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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路線主題路線

綠色經濟 人與資源的在地連結綠色經濟─人與資源的在地連結

山的價值山的價值

萬里尋電記萬里尋電記



綠色經濟─人與資源的在地連結綠色經濟 人與資源的在地連結



主題路線A
時間 課程內容

8:00-8:30 出發、車程
8 30 10 30 陽光電城8:30-10:30 陽光電城

認識太陽光電綠能發展
陽光電城園區導覽陽光電城園區導覽
舊都心重振計畫討論

10:30-11:00 車程
11:00-13:45 池南部落

部落巡禮
樹屋午餐樹屋午餐
部落營造討論

13:45-14:15 車程13:45 14:15 車程
14:15-15:45 壽豐農會農學苑

認識無毒農業、有機農業
農學苑現場參訪

15:45-16:00 回程



陽光電城陽光電城
緣起

內政部營建署「城鎮地貌改造 創造城鄉新風貌• 2005內政部營建署「城鎮地貌改造─創造城鄉新風貌」

• 2007經濟
部能源局
「挑戰二
○○八○○八：
國家發展
重點計畫重點計畫」
之陽光電
城計畫城計畫

資料來源：花蓮縣政府



陽光電城
經濟部能源局設置補助計畫(2006)

對象：縣市政府
營造太陽光電整體應用示範區域
公共空間 代表性建築區域整體示範 公共空間、代表性建築
補助案：
花蓮縣政府「花蓮市六期重劃區

區域整體示範
陽光電城II
S l Cit 花蓮縣政府 花蓮市六期重劃區

（洄瀾之心）陽光電城工程案」
台北縣政府「台北縣淡水河兩岸
北台光電遊憩城 規劃設計案

Solar City

（北台光電遊憩城）規劃設計案」

對象：國內公共建築、交通設施等對象：國內公共建築 交通設施等
補助案：
國立台灣歷史博物館籌備處

經典建築系統示範
光電建築經典示範

國立海洋生物博物館
台灣客家文化中心籌備處

Solar Top



陽光電城太陽光電效益陽光電城太陽光電效益



舊城區的帶動期望舊城區的帶動期望

現分區利用：

陽光電城

咖啡廳、石雕園區、彩
虹夜市、景觀生態池/
平台陽光電城 平台

規劃：
舊站歷史風貌園區舊站歷史風貌園區
原住民一條街
大陸十八省特色一條街大陸十八省特色一條街
台鐵旅館區
無毒地方產業中心



大洄瀾海灣海岸線整合：
從舊市區連接花蓮港（星光大道）及南北濱公園從舊市區連接花蓮港（星光大道）及南北濱公園



池南社區池南社區

• 鯉魚潭

• 池南村

• 鯉魚潭



鯉魚潭
地處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北端 為木瓜溪及花蓮溪支流所形成的堰• 地處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北端，為木瓜溪及花蓮溪支流所形成的堰

塞湖，面積約 104 公頃，湖水來自地底湧泉，是東台灣最大內陸湖

泊，為花蓮著名旅遊勝地。泊 為花蓮著名旅遊勝地



鯉魚潭印象

註：本頁老照片及水舞照片引自網路。



池南社區池南社區

社區人口約 人 原住民• 社區人口約1100人，45%原住民
阿美族，55%為漢人。阿美族人
以農業為生，漢人則多聚居於鯉以農業為生，漢人則多聚居於鯉
魚潭風景區，從事小吃經營與遊
湖小艇租賃。

• 近年來在居民凝聚共識下，朝社
區自給自足方向努力，推出觀光
旅遊行程，展現農村新活力。



池南社區發展協會池南社區發展協會

• 成立於2004年，期望激發原住民文化對社區總體營造工作成立於2004年 期望激發原住民文化對社區總體營造工作
的參與和投入。

• 讓部落不會只是單純等待政府與外界金錢的挹注，而能發讓部落不會只是單純等待政府與外界金錢的挹注，而能發
揮自立自信的力量，投入自己部落的重建，保持族群文化
與生態環境的永續。



池南三寶池南三寶

• 樹屋餐廳樹屋餐廳

– 結合勞委會多元就業方案，成立的原住民風味
餐廳 讓社區民眾可以學習一種更有效管理地餐廳，讓社區民眾可以學習一種更有效管理地
方資源、更緊密互助合作的生活關係。



池南三寶池南三寶
• 紅藜 • 樹皮手工藝紅藜

– 台灣原生種雜糧

原住民傳統主食/小米

樹皮手工藝

– 原住民樹皮衣/繩子

守護神貓頭鷹元素– 原住民傳統主食/小米
酒原料

– 守護神貓頭鷹元素

– 手工藝品轉化



壽豐農會壽豐農會

• 「洄瀾夢土，無毒農業」品牌

• 營造無毒生活圈 – 2003開始營造無毒生活圈
無毒農業
政策推動

– 多樣化的
農畜漁產農畜漁產

– 三大物流
宅配中心宅配中心
（花蓮、
光豐、壽光豐、壽
豐農會）



農會角色農會角色

• 台灣地區最重要的
農民組織農民組織

• 目標：

– 發展農業、建設農村

照顧農民 嘉惠全民– 照顧農民、嘉惠全民

• 挑戰：加入WTO後的新趨勢挑戰 加入W O後的新趨勢

– 優質農業、安全農業、
休閒農業、環保農業的願景休閒農業、環保農業的願景

– 創新研發與國際行銷的策略



壽豐農學苑壽豐農學苑

教育訓練 輔導產業• 教育訓練，輔導產業
升級、轉型

• 結合農戶發展農業體
驗旅遊，發展觀光休驗旅遊，發展觀光休
閒產業

• 推廣「休閒農漁園區
計畫」計畫」





山的價值山的價值



主題路線B
時間 課程內容

8:00-9:00 出發、車程
亞洲水泥公司9:00-11:50 亞洲水泥公司
主題簡報：採礦作業、生態回復/水泥製
程節能減碳、溫室氣體盤查程節能減碳、溫室氣體盤查
現場參訪：礦場植生綠化、溫室、健化場
總結討論

11:50-12:00 車程
12:00-12:50 達基力原民餐廳午餐

車程12:50-13:00 車程
13:00-15:00 富世村可樂部落

部落環境介紹部落環境介紹
部落文化歷史發展討論

15:00-16:00 回程車程



基本地理資訊基本地理資訊



亞洲水泥(花蓮廠)亞洲水泥(花蓮廠)



亞洲水泥花蓮廠設廠亞洲水泥花蓮廠設廠

• 源由：1973年，響應水泥工業東移政策• 源由：1973年，響應水泥工業東移政策

• 環保作法

– 空氣污染防治、排塵量控制

– 礦場生態復舊、植生綠化礦場生態復舊 植生綠化

– 打造優質「蝴蝶牧場」

改善製程 降低生產原料及能源耗用– 改善製程，降低生產原料及能源耗用

– 與環保局合作使用固態廢棄物衍生燃料（RDF）
– 使用清潔燃料/能源從事生產

• 澳洲出版「礦山永續發展」羅列之63座永續澳洲出版 礦山永續發展」羅列之63座永續
礦山，唯一石礦典範





永續水泥方案行動綱領永續水泥方案行動綱領

六大關鍵• 六大關鍵：

– 氣候保護和二氧化碳管理氣候保護和二氧化碳管理

– 對燃料和材料的負責任的使用

雇員健康和安全– 雇員健康和安全

– 排放物減少

– 對本地土地和社區
的影響

– 報告和通訊



富世村可樂部落
• 成立於1927年的太魯閣族部落，人口約200

富世村可樂部落

• 原以農業主要產業，目前朝部落文化產業
轉型轉型



太魯閣族特色文化太魯閣族特色文化

傳統演奏 木琴傳統演奏－木琴

紋面
註：本頁照片取自網路



可樂部落 都魯灣文教協會木雕可樂部落－都魯灣文教協會木雕



還我土地運動大事紀I還我土地運動大事紀I

1973.06 亞泥申請租用富世、秀林段山地保留
地，於花蓮設廠
亞泥與鄉公所辦理租用承諾書 同意1973.07 亞泥與鄉公所辦理租用承諾書、同意
書、土地面積拋棄書。

1973 09 1976 06 亞泥發放地主房屋、地上物補償金1973.09-1976.06 亞泥發放地主房屋、地上物補償金
1976.07 秀林鄉公所向花蓮地政事務所代辦塗

銷地主耕作權，被地政事務所駁回
1978 花蓮縣政府函表示所有權移轉登記錯

誤，並追查移轉錯誤之行政責任
部分地主耕作權遭亞泥代書塗銷1980 部分地主耕作權遭亞泥代書塗銷

1984 地主至台灣省議會陳情
1995 亞泥租約到期1995 亞泥租約到期



還我土地運動大事紀II還我土地運動大事紀II

1995.07 發現土地使用承諾書、拋棄書、補償費清冊995.07 發現土地使用承諾書 拋棄書 補償費清冊
有違造文書之嫌，開始至各級機關陳情

1996.02 還我土地自救會成立，田春綢擔任主任委員
鄉公所對地主向花蓮地檢署提出告訴 訴請1996.04 鄉公所對地主向花蓮地檢署提出告訴，訴請
法院塗銷耕作權

1996 05 秀林鄉鄉民代表會通過亞泥案停採1996.05 秀林鄉鄉民代表會通過亞泥案停採
1996.12 還我土地自救會召開地主大會，宣誓不要錢、

還我土地還我土地
1997.02 監察委員至花蓮調查
1999.01 第一次出庭，兩百餘位地主及聲援團體至法

院門口抗議並拒絕出庭 並陳情監察委員院門口抗議並拒絕出庭，並陳情監察委員



還我土地運動大事紀III還我土地運動大事紀III

2000 08 法院宣判「原告（秀林鄉公所）之訴2000.08 法院宣判「原告（秀林鄉公所）之訴
駁回」

2000.09 地主在被侵占土地上祭祖2000.09 地主在被侵占土地上祭祖
2004 法界人士協助原住民地主，依原住民

保留地開發管理辦法申請辦理所有權
移轉登記，申請被駁回後提起訴願

2012.10.19 於原民會訴願審議會訴願勝訴
訴願決定書重大意義訴願決定書重大意義－

第一次正面肯認：國家機關有義務
協助土地遭亞泥佔用的太魯閣族原協助土地遭亞泥佔用的太魯閣族原
住民耕作權人取得土地所有權



萬里尋電記



主題路線C主題路線C
時間 課程內容

8:00-9:00 出發、車程
9:00-15:00 萬里水力發電廠預定區

電廠設置規劃發展始末電廠設置規劃發展始末
預定地現場環境體驗、午餐
水力發電、綠色能源發展討論水力發電 綠色能源發展討論

15:30-16:00 回程車程



基基
本
地
理理
資資
訊



台灣電力供給狀況台灣電力供給狀況

煤及煤產品
天然氣, 

煤及煤產品, 
32.1%

10.2%

慣常水力發電, 

核能發電, 8.3%
0.3%

其他, 0.5%

原油及石油產
太陽熱能, 0.1%

原油及石油產

品, 49.0%
太陽光電及風

力發電 , 0.1%

資料來源：經濟部能源局，2010。



環境影響評估法環境影響評估法

• 1994公布、施行

• 審查作業流程之審查作業流程之
民眾參與機制

資料來源：環保署，2014。



萬里水力發電廠萬里水力發電廠• 萬里水力發電廠

– 裝置容量4.9萬千瓦、年發電量1.65億度

• 萬里水力發電廠

– 裝置容量4.9萬千瓦、年發電量1.65億度

– 預計耗資108億元、7年完成

花蓮用電量約為23億度/年，可供約6 7%發電量

– 預計耗資108億元、7年完成

花蓮用電量約為23億度/年，可供約6 7%發電量
花蓮和平溪碧海電廠

南溪壩施工便道

– 花蓮用電量約為23億度/年，可供約6.7%發電量

– 下游鳳林鎮約4千公頃稻田仰賴萬里溪灌溉

部分萬榮鄉地區居民擔心土石流

– 花蓮用電量約為23億度/年，可供約6.7%發電量

– 下游鳳林鎮約4千公頃稻田仰賴萬里溪灌溉

部分萬榮鄉地區居民擔心土石流– 部分萬榮鄉地區居民擔心土石流– 部分萬榮鄉地區居民擔心土石流

碧海電廠：全台第三大水力發電廠碧海電廠：全台第三大水力發電廠
發電容量6.12萬瓩 2億4千萬度/年 可供6萬5千戶家庭一年用電
施工難度高 耗時11年經費165億 2011年12月12日啟用

資料來源：台灣電力公司

原住民族基本法通過之前即規劃興建



發電？不發電？發電？不發電？

碧海電廠南溪壩蓄水後 資料來源：台灣電力公司



萬里築壩記萬里築壩記



簡報結束簡報結束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