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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管理規劃技術應用在農業及
節能減碳研究之案例分享

蔡登茂 教授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工業管理系

$綱要

研究主題訂定考慮的基本與原則
工業管理規畫應具備之能力
案例分享
台東縣農地資源空間規劃
物聯網於農業之應用
節能產品經濟效益分析
具產品碳足跡與碳稅成本之物料需求與生產時程規劃
系統之建置

水產養殖之成本算與碳盤查系統設計
新健康農業最適供需模式及系統建置之研究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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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題訂定考慮的基本與原則

要符合產業或社會趨勢
要適合本身學識與能力(要符合自己的知識、專長背景與興
趣)
題目選擇要有目標性
 理論目標
 應用目標
 系統目標
 觀念目標

要儘量與現實環境相結合
要有用途性
 實務問題主題

 瞭解問題→分析問題→搜集資料→整理資料→分析資料→獲致結論

 研究性論文主題
 瞭解問題→分析問題→分析現有作法→發展理論模式→搜集資料→整理資料→分析

資料→獲致結論

要有經世致用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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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管理規畫應具備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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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管理規畫應具備之能力

工業管理基本核心能力

系統化建構能力

電腦化能力

資料分析處理能力

計量方法能力

工具應用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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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分享

台東縣農地資源空間規劃

物聯網於農業之應用

節能產品經濟效益分析

具產品碳足跡與碳稅成本之物料需求與生產
時程規劃系統之建置

水產養殖之成本算與碳盤查系統設計

新健康農業最適供需模式及系統建置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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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計畫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蔡登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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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大綱

‧緣起

• 工作內容與流程

‧農業資源條件調查與分析結果

‧農地資源發展願景

‧農地資源發展與空間規劃議題與排序

‧農地資源發展策略

‧全縣農地適宜性分析與空間配置

‧特定農業經營區評估說明

‧農地資源空間構想與行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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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 妥適規劃農地的利用，以臺灣農業發展之永續性，
達成促進國土永續發展之目標。

• 最終目的乃希望達成三贏目標
– 環境生態保護

– 促進農業發展維持糧食安全

– 達到土地資源有效運用協助產業發展

• 本規劃目的在於維護臺東縣整體農地空間資源，
並根據臺東縣未來發展之願景完成全縣農地資源
整體發展構想及空間配置計畫，供農產業發展與
區位規劃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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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與流程

‧確立研究範圍與目標

‧資料蒐集、臺東縣目前農業資源利用調查與初步
分析

‧特定農業經營區發展型態與區位評估

‧適宜性分析

‧農地資源空間規劃

‧行動計畫研擬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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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工作流程圖

臺東縣農業資源利用調查結果
及政府相關政策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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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位置及各鄉鎮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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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料

• 臺東縣鄉鎮市總數：一市、二鎮、十三鄉。

• 全縣總人口數：238,943人(2005年)
‧農家人口占總人口 27.10 %
• 全縣面積：351525公頃。

• 面積分佈：平原6.32%，山坡地27.75%，高山地區
65.93%。

• 地形分佈：中央山脈區、海岸山脈、縱谷平原。

• 研究範圍：既有農地範圍主要係根據內政部營建署非
都市土地使用分區、農委會所提供之耕地範圍、土地
使用現況等資料，利用地理資訊系統聯集耕地範圍與
使用現況做為農作使用之土地，並將建成地與都市計
畫區排除不計，最後之土地即為本計畫之研究範圍圖，
共計39749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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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資料分析

• 耕地面積47,681公頃。

• 農業生產總值為93.5億元，其中以農產總值為68.85億
元(不包括荖花與荖葉)，占73.63%比重最大

• 稻米為臺東縣重要之農產作物，種植面積維持穩定，
約12, 000公頃。產量排名全國第七

• 普通作物種植面積逐年下降，種植面積約剩1,000公頃

• 特用作物種植面積逐年下降，種植面積約剩2,500公頃。
其中荖花與荖葉為最重要之特用作物，產量排名全國
第一

• 蔬菜種植面積變動較小，種植面積約2,000公頃

• 果品為臺東縣最重要之作物，種植面積約13,000公頃。
總產值約為35.59億，其中釋迦為生產大宗，產量排名
全國第一，是本縣遠近馳名之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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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各類果品生產統計表
品項 生產量(噸) 產值(元)

番荔枝 65,106 2,050,839,000

檳榔 5,971 479,471,300

鳳梨 11,860 199,959,600

梅 7,901 169,871,500

李 4,670 87,469,100

文旦柚 4,556 78,135,400

芒果 2,207 71,506,800

枇杷 730 61,320,000

香蕉 3,030 48,116,400

可可椰子 10,280 47,699,200

桶柑 2,119 39,201,500

白柚 1,197 31,552,920

紅龍果 580 22,620,000

荔枝 820 22,189,200

其他類 1,141 16,772,700

其他雜柑類 1,017 14,505,471

桃 480 14,443,200

酪梨 473 14,426,500

桑 710 13,845,000

梨 419 13,617,500

橄欖 471 11,539,500

柿 570 11,496,900

木瓜 753 8,659,500

番石榴 768 8,448,000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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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重要農作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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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主要農作物重要資料彙總

農產業
種植面積(公

頃)
與前一年增

減%
產值(千元)

前三大生產鄉鎮市與種植面積

(1)稻米 12,094 +0.32 1,342,263
關山鎮、池上鄉、臺東市
(3710) 、 (2752)、 (2510)

(2)普通作物 1,006 -1.37 89,214
鹿野鄉、海端鄉、達仁鄉
(145.08)、(133.01)、(121.29)

(3)特用作物 2,482 -5.98 492,601
臺東市、卑南鄉、鹿野鄉
(857)、 (485)、 (346)

茶葉 574 -5.28
58,050 鹿野鄉、卑南鄉、金峰鄉

(302)、 (117)、 (68)

(4)蔬菜 2,099 +18.65 529,089
金峰鄉、海端鄉、長濱鄉
(221)、 (107)、 (74)

(5)果品 13,267 -3 3,559,243
卑南鄉、臺東市、太麻里鄉
(2552)、 (1403)、(1135)

釋迦 5,041 +4.02 2,050,839
卑南鄉、臺東市、太麻里鄉
(1,885)、 (1341)、 (930)

檳榔 2,053 -5.74 479,949
卑南鄉、太麻里鄉、長濱鄉
(601)、 (306)、 (215)

荖花 257 +0.7
1,578,000

太麻里鄉、卑南鄉、臺東市
(131)、 (84)、 (26)

荖葉 1,271 -1.5
6,353,000 臺東市、卑南鄉、太麻里鄉

(853)、 (282)、 (91)

總計 30,948 6,88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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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土地利用空間分布圖層

• 共建置11幅GIS圖層資料(圖略)
– 土地利用圖

– 重大建設圖

– 地形與農業土地使用圖

– 土壤排水性與農業土地使用圖

– 限制發展區與農業土地使用圖

– 水利灌溉與農業土地使用圖

– 農地重劃與農業土地使用圖

– 農地資源與水質水量保護區位置圖

– 農地資源與保安林、山地保留地、自然保留區位置圖

– 農地資源與土石流潛勢溪流位置圖

– 農地資源與山坡地分布圖

臺東縣農業願景空間策略與議題

SWOT分析

願景研擬

議題

空間規劃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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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優勢 內在劣勢

1. 低度開發，鄉鎮風貌保存完整，自然景觀維
持良好。

2. 倚山面海，地形地質景觀優美。
3. 森林生態資源豐富，保存臺灣僅有的原始林

，野生動植物資產珍貴。
4. 全縣工業污染少，空氣品質優良，是發展有

機、生態農業及相關產業的理想地帶。
5. 部份農產品頗具重要性及代表性，品質良好

獨步全臺。
6. 海洋資源豐富，有流向穩定的黑潮經過，海

岸地形有平滑且急速下降的海床，具備發展
海洋農業之重要條件。

1. 颱風侵襲，地震頻繁，焚風，土石流、沙塵暴等自
然災害多。

2. 災害頻率甚高，對農產及觀光遊憩活動影響層面大
。

3. 地勢阻隔，交通不便，本島東西發展落差明顯，與
西部縣份的發展落差逐年增加。

4. 位處臺灣本島最邊陲的縣份，地方產業基礎條件極
為薄弱，加上幅員廣大，距離主要消費市場遙遠，
導致產業發展政策無法具體落實，整體的產業環境
極待改進

5. 產業人才不足，市場狹小，產業發展瓶頸極待突破
。

6. 人口外流及老化現象十分嚴重，勞動力更顯不足，
形成地方發展的障礙。

7. 全縣面積雖然廣大，但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占據廣
大面積可耕種土地或發展用地有限。

外部機會 外部威脅

1. 國人生活水準提高，對健康、食品安全的消
費觀念已具概念及接受度，對發展有機、純
淨農業有正向助益。

2. 世界回歸自然、崇尚天然藥物，有利藥用植
物的種植與發展

3. 臺東縣具豐富經濟價值之藥用植物資源，且
我國具備發展中草藥之科技條件。有助於臺
灣種植與發展原生特有種且高經濟價值藥用
植物。

4. 國人休閒時間增加，國內觀光旅遊市場活絡
，觀光休閒人次增加

1. 農業是臺東主要的產業，本縣農業面臨生產環
境及國外農產進口壓力，整體發展面臨轉型瓶
頸。農產業發展前景嚴重影響本縣縣民生計。

2. 國內各縣市皆以發展觀光與休閒產業為主軸，
市場同質性高，若無法營造本縣地區特色，恐
難與其他縣市競爭。

臺東縣競爭態勢SWOT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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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研擬

• 透過專家及地方代表採用座談及逐一訪談之方式，研
擬適合臺東縣未來農地資源發展之願景、議題與策略，

祈使規劃結果符合臺東縣之需求。

主軸 願景 目標

生產 純淨優質新農業

以有機遵古、優質、創意、
加值、低污染產業為發展

目標

生活 養生休閒新城鄉
建構優質生活產業帶，營

造養生休閒適居城市

生態 萬物共榮新天地

低度開發、萬物共生，維
持傳統、自然的城鄉風貌，
確保東部珍貴自然景觀資

源

適宜性分析

國土保育區適宜性分析

農業發展區適宜性分析

城鄉發展區適宜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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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空間新組合:土地適宜性分析

‧適宜性分析內容

（1）國土保育區

（2）農業發展區

» 稻米

» 釋迦

» 荖花、荖葉

» 茶葉、梅、李、鳳梨

（3）城鄉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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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農地應劃設為國土保育區準則

 1.生態維護

考量項目 分析準則

自然保留區 既有農地位於縣境內自然保留區時，
即劃設為生態維護Ι級。

國家公園 既有農地位於國家公園境內。

保安林 既有農地位於保安林地內時，即劃設
為生態維護Ι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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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水資源維護

• 考量項目

– (1)水質水量保護區

– (2)鄰近地表水源且地勢陡峭地區

考量項目 分析準則

(1)水質水量
保護區

既有農地位於水質水量保護區內，
即劃設為水源資源維護Ι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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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表水源地勢劃設等級表

地表水源地勢

距離地表水源水平距離

距離
≦50m

50m＜距
離≦100m

100m＜距
離≦200m

200m＜距離

地
勢

50％＜坡地坡度 I I II III

35％＜坡地坡度
≦50％

I II III IV

20％＜坡地坡度
≦35％

II III IV V

坡地坡度≦20％ III IV V V

註：I為地表水源地勢程度大；
II為地表水源地勢程度中等；
III為地表水源地勢程度小 21

水資源維護準則

低

水資源維護I
：當台東縣既有農地位於水質水量保護區與地
表水源地勢為I級時。

水資源維護II
：當台東縣既有農地不位於水質水量保護區，
且地表水源地勢為II級時。

水資源維護
III

：當台東縣既有農地不位於水質水量保護區，
且地表水源地勢為III級時。

水資源維護
IV

：當台東縣既有農地不位於水質水量保護區，
且地表水源地勢為IV級時。

水資源維護V
：當台東縣既有農地不位於水質水量保護區，
且地表水源地勢為V級時。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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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災害預防

考量項目 分析準則

土石流潛勢
地區

既有農地位於土石流潛勢程度高或
中時，即劃設為災害預防I。

沙塵暴地區 卑南溪下游至出海口一帶土質為重
黏土，依環保署觀測，沙塵暴形成
時，黏粒則可飛到12公里的高空
（約涵蓋台東市），故既有農地位
於台東市內，即劃設為災害預防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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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應劃設為國土保育區準則

農地最適宜劃設
為國土保育區

當既有農地位於生態維護I、水資源
維護I或災害預防I時。

農地次適宜劃設
為國土保育區

當既有農地位於水資源維護II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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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留區

保安林

土石流潛勢、沙塵暴地區圖

生態維護

水資源維護

地表水源

坡度

地表水源地勢

災害預防

既
有
農
地
劃
設
為
國
土
保
育
區
適
宜
性
分
析
流
程
圖 25

臺東縣既有農地劃設為國土保育區適宜性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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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育區適宜性分析結果

農地應劃設為國土保育區之面積約為735公頃，其中

1.最適宜國土保育區約為22％，主要分佈臺東市沙塵
暴地區內之保安林區（飛砂防止林及防風林）與卑
南鄉之水源涵養林內；

2.次適宜國土保育區則主要分佈於東河鄉馬武溪、延
平鄉鹿野溪、太麻里鄉文里溪與馬里溪兩岸以及桃
源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離附近，少部分位於卑南利
嘉溪、成功富家溪與成功溪兩岸，其中卑南、東河、
太麻里等鄉為臺東縣土石流潛勢溪流數目最多之鄉
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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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區適宜性分析準則

 發展潛力－稻米

稻米發展潛力

適栽程度

高 低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農地重劃且水利灌溉
（I）

I I II III IV

農地重劃或水利灌溉
（II）

I II III IV V

兩者皆非（III） II III IV V VI

註：I表稻米發展潛力最高者；
II表稻米發展潛力次高者；
III表稻米發展潛力中等者；
IV表稻米發展潛力低者；
V表稻米發展潛力次低者；
VI表稻米發展潛力最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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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潛力

釋迦與荖花、荖葉（主要作物）

茶葉、梅、李、鳳梨（其他作物）

其他作物發展潛力

適栽程度

高 低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農地重劃 I I II III IV

非農地重劃 I II III IV V

註：I表其他作物發展潛力最高者；
II表其他作物發展潛力次高者；
III表其他作物發展潛力中等者；
IV表其他作物發展潛力低者；
V表其他作物發展潛力次低者；
VI表其他作物發展潛力最低者。

29

 發展限制

• 農地穿孔

• 農地碎裂

• 農地切割

• 城鄉蔓延

• 與工業區距離

• 最小面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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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發展限制－農地穿孔、農地碎裂、農地切割

農地穿孔與農地碎裂疊圖分析準則表

農地穿孔與農地碎裂
等級相加值(d)

d≦2 2＜d≦4 4＜d≦6 6＜d

等級 I II III IV

農地地景變遷疊圖分析準則表

農地穿孔與
農地碎裂

農地切割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一級 I I II III

第二級 I II III IV

31

城鄉蔓延劃設等級表

城鄉蔓延

與都市計畫區距離

d≦1km
1km＜

d≦3km
1km＜

d≦3km

單位面積
建成環境

25％≦面積 I II III

10％≦面積＜25％ II III IV

面積＜10％ III IV V

註：I表城鄉蔓延程度最高者；
II表城鄉蔓延程度次高者；
III表城鄉蔓延程度中等者；
IV表城鄉蔓延程度次低者；
V表城鄉蔓延程度最低者。

 發展限制－城鄉蔓延

32

 發展限制－與工業區距離、最小面積限制

與工業區距離劃設等級表

與工業區距離（d） d≦1km

等級 I

最小面積限制劃設等級

最小面積（a） a≦0.25ha

等級 I

33

發
展
限
制
劃
設
準
則
圖

34

農業發展區劃設等級表

農業發展區
發展限制

最高 次高 次低 最低

發
展
潛
力

最高 VI III II I

次高 VI III II I

中 VI III II II

低 VI III III III

次低 VI IV IV IV

最低 VI V V V

註：I表農業發展區適宜程度最高；
II表農業發展區適宜程度次高高；
III表農業發展區適宜程度中等者；
IV表農業發展區適宜程度次低；
V表農業發展區適宜程度最低者。

35

既有農地劃設為農業發展區適宜性分析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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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臺東縣既有農地劃設為稻米及釋迦農業發展區適宜性分析圖

稻米 釋迦

37

臺東縣既有農地劃設為荖花、荖葉農業發展區適宜性分析圖

荖花、荖葉

38

臺東縣既有農地劃設為其他作物農業發展區適宜性分析圖

茶 葉 梅

39

臺東縣既有農地劃設為其他作物農業發展區適宜性分析圖

李鳳 梨

40

農業發展區適宜性分析結果

1.稻米農業發展區適宜性最高之農地主要分佈於池上與臺
東市，部分分佈於關山、長濱與東河；

2.荖花、荖葉農業發展區適宜性最高之農地主要分佈於卑
南鄉與鹿野鄉；

3.釋迦農業發展區適宜性較高之農地主要分佈於卑南、臺
東市以及太麻里

4.茶葉農業發展區適宜性最高之農地主要分佈於卑南與鹿
野

5.梅農業發展區之適宜性分析結果顯示，大部分農地為中
等或低適宜性，主要分佈於池上、鹿野與臺東市，部
分為卑南、太麻里等鄉鎮；

6.鳳梨農業發展區及李農業發展區適宜性最高或次高之農
地鮮少，主要分佈於鹿野與卑南之地勢平緩區。

總體而言，臺東縣之農業發展主要受限於其地形限制，而使農地發
展適宜性降低

41

既有農地應劃設為城鄉發展區準則

 發展潛力
 與都市計畫地區距離

 與建成地距離

 與省道距離

 與縣道距離

 與道路節點距離

 與重要設施距離

發展限制
為維護城鄉發展

為維護國土保育

為維護農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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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既有農地應劃設為城鄉發展區準則

 發展潛力

考量項目 分析準則

與都市計畫
地區距離

d≦1 km
1 km＜

d≦2 km
2 km＜

d≦3 km
3 km＜

d≦4 km
4km＜d

Ι II III IV V

與建成地距
離

d≦0.2 
km

0.2 km＜
d≦0.3 km

0.3 km＜
d≦0.4 

km

0.4 km＜
d≦0.5 km

0.5km
＜d

Ι II III IV V

43

考量項目 分析準則

與省道距離

d≦0.5k
m

0.5 km＜
d≦1 km

1 km＜
d≦1.5km

1.5km＜
d≦2 km

2km＜d

Ι II III IV V

與縣道距離

d≦0.5k
m

0.5 km＜
d≦1 km

1 km＜
d≦1.5km

1.5km＜
d≦2 km

2km＜d

Ι II III IV V

44

考量項目 分析準則

與道路

節點距離

d≦0.5k
m

0.5 km＜
d≦1 km

1 km＜
d≦1.5km

1.5km＜
d≦2 km

2km＜d

Ι II III IV V

與重要

設施距離

d≦0.5k
m

0.5 km＜
d≦1 km

1 km＜
d≦1.5km

1.5km＜
d≦2 km

2km＜d

Ι II III IV V

45

城鄉發展區發展潛力劃設等級

高

低

發展潛力 I ：當點數在5之內

發展潛力 II ：當點數在6-10範圍

發展潛力 III ：當點數在11-15範圍

發展潛力 IV ：當點數在16-20範圍

發展潛力 V ：當點數在21-25範圍

發展潛力 VI ：當點數超過25

46

 發展限制

考量項目 分析準則

為維護城
鄉發展

為避免城鄉發展受到地形坡度影響，造成居
民生命財產安全損失，因此當既有農地坡度
超過5 %時，則城鄉發展容易受到限制。

為維護國
土保育

防止城鄉發展危害到自然環境與生態保育，
因此當農地位於最適宜與次適宜劃設為國土
保育區時，應禁止城鄉發展。

為維護農
業發展

為避免城鄉發展阻礙農業，因此當既有農地
位於土壤適栽程度高、水利灌溉區或農地重
劃區時，應限制城鄉發展強度

47

為維護
國土保育 最適宜與次適宜

為維護
城鄉發展 坡度超過5%

既有農地

發展限制最高

為維護
農業發展

最高(I)

次高(II)

次低(IV)

中等(III)

最低(V)

發展限制次高

發展限制最低

發展限制中等

發展限制次低

發展限制極小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國土保育區
適宜性等級

發展限制項目 發展限制準則 發展限制程度發展限制準則

城
鄉
發
展
區
發
展
限
制
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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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城鄉發展區發展限制劃設準則

城鄉發展區
發展限制

最高 次高 中 低 次低 最低

發
展
潛
力

最高 II II I I I I

次高 III II II I I I

中 III III II II I I

低 III III III II II I

次低 III III III III II II

最低 III III III III III II

註：I表示城鄉發展區適宜程度高者；
II表示城鄉發展區適宜程度中者；
III表示城鄉發展區適宜程度低者。

49

為維護城鄉發展

發展限制

與
都
市
計
畫
區
距
離

與
省
道
、
縣
道
距
離

與
建
成
地
距
離

與
重
要
設
施
距
離

與
道
路
節
點
距
離

既
有
農
地
劃
設
為
城
鄉
發
展
區
適
宜
性
分
析
流
程
圖

為維護國土保育

為維護農業發展
發展潛力

50

既有農地劃設為城鄉發展區適宜性分析圖

51

城鄉發展區適宜性分析結果

1.城鄉發展適宜性最高之農地面積約為971
公頃，主要分佈於臺東市，少部分則分
佈於池上及成功地區，以上此分佈地區
皆為地形較為平坦，交通便利，產業聚
集，公共設施良好之土地，乃為城鄉發
展潛力最高者。

2.城鄉發展適宜性中等之農地約5,252公頃，
主要分佈於池上、關山、鹿野，少部分
分佈於卑南、太麻里、成功與東河等平
地區域。

52

農地資源空間規劃劃設程序

•步驟一：進行臺東縣農地面積需求推估
•步驟二：先劃設國土保育區

–將符合國土保育區準則 適宜與次適宜者劃設為國
土保育區

•步驟三：依農地面積需求推估的兩種情境劃設
農業發展區
–農業發展區的劃設將依適宜性分析結果先劃設稻米
生產區、其次為其它作物之次序劃設。

•步驟四： 後劃設城鄉發展區
–將符合城鄉發展準則 適宜、次適宜與低適宜者劃
設為城鄉發展

–剩餘未劃設者為緩衝區

53

作物 稻米 普通作物 特用作物 蔬菜 果品 總計

情境一 25,440 2,855 5,754 5,661 12,789 52,499

情境二 21,286 2,337 5,756 4,889 12,786 47,054

情境三 21,299 2,337 5,756 4,890 12,786 47,068

情境四 21,010 2,311 5,756 4,847 12,786 46,710

農地面積需求推估依據(總顧問團隊資料)

•東部地區維持農業發展面積(單位：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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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臺東縣農地面積需求推估

作物 稻米 普通作
物

特用作
物

蔬菜 果品 總計(公頃)

基期 12055 1020 2347 1756 12640 29818

情境一 12289 860 1995 1079 10328 26551

情境二 10288 654 1935 855 10555 24287

55

臺東縣農地資源空間配置結果－情境一

56

臺東縣農地資源空間配置結果－情境一

分配項目
國土保育區 農業發展區 城鄉發展區 緩衝區

最適宜 次適宜 稻米 其他作物 最適宜 次適宜 低適宜

面積 160 575 12289 14262 435 580 671 10775

面積小計 735 26551 1685

面積合計 39746

單位：ha

57

臺東縣農地資源空間配置結果圖－情境一 (北半部)

58

臺東縣農地資源空間配置結果－情境一(北半部) 

• 臺東縣北半部之國土保育區中，次適宜區主要
分布於東河鄉水資源維護區域。

• 臺東縣北半部之農業發展區中，稻米主要分布
於東河鄉、池上鄉、關山鎮、鹿野鄉，另海端
鄉、成功鎮分布較為零星；其他作物中僅海端
鄉、延平鄉分布較零星。

• 臺東縣北半部之城鄉發展區主要分布於池上鄉、
關山鎮、鹿野鄉。

59

臺東縣農地資源空間配置結果圖－情境一 (中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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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臺東縣農地資源空間配置結果－情境一(中半部) 

• 臺東縣中半部之國土保育區中，最適宜區分布
於臺東市沙塵暴範圍，次適宜區分布於延平鄉、
太麻里鄉、金峰鄉。

• 臺東縣中半部之農業發展區中，稻米主要分布
於臺東市，另延平鄉分布較為零星；其他作物
主要分布中臺東市、卑南鄉，海端鄉之西方因
趨近山區分布較零星。

• 臺東縣中半部之城鄉發展區主要集中於臺東市。

61

臺東縣農地資源空間配置結果圖－情境一 (南半部)

62

臺東縣農地資源空間配置結果－情境一(南半部) 

• 臺東縣南半部之國土保育區中，次適宜區主要
分布於太麻里鄉、金峰鄉（土石流潛勢、水資
源維護）。

• 臺東縣南半部之農業發展區中，稻米主要分布
於太麻里鄉，其他作物中亦是太麻里鄉為主要
分布。

• 臺東縣南半部之城鄉發展區皆不明顯。

63

臺東縣農地資源空間配置結果－情境二

64

臺東縣農地資源空間配置結果－情境二

分配項目
國土保育區 農業發展區 城鄉發展區 緩衝區

最適宜 次適宜 稻米 其他作物 最適宜 次適宜 低適宜

面積 160 575 10288 13999 516 980 887 12342

面積小計 735 24287 2382

面積合計 39746

單位：ha

65

臺東縣農地資源空間配置結果圖－情境二 (北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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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臺東縣農地資源空間配置結果圖－情境二 (中半部)

67

臺東縣農地資源空間配置結果圖－情境二 (南半部)

68

臺東縣農地資源空間配置結果－情境二

•情境二國土保育區、農業發展區之分布情形與
情境一相似，差異點在於城鄉發展區之分配情
形稍有增多。

•北半部城鄉發展區以池上鄉為主，該區周圍為
都市發展區與鐵路經過之處。

•中半部城鄉發展最適宜區與次適宜多分布於臺
東市。

•南半部與情境一配置結果雷同，城鄉發展並不
明顯。

69

各鄉鎮之分配結果－長濱鄉

•農業發展區：稻米為
主要分布，其中忠勇
村與長濱村交界處之
農地較為集中。

•國土保育區：僅有零
星之分布面積。

•城鄉發展區：僅有零
星之分布面積。

70

各鄉鎮之分配結果－成功鎮

•農業發展區：其他作
物分布最廣，主要分
布於三仙里與忠仁里
附近。

•國土保育區：僅有零
星之分布面積。

•城鄉發展區：僅有零
星之分布面積。

71

各鄉鎮之分配結果－東河鄉

•農業發展區：稻米與其
他作物分布皆廣，隆昌
村、興昌村、都蘭村分
布較為集中。

•國土保育區：多圍繞於
馬武溪周圍。

•城鄉發展區：都蘭村的
中心位置有小集團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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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各鄉鎮之分配結果－池上鄉

•農業發展區：稻米分布
最廣，分布於慶豐村、
福文村、新興村、萬安
村，其他作物則分布於
富興村與振興村。

•國土保育區：少數面積
分布於卑南溪上游。

•城鄉發展區：集中於福
文村、慶豐村、新興村、
福原村、大埔村交界之
中心區域。

73

各鄉鎮之分配結果－關山鎮

•農業發展區：稻米與其
他作物分布皆廣，佔據
整個關山鎮相當大的比
例。

•國土保育區：僅少數零
星分布。

•城鄉發展區：多集中於
關山火車站周圍。

74

各鄉鎮之分配結果－海端鄉

•農業發展區：其他作物
為主，主要分布於本鄉
與池上鄉、關山鎮之交
界處。

•國土保育區：分布於卑
南溪周圍。

•城鄉發展區：僅有零星
之分布面積。

75

各鄉鎮之分配結果－鹿野鄉

•農業發展區：除東北方
外，其餘面積皆以稻米
與其他作物為主要分布。

•國土保育區：僅少數零
星分布。

•城鄉發展區：多分布於
龍田村與鹿野村。

76

各鄉鎮之分配結果－延平鄉

•農業發展區：多為其他
作物，分布於東部與鹿
野鄉交界處。

•國土保育區：分布於鹿
野溪兩旁。

•城鄉發展區：僅有零星
之分布面積。

77

各鄉鎮之分配結果－卑南鄉

•農業發展區：以其他作
物分布最廣，主要分布
於東部接近臺東市邊界
處。

•國土保育區：集中於初
鹿村之保安林。

•城鄉發展區：分布於東
部接近臺東市邊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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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鄉鎮之分配結果－臺東市

•農業發展區：稻米與其
他作物皆有相當多的分
布。

•國土保育區：集中於卑
南溪上游沙塵暴處。

•城鄉發展區：為所有臺
東縣所有鄉鎮中分布最
廣皆，多處地區有集團
的面積分布。

79

各鄉鎮之分配結果－太麻里鄉

•農業發展區：稻米與其
他作物分布多集中於美
和村、三和村以及泰和
村、香蘭村。

•國土保育區：分布於文
里溪、金崙溪。

•城鄉發展區：集中於大
王村周圍。

80

各鄉鎮之分配結果－金峰鄉

•農業發展區：以其他作
物為主，多集中於太麻
里鄉的邊界附近。

•國土保育區：分布於知
本溪與麻里溪周圍。

•城鄉發展區：僅有零星
之分布面積。

81

各鄉鎮之分配結果－達仁鄉

•農業發展區：以其他作
物為主，分布多接近大
武鄉邊界處。

•國土保育區：多分布於
安朔溪。

•城鄉發展區：僅有零星
之分布面積。

82

各鄉鎮之分配結果－大武鄉

•農業發展區：以其他作
物為主，多分布於尚武
村。

•國土保育區：僅有零星
之分布面積。

•城鄉發展區：僅有零星
之分布面積。

特定農業經營區區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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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農業經營區區位評估

‧臺灣農業經營型態趨於多元化，縣市到
鄉鎮應依其環境特性發展具特色之精緻
農業，以產生市場區隔與競爭優勢

‧本階段將依特定農業經營區的四種分區，
以兩階段問卷調查方式，進行農業經營
區區位評估分析
–第一階段：分析哪些分區適合在臺東縣發展
(what)

–第二階段：分析次分區適合臺東縣哪些鄉鎮
發展(where)

85

特定農業經營區評估步驟及方法

•確定發展分區(what)

–確定各次分區項目

–進行適合於臺東縣發展之次分區評估分析

•鄉鎮優勢區位評估(where)

–研擬次分區區位評估準則

–研擬評估指標權重值

–評估指標資料搜集與專家問卷調查

–各鄉鎮優勢順序評估

86

確定各次分區項目

87

類型 類特定農業經營區別 結果統計 次序

特
定
農
業
經
營
區

稻米專業區 24 1

雜糧專業區 0

水果專業區 20 2

花卉專業區 1

茶葉專業區 5

荖花荖葉專業區 7 ※

中草藥園區 20 2

(作物)專業區 1

農業
科技
園區

綜合性農業科技園區 3

特定作物農業科技園區 2

深層海水科技園區 18 3

農產
物流
專區

產地物流專區 2

市場物流專區 3

特定農業經營區次區位選定專家問卷調查結果

共26份問卷資料。

88

特定農業經營區區位評估

89

臺東縣鄉鎮特定農業經營區優勢發展區位評估步驟及方法

1.決定評估指標

2.蒐集指標資料
3.以專家問卷決定
評估指標權重

4.以 TOPSIS 法進行
指標整合分析

5.確認整合評估值

6.優勢順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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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分區區位評估準則

– 經由訪談委員、專家、縣府官員與學者的方
式研擬

•評估指標權重值設定

–採用專家問卷調查

–對象：臺東農改場專家、縣府農業局官員、
屏科大相關教授、空間規劃委員會委員

特定農業經營區區位評估指標

91

評估指標 評估準則 備註 請填入權重

1.發展特色 區位商數(LQi)

評定該鄉鎮稻米產量全國相對優勢，區位商
數(LQi)越高，代表越有規模特色。

Vi：該鄉鎮本身與相鄰鄉鎮稻米之產量數，
ΣVi：本身與相鄰鄉鎮農產之總產量數，：
全國稻米之產量數，ΣTi：全國農產之總產
量數，單位：公噸。

2.適栽性
稻米土地適栽性等

級
等級越高代表越適合生產。

3.發展條件 灌溉地面積
評定稻米之基本生產條件之高低，灌溉地面
積(公頃) 越多者，代表基本生產條件越佳。

4.全縣生產力
該鄉鎮稻米收穫量 越高代表該鄉鎮稻米之全縣生產力越大。

5.人力資源 勞動人口數
以15歲以上勞動人口數評定該鄉鎮人力資源

供給量。

6.競爭力與發展
政策

該鄉鎮稻米發展競
爭力與政策支持度

以問卷方式評定該鄉鎮稻米發展競爭力與政
策支持度。

7.消費者接受度
品質與知名度 以問卷方式評定該鄉鎮稻米之品質與知名度。

稻米生產專業區區位評估指標權重調查

)/(/)/(  iiiii TTVVLQ

92

水果生產專業區區位評估指標權重調查

評估指標 評估準則 備註 請填入權重

1.發展特色 區位商數(LQi)

評定該鄉鎮水果產量全國相對優勢，區位商數
(LQi)越高，代表越有規模特色。

Vi：該鄉鎮本身與相鄰鄉鎮水果之產量數，
ΣVi：本身與相鄰鄉鎮農產之總產量數，：全
國水果之產量數，ΣTi：全國農產之總產量數，

單位：公噸。

2.適栽性 水果土地適栽性等級 等級越高代表越適合生產。

3.發展條件 灌溉地面積
評定水果之基本生產條件之高低，灌溉地面積
(公頃)越多者，代表基本生產條件越佳。

4.全縣生產力
該鄉鎮水果收穫量 越高代表該鄉鎮水果之全縣生產力越大

5.人力資源 勞動人口數
以15歲以上勞動人口數評定該鄉鎮人力資源供
給量。

6.競爭力與發展
政策

該鄉鎮水果專業區發
展競爭力與政策支持
度

以問卷方式評定該鄉鎮水果發展競爭力與政策
支持度。

7.消費者接受度
品質與知名度 以問卷方式評定該鄉鎮稻米之品質與知名度。

)/(/)/(  iiiii TTVV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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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藥生產專業區區位評估指標權重調查

評估指標 評估準則 備註 請填入權重

1.發展環境
該鄉鎮原生種種植
比例

評定該鄉鎮中草藥種植全縣相對優勢，比
率越高，代表越有規模特色。

2.適栽性
中草藥土地原生適
栽性等級

以問卷方式評定該鄉鎮中草藥土地原生適
栽性等級，越高代表越適合生產。

3.發展條件
可使用土地灌溉面
積

評定中草藥之基本生產條件之高低，灌溉
土地面積(公頃)越多者，代表基本生產條
件越佳。

4.相關產業配
合度

本身與相鄰鄉鎮市
已劃定農業休閒區
面積

面積越高代表該鄉鎮相關產業配合度越高。

5.人力資源 勞動人口數
以15歲以上勞動人口數評定該鄉鎮人力資
源供給量。

6.競爭力與發
展政策

該鄉鎮中草藥發展
競爭力與政策支持
度

以問卷方式評定該鄉鎮中草藥發展競爭力
與政策支持度。

94

荖花荖葉生產專業區區位評估指標權重調查

評估指標 評估準則 備註 請填入權重

1.發展特色 區位商數(LQi)

評定該鄉鎮荖花荖葉產量全國相對優勢，區位
商數(LQi)越高，代表越有規模特色。

Vi：該鄉鎮本身與相鄰鄉鎮荖花荖葉之產量數，
ΣVi：本身與相鄰鄉鎮農產之總產量數，：全
國荖花荖葉之產量數，ΣTi：全國農產之總產
量數，單位：公噸。

2.適栽性
荖花荖葉土地適栽性
等級

等級越高代表越適合生產。

3.發展條件 灌溉地面積
評定荖花荖葉之基本生產條件之高低，灌溉地
面積(公頃)越多者，代表基本生產條件越佳。

4.全縣生產力
該鄉鎮荖花荖葉收穫
量

越高代表該鄉鎮荖花荖葉之全縣生產力越大。

5.人力資源 勞動人口數
以15歲以上勞動人口數評定該鄉鎮人力資源供
給量。

6.競爭力與發展
政策

該鄉鎮荖花荖葉發展
競爭力與政策支持度

以問卷方式評定該鄉鎮荖花荖葉發展競爭力與
政策支持度

)/(/)/(  iiiii TTVVLQ

95

深層海水科技園區區位評估指標權重調查

評估指標 評估準則 備註 請填入權重

1.發展條件 取水條件
以問卷方式評定該鄉鎮發展深層海水科技
園區具備之取水條件。

2.人力資源
基地所在與相臨鄉
鎮高中職以上勞動
人口數

評定中高級人力資源供應狀況，勞動人口
數愈多代表發展資源越豐富。

3.發展條件 可使用土地面積
評定園區開發及未來發展潛力，可使用土
地面積越大代表發展潛力越佳。

4.交通
本身與相鄰鄉鎮市
大眾運輸等級

以本身與相鄰鄉鎮市省縣道公路長度/該鄉
總面積來評定大眾運輸等級，比例越高，
越佔優勢。

5.競爭力與發
展政策

該鄉鎮深層海水科
技園區發展競爭力
與政策支持度

以問卷方式評定該鄉鎮發展深層海水科技
園區之競爭力與政策支持度。

6.發展條件
生活機能供應條件 以問卷方式評定食衣住行育樂等生活機能

之鄉鎮供應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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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休閒農業區區位評估指標權重調查

評估指標 評估準則 備註 請填入權重

1.田園自然景觀
本身與相鄰鄉鎮市公
私立風景區面積

評定群聚效果，面積越多代表越容易形成產業
群聚。

2.田園自然景觀
本身與相鄰鄉鎮市已
畫定農業休閒區面積

評定發展資源，面積越多代表發展資源越豐富。

3.觀光資源投入
觀光發展計畫經費投
入總額

評定觀光資源投入之高低，經費總額投入越高
代表觀光資源投入越佳，越佔優勢。

4.交通
本身與相鄰鄉鎮市大
眾運輸等級

以本身與相鄰鄉鎮市省縣道公路長度/該鄉總
面積來評定大眾運輸等級，比例越高，越佔優
勢。

5.競爭力與發展
政策

該鄉鎮自然休閒農業
發展競爭力與政策支
持度

以問卷方式評定該鄉鎮發展自然休閒農業之競
爭力與政策支持度。

6.農村地方特色
與地區組織能力

該鄉鎮發展自然休閒
農業地方特色與旅遊
組織整合能力

以問卷方式評定該鄉鎮發展自然休閒農業之地
方特色與旅遊組織整合能力。

97

次分區鄉鎮優勢順序評估資料搜集

• 數量資料以各資料來源處取得為主；

• 質性資料採問卷調查

– 問卷調查對象：各空間規劃委員、臺東農
改場專家、縣府官員、稻米、水果、荖花
荖葉產銷班班長、休閒農業業者、農會總
幹事(共計發放176份問卷)

98

評估指標資料搜集來源
評估指標 資料來源

發展特色(特定農產產量區位商數) 臺東縣統計要覽、農委會統計資料

特定農產適栽性 作物適栽性等級圖資

灌溉面積 水利灌溉圖資

作物收穫量全縣生產力 臺東縣統計要覽

人力資源(勞動人口數) 臺東縣統計要覽

特定農產競爭力與發展政策 問卷評估

特定農產品質與知名度 問卷評估

中草藥土地原生適栽性 問卷評估

已劃定農業休閒區面積 臺東縣農業休閒區申設核准計畫書

深層海水科技園區發展條件(取水條件) 問卷評估

深層海水科技園區可使用土地 臺東縣統計要覽

大眾運輸等級 圖資分析

深層海水科技園區產業發展政策支持度 問卷評估

深層海水科技園區生活機能供應條件 問卷評估

公私立風景區面積 臺東縣資料搜集分析

觀光資源投入 臺東縣統計要覽與綜合發展計畫

發展自然休閒農業區競爭力與發展政策 問卷評估

自然休閒農業地方特色與旅遊組織整合能力 問卷評估

99

次分區鄉鎮優勢順序評估(共12個問項)
請 貴專家先進協助評定以下三種分區之各鄉鎮優劣勢(每個鄉都要勾選很好、好、普通、差或很差
其中一項)。
一、稻米專業區
『評估項目』：評估臺東縣各鄉鎮「稻米」生產競爭力與地方政府政策支持度(重視度)等級。
『評估方法』：請根據您對臺東縣各鄉鎮的瞭解與專業知識，判斷臺東縣各鄉鎮發展「稻米」專業區
之競爭力(優勢)等級，等級共分成很好、好、普通、差及很差共五個。請在下表中針對臺東縣各鄉鎮
勾選您認為適合的等級。

鄉鎮名稱 競爭力(優勢)等級

很好 好 普通 差 很差

臺東市 □ □ □ □ □

成功鎮 □ □ □ □ □

關山鎮 □ □ □ □ □

卑南鄉 □ □ □ □ □

鹿野鄉 □ □ □ □ □

池上鄉 □ □ □ □ □

太麻里鄉 □ □ □ □ □

東河鄉 □ □ □ □ □

長濱鄉 □ □ □ □ □

大武鄉 □ □ □ □ □

海端鄉 □ □ □ □ □

延平鄉 □ □ □ □ □

金峰鄉 □ □ □ □ □

達仁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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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稻米農產專業區評估指標值表
評估指標 區位商數 適栽性

灌溉面積(公
頃)

稻米收穫量
(公噸)

勞動人口數
(人)

政策與競爭
力等級

品質與知名度

權重 0.1 0.21 0.12 0.1 0.07 0.17 0.21

資料型態 量 量 量 量 量 質 質

臺東市 0.345 36.78 4451.23 13591 98,981 3.57 3.65

成功鎮 0.118 42.88 308.88 1617 26,035 2.74 2.57

關山鎮 0.926 33.39 1826.74 22362 30,759 4.78 4.78

卑南鄉 0.368 25.66 1078.25 2873 111,206 3.74 3.65

鹿野鄉 0.624 50.48 2003.43 8275 26,725 4.26 4.13

池上鄉 0.765 34.84 1234.37 16414 24,270 4.96 4.96

東河鄉 1.002 34.8 2036.32 982 55,709 2.57 2.48

長濱鄉 0.098 34.78 1834.07 2551 18,848 2.83 2.87

太麻里鄉 0.347 26.06 630.68 37 109,716 2.3 2.35

大武鄉 0.002 0 0 68 17,391 1.91 2.09

海端鄉 0.91 25 1.07 950 26,257 2.65 2.61

延平鄉 0.261 26.34 100.66 166 32,958 2.13 2.17

金峰鄉 0.058 25 0 0 27,539 1.87 2.09

達仁鄉 0.002 0 0 60 19,744 1.87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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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水果農產專業區評估指標值表

評估指標 區位商數 適栽性
灌溉面積(公
頃)

果品種植面積

(公噸)
勞動人口數
(人)

政策與競爭
力等級

品質與知名度

權重 0.18 0.15 0.09 0.11 0.08 0.13 0.26

資料型態 量 量 量 量 量 質 質

臺東市 16.432 111.22 4451.23 1368 98,981 4.22 4.13

成功鎮 1.615 141.47 308.88 152 26,035 4 4

關山鎮 2.371 114.89 1826.74 26 30,759 3.78 3.91

卑南鄉 18.056 105.95 1078.25 1989 111,206 4.87 4.87

鹿野鄉 2.375 97.34 2003.43 447 26,725 4.09 4

池上鄉 1.703 118.59 1234.37 27 24,270 3.26 3.39

東河鄉 9.846 117.79 2036.32 652 55,709 4.52 4.65

長濱鄉 0.044 119.65 1834.07 101 18,848 3.04 3.17

太麻里鄉 17.028 95.76 630.68 957 109,716 4.87 4.91

大武鄉 4.336 0 0 87 17,391 2.61 2.52

海端鄉 0.817 100.19 1.07 22 26,257 3.26 3.52

延平鄉 9.839 106.71 100.66 66 32,958 2.91 3.04

金峰鄉 11.685 100 0 152 27,539 2.39 2.43

達仁鄉 4.371 0 0 15 19,744 2.35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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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中草藥農產專業區評估指標值表

評估指標
該鄉鎮原生種
種植比例

適栽性 灌溉面積(公頃)

本身與相鄰鎮
市已劃定休閒
農業區面積(公
頃)

勞動人口數(人)
政策與競爭力
等級

權重 0.21 0.24 0.1 0.12 0.14 0.19

資料型態 量 質 量 量 量 質

臺東市 0.32 4.47 4451.23 1,045 98,981 4.4

成功鎮 0.28 3.13 308.88 0 26,035 2.8

關山鎮 0.11 3.67 1826.74 588 30,759 3.47

卑南鄉 0.43 4.8 1078.25 1,045 111,206 4.73

鹿野鄉 0.1 3.87 2003.43 290 26,725 3.6

池上鄉 0.11 3.8 1234.37 588 24,270 3.87

東河鄉 0.3 3.6 2036.32 1,170 55,709 3.2

長濱鄉 0.34 3.07 1834.07 0 18,848 2.8

太麻里鄉 0.35 3.93 630.68 1,430 109,716 3.67

大武鄉 0.35 3 0 847 17,391 3.07

海端鄉 0.32 3.33 1.07 588 26,257 3

延平鄉 0.13 3.27 100.66 582 32,958 2.93

金峰鄉 0.13 3 0 1,045 27,539 2.867

達仁鄉 0.11 2.73 0 847 19,74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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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荖花荖葉農產專業區評估指標值表

評估指標 區位商數 適栽性 灌溉面積(公頃) 收穫量(公噸) 勞動人口數(人)
政策與競爭力
等級

權重 0.2 0.22 0.1 0.23 0.11 0.14

資料型態 量 量 量 量 量 質

臺東市 13.534 28.27 4451.23 879 98,981 4.83

成功鎮 0.138 33.46 308.88 2 26,035 2.39

關山鎮 0.683 28.66 1826.74 7 30,759 2.69

卑南鄉 13.653 30.86 1078.25 366 111,206 4.74

鹿野鄉 0.693 25.05 2003.43 38 26,725 3.3

池上鄉 0.185 28.18 1234.37 0 24,270 2.7

東河鄉 4.672 30.39 2036.32 12 55,709 2.91

長濱鄉 0.029 29.97 1834.07 1 18,848 2.39

太麻里鄉 13.56 23.94 630.68 222 109,716 4.52

大武鄉 2.103 0 0 0 17,391 2.65

海端鄉 0.584 25 1.07 0 26,257 2.43

延平鄉 4.573 27.64 100.66 3 32,958 2.43

金峰鄉 6.033 25 0 0 27,539 2.57

達仁鄉 2.103 0 0 0 19,74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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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深層海水科技園區評估指標值表

評估指標 取水條件
本身與相臨高
中職以上勞動
人口數(人)

可使用土地面
積(公頃)

省縣道路公路
長度/總面積
(公里/平方公
里)

政策與競爭力
等級

生活機能供應
條件

權重 0.28 0.1 0.2 0.13 0.18 0.12

資料型態 質 量 量 量 質 質

臺東市 4.53 65,793 4104 0.459 4.4 4.8

成功鎮 3.87 11,027 3739 0.275 3.67 3.73

關山鎮 0 16,368 3437 0.376 1.53 1.93

卑南鄉 2.5 71,660 7708 0.086 2.86 3.4

鹿野鄉 0 14,219 3591 0.379 1.47 2.07

池上鄉 0 12,581 4475 0.284 1.27 1.93

東河鄉 3.13 28,728 4970 0.235 3.27 3.2

長濱鄉 3.8 7,690 3660 0.191 3.73 3.47

太麻里鄉 4.47 71,050 4510 0.336 4.47 4.07

大武鄉 3.4 8,464 1901 0.412 3.2 3.33

海端鄉 0 14,322 2042 0.068 1.33 2

延平鄉 0 17,532 1827 0.026 1.33 1.93

金峰鄉 0 14,379 1751 0 1.93 2.33

達仁鄉 2.4 9,703 2966 0.079 2.07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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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自然休閒農業區評估指標值表

評估指標

本身與相鄰鄉
鎮市公私立風
景區面積(公
頃)

本身與相鄰鄉
鎮市已劃定農
業休閒區面積
(公頃)

觀光發展計畫
經費總額(萬
元)

本身與相鄰鄉
鎮市省縣道路
公路長度/總
面積(公里/平
方公里)

政策與競爭力
等級

地方特色與旅
遊組織整合能
力

權重 0.12 0.13 0.14 0.15 0.2 0.26

資料型態 量 量 量 量 質 質

臺東市 407 1,045 24,292 0.459 4.13 4

成功鎮 119 0 49,436 0.275 4.13 4.04

關山鎮 371 588 72,741 0.376 4.78 4.65

卑南鄉 499 1,045 68,949 0.086 4.57 4.48

鹿野鄉 160 290 70,646 0.379 4.61 4.57

池上鄉 366 588 49,854 0.284 4.61 4.48

東河鄉 375 1,170 66,534 0.235 4.22 4.04

長濱鄉 34 0 39,894 0.191 3.65 3.52

太麻里鄉 427 1,430 73,074 0.336 4.65 4.57

大武鄉 124 847 27,697 0.412 3.26 3.43

海端鄉 293 588 73,563 0.068 3.52 3.39

延平鄉 348 582 74,479 0.026 3.43 3.39

金峰鄉 354 1,045 63,324 0 2.91 3.04

達仁鄉 124 847 52,448 0.079 2.78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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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農業經營區評估結果
稻米專業區 水果專業區 荖花荖葉專業

區
中草藥專業區 自然休閒農業

區
深層海水科技

園區

鄉鎮市 評估
值

排名 評估
值

排名 評估
值

排名 評估
值

排名 評估
值

排名 評估
值

排名

臺東市 0.7378 4 0.9082 3 0.9918 1 0.9329 2 0.7175 7 0.9133 2

成功鎮 0.3097 7 0.4879 5 0.2715 5 0.1237 11 0.5680 8 0.7228 3

關山鎮 0.8821 1 0.4444 7 0.2447 8 0.1978 10 0.9515 2 0.0913 11

卑南鄉 0.4886 5 0.9601 1 0.8343 2 0.9607 1 0.8801 3 0.6912 4

鹿野鄉 0.8294 3 0.4848 6 0.2293 10 0.2360 8 0.8681 5 0.0956 9

池上鄉 0.8606 2 0.2689 8 0.2229 11 0.2687 5 0.8766 4 0.0914 10

東河鄉 0.3478 6 0.8380 4 0.3589 4 0.4533 4 0.8312 6 0.6766 5

長濱鄉 0.3064 8 0.2114 11 0.2404 9 0.2005 9 0.2094 12 0.6754 6

太麻里鄉 0.1688 10 0.9188 2 0.6965 3 0.7551 3 0.9855 1 0.9133 1

大武鄉 0.0000 13 0.0154 13 0.0068 13 0.2535 6 0.2928 11 0.5420 7

海端鄉 0.2094 9 0.2437 10 0.1712 12 0.2473 7 0.3449 9 0.0033 13

延平鄉 0.1074 11 0.2605 9 0.2581 6 0.0653 13 0.3368 10 0.0017 14

金峰鄉 0.0824 12 0.1827 12 0.2503 7 0.0709 12 0.2016 13 0.0100 12

達仁鄉 0.0000 14 0.0122 14 0.0055 14 0.0298 14 0.0874 14 0.226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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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農業經營區評估結果前五名
次分區 優劣排序前五名

稻米專業區 關山鎮>池上鄉>鹿野鄉>臺東市>卑南鄉

水果專業區 卑南鄉>太麻里鄉>臺東市>東河鄉>成功鎮

荖花荖葉專業
區

臺東市>卑南鄉>太麻里鄉>東河鄉>成功鎮

中草藥專業區 卑南鄉>臺東市>太麻里鄉>東河鄉>池上鄉

自然休閒農業
區

太麻里鄉>關山鎮>卑南鄉>池上鄉>鹿野鄉

深層海水科技
園區

太麻里鄉>臺東市>成功鎮>卑南鄉>東河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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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米專業區區位評估圖 水果專業區區位評估圖

109

中草藥專業區區位評估圖 荖花(葉)專業區區位評估圖

110

深層海水園區區位評估圖 自然休閒農業區區位評估圖

行動計畫研擬

萬物共榮新天地(加強國土保育)

純淨優質新農業(永續農業發展)

養生休閒新城鄉(養生休閒適居城市)

112

臺東縣農地資源空間發展構想示意圖

• 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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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計畫研擬—萬物共榮新天地(加強國土
保育)

• 水質、水量保護區應限制農業使用
強度與方式(27處) ，以保障飲用水
水資源
– 太麻里鄉：壢坵、金崙
– 達仁鄉 ：臺板、土板、新化、森永水

源保護區
– 大武鄉：大武水源保護區、
– 卑南鄉：斑鳩、臺東、利嘉、太平、

初鹿、知本、卑南、泰安、臺東泰安
水源保護區、

– 臺東市：建和水源保護區
– 鹿野鄉：鹿野水源保護區
– 海端鄉 ：利稻、海端水源保護區
– 延平鄉 ：桃源水源保護區
– 長濱鄉 ：水母丁溪、長濱水源保護區
– 成功鎮 ：富家溪水源保護區
– 東河鄉：都蘭、東河水源保護區
– 關山鎮 ：關山水源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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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計畫研擬—萬物共榮新天地(加強國土
保育)

• 生態敏感地區之農地使用應限制，以保
護特殊物種與地理景觀

• 自然保留區(文化資產保存法 )
– 延平鄉：臺東紅葉村臺灣蘇鐵自然保留

區

– 達仁、大武鄉：大武山自然保留區、臺
灣穗花杉自然保留區

• 保安林(森林法第二十二條) 
– 達仁、成功、大武 、東河、長濱保

安林

• 保護區
– 關山鎮：關山臺灣胡桃自然保護區、關

山臺灣海棗自然保護區

– 延平鄉：双鬼湖自然保護區、臺東紅葉
村臺灣蘇鐵自然保護區

– 成功鎮：臺東海岸山脈闊葉樹林自然保
護區

– 東河鄉：海岸山脈臺灣蘇鐵自然保護區
115

行動計畫研擬—萬物共榮新天地(加強國土
保育)

• 有潛在環境災害及危害安全之敏感
地區農地應限制土地使用及開發，
以避免破壞水土保持環境

• 土石流潛勢溪流區域
– 長濱鄉：城埔溪上游犁頭針地區；
– 卑南鄉：太安溪上游太安村地區及

後山的溪流上游、利嘉坑溪上游利
嘉村地區、新斑鳩溪上游、舊斑鳩
溪上游地區；

– 太麻里鄉：華源溪上游華源村地區；
– 大武鄉：瀧橋溪上游多良村地區；
– 池上鄉：紅石溪上游地區、大坡溪

上游大坡村地區；
– 海端鄉：崁頂溪上游崁頂村地區、

加拿溪上游加拿村地區；
– 關山鎮與鹿野鄉交界的家典溪上游

地區

• 卑南溪出海口河床沙塵暴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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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計畫研擬—萬物共榮新天地(加強國土
保育)     卑南溪出海口河床沙塵暴地區改善建議

• 治本措施
– 結合相關單位，加強管理卑南溪

河川整流工程及採砂業，並防止
農漁業濫墾濫用

– 卑南溪上游集水區做好造林植生
覆蓋等水土保持措施，減少泥沙
流入卑南溪河道囤積，以免乾燥

成為細砂粉粒成為揚塵之起源

– 全面實施河床裸露地、高灘地及
河床邊坡之植被工作，策略性增
加高灘地，縮小裸露地表，減少
河床面積。技術性進行堤防植被
工作，降低東北風橫吹時產生之
跑道效應

– 卑南溪上游山坡地全面限制開發
開墾並禁止採伐林木，以遏止土
石流之發生，並有效控管集水區

之水土保持實況

• 治標措施
– 水覆蓋：(1)配合河道疏濬，以重

機械加寬水域，增加河床覆蓋面
積，已達水覆蓋效果。 (2) 河川
兩岸興建蓄水池，風砂為患第一
時間抽水噴灑，有效遏止沙塵揚

起。

– 稻草覆蓋：在河床高灘地上以編
織好之草蓆，連結固定於沙地，
並將草根草種，縫於稻草蓆上面，
防止雨水沖刷，使草種順利發芽

成長，提早達到覆蓋率

– 綠覆蓋：在河床裸露地上種
植田根草仔、馬鞍藤等植被
植物，以達綠覆蓋效果，延

緩風沙飛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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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計畫研擬—萬物共榮新天地(加強國土保育)

• 位於國土保育區適宜性程度高的既有農
地應保留為國土保育區

• 中央政府應統一訂定法律，依據公平正
義原則，對遭受權益損害之農民進行補
償

• 在進行國土保育區劃設前應召開公聽會
對農民進行說明，取得共識

• 擬定國土保育區經營管理計畫，建立國
土保育區環境監測機制，以確保國土保
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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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計畫研擬—純淨優質新農業(永續農業發展)

• 加強特色農業發展，塑
造品牌形象

– 關山鎮、池上鄉、鹿野鄉
、臺東市與卑南鄉發展成
為優質稻米專業區

– 整合縱谷優質稻米鄉鎮，
塑造獨特品牌，進行全國
與全球行銷

– 爭取設置稻米博物館，結
合文化休閒產業，樹立臺
東良質米在全省的權威地
位，成為臺灣良質米的代
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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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計畫研擬—純淨優質新農業(永續農業發展)

• 加強特色農業發展，塑
造品牌形象

– 卑南鄉、太麻里鄉、臺東
市、鹿野鄉與東河鄉可發
展成為優質釋迦專業區，
建立全國獨有品牌，加速
推動國際行銷及e化農業
產銷計畫

– 輔導東河鄉成為優質橘柚
生產特區並轉型成為觀光
果園



21

120

行動計畫研擬—純淨優質新農業(永續農業發展)

• 發展純淨農業，進行市場區隔

– 發展無污染的高單價有機生態農
業

– 池上與長濱鄉輔導推動蔬菜有機
村計畫、發展純淨優質蔬菜種植
特區

– 關山鎮與池上鄉輔導推動稻米有
機村計畫。發展純淨優質稻米種
植特區

– 鹿野鄉輔導推動茶葉有機村計畫。
發展純淨優質茶葉種植特區

– 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

– 建構臺東縣成為全國純淨優質農
業城鄉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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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計畫研擬—純淨優質新農業(永續農業發展)

• 結合地區優勢，發展純淨海

洋農業

– 太麻里鄉及臺東市規劃設置深
層海水科技園區，與水試所種
原庫及水利署溫差發電模場計
畫形成產業群聚

– 運用深層海水發展溫控農業、
高科技水產養殖及綠色生技產
業

– 結合生物科技技術，擴大深層
海水產品發展

– 建構臺東縣成為全國純淨海洋
農業城鄉

深層海水產業應用圖

化妝品

深層海水

健康與
生機食品

飲料製造

藥物

觀光休閒

水產養殖
農業

食品添加
及加工

冷凍空調

溫差發電

機能性
電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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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計畫研擬—純淨優質新農業(永續農業發展)

知本溫泉區

東台灣知本
溫泉渡假村

水產生物種原庫

模廠基地

• 結合地區優勢，發展純淨海洋農業(深層海水產業群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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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計畫研擬—純淨優質新農業(永續農業發展)

• 結合地區優勢，發展純淨海洋農業(深層海水之溫控農業)

124

行動計畫研擬—純淨優質新農業(永續農業發展)

• 結合健康與保健潮流，發展高附

加價值農業

– 卑南鄉、臺東市、太麻里鄉、東河
鄉、池上鄉輔導發展中草藥生產專
業區、種植臺灣特有種且高經濟價
值藥用植物

– 結合生物科技進行中草藥保健食品、
食材、化妝品及新藥開發，促進中
草藥產業轉型升級。

– 結合政府中草藥發展政策，建立臺
灣首要中草藥生產基地 ，帶領本縣
朝向「臺東為藥草故鄉」邁進，成

就臺東健康農業與藥草生技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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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計畫研擬—純淨優質新農業(永續農業發展)

• 可開發之中草藥類項

– 種植世界熱門藥用植物

• 如太平洋紫杉 、喜樹 、銀杏 等

– 利用野生及家種中藥材開發保健食品

• 如紅景天、絞股藍、石角牛、自主棄、

刺梨、大蒜、銀杏葉等

– 利用藥食兼用菌開發保健食品

• 菌類中藥具有良好保健價值，包括:抗
癌、抗菌、抗病毒、降血壓及免疫調

節作用等。

– 中藥化妝品之開發

– 種植臺灣特有種且高經濟價值藥用植

物

• 如高氏柴胡、黃柏、山藥、百合、金

線蓮、霍山石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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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計畫研擬—純淨優質新農業(永續農業發展)

• 積極面對重要農產業，適度
輔導

– 臺東市、卑南鄉、太麻里鄉可
適度發展荖花荖葉生產專業區、
但規模不宜再擴增

– 政府對檳榔相關產業不應再採
取不鼓勵、不輔導、不支持等
三不政策

– 積極發展替代產業，協助農民
轉型

– 輔導農民在肥料、農藥等方面
之使用與標準，以維護臺東地
區之生態環境保育及國人健康 127

行動計畫研擬—養生休閒新城鄉 (養生休閒適居

城市)

• 結合特色農業，發展觀
光休閒產業

– 太麻里鄉、關山鎮、卑南
鄉、池上鄉及鹿野鄉發展
自然休閒農業區

– 結合深層海水SPA，發展
特色泡湯旅遊

– 結合中草藥生產特區，發
展中草藥觀光休閒產業

– 結合優質水果生產特區，
發展觀光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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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計畫研擬—養生休閒新城鄉 (養生休閒適居

城市)

• 善用自然資源與特色，發展觀光、有機農業、
文化創意、綠色生技等優質生活產業，形成泛
觀光產業群聚

– 結合六大休閒農業區(太麻里鄉金針山、關
山鎮親水公園、池上鄉錦園萬安、卑南鄉
初鹿與高頂山、大武鄉山豬窟休閒農業區)
與知本溫泉區，發揮各自特色，形成優質
觀光產業帶

– 結合原住民文化、歷史人文、特色作物、
風味餐點與祭典活動吸引觀光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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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計畫研擬—養生休閒新城鄉 (養生休閒適居

城市)

• 建構綠色廊道，推展生態旅
遊

– 開發綠色油田，創造縱谷花
海景觀

– 規劃各鄉鎮種植景觀作物、
創造花海城市意象

– 發展綠色運輸系統
– 強化接駁運輸服務功能，構
建完整公共運輸路網，提升
運輸機動性與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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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計畫研擬—養生休閒新城鄉 (養生休閒適居

城市)

• 釋出具城鄉發展農地，配合城鄉

發展

– 具城鄉發展平原農地，配合都市發
展藍圖，進行變更釋出

– 知本溪左右兩岸臨海農地優先配合
深層海水園區設置，發展綠色生技
產業

– 加強生物科技與農業合作，提高土
地利用彈性

– 結合田園意象、高品質住宅、有機
農業、閒適農耕生活及具有特色莊
園民宿，建構養生休閒適居城鄉，
形成新的經濟與生活文化(優質住宅
與田園社區的發展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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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資源空間規劃網站建置

• 網址：http://140.127.11.122/tai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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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資源空間規劃網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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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資源空間規劃網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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