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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範圍及年期 

一、濕地範圍 

民國 102年立法院三讀通過《濕地保育法》，並於 104年 2月 2日
發佈施行，指定卑南溪口重要濕地為國家級重要濕地，屬於海岸自然濕

地；範圍自臺東大橋西起向東，東至水深六米海域為界，北以志航路與

吉林路劃界，南至臺東森林公園馬亨亨大道為界定範疇，總面積約達 912
公頃(如圖 1-1)。 

二、保育利用計畫範圍 

依據濕地保育法第 15條第 2項規定：「主管機關認為鄰接重要濕
地之其他濕地及周邊環境有保育利用需要時，應納入重要濕地保育利用

計畫範圍一併整體規劃及管理」。依本濕地地貌現況，本計畫保育利用

計畫範圍將依行政院公告之國家級重要濕地範圍作為計畫範圍，濕地於

南側緊鄰臺東市區、東北側鄰近志航基地(如圖 1-1)。。 

三、計畫年期 

依據濕地保育法施行細則第 5條規定：「本法第 15條第 1項第 1
款所訂計畫年期為 25年」。以核定公告年為起始年，計畫年期 25年。 

貳、 計畫目標 

卑南溪口重要濕地位於臺東縣臺東市， 本計畫擬定卑南溪口重要濕地
保育利用計畫目標： 

一、 維護濕地生態環境與保護生物資源多樣性 
二、 保存與延續從來之傳統文化祭典活動，並得以宣揚與推廣 
三、 永續經營管理，結合當地社經人文與濕地生態環境共存，確保生

態環境穩定及社經環境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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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卑南溪口重要濕地保育利用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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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上位及相關綱領、計畫之指導原則 

為具體了解卑南溪口重要濕地相關計畫、法規與本計畫之關聯性，作為卑

南溪口重要濕地保育計畫之參考依據，以下針對本計畫之上位及相關計畫、相

關法規等進行回顧與彙整分析。 

一、 上位計畫 

本計畫上位計畫包含「全國區域計畫」、「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東

部永續發展綱要計畫」、「國家濕地保育綱領」、「整體海岸管理計畫」，茲

將其計畫重點內容與本計畫之關係綜整分析(如表 3-1)及(如圖 3-1)。 

表 3- 1上位計畫綜合整理 
計畫名稱 核定

年期 計畫內容 訂定 
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性 

全國區域計
畫 

102 本計畫為國土計畫法實施
前，係屬空間計畫體系中
之最上位法定計畫，其計
畫重點： 
1.計畫體系及性質調整：將
臺灣北、中、南、東部等 4
個區域計畫，整併為「全
國區域計畫」，並調整為政
策計畫性質。 
2.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趨
勢，研訂土地使用調整策
略。 
3.依據全國糧食安全需
求，訂定農地需求總量及
檢討使用管制規定。 
4.建立計畫指導使用機制
及簡化審議流程。 
5.研訂專案輔導合法化原
則，並依據行政院政策指
示，協助未登記工廠土地
合理及合法使用。 
6.刪除水庫集水區公有土
地出租、讓售限制相關規
定。 

內政部 1. 國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納
入第 2級環境敏感地區。 

2. 國際級與國家級重要濕地範
圍內土地，應依下列規定管
理： 
(1) 若位於法定保護區，應

依野生動物保育法、文
化資產保存法、國家公
園法、森林法等相關目
的事業主管法令管理。 

(2) 若位於都市計畫區，公
有土地應優先檢討劃
設或變更為相關保
護、保育分區或用地，
並依明智利用原則修
訂相關管理事項內容。 

(3) 審慎規劃土地使用發
展類型與開發條件，在
不影響其生態系統之
完整性與保護標的情
況下，得以許可相容之
土地使用或產業發展。 

(4) 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土
地得繼續為原有之使
用。但其使用違反其他
法律規定者，依其規定
處理。 

國土空間發
展策略計畫 

99 揭櫫「中央山脈保育軸」
與「全國綠色網路」等政
策理念，各權責機關應積
極保育水、土、林等自然
資源，維護森林、河川、
濕地、海岸等地 區之生物
棲地環境。 

行政院 本計畫於國土空間結構中係屬
生態空間發展面向，考量各總資
源使用與環境管理整合、國土保
安及復育，將本計畫納入區域整
合性之土地利用。 

國家濕地保
育綱領 

106 為全國濕地保育最高指導
原則，確立總體規劃與推

內政部 國際級與國家級濕地重點策略： 
1. 維護保育濕地生態系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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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核定
年期 計畫內容 訂定 

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性 
動濕地之保育策略。 首要標的，濕地防洪防災功

能為輔。 
2. 強化範圍內之濕地保育與
其周圍環境之連結，以生物
遷徙路徑規劃系統性生態
廊道，建構空間生態網絡，
拓展物種棲息地與健全生
態系。 

3. 依照濕地保育標的與功能
進行分區管制，制定各分區
使用規範。 

4. 動態管理監控環境數據，尤
其是危及生態平衡與生物
多樣性之威脅。 

5. 提供科學研究與濕地環境
教育之場域，鼓勵民眾參與
關心濕地環境，推展國際合
作機會。 

6. 範圍內必要之設施物，須符
合濕地保育法第 16條規定。 

東部永續發
展綱要計畫 

96 臺灣東部具有豐富多元的
人文特質、慢速的生活步
調、優美的自然景觀、乾
淨的土地資源，以及近深
的海岸地勢等優勢條件，
應掌握樂活、慢活與優質
生活的全球休閒旅遊發展
趨勢，發展利基型產業，
而非複製西部大量消耗自
然資源以換取經濟成長之
發展模式。 

行政院 整體空間發展策略上，需遵循永
續產業、永續社會與永續環境三
者平衡的基本發展理念，方可兼
顧自然保育與觀光開發，促進地
方永續的發展。 

整體海岸管
理計畫 

106 臺灣四面環海，海岸線長
達 1 千多公里，擁有廣大
面積之海岸土地、廣闊的
陸 棚與大洋複雜環境，並
具有多樣的海岸地形與生
態環境，為一動態生態系
統。過去隨著人口成長、
經濟發展與國防管制放
寬，沿海地區之空間利用
漸趨 多元，已同時為生態
環境敏感地區、產業發
展、交通運輸、景觀遊憩、
國防安全 等之使用空
間。然各目的事業開發計
畫未能整合考量海岸土地
及資源之特性，以 致發生
海岸土地競用、超限利
用、不當利用等情事，使
海岸多功能利用、資源維 
護、生態棲地保存、生物
多樣性維護、國土保安等
均面臨重大威脅。 
為達成維繫自然系統、確
保自然海岸零損失、因應
氣候變遷、防治海岸災害
與 環境破壞、保護與復育
海岸資源等目標，依海岸

內政部 1. 以促進海岸地區之社 會、
經濟及環境之永續發展，以

保護、防護、利用及管理海

岸地區土地。 

2. 兼顧海岸地區之保護、防護
與利用，提出海岸地區功能

調和之 土地利用方式，作
為海岸地區內各項目的事

業利用管理之最高指導原

則。 

3. 劃設海岸保護區與防護區
之區位或範圍，及研訂保

(防)護原則，並 指定保(防)
護計畫擬訂機關與擬訂期

限，提供各主管機關依循，

以落實 海岸保護與防護管
理機制。 

4. 劃設特定區位與規範適當
利用原則，以促進海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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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核定
年期 計畫內容 訂定 

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性 
管理法第 8 條 及第 44 
條規定，應研訂「整體海
岸管理計畫」，以綜整海岸
管 理之課題與對策、落實
海岸地區之規劃管理原
則、協調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之 分工，指導相關
計畫修正或變更，以有效
指導海岸土地之利用方
向，健全海岸之 永續管
理。 

之永續利用。針對海岸地區

在自然環境、災害影響或重

要人文景觀等不同面向需

特 別關注之地區，劃設為
特定區位，並按其環境特性

規範利用原則，以確保 海
岸地區土地之永續利用。 

 
生物多樣性
推動方案 

99 本推動方案訂定各部會之
權責職掌，藉各部會間的
互動、協調及落實推動生
物多樣性工作，以達成本
土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
利用之目的，進而提升臺
灣國際競爭力。 

行政院 我國生物多樣性工作之國家整
體目標如下： 
一、保育我國的生物多樣性。 
二、永續利用生物及其相關資
源。 

三、公平合理地分享由生物資
源所帶來的惠益。 

四、提升大眾維護生物多樣性
的意識及知識。 

五、參與區域性和全球性合作
保育生物多樣性。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3- 1上位計畫示意圖 
 

  

全國區域計畫 
國土空間 

發展策略計畫 
域計畫 

國家濕地保育綱領 

 

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 

濕地保育利用計畫 

東部永續發展 

綱要計畫 

保育水、土、林等自然 

資源、維護森林、河川 

、濕地、海岸等地區之 

生物棲地環境 

 

整體海岸管理計

畫 

推動本土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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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計畫 

本計畫相關計畫綜合整理如下： 

表 3- 2相關計畫綜合整理 

計畫名稱 計畫

年期 計畫內容 訂定 
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性 

國土保安與復

育計畫 
99 計畫目標為確保國土安

全，強化資源保育，限

制不當開發利用；提供

優質環境，調和城鄉發

展以及流域生態平衡，

提升生活品質。該計畫

係以流域整理治理為核

心思維，依流域的上、

中、下游之空間特性與

遭遇問題，提出國土復

育之願景和策略，由行

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

會擔任協調整合推動平

臺，計畫之協調及推動

機制。 

行政院 本計畫範圍於卑南溪口濕地，計

畫範圍涵蓋卑南溪口南北兩

側，包括風景暨飛沙防止保安林

地與森林公園及河灘地使用，對

應本計畫內容可找出相關之土

地規劃與使用對策。 

2015願景臺東
發展策略規劃 

99 未來臺東全縣可採「五

區一核心」之發展模

式，建議以目前的都市

計畫地區為基礎，發展

為地區中心，並著重在

環境品質上的改善。整

體以單核多心為城鄉體

系發展結構，強化核與

心的功能與品質改造。

藍色海星之發展，可考

慮分為五大發展軸：縱

谷軸、海岸軸、離島軸、

南迴軸、霧台知本軸等

五大軸。 

臺東縣政

府 
本計畫內容的五大軸線中的海

岸軸與為卑南溪的卑南溪口重

要濕地為連帶關係；卑南溪口重

要濕地的規劃也須參考此計

畫，作為未來保育利用計畫之分

析。 

臺東縣環境保

護局-卑南溪
風砂揚塵防制

計畫 

100 本計畫為建立卑南溪風

砂揚塵之預警、通報、

宣導及揚塵成因調查

等，預計完成包含卑南

溪資料調查蒐集彙整、

建置河床裸露地揚塵預

警系統、規劃及建立揚

塵惡化應變體系、河床

裸露地揚塵改善策略研

臺東縣環

境保護局 
卑南溪風沙揚塵影響整個臺東

縣市環境與人民生活品質問

題，利用相關計畫了解初期環保

局對於揚塵防治的階段成果，並

加了解揚塵預警、通報、宣傳等

警界，以利後續本計畫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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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

年期 計畫內容 訂定 
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性 

擬及卑南溪河床揚塵防

制宣導等工作。 
臺東縣環境保

護局-卑南溪
河川揚塵防制

及改善推動計

畫 

101 本計畫將卑南溪流域影

像圖資依不同河段進行

區分後，圈選裸露地區

域，並計算其裸露面

積，而依現場風勢及裸

露程度判定揚塵發生機

率，可作為後續河川揚

塵巡查作業參考依據。

98年為揚塵事件發生次
數最多的一年，因莫拉

克風災把河床上游土石

大量沖刷至下游，導致

下游裸露地面積變大，

因此發生次數就變大；

另外 100年揚塵次數降
低，主要是臺東縣環保

局有執行卑南溪揚塵防

治計畫水覆蓋工法，由

揚塵事件發生次數降

低，可看出水覆蓋工法

對河川揚塵之防制成效

良好。 

臺東縣環

境保護局 
卑南溪豐枯水期明顯，揚塵更因

東北季風影響甚大，也因風災影

響使河道變化多端，為了防治揚

塵環保於使用水覆蓋抑制，防治

效果大幅提升，本卑南溪口濕地

保育利用計畫更要考量天災影

響程度以及水覆蓋工程對於濕

地內與市民生活品質的衡量。 

102年度卑南
溪河川揚塵防

制及改善推動

計畫 

102 本計畫揚塵潛勢區調查

及資料蒐集彙整，掌握

卑南溪易揚塵潛在區

位，並執行卑南溪流域

巡查工作及記錄揚塵變

化情形，精進河床裸露

地揚塵預警機制，充實

預警通報資訊來源，並

透過通報系統提供即時

空氣品質惡化預警功

能。辦理卑南溪河川揚

塵防制實兵演練，或發

生揚塵惡化事件時進行

緊急應變，強化各權責

單位應變機制，加強橫

向業務聯繫會議及辦理

揚塵防護宣導說明會，

辦理卑南溪沿岸環境清

理作業，降低河川揚塵

污染，減輕揚塵對鄰近

臺東縣環

境保護局 
相關計畫為延續前兩年成果計

畫，並將揚塵發生紀錄與資料彙

整與辦理揚塵惡化緊急應變防

制及防護宣導說明會，於本計畫

濕地保育利用範圍涵蓋鄰近村

里，得知村里皆對揚塵有一定的

認知與防護知識，濕地保育利用

範圍與揚塵防治息息相關。 

http://epq.epa.gov.tw/EPQ_ResultDetail.aspx?proj_id=1021425527&recno=&document_id=13200&KeyWord=%e5%8d%91%e5%8d%97%e6%ba%aa
http://epq.epa.gov.tw/EPQ_ResultDetail.aspx?proj_id=1021425527&recno=&document_id=13200&KeyWord=%e5%8d%91%e5%8d%97%e6%ba%aa
http://epq.epa.gov.tw/EPQ_ResultDetail.aspx?proj_id=1021425527&recno=&document_id=13200&KeyWord=%e5%8d%91%e5%8d%97%e6%ba%aa
http://epq.epa.gov.tw/EPQ_ResultDetail.aspx?proj_id=1021425527&recno=&document_id=13200&KeyWord=%e5%8d%91%e5%8d%97%e6%b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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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

年期 計畫內容 訂定 
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性 

居民之影響。 
臺東縣

（101~104）綜
合發展實施方

案之空間發展

構想與策略 

102 臺東縣政府配合行政院

訂定之花東地區永續發

展策略計畫。 

臺東縣政

府 
綜合發展實施發案為花東地區

永續發展的長遠策略規劃，卑南

溪口為臺東市連接花東縱谷的

第一站，此計畫的策略也應納進

保育利用計畫的規劃參考。 
103年度卑南
溪河川揚塵防

制及改善推動

計畫 

103 本計畫延續前年計畫目

標並為揚塵防治，將揚

塵潛勢區調查及資料蒐

集彙整，掌握卑南溪易

揚塵潛在區位，並執行

卑南溪流域巡查工作及

記錄揚塵變化情形；精

進河床裸露地揚塵預警

機制，充實預警通報資

訊來源，並透過通報系

統提供即時空氣品質惡

化預警功能；辦理卑南

溪河川揚塵防制實兵演

練，或發生揚塵惡化事

件時進行緊急應變，強

化各權責單位應變機

制；加強橫向業務聯繫

會議及辦理揚塵防護宣

導說明會；辦理卑南溪

沿岸環境清理作業，降

低河川揚塵污染，減輕

揚塵對鄰近居民之影

響。 

臺東縣環

境保護局 
本計畫卑南溪口濕地保育利用

範圍涵蓋了揚塵防治工程，並探

討揚塵防治工程與臺東市里民

間的重要性，以對保育利用範圍

分區規劃的考量重點。 

104年度卑南
溪河川揚塵防

制及改善推動

計畫 

104 本計畫延續 100年至
103年度揚塵潛勢區調
查蒐集彙整，掌握卑南

溪易揚塵潛在區位，並

執行卑南溪流域巡查工

作及記錄揚塵變化情

形。並精進強化河床裸

露地揚塵預警機制，透

過通報系統，提供即時

的空氣品質惡化預警功

能。同時執行卑南溪流

域揚塵監測作業，充實

預警通報資訊來源與辦

理卑南溪河川揚塵防護

應變演練，或發生揚塵

臺東縣環

境保護局 
本案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大部分

涵蓋區域為卑南溪口河床，依據

民國 100年至 104年期間，揚塵
一直為影響臺東市民生活與持

續改善之重點項目。 
 
藉由本計畫成果資料，能協助本

案於相關課題探討、規劃保育利

用計畫分區及明智利用規範擬

定的重要資料。 

http://epq.epa.gov.tw/EPQ_ResultDetail.aspx?proj_id=1021425527&recno=&document_id=13200&KeyWord=%e5%8d%91%e5%8d%97%e6%ba%aa
http://epq.epa.gov.tw/EPQ_ResultDetail.aspx?proj_id=1021425527&recno=&document_id=13200&KeyWord=%e5%8d%91%e5%8d%97%e6%ba%aa
http://epq.epa.gov.tw/EPQ_ResultDetail.aspx?proj_id=1021425527&recno=&document_id=13200&KeyWord=%e5%8d%91%e5%8d%97%e6%ba%aa
http://epq.epa.gov.tw/EPQ_ResultDetail.aspx?proj_id=1021425527&recno=&document_id=13200&KeyWord=%e5%8d%91%e5%8d%97%e6%b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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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

年期 計畫內容 訂定 
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性 

惡化事件時進行應變， 
強化各權責單位應變機

制。 
在教育推廣上，加強橫

向業務聯繫會議及辦理

國小學童揚塵防護說明

會，並配合河川揚塵抑

制工法應變演練示範施

作。 
持續辦理卑南溪沿岸環

境清理作業，降低河川

揚塵發生，減輕揚塵對

鄰近居民之影響。 
卑南溪口濕地

資源調查計畫

濕地保育工作

坊計畫 

102 位於卑南溪出海口之溪

口濕地，為內政部營建

署於 96年指定之 75處
國家重要濕地之一，「卑

南溪口濕地」屬於海岸

自然濕地，位於

22°46'20"N，
121°09'19"E，範圍自臺
東大橋起，東至水深 6
公尺海域，以志航路和

吉林路為北界，南至臺

東森林公園南界馬亨亨

大道，面積約 947公頃。 
濕地北側臨近機場、砂

石場，範圍涵蓋卑南溪

出海口，南側有臺東森

林公園，其中有鷺鷥

湖、琵琶湖、活水湖和

生態池的湖泊。 

臺東縣政

府 
透過本案可了解卑南溪口重要

濕地範圍所擁有的資源，包含基

礎物種與文化產業等；提供規劃

卑南溪口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

畫的參考。 

卑南溪流域濕

地生態廊道建

置與埤塘濕地

調查 

102 卑南溪流域生態廊道

內：水棲生物交流度調

查，及大型埤塘濕地監

測與調查。宣導與訓練

社區民眾自主性簡易生

態調查活動。濕地現場

參訪活動。卑南溪流域

濕地生態廊道座談會。

卑南溪流域生態廊道既

有設施（藍、綠帶）景

觀設計與生態棲地復

育。卑南溪流域濕地生

臺東縣政

府 
本計畫有關生物資源調查及河

川水質採樣調查等，且保育類、

特有種或特殊物種等指標物種

或原生種植物等，其於環境營造

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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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

年期 計畫內容 訂定 
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性 

態廊道永續性的經營管

理策略。 
103年度卑南
溪河川揚塵防

制及改善推動

計畫 

103 本計畫延續前年計畫目

標並為揚塵防治，將揚

塵潛勢區調查及資料蒐

集彙整，掌握卑南溪易

揚塵潛在區位，並執行

卑南溪流域巡查工作及

記錄揚塵變化情形；精

進河床裸露地揚塵預警

機制，充實預警通報資

訊來源，並透過通報系

統提供即時空氣品質惡

化預警功能；辦理卑南

溪河川揚塵防制實兵演

練，或發生揚塵惡化事

件時進行緊急應變，強

化各權責單位應變機

制；加強橫向業務聯繫

會議及辦理揚塵防護宣

導說明會；辦理卑南溪

沿岸環境清理作業，降

低河川揚塵污染，減輕

揚塵對鄰近居民之影

響。 

臺東縣環

境保護局 
本計畫卑南溪口濕地保育利用

範圍涵蓋了揚塵防治工程，並探

討揚塵防治工程與臺東市里民

間的重要性，以對保育利用範圍

分區規劃的考量重點。 

103年度臺東
縣卑南溪河川

生態綠廊 
細部規劃設計

技術服務 

103 臺東縣政府為解決卑南

溪揚塵危害，於民國 93
年成立防砂聯合推動小

組，並採取各種防砂措

施，包括鋪設稻草蓆、

攔砂籬、防風樹種及滯

水土堤等設施於河道內

防制風砂，目前已有具

體成效，惟仍積極尋求

其他對策 
以獲更佳之整體防制效

果。有鑑於此，臺東縣

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貴
局或環保局)乃研提「103
年度臺東縣卑南溪河川

生態綠廊細部規劃設計

技術服務」，期望透過本

計畫之執行，於卑南溪

初來橋至出海口河段進

臺東縣環

境保護局 
生態綠廊道計畫探討卑南溪中

游流域生態連結與水質水域問

題，由於卑南溪基流量受農業灌

溉影響，造成基流量不足，間接

影響卑南溪水質水量與生態物

種棲息；係此提出建立生態避難

所與橫向生態廊道串連。而卑南

溪口濕地作為卑南溪下游流域

與迴游性生物的起點，與此案有

相輔相成的生態構築串連性，形

成中游避難，下游引導的作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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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

年期 計畫內容 訂定 
機關 與本計畫關聯性 

行生態綠廊之規劃、場

址調查、可行性評估、

細部工法應用設計。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三、 相關法規研析 

濕地保育法第 2 條規定:「濕地之規劃、保育、復育、利用、經營管理相關
事務，依本法之規定;其他法律有較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與濕地保育相關之規定，包含濕地保育、環境生態、環境教育、 觀光遊憩、
水域資源等相關類別，各類別所涉之法規、施行細則及 其相關辦法等，綜合整
理如圖 3-2。  

 

圖 3- 2相關法規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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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水資源系統、生態資源與環境基礎調查分析 

一、 地理位置 

本濕地位於臺東縣卑南溪出海口，海岸山脈末端的南側，範圍自臺東

大橋西起向東，東至水深六米海域為界，北以志航路與吉林路劃界，南至

臺東森林公園馬亨亨大道為界定範疇，總面積約達 912公頃。卑南溪口濕
地另一個重要的地理位置的意義，為連接臺東海岸與花東縱谷重要的入口，

甚至沿著卑南溪主流，還可以直接深入中央山脈的區域內，為連接海岸、

沖積扇平原、縱谷平原、山脈等地形重要的門戶。 

二、 地質與地形 

卑南溪口濕地位於台東平原的北端，臺東平原在地質與地形上有異於

台灣東部海岸多斷崖海岸或礁岩海岸，臺東平原為卑南溪、太平溪、利嘉

溪與知本溪沖積而成的氾濫平原，為臺灣東海岸少見的氾濫平原地形。形

成臺東氾濫平原的卑南溪流出中央山脈之後，在花東縱谷南段維持南向流

動，但在岩灣一帶，受卑南斷層的引導，卑南溪的走向由南向轉為西北-東
南向，此區域由卑南溪所挾帶泥沙礫石沖積而成的平原至河口海岸地帶，

即為形成卑南溪口濕地的主要地質，卑南溪口重要濕地範圍內的地質主要

由「全新式」至現代之沖積層構成，如圖 4-1所示。卑南大溪沖積扇平原由
厚百餘米的礫石層組成，礫石厚度有由西向東減少的趨勢，有關於礫石層

的土壤厚度，蘇品如等人(蘇品如等人，99年)，曾於臺東都會區進行鑽井，
於臺東市東側海濱厚 107m的砂礫層下發現利吉層，顯示該段礫石層厚度至
少 107 m，臺東市區西北側的寶桑一帶則在 53m礫石層下發現厚層塊狀泥
岩。 

卑南溪口濕地範圍北端的虎頭山，是臺東市近郊著名的地標之一，它

是利吉混同層中巨大的蛇綠岩體，主要由「輝長岩」構成，輝長岩是火成

活動中的「深成岩」，岩漿未噴出地表，在地殼深處冷卻，因此虎頭山其前

身可能是早期南海海洋地殼隱沒至菲律賓海板塊時，被削落的南海海洋地

殼碎塊，如今已自數千公尺深的洋底推擠出露地表，孤立於利吉層緩丘之

上，外觀十分突顯(台灣地景保育網)，虎頭山的地質有別於周圍其他地質，
是可輕易到達又極珍貴的岩石地景資源(卑南溪河川情勢調查，經濟部水利
署，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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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卑南溪口濕地地質地層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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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氣候 

氣候資料與與濕地有著密切的關係，如溫度、降雨量，可能影響濕地

中的水環境與植物生長，風向與風速，更直接影響卑南溪口的揚塵。卑南

溪口濕地緊鄰臺東市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於臺東市區設置一處氣候監測

站，本報告引用臺東氣候監測站之監測資料，作為說明： 

1. 氣溫 

臺東地區屬亞熱帶氣候型，因受黑潮流經之影響，平均溫度較西部為高，

圖 4-2為臺東氣候監測站自 96年至 105年間的月平均氣溫變化圖，圖中
顯示近 10年的氣溫範圍大致為 30℃~19℃間，最高溫發生於 96年 7月的
30℃，最低溫發生於 100年 1月的 17℃，近 10年統計之總月平均氣溫中，
最高平均氣溫為 7月的 29.3℃，最低平均氣溫為 1月的 19.4℃(表 4-1)。 

2. 雨量 

圖 4-3為臺東氣候監測站近 10年之月降雨量變化趨勢圖，近 10年降雨量
中最大降雨量為 104年的 10月的 991 mm，最低將雨量為 96年的 7月的
4 mm，近 10年月平均降雨量超過 100 mm的月份為 5~11月，統計之總
月平均降雨量最高為 9月份，最低月份為 1月，如表 4-1所示。 

3. 風向 

如圖 4-4所示，本計畫將臺東氣候監測站監測統計近 10年每月平均降雨
量，每月平均超過 100 mm以上為雨季(5~11月)，月平均降雨量低於 100 
mm為非雨季(12~4月)，以此基礎將雨季與非雨季的風向與風速繪製成為
風花圖，圖中顯示非雨季的風向以北為主(約為 45 %)，最大風速可達 3~4 
m/sec，雨季的風向較多樣性，但東北風的機率略高(約為 28 %)，最大風
速可達 4~5 m/sec，顯示雨季期間北風減弱，對台東市區造成揚塵影響的
因素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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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臺東氣候監測站近 10年監測氣溫與降雨量總月平均 

 氣溫 降雨量 平均風速 
單位 ℃ mm m/sec 
1月 19.4 27.0 1.9 
2月 20.7 47.1 1.9 
3月 21.9 37.7 1.9 
4月 23.7 64.2 1.8 
5月 26.5 153.3 1.6 
6月 28.4 280.4 1.6 
7月 29.3 214.1 1.7 
8月 28.8 288.5 1.5 
9月 28.1 307.0 1.7 
10月 26.0 234.4 1.9 
11月 23.3 181.0 1.8 
12月 20.2 36.2 1.9 

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網站，本計畫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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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網站，本計畫繪圖 

圖 4-2臺東氣候監測站近 10年月平均氣溫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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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網站，本計畫繪圖 

圖 4-3臺東氣候監測站 105年各月降雨量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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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網站，本計畫繪圖 

左圖為台東市區非雨季(12~4月)風花圖，右圖為台東市區雨季(5~11月)風花圖 

圖 4- 4臺東氣候監測站之近 10年風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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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水文 

（一.） 水文系統 

本濕地範圍內的水文系統種類豐富，除了卑南溪主流域之外，尚還有

自然與半自然的沼澤濕地、人工湖泊、灌溉溝圳、排水溝渠、半潟湖、地

下伏流水系統等，以下為各種水文系統的介紹： 

1. 卑南溪主流： 

卑南溪口濕地內最主要的水源來源，雖然卑南溪的上游來自中央山

脈的新武呂溪，加上卑南溪水系的各支流匯入，水量極為豐沛，然而卑

南溪的主河量受到上游灌溉取水系統的影響，以及卑南溪部分水體滲入

地下成為伏流水系統，使得卑南溪上的基河量至下游大為降低，尤其乾

季極為明顯，加上卑南溪主流的水體所挾帶的大量砂礫與懸浮固體物，

在卑南溪口濕地範圍內因河水流速緩慢，因此造就出卑南溪口濕地內的

各種河灘地、沙洲、平原荒地等地形，在乾季河水流量少，且東北季風

盛行時，卑南溪口濕地內揚起的沙塵成為臺東市區內最大的自然空氣污

染來源。 

2. 湖泊、沼澤濕地系統： 

本計畫卑南溪口濕地範圍內有四處的較大型湖泊或沼澤濕地，分別

為琵琶湖、鷺鷥湖、活水湖等，以及臺東森林公園東北端的沼澤濕地，

四個主要湖泊的水源均來自卑南溪地下伏流水系統之湧泉，琵琶湖為沼

澤濕地的出流口端因沙丘堆積而形成自然湖泊，鷺鷥湖為沼澤濕地經人

工整治而形成的半人工湖，活水湖則原為沼澤濕地後經人工挖掘設置而

成的人工湖泊，森林公園東北端的沼澤濕地，同樣屬於卑南溪河床孓留

的自然型沼澤濕地。 

3. 灌溉溝圳： 

卑南溪流域有許多的灌溉取水系統，其中與卑南溪口濕地較為相關

的系統為石川與卑南灌溉水圳，兩個水圳的灌溉範圍包含：東至台東海

邊，西至台東民航機場，南至知本農場，北至岩灣，灌溉面積卑南圳為

2501公頃，石山圳為 185公頃，兩條水圳的總灌溉總面積為 2686公頃。
卑南圳系統的取水點與大部分灌溉渠道水體並不完全在本計畫濕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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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僅有部分灌溉渠道引入本計畫濕地範圍內的臺東森林公園，另一個

水圳為石川圳，石川圳的取水口位於卑南溪口濕地的上游(台東大橋上游)，
其所灌溉的農田大致位於本計畫濕地範圍，卑南溪北側堤防外的農地(水
稻田與旱田)，石川圳排出口位於卑南溪河口處。 

4. 排水溝渠： 

本計畫卑南溪濕地範圍內的排水溝渠甚少，唯一最大的排水溝渠為

為卑南溪北側的志航機場排水，該排水位於志航機場南側向南，穿越吉

林路之後改為向西流動，大致沿著卑南溪北側堤防，穿越台 11號中華大
橋後穿越堤防，與石川圳匯流流入卑南溪口。 

5. 半潟湖： 

半潟湖為卑南溪出海口相當特殊的水文系統，一般含沙量的高的河

川系統於河口平原地帶，因流速緩慢易堆積泥砂，逐漸成為水深平緩的

地形，但因臺灣東部海底地形坡度陡坡水深，河川輸砂入海後即被海流

帶進深溝處，造成沿岸補充漂砂不易，而於河口交界地形成大的水深落

差，甚至造成河口海水即使於漲潮條件下也不易感潮流入河內，甚至在

非雨季基河量降低時，從卑南溪上游帶下來的砂石堆積於河口，進而形

成半潟湖系統，此半潟湖型態常隨著卑南溪水量、輸砂量、季風風向，

以及海浪侵蝕而改變，為卑南溪口濕地特殊的地形與水文現象。 

6. 地下伏流水系統： 

由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中間所形成的列谷與地塹，使的卑南溪流域

在卑南溪河谷平原與臺東平原形成豐沛的地下水源，以卑南溪口濕地範

圍的經濟部水利署大橋地下水位監測站(測站編號：140116M3，測站位置
如圖 4-5)2015年監測資料為例，大橋站的地下水位約為 24~25 m(經濟部
水利署水文資訊網整合服務網站)，其他位於臺東市區的地下水位監測站，
如康樂站(測站編號：1410111)的水位約為 6~7 m(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
網整合服務網站)，豐田站(測站編號：1410211)的水位約為 10~11 m(經濟
部水利署水文資訊網整合服務網站)，顯示卑南溪口濕地周圍的地下水位
較為偏高，尤其卑南溪水滲入地下後更形成豐沛的地下伏流水源，另外

卑南溪兩側的水稻田所引用之灌溉用水也會部分滲入成為伏流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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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表逕流水與其他排水系統： 

卑南溪口濕地緊鄰廣大的臺東平原，因此成為平原內地表逕流水得

承受水體，主要的地表逕流水來源，除了一般的降雨水之外，北邊以部

分富源里山區、豐富里農田、以及富岡里與志航基地周邊的排水為主，

南邊則以緊鄰台東市區的南榮、新生、寶桑、四維、中華、建國等里的

農田與部分地表、生活污水的排入為主，這些水源可能經常性或季節性

帶入農田回歸水的農藥、肥料、以及市區的地表污染物質，所幸目前卑

南溪口兩側的地表逕流水並不會直接排入卑南溪內，對於卑南溪口濕地

的污染性較小。 

（二.） 水質 

1. 卑南溪主流域的水質監測 

根據環保署 101年至 104年水質監測資料顯示與監測點位（圖 4-5），
卑南溪河川臺東監測點為河川污染指數為 2.3~3.1，平均為 2.8屬於中度
污染（表 4-2）。臺東縣環保局於中華大橋之間測結果顯示，卑南溪出海
口的污染指數為 1.6~2.6，平均為 1.6，屬未(稍)受污染河段(表 4-2)。 

表 4-2將歷年水質監測數據統計區分為四個季節，除了懸浮固體物之
外，其他水質數據的差異性並不大，僅化學需氧量與總磷在夏季略為偏

高，懸浮固體物無論於台東大橋或中華大橋所監測的濃度均在夏季與秋

季明顯偏高，冬春兩季則明顯降低，可推論夏秋兩季雨量偏多，所挾帶

的泥沙與懸浮固體物偏多，導致下游所監測之懸浮固體物含量也偏高，

這些砂礫與懸浮固體物於河口流速緩慢後中年累積於河口處，當春冬兩

季雨量偏少，卑南溪基河量降低時，河灘地裸露，東北季風盛行時即造

成嚴重的揚塵問題。卑南溪口水體水質監測數據，若排除懸浮固體物，

卑南溪水體於卑南溪口濕地範圍內仍應屬稍受污染或輕度污染。有關卑

南溪濕地範圍內水體，未來將以「重要濕地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

標準」為目標進行水質監測，並持續觀察與監測。 

2. 其他水域的水質狀況 

卑南溪口濕地除了卑南溪主流域之外，其他的水文尚有沼澤濕地、

人工湖泊、灌溉水圳、農田、排水溝渠等水域，甚至是目前執行抑制揚

塵計畫進行水覆蓋工法的魚塭或梯田，也應評估是否有外來污染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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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將規劃以「重要濕地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來監測水質，

以利未來經營管理之所需。 

 
圖 4- 5卑南溪口濕地水文系統示意圖 



 

- 21 - 
 

表 4- 2卑南溪口濕地內環保署與臺東縣環保局水質測站河川污染指數 

水質參數 單位 
臺東大橋 中華大橋 

春 夏 秋 冬 平均 春 夏 秋 冬 平均 
水溫 ℃ 22.5 25.8 28.2 22.5 24.8 21.4 27.5 27.4 23.4 24.9 
酸鹼值  8.2 8.2 8.1 8.2 8.2 8.0 7.9 8.1 8.1 8.0 
溶氧 mg/L 8.7 8.1 7.9 8.6 8.3 7.5 8.3 7.6 7.6 7.8 
導電度 μs/cm 573 517 497 529 529 589 832 501 525 612 
懸浮固體 mg/L 169 4420 2133 890 1903 29 1228 3162 303 1181 
生化需氧量 mg/L <1.0 1.7 1.0 1.5 1.4 2.1 4.3 3.6 12.8 5.7 
化學需氧量 mg/L 13.6 85.1 44.1 17.4 40.1 6.0 15.3 12.4 114.0 36.9 
氨氮 mg N/L 0.03 0.05 0.06 0.03 0.04 0.08 0.10 0.07 0.07 0.08 
硝酸氮 mg N/L 0.53 0.38 0.44 0.55 0.48 - - - -  
總磷 mg P/L 0.135 1.021 0.617 0.095 0.467 - - - -  
河川污染 
指數 

 
2.2 3.2 3.2 2.9 2.9 1.6 1.6 1.6 2.6 1.9 

備註： 
1. 臺東大橋水質數據統計期程：101年~105年，中華大橋水質數據統計期程：104年~105年 
2. 中華大橋水質監測項目無硝酸氮與總磷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環保署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 

（三.） 水量 

1. 溪流量 

卑南溪整體的集水面積 1,584.29平方公里，有關卑南溪的溪流量，水
利署於本計畫範圍內的台東大橋設置有一座水位流量記錄站，相關流量紀

錄彙整後如圖 4-6所示，其中歷年統計之月平均平流量約為 17~223 CMD，
另外最大月平均流量則為 95~875 CMS，最小月平均流量為 0~6.89 CMS。 

此外，卑南溪溪流量除了影響挾帶砂石產生揚塵，也會引響卑南溪內

的生態環境與棲地，目前有關文獻調查與評估卑南溪台東大橋以下之平原

所需之基礎生態流量大約為 7.44 CMS(張楨驩，2001，以歷史流量法推估
卑南溪河川生態基流量之研究)，如圖 4-7所示，歷年監測之月平均流量大
致可以大於文獻之生態基流量，反觀 104年月平均流量於 6、7、9月略低
於文獻建議之生態基流量，另外歷年統計之最低月平均流量也均低於文獻

建議值之生態基流量，當卑南溪的流量低於生態基河量時，對於卑南溪口

濕地的生態產生的影響，值得未來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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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道變化 

卑南溪出海口一代本屬於洪水氾濫型態的氾濫平原，河道變化本屬於

卑南溪口平原的自然現象，因此河口各種生態在自然條件下受河道不斷改

變而影響也屬卑南溪口的常態，卑南溪河口之灘地隨著河水流量與方向變

化，影響與改變整個地形地貌，生態棲地環境可能也受影響，可視為氣候

影響生態演替的一部分。從 100年 8月至 104年 8月的空拍圖資訊(圖 4-8)，
卑南溪溪流與河床的關係有著幅度性的變化，其中在 100年尚可觀察到的
綠洲已消失，取而代之的不斷隨著水流位置改變的沙洲，河床位置除了受

到溪水量與方向影響，也受到因揚塵改善工程-水覆蓋工法，而在河灘地挖
掘蓄水池造成水域及沙洲範圍改變。另外，位在高灘地上的短期農作地範

圍也有逐年變化消長的現象。未來宜持續關注長期河道變化對卑南溪濕地

多樣性環境與自然生態的影響。 

3. 河口海岸 

本濕地東側臨海，雖然卑南溪輸砂量大，受限於海岸地形的影響，僅

於河口處堆砂，颱風暴雨期間常挾帶大量土石進海中，成為補充沿岸漂砂

之來源，卻因東部海底地形坡度陡坡水深，河川輸砂入海後即被海流帶進

深溝處，造成沿岸補充漂砂不易而變成侵蝕問題。由卑南溪口離岸 3公里
處水深已達-700公尺，坡度非常陡 (黃暄穎，104年)。海岸地形僅堆砂於
河口地帶，一旦延伸至海洋後，反而因陡坡水深，造成卑南溪河口與海洋

不連續，形成半潟湖河口。 

另外，依據中央氣象局監測與統計之臺東朝位站之數據(90~104年)，
臺東潮位站之最高高潮位約在 1.0~1.5公尺之間，平均高潮位則在 0.5~0.8
公尺之間，此外大潮平均高潮位區間為 0.8~1.0公尺之間，如表 4-3及圖
4-9所示。因卑南溪河口略高於海平面，潮為變化僅最高高潮位對於卑南
溪河口略有影響(如颱風暴潮或其他因素)，其他時間的潮位對河口較無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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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建議之生態基河量：7.44 CMS

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中華民國水文年報統計報告，

104年 
張楨驩，以歷史流量法推估卑南溪河川生態基

流量之研究，90年 
圖 4- 6卑南溪臺東大橋之歷年月平均流量與
月平均最大最小流量 

圖 4- 7卑南溪臺東大橋歷年、104年月平均流
量與文獻建議之生態基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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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4- 8本計畫濕地範圍內河道變化空拍圖 

民國10 0 /0 8月 民國10 1年/0 8月

民國10 2年/0 6月 民國10 2年/0 8月

民國10 3年/0 7月 民國10 5年/0 8月

民國10 6年/0 8月

綠洲

短期耕地

河床沙洲

水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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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臺東近海潮位變化統計(90~104年) 

 月份  最高高潮位
(暴潮位),m 

 最高天文
潮, m 

 平均高潮
位, m 

 平均潮位, 
m 

 平均低潮
位, m 

 最低天文
潮, m 

 最低低潮
位, m 

1 1.136 1.127 0.636 0.03 -0.595 -0.99 -1.134 
2 1.169 1.181 0.643 0.054 -0.543 -0.953 -1.086 
3 1.135 1.161 0.663 0.071 -0.537 -0.837 -1.012 
4 1.109 1.087 0.698 0.106 -0.527 -0.898 -0.921 
5 1.149 1.141 0.732 0.151 -0.481 -0.905 -0.949 
6 1.308 1.144 0.759 0.155 -0.479 -0.978 -0.973 
7 1.518 1.163 0.791 0.187 -0.45 -0.987 -0.983 
8 1.598 1.206 0.846 0.245 -0.384 -0.933 -0.863 
9 1.442 1.172 0.802 0.229 -0.396 -0.827 -0.795 
10 1.273 1.143 0.751 0.199 -0.437 -0.944 -0.949 
11 1.143 1.127 0.699 0.124 -0.508 -0.982 -1.063 
12 1.09 1.087 0.645 0.065 -0.569 -1.015 -1.151 
全年 1.598 1.206 0.723 0.136 -0.491 -1.015 -1.151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圖 4- 9台東近海每月潮位變化圖(90~1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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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生態資源 

卑南溪口重要濕地範圍較完整地生態調查報告，分別為： 

1. 卑南溪濱海森林遊樂區生態資源調查計畫(劉炯錫，89年)； 
2. 卑南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經濟部水利署，93年)； 
3. 國家重要濕地行動保育計畫-卑南溪口濕地資源調查計畫(臺東縣政府，

104年)。 

由於本計畫卑南溪口濕地包含多樣性濕地地形，且不同時間與調查目

標的差異性，致使生態調查資料難以窺探近年的卑南溪口濕地的生態物種

全貌，本計畫按不同物種與調查之位置，儘可能說明目前生態物種與分布

之樣貌。 

（一）、 陸域與水域植物 

整體而言，卑南溪口濕地內的植物按地形分類，大致可以分為混植林(森
林公園部分)、卑南溪沙洲河床部分、卑南溪口濕地南側的沼澤濕地、以及
卑南溪北側的農田荒地部分，各地形陸域植物與水生植物種類如附錄表 1
所示，其中臺東森林公園，此區大部分為人工栽植或自然演替，且由於栽

植年代年輕，許多區域仍自然演替或尚未完全成熟之植物相(劉炯錫，89年)，
甚至因景觀需求而種植部分園藝性的植栽，河川的沙洲植生大部分為混植

林與高莖草本植物社會，在每一次的暴雨洪水過後，草本植生環境全然改

變例很高，沼澤或濕地以水生植物為主(經濟部水利署，93年)，農田荒地
則以水稻、銀合歡為主，以及一些渠道內的水生植物。整體而言，無論是

陸域或水域植物，卑南溪口濕地範圍內之植物物種均為東部河口、淡水沼

澤濕地與人工混植林內常見的植物，雖無特殊保育物種，但為未來經營森

林公園或卑南溪口濕地重要之依據。 

（二）、 陸域動物 

1. 鳥類 

卑南溪口另一項重要的生態資源為鳥類，尤其卑南溪口濕地一向為侯

鳥過渡時重要的棲息地，除了河口濕地出現的水鳥，臺東森林公園的人工

混植林相也提供許多陸域鳥類棲息與繁殖，本計畫分別由三個不同年代(劉
炯錫，89年、經濟部水利署，93年、臺東縣政府，104年)調查與統計之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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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進行分析，共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 99年以前(劉炯錫，89年、經濟部水利署，93年) 

調查結果詳見附錄二表 2 所示，此階段卑南溪口尚未完全執行抑制揚
塵工法，且台東森林公園尚於發展初期，臺東森林公園鳥類共發現有 40種
的鳥類，卑南溪口約有 13 種，4 年後於卑南溪口與台東大橋的調查結果，
卑南溪口發現有 34 種鳥類，台東大橋有 31 種，顯示缺少人為干擾下的森
林公園、混植林、草地、沼澤濕地與人工湖等多樣性的地形環境，出現各

式各樣的陸禽與水鳥，卑南溪台東大橋與卑南溪口則以水鳥居多。 

第二階段(臺東縣政府，104年) 

鳥類一共記錄 36科 90種(附錄二表 2)，以特有性來看，共計發現 1種
台灣特有種及 13種特有亞種鳥類，分別是特有種的烏頭翁，以及特有亞種
的鳳頭蒼鷹、環頸雉、台灣擬啄木鳥、斑頸鳩、綠鳩、黑頭文鳥、棕背伯

勞、大卷尾、台灣畫眉、小彎嘴、樹鵲、褐頭鷦鶯、黃鸝，以上這 14種均
為台灣低海拔地區常見的鳥類，以保育特性來說，本年度共計紀錄有Ⅱ級

保育類 5 種，以及Ⅲ級保育類 1 種。其中Ⅱ級保育類為鴞、鳳頭蒼鷹、環
頸雉、烏頭翁、台灣畫眉；Ⅲ級保育類為紅尾伯勞。 

另外，如表 4-5所示，103年以前卑南溪口統計之保育種鳥類仍可達到
1000種以上，但 103年以後則降低為 500種以下，其中喜好於河床高灘地
環境繁殖的小燕鷗，於 103年之後更是完全消失，由於 100年之後恰為卑
南溪河口濕地開始施行抑制揚塵工法水覆蓋工法與河灘地短期作物綠化的

時間點，是否因為人為過度干擾濕地環境的變化，進而導致卑南溪口濕地

許多鳥類物種不再前來棲息或繁殖，需未來持續關注與監測鳥類族群的變

化與評估。 

再根據該調查報告於 10個樣點所調查數據分析(表 4-5及圖 4-10)，調
查期間鳥類物種豐度最高的樣站出現於 B8樣區(卑南溪出海口北岸堤防)，
豐度指數為 14.72，記錄到 41種，其次為 B7(卑南溪北岸水田道路接臺 9出
口)的豐度指數 14.37，記錄到 43種，此兩樣區在棲地環境較為多元，南向
擁有沙洲、泥灘、石礫灘外，還有北向的灌木、草生地、零星田地，故較

為適合鳥類棲息。B3(卑南溪南岸防汛道路消波塊堆放區前的堤防)僅記錄到
21種、豐度指數 8.55，為調查樣區中物種豐度最低者。推究原因為該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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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堤防、消波塊，堤防外側則為礫灘，棲地環境較單調，再加上車輛往

返防汛道路上，容易干擾鳥群，故歷年調查均為樣區中豐度指數最低之樣

站(臺東縣政府，104年)。由此可知鳥類出現的熱點均為人為干擾少，環境
地形多樣化之區域。 

表 4- 4卑南溪口濕地自 100年~104年調查之保育類鳥類物種數量 

科 中名 保育

等級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總計 

雉科 環頸雉 Ⅱ 73 43 49 8 7 180 
鷺科 唐白鷺 Ⅱ   1   1 
鴞科 魚鷹(鴞) Ⅱ 2 1 6 1 4 14 
鷹科 鳳頭蒼鷹 Ⅱ 1 4 7 3 4 19 

隼科 
紅隼 Ⅱ 4  5   9 
燕隼 Ⅱ  1    1 
遊隼 Ⅱ  2 2   4 

鷸科 大杓鷸 Ⅱ 4 2    6 
燕鴴科 燕鴴 Ⅱ 120 22 27 10  179 
彩鷸科 彩鷸 Ⅱ  5 10 1  16 

鷗科 
小燕鷗 Ⅱ 62 81 181   324 
蒼燕鷗 Ⅱ 20     20 
鳳頭燕鷗 Ⅱ   11   11 

鳩鴿科 紅頭綠鳩 Ⅱ 7 4 28   39 

鴟鴞科 
黃嘴角鴞 Ⅱ 3     3 
褐鷹鴞 Ⅱ 1     1 

八色鳥科 八色鳥 Ⅱ 2     2 
伯勞科 紅尾伯勞 Ⅱ 129 102 108 37 30 406 

黃鸝科 
黃鸝 Ⅱ 4 2 6  3 15 
朱鸝 Ⅱ   1   1 

鵯科 烏頭翁 Ⅱ 1471 1130 1071 262 420 4354 
噪眉科 台灣畫眉 Ⅱ 74 86 83 5 7 255 
科統計   14 13 13 8  48 
種統計   16 14 16 8  54 
隻次統計   1977 1485 1596 327 475 5860 

資料來源：104年度國家重要濕地行動保育計畫-卑南溪口濕地資源調查計畫 

 
表 4- 5卑南溪口濕地於 104年調查之不同樣點鳥類物種豐度表 

地點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種數 27 33 21 31 39 41 43 41 28 30 
隻次 291 349 218 184 858 917 839 521 353 392 
均勻度 0.69 0.76 0.58 0.80 0.46 0.70 0.69 0.76 0.66 0.68 
豐度 10.55 12.58 8.55 13.25 12.95 13.50 14.37 14.72 10.60 11.18 
歧異度 0.99 1.16 0.76 1.19 0.74 1.12 1.12 1.12 0.96 1.00 
備註： 
B1：卑南溪出海口南側涼亭、B2：中華大橋南岸西側防汛道路第一階梯、B3：卑南溪南岸防汛道路消波塊堆放



 

- 29 - 
 

區前的堤防、B4：森林公園內的鷺鷥湖拱橋、B5：臺東大橋鴿舍對面的堤防、B6：卑南溪北岸水田、B7：卑南
溪北岸水田道路接臺 9出口、B8：卑南溪出海口北岸堤防、B9：臺東市森林公園農業處林務科辦公室前、B10：
臺東市森林公園木槌場 

資料來源：104年度國家重要濕地行動保育計畫-卑南溪口濕地資源調查計畫 

 

2. 爬蟲類 

「104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行動保育計畫-卑南溪口濕地資源調查計畫」
於整體卑南溪口濕地的調查中，將卑南溪口濕地的北側堤防劃分為北樣區，

南側堤防劃分為南樣區，兩樣區爬蟲類共發現 5科 7 種，北樣區共調查發
現 3 科 3 種，分別為蝎虎(Hemidactylus frenatus)、長尾南蜥(Mabuya 
longicaudata)與細紋南蛇(Ptyas korros)，優勢物種為蝎虎，而南樣區共調查
發現 5科 6種，分別為蝎虎、斯文豪氏攀蜥(Japalura swinhoni)、長尾南蜥、
麗紋石龍子(Eumeces elegans)、飯匙倩(Naja atra)，優勢種則為蝎虎，調查
結果差異性可能於南北樣區的環境差異有關，南樣區(森林公園內)無論在
種類與數量均比北樣區多，可能森林公園範圍內可提供的環境較為為複雜

且多樣性，較適合生物棲息與活動，北樣區以農田與社區為主，相對爬蟲

類活動與棲息數量則偏少，未來這些大型爬蟲類調查物種紀錄均可作為卑

南溪口重要濕地環境教育重要的資料與參考，詳細調查物種名錄詳見附錄

二表 5。 

3. 昆蟲(蝶類與螢類) 

「104年度國家重要濕地行動保育計畫-卑南溪口濕地資源調查計畫」
於整體卑南溪口濕地的調查中，同爬蟲類之樣區畫分方法，經調查後發現

卑南溪口濕地的蝶類及螢類合計共 8科 44種 727隻次，其中螢科僅有 1
科 1種，為臺灣窗螢(Pyrocoelia analis)。蝶類方面，在本調查中數量較多
的 5種蝶類 (出現次數超過調查數量百分比 2.8%)，分別是臺灣黃蝶
(Eurema blanda arsakia)、紅紋鳳蝶(Pachliopta aristolochiae interposita)、小
紫斑蝶(Euploea tulliolus koxinga)、銀紋淡黃蝶(Catopsilia pomona)、迷你小
灰蝶(Zizula hylax)，如附錄二表 5所示，其中以臺灣黃蝶為優勢種，佔總
數量百分比 18.15% (台東縣政府，104)。未來這些大型爬蟲類調查物種紀
錄均可作為卑南溪口重要濕地環境教育重要的資料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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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域動物-魚蝦蟹類 

本計畫彙整三個不同出版年份於卑南溪濕地範圍內進行魚蝦蟹類之

研究報告，其中，93年於卑南溪調查之「卑南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成果
報告中指出，分布於溪流中主要的魚種為純淡水性魚類鯉科的台灣石魚賓、

高身鏟頷魚和粗首鱲這三種魚，其中又以高身鏟頷魚所紀錄的數量最多、

體型也最大，推斷高身鏟頷魚應為當時(93年)卑南溪之優勢魚種，為卑南
溪指標型的魚種。另外，各種洄游性的魚類中，於卑南溪口濕地一代主要

的優勢魚種為日本禿頭鯊和明潭吻鰕虎，而廣鹽性魚類在主流主要的優勢

廣鹽性魚類為鯔科的鯔魚和粗鱗鮻，由當時(93年)的卑南溪魚類調查名錄
中發現，整個卑南溪主流的魚類相組成明顯偏向洄游性魚類，雖然卑南溪

的河口不若西部河川，但上游沒有污染，許多生活史與黑潮有關的洄游性

生物仍然會藉著漲潮或洪水進入河川中，這是卑南溪以及東部河川淡水生

物的最大特色。而蝦蟹類中，則以大和沼蝦為卑南溪主流河域內之優勢蝦

種，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絨螯蟹及字紋弓蟹兩種均可被調查到，優勢蟹種

為字紋弓蟹(水利署，93)。但反觀 104年之調查結果(台東縣政府，104)，
中華大橋與台東大橋兩樣點的物種數量降低至 10種以下，物種遠低於 93
年之調查結果，值得未來進一步調查與研究（附錄二表 7）。 

其他卑南溪口濕地的水域如台東森林公園中的沼澤濕地琵琶湖與鷺

鷥湖的調查結果(附錄二表 8)也顯示，89年於琵琶湖調查之物種數為 16種，
於鷺鷥湖調查物種數量為 10種，104年於琵琶湖調查之物種數量為 9種，
鷺鷥湖為 5種，除了物種數降低之外，104年於琵琶湖調查的物種幾乎以
外來之慈鯛魚種為主，生物多樣性大為降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89年
於森林公園南邊的卑南大圳排水溝，發現了卑南溪流域中極為珍貴的「菊

池氏細鯽」，該魚種於 93年調查時，卑南溪上中下游整體流域均已經不再
被發現。 

魚蝦蟹類類為濕地中相當重要的生態資源，亦是卑南溪流域中許多原

民部落傳統文化的食物來源之一，尤其卑南溪流域的臺灣絨螯蟹，本計畫

在訪談卑南溪沿岸原住民社區時，許多居民提到以往均可在秋季時於河邊

捕獲毛蟹，然而在近年已無所獲，是否為卑南溪口環境改變，不利於台灣

絨螯蟹回游產卵，或有其他原因，為卑南溪口濕地生態保育與原住民文化

保存中值得關注的議題。森林公園內的水域，原為極為珍貴的湧泉沼澤濕

地，卻因任意放生外來魚種，失去了原生的水域生態相，甚是可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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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這些外來種，復育既有之水域生態像，為未來森林公園內水域環境經

營管理值得重視的議題(台東縣政府，104)。  

（四）、 指標性生物 

1. 陸域指標生物 

按照「104年度國家重要濕地行動保育計畫-卑南溪口濕地資源調查計
畫」期末文獻之鳥類調查成果與卑南溪口濕地之自然環境分佈(圖 4-11)，
可約略分類出不同自然地形之保護傘物種鳥類，主要分類如下： 

(1.) 河灘地地形：魚鷹、小燕鷗 

魚鷹為常見的冬侯鳥，大致出現於 10~3月，主要以溪流中的魚類為
主食，由魚鷹的數量可評估卑南溪河灘地的魚類狀態，小燕鷗為夏候鳥，

通常於 4~8月間以河灘地的沙洲為繁殖地，雖然近年來河灘地的沙洲因抑
制揚塵工作而受到破壞而導致數量漸少，但可成為評估河灘地沙洲自然狀

態的指標鳥類。 

(2.) 平原荒地(包含農田)地形：環頸雉、燕鴴、彩鷸 

環頸雉為台東常見的大型鳥類，需要大型的棲地才得以提供生存，因

此可已成為提供平原荒地的指標鳥類，燕鴴為利用荒地繁殖的夏季侯鳥，

大致出現於 5~8月，恰可用來評估卑南溪口濕地北岸廣大的荒地或農田人
為干擾狀態，彩鷸為淡水濕地中常見的鳥類，可用來評估水稻田的生態狀

態。 

(3.) 混植林地形：鳳頭蒼鷹 

鳳頭蒼鷹屬於森林中的大型猛禽，洽可用來評估卑南溪口濕地中的台

東森林公園的生態狀態，尤其鳳頭蒼鷹可以捕食鳥類、哺乳類與爬蟲類等

動物，由鳳頭蒼鷹隻數量更可用來評估森林內小型動物的狀態。 

2. 水域指標生物 

綜合歷年報告，按水生物的洄游性、保育性、特有性、河口環境與水

質指標意義等，本計畫建議以下水生生物為指標性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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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身鏟頷魚(Scaphesthes alticorpus)： 
主要分布於卑南溪、秀姑巒溪與高屏溪，為瀕臨絕種之魚種與臺灣特

有種，93年調查時曾為卑南溪的優勢魚種。 
(2.) 鱸鰻(Anguilla marmorata)： 
洄游性魚種，雖然分布於全島，但為瀕臨絕種之魚種，卑南溪 93年
進行調查時尚可於卑南溪口濕地範圍內的水域內捕獲。 

(3.) 大吻鰕虎(Rinogobius gigas)： 
洄游性魚種，分布於宜蘭南部與台東，為臺灣特有種。 

(4.) 何氏棘鲃(Spinibarbus hollandi)： 
分布於卑南溪、秀姑巒溪、花蓮溪、曾文溪與高屏溪，為臺灣特有種。 

(5.) 日本禿頭鯊(Sicyopterus japonicas)： 
臺東常見的洄游性魚種，可做為水質指標魚種。 

(6.) 臺灣絨螯蟹(Platyerocheir Formosa)： 
為往昔卑南溪中上游常見的洄游性蟹類，由於產卵場所謂於河口，可

作為河口環境的指標性水域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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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卑南溪口指標性生物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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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當地社會、經濟之調查分析 

一、 人口 

卑南溪口重要濕地範圍位於臺東市境內，涵蓋 8個村里分別為富豐里、
富岡里、南榮里、新生里、寶桑里、四維里、中華里、建國里 (圖 5-1)，村
里各人口統計 102年至 105年資料(表 5-1)；人口數最多為新生里，最少人
口數為四維里。人口密度，臺東市人口密度約為每平方公里為 974.13人，
濕地範圍鄰近各里中以新生里 2,686人/平方公里最密集，而以豐富里 141
人/平方公里最稀(表 5-2)。 

表 5- 1濕地範圍鄰近各村里人口數 
里別/年分 102年(人) 103年(人) 104年(人) 105年(人) 平均 
1. 富豐里 1,012 999 992 991 999 
2. 富岡里 １,789 1,760 1,720 1,686 1,739 
3. 南榮里 3,051 3,122 3,152 3,121 3,112 
4. 新生里 7,555 7,614 7,654 7,633 7,614 
5. 寶桑里 1,050 1,044 1,025 1,026 1,036 
6. 四維里 740 725 713 709 722 
7. 中華里 1,988 1,952 1,952 1,916 1,952 
8. 建國里 1,564 1,540 1,520 1,485 1,527 

資料來源：臺東縣政府統計資訊網、臺東市公所 
 

表 5- 2人口密度表 
地

區 里別/人口密度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台

東

市 

富豐里 141 
富岡里 249 
南榮里 729 
新生里 2,686 
寶桑里 763 
四維里 1,427 
中華里 2,443 
建國里 819 

 臺東縣政府統計資訊網、臺東市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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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本計畫濕地周遭鄰里人口密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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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業發展 

臺東市屬農業型態城市，卑南溪流域周圍鄉鎮，大多從事農牧事業，

主要農產品為稻米、荖葉等。於北堤防外側的河灘地，有許多引用石川

圳的水源灌溉之農田，總面積大約有 185公頃（如圖 5-2），且以水稻田
為主，大約可估算於台東市區附近的每公頃的稻米約為 3.7~6.0 公噸/
公頃，平均為 4.6 公噸/公頃，依此估算，石川圳灌溉範圍內的稻田年產
量大約為 851公噸，約佔整個台東市稻米產量的 7 %。目前為防治沙塵，
於本區範圍內卑南溪行水區域裸露地（河灘地）開放農民大面積種植西

瓜，以西瓜藤定沙，改善沙塵暴情況，而執行以來成效良好，近年已較

少發生沙塵災害。 

 

圖 5- 2產業發展分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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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文景觀資源 

臺東市人口結構豐富而多元，有閩南人、阿美族、卑南族，使得臺

東市呈現出兼容並蓄的多元文化風貌，本濕地以阿美族與卑南族為主，

分別為富豐里石山部落、南榮里新馬蘭部落、寶桑里巴布麓部落、中心

里馬蘭部落等，各部落分布如圖 5-3所示，大多分為阿美族與卑南族，
兩大族群文化特色祭典分別不同，其中阿美族馬蘭部落為每年 7或 8月
唯一於本濕地內實行海祭文化之部落，也表現出臺東市卑南溪口濕地保

育利用計畫臨近範圍的歷史文化精彩與豐富性。 

文化分為實際於本濕地內實行海祭祭儀與源自卑南溪口的傳說，關

於各部落祭儀位置與故事可歸納敘述如表 5-3 所示與圖 5-3。其說明如
下： 

（一.） 阿美族文化祭儀－海祭文化與傳說 
阿美族馬蘭部落每年 7、8 月由少年與青年階層從市區徒步出發，
於本濕地內河口處進行傳統海祭祭儀，其包含了紮營、撈捕、孝敬

耆老、傳承智慧與榮耀等，以構築部落文化對海的感恩及延續。 

1. 馬蘭部落（Falangaw） 

在阿美族和其他部分族群的話語裡 Falangau就是指臺東市。 馬
蘭社曾經處於卑南族壓力之下，當地的阿美族在卑南族統治下，

過著類似農奴般的生活。馬蘭社直到一位傳奇性的英雄人物「馬

罕漢」出現後，才獲得了獨立自主的地位。當年利家社的卑南人

頻頻侵襲馬蘭，連馬蘭社頭目都因戰敗而喪生，由馬罕漢繼任後，

終於擊敗強敵，以縱橫捭闔的手腕與附近各族交往，讓馬蘭社人

走向強大與自主。 

（二.） 卑南族文化祭儀－海祭文化與傳說 

依據「卑南族的歲卑南族海祭文化時祭儀」(明立國著)( 潘英海
主編之《原住民族歲時祭儀論文集》頁 97-153 )內文指出：“卑南
族的收穫祭，在內容及過程上，各部落之間都有明顯的不同點。南

王部落的海祭從古至今未曾中斷過，但是其中有三個不同的系統，

顯示著這個祭典的來源與氏族之間的一個關係：rara 氏族的祭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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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與主旨是小米與 wumalutraw；sa’payan 氏族的祭祀內容與主旨是
海龜；arasis氏族的祭祀內容與主旨則是河川與 tukubis。 

1. 富豐里石山部落(Kakawasan) 

因「彩虹」(TalakarNi‘Edek)而得名，意思為聖靈聚集之地。部落
位於臺東市邊陲的石頭山下和卑南溪之間的狹縫中，因為在石頭

山下所以又稱石山部落，而部落中的文化產業更是具有當地特色

的精神，多以藤編、竹編、月桃編、皮編、人造藤設計為主，將

傳統技法延續給部落的族人們，更讓產業外銷國外。 

2. 富岡里巴沙哇力部落(Pasawali) 

位在現今富岡的位置，在台 11線路旁，具有特色的房屋外牆，
繪上象徵阿美族舞蹈的圖騰，鑑別度極高的房子外牆，正是每年

七月豐年祭的地方，巴沙哇力部落跟石山部落則是兄弟部落，當

初同樣都是從海岸山脈尾端的猴子山社遷徙出來，因為落腳的位

置不一樣，分成兩個獨立部落。 

3. 南榮里新馬蘭部落(fukid) 

因貓山之故，以貓山為基準週圍區域統稱，後來為與部落外人士

溝通部落位置，因部落阿美族人多半來自馬蘭部落，故以「新馬

蘭」稱呼。 

4. 寶桑里巴布麓部落(Papulu) 

因有八個主要的部落，隨著時間不斷演進，到了日治末期發生人

口增加、繁衍、遷移與聚集的現象，又增加了斑鳩社(Vankiu)與寶
桑社(Apapolo)兩個部落，一共成為十個部落。 

5. 南王部落(普悠瑪部落 puyuma) 

南王部落（卑南語 sakuban，亦稱為普悠瑪部落 puyuma）原住民
部落就是今臺東縣臺東市南王里，是台灣原住民卑南族卑南八社

之一。西北至卑南山、東至鐵道、南至太平溪左岸堤防。仍保有

大獵祭、少年年祭（舊稱猴祭）、巫師祭、婦女除草完工祭、海祭

（小米收穫祭）等祭典，是卑南文化保留最完整的部落。卑南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6%9D%B1%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6%9D%B1%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8E%9F%E4%BD%8F%E6%B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1%E5%8D%97%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91%E5%8D%97%E5%85%AB%E7%A4%B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91%E5%8D%97%E5%85%AB%E7%A4%B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91%E5%8D%97%E5%B1%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6%BA%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7%B1%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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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王的分界當地人以今更生北路的鐵道為標準，鐵道以南為卑南，

早期雖為卑南社所在，但後遷至今鐵道以北的南王。 

表 5- 3各部落祭儀位置與傳說整理 
祭儀名稱 祭儀地點 祭儀傳說說明 
向蘭嶼之祭 

(收穫祭) 
台東市台

東中學後

方的海岸

邊 

傳統上此處之祭儀，主要是以南王部落 rara 和 sapayan 氏族的後裔
為主。 
卑南族的祖先的馬拉少為了尋覓可以當主食的植物，有一天來到蘭嶼

島，愛上了當地的姑娘黛斑(tayban)，並娶她為妻。的馬拉少成家之
後，仍未忘記初衷而繼續尋找，果然在島上發現了珍貴的小米。的馬

拉少和太太黛斑想將小米的種子帶回部落，但當地人管制非常嚴格，

不允許種子離島，雖然的馬拉少和黛斑想盡一切可行的藏匿方法，每

一次都被發現而沒收。最後的馬拉少想出走私之道，將小米種藏在自

己的包皮內，終於成功將種子帶回。回部落時黛斑之兄也隨行來到卑

南，但住了一段時日後，即思念家鄉，在離別前夕，他請求妹夫和妹

妹在每年的小米收割之後，要做好小米酒到海邊煮小米飯糕向他行

祭。黛斑和的馬拉少將此事牢記在心，每到小米收割之後，一定依約

到海邊向蘭嶼遙祭，以示感謝，並祈來年豐收。 
向綠島之祭 貓山 主祭的成員應為 arasis氏族的後裔。 

往昔有稱 takio者，喜在人們舂米做糕時節惡作劇，故發失火急救聲，
引人們出救，他卻乘機入屋盜糕。數幾之後，為人所知，而向其親戚

控訴，使其親人深感羞恥。由於 takio 累犯不止，親人 kuLalui特聯
合部落之人約 takio赴綠島打獵，乘其趨趕野獸之際，切斷通行綠島
和台灣之大榕樹根，放逐 takio。然天神憐憫，命大魚載其渡海。魚
告之曰，潛水時，當感呼吸困難即捏魚鰓，以浮出換氣，抵岸按三下，

魚即以尾巴將其打上海灘，上岸時 takio站立不穩而打滾，因而得新
名「滾」。抵岸後魚回頭交待：「在小米收成之後，要依時到海邊來供

奉我。」從此以後，takio所屬 gamugamut 會所成員，即依言年年到
海邊祭謝魚恩。 

向都蘭山之

祭 
卑南溪北

岸之

katput約
在台東大

橋靠北端

之側處 

以 pasaraat及 palangatu 之後裔為主行祭。 
海祭原僅 rara氏族舉行，而過去 pasaraad的某位祖先曾在海祭之前涉
水過北岸砍木材，到吃飯時發現掛在牛車車柱上的背包飯袋裡有百步

蛇，視之為不祥，又想到是不是該地的山神 myaibar，想吃新米，所
以該處從那時起也於海祭之時舉行祭獻之禮。族人亦相信在海祭未行

之時，涉水過卑南溪，即使水位淺小，也會發生意外事件。 
颱風大洪水

施法 
寶桑國中

北方廟口 
巴布麓部落 
平常生活空間為部落、住家生活周遭，而祭典盛事、打獵活動皆為海

邊周圍，惟早期卑南大溪曾經潰堤，洪水直衝貓山，水往下流衝擊至



 

- 40 - 
 

寶桑國中，造成部落嚴重洪水氾濫及寶桑國中一帶為嚴重地區，因此

每當颱風來臨前部落全村的男子皆會在寶桑國中北方廟口舉行施法

（把大水推走），祈禱洪水離開部落一切平安。 
東阿美族海

祭 
卑南溪南

岸到北岸

搭棚，捕魚

祭典範圍

向北延伸

到富岡漁

港一帶 

阿美族馬蘭部落 
阿美族馬蘭部落的 mikesil活動範圍，以卑南溪出海口南北兩側海域
為主，是部落的傳統海域。海洋民族的傳統與社會組織在 mikesil期
間，展現無遺。mikesil海祭之前要在海邊紮營生活，此為馬蘭阿美族
的傳統。清晨，'Itukalay（音近：依都卡賴）以下青年集合於社區主
要道路，點閱各年齡階層人數，'Itukalay司祭行祈福儀式並撒種 fata'an
（音近：伐達安，莢豆）祈求平安順利，幹部接受訓令後，領隊攜帶

漁具及野炊器具爭先追逐前往濱海營地，若被上階超越趕在前頭，低

階者將遭受鞭笞與責罰。抵達後舉行祭土地神與呼喚祖靈，用首次下

網所得漁獲祭之，紮營完成，各階層各自尋覓漁撈場，期間嚴禁女性

族人接近或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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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原住民傳統文化祭儀位置路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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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土地及建築使用現況 

卑南溪出岩灣之後的氾濫平原廣闊，地形平坦，且因卑南溪挾帶大量

的泥沙，在卑南溪出海口處堆積泥砂，當冬季卑南溪的表面河水量減少，

河口堆積的礫石泥砂使卑南溪口受季節季風之作用而形成潟湖，冬季溪水

向南出海，夏季則向北出海。近年來，受河堤增建及內移之影響，氾濫平

原已縮減近三分之一。卑南溪口重要濕地位於海岸山脈南端，雖然鄰近濕

地附近有丘陵與山脈，不過濕地範圍內大致為平緩的地形。依實際訪查與

參考衛星圖與地形圖，可將整個卑南溪口濕地的土地使用現況地形分為河

川區域（台東大橋至海岸深度 6米）、南側臺東森林公園、北側農田等： 

1. 河川區域（台東大橋至海岸深度 6米） 

(1.) 河域與河床：卑南溪主河域與河床為卑南溪主要水體流動的位置，
卑南溪河域受降雨的影響而時常改變，當雨季來臨時水位升高，

河床大部分為水體覆蓋，當乾季來臨時，卑南溪表面的基河量降

低，河床則直接暴露，由於這樣的雨澇乾旱特性導致河床不易附

著植生，河床累積的砂石在缺乏植生的覆蓋下，容易受季風影響

而常起沙塵，進而影響台東市區的生活品質。 
(2.) 河灘地：為卑南溪與海洋交界地廣大浮覆地，這些河灘地可能隨
著河道的改變而改變，另外由於卑南溪水體含砂石多，在河口平

緩地區也容易堆積大量地砂礫形成河灘地，甚至阻擾卑南溪河域

流向海洋而形成半潟湖，這些河灘地同樣在缺乏植披覆蓋的狀態

下，於非雨季受到季風的影響，引起揚塵影響台東市區。 
(3.) 沼澤濕地與人工水域：由 1898年明治版的二萬分之一的台灣堡
圖(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
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可以發現卑南溪出海口的河床比現在還
要寬廣，臺東市區北郊的臺東森林公園位置，曾經為卑南溪河道

的一部分，這些舊河道可能因砂石堆積與基河量降低而逐漸成為

沼澤濕地，後來一部分沼澤濕地因人工改造或重新挖掘，而成為

現在森林公園裡地湖泊(鷺鷥湖)或人工湖(活水湖)，一部分則幾乎
以原來的沼澤濕地樣貌存在，如琵琶湖。 
濕地範圍內的另一個人工水域則為石川圳與卑南大圳，石川圳取

水點位於台東大橋上游，其灌溉網絡恰好為本計畫濕地範圍內位

於北側的堤防外農地，石川大圳末端匯流農田回歸水後再排入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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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溪出海口，卑南大圳雖然不在本計畫濕地範圍內，但羅織於臺

東平原地灌溉網路，部分灌溉溝渠的水體仍間接或直接排入濕地

範圍內。 
(4.) 近岸海域：卑南溪陸域出海口因累積之礫石高度遠高於海平面，
但是越過海路接界點之後，因臺灣東部的海域地形普遍為坡陡水

深，不易累積砂石，故卑南溪出海口距海岸約 500 m處即已達水
深 6米的海域，為卑南溪口濕地中近岸海域地形。 

2. 南側臺東森林公園 
公園與混植林為卑南溪口濕地中另一個特殊的地形，台東森林公園

主要為人工種植的防風林，也是卑南溪口濕地內範圍最大的混植林，

此一混植林廣泛分布於卑南溪口濕地南側，另外還有其他的混植植

分布於卑南溪口北側，鄰近中華大橋與出海口位置，以及分布於卑

南溪口濕地北側農地荒地內邊緣的混植林。 
3. 北側農田 
卑南溪口濕地另一個地形為主要分布於河川區域北側的農地與荒

地，此部分地形廣泛分布於卑南溪口濕地的北側，目前主要為稻田、

旱田，以及大量植生覆蓋的荒地形態地形。 

一、 土地使用分區 

本濕地土地使用現況分為都市計畫區、非都市計畫區及未登錄土地，

其中都市計畫區為臺東市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公園用地 62.66公頃、農
業區 4.39公頃；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為森林區 29.77公頃、一般農業區 0.32
公頃（圖 6-1、表 6-1）。 

表 6- 1土地使用分區類別與面積表 
土地使用類型 項目 面積 百分比 現況說明 
台東市都市計

畫使用分區 
公園用地 62.66公頃 6.9% 臺東森林公園 
農業區 4.39公頃 0.4% 佔墾地 

非都市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 
森林區 29.77公頃 3.3% 臺東森林公園 
一般農業區 0.32公頃 0.04% 道路 

其他 未登錄土地 815公頃 89.39% 台東森林公園、河川區
域（含北側農地）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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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都市計畫與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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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土地權屬分析 

計畫範圍內所涵蓋之地籍段分別為臺東段、石川段。地籍段面登入地

號如下表（表 6-2）。未登錄地為河川區域、河灘地與抑制揚塵許可土地承
租地等，濕地範圍內土地權屬皆為公有土地，並無私人土地介入。（圖 6-2） 

表 6- 2卑南溪口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地籍土地使用權屬表 
地段 地號 所有權人 管理者 

臺東段 

0781-0011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0001-052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0002-0269 
0002-0270 
0002-0271 
0002-0272 
0004-1157 
0002-0247 

交通部公路總局 0002-0257 
0004-1046 
0002-0250 

臺東縣政府 0002-0251 

0002-0252 

0002-0262 臺東縣臺東市公所 

0002-0254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0002-0255 

石川段 
0487-0000 

中華民國 0488-0000 
0489-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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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公有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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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東森林公園土地管理撥交與佔墾租農土地登記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涵蓋林務局所核定編列之保安林地範圍，分別為編

號第 2502及 2519號風景暨飛沙防止保安林，目前作為臺東森林公園使用，
並於 95年由林務局完成撥交給臺東縣政府管理（圖 6-3）。 

依據國產署台東辦事處、水利署第八河川局、台東縣政府及台東市公

所、林務局等，召開「台東縣境內編號第 2502、2519號保安林檢訂成果檢
討會議」會議通過結果，台東林區管理處所編擬的編號第 2502、2519號保
安林檢訂成果共 309.35公頃，以兼顧台東縣民休憩需求與耕作權益，林管
處檢訂成果均以現況登錄，面積分別為 2502號保安林 101.37公頃、2519
號保安林 207.98公頃，205戶墾耕農的土地部分，由縣府協調墾耕農戶配
合 50公尺以上保護林帶供造林，並於 105年底完成管理機關歸屬撥交，由
林務局撥交給臺東縣政府農業處林務科，而 205戶墾耕農的土地部分也於
105年 10月完成面積登記。 

前述之佔墾地位在本計畫範圍之台東市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農業區（圖

6-1），並為林務局編列之保安林地使用，依據臺東縣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
土地使用審查要點第 1、2、4條例：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依都市計畫
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二十七條第二項及第二十九條之一第四項規定設置之

各項設施，除都市計畫書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外，應依本要

點規定申請土地核准使用。但農業設施項目之申請，應依「臺東縣政府委

辦各鄉（鎮、市）公所核發農業用地容許作農業設施使用同意審查作業要

點」規定程序辦理與保安林地。但經林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http://law.taitung.gov.tw/LawContent.aspx?id=FL046355
http://law.taitung.gov.tw/LawContent.aspx?id=FL04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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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保安林地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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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土地與建築（設施）使用現況 

本計畫範圍主要以台東大堤（堤防）及臺東森林公園公園與抑制揚塵

等三項設施為主，詳述如下： 

（一.） 河川區域：堤防及抑制揚塵設施 

臺東森林公園北側設有臺東大堤等堤防護岸，作為防洪設施使

用，為台東市預防卑南溪口防災重要屏障。近年來臺東縣政府與水

利署第八河川局於卑南溪河川區域進行長期的抑制揚塵作業，包含

魚塭式水覆蓋工法、梯田式水覆蓋工法及河灘地開放短期作物綠化

等項目，詳述如下節。另外，水利署第八河川局原於臺東大堤設置

的揚塵防治高壓水槍設施，因 105年 8月尼伯特颱風重創已全數毀
壞不再維修使用。 

（二.） 臺東森林公園服務性設施 

台東森林公園內其設施有臺東森林公園管制站、苗圃管制站、

廣場、自行車道系統、休憩涼亭、林務監工房、公共廁所等設施，

作為民眾遊憩使用（圖 6-4）。 

台東森林公園的自行車道系統共有琵琶湖自行車道、台東森林

公園自行車道、黑森林自行車道、綠線自行車道等 4條路線；其中
綠線自行車道串聯台東大堤卑南溪防汛道路，並聯接中華大橋台

11線，並可行徑於森林公園活水湖與生態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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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既有設施現況使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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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抑制揚塵作業與效能評估 

本抑制揚塵作為非雨季期間，對於台東市區的空氣品質控制有顯著影響，

目前抑制揚塵作為，仍是大量人力介入自然環境之工程行為。 

（一）、 緣由 

臺東縣的人口主要集中於臺東市，臺東市區位於卑南溪出海口南方，

每年非雨季枯水期間，卑南溪水位下降致使河床砂石裸露，故一旦適逢東

北風或西北風，就會導致卑南溪河口砂塵揚起進而造成空氣污染，對於臺

東市區的生活品質造成相當大之影響。臺東縣政府為解決卑南溪揚塵問題，

於民國 93年成立防砂聯合推動小組，並採取各種防砂措施，包括鋪設稻草
蓆、攔砂籬、防風樹種及滯水土堤等設施於河道內防制風砂，然而皆易於

颱風期間遭到強勁洪水之破壞。有鑑於此，臺東縣環保局於民國 100年特
提出「卑南溪河川揚塵防制及改善推動計畫」，期透過計畫建立卑南溪風砂

揚塵之預警、通報、宣導及水覆蓋實兵演練等機制，使受卑南溪風砂揚塵

之民眾，得以在揚塵來臨前提早因應防範(台東縣環保局，104年)。 

（二）、 本計畫範圍內三種抑制揚塵措施 

目前施用於本濕地範圍內的水覆蓋工法有兩種，為水利署第八河川局

逐年編列預算局部施作。表 6-3為兩種工法之比較，其中，以魚塭式水覆蓋
工法施作時間較為快速覆蓋面積大，適合於揚塵好發期間快速修復，其梯

田式水覆蓋工法施作期程較長，但維持效果較佳，且較不易受大雨影響，

兩種防制工法成效皆屬良好，此兩種水覆蓋工法可針對不同情況採用適合

之工法，有效進行揚塵之防制。 

至於河灘地開放短期作物綠化，目前主要分布於卑南溪口北岸，中華

大橋下兩邊的河川裸露地，水利署第八河川局每 5年開放約 100公頃租任
申請施作，目前以種植西瓜為主，並可透過引用石川圳的水體進行灌溉，

因大部分農作屬於短期作物，其綠化行為與既有卑南溪口北側之農田荒地

的運作模式並不相同，但同樣均可有效的達到揚塵之防治。 

水利署第八河川局配合臺東縣政府進行揚塵抑制作業，於本範圍內之

河床裸露地開放河灘裸露地申請種植使用許可，其申請方式說明如下： 

1. 依據水利法第 78條之 1第 4款規定，河川區域內種植植物應經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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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凡在河川區域內有種植植物行為，不論公、私有地均應向管理機關申

請許可，於經許可後始可種植。 
2. 新申請案件辦理流程：申請人檢齊「河川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34條規定之應備書件向申請位置管轄之河川局提出申請。 

(1.) 河川局受理後應就書面資料予以審核，如書件有不完備或不明晰者，
應於 10日內逐項列出 1次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
正不完備者，駁回其申請；至於應退之行政規費，則視行政程序退

還尚未完成程序費用，於駁回函內敘明請申請人於附件收據蓋章後

寄回據以退還，(收據先製妥隨文附發，請申請人蓋章後寄回據以退
還。)。 

(2.) 審核後認與規定符合時，應即訂期勘查，並作成紀錄，會勘時，申
請人未領勘或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3.) 符合規定者，有應經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許可或核准文件者，
依本辦法第 54條規定辦理，如為免經他機關核准者，開立許可書
費、河川公地使用費繳納聯單及保證金繳款書限期繳納，於完繳後

逕簽發許可書，由河川局以署函將許可書以掛號函送申請人收執，

並建立許可清冊（分鄉鎮市及河川別）建檔工作。 
(4.) 得於許可期限屆滿前 3個月前通知許可人，於期滿欲繼續使用者，

應於許可期限屆滿前 3個月起之 30日內申請展期，同時並告知應
備齊之相關書件（原許可書、戶籍謄本、行政規費繳納收據及使用

費繳納證明）；逾許可期限未申請者，通知限期補辦申請，如逾限

不補辦者，不得再行使用，並於補辦期限後一個月內整復，如逾限

未整復且繼續使用者，以違反水利法第 78條之 1第 4款規定處分
且沒收保證金，如僅未整復，沒收保證金，並於已套繪河川圖籍之

資料予塗銷。（如不塗銷亦應註明原許可期滿未申請展期使用等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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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3本計畫濕地範圍內兩種水覆蓋工法的比較 
工法 梯田式 魚塭式 
蓄水深度 淺 (50公分以下) 深 (約 100~150公分) 
水流情形 慢 快且大 

構築面積 小面積(約 0.2~1公頃) 大面積(約 2~4公頃) 

水量需求 少 多 
施作期程 長 短 
維持時間 長 短 
工法差異 需先施作導水路 由下游處先施作後引水 
適合區域 窄行水區、中高灘地 寬行水區、低及中低灘地 
工法優點 易形成自然藻類(地衣) 災後搶修快速 

工法缺點 
人力需求高、災後影響需重複

性施作 
水量需充足、災後影響需重複

性施作 

成本說明 
費用高，小面積施作所需車次

較多 
費用高，災後搶修需以 300 型
施作 

備註：本表的資料摘錄至台東縣環境保護局「104 年度卑南溪河川揚塵防治及
改善推動計畫」成果報告之表 3.5-5河川揚塵防制水覆蓋工法比較表。 

 

（三）、 效益評估 

依臺東縣環保局的「104年度卑南溪河川揚塵防治及改善推動計畫」期
末報告中指出，由逐月的統計資料中顯示，臺東空氣品質測站監測每年 9-12
月為懸浮微粒濃度好發期，河床裸露地會因風蝕作用導致揚塵次數明顯增

多。與逐時統計結果一樣，100年之後，揚塵事件的次數逐年降低，偶發性
零星的揚塵事件，均為颱風或洪水過後，將水覆蓋工法構築的魚塭或梯田

水池土堤損害，加上高溫與溼度降低所導致，顯示水覆蓋工法與河灘地短

期作物之綠化法，降低卑南溪口揚塵事件的發生的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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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卑南溪口國家重要濕地範圍內現行抑制揚塵工法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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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4歷年台東空氣品質測站揚塵事件逐月平均次數統計表 

年份\
月份 

日/時
數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逐年
統計 

92年 
日數 0 1 0 0 1 0 0 0 2 4 0 0 8 
時數 0 4 0 0 4 0 0 0 2 9 0 0 19 

93年 
日數 1 0 0 0 0 0 1 1 1 7 1 5 17 

時數 2 0 0 0 0 0 1 3 4 24 1 14 49 

94年 
日數 1 0 1 1 1 0 0 2 3 6 2 3 20 

時數 2 0 3 4 1 0 0 11 12 21 5 9 68 

95年 
日數 2 2 1 0 0 0 2 0 1 4 3 3 18 
時數 3 5 2 0 0 0 15 0 1 14 15 6 61 

96年 
日數 0 2 1 0 0 0 0 0 0 4 5 0 12 

時數 0 3 1 0 0 0 0 0 0 7 7 0 18 

97年 
日數 0 0 0 0 0 0 1 0 0 1 2 1 5 
時數 0 0 0 0 0 0 7 0 0 2 6 7 22 

98年 
日數 1 0 0 2 0 0 1 2 8 9 7 1 31 
時數 6 0 0 6 0 0 1 7 59 51 53 2 185 

99年 
日數 3 1 4 1 0 0 0 2 1 4 3 4 23 

時數 6 2 10 4 0 0 0 9 2 15 10 9 67 

100年 
日數 0 0 0 0 0 0 0 2 2 1 0 0 5 
時數 0 0 0 0 0 0 0 4 7 2 0 0 13 

101年 
日數 0 1 0 0 0 1 0 0 4 1 0 0 7 
時數 0 3 0 0 0 8 0 0 10 4 0 0 25 

102年 
日數 0 0 0 0 0 0 0 0 1 6 0 0 7 

時數 0 0 0 0 0 0 0 0 1 28 0 0 29 

103年 
日數 0 0 0 0 0 0 0 0 0 3 0 0 3 
時數 0 0 0 0 0 0 0 0 0 11 0 0 11 

104年 
日數 0 0 0 0 0 0 0 1 0 2 0 0 3 
時數 0 0 0 0 0 0 0 4 0 8 0 0 12 

105年 
日數 0 0 0 0 0 0 - - - - - - 0 

時數 0 0 0 0 0 0 - - - - - - 0 

逐月

總計 
日數 8 7 7 4 2 1 5 10 23 52 23 17 159 
時數 19 17 16 14 5 8 24 38 98 196 97 47 579 

備註：本表的資料摘錄至台東縣環境保護局「104年度卑南溪河川揚塵防治及改善推動計畫」成果報告之表 3.1-4
揚塵事件逐月平均次數統計表(臺東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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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目前於本濕地範圍內施行抑制揚塵措施，對於維護臺東市區的空氣品

質乃至生活品質，具有良好的功效，且多為民眾所接受，大部分直接進行

工程行為或人力介入改造環境的行為，對於原本的濕地的自然地形、水質

與生態可能造成衝擊，為卑南溪口濕地未來需要進行監控的項目。目前有

效抑制揚塵的工法主要有兩種，一為水覆蓋工法，另一為開放裸露地供農

民種植短期農作物進行綠化，以下為兩種方法可能造成的衝擊與影響： 

1. 水覆蓋工法： 

水覆蓋法適用於河川中央的河床裸露地，原本為砂石裸露的河床，

被開挖為格狀的梯田或魚塭水池，散佈於卑南溪口的河床上，減少砂石

裸露的面積，也增加了卑南溪口濕地的水域面積，於水質的衝擊，因增

加水域面積而減緩溪水流速與降低水深，可能致使水體更容易接受陽光，

受陸域氮磷營養鹽的輸入而優養化，對於生態方面的衝擊，增加水域面

積可能減少了小燕鷗於卑南溪口濕地河床繁衍的機會，對於需要穩定與

安全河床繁殖的夜鷹、小雲雀與夏候鳥的燕鴴，可能造成危險，但另一

方面增加的水域面積可能提供較多水棲生物的棲息場所，反而吸引其他

更多的鳥類前來覓食，另外，原本進行水覆工法的河床於洪水來臨後，

必須再針對損害的水覆魚塭進行修復或重新挖掘，往復的施工是否對於

河川的生態造成影響，也需要一併考慮。針對以上水質與生態的衝擊疑

慮，目前並無直接的監控或調查數據可供驗證，未來需要進一步監控與

調查。 

2. 河灘地開放短期作物綠化 

位於卑南溪口北側堤防外的河灘地，除了鄰近石山部落的農田，還

有位於中華大橋下兩邊的河灘地，於 98年開放供非汛期（11~4月）短期
農作之後，抑制揚塵的效果非常良好，不過對於直接利用河床沙洲地築

巢育雛的保育類燕鴴、彩鷸、夜鷹、小雲雀，以及間界利用河床芒草叢

或兩旁的灌木林中築巢孵卵的保育類烏頭翁、特有亞種的黑頭文鳥與褐

頭鷦鶯、斑文鳥、綠繡眼，可能造成危險，另外種植施用的肥料或農藥，

可能也會對水體或生態造成影響，目前這些影響仍相當缺乏評估的數據

與調查報告，未來需要進一步的調查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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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具重要科學研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價值之應

優先保護區域 

一、 生態及環境價值 

卑南溪口濕地位於海岸山脈末端，為花東縱谷南部與海洋的交界處，

卑南溪上游新武呂溪同樣為國家級重要濕地，也是培育許多保育性魚類的

場地，所以位於卑南溪上游與下游的兩個重要濕地互為卑南溪上的兩座閃

耀保育寶庫，除了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位於氾濫洪水平原上擁有多元

化的濕地地形，因冬乾夏雨的氣候特徵造就明顯的河道變化與生物棲息環

境。 

因為位置與地形的關係，成為許多保育類生物的棲息、繁殖的場所，

以水棲生物為例，例如保育類的特有種高身鏟頷魚、鱸鰻等，何氏棘鲃、

台灣絨螯蟹等均為卑南溪口濕地重要的水棲生物，另外卑南溪口濕地廣大

的河床、農田荒地，甚至是南邊的防風林，也成為許多過境候鳥、留鳥，

保育級鳥類育雛、繁殖與棲息地的重要位置，鳥類的種類也因地形的多元

化而出現有河口性水鳥(小燕鷗)、沼澤濕地水鳥(彩鷸、燕鴴)、農田荒地

形鳥類(環頸雉)，以及林間草地形的鳥類(紅尾伯勞、烏頭翁、黃鸝)等。

無論於自然地理位置、多樣性地形景觀，以及生態物種保育方面，具有被

妥善保護、永續經營管理的重要價值。 

二、 原住民族海祭文化 

臺東市原住民多以卑南族與阿美族為主。卑南溪口擁有獨特的地景與

神話故事，更是台灣傳統原住民族祭儀中少見的海祭文化傳統，係此，在

文化保存上，為了延續部落文化祭典，從前述研究調查資料可以得知，目

前傳統海祭文化皆聚留在溪口位置，係此在未來保育利用之明智利用上，

除了維持揚塵防治作業與生態外，需考量與容許原住民傳統祭儀之使用，

並依據原住民基本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第 21條及第 21條之一基於傳統文
化、祭儀容許原住民族捕獵溪口之魚貝類，係此，濕地系統功能分區進行

明智利用規劃，擬定空間場域的容許項目，妥善維持海祭文化與濕地生態

環境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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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課題與對策 

課題一：如何達成生態復育目標與創造生物多樣性環境 

說明： 
卑南溪口重要濕地鄰近臺東市區人口稠密區，長期受全球氣候變遷影響，

形成夏雨冬乾的氣候型態，使得卑南溪口水位週期頻繁變化，導致水棲

生物棲息環境影響極大。 
 
策略： 

1. 應加強監控水棲生物之觀察其生物物種變化與環境改變之影響，並
維繫生態食物鏈之循環。 

2. 按照本計畫範圍內不同地形與環境，每季定期執行水域生物調查工
作，包含魚蝦貝類等，監測範圍除了包含卑南溪主河域，還包含計

畫範圍內的水域環境，如琵琶湖、鷺鷥湖、沼澤濕地等，必要時包

含抑制揚程之水覆蓋工法的魚塭，以系統性的生態監測資料建立物

種生物名錄，另外陸域除了包含已長期調查之鳥類，另外也宜增加

大型昆蟲或爬蟲類的調查，以做為未來卑南溪口濕地環境教育的基

礎資料。 

課題二：如何兼顧生態環境及延續海祭文化相關活動 

說明： 
本區擁有特殊的傳統祭典—阿美族馬蘭等部落的海祭文化，於每年七月

初於卑南溪口紮營，進行捕魚與文化傳承的活動；此外，卑南族的海祭

文化也於卑南溪台東大橋附近進行，對於祭典文化與生態保護的並存，

也須在此著重思考。 

策略： 

1. 將在地部落的祭儀流程結合生態保育，形成卑南溪口濕地獨特的環境
教育。 

2. 劃定環境教育區，推廣卑南溪口的自然生態保育活動，以串聯卑南溪
口濕地南北兩岸的環境教育，也加入卑南溪口原民文化傳承、展示教

育空間，兼顧自然生態保育與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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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確立祭儀流程與時間、範圍、內容項目，以濕地明智利用角度維持祭
典活動的原住民延續傳統文化祭儀。 

課題三：如何兼顧生態環境及管理抑制揚塵作業設施 

說明： 

卑南溪口長年受冬季枯水期揚塵影響，近年來第八河川局與臺東縣政府

環保局於本濕地範圍內實施揚塵防治工程成效顯著；在揚塵工程與生態

棲地，其中水覆蓋及河灘裸露地綠化工法，因機具施工與施灑肥料、農

藥等行為等，影響水質及生態環境。第八河川局開放河灘地供農民種植

西瓜與農作，增加河灘地的綠覆面積，減少河灘揚塵，然而利用河灘地

進行農耕，卻也農耕需要施肥、環境整理，甚至需要施灑農藥等措施，

除了擠壓卑南溪河口其他生物生存空間，也影響了於卑南溪口水質與濕

地生態環境。如何維持調和平衡？ 

策略：  

1. 採用生態工法並針對河灘高灘地部分，劃設綠化與生態棲地維護範圍，
使揚塵工程與生態環境得以共存。 

2. 推廣與輔導河灘地的農民農耕採用自然農法，盡量以有機、無毒無農
藥的耕作方式，改善河灘地的耕作環境，使現有的農作成為友善環境

與濕地的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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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規劃構想 

本計畫將透過明智利用規劃理念與原則，運用調查數據、監測資料及民眾

參與訪談，進而訂定濕地功能分區，規劃構想主要分別為生態環境維護、環境

教育體驗、生活品質改善等三項。 

近年卑南溪口大半面積(河川地)進行抑制揚塵防治作業，在地居民與鳥會

皆肯定揚塵防治之成效，係此，在為了維持生活品質與生態環境下，以及提供

本區周遭原住民族在傳統領域上更好的文化祭儀與活動的傳承，本計畫應不需

規劃核心保護區，而以生態復育區、環境教育區與其他使用分區作為本濕地系

統功能分區。 

一、 規劃理念與構想 

（一） 秉持明智利用精神 

依據生態多樣性價值，融合生態、生產以及生活的保護概念，採保

育和明智利用雙軌並行的方式，不同於以往用嚴格禁止使用與限制的方

式來保育，尊重民眾既有權益，因地制宜訂定管理策略，進行濕地經營

管理，致力落實民眾參與，並推廣環境教育。 

（二） 訂定分區範圍 

本計畫按不同自然地形、不同使用現況及社區民眾座談會之建議，

分為生態環境維護、環境教育體驗、生活品質改善等三項分區構想說明

如下： 

1. 生態環境維護 

    卑南溪口濕地現況生態資源不如過去調查報告豐富，為強化與

遵循濕地保護原則，應持續配合各計畫監測基地內現況水質與生態；

依據104年卑南溪口濕地資源調查報告指出，基地北側為鳥類較頻

繁之熱點，應針對鳥類生態與相關食物鏈構築卑南溪口生態回復方

式，並以小燕鷗作為河灘地生態指標性監測物種，成為生態鏈回復

的區域指標。 

2. 環境教育體驗 

    為卑南溪口濕地保有傳統阿美族體系的海祭文化，為濕地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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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利用下重點文化保存項目，於本構想規劃分區應容許原住民族

文化傳承之使用項目，藉由台東森林公園作為文化與環境生態教育

解說功能，並希望未來可以成為串聯卑南溪口濕地南北兩岸環境教

育的場所。 

3. 生活品質改善 

    卑南溪口重要濕地存在生活與生態之共存課題，為維持周邊市

區居民生活品質，應延續與訂定抑制揚塵分區；在對生態環境影響

最小情況下，容許既存之工法持續操作，並配合後續監測作業保存

文化與生態品質。 

二、 規劃原則說明 

為確保濕地功能，維護濕地生物多樣性，兼顧濕地明智利用，依據濕地

保育法第 21條規定，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土地得為農業、漁業、鹽業及建物

等從來之現況使用。但其使用違反其他法律規定者，依其規定處理。係此，

本計畫劃設生態復育區、環境教育區、其他分區一(保安林)、其他分區二(河

川)等區。其規劃原則說明如下： 

（一） 符合濕地保育法第十六條規定實施分區管制。 

（二） 符合濕地明智利用原則。 

（三） 配合地形及既有結構物為分區界線，以帶狀方式劃設分區。 

（四） 考量濕地河道範圍抑制揚塵防治工程及原住民族海祭文化祭儀

活動，現階段不規劃核心保護區。 

（五） 濕地系統功能分區： 

1. 生態復育區：河灘地開放短期作物綠化區域：北鄰志航基地，
南以卑南溪北岸堤防為界，西以中華大橋為界，東至卑南溪出

海口。 

2. 環境教育區：卑南溪口南岸供環境教育體驗使用，位於台東森
林公園內：北以卑南溪南岸堤防為界，南以馬亨亨大道為界，

東以臨海為界，西以中華大橋為界，包含沼澤濕地、活水湖、

琵琶湖等處。 

3. 其他分區一(保安林)：卑南溪口南岸台東森林公園未劃入環境

教育區，包含苗圃及鷺鷥湖等處。 

4. 其他分區二(河川)：卑南溪河川區域供生活品質改善使用，為

抑制揚塵措施及迴游生態共存使用，北鄰志航基地，南鄰台東

森林公園，東以海岸線水深6米為界，西以台東大橋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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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本計畫卑南溪口濕地分區構想示意圖

生活品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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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及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一、 濕地系統功能分區 

功能

分區 
劃設原則 劃設區域 管理目標 

生態 

復育 

區 

1. 據104年國家重要

濕地行動保育計

畫-卑南溪口濕地

資源調查計畫資

料顯示，卑南溪出

海口北岸堤防之

鳥類物種豐度最

高。 

2. 卑南溪河口沙洲
範圍。 

河灘地開放短期作

物綠化區域：北鄰志

航基地，南以卑南溪

北岸堤防為界，西以

中華大橋為界，東至

卑南溪出海口。 

1. 復育和改善卑南
溪口重要濕地之

生態環境，並進行

棲地營造。 

2. 實施長期監測，以
瞭解區域長期生

態動態消長。 

環境 

教育 

區 

適合提供環境解說

及設置展示設施之

地區。 

台東森林公園區域

範圍：北以卑南溪南

岸堤防為界，南以馬

亨亨大道為界，東以

臨海為界，西以中華

大橋為界，包含沼澤

濕地、活水湖、琵琶

湖等處。 

1. 以該地既有設施
為基礎，盡量減少

工程與開發。 

2. 提供環境教育展
示及解說使用場

所，並控制參與人

數，減少環境衝

擊。 

3. 提供原住民族傳
統祭儀使用。 

其他

分區

一

(保

安

林) 

現有保安林環境。 屬於台東森林公園

範圍內，北以卑南溪

南岸堤防為界，南以

馬亨亨大道為界，東

以中華大橋為界，西

以台東大橋為界，包

含苗圃及鷺鷥湖等

處。 

1. 維持現況使用。 

2. 結合環境教育或
生態調查、環境美

化等處理。 

其他

分區

二

(河

川) 

1. 現有河川水域環
境。 

2. 現況農田稻作環
境。 

3. 包圍生態復育區
周邊，減緩對生態

復育區之影響。 

為卑南溪水域沙洲

及北側農田稻作範

圍，北鄰志航基地，

南 鄰 台 東 森 林 公

園，東以海岸線水深

6 米為界，西以台東

大橋為界。 

1. 維持現況使用。 

2. 實施生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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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表 10- 1允許明智利用項目一覽表 
功能

分區 
編

號 
面積

（ha）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時間 

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時間 說明 
生態

復育

區 

生

態 
19 1. 生態保育、復育及環境維護之設施 

2. 科學研究及環境基礎調查之設施 
3. 依水利法及其相關管理辦法規定之
抑制揚塵、水道疏濬或防護設施 

全年 卑 南 溪

出 海 口

北 岸 鳥

類 聚 集

地。 
環境

教育

區 

環

教 
115 1. 原住民族傳統祭儀之相關設施 七 -八月

原住民族

海祭文化 

環 境 教

育 
區，包含

沼 澤 濕

地、活水

湖、琵琶

湖等處。 

2. 環境教育解說及規劃之相關設施 
3. 活水湖提供民眾親水使用之相關設
施 

4. 科學研究及環境基礎調查之設施 
5. 依水利法及其相關管理辦法規定之
抑制揚塵、水道疏濬或防護設施 

6. 依森林法之保安林使用之設施或設
備 

7. 公用事業設施及公共服務設施 
8.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綠能設施 

全年 
 

其他

分區 
其

他

一

(保
安

林) 

164 1. 依森林法之保安林使用設施或設備 
2. 公用事業設施及公共服務設施 
3. 依台東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辦理之農業設施或設備 

4. 科學研究及環境基礎調查之設施 
5.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綠能設施 

全年 台 東 森

林 公 園

未 劃 入

環 境 教

育區，包

含 苗 圃

及 鷺 鷥

湖等處。 
其

他

二

(河
川) 

614 1. 依水利法及其相關管理辦法規定之
抑制揚塵、水道疏濬或防護設施 

2. 依水利法第 78-1條第 4款及河川管
理辦法第 34 條辦理之農業設施或
設備 

3. 科學研究及環境基礎調查之設施 
4.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綠能設施 

全年 
 
 
 

生 態 復

育 區 外

圍區域 

5. 原住民族傳統祭儀之相關設施 七 -八月
原住民族

海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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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1本計畫卑南溪口濕地濕地系統功能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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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水資源保護利用管理計畫 

一、 水質定期監測 

目前卑南溪口濕地範圍內，定期施行水質監測計畫的點位，包含環

保署每月定期於臺東大橋下施行之水質監測，以及臺東縣環保局每月定

期於中華大橋下施行之水質監測，近三年監測結果(表 11-1)所示。卑南溪
口濕地範圍由臺東大橋至中華大橋間的水域範圍，透過環保署與臺東縣

環保局定期之監測，應足以了解卑南溪口濕地內的水質變化。 

由於卑南溪口濕地範圍內尚有多樣性的濕地樣貌，為了解這些水域

是否有污染介入與水質變化狀況，建議監測點位如下(圖 11-1)，排除已常
態性列入監測之水質點位，本計畫書建議之水質監測採樣基礎調查頻率

以每季一次為原則，其監測項目(表 11-2)所示： 

（一）、 卑南溪北側堤防外水稻田； 
（二）、 卑南溪河床水覆工法之水池； 
（三）、 石川圳； 
（四）、 機場排水； 
（五）、 森林公園東北角之沼澤濕地； 
（六）、 活水湖； 
（七）、 琵琶湖； 
（八）、 鷺鷥湖； 
（九）、 卑南大圳水道 

二、 濕地水源管理 

卑南溪上游有多個灌溉系統將河水攔截引用為灌溉水源，導致下游

卑南溪基河量降低而引發多項環境問題，如冬季引起沙塵、河海交界口

水量不足的生態問題等，需要以更宏觀且系統性由整條卑南流域管理來

著手，才得以解決河水基河量不足的問題。 

三、 濕地水質標準建立 

根據環保署與臺東縣環保局水質監測資料顯示（表 4-2），由於卑南
溪口濕地主要的水源均來自卑南溪中上游，除了懸浮固體物之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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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水質監測值均低於「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

準」，因此卑南溪口濕地未來管理的目標應以符合濕地保育法之規範，

依據定期監測結果，訂定濕地水質管理標準。 

表 11- 1環保署與台東縣環保局於卑南溪口濕地範圍內近年水質監測結果 

項目 單位 臺東大橋測值 中華大橋測值 
重要濕地內灌溉排

水蓄水放淤給水投

入標準(國家級) 
備註 

水溫 Ⅱ 24.8±3.9 24.3±3.7 -  
酸鹼值  8.0±0.1 8.0±0.3 -  
溶氧 mg/L 8.3±0.8 7.8±1.1 -  
導電度 μs/cm 529±72 612±68 -  
懸浮固體 mg/L 1903±6323 1181±1605 22.5  
生化需氧量 mg/L 1.4±0.7 5.7±11.1 22.5  
化學需氧量 mg/L 40.1±21.9 36.9±48.0 75.0  
氨氮 mg/L 0.04±0.03 0.08±0.03 7.5  
硝酸氮 mg/L 0.48±0.11 - 37.5  
總磷 mg/L 0.467±0.557 - 2.0  
備註：臺東大橋測值統計期程 101/1/~105/4；中華大橋測值統計期程 104/5~105/4 

資料來源：環保署水資源網站，本計畫彙整 
 

表 11- 2卑南溪口濕地建議水質監測項目 
適用範圍 項目 基礎 

調查項目 
卑南溪口重要

濕地 
水溫 ● 

氫離子濃度指數(pH值) ● 
溶氧(DO) ● 

懸浮固體物(SS) ● 
生化需氧量(BOD) ● 
化學需氧量(COD) ● 
氨氮(NH3-N) ● 
硝酸氮(NO3-N) ● 
總磷(TP) ● 
導電度(EC) ● 
水位 ● 

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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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1本計畫建議於卑南溪口濕地範圍內進行水質監測點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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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3卑南溪口重要濕地水質標準項目表 

適用

範圍 項目 濕地保育法建議標準 
現況 105年 

(臺東大橋監測平均值) 
雨季(夏) 枯水期(冬) 

國家

級重

要濕

地 

水溫 

不得超過濕地保育法第十五

條第一項第四款水資源系統

中水體基礎調查之當季平均

溫度攝氏正、負二度。 

27.4Ⅱ 20.7Ⅱ 

酸鹼值 

不得超過濕地保育法第十五

條第一項第四款水資源系統

中水體基礎調查之平均值

正、負一。 

8.2 8.3 

硝酸鹽氮 37.5 mg/L 0.46 mg/L 0.56 mg/L 
氨氣 7.5 mg/L 0.05 mg/L 0.06 mg/L 
總磷 2.0 mg/L 0.033 mg/L 0.311 mg/L 

生化需氧量 22.5 mg/L <0.1 mg/L <0.1 mg/L 
化學需氧量 75.0 mg/L 43.3 mg/L 14.3 mg/L 
懸浮固體 22.5 mg/L 1355 mg/L 432 mg/L 

統計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 
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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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維護管理之

規定或措施(其他管理規定) 

卑南溪口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之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行為、

維護管理之規定或措施，除依濕地保育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外，應依本保育

利用計畫之管理規定辦理。 

一、 濕地保育法第 25條規定 

非經主管機關許可，重要濕地範圍內禁止從事下列行為。但其他法

律另更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 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及改變原更水資源系統。 
（二）、 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更濕地地形地貌。 
（三）、 破壞生物洄游通道及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 
（四）、 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或傾倒污(廢)

水、廢棄物或其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污染物。 
（五）、 騷擾、毒害、獵捕、虐待、宰殺野生動物。 
（六）、 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砍伐、採集、放生、引入、捕撈、

獵捕、撿拾生物資源。 

二、 管理規定 

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管理規定，分述如下： 

（一）、 共同管理規定 

1、本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得為農業、漁業及建物等從
來之現況使用。但其使用應符合相關法律規範，如有違反者，依其規

定處理。 
2、重要動植物資源保護，得優先於環境教育區及其他分區內設置宣導、
警告及防護隔離設施。另因應緊急事件，得設置或進行動物緊急搶救

醫療設施或措施。 
3、有關海岸防護、河川整治及防洪水利設施之設置，應有整體規劃，
減少對濕地生態環境之衝擊，經水利及相關主管機關核准後得以進行，

同時副知濕地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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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各級道路、橋梁、建物等公共服務
設施、公用設施及為保護環境必要之相關設施，進行修復、維護及管

理皆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法規辦理，同時副知濕地主管機關。 

（二）、 各功能分區管理規定 

表 12- 1各功能分區相關管理規定一覽表 
功能

分區 
面積 
（ha） 管理規定 

生態

復育

區 

19 1. 為保護濕地內野鳥等重要棲息環境，以容許生態保育、復育及
研究使用為限。 

2. 符合水利法及其相關管理辦法規定之行為。 
環境

教育

區 

115 1. 為推動環境教育，供環境教育展示及解說使用，區內環境教育
展示、解說使用所設置之必要設施，其外型設計、建材與色彩

應與自然環境調和，且應避免過多人工設施。 
2. 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雜項工程之修建、改建或增建，依相關法
律規定辦理。 

3. 為保護棲地環境及基礎資料建置，允許生態保護、環境維護、
棲地改善、基礎調查、或研究等使用。 

4. 符合水利法及其相關管理辦法規定之行為。 
5. 符合森林法及其相關管理辦法、台東縣森林公園管理自治條例
規定之行為。 

6. 設置綠能設施應符合濕地設置再生能源設施之相關規範，且向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始得設置。 

其他

分區

一

(保

安

林) 

164 1. 符合森林法及其相關管理辦法、台東縣森林公園管理自治條例
規定之行為。 

2. 依台東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辦理之農業行為。 
3. 為保護棲地環境及基礎資料建置，允許生態保護、環境維護、
棲地改善、基礎調查、或研究等使用。 

4. 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雜項工程之修建、改建或增建，依相關法
律規定辦理。 

5. 設置綠能設施應符合濕地設置再生能源設施之相關規範，且向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始得設置。 

其他

分區

二

(河

川) 

614 1. 符合水利法及其相關管理辦法規定之行為。 
2. 依水利法第 78-1條第 4款及河川管理辦法第 34條辦理之農業
行為。 

3. 配合防洪安全需求或縣政業務推動，得於河川流域進行清淤疏
濬作業及抑制揚塵工程，應避免生態及環境遭受破壞。 

4. 為保護棲地環境及基礎資料建置，允許生態保護、環境維護、
棲地改善、基礎調查、或研究等使用。 

5. 設置綠能設施應符合濕地設置再生能源設施之相關規範，且向
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始得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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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 緊急應變措施 

一、 擬定目的 

為使濕地環境遭受破壞、污染、水質異常、生物大量死亡等緊急事件

發生或有發生之虞，能立即透過各種傳訊工具，將濕地影響狀況迅速控制

及通報；並協調相關機關及污染者，採取各種必要之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

防止擴大並減輕對濕地影響。 

二、 應變層級分類 

(一) 第一級： 

1. 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超過「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
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每日引水量限值或改變原有水資源系統至魚

類等水中生物 50隻以上且未達 100隻死亡。 
2. 遭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更濕地地形地貌超過該處重要濕地 5
％以上且未達 15％面積。 

3. 破壞生物洄游通道及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超過「具重要科
學研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價值之應優先保護區域」5％以上且
未達 15％之面積。 

4. 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或傾倒污 (廢)
水、廢棄物或其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污染物至重要指標物種超

過 15隻以上死亡或污染重要濕地 5％以上且未達 15％面積。 
5. 重要指標物種超過 15隻以上且未達 50隻，或 50植株以上且未達 100
植株上死亡。 

(二) 第二級： 

1. 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超過「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
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每日引水量限值或改變原有水資源系統至魚

類等水中生物有 100隻以上且未達 200隻死亡。 
2. 遭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更濕地地形地貌超過該處重要濕地 15
％以上且未達 30％面積。 

3. 破壞生物洄游通道及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達「具重要科學
研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價值之應優先保護區域」15％以上且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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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30％面積。 
4. 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或傾倒污 （廢）
水、廢棄物或其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污染物至重要指標物種超

過 50隻以上且未達 100隻死亡或污染重要濕地 15％以上且未達 30％
面積。 

5. 重要指標物種超過 50隻以上且未達 100隻或 100植株且未達 150植
株以上死亡。 

(三) 第三級： 

1. 擅自抽取、引取、截斷或排放濕地水資源超過「重要濕地內灌溉排水
蓄水放淤給水投入標準」每日引水量限值或改變原有水資源系統至魚

類等水中生物有 200隻以上死亡。 
2. 遭挖掘、取土、埋填、堆置或變更濕地地形地貌達該處重要濕地面積

30％。 
3. 破壞生物洄游通道及野生動植物繁殖區或棲息環境，達「具重要科學
研究、文化資產、生態及環境價值之應優先保護區域」30％面積。 

4. 於重要濕地或其上游、周邊水域投放化學物品，排放或傾倒污 （廢）
水、廢棄物或其他足以降低濕地生態功能之污染物至重要指標物種超

100隻以上死亡或污染重要濕地面積達 30％。 
5. 重要指標物種超過 100隻或 150植株以上死亡。 

三、 緊急應變措施 

(一) 受委辦台東縣政府接獲緊急事件通報，應通知相關機關並派員前往勘查，
瞭解該事件對生態影響，視事件現場狀況啟動濕地環境監測調查，同時

依法查處並依各應變層級研判是否需啟動緊急應變措施，如涉水污染、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海洋油污染、寒害與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重大

病害等事件通知該權責機關，並配合辦理相關作業。 
(二) 經研判不需啟動緊急應變機制，依法查處污染或肇事者，要求其清除及
控制汙染物質或恢復原狀，並持續監督其改善情形。 

(三) 經研判如需啟動緊急應變機制，依各應變層級進行緊急應變措施依說明
如下，情況特殊者，濕地範圍內得由管理單位決定啟動應變層級： 

1. 第一級應變處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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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辦台東縣政府成立應變小組就濕地受影響情形及環境調查監測

結果進行研判，協調相關權責機關，並通知營建署。應變小組應分別針

對濕地環境受影響樣態，聯繫相關學術機構或民間組織等專業單位提供

應變處理諮詢，並協調相關單位提供相關圖資、水控制閘門、清理濕地

內廢棄物或污染控制清除及環境維護措施等協助，小組各成員應依權責

協助或處置、水質、生態及土地影響評估。應變小組應責成污染或肇事

者清除及控制汙染物質或恢復原狀。 

應變小組成員為受委辦台東縣政府，包含台東縣環保局、台東縣建

設處、台東縣農業處等。 

2. 第二級應變處理措施 

營建署接獲通報後成立應變中心就濕地受影響情形及環境調查監測

結果進行研判，協調中央相關權責機關，依權責進行分工，並通知內政

部。應變中心分別針對濕地環境受影響樣態，聯繫學術機構或民間組織

等專業單位提供供應變處理諮詢，進行督導及應變處理作業。必要時得

視事件現場情況，成立現場應變小組，即時執行相關應變措施。 

應變中心成員為營建署、受委辦台東縣政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等、水利署第八河川局等。 

3. 第三級應變處理措施 

內政部接獲通報後成立應變中心就濕地受影響情形及環境調查監測

結果進行研判，協調中央相關權責機關，依權責進行分工，並通知行政

院。應變中心分別針對濕地環境受影響樣態，聯繫學術機構或民間組織

等專業單位提供供應變處理諮詢，進行督導及應變處理作業。必要時得

視事件現場情況，成立現場應變小組，即時執行相關應變措施。 

應變中心成員為內政部、營建署、受委辦台東縣政府、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利署等。 

(一) 若緊急事件對濕地影響持續擴大則依應變層級分類提升應變層級。 
(二) 完成緊急應變處理後，並依環境監測調查結果，檢視對環境影響原因是
否解除，如未解除，應持續追蹤，監督應變處理措施並通報。如對環境

影響原因已解除，則進行恢復措施，並依法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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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恢復措施 

營建署應要求污染或肇事者應提出濕地水質、生態及土地影響及恢復措

施方案，經諮詢學術機構或民間組織等專業單位後，並要求其限期改善，受

委辦台東縣政府應持續追蹤改善情形。相關恢復措施應考量濕地水質、生態

及土地性質及受影響情形並經專業評估後執行，建議如下: 

(一) 遭破壞濕地之棲地營造。 
(二) 重要物種植物補植。 
(三) 重要物種育苗孵育。 

五、 卑南溪口重要濕地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處理作業流程如附圖 13-1。 

 

圖 13- 1卑南溪口重要濕地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處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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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肆、 財務與實施計畫 

一、 自然生態資源監測計畫 

自然生態資源監測計畫包含鳥類、水棲生物、大型昆蟲、爬蟲類、水

資源等調查計畫，其中鳥類為每月調查 1次，水棲生物與大型昆蟲每季調
查 1次，詳圖 15-1與表 15-1所示。全面調查物種後，盤點保護傘物種與指
標性物種的數量，並考量氣候變遷及全球暖化趨勢，及卑南溪口因夏雨冬

乾所造成明顯之地形變化，評估生態衝擊之影響。 

二、 建構環境教育課程 

1. 傳承海祭文化環境教育計畫 

以現有自然環境與部分生態資源資料，建構卑南溪口濕地環境教

育課程的綱領，發展出適合不同階層的環境教育課程，並將未來自然生

態資源調查成果納入成為環境教育課程。 

2. 設置海祭文化環境教育區 

將卑南族、阿美族與卑南溪生態共存共生之文化，透過於本濕地環

境教育區內，設置海祭文化環境教育區，紀錄卑南族、阿美族海祭文化

過程與文化意義，將海祭文化的精神納為卑南溪口環境教育的一環。 

三、 生活品質的環境監控與評估 

配合抑制揚塵工法施行的時間，評估環境監控數據與抑制揚塵功效

之關連性，以及揚塵抑制工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另外，監測卑南溪口

濕地北側農田，其農業活動作為(施肥、施藥)對於卑南溪口生態環境可
能造成的影響，並輔導建置友善農業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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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1本計畫預定之卑南溪口濕地鳥類與水棲生物調查點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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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1自然生態資源調查樣點名稱、經緯度與地形之描述 
陸域生物 水棲生物 

代號 地名 經緯度 
自然地形

分類與環

境描述 
代號 地名 經緯度 

自然地形

分類與環

境描述 
B1 卑南溪出

海口南側

涼亭 

N22.761237 
E121.17312 

河灘地：

水域、混

植林 

W1 卑南溪口

北側農田 
N22.7778718 
E121.156765 

灌溉排水 

B2 中華大橋

南岸西側

防汛道路

第一階梯 

N22.766809 
E121.164401 

河灘地：

河床、混

植林 

W2 石川圳 N22.775266 
E121.168148 

灌溉排水 

B3 卑南溪南

岸防汛道

路消波塊

堆放區前

的堤防 

N22.77192 
E121.156061 

河灘地：

河床、混

植林 

W3 機場排水 N22.773562 
E121.173346 

其他排水 

B4 森林公園

內的鷺鷥

湖拱橋 

N22.776218 
E121.147662 

森林：沼

澤濕地、

混植林 

W4 水覆蓋魚

塭 
N22.769610 
E121.168660 

卑南溪河

灘地 

B5 臺東大橋

鴿舍對面

的堤防 

N22.7829986 
E121.142858 

平原荒

地：農

田、河

床、混植

林 

W5 沼澤濕地 N22.761902 
E121.171549 

湖泊沼澤

濕地 

B6 卑南溪北

岸水田 
N22.781296 
E121.152082 

平原荒

地：農田 
W6 活水湖 N22.763081 

E121.167228 
湖泊沼澤

濕地 
B7 卑南溪北

岸水田道

路接臺 9 
出口 

N22.781082 
E121.161010 

平原荒

地：農

田、混植

林 

W7 琵琶湖 N22.758255 
E121.165528 

湖泊沼澤

濕地 

B8 卑南溪出

海口北岸

堤防 

N22.772324 
E121.176007 

河灘地：

河床、農

田 

W8 卑南大圳

水道 
N22.762671 
E121.158488 

灌溉排水 

B9 臺東市森

林公園農

業處林務

科辦公室

前 

N22.764900 
E121.159277 

森林：池

塘、混植

林 

W9 鷺鷥湖 N22.776216 
E121.147563 

湖泊沼澤

濕地 

B10 臺東市森
林公園木

槌場 

N22.751813 
E121.165861 

森林：草

地 
 

資料來源：104年度卑南溪口濕地資源調查計畫期末報告書，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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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2財務實施計畫表 
計

畫

項

次 

計畫目標 計畫名稱 
計畫實施年期與經費需求(萬元) 主辦機關/協

辦機關 

1 2 3 4 5 
 

一 
自然生態

資源監測

計畫 

水棲生物調查

計畫 30 30 30 30 30 
營建署 /臺東
縣府 

陸域生物調查

計畫(鳥類、大
型昆蟲、爬蟲) 

30 30 30 30 30 
營建署 /臺東
縣府 

水資源調查計

畫 30 30 30 30 30 
營建署 /臺東
縣府 

二 建構環境

教育課程 

傳承海祭文化

環境教育計畫 - 20 20 20 30 
營建署 /臺東
縣府 

設置海祭文化

環境教育區 - 40 40 40 50 
營建署 /臺東
縣府 

三 
生活品質

的環境監

控與評估 

抑制揚塵功效

與生態影響負

荷的評估 
- 20 20 20 20 

營建署 /臺東
縣府/ 

當地農業活動

環境負荷監控

與評估 
- 40 40 40 50 

營建署 /臺東
縣府 

小計 90 210 210 210 240  
本計畫製表 

 

壹拾伍、 其他補充說明 

1. 卑南溪口濕地受委託管理單位：臺東縣政府 
2. 內政部依 105年 5月 11日台內營字第 1050806445號函委辦台東縣政府進
行卑南溪口重要濕地之規劃、經營管理、審查及處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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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卑南溪口濕地保育計畫物種調查名錄 

表 1卑南溪口濕地範圍內各地形陸域與水域植物 
地形種類 植物種類 中文植物名稱 學名 

森林公園

(混植林) 陸域植物 

木麻黃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L. 
銀合歡 Leucaena leucocephala 
台灣欒樹 Koelreuteria elegans 
血桐 Macaranga tanarius 
苦楝 Melia azedarach 
構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大葉桃花心木  Swietenia macrophylla 
黑板樹 Alstonia scholaris 
小葉南洋杉 Araucaria excelsa Araucaria heterophylla 
榕樹 Ficus microcarpa 
火焰木 Spathodea campanulata 
欖仁 Terminalia catappa L. 
白樹仔 Gelonium aequoreum 
馬鞍藤 Ipomoea pes-caprae 
甜根子草 Saccharum spontaneum 

沙洲河床 

陸域植物 

構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銀合歡 Leucaena leucocephala 
山芙蓉 Hibiscus taiwanensis Hu 
無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i Gaertn. 
血桐 Macaranga tanarius 

羅氏鹽膚木 Rhus chinensis Mill. var. roxburghiana
（DC.）Rehd 

水域植物 

千金子 Leptochloa chinensis 
小花水丁香 Ludwigia perennis 
臺灣木賊 Equisetum ramosissimum Desf.  

Subap. debile (Roxb.) Hauke 
水丁香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Raven 
水生黍 Panicum paludosum 
水蝨草 Fimbristylis miliacea 
牛筋草 Eleusine indica (L.) Gaertn. 
四稜穗莎草 Cyperus zollingeri 
布袋蓮 Eichhornia crassipes 
多花水莧菜 Ammannia multiflora Roxb., 1820 
多穗藨草 Cyperus michelianus 
尖瓣花 Sphenoclea zeylanica 
空心菜 Ipomoea aquatica 
香蒲 Typha orientalis Presl. 

馬來眼子菜 Potamogeton malaianus Miq. 
掃帚菊 Aster subulatus 
異花莎草 Cyperus difformis 
短葉水蜈蚣 Kyllinga brevif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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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種類 植物種類 中文植物名稱 學名 
稗 Echinochloa crusgalli 
斷節莎 Torulinium 
雙穗雀稗 Paspalum paspaloides (Michx.) Scribn.. 
蘆竹 Arundo formosana 
鱧腸 Eclipta prostrata 

沼澤濕地或

人工湖 水域植物 

水丁香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Raven 
過長莎 Mecardonia procumbens 
香蒲 Typha orientalis Presl. 
鋪地黍 Panicum repens L. 
蘆葦 Phragmites communis 
巴拉草 Brachiaria mutica. 
台灣蘆竹 Arundo formosana 
過江藤 Phyla nodiflora 
異匙葉藻 Potamogeton distinctus 
馬藻 Potamogeton crispus 

農田荒地 水域植物 

千金子 Leptochloa chinensis 
小葉冷水麻 Pilea microphylla 
山芥菜 Barbareae taiwaniana 
升馬塘 Digitaria ciliaris 
巴拉草 Brachiaria mutica. 
木賊 Equisetum ramosissimum Desf.  

Subap. debile (Roxb.) Hauke 
水丁香 Ludwigia octovalvis (Jacq.) Raven 
水柳 Salix warburgii O.Seem. 
田青 Sesbania cannabiana (Retz.) Poir 
石薯 Gonostegia pentandra 
尖瓣花 Sphenoclea zeylanica 
早苗蓼 Polygonum scabrum Moench 
李氏禾 Leersia hexandra 
狗牙根 Cynodon dactylon 
香附子 Cyperus rotundus 
馬齒莧 Portulaca oleracea 
掃帚菊 Aster subulatus 
甜根子草 Saccharum spontaneum L. 
圓筒穗水蜈蚣 Kyllinga cylindrica 
碎米莎草 Cyperus iria 
節節花 Alternatnthera nodiflora R. Br. 
葉下珠 Phyllanthus urinaria 
稗 Echinochloa crusgalli 
滿天星 Gypsophila paniculata 
稻 Oryza sativa 
鐵莧菜 Acalypha australis L. 
鱧腸 Echinochloa crusgalli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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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種類 植物種類 中文植物名稱 學名 
彙整「卑南溪濱海森林遊樂區生態資源調查計畫」成果報告、「卑南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計畫」

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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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卑南溪口濕地於 89~93年期間之鳥類調查結果 
調查出版年份 89年 93年 

科名 中文名 森林公園 卑南溪口 台東大橋 中華大橋 
(卑南溪口) 

鷺科 

小白鷺 ●  ● ● 
中白鷺 ●  ●  
大白鷺    ● 
栗小鷺 ●   ● 
黃小鷺 ●   ● 
夜鷺 ●  ● ● 
蒼鷺 ●  ● ● 
黃頭鷺 ●  ●  
綠簑鷺 ●    
紫鷺 ●    

雁鴨科 

花嘴鴨  ● ● ● 
小水鴨   ● ● 
琵嘴鴨    ● 
紅胸秋沙    ● 

鶚科 魚鷹  ●  ● 
夜鷹科 台灣夜鷹 ●  ● ● 

雉科 
環頸雉 ●   ● 
竹雞 ●    

三趾鶉科 棕三趾鶉   ● ● 

秧雞科 
白腹秧雞    ● 
緋秧雞     
紅冠水雞     

彩鷸科 彩鷸  ● ● ● 

鷸科 

白腰草鷸    ● 
田鷸     
磯鷸    ● 
犀鷸   ●  
三趾鷸   ●  
濱鷸   ●  
小青足鷸   ●  
諾氏鷸   ●  
小濱鷸    ● 

鴴科 

小環頸鴴  ● ● ● 
環頸鴴   ●  
東方環頸鴴  ●   
蒙古鴴 ●  ● ● 

燕鴴科 燕鴴   ●  
隼科 紅隼     



 

85 
 

調查出版年份 89年 93年 

科名 中文名 森林公園 卑南溪口 台東大橋 中華大橋 
(卑南溪口) 

鷗科 
燕鷗  ●  ● 
小燕鷗  ●  ● 

鳩鴿科 
斑頸鳩 ●  ● ● 
紅鳩 ●  ●  
金背鳩 ●    

啄木鳥科 小啄木 ●    
杜鵑科 番鵑   ●  
百靈科 小雲雀   ● ● 
雨燕科 小雨燕  ● ● ● 

燕科 
棕沙燕  ● ● ● 
洋燕  ●  ● 
家燕 ● ●   

鶺鴒科 
白鶺鴒 ●  ●  
黃鶺鴒   ●  
烏頭翁 ●  ●  

伯勞科 
紅尾伯勞 ●    
棕背伯勞 ●    

鶲科 黃尾鴝 ●    
王鶲科 黑枕藍鶲 ●    

鶇科 
藍磯鶇 ●    
赤腹鶇 ●    

畫眉亞科 畫眉 ●  ●  

鶯科 

灰頭鷦鶯 ●   ● 
褐頭鷦鶯 ●    
大葦鶯 ●    
短翅樹鶯 ●    

柳鶯科 
褐色柳鶯 ●    
極北柳鶯 ●    
棕扇柳鶯 ●  ● ● 

扇尾鶯科 黃頭扇尾鶯 ●    
繡眼科 綠繡眼 ●    
鵐科 黑臉鵐 ●    

文鳥科 

斑文鳥   ● ● 
黑頭文鳥    ● 
白腰文鳥 ●   ● 
麻雀 ● ●  ● 

卷尾科 大卷尾 ● ●   
八哥科 八哥     
椋鳥科 白尾八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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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出版年份 89年 93年 

科名 中文名 森林公園 卑南溪口 台東大橋 中華大橋 
(卑南溪口) 

種數 40 13 31 34 
資料來源： 
彙整「卑南溪濱海森林遊樂區生態資源調查計畫」成果報告、「卑南溪河系河川情

勢調查計畫」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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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卑南溪口濕地範圍內調查之鳥類名錄 
科名(Family) 中文名 種名 特有保育性 

鷺科  

小白鷺 Egretta garzetta  
中白鷺 Egretta intermedia  
大白鷺 Egretta eulophotes  
栗小鷺 Ixobrychus cinnamomeus  
黃小鷺 Ixobrychus sinensis   
夜鷺 Nycticorax nycticorax  
蒼鷺 Ardea cinerea  
黃頭鷺 Bubulcus ibis  
唐白鷺 Egretta eulophotes II 

雁鴨科  

花嘴鴨 Anas poecilorhyncha  
小水鴨 Anas crecca  
琵嘴鴨 Anas clypeata  
紅胸秋沙 Mergus serrator  

鶚科  魚鷹 Pandion haliaetus II 

隼科  
紅隼 Falco tinnunculus II 
燕隼 Falco subbuteo streichi II 
遊隼 Falco peregrinus I 

夜鷹科  台灣夜鷹 Caprimulgus affinis  
鷲鷹科  鳳頭蒼鷹 Accipiter trivirgatus ○，II 
雉科  環頸雉 Phasianus colchicus ○，II 
三趾鶉科  棕三趾鶉 Turnix suscitator  

秧雞科  
白腹秧雞 Amaurornis phoeniciurus  
緋秧雞 Porzana fusca  ○ 

彩鷸科  彩鷸 Rostratula benghalensis II 

鷸科  

白腰草鷸 Tringa hypoleucos  
田鷸 Gallinago gallinago  
磯鷸 Tringa hypoleucos  
犀鷸 Calidris ruficollis  
三趾鷸 Crocethia alba   
濱鷸 Calidris alpina  
小青足鷸 Tringa stagnatilis  
諾氏鷸 Tringa guttifer  
小濱鷸 Calidris ruficollis  
大杓鷸 Numenius madagascariensis III 

鴴科  

小環頸鴴 Charadrius dubius  
環頸鴴 Charadrius hiaticula   
東方環頸鴴  Charadrius alexandrinus  
蒙古鴴 Charadrius mongolus  

燕鴴科  燕鴴 Glareola maldivarum  III 
鷗科  燕鷗 Sterna hirundo   



 

88 
 

科名(Family) 中文名 種名 特有保育性 
小燕鷗 Sterna albifrons II 
蒼燕鷗 Sterna sumatrana sumatrana II 
鳳頭燕鷗 Sterna bergii II 

八色鳥科 八色鳥 Pitta nympha II 

鳩鴿科  
斑頸鳩 Streptopelia chinensis ○ 
紅鳩 Streptopelia tranquebarica  
紅頭綠鳩 Treron formosae formosae II 

杜鵑科  番鵑 Centropus bengalensis   

鴟鴞科  
黃嘴角鴞 Otus spilocephalus II 
褐鷹鴞 Ninox scutulata II 

雨燕科  小雨燕 Apus nipalensis  

燕科  
洋燕 Hirundo tahitica  
家燕 Hirundo rustica gutturalis  

鶺鴒科  
白鶺鴒 Motacilla alba  
黃鶺鴒 Motacilla flava   
紅嘴黑鵯 Hypsipetes leucocephalus ○ 

鵯科 烏頭翁 Pycnonotus taiwanus ◎，III 
伯勞科  紅尾伯勞 Lanius cristatus III 

黃鸝科 
黃鸝 Oriolus chinensis I 
朱鸝 Oriolus traillii II 

鶇亞科  

黃尾鴝 Phoenicurus auroreus  
藍磯鶇 Monticola solitarius   
白腹鶇 Turdus pallidus  
赤腹鶇 Turdus chrysolaus   
斑點鶇 Turdus naumanni   

噪眉科  台灣畫眉 Garrulax taewanus  ○，II 

鶯科  
灰頭鷦鶯 Prinia flaviventris  
褐頭鷦鶯 Prinia subflava ○ 
茅斑蝗鶯 Locustella lanceolata   

繡眼科  綠繡眼 Zosterops japonica  
鵐科  黑臉鵐 Emberiza spodocephala  

文鳥科  

斑文鳥 Lonchura punctulata  
黑頭文鳥 Lonchura malacca ○ 
白腰文鳥 Lonchura striata  
麻雀 Passer montanus   

卷尾科  大卷尾 Dicrurus macrocercus ○ 
八哥科 八哥 Acridotheres cristatellus ○ 
椋鳥科 白尾八哥 Acridotheres javanicus   
備註： 
◎ 台灣特有種，○台灣特有亞種 
I 瀕臨絕種保育類， II 珍貴稀有保育類， III 其它應予保育類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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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Family) 中文名 種名 特有保育性 
彙整「卑南溪濱海森林遊樂區生態資源調查計畫」、「卑南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成果報告、「104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卑南溪口濕地資源調查計畫」期末報告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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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卑南溪口濕地範圍內調查之爬行類物種名錄 
科名 中文名 種名 保育等級 

腹蛇科 赤尾青竹絲 Trimeresurus stejnegeri   

蝙蝠蛇科 Elapidae 
飯匙倩 Naja atra   III 
雨傘節 Bungarus multicinctus III 

黃頷蛇科 Colubridae 

細紋南蛇 Ptyas korros  
南蛇  Ptyas mucosus  
大頭蛇 Boiga kraepelini   
紅斑蛇 Lycodon rufozonatus  
茶斑蛇 Psammodynastes pulverulentus  

壁虎科 Gekkonidae 
蝎虎 Hemidacty frenatus   
鉛山壁虎 Gekko hokouensis  
無疣蝎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飛蜥科 Family Agamidae 斯文豪氏攀蜥   Japalura swinhonis 特有種 

正蜥科 
古氏草蜥 Takydromus kuehnei   
臺灣草蜥 Takydromus formosanus 特有種 

石龍子科 Scincidae  

長尾南蜥 Eutropis longicaudata  
麗紋石龍子 Eumeces elegans   
印度庭蜥 Sphenomorphus indicus Gray  
股鱗蜓蜥 Sphenomorphus incognitus  

I 瀕臨絕種保育類， II 珍貴稀有保育類， III 其它應予保育類   
資料來源：「104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卑南溪口濕地資源調查計畫」期末報告書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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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卑南溪口濕地範圍內調查之蝶、螢類名錄 
科名 中文名 種名 

鳳蝶科 Papilionidae 

紅紋鳳蝶 Pachliopta aristolochiae interposita  
大紅紋鳯蝶  Byasa polyeuctes termessus 
玉帶鳳蝶 Papilio polytes 
黃裳鳳蝶 Troides aeacus formosanus 
綠斑鳳蝶 Graphium agamemnon 
青帶鳳蝶 Graphium sarpedon 
烏鴉鳳蝶  Papilio bianor thrasymedes 
無尾鳳蝶 Papilio demoleus 
臺灣白紋鳳蝶 Papilio nephelus chaonulus  
大鳳蝶  Papilio memnon heronus 

粉蝶科 Pieridae 

臺灣黃蝶 Eurema blanda arsakia 
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臺灣紋白蝶 Pieris canidia canidia 
臺灣粉蝶 Appias lyncida formosana  
荷氏黃蝶 Eurema hecabe 
江崎黃蝶 Eurema alitha esakii  
淡色黃蝶  Eurema andersoni godana  
水青粉蝶 Catopsilia pyranthe  
銀紋淡黃蝶 Catopsilia pomona  
端紅蝶 Hebomoia glaucippe formosana 
尖翅粉蝶 Appias albina semperi  

斑蝶科 Danaidae 

圓翅紫斑蝶 Euploea eunice hobsoni  
斯氏紫斑蝶 Euploea sylvester swinhoei  
琉球青斑蝶 Ideopsis similis 
姬小紋青斑蝶 Parantica aglea maghaba 
淡紋青斑蝶 Tirumala limniace  
小紫斑蝶 Euploea tulliolus koxinga 
端紫斑蝶 Euploea mulciber barsine 
小青斑蝶 Parantica swinhoei 
黑脈樺斑蝶 Danaus genutia  
樺斑蝶 Danaus chrysippus 

蛺蝶科 ymphalidae 

臺灣黃斑蛺蝶 Cupha erymanthis  
琉球三線蝶 Neptis hylas lulculenta 
小三線蝶  Neptis sappho formosana 
臺灣三線蝶 Neptis nata lutatia  
孔雀蛺蝶  Junonia almana  
孔雀青蛺蝶 Junonia orith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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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名 中文名 種名 
樺蛺蝶 Ariadne ariadne pallidior 
琉球紫蛺蝶 Hypolimnas bolina  
紅擬豹斑蝶 Phalanta phalantha  
黑擬蛺蝶 Junonia iphita 
黃蛺蝶 Polygonia c-album 

蛇目蝶科 Satyrinae 
永澤黃斑蔭蝶 Neope muirheadi nagasawae 
玉帶蔭蝶 Lethe europa pavida 

小灰蝶科 ycaenidae  

沖繩小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迷你小灰蝶   Zizula hylax 
微小灰蝶 Zizula otis riukuensis 
波紋小灰蝶 Lampides   boeticus  
白波紋小灰蝶  Jamides alecto dromicus 
墾丁小灰蝶 Rapala varuna formosana 
臺灣黑星小灰蝶  Megisba malaya sikkima  
臺灣琉璃小灰蝶 Acytolepsis puspa myla  
白尾小灰蝶  Euchrysops cnejus 

弄蝶科 Hesperiidae 

臺灣單帶弄蝶 Borbo cinnara 
姬單帶弄蝶 Parnara bada  
尖翅褐弄蝶  Pelopidas agna  
褐弄蝶 Pelopidas mathias oberthueri 
臺灣黃斑弄蝶 Potanthus confucius angustatus 
尖刺絨毛弄蝶 Hasora chromus 
黑星弄蝶 Suastus gremius 
淡綠弄蝶 Badamia exclamationis  

螢科 臺灣窗螢 Pyrocoelia analis 
資料來源：「104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卑南溪口濕地資源調查計畫」期末報告書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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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不同年份於卑南溪口濕地調查之魚蝦蟹類物種名錄與種數 
調查出版年份 93年 104年 

科名 中文名 河口 中華大橋 台東大橋 中華大橋 台東大橋 

鰻鱺科 
白鰻   ◎   
鱸鰻   ◎   

虱目魚科 虱目魚 ◎     

鯉科 

台灣石賓      
鯽魚 ◎  ◎   
高身鏟頷魚 ◎ ◎ ◎   
何氏棘鲃  ◎ ◎ ◎  
革條副鱊   ◎   
粗首鱲  ◎ ◎ ◎  

鯰科 鯰      

湯鯉科 
湯鯉  ◎ ◎   
大口湯鯉 ◎     

條紋雞魚科  格紋雞魚   ◎   
鰺 科 六帶鰺 ◎ ◎ ◎   

鯔科 
鯔魚 ◎  ◎   
粗鱗鯔 ◎ ◎ ◎   

鰕虎科  

曙首厚唇鯊 ◎ ◎ ◎   
棕塘鱧 ◎ ◎ ◎  ◎ 
金叉舌鰕虎 ◎     
吻鰕虎  ◎ ◎   
明潭吻鰕虎   ◎   
大吻鰕虎  ◎ ◎   
日本禿頭鯊   ◎    

長臂蝦科 

粗糙沼蝦       
南海沼蝦   ◎  ◎ ◎ 
等齒沼蝦       
大和沼蝦   ◎ ◎   
貪食沼蝦  ◎ ◎  ◎ ◎ 
闊指沼蝦   ◎  ◎ ◎ 
乳齒沼蝦   ◎ ◎   
日本沼蝦     ◎ ◎ 
絨掌沼蝦   ◎    
台灣沼蝦  ◎ ◎ ◎   
潔白長臂蝦  ◎ ◎ ◎   

方蟹科 
台灣絨螯蟹    ◎   
unknow sp.  ◎    

華溪蟹科 字紋弓蟹  ◎ ◎ ◎   
種類數 14 21 23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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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出版年份 93年 104年 
科名 中文名 河口 中華大橋 台東大橋 中華大橋 台東大橋 

資料來源 
2004年，卑南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成果報告 
2015年，104年度國家重要濕地行動保育計畫-卑南溪口濕地資源調查計畫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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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不同年份於臺東森林公園內水域調查之魚蝦蟹類物種名錄與種數 
調查出版年份 89年 104年 

科名 中文名 琵琶湖 鷺鷥湖 森林東北

邊濕地 
卑南大圳

排水溝 琵琶湖 鷺鷥湖 

鰻鱺科 
白鰻 ◎   ◎   
鱸鰻 ◎   ◎   

虱目魚科 虱目魚 ◎  ◎ ◎   

鯉科 

鯽魚 ◎ ◎  ◎   
高身鯽 ◎ ◎  ◎   
何氏棘鲃 ◎      
高體鰟鮍  ◎  ◎  ◎ 
革條副鱊    ◎  ◎ 
粗首鱲 ◎   ◎   
平額鱲 ◎   ◎   
台灣馬口魚 ◎      
菊池氏細鯽    ◎   
羅漢魚    ◎   
鯉魚     ◎  
餐鰷     ◎  

塘蝨科 塘蝨魚 ◎   ◎   
胎生鱂魚科 大肚魚 ◎ ◎  ◎   
花鱂科 食蚊魚     ◎  

慈鯛科 

吳郭魚 ◎ ◎  ◎   
橘色雙冠麗魚     ◎  
花身副麗魚     ◎  
吉利非鯽     ◎ ◎ 

鯔科 
大鱗鮻鯔 ◎  ◎ ◎   
鯔魚     ◎  

塘鯉科 棕塘鱧 ◎  ◎ ◎   

鰕虎科  
曙首厚唇鯊 ◎      
吻蝦虎     ◎ ◎ 

鱧科 鱧魚 ◎    ◎  
長臂蝦科 日本沼蝦      ◎ 
 16 5 3 16 9 5 

資料來源 
2000年，卑南溪濱海森林遊樂區生態資源調查計畫 
2015年，104年度國家重要濕地行動保育計畫-卑南溪口濕地資源調查計畫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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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卑南溪口濕地範圍內調查之魚種名錄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鰻鱺科 
白鰻 Anguilla japonic 
鱸鰻 Anguillamarmorata 

鯉科 

台灣石濱 Acrossocheilusparadoxu 
高身鏟頜魚 Scaphesthesalticorpus 
革條副鱊 Tanakiahimategus 
粗首鱲 Zaccopachycephalus 
何氏棘鲃 Spinibarbushollandi 
鯽 Carassiusauratus 
菊池式細鯽 Aphyocypris kikuchii 

條紋雞魚科 格紋島鯻 Mesopristescancelltus 
湯鯉科 湯鯉 Kuhliamarginata 
鰺科 六帶鰺 Caranxsexfasciatus 

鰕虎科 

日本禿頭鯊 Sicyopterusjaponicus 
吻鰕虎 Rinogobiussp. 
棕塘鱧 Eleotrisfusca 
曙首厚唇鯊 Awaousmelanocephalus 
大吻鰕虎 Rinogobiusgigas 
極樂穩鰕虎 Rhinogobious giunius 

鯔科 
鯔魚 Lizadussumieri 

粗鱗鯔 Chelondussumieri 
花鱂科 食蚊魚 Gambusia affinis 

慈鯛科 
橘色雙冠麗魚 Amphilophus citrinellus 
花身副麗魚 Parachromis managuensis 
吉利非鯽 Tilapia zillii 

長臂蝦科 

大和沼蝦 Macrobrachiumjaponicum 
台灣沼蝦 Macrobrachiumformosense 
乳齒沼蝦 Macrobrachiummammillidactylus 
貪食沼蝦 Macrobrachiumlar 
郝氏沼蝦 Macrobrachiumhorstii 
南海沼蝦 Macrobrachiumaustrale 
等齒沼蝦 Macrobrachiumequidens 
粗糙沼蝦 Macrobrachiumasperulum 
潔白長臂蝦 Palaemonconcinnus 

方蟹科 
字紋弓蟹 Varunalitterata 
台灣絨螯蟹 Platyerocheirformosa 

資料來源： 
「卑南溪濱海森林遊樂區生態資源調查計畫」成果報告、「卑南溪河系河川情勢調查」成果報



 

97 
 

科名 中文名 學名 
告、「104 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卑南溪口濕地資源調查計畫」期末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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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卑南溪口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地籍清冊 

研擬卑南溪口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地籍資料 

縣市 鄉鎮 

市區 

地段 地號 功能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單位 範圍涉及 

臺東縣 臺東市 臺東段 0781-0011 其他分區一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 (全部) 

臺東縣 臺東市 臺東段 0001-0529 其他分區一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全部) 

臺東縣 臺東市 臺東段 0002-0269 環境教育區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全部) 

臺東縣 臺東市 臺東段 0002-0270 環境教育區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全部) 

臺東縣 臺東市 臺東段 0002-0271 環境教育區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全部) 

臺東縣 臺東市 臺東段 0002-0272 環境教育區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全部) 

臺東縣 臺東市 臺東段 0004-1157 其他分區一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全部) 

臺東縣 臺東市 臺東段 0002-0247 其他分區一 中華民國 交通部公路總局 (全部) 

臺東縣 臺東市 臺東段 0002-0257 環境教育區 中華民國 交通部公路總局 (全部) 

臺東縣 臺東市 臺東段 0004-1046 其他分區一 中華民國 交通部公路總局 (全部) 

臺東縣 臺東市 臺東段 0002-0250 環境教育區 中華民國 臺東縣政府 (全部) 

臺東縣 臺東市 臺東段 0002-0251 環境教育區 中華民國 臺東縣政府 (全部) 

臺東縣 臺東市 臺東段 0002-0252 環境教育區 中華民國 臺東縣政府 (全部) 

臺東縣 臺東市 臺東段 0002-0262 其他分區一 中華民國 臺東縣臺東市公所 (全部) 

臺東縣 臺東市 臺東段 0002-0254 其他分區一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全部) 

臺東縣 臺東市 臺東段 0002-0255 環境教育區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全部) 

臺東縣 臺東市 石川段 0487-0000 其他分區二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全部) 

臺東縣 臺東市 石川段 0488-0000 其他分區二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全部) 

臺東縣 臺東市 石川段 0489-0000 其他分區二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全部)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地籍資料更新截至 106年 9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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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卑南溪口重要濕地（國家級）明智利用檢核表 

 適時(A) 適地(B) 適量(C) 適性(D) 
1.生物資源     
1.1 
重要指標物種 

1.1.A.1 
出現時間為何？ 
 

1.1.B.1 
出現地點、棲地

性質為何？ 

1.1.C.1 
目前生物監測數

量？ 

1.1.D.1 
目前使用該物種

方式為何？ 
1.1.1 
小雨燕 

全年，普遍性留

鳥 
中華大橋附近，

利用中華大橋結

構物築巢 

每年約 100~900
隻(100年-105監
測結果) 

維護生物多樣

性、環境教育 

1.1.2 
高身鏟頷魚 

全年 卑南溪主河域 待確定 重要指標水生生

物 
1.1.3 
鱸鰻 

全年 卑南溪主河域 待確定 重要指標水生生

物 
1.1.4 
大吻鰕虎 

全年 卑南溪主河域 待確定 重要指標水生生

物 
1.1.5 
何氏棘鲃 

全年 卑南溪主河域 待確定 重要指標水生生

物 
1.1.6 
日本禿頭鯊 

全年 卑南溪主河域 待確定 重要指標水生生

物 
1.1.7 
臺灣絨螯蟹 

全年 卑南溪主河域 待確定 重要指標水生生

物 
 1.1.A.2 

預計保育時間為

何？ 

1.1.B.2 
預計保育範圍為

何？ 

1.1.C.2 
未來保育目標數

量？ 

1.1.D.2 
未來使用該物種

方式為何？ 
1.1.1 
小雨燕 

全年，繁殖期為

3-6月 
中華大橋東西兩

側農地 
待確定 卑南溪口農作環

境指標性生物、

維護生物多樣

性、環境教育 
高身鏟頷魚 全年 計畫範圍卑南溪

主河域 
待確定 重要指標水生生

物 
鱸鰻 全年 計畫範圍卑南溪

主河域 
待確定 重要指標水生生

物 
大吻鰕虎 全年 計畫範圍卑南溪

主河域 
待確定 重要指標水生生

物 
何氏棘鲃 全年 計畫範圍卑南溪

主河域 
待確定 重要指標水生生

物 
日本禿頭鯊 全年 計畫範圍卑南溪

主河域 
待確定 重要指標水生生

物 
臺灣絨螯蟹 全年 計畫範圍卑南溪

主河域 
待確定 重要指標水生生

物 
1.2 
保護傘指標物種 

1.2.A.1 
出現時間為何？ 

1.2.B.1 
出現地點、棲地

性質為何？ 

1.2.C.1 
目前生物監測數

量？ 

1.2.D.1 
目前使用該物種

方式為何？ 
1.2.1 10~3月 卑南溪河灘地 每年約 2~6隻 維護生物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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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時(A) 適地(B) 適量(C) 適性(D) 
魚鷹 (主要為中華大

橋以東之範圍) 
(100~105年監測
結果) 

性、環境教育 

1.2.2 
小燕鷗 

3~10月 卑南溪河灘地

(主要為中華大
橋以東之範圍) 

每年 60~180隻
(100~105年監測
結果) 

維護生物多樣

性、環境教育 

1.2.3 
環頸雉 

全年 卑南溪河道北邊

平原荒地(中華
大橋以西的農

地) 

每年 60~180隻
(100~105年監測
結果) 

維護生物多樣

性、環境教育 

1.2.4 
燕鴴 

5~8月 卑南溪河道北邊

平原荒地(中華
大橋以西的農

地) 

每年 10~120隻
(100~105年監測
結果) 

維護生物多樣

性、環境教育 

1.2.5 
彩鷸 

全年 卑南溪河道北邊

平原荒地，水稻

田為主(中華大
橋以西的農地) 

每年 1~10隻
(100~105年監測
結果) 

維護生物多樣

性、環境教育 

1.2.6 
鳳頭蒼鷹 

全年 卑南溪森林地形

(臺東森林公園) 
每年 1~7隻
(100~105年監測
結果) 

維護生物多樣

性、環境教育 

 1.2.A.2 
預計保育時間為

何？ 

1.2.B.2 
預計保育範圍為

何？ 

1.2.C.2 
未來保育目標數

量？ 

1.2.D.2 
未來使用該物種

方式為何？ 
1.2.1 
魚鷹 

10~3月 中華大橋以東卑

南溪河灘地 
待確定 冬季卑南溪河口

灘地環境與魚類

數量指標性物種 
1.2.2 
小燕鷗 

3~10月 中華大橋以東卑

南溪河灘地 
待確定 夏季卑南溪河口

灘地環境與魚類

數量指標性物種 
1.2.3 
環頸雉 

全年 卑南溪河道北邊

平原荒地(中華
大橋以西的農

地) 

待確定 卑南溪口平原荒

地形生態環境指

標物種 

1.2.4 
燕鴴 

5~8月 卑南溪河道北邊

平原荒地(中華
大橋以西的農

地) 

待確定 卑南溪口平原荒

地形生態環境指

標物種 

1.2.5 
彩鷸 

全年 卑南溪河道北邊

平原荒地，水稻

田為主(中華大
橋以西的農地) 

待確定 卑南溪口平原荒

地水稻田型態環

境指標物種 

1.2.6 
鳳頭蒼鷹 

10~3月 卑南溪森林地形

(臺東森林公園) 
待確定 卑南溪口森林地

形生態環境指標

物種 
2.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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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時(A) 適地(B) 適量(C) 適性(D) 
2.1 
水質與水量 

2.1.A.1 
目前抽取（排放）

季節或時間為

何？ 

2.1.B.1 
目前抽取（排放）

地點為何？ 

2.1.C.1 
目前抽取量為

何？ 
 

2.1.D.1 
目前水質為何？ 

2.1.1 
卑南溪 

全年 全年 - 乙類水體、 
未(稍)受污染 

2.1.2 
石川圳 

全年 排放地點為卑南

溪出海口北側 
- 未監測 

 2.1.A.2 
未來允許抽取

（排放）季節或

時間為何？ 

2.1.B.2 
未來允許抽取

（排放）地點為

何？ 

2.1.C.2 
經計算後，允許

抽取量為何？ 

2.1.D.2 
未來水質管理目

標為何？ 

2.1.1 
卑南溪 

- - - 24.5Ⅱ 
(環保署於臺東大
橋監測平均值) 

2.1.2 
石川圳 

石川圳為農田灌

排用水，未有熱

排放 

石川圳為農田灌

排用水，未有熱

排放 

- 無監測 

 2.2.A.2 
未來允許排放季

節或時間為何？ 

2.2.B.2 
未來允許排放地

點為何？ 

─ 2.2.D.2 
未來允許排放水

溫為何？ 
2.1.1 
卑南溪 

全區禁止熱排放 全區禁止熱排放 - 不得超過夏、冬

季平均溫度正負

2Ⅱ 
2.1.2 
石川圳 

全區禁止熱排放 全區禁止熱排放 - 應符合「重要濕

地內灌溉排水蓄

水放淤給水投入

標準」 
3.土地 3.1.A.1 

目前現況使用時

間為何？ 

3.1.B.1 
目前現況使用地

點（範圍）為何？ 

3.1.C.1 
目前現況使用強

度為何？ 

3.1.D.1 
目前現況使用類

型為何？ 
3.1.1 
環境教育區 

全年 活水湖以北之範

圍 
經常使用 舉辦活動、環境

教育 
3.1.2 
一般分區一(保
安林使用) 

全年 森林公園 經常使用 飛砂防止保安林 
休憩使用 
環境教育 
 

3.1.3 
一般分區二(海
洋生態回由與文

化保存) 

全年 卑南溪流域出海

口 6米深至保育
利用計畫範圍 

經常使用 近岸捕魚 
海祭祭儀 

3.1.4 
一般分區三(洄
遊廊道與抑制揚

塵) 

全年 卑南溪流域台東

大橋與中華大橋

之卑南溪主河川 

經常使用 河川地 
卑南溪行水區與

沙洲地 
污染防治-抑制揚
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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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時(A) 適地(B) 適量(C) 適性(D) 
3.1.5 
一般分區四(農
作與抑制揚塵) 

全年 中華大橋以西之

平原荒地與河灘

地 

經常使用 河川地 
卑南溪平原荒

地，目前以水稻

田、旱田使用為

主，部分為短期

瓜農用地，兼做

污染防治隻抑制

揚塵 
3.1.6 
一般分區(生態
觀察) 

全年 中華大橋以東之

平原荒地與河灘

地 

經常使用 短期瓜農用地，

兼做污染防治隻

抑制揚塵 

 3.1.A.2 
未來允許明智利

用時間為何？ 

3.1.B.2 
未來允許明智利

用地點（範圍）

為何？ 

3.1.C.2 
未來允許明智利

用強度為何？ 

3.1.D.2 
未來允許明智利

用類型為何？ 

3.1.1 
環境教育區 

全年 活水湖以北之範

圍 
維持現況使用 維持現況使用 

3.1.2 
一般分區一(保
安林使用) 

全年 維持現況使用 維持現況使用 風景暨飛沙防止

保安林 

3.1.3 
一般分區二(海
洋生態回由與文

化保存) 

全年 維持現況使用 維持現況使用 近岸捕魚 
海祭祭儀 

3.1.4 
一般分區三(洄
遊廊道與抑制揚

塵) 

全年 維持現況使用 維持現況使用 維持現況使用 

3.1.5 
一般分區四(農
作與抑制揚塵) 

全年 維持現況使用 維持現況使用 維持現況使用 

3.1.6 
一般分區(生態
觀察) 

全年 中華大橋以東之

平原荒地與河灘

地 

河灘地水鳥繁殖

觀察區，盡量降

低人為干擾 

河灘地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