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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將以花蓮鯉魚潭水域休閒活動之需求、業者供給、政府相關法規和遊憩承載量分
析，進行鯉魚潭水域遊艇總量評估。針對鯉魚潭水域活動的整體規劃提出建議。並提供未來
花蓮縣鯉魚潭風景特定區之經營規劃者作為未來規劃設計之參考。透過以相關文獻探討、業
者意見與實地觀察等方式進行分析。
研究結果摘要如下：
(一) 依遊艇 30 秒安全反應空間來計算，現行遊艇數量是足夠的。但鯉魚潭目前遊艇數量是
明顯過多。
(二) 遊客搭乘遊艇最擔心的是安全問題，其次才是影響生態問題。
(三) 除了現行動力船外，鯉魚潭尚可發展獨木舟、輕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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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緣起
觀光旅遊活動是目前世界上發展最迅速的產業之ㄧ，當社會發展至特定階段後，人們除
了物質上的享受外，更希望能滿足精神上與心理上的需求，亦因此伴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觀
光旅遊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產業，在經濟、社會、外交上發揮相當大的功能（楊明賢，2002）。
隨著現代各類浮具與水域活動逐漸出現於台灣，對於這些活動之種類、活動者之特質、參與
之方式，是否適合在鯉魚潭發展，也面臨相關的困擾。此外，決定鯉魚潭水域活動最適合的
遊客人數，應考量生態、社會與設施承載量，如何將影響承載量的因素加以確認，訂定合理
之遊憩承載量將是決定鯉魚潭水域活動發展之重要因素。
鯉魚潭位於花蓮縣壽豐鄉池南村鯉魚山下，是花蓮、台東、宜蘭三縣境內最大的內陸湖
泊，距花蓮市約 18 公里，為花蓮縣觀光地標之一；鯉魚潭南北最長處約 2 公里，東西最寬處
約 1.5 公里，面積約為 104 公頃，水最深處達 15 公尺，其水源自潭心湧出，終年清澈不涸，
鯉魚潭的觀光特色結合了步道、景觀和水域活動。
鯉魚潭依花蓮縣綜合發展計畫內容於 85 年實施「鯉魚風景特定區建設計畫」，並由花蓮
縣政府設置縣級風景特定區，設置管理所，並於 88 年奉准移交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
景管理處管理接管，並設鯉魚潭管理站。
水域活動管制部分：以水域遊憩活動管理辦法為基準，係依發展觀光條例第 36 條：「為
維護遊客安全，水域主管機關得對水域遊憩活動之種類、範圍、時間及行為限制之，並得視
水域環境及資源條件之狀況，公告禁止水域遊憩活動區域；其管理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商水
域管理機關定之。」授權訂定，於民國 93 年 2 月 11 日頒佈。依交通部觀光局訂定「水域遊
憩活動管理辦法」區分為三部分：第一章總則，係規定水域遊憩活動種類及第二章各活動種
類之定義，並依發展觀光條例第 36 條之授權，明確規定水域管理機關及其得為之行為，並規
定從事任何水域遊憩活動時應遵守之事項；第二章分則，則依目前國內水域遊憩發展現況及
管理需求，分列水上摩托車活動、潛水活動、獨木舟活動及泛舟活動等四節，分別該活動之
特性為行為規範，於從事該活動時得行為之範圍、應遵守之規則及事項；第三章則為附則，
訂定相關罰則適用標準，並授權主管機關得訂定水域活動遊憩活動管理辦法所需之表格格
式。（資料來源：中華民國(台灣)交通部觀光局
http://admin.taiwan.net.tw/law/law_show.asp?selno=198&detailno=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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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載具管理部分：水域活動載具執照核發則依載具種類分屬不同主管機關，動力小船
則由花蓮港務局審核發照，依小船管理規則與船舶設備規則辦理；未具船形之浮具則由花蓮
縣政府主管審核管制。總量管制量部分，乃依管理單位與業者協調而成，目前有動力小船部
分則上限為 25 艘，未具船形之浮具則為 225 艘。同時禁止水上摩托車行駛於潭面。
鯉魚潭在水域活動方面，現有遊艇業者 17 家，碼頭 19 座，總長約 520 公尺，營業動力
遊艇 22 艘，動力遊艇、腳踏船 181 艘。然而遊艇總量的管制並無相關參考資料，因此，應賴
更多研究、調查和改進，才能協助鯉魚潭水域活動內容與品質的提昇。因此有必要進行系統
式的調查、與商家進行訪談，建立資料，從中研擬因應對策。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緣起，本研究將以花蓮鯉魚潭風景特定區為研究地點，進行鯉魚潭水域休
閒活動載具承載量活動之分析。並針對鯉魚潭整體水域活動提出建議。
三、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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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針對研究目的，蒐集花蓮鯉魚潭生態旅遊，遊客、觀光客屬性之相關理論及國
內外研究，並藉由文獻探討及現況調查與深入訪談進行探討，再由所得之結果提出結論與建
議。
（一）現場調查與深入訪談
研究人員將到鯉魚潭現場瞭解和親身體驗當地活動概況，並與業者進行深度訪談，以掌
握鯉魚潭水域活動問題癥結，研擬可行方案，以及合適的改善建議。
（二）鯉魚潭水域遊艇承載量理論
遊憩總量會依其實質環境的改變、改善而變化，同時遊憩總量的估算也會因個人認知或
估算標準而有不同的結果。觀光遊憩區域如果對遊客人數毫無限制，極易影響遊憩區內遊憩
品質及服務水準，甚至破壞實質生態環境，降低遊客滿足感，因此遊憩承載量之觀念對於遊
憩業者及遊客皆十分重要。而承載量的訂定常受到眾多因素所影響，不同的遊憩環境、經營
方式與預期提供的遊憩品質，皆影響某一地區的遊憩承載量，本研究將對鯉魚潭水域活動承
載量進行分析。
（三）人流理論
人流與車流的特性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兩種物質皆不會憑空消失；流動過程中若遇
到瓶頸點時，會產生排隊等候的現象，可用一方程式來表示：
Q=K*V
表 1-1 人行流與車流之比較
特性
人流
流量（Q）每秒一公尺寬通過人數
速度（V）每秒公尺
密度（K）每平方公尺人數

車流
人力船流
每小時一車道通過車輛數 每分船寬通過數量
每小時公里
每分公尺
一車道每公里容納車輛數 每平方公尺船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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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鯉魚潭歷史背景
鯉魚潭位於壽豐鄉池南村鯉魚山腳，花蓮縣內最大的內陸湖泊。當地人原稱之為「大陂」
，
阿美族人則稱之為「巴鬧」
，後因東傍鯉魚山命名鯉魚潭。根據地質學家研究，在鯉魚山、銅
門山及木瓜山間，曾有一條古銅蘭溪，鄰近文蘭溪、荖溪、白鮑溪與平和溪均為古銅蘭溪支
流，而鯉魚潭目前的地點，則是古銅蘭溪一段河面較寬河面。由於水源流向侵蝕的作用，平
和溪與白鮑溪之間，以及荖溪與白鮑溪之間均曾發生過河川襲奪現象，造成荖溪的流向改變，
古銅蘭溪的水量驟減。加上潭北側文蘭溪沖積扇因崩塌淤積，造成鯉魚潭出水口的堵塞，以
及荖溪伏流的湧出，形成一處堰塞湖，也就是今日鯉魚潭的雛形。鯉魚潭依花蓮縣綜合發展
計畫內容於 85 年實施「鯉魚風景特定區建設計畫」，並由花蓮縣政府設置縣級風景特定區，
設置管理所，並於 88 年奉准移交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管理處管理接管，並設管理
站。
二、承載量的沿革
承載量(carrying capacity)一詞系源自於生物學領域，多應用於牧場管理與野生動物之經營
管理，目的在於維持自然資源於長期穩定之運作狀態，並用來說明或衡量某一生物族群在某
一環境中的最大極限(Burch, 1984)。
Sumner(1942)定義遊憩承載量為：「遊憩使用最多型態，而又為野外所能接受之最大限
度，並能持續地長期保有。」而 Stoddard & Smith(1955)提出「牧場承載量」概念，指在某牧
場之內，植物一年內以不影響植生回復的狀況下，所能允許畜牧飼養牲口的最大數目。此一
概念的發展，使得「遊憩資源管理」產生了為長遠利益之考量而限制最大使用水準的想法(馬
惠達, 2003)。
Shelby & Heberlein(1984)依據可接受改變極限之概念(level of acceptable change, LAC)提
出評定遊憩承載量之架構，並定義遊憩承載量為：一種使用水準，當超過此水準時，各衝擊
參數所受之影響程度便超越評估標準所能接受的程度。因此，依據衝擊程度列舉四種遊憩承
載量：(1).生態承載量(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2).實質承載量(physical carrying capacity)、
(3).設施承載量(facility carrying capacity)及(4).社會承載量(social carrying capacity)。
Stankey(1984)認為承載量的觀念屬於一種管理系統，其方向在維持或修復管理目標上所能接
受的或最適合的生態及社會條件。
陳昭明(1989)承載量制訂的原因在於遊憩使用超過當地所能忍受的限度時，遊客對於環
境的影響會一一浮現，這時就需要評估遊憩區的資源是否能持續提供為遊憩用途。並認為遊
憩承載量可分為下列四種觀念：
(一)、生態與實質承載量(biological and physical carrying capacity)
係指一地區在其經營管理目標下，其生態與實質環境所能容許利用之數量與性質；超過
該利用限度，則生態系統與實質資源之改變及無法被容忍、接受。
(二)、社會承載量(soci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係指一地區在其經營管理目標下，為使遊客滿足程度維持在最低限度以上所能容許利用
之數量與性質；超過該利用限度，則遊客之滿足程度即降低至無法接受之程度。
(三)、設計承載量(design carrying capacity)
因基地或各項設施之設計遭受空間或機械性能之限制，例如停車場、遊艇碼頭之承載量，
到達路線或地形條件等限制，致使其容許利用量低於生態與實質承載量或社會承載量。
(四)、時間範圍(time horizon)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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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為計量承載量之重要因素，承載量之計算，必須在一定時間範圍內才有意義。
因計算時間長短之不同而有所謂瞬間承載量、每日承載量及季節承載量三種。
三、人流理論
人流系統與車流系統中重要特性變數：
(Q)密度(K)速率(V)，三者之關係乃是透過方程式 Q=K*V 來描述。
Fruin（1971）以通勤者為研究對象，進行實地實驗調查，並假設行人流的性質為均質狀
態，以此訂出 A、B、C、D、E、F 六級服務水準。其中前四級為正常步行狀態，後兩級為密
度較高時之人員移動狀況。同時並描繪出相對的定性性質，然而在緊急疏散狀況時，由於人
員行進的速度會加快，亦會有互相推擠的情況發生，其特性將會有所差異。
表 2-1
服務
水準

Fruin 服務水準
密度
速度
(人/平方公尺) (公尺/秒)

流量
(人/公尺*秒)

人流特性

*自由選擇步行速度
≦0.31(人寬)
≧1.3
≦0.4
*不與別人發生碰撞
A
*可超越前行較慢者
*尚可選擇步行速度
*有反向流動及小衝突
B
0.31~0.43
1.27~1.30
0.4~0.57
*輕微流量與速度之干 擾
*速度自由度受到限制
*反向衝突升高
C
0.43~1.71
1.18~1.27
0.57~0.85
*行人需調整速度與方向，
以免與他人碰撞
*正常步行速受到限制
D
0.71~1.08
1.03~1.18
0.85~1.12 *不易超越前行慢者
*無法避免衝突
*行人步伐受到牽制
E
1.08~2.13
0.64~1.03
1.12~1.37 *無法超越前行慢者
*反向行走困難
*拖著腳走，步行速度無法
自行控制
F
>2.13
<0.64
>1.37
*無法反向行走
*無法避免與他人碰撞
資料來源：Fruin, J.（1971）, Pedestrian Planning and Design Metropolitan Association of Urban
Designers and Environmental Pla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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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資料調查蒐集與特性分析
首先針對計算承載量相關基本資料，如船型、大小(長×寬)、 最大載重、動力、數量加
以調查，首先以人力清查碼頭現有船隻，其次再比對官方資料希望獲得最正確之資料，並作
為計算合理成載量之依據。
一、遊艇承載量評估
(一) 相關單位遊憩承載量評估方式
由於鯉魚潭旅遊環境與日月潭相似，本研究希望透過日月潭遊艇承載量計算方式以做為
鯉魚潭遊艇總量管制之參考，經詢問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風景區管理處獲得日月潭遊艇總量
資料如下:
1. 日月潭整體遊憩規劃區共 1912.0373 公頃。
2. 潭面部分為 788.085 公頃，約鯉魚潭湖面積的 8 倍。
3. 依日月潭風景管理處的說法，「遊艇總量上限的由來是以當時所有的船隻做為承載量上
限」，也就是動力遊艇 139 艘，腳踏船 222 艘，而非用計算的方式來取得承載量。

1.
2.
3.

4.

(二) 業者訪談方面：
在業者的認知上，遊客增加不明顯，但感覺上是有些許增加。
業者一致認為搭動力遊艇的遊客並無增加，反而有 39%的業者認為非動力遊艇的遊客增加
了。
「非動力船上限訂為 225 艘是否合理」
，83%的業者認為合理，
「動力遊艇數量上限訂為 25
艘」業者認為合理者降至 67%，其中三位業者有說明理由一位認為「有安全顧慮」，兩位
認為會造成「水質污染」。
有 55%的業者希望汰換目前的動力遊艇，僅 45%業者認為應維持現狀。

二、鯉魚潭遊艇承載量估算
表 3-1 人力船服務水準
服務
水準
A

最大船身
(船/平方公尺)
3.80×1.45*

速度
(公尺/分)
100

活動空間
(平方公尺*分)

船流特性

10000*1(分)=10000 自由選擇船行速度
10000*0.5(分)=5000 不與別船發生碰撞

10000*0.25=2500 可超越前行較慢者
*以最大人力船體積計算，腳踏船航速平均約 6 公里/小時，每分鐘為 100 公尺／分，動力船
為 45 公里／小時。
計算方式：
1. 鯉魚潭面積約一百公頃(1 平方公里)
2. 動力船與非動力船之時速比 45／6=7.5 (動力船時速／非動力船時速) ，如以動力船的平均
船速是非動力船的 7.5 倍，如不將非動力船考量進去，則動力船的最大承載量是:
1008.33+186.76=1196 平方公尺(停泊空間)
1000000-1196=998804 平方公尺(可活動空間)
1000000m／75000m=13 單位船(動力船每分鐘反應時間)
1000000m／37500m=27 單位船(動力船每 30 秒反應時間)
3. 如依照動力船將自然淘汰，未來以非動力船為主，則非動力船最大承載量是: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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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33+186.76=1196 平方公尺(停泊空間)
1000000-1196=998804 平方公尺(可活動空間)
1000000／10000=100 單位船(非動力船每分鐘反應時間)
1000000／5000=200 單位船(非動力船每 30 秒反應時間)
三、鯉魚潭遊艇合理承載量分析
考量合理的遊艇安全活動空間，以腳踏船之船速一般比人走路的速度慢，所以合理反應
時間為 1 分鐘計，非動力艇的承載上限為 100 艘，換成動力艇則為 13 艘。如以合理反應時間
30 秒計，非動力艇的承載上限為 200 艘，換成動力艇則為 27 艘。
但遷就現實考量，經過調查在同一時間上湖面最高船隻數非動力為 36 艘，動力船為 4 艘，
這表示目前出船率並未達到最高承載數，未來有可能出船數會再增加，考量業者之權益，建
議非動力船上限仍為 225 艘，但動力船採自然汰換。
為兼顧安全考量，在動力艇未完全淘汰之下，建議可設立一「動態出船控管機制」
，以「最
大遊憩活動水域面積」、「動力船最大安全反應空間」、「非動力船最大安全反應空間」為計算
之基本條件限制，做為動力及非動力船隻出船依據，概念如下:
可用一簡單方程式表示: L＝AX＋BY 方程式 a
可改為
A＝L－BY/X 方程式 b
(也就是 LXY 均為常數 A 為應變數 B 為自變數)
◎如以 30 秒最大安全反應空間
L＝鯉魚潭最大遊憩水域總面積(1000000 平方公尺)
X＝動力船每艘 30 秒最大安全反應空間（37500 平方公尺）
Y＝非動力船每艘 30 秒最大安全反應空間（5000 平方公尺）
A＝動力船出船數
B＝非動力船出船數
計算方式:如果 50 艘非動力艇在湖面上，則動力艇可出船數為
1000000＝A×37500＋50×5000
A＝1000000－(50×5000)/ 375000 A＝20 艘
TAO

表 3-2 動態出船控管機制表(30 秒最大安全反應空間)
非動力船出船數(B)

動力艇可出船數(A)

0

27

13

25

50

20

100

13

150

7

200

0

◎如以一分鐘最大安全反應空間
L＝鯉魚潭最大遊憩水域總面積(1000000 平方公尺)
X＝動力船每艘 1 分鐘最大安全反應空間（75000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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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非動力船每艘 1 分鐘最大安全反應空間（10000 平方公尺）
A＝動力船出船數
B＝非動力船出船數
計算方式:如果 50 艘非動力艇在湖面上，則動力艇可出船數為
1000000＝A×75000＋50×10000
A＝1000000－(50×10000)/ 75000
A＝7 艘
表 3-3 動態出船控管機制表(1 分鐘最大安全反應空間)
非動力船出船數（B）

動力艇可出船數(A)

0

13

25

10

50

7

55

6

63

5

70

4

78

3

85

2

93

1

100

0

到底是用 1 分鐘最大安全反應空間，還是 30 秒最大安全反應空間來計算，建議由主管單
位決定。
四、鯉魚潭適合發展之水上活動類型分析
經與業者訪談後，業者認為鯉魚潭除了腳踏船外，適合發展的水上活動仍以獨木舟為主
佔 43%，其次為帆船佔 23%，輕艇第三佔 15%，輕艇跟獨木舟性質相近，如歸一類的話就佔
58%了，由於帆船行駛須受到活動空間、氣象及水文條件的影響，鯉魚潭發展帆船活動仍須
評估適合條件後再做考量。
綜合以上意見，鯉魚潭目前最適合發展的仍以獨木舟及輕艇較為適合，帆船如經評估活
動空間、氣象及水文條件適合的話，也可列入發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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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鯉魚潭遊艇數量經由數十年的增加與汰換，近年因搭乘遊艇的遊客增加，因此遊艇的需
求也增加，基於整體考量(安全、環境汙染、生態、景觀)，希望訂定合適的遊艇總量，對鯉
魚潭整體水域活動提出建議。
本研究的方法主要採用實地訪查及人流理論為主，再經由與相關主管機關、業者、及專
家學者溝通，發現安全為遊艇承載量的最重要考量並透過文獻的回顧。
本研究經由上述研究方法執行後完成以下研究成果：
(一) 依 Fruin（1971）人流理論分析日月潭目前遊艇承載量，如依遊艇 30 秒安全反應空間來
計算，現行遊艇數量是足夠的。但鯉魚潭目前遊艇數量是明顯過多。
(二) 遊客搭乘遊艇最擔心的是安全問題，其次才是影響生態問題。
(三) 除了現行動力船外，鯉魚潭尚可發展獨木舟、輕艇。
綜合本研究的各項成果，提出以下 2 項研究結論如下：
1、船隻總類與數量限制，綜合分析結果可知，遊艇承載量的方向應為：
(1) 淘汰動力遊艇。
(2) 限制非動力艇數量。
2、合理水域劃分
(1) 鯉魚潭南北最長處約 2 公里，東西最寬處約 1.5 公里，面積約為 104 公頃，水最深處達 15
公尺，水域形狀完整並無破碎區塊。
但細分仍可化為三區，也就是中間最大水域及潭南潭北各一個狹窄水域。
(2) 經詢問業者對目前的活動水域限制適不適合，89%業者均認為目前的水域限制劃分是適當
的。
(3) 不過部分業者及大多數遊客對「水域活動分區範圍」卻並不清楚。
二、建議
依據本研究的相關調查與分析成果，歸納以下 2 項對於鯉魚潭未來發展建議：
1、由人力船服務水準的理論來分析鯉魚潭遊憩承載量之合理性來看：
(1) 非動力船上限仍為 225 艘，但動力船採自然汰換。
(2) 為兼顧安全考量，在動力艇未完全淘汰之下，建議可設立一「動態出船控管機制」，
以「最大遊憩活動水域面積」、「動力船最大安全反應空間」、「非動力船最大安全反
應空間」為計算之基本條件限制，做為動力及非動力船隻出船依據。
(3) 動力遊艇汰換及轉型方式建議：
a、 由主管單位編列預算，一次徵收。
b、 採自然逐年淘汰，且不再換照。
c、 鼓勵動力艇執照更換為非動力艇執照，以一艘換一艘之方式。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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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意見，鯉魚潭目前最適合發展的仍以獨木舟及輕艇較為適合，帆船如經評估活
動空間、氣象及水文條件適合的話，也可列入發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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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ing on carrying capacity of water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 case study of Liyu
Lake in Hualien
Chih-Chien Shen/ Taiwan Hospitality & Tourism College
Tu-Kuang,Ho/ Taiwan Hospitality & Tourism College
Jo-Hung Yu/ National Kaohsiung Marine University
Hsin-I Lo/ Taiwan Hospitality & Tourism Colleg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total of yacht in Liyu Lake in Hualien and
analyzed from the demand of water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business supply, government relative law,
carrying capacity. According whole plan for Liyu Lake water activities to provide recommend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operation planners of prospective Hualien Liyu Lake Scenic Area’s
planning and design. Analysis through relevant literature review and business persons’ opinion and
on-the-spot fielding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s of researching are as followings:
1. The amount of yacht is enough for the theory of yacht’s safe respond space in 30 second but it is
obvious over the amount in Liyu Lake now.
2. The safety of tourist to travel by yacht is the first problem, and the next problem is the influenc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3. Except the powerboat, it still can develop kayaking and canoe in Liyu Lake.
Definitions of Terms：Facilities loading capacity, water recreation, Hualien, Liyu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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