，且已增列研習訓

練場所、管理服務設

施、觀景眺望設施、步

道、解說設施等允許使

用項目應可符合使用需

求，故農業設施、行政

設施、綠地廣場…等項

目應無須納入允許使用

項目。 
3.建議修正內容： 

(1)依本計畫區資源特性及功

能定位，將「花卉公園用

地」變更為「花卉苗圃用

地」。 
(2)除原已允許之「第十五

組：遊憩及服務設施之觀

景眺望設施、步道」項目

外，於花卉苗圃用地新增

「第四組：文教設施之研

習訓練場所」、「第十五

組：遊憩及服務設施之管

理服務設施、觀景眺望設

施、解說設施」等允許使

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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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陽明山國家公園菁山露營場遊憩區(遊六)細部計畫(第1次通盤檢討)案 
公開徵求意見期間人民、機關、團體意見綜理表(續3) 

編

號 
陳情人 

人民、機關、團體 

陳情意見 
研析意見 備註 

03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羅東林區

管理處 

(102.12.31羅

政 字 第

1021211922

號) 

1.經查本案細部計畫範圍區分

為管理服務用地、原野植物

用地、花卉公園用地、保留

用地，合計 24筆土地，均位

於本處轄管編號第 3007號水

源涵養保安林部分範圍。 
2.保安林之管理經營，不論所有

權屬，均以社會公益為目

的，倘若需使用保安林地時

以地質穩定、無礙國土保安

及林業經營者為限，並依森

林法相關規定辦理。 

1.建議予以採納。 
2.理由： 

(1)經查，本計畫區除管理服

務用地、露營活動用地以

外，其餘土地使用分區皆

涉及保安林範圍，考量本

計畫區屬已開闢性質，故

以不新增建築物為原則，

避免不必要之發展。 
(2)為免本計畫之規範未盡完

整，造成本計畫區使用與

其他相關法令衝突或競

合，於本細部計畫保護利

用管制原則中，將涉及其

他相關法令規定之遵循精

神納入。 
3.建議修正內容： 
於保護利用管制原則中新增

「若涉及其他相關法規規定

時，依行為適用之相關法規

規定辦理」之條文。 

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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