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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 

（一）制定各國家公園歷年保育解說成果及素材保存標準，傳承相關經驗。

（二）建立景觀保育解說諮詢顧問服務與交流機制，提高專業素養。 

（三）架設國家公園保育解說知識平台，活化知識物流。 

（四）鼓勵相關領域學生參與，培育後進人才。 

預期效益： 

（一）針對國家公園保育研究成果與解說教育素材之保存方式分別制定統一

性標準格式，包括各項調查、監測、研究、拍攝、撰稿、製圖及活動

所完成的報告書、監測數據、展板、書籍(含各式平面出版品)、圖片、

影片等，分別訂定各類型檔案的存檔格式、檔案品質。 

（二）參考歷年景觀輔導團運作模式，建立諮詢顧問服務與交流機制，辦理

輔導機制與培訓課程，包含十三場次之現地輔導、兩場小型座談，及

兩場培訓課程，以確保成果能夠長久延續，供作日後各項相關工作之

依據，並達到理念與技術之傳承，或作為其他延伸作業之基礎。 

（三）透過前述標準化作業，可架設資料庫目錄，以網際網路連結各國家公

園網站，提升各類型資料的可及性與實用價值；未來使用者包括一般

會員(任何人均可註冊成為會員，其權限為使用資料庫查詢、討論區、

留言板等功能)與管理者(由本署相關人員及各管理處擔任，除一般會

員權限外，尚可管理會員身份，以及登錄或刪除網站資料)。 

（四）以學生為對象辦理具獎勵機制的活動，鼓勵相關領域學生投入國家公

園保育解說行列，包括基礎觀念與實務操作：利用年輕、新穎的手法

擴大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層面，藉以激起相關人員的想像與動力。

 
 



計畫摘要： 

台灣地區的國家公園成立至今已逾 20 年，為提升各項環境維護工作之

品質，業成立景觀輔導團俾提供設施整建、地景保存與復育等方面之專業

建議，成效可觀，復考量國家公園推動保育研究與解說教育工作，已累積

許多研究成果與教育素材整合，因此本年度之輔導團定位與功能，係以國

家公園保育解說資源知識、經驗與人才為對象，提供諮詢、輔導與培訓，

激盪新的創意與構想，從而協助相關人員建立核心價值。 

本計畫執行輔導的內容主要包含下列六大項目，分別為：1.制訂資料保

存之標準格式，此部份主要是由輔導團建構一初步模式，藉由各國家公園

管理處之訪談、問卷及專家審查...等方式研擬而成；2.兩梯次現地輔導，

包含各管理處共十三場次之活動之評估及近十年保育研究及解說活動發

展趨勢研討；3.兩場培訓課程，針對有興趣之社會大眾與國家公園相關人

員進行解說課程之培訓；4.兩場小型座談，邀集專家學者及相關業務單位

進行座談，會中針對保育及解說相關的議題進行討論，促進各處課室間的

交流互動；5.建構保育解說知識平台，以供國家公園各處行政人員即時經

驗交流及傳承，並可進行各類資料成果圖文保存系統及各項搜尋；6.學生

競賽，利用年輕、新穎的創意手法擴大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層面，藉以

激起相關人員的想像與動力，並能將國家公園保護環境的觀念廣為宣傳。

本計畫藉由國外案例及相關文獻探討，並透過兩梯次之現地輔導、兩

場小型座談、兩場培訓課程、一場學生競賽、與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及各管理處一同研擬執行策略，建構出可供相關單位參考之國家公園景觀

保育解說輔導機制，期望藉由此一輔導機制的建立，讓後續執行之單位以

及各管理處在執行保育工作與解說活動時能有明確的推動方向，更能融入

國家公園保護環境之理念以及各國家公園成立之核心價值，俾利各國家公

園在保護環境後續推動之方向仍能朝向符合核心價值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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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 

第一節 前言 

國家公園的理念源於十八世紀末保育思潮的興起，其為保護自然環境不

會因過度開發而破壞殆盡，政府遂以強制力執行自然環境保護的工作。「國

家公園」是指一個國家最具有代表性之自然區域或人文史蹟。其宗旨乃為保

育自然或人文資源，在維護自然的前提下，得以提供民眾進行教育、研究與

遊憩活動。因此，國家公園具有保育、研究、教育與遊憩等功能。 

1864 年在「國家公園之父」約翰繆爾(John Muir)的推動之下，優勝美地

州立公園正式設立，為國家公園的前身。1872 年美國總統格蘭(Ulysess S. 
Grant)簽署成立黃石國家公園，世界上第一座國家公園誕生，迄今全球已超

過 3,800 座的國家公園。臺灣自 1961 年開始推動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育工作，

於 1972 年制定「國家公園法」，此法的目的是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

野生物及史蹟，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 

而於 1984 年成立墾丁國家公園後，陸續成立玉山、陽明山、太魯閣、雪

霸、金門與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迄今台灣地區已有 7 座國家公園。各國家公

園皆具有台灣地形生態特色，如：墾丁國家公園以珊瑚礁地形、海岸林、熱

帶植物與史前遺址海洋生態為特色，玉山國家公園則是以高山地形、高山生

態、奇峰、動植物及古道遺跡為特色，陽明山國家公園則以火山地質、溫泉、

瀑布、草原、闊葉林及蝴蝶、鳥類等生物為特色，太魯閣國家公園以大理石

峽谷、斷崖、褶皺山脈等特色稱著，雪霸國家公園也是以高山生態、地質地

形、河谷溪流、稀有動植物與林相富變化為特色，金門國家公園因地理位置

特殊，故以戰役紀念地、歷史古蹟、傳統聚落、湖泊濕地、海岸地形、島嶼

形動植物為特色，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因有完整的珊瑚礁、獨特海洋生態、生

物多樣性高，為南海及台灣海洋資源之關鍵棲地。 

目前台灣地區的國家公園成立已逾 20 年，為提升各項環境維護工作之品

質，業成立景觀輔導團俾提供設施整建、地景保存與復育等方面之專業建

議，成效可觀，復考量國家公園推動保育研究與解說教育工作，已累積許多

研究成果與教育素材整合，因此本計畫期望本年度之景觀輔導團之定位與功

能，係以國家公園建立保育解說資源知識、經驗與人才為目標，提供諮詢、

輔導與培訓，激盪新的創意與構想，從而協助相關人員建立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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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目標 

為提升國家公園環境維護工作之品質，將管理處於推動保育研究與解說

教育工作時，累積多年的研究成果與教育素材整合，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工

作。因此本計畫目的在於「以既有保育研究與解說教育成果之整合為基礎，

透過交流互動達到知識之重組、提升與創新，並藉由操作過程中的體驗與感

受達到核心價值之內化」。 

本計畫主要具體目標有四： 

（一）制定各國家公園歷年保育解說成果及素材保存標準，傳承相關經驗。 

（二）建立景觀保育解說諮詢顧問服務與交流機制，提高專業素養。 

（三）架設國家公園保育解說知識平台，活化知識物流。 

（四）鼓勵相關領域學生參與，培育後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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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計畫範圍 

國家公園擔負著保育、研究、教育與遊憩等多項目標，然而不當的管理

或過度遊憩，將對敏感脆弱的生態環境造成衝擊。因此必須成立國家公園管

理處，以專責管理單位採行分區計畫來管理。國家公園管理處由具生態保

育、解說、景觀相關專業人員所組成，以有系統、有組織的方式管理公園土

地，以落實管轄區域內之資源保育工作。管理處內與保育解說相關之業務由

保育研究課及解說教育課負責。保育研究課主要業務為國家公園自然與人文

資源資料調查建檔、研擬保育或復舊措施等。解說教育課負責遊客中心展

示、解說服務、印製解說書冊，並宣導生態保育，推動環境教育工作等。 

本計畫以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與國內 7 座國家公園(墾丁、玉山、陽

明山、太魯閣、雪霸、金門與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之保育解說業務為輔導對象。 

圖 1-1  台灣國家公園位置及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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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家公園背景概述 

第一節 各國家公園景觀與保育解說活動概況 

內政部營建署為了讓民眾能進一步認識國家公園豐富的自然景觀，並

啟發喜愛自然的心，進而關懷環境，因此提倡了「與國家公園有約」的活

動，鼓勵各國家公園管理處進行一系列活動，以生態之旅及環境教育的方

式帶領民眾認識國家公園的資源，活動類型多樣，旅遊、登山、解說導覽、

音樂會、各式主題展覽等，活動的對象除了一般大眾外，也針對家庭設計

了親子活動、針對學生舉辦了相關的學生體驗營及環境教育講座等活動。

本計畫初步將各國家公園的景觀與保育解說活動整理歸類，初步可分為親

臨資源體驗、學童體驗教育、志工體驗、各類表演、各類講座、靜態及多

媒體展示、教育訓練以及獎勵型活動(如攝影競賽、海報競賽或投稿徵文等)
等活動，另外常態性的舉辦年度的主題特展，年度特展中常包含一系列的

生態講座、舉辦親臨資源的體驗活動。而活動對象則可分為一般遊客、在

學學生(鄰近國小、國高中等)、地方社區、解說人員與志工等，藉由對各國

家公園所舉辦活動的初步蒐集，以瞭解各活動解說導覽的需求以及後續本

計畫進行景觀保育解說諮詢輔導團之活動參考。詳細說明羅列如下： 

一、親臨資源體驗型活動 

邀請遊客親臨國家公園之自然場域，如園區內的步道、山岳攀登、動植

物保育/復育區等資源所在之場所，實地體驗，感受自然，除了體驗到國家公

園內的生態、歷史古蹟之美外，藉由解說導覽人員的帶領，讓參與者更瞭解

資源的珍貴與獨特性，進而推廣生態保育的觀念，因此此類活動類型所需要

的解說導覽時間最長，解說人員或志工需有最深的涉入，方能有效且活潑的

帶領參與民眾，達到自然體驗與環境教育的雙重目的。經由網路上初步調

查，各國家公園親臨資源體驗型活動眾多，多半為年度活動，列舉如下表(本
表係參考各國家公園網站之活動訊息，不代表各國家公園全部活動)。 

表 2-1  各國家公園「親臨資源體驗型」活動整理表 
國 家

公園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簡介 

尋找台灣梅花鹿 此活動可讓民眾分享墾丁國家公園在保育工作的成果。活動過程部落

解說員帶領走入社頂，探訪其生態與人文遺址，並尋找梅花鹿 
墾 丁

國 家

公園 毛柿林生態體驗 由社頂部落解說員帶領，重返那片已塵封多年的秘境，毛柿林生態旅

遊路線的開放，除讓民眾認識社頂的人文與自然生態外，也讓部落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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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公園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簡介 

民自發性守護環境的善意得到鼓勵，讓社頂部落的重新出發成為下一

個社區發展的典範。 
足印南疆─台灣

最南點印象之旅 
活動將先帶領遊客參觀鵝鑾鼻公園，認識公園裡豐富的高位珊瑚礁地

形和海濱植物、珍貴的史前遺址和鵝鑾鼻燈塔。接著經過露營區前往

最南點意象標誌，體驗台灣本島南疆海天一色、澎湃海潮的壯麗景緻。 
南仁山的春天 為了讓社會大眾認識南仁山生態保護區的自然生態，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將於此大地春回的時節，因而舉辦此生態之旅活動。活動內容有

觀賞生態影片、沿途環境教育解說及有獎徵答等項目。 
「瓦拉米步道玉

溪 人 文 生 態 旅

遊」活動 

此為玉山國家公園南安管理站所舉辦的一系列活動，活動內容帶領遊

客親臨瓦拉米步道進行人文與生態的體驗旅遊，項目包括了自然生態

體驗、原住民舞蹈欣賞、探訪日據遺跡、採果、安通溫泉泡湯等。 
與玉山生態有約 實際帶領民眾攀登東北亞第一高峰玉山，體驗愛護台灣高山生態之

美。參與人士限定在高中生及 18 歲以上之社會人士，自認為身心健

康、體能能勝任者。 
2007「健康城鎮-
玉山古道采風」

社區親子健行活

動 

帶領民眾體驗本園東部地區，古道人文史蹟，及生態環境宣導。 

生態李遊採李樂

活動 
介紹南橫環境生態並帶領學員享受採李樂趣。 

玉 山

國 家

公園 

臺灣森林的故事

系列 
主要內容包括了生態倫理暨野生動物保育環境教育活動，及教導民眾

認識玉山星空，以達寓教於樂之目的。 
古道秋芒之旅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為了帶領國人認識陽明山秋天的特色及宣導

正確的遊憩理念，特選魚路古道(金包里大路)舉辦「古道秋芒之旅」

活動，配合秋天的陽明山時令特色，藉由解說員之引領，一起來認識

陽明山植被演替、芒草生態及體驗大自然之美。 
陽明山國家公園

火山、溫泉探索

營 

鼓勵遊客進行此一活潑生動的地質之旅，由解說員的帶領，讓遊客更

能瞭解陽明山的地質環境。 

天地之旅 「天地之旅」活動結合陽明山白日大地之美與夜間璀璨的星空，由天

文館與陽管處解說員帶您進入絹絲瀑布步道，介紹大自然豐富的生態

景觀，瞭解這片土地的演變與發展，人與自然環環相扣的關係；夜晚，

活動將到北部光害最小的擎天崗草原，細數天邊繁星。 
彩蝶心．草山情 將豐富有趣的蝴蝶生態奧秘以及正確的蝴蝶生態旅遊觀念介紹給國

人，藉由資深解說員精闢入裡的解說，引導民眾如何觀蝶、賞蝶、愛

蝶，並認識蝴蝶的「完全變態」生活史、可怕的天敵、蜜源植物及認

識蝴蝶在大自然中的生態角色。 

陽 明

山 國

家 公

園 

蟲鳴蝶舞草山行 陽明山國家公園配合 2007 蝴蝶季系列活動的特別規劃。活動由冷水

坑出發，經人車分道、七星山步道、中興路至陽明書屋，沿途林木蒼

鬱，涼爽怡人，是許多遊客喜愛的登山步道。 
山與海對話 讓民眾認識從中區內豐富山海自然景觀與動植物資源，活動由『太魯

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救國團天祥青年活動中心』及『達基利部落屋』

共同主辦內容有走訪名聞遐爾的清水斷崖、砂卡礑與得卡倫步道，體

驗春天的氣息，並品嚐原住民的野菜等。 
「合歡山捻花惹

草」及「合歡山

繽紛花草」 

由『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與『救國團天祥青年活動中心』共同主

辦生態旅遊系列活動，推廣國家公園保育理念，深層瞭解生態多樣性

之美。希望大眾能藉由此次活動，瞭解高山上獨特的生態環境、建立

自然保育的觀念，瞭解自然生態的重要性。 

太 魯

閣 國

家 公

園 

跟著獵人走 -目
擊式狩獵 (試行

此活動係以輔導原住民獵人成為生態嚮導的實驗計劃，希望讓原住民

獵人發揮專長帶領遊客從事野生動物觀察，取代原有之狩獵收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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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公園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簡介 

活動) 兼顧自然生態與居民之生計，並使野生動物資源得為原住民及一般民

眾所共享。先期為試驗評估期，以推展生態旅遊為主之社團、旅遊業

者或保育團體，以企劃人、領隊或活動執行者為優先考量。 
傾 聽 古 早 的 聲

音』－太魯閣國

家公園古道之旅 

為讓民眾見證太魯閣國家公園多彩多姿的人文歷史，特別舉辦古道之

旅活動，帶領民眾走入時光隧道，一起探索古道變遷脈絡，認識台灣

這塊土的故事並進而珍惜。 
與雪霸有約~鎮
西寶巨木群生態

之旅 

由本處培訓當地原住民解說員帶隊解說，帶領民眾認識部落人文及生

態環境等。 

大窩螢火蟲生態

探索活動 
雪霸國家公園與大窩文史生態協會共同舉辦。活動內容包括深入古圳

道.竹筒砲體驗場.參觀有百年歷史的古樟奇藤.大石壁步道健行.螢火

蟲生態教學、戶外觀察活動及有獎徵答活動等，帶領遊客實地觀察螢

火蟲的世界。 
雪霸森之約 -情
鮭新武陵 

活動內容有植樹造林活動、鮭魚放流、七家灣溪沿線解說台灣櫻花鉤

吻鮭棲息地、參觀台灣櫻花鉤吻鮭展示館、山林星空(大型特別晚

會)，聆聽山林樂悠揚戶外音樂饗宴嘉年華會…武陵步道生態體驗∼

煙聲瀑布森林浴、桃山瀑布…等 
「相約在雪山」

登山活動 
藉由行前環境教育及專人帶隊解說，加強參加民眾生態保育與安全登

山之觀念。行程中並安排遊客在武陵遊客中心進行環境教育，使參加

遊客較深入了解武陵地區自然生態環境，之後在資深領隊帶領下逐步

攀登雪山迎向大自然美麗生態。雪管處期盼藉由此項活動逐漸推展國

內生態類型之登山旅遊風氣。 
武陵親山賞瀑尋

鮭觀星自然之旅 
於武陵遊憩區二天一夜的活動，包括探訪國寶魚－櫻花鉤吻鮭的故

鄉、參觀復育中心、體驗大自然、七卡山莊登山、森林浴及觀星活動

等 
雪見生態之旅 雪霸國家公園與中華綠生活休閒發展協會共同舉辦，帶領大家進入一

尚未開發的原始林地，雪見地區由於地處較為偏遠，過去僅有當地的

原住民及經營管理單位進出為主，因此保持了相當完整的自然環境風

貌，動植物資源豐富而多樣，也充滿豐富的人文價值，南三村地區亦

保存了泰雅族獨特的文化習俗及傳統技藝，宛如泰雅文化之縮影。 
武陵七家灣溪生

態之旅 
雪霸國家公園與中華綠生活休閒發展協會共同舉辦，於武陵遊憩區二

天一夜的活動，包括探訪國寶魚－櫻花鉤吻鮭的故鄉、參觀復育中

心、體驗大自然、森林浴及觀星活動等 
星星知我心觀星

活動 
由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主辦之，由天文專家耿崇華先生現場講授天文

常識，並引導遊客觀察天文現象。 

雪 霸

國 家

公園 

上帝的部落司馬

庫斯生態之旅 
雪霸國家公園與中華綠生活休閒發展協會共同舉辦，帶領大家深入新

竹縣尖石鄉最為深僻的部落--司馬庫斯。 
烈嶼環島車轍道 
"鐵騎環島、自在

行腳" 單車之旅 

金管處以原有的車轍道(又稱濱海大道 )為基礎改善而成烈嶼環島自

行車道，環繞小金門全島，由於小金門具有豐富的海岸地質景觀與海

岸生態，因此希望藉此一環島自行車道的完成，導入適當的解說設

施，結合軍方移撥的軍事 ，加以修葺整頓，推動以自行車環烈嶼島

的生態旅遊模式。 
親近太武山健行

活動 
參與對象為瓊林、小徑及山后聚落居民，希望經由這次的健行活動，

與園區聚落的居民手牽手、肩並肩，一起走出戶外親近自然，認識太

武山生態環境，建立生態保育觀念，也期待經由社區的參與，讓環境

教育工作在社區內紮根發展。 

金 門

國 家

公園 

金門傳統古厝及

生態之旅 
以觀賞金門冬候鳥鸕鶿的自然特色為主軸，搭配其他精緻的遊程設

計，入住由本處輔導委託經營的傳統古厝民宿，讓閩南傳統建築民宿

不再只是懷舊氛圍的體驗，更提供一種異質時空的享受。 
註：本表係參考各國家公園網站之活動訊息初步整裡，包含預計舉辦及已經舉辦之活動，但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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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各國家公園全部活動 

二、學童體驗 

本活動類型以國家公園範圍內或鄰近的在學學生為主，期望學童經由一

系列的體驗活動，從小培育其環境保育的概念。此類型的解說員需以更淺顯

易懂的方式進行解說，從簡單的自我操作以及活潑的導覽過程中，讓學童從

中學習。 

表 2-2  各國家公園「學童體驗」活動整理表 
國 家

公園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簡介 

塔塔加生態體驗

營活動 
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暨國立中央大學天文研究(鹿林天文台)共同

主辦，針對全國小學高年級暨國中 1-2 年級學生所辦理此生態體驗營

活動。 活動地點自科博館館內一路延伸至海拔 2600 公尺的玉山國家

公園塔塔加地區，除有室內的自然地質、天文星象課程外，並特別安

排於新中橫公路沿線驗證課程介紹的地質特色及參觀鹿林天文台，實

地瞭解研究人員於高海拔研究站的工作現況。  

玉 山

國 家

公園 

玉山園區原住民

學童暑期環教活

動 

邀請到專人以淺顯易懂、生動活潑的方式帶領學童實際踏訪「國立自

然科學博物館、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苗栗區農業改良場」，體驗令

人驚奇的科學奧秘、不同於玉山的中部秀麗山峰、生態性的本土農業

生產技術，探訪人類智慧結晶與大自然神奇，滿滿的見聞不但兼具知

性與感性，且能寓教於樂，增進原住民學童的科學知識水準與對台灣

本土生物、地景、文化、經濟等豐富而多樣內涵的認識，進而更珍惜、

疼惜在地球上共同生存的生命，使我們美麗又多樣化的台灣永留後代

子孫。 
陽明山國家公園

綠拇指暑期兒童

生態體驗營 

讓學童能有一個快樂又有意義的暑假，因而於暑假推出暑期兒童生態

體驗營活動，運用陽明山國家公園豐富的自然資源，加上解說員精心

設計各種活潑的課程，期能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帶給小朋友一個知性與

感性兼具的暑假。 

陽 明

山 國

家 公

園 
彩蝶薪語 至園區學及周邊學校校辦理蝴蝶生態環境教育保育宣導，並進行蝴蝶

藝術創作。 
環境教育兒童成

長營 
為帶領學童認識太魯閣之美，了解環境與人的互動關係，進而養成珍

惜國家公園資源、保護自然環境的愛鄉情操，舉辦「環境教育兒童成

長營」。本活動以國家公園的自然資源，結合戶外體驗、藝術人文、

野外解說的課程，激發兒童創意思考及美感經驗，以體驗學習及合作

學習的模式，促進學童人際互動，拓展生活視野。 

太 魯

閣 國

家 公

園 

太魯閣地質研習

營 
以大專學生為對象，帶領學員親近自然，了解地質的歷史並體驗岩

石，看看岩石及生活其間的生命帶給我們的啟發。 
小學生認識國家

公園活動 
本活動預計帶領開瑄國小等 13 所小學四年級學童體驗金門觀光公車

的知性與感性，並了解國家公園的生態之美，增進學童對金門國家公

園的認同與支持。 

金 門

國 家

公園 
95 年中學生認識

植物 
區內的五虎山園區，擁有豐富的植物生態，不同的季節展現多樣的植

物風采，春天尤其精彩，繁花盛開，枝葉並茂，為鼓勵青年學生關懷

鄉土，管理處配合金門農工戶外教學共同舉辦，帶領金門區內的中學

生進行植物的認識與探索。 
註：本表係參考各國家公園網站之活動訊息初步整裡，包含預計舉辦及已經舉辦之活動，但不代

表各國家公園全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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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志工體驗 

邀請遊客或當地居民體驗國家公園保育志工的行列，從操作中學習，瞭

解保育工作的辛苦以及意義，活動內容包含了清山淨山活動、移除外來植

物、生態調查等活動，推動「生態工作假期」的理念。 

表 2-3  各國家公園「志工體驗」活動整理表 
國 家

公園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簡介 

生態工作假期 
春神來了  拔除

銀膠菊去」活動 

以「生態工作假期」理念辦理「大家一起來清除銀合歡」活動引起社

會各方熱烈迴響，這旅遊與生態保育結合精神主動表達參與的意願，

鼓勵社會大眾多多參與生態工作假期，結合社會力量清除外來入侵植

物減少擴散恢復海岸林生態景觀。 

墾 丁

國 家

公園 

大家攜手清除銀

合歡活動 
與生態保育結合精神主動表達參與的意願，鼓勵社會大眾多多參與生

態工作假期，結合社會力量清除外來入侵植物減少擴散恢復海岸林生

態景觀。 
玉 山

國 家

公園 

玉山—塔塔加愛

山家族—淨山活

動 

體驗玉山－關懷地球 環保義工淨山活動包括塔塔加山區步道以及玉

山主峰線等二行程。 

陽 明

山 國

家 公

園 

生物多樣性普查

及自然體驗活動 
全區生物多樣性普查的活動之人員將由專家、志工及民眾組成，為時

24 小時，分為水質監測組、植物組、昆蟲組、兩棲爬蟲類組、鳥類

及哺乳類組、物種與數量計算組、解說組、及自然美組等組進行陽明

山國家公園範圍區內之生態普查。讓參與民眾跟著專家進行環境監測

以及物種調查的活動，瞭解環境保育工作的辛苦，並從中認識陽明山

的生態。 
太 魯

閣 國

家 公

園 

96 年夏季合歡山

區淨山活動 
為鼓勵國家公園從業人員以及花蓮地區民眾與義工實際參與淨山活

動，加強教育民眾對高山生態環境維護與保育認知，以及宣導遊客將

垃圾帶下山實際作為，辦理夏季合歡山區淨山活動，藉以提升合歡山

區之環境品質，並更加瞭解認識太魯閣國家公園高山之美，以達推廣

宣導之效。 
註：本表係參考各國家公園網站之活動訊息初步整裡，包含預計舉辦及已經舉辦之活動，但不代

表各國家公園全部活動 

四、講座 

經資料蒐集，各國家公園不定時的於各管理站或處本部進行一系列的講

座，或配合各類特展所舉辦，內容多為專題性的演講，包含自然生態、人文、

經驗分享等，期望藉由講座，讓參與者可獲得更深入的環境保育知識。 

表 2-4  各國家公園「講座」活動整理表 
國 家

公園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簡介 

「玉山植物生態

之美」講座 
(2007 玉山花季

系列活動) 

聘請熟悉並熱愛台灣山林及花草植物的講師傅國銘先生於玉山西北

園區塔塔加遊客中心授課，分享植物調查與自然觀察經驗以及玉山花

草的美麗照片，並親自帶隊於步道健行、欣賞和認識花草植物，帶您

徜徉於玉山美麗的植物世界中。 

玉 山

國 家

公園 

塔塔加生態導館

之旅－生態講座 
宣導生態倫理暨野生動物保育環境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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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公園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簡介 

遇見了台灣黑熊

宣導講座 
內容包括台灣黑熊介紹簡報並展示研究器材及黑熊排遺、體毛、乾燥

後食物等，藉此宣傳本處保育之成果。 
陽 明

山 國

家 公

園 

蝶影星空話自然 與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合作辦理「蝶影星空話自然」活動之生態

演講期昐讓喜愛大自然的民眾，能利用這次活動的機會，親自體驗蝴

蝶之美與星空的奧妙，進而啟發其科學探索的興趣。 

生態專業之外 內容主要為分享老子對生態的觀點以及環境變遷的歷史與因應之道。

典範在夙昔 內容為分享太魯閣國家公園成立初期的規劃與理想。 
新時代的自然解

說和見識 
(環境教育解說

訓練課程系列) 

充實解說員之環境教育理念與解說能力邀請自然觀察作家於演講中

分享如何進行自然解說的經驗 

太 魯

閣 國

家 公

園 

創造國家公園環

境教育的更大能

量—自然中心 

藉由講者分享國外推行環境教育及自然中心的經驗，及目前國內正在

推行的自然中心，探討國家公園環境教育未來可能的發展 

雪 霸

國 家

公園 

國際禮儀講座 授課內容包含飲食的禮節、穿著的禮節、住的禮節、行的禮節及說話

的禮節與參加國際會議須知等計四節課 

 「生態與藝術」

系列演講 
為培樣本處員工將生態概念融入藝術生活中 

金 門

國 家

公園 

百樂客詩文集與

金門下坑史蹟源

流 

為提升文學知能與閱讀欣賞的能力，落實文學現場的經驗分享與回

饋，增進欣賞作者文章的技能，同時增進大眾互動，強化閱讀文學作

品多元學習的效果，提升生活品質，邀請社會關心閱讀與寫作大眾共

同與會。 
海 洋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2008 年關懷台灣

系列講座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為推廣生態、人文及環保教育，邀請相關保育團

體人士，於高雄都會公園舉辦 2008 年關懷台灣系列講座，主題涵蓋

賞鳥的樂趣、守護生命之河、認識台灣的河川、愛河的美麗與與哀愁、

後勁溪之生態工法、舊鐵橋濕地之生態復育、河川生物多樣性的內涵

與保育等 
註：本表係參考各國家公園網站之活動訊息初步整裡，包含預計舉辦及已經舉辦之活動，但不代

表各國家公園全部活動 

五、表演 

各國家公園透過一系列的展演活動，讓遊客更貼近當地的傳統文化，或

藉由各式表演活動的舉辦，引發遊客對自然的喜好。 

表 2-5  各國家公園「表演」活動整理表 
國 家

公園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簡介 

布農新春喜洋洋

活動 
邀請玉山 MA-SU-HUAZ 傳統文化藝術團及梅山學青團至現場展

演，希望能讓遊客親身體驗布農文化傳統饗宴。 
玉 山

國 家

公園 梅蘭新春報喜活

動 
邀請桃源鄉梅蘭拉芙籣藝術團表演，希望能讓遊客親身體驗布農文化

傳統饗宴。 
陽 明

山 國

家 公

園 

陽明山爵士音樂

節 
三月的陽明山百花盛開、熱鬧繽紛，和來自山林間的天籟，共譜生機

盎然的自然樂章。在這特別的季節，內政部特別精心策劃四場結合自

然與爵士音樂的藝術饗宴展開一場融合自然與爵士音樂的藝術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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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公園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簡介 

太 魯

閣 國

家 公

園 

太魯閣部落音樂

會 
從傳統樂舞看見太魯閣族文化，利用部落音樂節，讓觀賞者從中發現

太魯閣族群的獨特文化與內涵。透過音樂、舞蹈、工藝都足以展現一

個族群的生活、信仰與智慧，也成為一般民眾瞭解其文化內涵的重要

路徑。 
雪 霸

國 家

公園 

天籟之音聖歌飛

揚暨泰雅哈客歌

舞會活動 

活動內容有有天籟般的讚美詩歌演出、動感的泰雅哈客歌舞表演外。

註：本表係參考各國家公園網站之活動訊息初步整裡，包含預計舉辦及已經舉辦之活動，但不代

表各國家公園全部活動 

六、教育訓練 

各國家公園管理處不定期的舉辦各類型的教育訓練活動，參與者包含了

各解說員/志工、當地社區居民、種子教師、以及對生態保育、解說導覽或者

有關的專業技術有興趣的民眾。 

表 2-6  各國家公園「教育訓練」活動整理表 
國 家

公園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簡介 

墾 丁

國 家

公園 

LNT 新環境禮儀

運動」訓練員課

程 

「LNT 新環境禮儀運動」主要任務在於推廣 Leave No Trace(不留痕

跡)理念，並教育戶外活動者、環境管理人員及一般大眾，將健行、

露營、登山探險等戶外活動時，對自然環境的衝擊盡可能減到最小程

度的各項技術。完成訓練者可註冊為 LNT 協會合格訓練員。 
玉 山

國 家

公園 

玉山花草攝影入

門 
(2007 玉山花季

系列活動之一) 

聘請熟悉並熱愛台灣山岳攝影之講師許釗滂先生於玉山西北園區塔

塔加遊客中心授課，分享山岳攝影經驗與玉山花草美麗的照片，並親

自教授植物攝影實作課程。 內容包括「攝影入門(室內課)」、「步道植

物觀察及攝影(室外課)」與「花草紀念卡及明信片 DIY」活動。 
太魯閣國家公園

工坊培力活動開

課 

為提供園區周邊社區人士、工坊參與學習訓練的機會，太魯閣國家公

園管理處，持續辦理工坊培力研習課程，課程內容分為基礎課程「基

礎拼布與織品」及進階課程「刺繡與織品」共兩階段。 
2008 原住民解說

員訓練 
來自各太魯閣族社區共 40 名學員，將接受長達 46 小時的解說員訓練

課程，結訓後將在各社區發展生態旅遊活動中，擔任重要的環境解說

工作。 

太 魯

閣 國

家 公

園 

環境教育解說訓

練課程 
為充實解說員之環境教育理念與解說能力，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於

96 年度辦理一系列環境教育解說訓練課程。 
金門國國家公園

第 2 期小小解說

員」招訓活動 

內容有「作個快樂的小小解說員」、「金門國家公園鳥類資源解說」與

「金門國家公園植物生態解說」、「金門潮間帶生態探索」、「據點解說

實務」等。受訓完畢之小解說員將分批至乳山遊客中心實習，並參加

結業考核，通過考核之解說員必須於暑假結束之前完成 2 天的服勤工

作，方能取得結業證書。 
95 年環境教育活

動及課程設計工

作坊 

本活動以培育環境教育種子教師為目標，並發展具有在地襲產特色的

環境教育資源規劃及課程方案，歡迎有志於環境教育推動的社會大眾

踴躍報名。 

金 門

國 家

公園 

湖井頭戰史館導

覽解說培訓活動

湖井頭戰史館導

覽解說培訓活動 

導覽解說培訓活動，使地區旅遊從業人員深入瞭解館內展示手法及設

計內容，提供參訪遊客正確解說資訊，推展解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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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公園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簡介 

金門國家公園水

獺解說訓練 
本活動主要針對本處第一線服務人員及古寧國小在地小學種子解說

員而舉辦的。為推動水獺生態旅遊之旅活動作準備，本處先行針對第

一線服務人員，包括本處解說員、志工、民宿業者與觀光公車解說員

等對象，辦理水獺解說訓練活動。本活動並結合在地資源，邀請古寧

國小中高年級學童一起參加水獺解說訓練活動，以培訓水獺解說在地

小解說員。 
註：本表係參考各國家公園網站之活動訊息初步整裡，包含預計舉辦及已經舉辦之活動，但不代

表各國家公園全部活動 

七、靜態/多媒體展示 

各國家公園的遊客中心均設有多媒體視聽室，定時播放相關主題的影

片，提供遊客觀賞。另外，亦常配合各系列的主題特展，進行靜態的展示，

包括攝影、畫作、手工藝品、出版品展覽等。此部分的展示通常無解說員的

導覽解說，利用書面或文字內容，讓遊客於該場域中獲得自我導覽的機會。 

表 2-7  各國家公園「靜態/多媒體展示」活動整理表 
國 家

公園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簡介 

體驗玉山 -關懷

地球  劉其偉生

態保育畫作特展 

「體驗玉山－關懷地球」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遊客中心展出劉其偉生

態保育畫作特展，利用這些畫作，鼓勵遊客，將由體驗玉山開始，落

實環境保護的工作。 
心賞羽舞之美中

鋼鳥社及李文化

攝影特展 

透過攝影作品的呈現展現臺灣鳥類之生態環境與形態之美，藉此推廣

生態保育觀念。 

布農文物展 介紹台灣布農族文物及生活，以傳承原住民優質傳統文化。 
帝雉命名百年紀

念 
介紹帝雉發現一百年之故事，藉此推廣生態保育觀念。 

部落媽媽手工藝

品展 
收集部落媽媽精緻之手工編織背籃網袋月桃蓆等，讓遊客對布農文化

有更深之認識及喜愛。 
心發現阿里山漫

步在雲端－黃源

明攝影展 

關於阿里山的春夏秋冬四季風貌的攝影作品，藉此加強國人生態環境

與解說宣導。 

玉 山

國 家

公園 

河海山林水彩藝

術特展 
藉水彩作品的生態藝術之展出，以加強國人生態環境之了解。 

草山影像寰宇 透過影片的播放早一步先對陽明山國家公園的大地景觀、蝴蝶生態及

捲葉象鼻蟲的生態有初步的認識與了解，進而引起民眾對永續環境、

生態保育的關切。 

陽 明

山 國

家 公

園 草山、台北 400
年古地圖及老照

片展 

藉著陽明山區的歷代古地圖、舊影像文獻、歷史文物及衛星照片鳥瞰

圖等，以及多元化的先民產業變遷，展現陽明山國家公園深度的人文

歷史風貌。 
太魯閣之美—第

12 屆攝影比賽暨

圖片徵選作品展 

藉由攝影比賽的舉辦與展覽，讓觀賞遊客看到太魯閣國家公園的景觀

與生態之美。 
太 魯

閣 國

家 公

園 童心圓夢  野性

樂活—劉其偉生

態保育畫作特展 

展出劉其偉生態保育畫作特展，利用這些畫作，引發遊客環境保護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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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公園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簡介 

彩墨雪霸」巡迴

展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與中華現代國畫研究學會合作，陸續在雪霸國家

公園汶水遊客中心、台中縣港區藝術中心、高雄市文化中心、台中市

文化局及花蓮縣文化局共同舉辦「彩墨雪霸」巡迴展，將展出 126
幅包羅山川風光、動植物以及人文圖像等彩墨作品。 

苗栗盡靚、盡好

全國攝影比賽優

良作品展 

為支持攝影藝術創作、促進文化藝術交流，特提供汶水遊客中心特展

室與苗栗縣攝影學會合辦此次展覽活動，讓到訪遊客除一窺國家公園

之美外，還能體會山城苗栗豐富的自然、風土民情之美。 
2008 雪霸百景系

列活動 
展出以櫻花鉤吻鮭及雪霸百景為主題之藝術創作作品。 

雪 霸

國 家

公園 

「汶水四季」楊

政峯攝影展 
展出雪霸處楊政峯先生攝影作品，內容介紹汶水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及週邊生態四季變化。 
註：本表係參考各國家公園網站之活動訊息初步整裡，包含預計舉辦及已經舉辦之活動，但不代

表各國家公園全部活動 

八、獎勵型活動 

透過此類型的活動，鼓勵民眾參與，並且引發其他民眾的對環境的注意

與喜好，包括攝影比賽、海報競賽、或其他類型的競賽。 

表 2-8  各國家公園「獎勵型活動」活動整理表 
國 家

公園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簡介 

墾 丁

國 家

公園 

2007 映像墾丁攝

影比賽 
墾丁國家公園擁有山海之勝，資源豐美，期望透過鏡頭影像，讓民

眾能更貼近自然的脈動、傾聽自然的聲音，共同領略墾丁國家公園

美麗、絢爛、開闊的視野。攝影主題：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山海地

景自然景觀、野生動植物生態、人文活動等攝影作品。 
2007 玉山花季賞

花護照 
提供護照，鼓勵遊客參與各系列的活動並予以註記，完成後，護照

內資料經審查無誤後，即贈送管理處處出版之精美花草圖鑑「翠巒

錦簇」一書，並可參加由相關單位贊助之抽獎活動。 
「96 年度森林防

火、防治盜獵宣

導立體紙雕製作

活動」 

進行學童紙雕製做比賽，藉此引發學童與家長的注意，達到宣導的

目的。參加對象為玉管處行政區內村落之國民小學之 4~6 年級學

童，計有南投縣信義鄉神木、同富、東埔及嘉義縣阿里山香林及高

雄縣桃源鄉樟山與花蓮縣卓溪鄉卓樂、卓清、卓溪、古風、卓楓、

太平等 11 所國民小學之學童。 
2006 玉山國家公

園賞鳥比賽 
爲推廣生態保育理念，促進民眾認識玉山國家公園之珍貴自然生態

環境，透過賞鳥比賽活動，進行園區內鳥類族群調查、提升民眾自

然保育意識，達到保育園區生物多樣性的目標。 

玉 山

國 家

公園 

協助配合辦理台

灣國鳥票選活動 
邀請一般大眾進行網路票選的活動，從黃山雀、藍腹鷴、台灣藍鵲、

帝雉等 4 種台灣特有種鳥類票選成為台灣國鳥。 
2008 年生態保育

推廣與宣導應用

專題徵選 

活動設計一方面是推動大專院校跨領域學門師生的參與，另一方面

是成果宣導的多元化介面設計開發。 

2008 陽明山蝴蝶

季—蝶舞草山系

列活動」海報設

計比賽 

為推動陽明山國家公園蝴蝶季環境教育及保育理念，強化蝴蝶季活

動辨識度，並融合國家公園自然資源景觀與人文藝術創意，以提昇

陽明山蝴蝶季之活動形象及活動宣傳，並鼓勵參與陽明山國家公園

經營管理之藝術創作與創新。 

陽 明

山 國

家 公

園 

96 年度【繽紛的

陽明山世界】教

以園區內中小學教學活動設計為內容，廣邀中小學校老師及團體參

與徵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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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公園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簡介 

學活動設計徵選 
2007 陽明山蝴蝶

季特別企劃首度

辦理的「皇冠加

冕 

票選人氣蝴蝶王以陽明山國家公園常見之 10 種蝴蝶：大綠弄蝶、

大紅紋鳳蝶、青帶鳳蝶、端紅蝶、紅邊黃小灰蝶、青斑蝶、黑端豹

斑蝶、孔雀青蛺蝶、枯葉蝶、鹿野波紋蛇目蝶，提供社會大眾於陽

明山國家公園蝴蝶季專題網站及遊客中心、各遊客服務站進行投

票。 
足印草山 本活動以自導式方式進行，民眾報名取得活動手冊後，於一年內以

一天或數天，完成八座山岳之健行登頂，並於各山頂之木樁頂端以

手冊內頁拓印「足印草山．體驗自然」字樣後，完成體驗活動手冊

中之各項紀錄，即可至本處換取紀念狀。 
太魯閣之美生態

攝影活動－【第

13 屆太魯閣國家

公園攝影比賽】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為讓社會大眾走進太魯閣認識國家公園，親

近大自然、關心生態保育，並用相機記錄太魯閣的四季山川地景與

繽紛多樣的動、植物生態，持續舉辦太魯閣之美生態攝影活動，以

攝影與詩文記錄太魯閣的山水之美與人文風情。 

太 魯

閣 國

家 公

園 
太魯閣文化意象

設計圖案徵選 
太魯閣的文化意象層次豐富多元，美麗的布匹上的「眼睛」也由祖

靈信仰擴充成為族群的共同記憶。今日，太魯閣是世界的遺產，更

是無數遊人前來追尋的啟發之地，其在生態上扮演的角色愈形重

要，當台灣這個海中島嶼躍上國際舞台，太魯閣將是一個最值得流

演的傳說。因此期望徵選出一文化意向的圖案，來標示土地和人的

融合。為太魯閣開啟新頁。 
註：本表係參考各國家公園網站之活動訊息初步整裡，包含預計舉辦及已經舉辦之活動，但不代

表各國家公園全部活動 

九、主題特展 

此類型主題特展多為各國家公園的年度企畫活動，針對各國家公園的獨

特資源，包括物種、生態、獨特地質地理環境…等，因此活動內容常包含上

述其他類型的活動內容，透過展覽、現地解說、相關產品製作等過程，多樣

化的活動讓參與遊客對該主題資源有更活潑的體驗與保育觀念的獲得。 

表 2-9  各國家公園「主題特展」活動整理表 
國 家

公園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簡介 

2007 年龍鑾潭雁

鴨季－千鳬到 
「2007 年龍鑾潭雁鴨季－千鳬到」包括一系列的活動如「千鳬到大

預測」、「水鳥黏土藝術創意活動」、「千鳬(福)祝福卡彩繪活動」、「水

鳥生態攝影展」、「水鳥木鴨裝置藝術」、「全民來大一ㄚ－保護水鳥

保護濕地」、「水鳥木鴨裝置藝術」、「周、六日水鳥雁鴨解說活動」

等。 

墾 丁

國 家

公園 

恆春半島三寶之

旅 
為了讓民眾體驗當地的民俗文化和饗宴特殊的農漁產品，有瓊麻工

業歷史影片欣賞、瓊麻工業歷史展示區解說導覽及洋蔥染 DIY、洋

蔥餅品嚐、港口茶品茗等活動。 
玉山獼猴季環教

活動 
讓這樣的活動帶領遊客對塔塔加地區活動的獼猴朋友能給予更多

的關懷，更了解牠們的生態習性，內容包括「獼猴生態攝影展」、「動

態影片」、「獼猴生態講座」「彩繪大自然、動動手認識台灣獼猴」、

「石山駐點解說 」等。 

玉 山

國 家

公園 

2007 玉山花季系

列活動 
八月，正是玉山上的植物們奮力表現自己的精彩時刻，因此藉由這

花季系列活動，讓遊客更瞭解玉山的花草，內容有「2007 玉山花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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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公園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簡介 

賞花護照」「花草講座及步道健行」等，有「玉山花草攝影講座-玉
山花草之美」、「塔塔加、楠溪賞花健行活動」及「東埔、八通關賞

花登山活動」 等花草講座與步道健行活動。 
台灣意象－玉山

風華系列活動 
舉辦了一系列的玉山生態系列講座、生態藝術親子 DIY 活動，並且

播放山林紀事相關影片，另外尚有特展展場以生態模擬方式輔以數

十種鳥類標本及動物模型展出玉山園區豐沛多樣的生態資源。 
臺灣森林的故事 以台灣森林故事為主題，舉辦了一系列的一日遊活動或講座，帶領

參與者參與生態倫理暨野生動物保育環境教育活動，及教導民眾認

識玉山星空，以達寓教於樂之目的。內容包括：新中橫的獼猴觀察、

黑熊的故事、台灣水鹿生態簡介、布農族的民族植物、新中橫的獼

猴、阿里山鄒族的故事、鹿林天文台故事、海外遠征經驗分享、針

葉樹的故事、和星星作朋友等活動。 
繽紛草山賞花行

系列活動 
主要讓參與者遊客行走於兩條路線，欣賞陽明山幽美景致並且細細

品味豐富的植物生態。 
陽 明

山 國

家 公

園 
2007 陽明山蝴蝶

季 --蝶舞草山系

列活動 

規劃有 12 項內容豐富多樣的主題系列活動，包含學校教育宣導及

藝術創作的「彩蝶童話」、樂活賞蟲的「蟲鳴蝶舞草山行」、都會民

眾假日賞蝶的「台北賞蝶逍遙遊」、結合天文與蝴蝶生態的「蝶影

星空話自然」、媒體參與宣導的「蝶舞草山記者會」、別開生面的「蝶

舞草山開幕式」、富教育意義的「蝴蝶博覽會」、結合國家公園資源

與天文奧秘探索的「國家寶藏探索」、大屯山優質賞蝶的「彩蝶心-
草山情」、蝴蝶季專題網站導覽的「草山 e 賞蝶」、票選人氣蝴蝶王

的「皇冠加冕」、陽明山國家公園生態保育影片視覺之旅的「草山

影像寰宇」。 
雪霸森之約‧情

歸新武陵∼2008
雪霸國家公園武

陵生態系列活動 

內容包括種樹造林活動、台灣櫻花鉤吻鮭重返歷史棲地放流活動、

武陵生態導覽、保育座談會、山林星空—民歌之夜等。 

尋找侏儸紀孑遺

∼觀霧山椒魚生

態教育月 

本活動為期近一個月的系列活動，結合政府、企業、民間生態環保

團體的力量，並大規模動員學術、媒體、藝文界人士的熱鬧活動參

與。 
仲夏與國家公園

有約生態解說活

動 

內容有「武陵野性世界答客問」「是誰偷吃了國寶魚-七家灣溪鳥類

觀察」、「遇見七家灣溪流金—觀魚台定點解說」、「發現武陵魅影—
夜間動物觀察」等。主要為解說員帶領解說以及定點解說。 

雪 霸

國 家

公園 

武 陵 心 饗 宴 ∼

2007 雪霸國家公

園武陵生態系列

活動 

內容包括專題研討(櫻花鉤吻鮭的生存現況與未來)、歷史溪流放流

成果發表記者會、櫻花鉤吻鮭棲地祈福種樹、櫻花鉤吻鮭生態中心

展示館啟用典禮等。同時更有精心安排的「山谷戶外爵士音樂饗

宴」、「我的武陵宣言」及結合自然生態與休閒旅遊等活動。 
海 洋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2008 海洋迎春嘉

年華 
結合鄰近社區及高雄在地的表演團體，以音樂會、海洋生態解說、

生態影片欣賞等多項活動呈現，藉由高雄都會公園綠意盎然優美的

環境，營造輕鬆、知性的氛圍，讓參與活動的民眾體認海洋國家公

園設立宗旨，以培養國人親近海洋及愛護海洋的情懷，滋養海洋文

化。 
註：本表係參考各國家公園網站之活動訊息初步整裡，包含預計舉辦及已經舉辦之活動，但不代

表各國家公園全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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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家公園發展相關文獻探討 

本計畫重要工作項目之一為針對國家公園之解說與保育計畫進行彙整，

並從國內外趨勢之比較確認未來國家公園可以推動之方向；相關文獻和資料

之蒐集與探討主要之目的乃在瞭解國際保護區與保育工作發展之趨勢，並可

以此趨勢做為參考，進一步檢討並分析國內國家公園解說與保育計畫還可以

作些什麼，以達輔導團之輔導效能。相關之文獻與案例包含生物多樣性公

約、生態系作法、入侵物種之因應原則、保護區規劃與發展之趨勢，以及美

國國家公園之經營管理策略，內容如下： 

一、生物多樣性公約 

（一）生物多樣性公約之制訂 

生物多樣性是指地球一切的生命型式，基本上可以區分為遺傳多樣性

(genetic diversity)、物種多樣性(species diversity)與生態系多樣性(ecosystem 
diversity)等三個層次。全球有 40﹪的經濟來自生物多樣性所提供的財貨

(goods)與服務(service)，數億在存活邊緣掙扎的貧民必須仰賴生物多樣性，

才能勉強維生。生物多樣性在影響人類的經濟、社會、環境、文化、科學、

教育，是人類永續發展的基礎。 

依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於 1995 年發表之「全球生物多樣性評估(Global 
Biodiversity Assessment)」，地球上 45%之原始森林已消失，中美洲熱帶森林

不及原來 2%，平均以每年 1%之速度消失。消失之森林多數於過去百年間

遭砍伐，其中單是 1980 年代被砍伐殆盡之熱帶雨林總面積即高達 1,000 萬

公畝。此外，部分國家超過半數之溼地及紅樹林已消失不復見，全球超過 
10%之珊瑚礁亦被破壞至無法復原程度，倖存珊瑚礁之 1/3，預估亦將於 10
至 20 年內面臨崩潰。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認為生物多樣性如此快速消失之五大主因依序為棲

地破壞、外來種入侵、污染、過度漁獵及採收，以及疾病。換言之，近百

年來生物多樣性迅速消失絕大部分導因於人類活動。也就是說人類的活動

已經威脅了自己的之生存與發展。 

基於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更因為生物多樣性的快速消失與人類生存

之威脅，1992 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環境及開發大會中，168
個國家的領袖共同簽署了《生物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這個全球最大的環境公約希望透過締約方的承諾，與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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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來推動並落實公約之三大目標：「保育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其組成；

及公平合理的分享由於利用生物多樣性遺傳資源所產生的惠益」 

《生物多樣性公約》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就地保育」，在公約第 8
條共計 13 款的內容中，全在於說明就地保育的原則。其中 a 款要求締約國

建立保護區系統，或採取特殊措施以保育生物多樣性地區，b 款要求制定一

些挑選、成立和管理保護區的指導原則，而 h 款則說明應防止引進、控制

或消除那些威脅到生態系統、生境或物種的外來物種。 

（二）奉行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生態系作法 

為了達成《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目標，2000 年 IUCN 世界大會的決議

中闡明生態系作法是目前最為適合的方式，生態系經營不僅對健全的生態

系作法提供專業指導，以管理自然生態系和改變過的生態系(provides expert 
guidance on integrated ecosystem approaches to the management of natural and 
modified ecosystem)，同時也是 IUCN 未來的重點工作，這樣的策略將配合

其他委員會(例如物種存活委員會、保護區委員會)一起發展。 

生態系作法是一種土地資源、水資源和生物資源的綜合管理策略，其

目的是以公平合理的方式保育並可持續地使用資源，它所根據的是將適當

的科學方法與技術運用在各個層級的生物組織(包括生物及其環境的基本過

程、功能、相互作用與遺傳資源的保存)。 

《生物多樣性公約》體認各個生態系的差異，也瞭解社會、經濟條件

的不同，因此只列了「原則」，要各個執行單位依此原則自行衡量，採取適

當的措施。必須整體運用的原則如下： 

1. 所有生態系的管理都應符合人的利益； 

2. 經營管理應該分散到最基層； 

3. 生態系管理人員應考慮到他們的活動對附近和其他生態系的影響； 

4. 必須從經濟層面認識生態系。任何一項生態系作法方案均應： 

（1）減少對生態系具有不利影響的市場扭曲現象； 

（2）調整獎勵措施，促進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和可持續使用； 

（3）儘可能使某一特定生態系的成本和利益內在化； 

5. 生態系作法的優先標的是保育生態系的結構和功能； 

6. 生態系必須在它們的功能限度內加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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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該在適當的時間和空間尺度上執行生態系作法； 

8. 應該認識生態系過程變化多端的時間尺度和遲滯效應(lag-effects)，生態

系作法應當設定長期的目標； 

9. 在經營管理上必須認識到改變是無可避免的； 

10.生態系作法應在保育和使用生物多樣性之間維持適當的平衡； 

11.生態系作法應考慮到所有有關資訊與技術，包括科學、原住民、鄉土、

知識、創新和作業資訊； 

12.生態系作法應該讓所有有關社會部門和科學領域的人參加。 

生態系作法強調人類是生態系中的重要成員，因此經營管理生態系不

能再像過去那樣忽視人類因子(human component)，必須整合社會、經濟的

資訊與環境資訊；此外，生態系作法著重整合(integration)，不偏重生態系

中某一特定的財貨與服務，因此，更需要重新定位管理生態系的傳統疆界。 

（三）關於入侵物種(Invasive species)之因應措施 

全球經濟一體化促使許多生物隨著貿易、運輸、旅遊進入新的生態系。

這些入侵的(invasive)外來種(non-native species, exotic species, aliens species)
在立足(establishment)與擴散之後，可能對生態系和其中的物種造成經濟和

生態的災害。這些人類導致的外來種問題或使某些物種的數量更高，或使

另一些物種的數量減少。2001 年 6 月，《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與『全球

入侵物種方案(Global Invasive Species Program, GISP)』簽訂合作備忘錄，簽

約的目的是要這個新成立的入侵物種方案在科諮機構之下，發展一個與入

侵外來物種有關的先驅行動。尚在研擬階段的活動內容包括： 

1. 在締約國、政府和公眾間傳播入侵外來物種的資訊； 

2. 進一步發展各種合作，以預防、消除、管理入侵外來物種； 

3. 參與 GISP(Global Invasive Species. Programme；全球入侵物種計畫)資訊

管理群。 

眾人皆知預防甚於治療，當外來物種入侵之後，要消除(eradicate)它們

是極其困難的事。不過，保留區(包括國家公園)既然標榜自然的、本土的生

物相，則其對於區內外來物種的管理自當列為優先的項目，一旦發現外來

物種入侵，應該不惜巨資將之殲滅。以美國為例，美國國家公園署目前把

60%的預算用在管理外來種的工作上，執行這個工作的國家公園高達 200
個。攸關生物多樣性保育和永續使用的外來種的預防、消除與管理，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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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國家公園發展上，確實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四）在生物性多樣性公約提及的環境教育議題 

在《生物多樣性公約》中，第 13 條闡述與公眾教育和意識有關的條文，

此一條文指出，締約國應： 

1. 促進和鼓勵對保育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及所需要的措施的理解，並透過

大眾傳播工具進行宣傳，將這些課題列入教育大綱； 

2. 酌情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合作，制定關於保育和持續利用生物多樣性

的教育方案和公眾意識方案。 

公約第 13 條第一段之目的在於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和教育方案，使民眾

了解： 

1. 生物多樣性及其重要性； 

2. 保育生物多樣性所需要的配套措施。 

締約國用來滿足這項法律義務的方法很多，基本上可以透過學校教育

和社會教育的管道，以促使民眾了解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以及保育生物多

樣性的各種措施。 

因應《生物多樣性公約》的規定與趨勢，世界資源所(World Resource 
Institute, WRI)、國際保育聯盟(World Conservation Union, IUCN)以及聯合國

環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共同出版的“全球生

物多樣性策略(Global Biodiversity Strategy)”一書中也提出各國在學校教育

系統的建議： 

1. 強調生物多樣性對社區健康和福祉的貢獻； 

2. 強調生物多樣性對生態系健康(health of ecosystem)的貢獻； 

3. 把生態、經濟和社會觀點結合在一起。 

從《生物多樣性公約》十三條的規定可以瞭解，單從自身的保育研究

工作努力是不夠的，唯有擴大保護面向到教育的層面，才能讓民眾深刻認

識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和危機。唯有在民眾擁有保育生物多樣性的決心之

後，生物多樣性的保育和持續利用觀念才能延續下去。 

二、保護區規劃趨勢探討 

（一）保護區與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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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區的觀念起源於 1969 年聯合國科學既文化組織(UNESCO)的人類

及生物圈計畫。由於此地區的環境易受破壞且敏感，其管理有兩種目的，

即保存與發展，而在緩衝地區理論上只能有研究、教育、旅遊及遊憩等活

動之行為(Lynach & Urich)。而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為促進生物多樣

性、自然及文化資源之保護或維護，以法定或有效的方式加以經營管理，

將保護區分為七大類，分別為： 

1. 分類 Ia：嚴謹的自然保存(Strict Nature Reserve)：完全沒有人類介入且

得以永久存在的地方。 

2. 分類 Ib：荒野地區：大範圍區域，沒有永久或是明顯的人類遺跡。 

3 .分類 II：國家公園：自然的陸地或海域，不包含區域內指定開採或是居

住的部分。 

4. 分類 III：自然遺跡：保護區內一定包含了對當地居民有意義的自然遺

跡。 

5. 分類 IV：物種棲地管理區：藉由介入管理的方式來確保區域內特有物

種得以生存。 

6. 分類 V：景觀保護：包含陸地、海岸或是海域，人為或是自然經由時間

的累積而出現的一種獨特景觀，具有美學、生態或是文化價值，且通常

具有生物多樣性。 

7. 分類 VI：資源保護區：能提供永續的自然資源區域，並且能夠滿足社

區的需求。 

其中國家公園係屬較自然的狀況(見圖 2-1)，因此主要管理目標在於「生

物多樣性、環境保育及旅遊與遊憩」。然而各國依據 IUCN 分類標準對於個

別國家之歸類皆有所差異，這樣的狀況也造成了國際間保護區管理上的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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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IUCN 保護區分類與環境改變程度之關連性 

(資料來源：IUCN,2004)

（二）保護區的發展趨勢 

保護區規劃近年來受到全球變遷、公眾參與的提升等因素，在本質上

產生了變化，所關注的規劃議題與提出的解決方案，也開始與過去單獨透

過劃設一定範圍進行保護區管理的作法不同，與本計畫較為相關的趨勢說

明如下： 

1. 規劃過程必須設法融入多元的價值 

保護區具有生態多樣性的特性，也提供了休憩的機會。保護區代表著

最原始的自然環境，並有助於讓人類瞭解生態的演替，在進行規劃時，必

須考慮到任何的開發或許不一定會直接傷害到生態物種，但確有可能會影

響到生物之棲地。 

2. 保護區規劃必須考慮觀光需求與價值，反之亦然 

保護區內或周圍的居民認為其經濟來源和保護區發展計畫是有相關

的，有時候具體的保護或管理行動會帶給保護區內的居民經濟上的衝擊。

但保護區內的遊憩活動，目的是為了增加消費的機會以及促當地觀光的發

展，規劃者在計畫的過程中，應積極地考量保護區計畫可能產生的附加價

值。 

3. 國際間的保護區發展應創造共同語言 

IUCN 保護區管理分類方法利用其指導方針將稱為「保護區」的國家公

園分為七項分類，但許多國家將他們的國家公園分成不同的適合類別。當

然不同國家將國家公園分成不同適合類別的分類是成功的。然而，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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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中可以看到有些分類是非常地不嚴謹，例如 Brazilian 國家公園有 80%
是人類長期居住區，這對自然保育價值而言是非常衝突，也會延遲全球保

育的速度，IUCN 因此提出下列建議： 

 找出獲得資訊的更佳方式，和介紹一些分類驗證系統的可能性來

改善這些問題。 

 確認評估保護區分類的工作有不同方式，能否各地區獨立評估，

確認國家保護區當局是否已經有正確的、參考國際的在地評估模

式。 

 增進分類工作資訊的可及性，包含翻譯更大量的語言、網站的解

釋、和附帶建議的發展。 

 考量移除特殊名詞，如”wildness”，避免模糊不清、多重代表的名

詞。 

 發展保護區指導方針。 

（三）國家系統規劃 

在國際間保護區規劃典範的轉變下，保護區資源管理亦相應產生許多

作法。1998 年 IUCN 保護區委員會出版「保護區的國家系統規劃」一書，

說明了設立全國性保護區系統計畫的重要性，此一保護區系統設置之目

的，是要確保各種生態系統與群落能完整地被保護區管理所考量。此外，

制訂保育法規、指定權責管理機構並落實保護區管理同時也為「保護區的

國家系統規劃」重視的項目。 

國家系統規劃是以有組織的方式去達到大範圍的層級規劃，是建立在

現有知識與特性，並利用土地使用形態以及區域層級的不同來分成幾個不

同的保護區項目，主要分為幾個面向來探討： 

1. 進行國家系統規劃的原因 

明確建立一個解決特定議題的知識方針，以多面向的考量擬定計畫內

容。 

2. 保護地區系統-與生物多樣性公約 

在保護區域上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八條有明確的定義： 

 保護區域及特別區域分配建立是要保護生物多樣性為主要目標。 

 未來發展及方針的選擇應建立在特定土地分區的經營管理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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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護生物多樣性為目標。 

3. 國家系統規劃涉及的範疇 

國家保護區系統規劃的範疇應包含相關管理機構的發展、國家未來發

展計畫、土地使用計畫、永續性觀念，以及科技發展相關問題。 

4. 進行國家系統規劃必須注意的因素 

系統化是國家保護區可以成功的一項重要工作，但是有許多保護區遭

到資源的削弱，致使保護區無法完整且保護多樣性生物。系統規劃無法完

成的因素有： 

 缺乏保育的概念及準則。 

 沒有針對主要議題進行探討。 

 參與者不足。 

 議題細節太多。 

 涉及議題以及區域太廣。 

 依賴外來的專家學者，當地人才不足。 

 執行程度太弱。 

 沒有較大的政治力量去支持有價值的保護區。 

 宣傳之不足。 

 預算的忽視以及過渡依賴外來的資金。 

有鑑於此，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可參考到上述十點之說明，克服這些

問題，將有助於完善經營管理之體系。 

5. 主要推動的團體 

國家系統的規劃是一項大的工程，需要共同來經營管理並且期望達到

自給自足的保護區域，但往往因為保護區的經費，或是政治背景不足，而

使得保護區無法完整保存資源，成功的關鍵為提升投資者的興趣，並需要

以國際組織資金的幕款方式來達成目的，因此建議主要參與團體如下： 

 不同層級的政府單位 

 非營利組織 

 私人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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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社區 

 政治決策者 

 資助資金的國際組織 

 國際保育團隊 

三、美國國家公園的管理策略 

（一）推動國家公園經營管理必須考慮的事項 

國家公園的永續經營管理必須要考慮許多面向，像是外部環境資源的

管理以及內部資源的調配。整個國家公園的環境資源條件、潛在發展的可

能性，以及經營管理上面的人力及財政資源計畫，皆為國家公園管理計畫

的範疇，下列幾點為經營管理要考量之因素： 

 基地大小 

 園區邊界 

 周圍土地當前與潛在使用 

 土地擁有者 

 具潛在發展性的大眾娛樂 

 取得、發展、恢復經營的費用, 

 目前及潛在對資源的威脅 

 注意資源的損耗 

 人力資源分配 

 當地發展計畫和土地使用分區 

 當地社區和一般民眾的支持 

（二）人力資源計畫 

1. 人力資源的規定 

國家公園部門擬定了一套綜合型的人力資源計畫，所有的員工訓練皆

能夠幫助國家公園組織達到成功的目的，包含所有工作人員，像是員工、

志工、立契約者、實習生及所有國家公園內的夥伴。相關之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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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國家公園的管理人員一律由國家公園管理局任命、調配。管

理工作人員有固定員工(屬於國家公務員)和臨時員工(滿足旺季

工作的需要)的區別，固定員工一般要求有較高的學歷，如，大學

本科以上學歷。 

 在正式工作之前和工作的過程中，工作人員都要參加業務培訓。

工作人員統一著裝，佩帶統一臂章和徽章，形成特色的視覺識別

系統。 

 配備先進通訊設備。 

以上規範是為了保證國家公園的資源保護和服務品質。 

2. 人力資源的訓練 

人力資源訓練的目標是為了幫助增加專業知識、技能和經驗。針對不同

的類型的工作狀況擬定訓練的計畫員工的訓練，這些訓練將使員工獲得的技

能，能夠回饋於國家公園內的經營管理。然而這些計畫必須是連續不斷的，

國家公園的員工可以從任何有相關的學術領域中獲更多的訓練。在些相關的

訓練當中，員工的安全及健康也需要特別的注意，必須保證全部的員工訓練

過程是安全的，並且在最小的風險之下可以去完成他們的責任。 

人力資源計畫從評估工作人員的能力開始，針對職能所需而給予專業的

訓練，這個過程將包含下列相關的事項： 

 評估工作人員。 

 由其他領域的工作人員認同才能的需要。 

 評估未來的趨勢。 

 對於人力資源缺乏的因應策略研擬。 

另一方面，國家公園有很重要的資源：志工，其重要之任務包含： 

 保護公園資源與價值。 

 改善對民眾的服務。 

 促進與民眾的密切關係。 

 提供讓民眾得知或體驗公園的機會。 

（三）財務資源計畫 

財務持續性是重要的，我們必須去分配有限的財務支持去所有的經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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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計畫，包含了所有短期或是長期的經營。這些計畫都必須經過審慎的考

慮，以節省非必要的支出，以實行最好的管理，達到財政持續的目的。茲歸

類成如下幾點說明： 

 分析及修正工作程序以達最大效益。 

 資訊技術的充分使用。 

 透過接受職業訓練預先並且提出有效資金。 

 應謹慎考慮每項計畫之期程，使規劃、預算為多年期。 

 確保短期與長期的經營及設備發展的費用。 

 應用價值分析、資本財產計畫、本益比分析、生活週期花費估價、

風險分析及產權總花費分析。 

（四）土地保護 

1. 土地保護計畫 

土地保護計畫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有效的保護以及保存不同的土地，以

作為目前或是未來可能執行的經營管理策略來使用。這些國家公園系統之其

他的土地單元，就像是私人土地或是已經過授權為國家公園的土地，在執行

土地保護計畫的過程，都必須透過國家公園的法令以及其他相關的法令審慎

的檢視。 

2. 土地取得資金來源 

這些土地取得的資金可以透過像是捐助捐贈資金或者由交易買賣得來。 

土地取得資金可以分為下列幾點： 

 適當的購買或是捐獻資金。 

 土地交換。 

 募捐。 

 各種交易買賣。 

 民眾的土地權轉換或是回收。 

 徵收。 

（五）自然資源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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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的經營、發展和管理計畫，可能影響這些公園資源以更高品質的、

可信的科學數據以及衝擊評估所引導。公園經營管理決策執行之前，現存的

資訊可能是不足的，必須再去收集更多新的資訊，可以透過國家公園內長期

的監控和研究來補充資訊和數據，這些資料將會以有系統的整理到國家公園

的檔案或是書籍當中。國家公園內自然系統的恢復，必須要清理整個環境，

並且去恢復它們，包含下列幾點： 

 移除外來種。 

 移除污染物、非歷史構造及設施。 

 廢棄曠地、廢棄或是未授權的道路、長滿雜草區域以及破碎的自

然水道以及海岸線的恢復。 

 恢復自然景觀。 

 恢復本土動植物的。 

（六）生物資源管理 

1. 生物資源管理總則 

生物資源管理的目的為保存國家公園內的生物多樣性，並且去恢復由人

類行為所破壞及滅絕的動植物族群，生物資源管理的目的可以分為下列三

點： 

 保存恢復自然的豐富度、歧異度、活力、分佈及棲地和本地動植

物族群群落的行為和生態系統。 

 恢復公園內因人類行為而被破壞的植物和動物族群。 

 將人類對本地動植物的族群、群落、生態系統的衝擊減到最小。 

2. 本土植物動物管理 

本土動植物管理是重要的，在不可能去減緩現今人類的影響行為之下，

除了保護現有的特殊資源之外，也必須去復育稀有的種類，動植物管理的重

點可分為下列幾點： 

 因為族群被發現於不自然的高度集中或散佈，就像是人類影響的

(像是週期性棲地喪失、肉食動物滅絕或是高生產的棲地創造透過

農耕及城市景觀)，但是不可能的去減緩人類的影響。 

 保護特殊的文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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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稀有的、受到威脅的還有快要滅種的種類。 

 保護資產尤其在不可能改變人類活動型態時。 

3. 移除外來種 

當國家公園的目的是為了保存本土的動植物時，某些外來種的存在是不

符合這個目標，且妨礙土地的發展或者威脅本地種的生存環境時，則必須要

謹慎評估移除外來種，下列幾種情況為應移除的外來種： 

 妨礙了自然過程、自然特色的永存、本地種或是自然棲地。 

 本地種遺傳完全的中斷。 

 中斷了文化景觀正確的呈現。 

 損害文化資源。 

 妨礙公園以及鄰近的土地發展。 

 對民眾的安全造成危險。 

（七）地質資源管理 

國家公園系統計畫有一部分是保存和保護地質資源，包含了國家公園內

地質的特徵和地質演化的過程，除了保存現有的地質之外，也必須去評估現

有的人類活動對地質資源所造成的衝擊。地質資源管理保護的行動可以分為

下列幾點： 

1. 評估人類活動在自然過程中與在地質資源上所造成的衝擊。 

2. 現有地質資源的恢復及維持。 

3. 向公園的遊客解釋地質資源。 

（八）解說和教育 

1. 解說計畫－人員服務和非人員服務 

 人員解說服務可能包括步行、談話、遊覽、營火節目、以及少年

保護員計劃(培養小朋友的環保意識)。 

 非人員服務，涉及大量的遊客之管理，必須在固定時間內維持一

致性的解說與服務品質。 

 多媒體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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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園手冊 

各個小冊子應該提供公園的地圖，說明安全和資源保護問題，介紹公園

解說性題材，和描述重大公園資源。 

3. 技術和解說 

公園可使用更多技術傳播資訊，譬如網際網路和遠距離教學。 

四、小結 

在國際間針對保育與保護區規劃的趨勢中可以發現，過去純粹的保護物

種工作已經逐漸轉化到考量社會、經濟等因素的發展策略，也就是說，當前

的保育趨勢已逐漸以「資源整合」作為發展的基礎，同時也盡力在探討「保

護本土物種與棲地」、「排除外來種」、「發展生物技術」、「確認共同的保護區

語言」、「考量觀光遊憩需求」、「多元團體的參與」、「發展環境教育」等重大

議題，這些議題事實上都與本國國家公園之三大目標不謀而合。未來，國家

公園的發展應可參考國際趨勢，依循國家公園之三大目標，以持續被討論的

議題作為後續推動方向進行之。 

而在美國國家公園系統的經營管理中，最關鍵核心的策略在於「提升人

力資源的數量與品質」、「保持並維護本土物種不受人為及外來物種破壞」，

以及「解說教育的宣傳」，上述三大關鍵策略的研擬與推動大體上都能符合

IUCN 與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原則，因此，本計畫建議保育與解說後續的發展

趨勢，可參考上述文獻與案例之作法，往永續經營的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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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外相關案例分析 

（一）黃石國家公園 

1. 關於黃石國家公園 

黃石公園，是世界第一座國家公園，成立於 1872 年，位於美國中西

部懷俄明州的西北角，並向西北方向延伸到愛達荷州和蒙大拿州，面積達

7988 平方公里。這片地區原本是印地安人的聖地，但因美國探險家路易斯

與克拉克的發掘，而成為世界上最早的國家公園。它在 1978 年被列為世

界自然遺產。 

雖然公園內 3,472 平方英哩的土地位於懷俄明州的西北部，但是公園

實際上還延伸到蒙大拿及愛達荷州。公園的中心點是一個高於海平面大約

6,500 呎至 8,500 呎的寬廣火山平原，公園南面、東面、北面及西北面則有

比火山平原還高約 2,000 呎至 4,000 呎的重山峻嶺。黃石公園的特色就是

地熱現象，上千個炙熱噴泉及冒泡的泥漿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地熱谷。 

在黃石公園廣博的天然森林中有世界上最大的間歇泉集中地帶，全球

一半以上的間歇泉都在這裡。這些地熱奇觀是世界上最大的活火山存在的

證據。黃石熱點的具體表徵就是地表的熱氣地帶。不斷有地下熱水補充的

稱為熱泉(Hot Spring)，不斷噴發的稱為噴泉(Fountain)，定時或不定時噴發

的稱為間歇泉(Geyser)，還有只冒氣、不噴發的(Steam Geyser)，噴泥巴的

(Mud Pot)，甚至每幾百年來一次大爆炸的火山口(Crater)。 

黃石公園同時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野生動物保護區，有時在公園的深

處或道路上會發現灰熊或黑熊的蹤跡。這裡還有數千隻的麋鹿、長耳鹿、

羚羊、美洲大角鹿、大角羊及大約 2,200 隻的美洲野牛，這些動物在道路

旁或偏遠的地區都可以看到。 

2. 黃石國家公園的活動 

（1）健行 

不是所有的黃石公園壯觀的景象都是在路旁可以看到的，大約有1,200
英哩長的荒野小道連接公園內一些不容易到達的一些景觀點，去看這些景

觀及在野外露營還需要到公園管理站索取免費的入山證，這種入山證可以

在 48 小時內索取，也可以交$15 以郵寄方式索取。 

（2）騎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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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可以在猛瑪溫泉、Tower-Roosevelt 及 Canyon 等地的 AmFac Parks 
and Resorts 租到一小時或兩小時的導覽，騎馬一定要有公園導遊陪同。 

（3）乘船與釣魚 

馬達船或人力船可以在橋灣碼頭 Bridge Bay Marina 的 AmFac Parks 
and Resorts 處租到，這裡還提供有導遊陪同的釣魚之旅。私人的船隻也可

以在黃石湖〈Yellowstone Lake〉及路易斯湖〈Lewis Lakes〉使用，但要先

申請許可證，沒有馬達的船隻收費$5，有馬達的船隻$10，許可證十天有

效，有公園管員的認可，許可證還可以在大堤頓國家公園使用。 

大部分的小溪及小湖中都有一種或多種的魚，路旁的小溪及黃石湖提

供了非常好的釣魚場所，釣魚用具可以在園內任何一家便利商店買到。十

五歲以上的釣魚者需要購買一張十天有效的釣魚執照，一張執照$10，12
歲至 15 歲的釣魚者可以索取免費的釣魚執照。釣魚執照或管理辦法可以

至任何管理員站、遊客中心及漢摩頓便利商店購買或索取。每年釣魚季從

國殤節的週末開始至七月十五日開始，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開始日，釣魚

季到 11 月的第一個星期日結束。 

（4）滑雪 

每年十二月中至翌年的三月初在猛瑪溫泉(北方入口)、西黃石(西方入

口，在蒙大拿境內)、老忠實及 Flagg Ranch(南方入口)等地的 AmFac Parks 
and Resorts 還提供公園內部雪上之旅，同時也提供雪車出租及越野滑雪之

旅。 

3. 公園的遊客中心的資訊及展覽 

 位於猛瑪溫泉的歐布萊特遊客中心〈Albright Visitor Center〉主要

提供公園的自然及人文歷史。 

 西方入口 14 英哩處的麥迪遜博物館〈Madison Museum〉是考德

拉藝術中心〈Caldera Art Center〉的所在地，這裡展出的有文學、

視覺及表演藝術等作品。 

 老忠實遊客中心〈Old Faithful Visitor Center〉所展出的則是有關

於間歇泉的現象及其影響。 

 位於諾里斯間歇泉盆地〈Norris Geyser Basin〉的國家公園管理員

諾里斯博物館〈The Museum of the National Park Ranger, Norris〉
展出國家公園管理員發展的歷史。 

 釣 魚 橋 遊 客 中 心 及 博 物 館 〈 The Fishing Bridge Vis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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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Museum〉主要展出園內的自然生態及環境。 

 The Grand Village 遊客中心則展出『火與黃石』專題。 

 The Canyon 遊客中心提供野牛展。 

 黃石公園還提供一個靠近黑曜石崖〈Obsidian Cliff〉的野外展覽，

展覽主題就是岩漿形成的黑曜石。 

每年五月中至十月，黃石公園還提供一種語音導覽系統，這種語音導

覽系統〈The Tour Guide System〉其實就是一具光碟隨身聽和一片光碟，

光碟的內容包括公園的人文、野生動物、地質及生態環境等介紹，遊客可

以自行選擇自己想要聽的公園景觀介紹，這套語音導覽系統要插入汽車香

煙點煙器上使用，遊客可以在公園內任何一處 AmFac Parks and Resorts 
Activities Desks 洽詢。 

而從國殤節〈五月底〉到勞工節〈九月初〉這段期間會有公園管理員

及自然學家帶領介紹噴泉、自然歷史、攝影和兒童活動，地點是在猛瑪溫

泉，Norris Geyser Basin、老忠實、West Thumb Geyser Basin、Fishing Bridge 
Lake 及 Bridge Bay、Tower-Roosevelt、Grant Village、Madison 及 Canyon。 

4. 黃石國家的環境教育課程 

（1）探險：黃石公園！ 

國家公園管理處為 4-8 年級的學生提供了一個 4-5 天的課程計畫。這

一個計劃推動的時間為每年的 9 月到 12 月中旬，以及 2 月中旬到 5 月，

計畫的營區在拉馬爾布法羅大農場。冬季時營區與設施進行維修不開放使

用。 

黃石國家公園教導學生自然和文化歷史，調查當前影響黃石公園生態

系統的問題，促進遊客瞭解國家公園對生態的管理和保存。透過戶外活動

的過程來達到直接環境經驗的學習。學生在教師和家長的帶領下，實地進

行調查，討論，行動劇和日記寫作。計畫的執行者與教師合作量身訂造旅

遊行程以達教育需求。計畫操作的費用用來支付教師工資和學生所需之教

學用品。而由具有不同教育背景的國家公園管理員來帶領探索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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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探險：黃石公園環教活動 

(資料來源：http://www.nps.gov/yell/) 

（2）初級管理員 

黃石公園針對 5~12 歲的孩子開展了一項名為初級管理員的官方專

案，其目的是向孩子們介紹大自然賦予黃石公園的神奇以及孩子們在保護

這一人類寶貴財富時所扮演的角色。 

要成為一名初級管理員，每個家庭只需要為長達 12 夜的活動支付 3
美元，這樣孩子們就可以參觀公園的任何一個遊客中心。而後，在確定孩

子們確實出色地完成上述活動後，參與者將被授予官方的“初級管理員”榮
譽稱號。並被要求包括參加由公園管理員引領的一些活動，在公園的小道

上徒步旅行，完成一系列的關於公園的資源和發佈的活動，以及瞭解諸如

地熱學、生態學的相關概念。一些無論是孩子們，還是這些孩子的父母們，

都共同分享了成為初級管理員的樂趣。 

 
圖 2-3  黃石國家公園初級管理員標章 

(資料來源：http://www.nps.gov/y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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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少年科學家 

這個計畫的發展是由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黃石公園。年齡 5 歲以上的

學生可以能成為一位小科學家!在峽谷訪客教育中心或老忠實遊客中心，年

齡 5 歲以上的學生可購買 5 元的自我導覽小冊子。將在訪客中心和領域的

活動完成調查黃石公園的奧秘。相關的設備包含一個有溫度計、秒錶和其

他工具的小科學家工具箱。當調查完成，學員將被授予小科學家的榮譽或

鑰匙圈。 

（4）教師座談會 

黃石國家公園和它的官方教育夥伴，黃石公園協會組織合作提供一系

列教師座談會。這些專題討論會邀請經驗領域教育工作者共同參與，並鼓

舞適合任何教育背景的人士一起推動傳達保育國家公園概念。 

黃石公園是一所教室，座談會參加者專心於動態的地質學，生態學，

生物學和景觀人類史。每個座談會充滿豐富精彩內容，以及具體學科訓

練。課程與國家和國民教育標準相關聯。 

美國國家公園管理處同時也接受社會團體與企業的資金捐贈，透過黃

石公園基金會以支持協助這些教師講習班，以及其他受教育的機會。 

5. 小結 

從黃石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課程可以發現台灣國家公園未來可借鏡之

處，包括： 

（1）座談會的舉辦 

黃石國家公園的座談會邀請有專業知識及能能力的環境教育者參與

座談會，讓相關工作人員及有興趣投入環境教育的人有更多的機會一起為

國家公園做事。 

（2）與學術及教育團體合作 

黃石國家公園與學術及教育團體合作辦理環境教育課程有效地解決

了國家公園人力缺乏的問題，由學術或教育團體投入環境教育課程讓環境

教育的發展更有系統。 

（3）發展「任務型」兒童環境教育題材 

初級管理員、少年科學家等讓學童覺得到國家公園參與吸收及學習黃

石國家公園資源是一種多項任務的實現，這樣的方式不但增加環境教育與

解說題材的吸引力，也讓學童更認識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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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1. 關於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成立於 1890 年，佔地廣達 1200 平方英哩。優勝美

地的名字據說是從 Miwok 印地安語的大灰熊(Grizzly Bear)音譯而來，加州

州旗上的大熊就是優勝美地國家公園的特有物種。這一大片鬼斧神工，似

是精雕細琢，卻又在細膩中展現粗曠的自然美景，平均每年吸引三百萬以

上的遊客前來參觀，並且在 1984 年納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

(World Heritage)名單。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是處於內華達山脈一部份的山岳自然公園，也由於

此特徵，優勝美地國家公園愈顯其自然美，如被高山峭壁圍擁的美麗溪

谷、壯偉瀑布、紅杉(Sequoia)巨木林、以及寂靜幽美的湖沼等等。高聳壯

闊的山景令人由衷的讚嘆造物者的神奇偉大。自從白人在 1833 年偶然間

走入了優勝美地山谷(Yosemite Valley)，人們就從此愛上了這個地方；在這

裡我們可以欣賞到北美洲最雄偉的花崗石山(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花崗岩石

El Capitan)，連綿的草地，寧靜的高山湖及三個世界上排入前十名內的瀑

布。 

絕大部份的遊客賞玩的重點是優勝美地山谷一帶。在一哩寬，約 7 哩

長的谷地中，分別是令人嘆為觀止的懸崖峭壁和瀑布，並且有著一大片千

年高齡的美洲松分佈在其中的河流兩岸。目前全世界已發現的最大花崗岩

石─El Capitan 即座落於山谷內。從谷底算起，El Capitan 高 3593 呎，它吸

引了世界各地慕名而來的攀岩者到此超越顛峰，所以常常可以看到像蜘蛛

般的人懸掛在上面。 

2. 環境教育露營區計畫 

優勝美地研究學會是優勝美地國家公園的非營利合作夥伴，其使命主

要是促進遊客認識及尊重國家公園的資源。Crane Flat 營地自 1971 年起成

為教育設施，但隨著構造與結構的老舊，逐漸無法符合教育的需求與目

的。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優勝美地研究學會 2002 年開始研擬環境教育

露營區選址的環境衝擊草案報告(EIS)，並於同年的 11 月完成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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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優勝美地露營區現況 

(資料來源：www.nps.gov/yose/planning) 

（1）計畫目標 

 該計畫提供一個環境教育的場域及節目，並將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與優勝美地研究學會的服務任務相結合。 

 促進單日及多日的教育活動行程，並提供研究和學習自然世界資

源的機會。 

 提供場域設施永續設計，並提供學員高品質、身歷其境、安全的

教育體驗。 

 促進未來國家公園環境管理的發展。 

（2）環境開發因應方式 

公園的工作人員擔心露營區的開發對於

敏感地區及自然資源的影響，針對這些問題，

計畫小組持續地收集和分析 Crane Flat 地區的

環境資料(即：植被、野生動植物、水文及文

化資源資料)，並擴大了評估的項目與範圍，

另外也評估了 10 個露營地點。2006 年 4 月，

國家公園管理處的工作人員和優勝美地研究

學會人員舉辦「最佳化選擇」工作會議，利用

已經制定的一套標準來評估營區配置的適當

性、合理的與可行的，並符合計畫目的與需

求。一個位於 Henness Ridge 的「砂地段」，排



 36

名遠高於其他所有地點。這個提案的活動被紀錄，而在被確認後亦被實際

執行。 

 
圖 2-5  優勝美地 Henness Ridge 露營地平面配置 

3. 小結 

從優勝美地國家公園露營地的選址計畫可以發現台灣國家公園未來

可借鏡之處，包括： 

（1）以戶外露營體驗作為環境教育的媒介 

最好的環境教育方式是讓遊客接近自然，與自然生活在一起，優勝美

地國家公園的露營區提供與遊客一個絕佳的教育傳達媒介，讓遊客可以從

接觸自然到認識自然，到最後可以愛護自然，而這也是每個國家公園發展

保育工作與解說活動的最大目的。 

（2）與非營利團體合作 

積極與非營利團體及學術團體合作，這樣的模式可以避免資源的使用

不會因為營利目的而被消耗殆盡，同時也可以將教師資併入合作的內容。 

（3）審慎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就算是進行不會對環境造成太大衝擊的露營區開發，優勝美地新的露

營區選址前預先評估與調查了許多可能會造成衝擊的環境資料，而這樣的

評估、選址與規劃設計之過程長達五年，顯現出在國家公園保護環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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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審慎、仔細的評估過程是絕對必要的，在尚未完成所有的評估

之前，開發不應該被允許。 

 

（三）錫安國家公園(Zion National Park) 

1. 關於錫安國家公園 

錫安國家公園位於美國猶他州西南方，佔地 229 平方英哩(593.1 平方

公里)，每年慕名而來的遊客高達 260 萬。本地區主要的景觀資源為高大險

峻的懸崖峭壁和峽谷。除了景觀資源，豐富的物種也是一大特色。這裡有

將近 800 種植物，75 種哺乳類動物，271 種鳥，32 種爬蟲和兩棲類，以及

8 種魚類。此外長耳鹿、金鷹、山獅和一些稀有物種也棲息於此地。 

錫安國家公園裡有兩個峽谷，分別是北邊的科羅布峽谷 (Kolob 
Canyons)和南邊的錫安峽谷(Zion Canyon)。南邊的錫安峽谷為錫安國家公

園的精華區，主要有兩條路。第一為錫安峽谷景觀路線(Zion Canyon Scenic 
Drive)，其沿著河流(North Fork Virgin River)北上，深入峽谷。所有的露營

區、餐廳、小木屋和主要風景點都在這條路上；第二條為 Zion-Mount Carmel 
Highway，也就是 9 號公路，該道路橫貫公園，向東連接到 89 號公路。其

為建在懸崖裡邊的道路，也是所有國家公園裡，最長的一條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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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錫安國家公園範圍圖 

(資落來源：http://www.nps.gov/zion/) 

2. 錫安峽谷接駁遊園車系統 

因車輛造成污染，錫安國家公園禁止小客車車輛進入錫安峽谷景觀路

線，為了減少交通流量、解決停車空間不足的問題及減少空氣及噪音污

染，從 2000 年開始錫安國家公園發展錫安峽谷接駁遊園車系統。在 2007
年，接駁遊園車每天減少遊客車輛總旅程里數達 50385 英里，同時減少了

二氧化碳 24201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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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錫安峽谷接駁遊園車系統 

(資落來源：http://www.nps.gov/zion/) 

3. 錫安國家公園發展的遊憩活動與相關規定 

錫安國家公園基於本身之峽谷地形特色與環境保護觀念，發展了許多

與環境特色能契合之永續性戶外遊憩活動，包含了自行車、背包徒步旅

行，以及攀岩等，茲將相關活動之規定說明如下： 

（1）自行車活動 

 小客車不能超越騎腳踏車的人：必須停住讓他們通過。 

 不能超越正在移動的公共汽車－因為司機看不到您。 

 小心通過停止的公共汽車。 

 單排騎乘。 

 確認孩子必須和父母在一起。 

 請戴安全帽。 

 自行車騎乘者不允可以離開自車行道。 

（2）背包徒步旅行 

 免費提供全部邊遠地區露營地。 

 最大組是 12 個人 

（3）攀岩 

 攀爬錫安沙岩必須要有合適的硬體和技術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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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爬訊息在遊客中心可以取得，當游隼獵鷹造巢時，部份攀岩路

線可能關閉。 

 攀爬一整天需要的許可證-保障安全。 

 
圖 2-8  錫安國家公園的戶外遊憩活動 

(資落來源：http://www.nps.gov/zion/) 

4. 錫安國家公園的解說資源與媒體 

（1）錫安峽谷遊客中心 

在南方入口，國家公園內的管理員可提供諮詢與和發行偏遠地區許可

證，遊客中心內備有相關書籍與地圖。 

（2）錫安人類史博物館(Zion Human History Museum) 

配置有展覽品陳列，電影資訊和書籍。 

（3）科羅布峽谷(Kolob Canyons)遊客中心： 

國家公園內的管理員可提供諮詢與和發行偏遠地區許可證，遊客中心

內備有展覽空間、相關書籍與地圖。 

5. 國家公園管理員所帶領的環境教育活動 

國家公園管理員所帶領的活動是了解錫安的主要方式。主題包括地質

學，植物，動物，人類史等，大多數都是免費的活動，其中更有提供給兒

童的環境教育課程：初級管理員計畫(Junior Ranger Program)，活動項目簡

述如下： 

（1）初級管理員(Junior Ranger Program)方案 

 對象：初級管理員計畫特別為六至十二歲兒童而設，透過實際的

活動、遊戲、旅行和課程培訓讓孩子了解錫安國家公園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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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每天上午九點與下午一點半各舉行一次 

 地點：錫安自然中心 

 配備：基於大多數活動都在戶外，因此建議穿著較舒適的衣服、

帽子以及運動鞋。 

 家人注意事項：因為食物供給並不充足，因此建議再前往該地之

前先行用餐，並準備飲用水。 

（2）自導方案(Self-guided Programs)活動蓋章 

 6 到 12 歲孩童可以在參訪國家公園的旅途中，以體驗活動後蓋章

的方式集滿導覽手冊內的蓋章 

  
圖 2-9  錫安國家公園的管理員與環教場域 

(資料來源：http://www.nps.gov/zion/) 

(3)錫安峽谷荒野學會(ZCFI)的戶外冒險學習課程 

「想像與野生生物學家一起登山健行，一起觀察大角野綿羊，拍攝野

生動物，發現河灘邊的浣熊蹤跡，或是發現一個未知的自然領域」，上述

是由錫安峽谷荒野學會的成員在體驗錫安峽谷後所形容的話語。 

峽谷荒野學會教育與鼓勵遊客瞭解關於錫安國家公園的生態系統與

環境資源，而此一學會是錫安國家非營利歷史文化組織的一個部門，學會

也贊助野外工作者、大學教師、荒野體驗挑戰者來調查自然與文化資源，

同時也發展出一些相關的冒險教育課程，這些課程在戶外包括了簡易到艱

難的遠足健行，而大多數的課程安排還包括了室內的課程，包含了演講、

幻燈片展示，或是觀察植物與動物的標本，而學會的參與者也有機會到錫

安國家公園的後台去進行計畫的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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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錫安峽谷荒野學會 

(資料來源：http://www.nps.gov/zion/) 

6. 小結 

從錫安國家公園環境教育課程可以發現台灣國家公園未來可借鏡之

處，包括： 

（1）發展適合國家公園資源的活動凸顯環境特色 

錫安國家公園相當鼓勵遊客到國家公園從事戶外遊憩活動，而所發展

與鼓勵的遊憩活動多是能與環境契合的健行、登山、攀岩等活動，這樣的

活動除了提供給遊客多樣化的原野體驗外，同時也傳達出錫安國家公園的

環境就是適合自然體驗的意象。 

（2）發展完善的交通接駁系統 

錫安國家公園大眾運輸系統的推動不僅減少了溫室效應氣體，也舒緩

了旅遊旺季擁擠的車流量，更讓環境的景觀美質不因小客車的行駛或在道

路一旁停放而被影響。 

（3）與學術及教育團體合作 

與學術及教育團體合作辦理環境教育課程有效地解決了國家公園人

力缺乏的問題，由學術或教育團體投入環境教育課程讓環境教育更系統的

被發展。 

 

（四）美國氣候友善公園(CFP)行動 

美國從 2003 年開始推動『Climate Friendly Parks』活動，許多國家公

園開始使用替代能源計畫，例如:使用太陽能或風力發電、使用電能或氣電

共生的交通工具、多遊客地區使用大眾運輸系統，諸如此類的行動，其目

的就是為了對抗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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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參加『Climate Friendly Parks』(CFP)之國家公園包括：Gateway 
(June, 2003)、Glacier (April, 2004)、Zion (September, 2004)、Everglades (June, 
2005)、Glacier Bay (October, 2005)、Delaware Water Gap (November, 2005)、
Yosemite(April, 2006) 、 Great Smokey Mountain (Dec, 2006) 、 Hawaii 
Volcanoes (February, 2007)、Rocky Mountain (March, 2007)、Apostle Islands 
(2007)、Pictured Rocks Lakeshore (2007)等，因應全球暖化，有越來越多的

國家公園參加了這樣的行動，Climate Friendly Parks (CFP)探討之議題包

括： 

 國家公園及環境保護組織間的合作 (Collaboration between 
National Park Servi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測量國家公園內排放量 (Measure park-based GHG and CAP 
emissions using the Climate Leadership in Parks Tool) 

 發展永續策略以減少排放 (Develop sustainable strategies to 
mitigate emissions) 

 教育大眾有關國家公園為氣候變遷所作的努力(Educate the public 
about NPS’s effort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准許個人”做份內該做的事”(Empower individuals to “Do Your 
Part”) 

 
圖 2-11 美國 CFP 網站 

(資料來源：http://www.nps.gov/climatefriendlyparks/) 

而在落實的行動計畫方面，美國『Climate Friendly Parks』以「減低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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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氣體排放」作為發展目標，相關的行動包含建築物的使用/設施操作、遊

客運輸、雇員運輸、社區交通系統、區內運輸工具的使用以及維護、綠色

產品的採購與器材使用、最佳化管理、廢棄物管理、資源使用...等、並定

期監測國家公園內排放量及資源耗損量等。 

其主要行動計畫目標大致上可分為： 

 建築物的使用/設施操作 

 遊客交通運輸 

 工作人員交通運輸 

 運輸工具的使用以及維護 

 有害廢棄物管理 

 產品的購買與使用 

 教育以及服務範圍的延伸 

茲將各項行動方案重點整理，分述如下： 

1. 建築物的使用/設施操作 

此項目中有許多行動方案，其中有一項為檢視建物的能源效益，相關

作法如下： 

 重新檢核外在建築的能源使用以建立基礎的使用底限。 

 將所有的建物置入建材資料庫中，並且訂出潛在的指標以作為建

物翻新與改進之用。 

 以永續設計及高能源效益的建材來重新探討營造與改建方式。 

 執行一年一度國家公園及其周邊的能源使用審核，並且將結果予

以公布，並以競賽的方式予以獎勵。 

 改變國家公園的恆溫調節所設定的溫度。 

2. 遊客運輸 

在遊客運輸方面，提出了多模式的遊客接送系統 

 探討能夠擴展遊客接送的方法，使其在修復期間可適時的運作。 

 創造智慧型的大眾運輸系統，並提供遊客相關資訊，當公園道路

壅塞時，並提供替代路線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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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人員交通運輸 

在工作人員交通運輸上，提出在職工作的其他運輸系統的選擇： 

 建立共乘訊息並且提供相關的支持服務。 

 創造腳踏車計畫以減少通勤的距離。 

 建立共乘機制，以減少私人通勤的機會。 

 實施替代性燃料的運輸接送工具作為通勤以及當地社區往返之

用。 

4. 運輸工具的使用與維護 

在運輸工具的使用與維護方面，提出下列作法： 

 在運載規格上加入了替代能源以及能源效益的指導方針。 

 依照每個工作機能的需求提出特殊的運載工具。 

 尋找資金機會作為使用電力運輸系統、油電混合等，以及其他燃

料效益的選擇。 

 詳細記載運輸工具可使用的相關替代燃料。 

5. 有害廢棄物管理 

在有害廢棄物管理方面，制訂所應遵守的流程： 

 發展且執行有害廢棄物管理計畫。 

 精簡且改進公園有害廢棄物的標註以及登錄程序。 

 為公園內的員工進行有害廢棄物的相關訓練，包括了有害廢棄物

的產生、處理以及儲存。 

 在每年進行有害廢棄物的處理追蹤。 

 藉由建立產品購買指導原則減少廢棄物的來源(如綠色購買篩選

目標)。 

另外也提出了減少浪費以及垃圾處理的回收再利用計畫，其中包括的

行動項目有： 

 對於回收再利用計畫應增加其參與度以及長期的說明。 

 在產品的銷售上應註明所屬回收的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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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出如何引導回收並且標註適合的標章與符號在其存放的回

收桶中。 

 尋找額外的資金支援來進行公園西部的回收再利用管理。 

6. 產品的購買與使用 

在產品的購買與使用上，提出了綠色環保產品的選擇： 

 為綠色環保產品篩選提出概念備忘錄並且提出管理重點。 

 提升對現有的綠色環保產品指導方針的覺醒，並且將其加入篩選

的系統中。 

 引導並培訓雇員對綠色環保產品有所瞭解。 

7. 公園工作人員以及相關業者的教育 

在公園工作人員以及相關業者的教育方面，提出下列行動方案： 

 結合防災以及氣候變遷之間關連性的內容，導入防災教育課程

中。 

 教育季節性臨時雇員，在其操作手冊上加入氣候友善以及其他環

境經營管理說明的訊息。 

 印製環境經營管理聲明以及氣候友善公園的訊息在雇員以及相

關業者的季節性培訓內容中。 

8. 宣傳工作 

 對於氣候變遷發展有關的解說內容與陳列。 

 創造 LOGO 以及解說素材來實際說明綠色建構以及設計的企畫。 

 透過遊客解說、公園消息文件宣傳、以及其他工具來宣傳替代性

運輸系統以及其他永續性活動。 

 設計並且使用具有識別性的有效燃料或者替代能源的運輸工具。 

在環境教育方面，美國『Climate Friendly Parks』自身先推動相關攸關

氣候變遷的環境教育課程，，進而向外與環境保護組織合作，共同教育大

眾氣候變遷對環境之影響，宣傳個人”做份內該做的事”一同致力緩和氣

候變遷之影響，解說員亦會向遊客提及這方面的議題，以協助遊客了解氣

候變遷的影響。並設計了一套解說媒體來向遊客介紹氣候變遷對國家公園

的影響，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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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鐘錄影帶及 CD 來向遊客介紹氣候變遷對國家公園的影響。 

 一組十二個互動卡片來介紹受影響之動植物。 

 手持圓形小書籤讓學生及遊客來計算二氧化碳的使用量,及計算

自己對全球暖化的影響分數。 

 解說員及教師手冊。 
 

（五）日本大雪山國立公園 

1. 關於大雪山國立公園 

大雪山國立公園，是日本北海道中部的國立公園，成立於 1934 年 12
月 4 日。面積 2,267.64 平方千米，比東京都的面積還大，為全日本最大的

國立公園，其中 98％為國有地，加上北海道國有地則達到 99％。 

公園以旭岳、北鎮岳、白雲岳、黑岳、赤岳，以及大雪山系的十勝岳、

tomuraushi 山、nipesotsu 山、石狩岳等高度約 2000 公尺左右的群山所組成。

其中“旭岳”為北海道大雪山山脈的主峰，約佔 23 萬公頃土地，以現在

還持續活動的火山為中心，是個原始性豐富的國立公園。從 tomuraushi 山
開始的十勝岳連峰，或是包含 nipesotsu 山、upepesanke 山、石狩連峰和然

別湖的然別火山群被稱作「北海道的屋頂」也被指定為大雪山國立公園。 

這些山岳差不多 2000 公尺高，但是因為緯度比較高關係，有著可以

和本洲 3000 公尺級山岳匹敵的高山環境。山頂即使在夏天，也會殘留著

很大的雪溪和雪田，到處都是豐富的高山植物，創造出華麗的花田。 

雪山主要是以針樅、冷杉兩種松樹為主的亞寒帶針葉林。這美麗的森

林景觀成為這個地方不可欠缺的原始要素。豐富的森林和高山植物群落，

豐富的森林和高山植物群落，或是在冬季有著像極地環境的超級寒冷....等
等，自然環境的多樣，還有冰河時期殘存的北海道啼兔和 usubakichou、
asahihyoumon 等地區特有的高山蝶；其他物種如棕熊、蝦夷鹿等大型哺乳

類動物，以及還有熊啄木鳥(Kumagera)、島梟(Bubo blakistoni)等稀有鳥類

生存。 

此外，大雪山區富有豐富的溫泉湧出，如層雲峽、勇駒別、天人峽、

糠平、白金、然別湖、tomuraushi 山等地都是大雪山國立公園溫泉很好的

地方(區域劃分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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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規制計畫 
在特別保護地區與特別地域擬定保

護區計畫 保護計劃 

保護施設計畫 瀕臨絕種動植物復育計畫 

使用規制計畫 公園園區內交通管制計畫 
國立公園計畫 

使用計畫 
使用施設計畫 

旅館、露營、登山等使用公園內設

施管理維護計畫政策 
 

圖 2-12 大雪山國立公園區域劃分圖 

(資料來源：http://www.daisetsuzan.or.jp/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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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雪山國立公園保育活動-2008 年行動計畫 

大雪山國立公園在自然資源保育方面將區域劃分成特別保育區、特別

區域、與一般區域，除了針對不同區域擬定特殊的保育政策外，並積極於

瀕臨絕種動植物的復育與保存。此外，為了減少遊憩活動對國立公園內部

生態的機械破壞，公園嚴格控管入園遊客數量與設施的維護管理，並加強

園區巡邏，隨時掌握園區內生態發展之動向，以下為大雪山國立公園 2008
年行動計畫之活動項目列表。 

表 2-10 大雪山國立公園 2008 年行動計畫活動項目表 
活動項目 舉辦日期 舉辦場所 內容概述 

大會、進修會、訓練委員會

會議 5/17-5/18 十勝岳溫泉 
大會、講演、研

修、研討會、講

座、培訓 
Seiyouoomaruhanabachi 
蟲害控制活動 5/1-8/15 東川町 外來種防除活動 

研討會 6/7-6/8 美瑛 講義、野外觀察講

座 

6/22 赤岳、富良野岳 現地巡邏、當地巡

邏 

6/23-6/27 赤岳 現地巡邏、當地巡

邏一周 
高山蝶類巡邏活動 

6/28 綠岳、美瑛富士 現地巡邏、當地巡

邏 
6/29 旭岳、十勝岳週邊 
7/11-7/13 tomuraushi 山週邊 
7/13 旭岳周邊、旭岳裾合平 

指定的營地攀登地區及道路

維修 
7/16-7/17 天人峽、葫蘆沼澤週邊 

繩保護裝置、清潔

的活動、如安裝靶

子痕跡象。 

自然公園清潔日 
(大雪清潔) 8/3 

層雲峽溫泉、旭岳溫泉、白

金溫泉、糠平溫泉 徹底清掃活動 

外來植物清除活動 8/1-8/31 旭岳溫泉 外來植物移除 
9/3-9/4 tomuraushi 山、南沼澤週邊

9/6-9/7 葫蘆沼澤週邊、忠別岳週邊

9/27 十勝岳 

登山道、野營指定地、整備

指定地、攀登地區、道路等

區域維修 
9/28 旭岳週邊 

保護繩索更新、煥

然一新清潔活動 

高原溫泉和濕地租車監管措

施，與棕熊互動措施 
9/12-9/28 
(預定) 

高原溫泉沼澤巡遊路線及

赤岳銀泉台 

棕熊合作監測措

施、區間公車之手

冊 
層雲峽遊客中心自然環境解

說 
(機械評論的性質) 

5 月下旬 
10 月上旬 其他遊客中心 自然解說 

日本旭川市畫廊 2/17-2/23 
大雪山國立公園 20 週年攝

影展  

冬季研討會 2/21-2/22 
全國青年之家在大雪 (白
金) 

室內、戶外研修及

訓練 
SUNOMOBIRU 領域的監管

巡邏 3 月中旬  當地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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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海道地方環境事務所焦點政策 

（1）廢棄物管理及循環再造 

對於廢棄物之管理與循環再造，北海道地方環境事務所提出的環境對

策課，並非只針對廢棄物之不法投棄或不法輸出入為主，而更重要是與地

方團體共同參與、討論、協調，提出針對廢棄物、回收物之因應對策，提

出項目主要包括： 

 建立一個循環型社會 

 如何促進環 

 非法傾倒措施 

 進出口危險物品管理 

（2）環境保育措施 

環境保育措施為環境對策課推動地區自主性之環境保全活動、環境夥

伴關係的構築，以及防止地球暖化推廣活動之參與為主軸；此外，公害或

化學物質問題等針對區域環境具有危險性之議題，也呼籲應多多瞭解並自

發性的參與相關活動，提出項目包括： 

 地球暖化對策 

 環境教育、環境保育活動之推動 

 公害化學物質對策 

（3）自然環境之保全整備 

自然環境之保全準備為日本國立公園保護司對於重要自然景觀所作

的各種努力，以維護生態環境地區、融合自然和人文，並深化與擴大之，

實施措施包括： 

 國立公園、自然保護區、世界自然襲產區域 

 自然地復育再生 

 生態旅遊 

（4）野生動物保護管理 

野生動物之保護管理為魚類和野生動物司對於現存的野生動植物的

保育及復育措施，主要項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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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動物保護策略 

 外來物種防範措施 

4. 小結 

大雪山國立公園為日本最大山群之國家公園，除了擁有豐富的自然資

源外，高緯度與高海拔的景觀特色，在加上特殊的火山活動地質也使大雪

山國立公園成為北海道最具特色之國立公園。 

位於高緯度寒帶地區的大雪山國立公園，近年來也因全球暖化之影

響，特別加強園區內動植物保育之工作，除了將區域劃分為不同等級加強

管理之外，北海道地方環境事務所在保育方面也制定相關抗暖化對策、自

然環境再造、並積極推廣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由此可見日本當局對環境

保育的重視與決心。 

在由遊憩管理方面，園區在網路資源上提供遊客多種休閒方案選擇，

由於大雪山屬於高山地型，氣候四季分明，所以遊憩活動也多主要集中於

登山運動與自然景觀的觀賞。此外，也因大雪山為火山地質，相關的溫泉

活動也是當地的遊憩重點之一。雖然遊憩內容豐富多元，但相關的遊憩管

理規定卻一點也不馬虎，除了加強管理限制保護區域外，對於遊客的入園

數量與遊憩行為皆有嚴格的相關規範與管制。 

台灣玉山國家公園與雪霸國家公園也屬於高山地型，在氣候與生態物

種發展和觀光遊憩方式上與大雪山國立公園有相似之處，在未來發展對策

與管理制度擬定上，可參考此一案例。 

 

（六）紐西蘭庫克國家公園(Aoraki/Mount Cook） 

1. 關於庫克國家公園 

庫克國家公園於 1953 年建立，其組成包括 70000 公頃的高山冰原地

形，秀麗的風景品質讓它成為紐西蘭南島最受歡迎的目的地之一。根據統

計，每年基本上有 300000 遊客前來此冒險。庫克山是紐西蘭最高的山，

遊客到此國家公園旅遊的原因都來自於這裡的高山景色、自然歷史和遊憩

價值。 

這個地區的觀光活動從 1884年第一間Hermitage飯店建立於白馬丘時

開始產生。在庫克國家公園的解說品已經有一段歷史了，可以回溯到 1890
年代，當時高山指導原則是出自於紐西蘭第一個口譯員。此國家公園的解

說特色係結合毛利人自身的文化觀點並且雇用毛利人作為解說者，解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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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範疇包括冰川作用、高山生態、原住民文化與法令規定、探索和遊憩

歷史、田園風格、國家公園遺址以及世界遺址區域，而主要的解說媒材鎖

定在地方名稱的解釋以及種族神話或傳奇的描述。目前庫克國家公園的主

要舉辦的自費活動種類包括：生態旅遊、划船、影片欣賞、觀星、冒險活

動、小艇、候鳥遷徙觀賞、客製化行程、健行、登山、滑雪，共計 28 項

活動。 

 
資料來源：http://www.mtcooknz.com/mackenzie/Walks/ 

國外多數國家公園的保育及解說業務並無分別的獨立部門，與臺灣各

國家公園管理處的方式並不相同，因此，就庫克國家公園的相關保育及解

說政策綜合說明如下： 

2. 保護本土的植物及動物 

 種植本土植栽 

蒐集園區內本土植栽的種子或枝條，重新將其栽植於園區內。 

 建立環境監控 

包括本土植栽組成及多樣性的評估，這將提供實際的評估資訊。 

 危險族群管理 

遵守環境保護常規，並且紀錄瀕臨危險植物及動物的分佈，這

樣才能夠監控到群落的變遷及群落位置，也才能夠避免公共設施及服

務的提供設置於不適當的地方。 

3. 景觀管理 

 景觀改變應維持最小 

自然景觀的改變及景觀的修復有其必要性，而設置各項設施之

選址及設計也必須確實符合需求。 

 設施設計應減少對自然景觀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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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的設計應該要融入自然景觀中，並且減少其對自然景觀的

衝擊，除非是一些高海拔地區的小屋及露營區，因為這些設施需要清

楚地被看到，用以發揮其功能性。 

 設施設計應包含必要的大地工作 

設施設計完成後，應該要將受到擾動的土地的植被加以復原，

避免潛在的破壞以及河道的阻塞。 

 注意景觀衝擊 

為維護一個公園景觀品質的共同標準，不能忽略和緩、微小的

景觀衝擊。 

4. 遊客 

 可及性的提高所造成的影響 

因為提高遊客可及性，可能會對一些地區產生影響，要特別注

意的包括因為提高遊客可及性而對公園的自然、歷史及文化資源所產

生的衝擊、地區目前的使用、對 Ngäi Tahu 族群的任何反向影響。並

且規範機動車輛可以行走的道路範圍以及登山路線的路徑，如圖

2-13。 

 遊憩活動 

應特別注意遊客活動的適當性以及對 Ngäi Tahu 族群的反向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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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庫克國家公園遊客登山路線圖 

資料來源：Aoraki/Mount Cook National Park Management Plan P.72,2004. 

5. 資訊和解說 

 規定解說內容及設置位置必須詢問過原住民。 

 戶外解說牌必須是能夠引人注目且富有資訊的，設置位置不應破

壞周遭景觀。 

 遊客的導覽解說是由特許解說員或是部門職員進行。 

 特許解說員必須促進公園的安全性及愉悅感而且必須提昇國家

公園的保存利益。 

 部門職員應發展特殊團體的相關資訊。 

6. 小結 

綜合上述，庫克國家公園的資源特色主要以冰河及多樣地質景觀為

主，在人文部分則有毛利原住民的獨特資源，因此在保育解說管理及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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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上針對本土植栽的栽植、遊客的行為、交通運輸的規劃、設施設置的

內容及區位以及解說內容的正確性等項目有較多的著墨，而在各式的活動

安排上，則多以登山健行、滑雪等付費項目居多。 

 

（七）大堡礁海洋公園 

1. 關於大堡礁海洋公園 

大堡礁海洋公園位於澳洲昆士蘭州東北海岸，連綿延伸昆士蘭州海岸

線兩千三百公里，總面積大約是在三十五萬平方公里的一塊區域，澳洲政

府於 1976 年成立大堡礁海洋公園，在 1981 年被列入自然類世界遺產，主

要以海洋珊瑚礁生態系資源聞名全球。 

在大堡礁海洋公園(The 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在保育目標的

前提下，提供多元化的使用及生態永續發展。大堡礁世界遺產區(包括海洋

公園)是著名的 2900 年珊瑚礁。然而，大堡礁也有令人驚奇且多樣的生態

棲地，包括沙質珊瑚礁、大陸島嶼、藻類和海綿花園、河口紅樹林、海草

床、沙泥底棲群落和深海槽等。這些棲息地和他們相互連結使大堡礁成為

地球上最豐富且最複雜的自然生態系統。 

透過大堡礁海洋公園的保育及發展，提供長期的保護、生態永續利

用，同時能了解大堡礁並享樂於其中是大堡礁海洋公園成立的主要目標，

由澳洲大堡礁海洋公園管理局(GBRMPA/ 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 
Authority)進行監管，主要包括管理職責以及常態性服務兩項，說明如下表。 

表 2-11 大堡礁海洋公園管理局所屬工作表 
管理機構職責 常態性服務項目 
發展並實施分區及管理計畫 
環境影響評估及使用許可 
資料研究、監控和解讀 
提供資訊、教育服務和海上環境管理建議 

評估及簽准海洋公園中商業活動的進行。 
提供國內或國際有關海洋環境管理的諮詢和援

助。 
提供珊瑚礁相關資訊及教育資源。 
經營大堡礁海洋公園教育中心的大堡礁海洋公

園珊瑚礁水族館(Reef HQ)，目的為強化社區對

於大堡礁的理解及欣賞大堡礁。 

2. 大堡礁公園國家的環境解說 

（1）大堡礁公園國家教育中心(The National Education Centre for the 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與大堡礁海洋公園珊瑚礁水族館(Reef HQ) 

 實質設施部分：Reef HQ 是大堡礁的實體教育展示中心，提供各

種年齡層的學生一個體驗及瞭解大堡礁的特殊環境。在實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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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供展示區、主題區及互動島，展示區有珊瑚礁展示、食肉動

物展示。主題區則分為礁區、水區、光區、夜區、食物區等，其

中光區介紹了光線對於珊瑚礁生態系的重要性，而夜區則可看到

某些夜行或發光動物，食物區則是解釋在珊瑚礁生態區中的各種

動物的食物。互動島的目的就是「Discover, explore, touch and 
play!」發現、探索、接觸及遊戲!」，透過這樣的過程，直接的發

現、進而探索、接觸並透過互動遊戲，對於海洋生態系有更深刻

的體驗。 

 解說導覽部分：Reef HQ 的解說員或志工每天皆會定時安排常態

性的小型解說導覽，引領著來訪旅客。遊客可透過此機會第一手

的學習與體驗珊瑚礁及大堡礁生物。另外還有潛水員鯊魚餵食

秀，並可與潛水員水中交談以及每日特別放送等。 

 環境教育部分：如果老師帶領著學生來到 Reef HQ，學生將會得

到包括，觀察超過 5000 種活體海洋生物、體驗珊瑚礁生物的棲

息地、生態系統及行為、分析珊瑚礁生物間互存的相互作用、認

知到健康生態系統的需求、發現最新的珊瑚礁研究資訊、以及對

保護大堡礁的未來採取行動等多樣化之體驗。 

 學術研究部分：在館內，除了珊瑚礁生態系的展示以外，還從事

相關的海洋生態研究，包括珊瑚礁繁殖及疾病的研究、電解質的

實驗和海龜的營救。 

 志工培訓部分：則分為成人志工及學生志工，工作包括有解說導

覽、遊客諮詢服務等，同時有擬定一套學生志工計畫「Student 
Volunteer Program」加強學生的社區參與。有意加入志工的成人

或學生不需具備有特殊的技能，但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志工訓

練，且此訓練課程是必須自己付費受訓。這些訓練可以改善溝通

技巧，通過培訓可參加研討會及座談會、參與實地考察及社會活

動，收到每月志工通訊等，同時自 1987 年還開放部分的珊瑚礁

志工總部。 

（2）珊瑚礁教育計畫-「大堡礁公園多媒體教育方案(Reef ED)」 

大堡礁公園多媒體教育方案為一個互動式的多媒體教育方案，由大堡

礁海洋公園管理局的教育工作者和學生共同編寫。內容包括珊瑚礁教育計

畫(Reef HQ Program)、珊瑚礁學生教育計畫(Reef ED Students)、珊瑚礁監

護人學校(Reef Guardians School)、大堡礁探索資料庫(GBR Explorer)、視覺

圖書館(Visual Library)以及珊瑚礁心跳(Reef Beat)等六大部分，詳細說明如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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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大堡礁公園多媒體教育方案工作內容表 
活動名稱 內容概述 內容項目敘述 

珊瑚礁教育計畫 提供教師與學生更多的環

境教育質量及改革的機會 

珊瑚礁遊戲/Reef Play：為幼稚園或學齡

前小朋友設計。 
活的教室/The Living Classroom：每天在

水族館執行的珊瑚礁教育計畫。 
珊 瑚 礁 視 訊 會 議 /Reef 
Vedioconferencing：透過此視訊會議，可

將效益遍及澳洲及全世界。 
夜宿珊瑚礁水族館/Reef Sleep：夜間珊瑚

礁教育計畫。 
教 師 專 業 訓 練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珊瑚礁學生教育計畫 
除了 Reef ED 網站上的相關主題資訊外，還有針對學生的活動及未來

領袖國會(Future Leaders Congress)，為論壇式活動，由年輕學生參與環

境議題的討論，從小培養對環境議題的關注及觀點。 

珊瑚礁監護人學校 

鼓勵學校主動的參與在珊

瑚礁的堡上「盡一份看護的

力量」，同時透過這樣的互

動合作，學校的教育活動也

會有更多的新的想法、交會

與資源 

課程回饋 
資源管理 
針對你的學校及社區提出因地事宜的方

案 
社區教育 

大堡礁探索資料庫 

GBR Explorer 是探索大堡礁最大的線上指南，資料庫，將大堡礁內的

相關動植物資源分為四大類（1）動物、（2）植物、（3）景觀、（4）地

圖，另外再搭配英文字母 A~Z 的排序方式，友善可親且便利的使用介

面，讓老師、學生或是有興趣的人都可以在此輕易的搜尋，且為互動

式資源。目前 GBR Explorer 仍持續在建置中，將目前仍生活於大堡礁

週遭的所有動植物建檔。 

視覺圖書館 
視覺圖書館分為（1）相片圖書館(Image Library）及（2）影片圖書館

(Movie Library)，包括大量大堡礁相關的圖文，提供學生及老師作為知

識學習或教育教學使用。 

珊瑚礁心跳 

主要提供學生一系列的教育課程計畫。資淺的學生可以經由列印、黏

貼、裁剪等，隨意表達他們的想法。而資深的學生則藉此來協助這些

學弟妹們發展閱讀能力及相關詞彙的運用，並提升理解、評論及思考

力，並增進其對大堡礁的知識能力。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 www.gbrmpa.gov.au 

（3）針對不同目的族群提供不同網站資訊 

A. 大堡礁海洋公園管理局主題網站(GBRMPA)(www.gbrmpa.gov.au) 

為大堡礁海洋公園管理局(GBRMPA)官方網站，包括有 GBRMPA 簡

介、資訊服務、關鍵議題、海洋公園管理、許可申請、民眾參與等內容。

(網站架構詳上表) 



 58

圖 2-14 大堡礁海洋公園管理局主題網站(GBRMPA) 

(資料來源：www.gbrmpa.gov.au) 

B. 大堡礁公園多媒體教育網站(Reef ED)(www.reefed.edu.au) 

針對學生及教師所設立的網站，主要目的為宣導海洋環境教育，並提

供豐富多元的大堡礁海洋公園相關資訊，由管理人員及在地居民、志工等

共同建置一線上資料庫，包括海洋生態系的各種物種、周邊人文環境、歷

史等。資料庫內容豐富、完整，圖文並茂並具相當高的知識性。 

圖 2-15 大堡礁公園多媒體教育網站(Reef ED) 

(資料來源：www.reefed.edu.au) 

C. 大堡礁海洋公園珊瑚礁水族館網站(Reef HQ)(www.reefhq.com.au) 

此為大堡礁海洋公園珊瑚礁水族館(Reef HQ)的網站，大堡礁海洋公園

珊瑚礁水族館是針對不同的遊客所設置的珊瑚礁水族館，而網站上提供參

觀者資訊、展覽、虛擬旅行、遊戲等相關資訊及服務。此珊瑚礁水族館，

可以透過珊瑚礁展示、虛擬旅行或是大堡礁潛水現場直播，可以體驗大堡

礁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活珊瑚礁水族館奇觀，一如其宣導文字「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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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ef without getting wet at ReefHQ/在 Reef HQ，體驗大堡礁卻不用弄濕

身體」。Reef HQ 內的教育資訊與 Reef ED 網站是相互支援的。 

圖 2-16 大堡礁海洋公園珊瑚礁水族館網站(Reef HQ) 

(資料來源：www.reefhq.com.au) 

D. 大堡礁旅遊經營者指南網站

(Onboard)(http://www.gbrmpa.gov.au/onboard/) 

提供有意在大堡礁經營或拓展旅遊業務經營者的所有相關資訊。 

圖 2-17 大堡礁旅遊經營者指南網站(Onboard) 

(資料來源：http://www.gbrmpa.gov.au/onboard/) 

（4）強調在地意義與資源共享—建構「Story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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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Place--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onnections to Sea」是一個參

考的資料庫，仳鄰大堡礁地區的傳統在地使用者皆能擁有其資源，建構目

的在分享大堡礁周邊，海上及陸上國家的傳統資訊及知識。 

Story Place 對於原住民及 Torres 海峽的島民、管理者、研究者、學生

及其他利益關係者都是很有用的資源，Story Place 資料庫內擁有大量有關

原住民歷史及大堡礁地區的共同執行管理辦法，資料形式包括有期刊論

文、研討會論文集、書籍、報告、DVD、光碟、影片、網站及相關報導文

章等，唯一了解大堡礁原住民發展歷史、原住民知識及大堡礁地區相關經

營管理的歷程與相關措施政策的最佳管道。 

3. 大堡礁公園國家的環境保育活動 

（1）「大堡礁世界遺產地區 25 年策略計畫(The 25-Year Strategic Plan for the 
Great Barrier Reef World Heritage Area)」： 

大堡礁海洋公園管理處在 1994 年提出「大堡礁世界遺產地區 25 年策

略計畫(The 25-Year Strategic Plan for the Great Barrier Reef World Heritage 
Area)」以作為大堡礁世界遺產地區未來 25 年主要的發展、使用及保育策

略計畫，以確保大堡礁的永續健康，且為未來世代所使用。在此起始點，

納入了所有與此相關每個人關注焦點及觀點，包括有：政府、原住民、Torres
海峽島民社區、環保專家、科學家、遊客和建立於大堡礁的相關產業，包

括漁業、運輸業者和旅遊業者，這份策略計劃經由政府代表及相關組織包

括有旅遊、商業、保育、科學組織、原住民及 Torres 海峽島民社區，其共

同的信念是大堡礁是屬於大家的，且須共同設法保護大堡礁的未來。其 25
年的願景目標及策略如下： 

 健康的環境：保持其物種與棲息地多樣性，生態完整性與彈性，

而部分仍保持其原始狀態的區域/A healthy environment: an Area 
which maintains its diversity of species and habitats, and its 
ecological integrity and resilience, parts of which are in pristine 
condition. 

 永續的多元化使用/Sustainable multiple use  

 維護及強化其價值/Maintenance and enhancement of values  

 綜合性的管理/Integrated management  

 以知識為基礎，但在有限的資訊下謹慎的決策/Knowledge-based 
but cautious decision making in the absence of information  

 一個訊息流通、具參與度及承擔義務的社群/An informed, inv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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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d community. 

為達此目標，該計畫擬定了 8 個廣泛領域的策略計畫：  

 保育/Conservation 

 資源管理/ Resource Management 

 教育、溝通、協商及承諾/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Consultation 
and Commitment 

 研究和監測/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綜合規劃/ Integrated Planning 

 原住民與托雷斯海峽島民利益的認知/ Recognition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Interests 

 管理程序/ Management Processes 

 立法/ Legislation 

25 年策略計畫是由 25 年的長期目標，加上五年一期的短程目標與策

略計畫，來實現以上目標，其主要的訴求是：「大堡礁—保持其偉大/The 
Great Barrier Reef - Keeping it Great」，目的是在保證「這個獨特的區域能傳

承至未來，因為它是澳洲最傑出的襲產，應由澳洲人來看護，以造福全世

界」。 

4. 保育法令與規章 

大島礁海洋公園之所屬機關包括有澳洲聯邦政府、昆士蘭州政府及大

堡礁海洋公園管理處，而此三管理機關分別針對大堡礁區的保育，依據業

務權限制訂相關法令，由中央、地方到管理單位，擁有完整的保育法令與

規章，來保護大堡礁。相關法令分述如下。 

（1）大堡礁海洋公園自訂法令 

大堡礁海洋公園於 1975年制定「大堡礁海洋公園法 1975/ 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 Act 1975」，主要的內容為： 

 確認大堡礁為海洋公園。 

 確認大堡礁海洋公園之管理單位為大堡礁海洋公園管理局

(GBRMPA)，負責海洋公園的經營管理與管制。 

 大堡礁海洋公園管理處將大堡礁全區進行使用管理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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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堡礁海洋公園內禁止採礦活動(包括探勘及採礦)，(除非是

GBRMPA 所批准之學術研究)。 

 規定大堡礁海洋公園之船隻航行限制。 

 規劃、制定與執行環境管理收費制度。 

（2）大堡礁海洋公園法增修內容 

「大堡礁海洋公園法 1975」自 1975 年制定後，經過多次的增修內容，

各次增修內容之重點，簡述如下： 

 1993 年，「大堡礁海洋公園法 1993(環境管理費-通則)/ 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harge-General) Act 1993」，徵收一般環境管理費。 

 1993 年，「大堡礁海洋公園法 1993(環境管理費-稅制)/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harge—Excise) Act 
1993」，徵收環境管理費及消費稅。 

 1993 年，「大堡礁海洋公園法 1993/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 
Regulations 1983」，這些是規範在 1975 年的大堡礁海洋公園法下

的現行條例，內容包括罰則，還有申請及核准權限、船隻強制引

航、環境管理費，相關計畫的管理及審查權等。 

 1999 年，「大堡礁海洋公園法 1999(禁止採礦)/Great Barrier Reef 
Region (Prohibition of Mining) Regulations 1999」禁止採礦活動。 

 2000 年，「大堡礁海洋公園法 2000(水產養殖)/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 (Aquaculture) Regulations 2000」，規範水產養殖經營

權限。 

 2003 年，「大堡礁海洋公園分區計畫 2003/ 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 Zoning Plan 2003」，此為大堡礁海洋公園法 1975 內容

的土地使用分區計畫，主要為進行全區域保護保育及使用管理分

區。 

（3）澳洲聯邦政府制定相關保育法令 

 1999 年，「環境保護及生物多樣性保護法/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 1999(EPBC 1999)」：針對大堡礁

海洋公園所制定之保育法令。 

 1981 年，「環境保護法 1981(海洋投棄)/Environment Protection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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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mping) Act 1981」：禁止任何航行船隻，投棄或傾倒任何廢棄

物於海中。 

 1976 年，「歷史船難法 1976/Historic Shipwrecks Act 1976」：禁止

打撈因歷史中各種船難，而遺留至海中的沉船殘骸及相關器物，

如有發現皆須通報。 

 1993 年，「原住民權利法 1993/Native Title Act 1993」，立法確保原

住民之相關權利及相關的管理機制，尤其著重於土地所有權及使

用權限。 

 1983 年，「海洋保護法 1983(預防船隻污染)/Protection of the Sea 
legislation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Act 1983」：管制並

預防行經之航行船隻對海洋的汙染。 

 1987 年，「海事設備法 1987/Sea Installations Act 1987」：管制海事

設備的設立及使用。 

（4）昆士蘭地方當局之相關保育法令 

 1995 年，「(昆士蘭)海岸保護和管理法/ Coastal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Act 1995 (Qld)」。 

 1994 年，「(昆士蘭)環境保護法/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 1994 
(Qld)」。 

 1994 年，「(昆士蘭)漁業法/ Fisheries Act 1994 (Qld)」。 

 1997 年，「(昆士蘭)綜合規劃法 /Integrated Planning Act 1997 
(Qld)」。 

 1982 年、2004 年，「(昆士蘭)海洋公園法 1982/Marine Parks Act 
1982，(昆士蘭)海洋公園法 1982/Marine Parks Act 2004」。 

 1993 年，「(昆士蘭州)原住民權益法/Native Title (Queensland) Act 
1993」。 

 1992 年，「(昆士蘭)自然保護法/ Nature Conservation Act 1992 
(Qld)」。 

 1995 年，「(昆士蘭)運輸業務法案(海洋污染)/ Transport Operations 
(Marine Pollution) Act 1995 (Qld)」。 

 1994 年，「(昆士蘭)運輸業務法案(海上安全)/ Transport Operations 
(Marine Safety) Act 1994 (Q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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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年，「工作場所健康和安全法/ Workplace Health and Safety 
Act 1995」。 

（5）受到國際公約的協定及規章保護 

因大堡礁為世界襲產，且為地球重要之海洋生態系，因此受到許多環

境保護及保育相關的國際公約所保護。與大堡礁相關的國際公約包括以

下。 

 1972 年，「世界遺產公約/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保護世

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1992 年，「生物多樣性公約/ Biodiversity Convention」：保護及確

保大堡礁之生物多樣性。 

 1973 年，「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 (華盛頓公

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保護國際瀕危物種。 

 1979 年，「波昂公約/ Bonn Convention」：保護遷徙性或迴游性的

野生物種。 

 1971 年，「拉姆薩公約(濕地公約)/the Ramsar Convention」：保護

國際重要濕地，特別水禽棲息地。 

 1973 年，「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MARPOL Convention)」：預防

海上船舶對海洋造成污染與影響。 

 1982 年，「聯合國國際海洋公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UNCLOS))」。 

 1992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 

（6）受國際相關組織指定為特別保護地區 

 1981 年，「世界遺產公約/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大堡礁

根據世界遺產公約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sation(IMO)」：大堡

礁海洋公園是第一個國際海事組織指定的「特別敏感海域

(Particularly Sensitive Sea Area)」。 

（7）即時性的緊急保育救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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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 Hotline 1300 130 372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環境保

護局熱線(野生動物緊急救援專線)：如發現任何死傷野生動物，可打此專

線，會有專業人員即刻前往處理，仔細檢查及確認其死傷原因，並做為未

來此野生動物物種保育的參考資料。 

5. 小結 

綜合以上可看出在大堡礁地區有關解說、環境教育及保育方案，在軟

體部份著重於全方位的環境教育學習，且將環境教育融入其學校教育、學

術研究及觀光旅遊，且提供完整、公開、便利的相關資訊，保育政策上，

包括積極的調整及規劃經營管理計畫，消極的設置各項管理限制法令等，

在硬體設施上，則設置大堡礁珊瑚礁水族館，透過相關的展示、解說、體

驗活動，讓進去水族館參觀，變成一種無形卻充滿趣味性的環境教育體驗。 

而大堡礁海洋公園不僅重視大堡礁海洋生態系的自然資源保育，同時

也重視其在地文化價值與當地居民的參與程度，除了志工制度外，包括在

澳洲當地原住民及 Torres 海洋島民的歷史文化、海洋海事知識等，皆有相

關的解說、環境教育及保育計畫。 

總體來論，大堡礁海洋公園相關經營管理策略，包括各項解說、環境

教育、保育策略及其所衍生的各項計畫方案，皆是架構於其「25 年策略計

畫」下，設立一 25 年的總目標，並搭配每五年的短期目標及執行策略，

包括保育、資源管理、教育、溝通、協商及承諾、研究和監測、綜合規劃、

原住民與托雷斯海峽島民利益的認知、管理程序及立法等唯一全面性的保

育策略計畫，呼應邱文彥(2000)在「海岸管理-理論與實務」一書中所說「地

景保護區與海景保護區，是指當地人民與自然間長期的互動，而使此區域

在美學、生態及(或)文化價值上具有明顯的特色，並經持具有高度的生態

歧異度的一處適當的海岸或陸地區域。」而其所保護的重點，是能維持「重

要的生態過程(Critical Biological Processes)」。換言之，海洋事實上是一個

整體，以分割零散的方式處理海洋的相關問題並不合宜，應從整合性、整

體性的系統觀點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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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成果保存標準格式制訂 

第一節 現有成果資料彙整 

台灣從第一座國家公園成立至今已有 20 年多年，七座國家公園各具自然

資源及人文特色，所累積的調查研究及成果報告為數可觀，然而這些研究成

果皆分散在各管理處負責單位內，為確保各項成果與經驗之完整傳承，並能

達到國家公園彼此間的交流，因此需制訂統一性標準格式，並建立整合的知

識平台。 

由於國家公園的研究成果包括各項調查、監測、研究、拍攝、撰稿、製

圖、活動報告、展板、書籍出版品、圖片、影片等，各項文件的格式不一，

故需先進行分類，找出必須要保存的文件，再分別訂定各類型檔案的存檔格

式、檔案品質。因此，本研究先針對現有的國家公園研究成果進行清查，將

內政部營建署、台灣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玉山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

公園、太魯閣國家公園、雪霸國家公園、金門國家公園、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及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等網站上，有關於保育研究與解說教育之資料彙集整

理。 

一、內政部營建署網站 

在內政部營建署網站上與本案相關之內容，為「政府資訊公開」內的委

託研究計畫、研討會及工作會議營建出版品等項目，整理出年報、出版刊物、

執行進度、成果報告、招標文件、研討會及工作會議等分類。年報為 2005
∼2007 年之營建年報，內容按章節，全文皆可下載，但不可編輯。出版刊物

主要為營建雜誌社、內政部研究署會計室編印之書籍，以及部分政府出版品

代售，分成法規類、統計類及其他類，將書名、定價、內容簡介、重量列表。

執行進度包含計畫編號、計畫名稱、辦理單位、受委託/合作機構、計畫主持

人、研究期程、研究經費、各期報告預定及提出時間、目前執行進度等項目。

成果報告僅列出 95 年度各國家公園共 28 篇研究報告，列出項目包含研究方

式、計畫名稱、計畫年度、中英文摘要、電子檔下載，下載內容主要為報告

書全文，檔案可編輯應用，儲存格式包含 zip 檔、pdf 檔、doc 檔及 exe 檔。

招標文件為工程及勞務採購投標須知、契約等條文內容。研討會及工作會議

內容僅電腦媒體調查統計資料之申請與 96 年網路報送講習會，與國家公園

研究成果較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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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內政部營建署網站與本計畫相關之內容 
委託計畫執行進度：標題、發佈日期、項目、計畫

編號、計畫名稱、辦理單位(機關)、受委託/合作機

構、計畫主持人、研究期程(起迄)、研究經費(仟元)、
期中報告(預定、提出)、期末報告(預定、提出)、目

前執行進度 
成果報告：研究方式、標題、發佈日期、計畫年度、

研究報告摘要(中英文)、期末報告電子檔下載 

委託研究計畫 

招標文件：分類、文件名稱、編號、相關文件(下載

word 檔)、適用範圍 
研討會及工作會議 標題、內容、檔案下載 

年報：刊名、標題、檔案下載 

政府資訊公開 

營建出版品 
出版刊物：分類、書名、出版年月、定價、內容簡

介、重量、封面縮圖、編著單位、出版週期、頁數、

展售處 

二、台灣國家公園網站 

台灣國家公園網站上，本研究將保育與研究、解說與教育內之內容整理

出以下之分類，自然與人文資源、保育研究成果、國家公園學報、研討會資

料、研究報告、出版品、生態資料庫。自然與人文資源內包含海洋生態與陸

域生態，以圖片及文字對國家公園內特殊動植物品種簡介。研究保育成果依

國家公園分別介紹，內容為其歷年工作計畫簡介，文字內容不多，部分計畫

無照片，金門及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資料整理中，因此並無計畫內容。國家公

園學報列出第 12 卷第 1 期至第 17 卷第 1 期之內容，依各期篇名列出，可另

開視窗閱讀全文或下載留存，文字內容可編輯應用，檔案格式大多為 PDF
檔，僅第 12 卷第 1 期為 DOC 檔。研討會資料目前僅只列出一場研討會的講

義內容，且為 2005 年 8 月所舉辦之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與環境監測研討會。 

表 3-2  台灣國家公園網站與本計畫相關之內容 
保育新知 名稱、內容簡介、詳細內容 

海洋生態：名稱、內容簡介、詳細內容(中文名、中

分類、保育別、中文科名、英文科名、學名、保育

類別)、照片 

自然與人文資源 

陸域生態：名稱、內容簡介、詳細內容、照片 
保育研究成果 分類、標題、詳細內容 
國家公園學報 刊名、篇名、檔案下載 
研討會資料 會議名稱、篇名、檔案下載 
研究報告 分類、年度、研究類別、計畫名稱、主持人 

保育與研究 

生態資料庫 單位、連結網址 
解說與教育 出版品 分類、類別、書名、作者、出版向、備註、檔案下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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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國家公園研究成果統計 
研究報告 

國家公園 
 基礎調查 基礎研究 應用發展 應用研究 技術發展 

動物 51 2 5 0 4 
植物 24 0 3 0 0 
地形地質 9 0 0 0 0 
人文史蹟 7 0 0 0 0 

墾丁 
國家公園 

經營管理 16 0 18 0 6 
動物 56 0 0 0 0 
植物 35 0 0 0 1 
人文史蹟 15 0 0 0 0 
地球科學 18 0 0 0 3 
經營管理 0 1 0 66 3 
環境監測 0 0 0 10 0 

玉山 
國家公園 

生態 0 0 0 11 0 
動物研究 43 0 0 19 1 
植物研究 24 0 6 7  
地質地形 23 0 0 9 4 
人文史蹟 19 0 0 3  
經營管理 4 0 0 9 1 

陽明山 
國家公園 

其他 9 0 0 1 0 
動物類 45 3 0 3 0 
植物類 74 0 0 3 0 
地科類 15 0 0 9 0 
人文史蹟 16 0 0 0 0 

太魯閣 
國家公園 

經營管理 7 2 0 47 0 
動物 63 0 0 0 0 
植物 37 0 0 0 0 
地形地質 17 0 0 6 0 
人文史蹟 10 0 0 0 0 
經營管理 27 0 0 0 0 

雪霸 
國家公園 

其他 31 0 0 0 0 
動物 12 0 0 4 0 
植物 6 0 0 1 0 
地形地質 1 0 0 0 0 
人文史蹟 13 0 0 0 0 

金門 
國家公園 

經營管理 9 0 0 2 0 
經營管理 0 0 0 4 0 東沙環礁 

國家公園 其他 10 0 0 0 0 
內政部 
營建署 

經營管理 0 0 0 4 0 

資料來源：台灣國家公園網站，本研究整理 

表 3-4  國家公園出版品分類 
環境教育參考資料 

解說教育參考資料 

營建署公園組 

期刊、叢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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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摺頁 

解說書籍 

解說專刊 

解說摺頁 

攝影集 

期刊類 

明信片類 

16 厘米影片 

多媒體幻燈簡報 

紀念品類 

墾丁國家公園 

錄影帶及光碟類 

解說書籍 玉山國家公園 

手冊摺頁類 

解說書籍 陽明山國家公園 

手冊摺頁類 

解說書籍 

解說手冊 

太魯閣國家公園 

解說摺頁 

解說書籍 

解說手冊&簡冊 

雪霸國家公園 

解說摺頁 

解說書籍 金門國家公園 

手冊摺頁類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無 

資料來源：台灣國家公園網站，本研究整理 

 

三、墾丁國家公園網站 

墾丁國家公園網站上，生態保育包含生態保育區、保育記事、保育據點、

研究報告、生物資源資料庫、生態保育等內容，環境教育則提供環境教育教

材提供。保育記事將國家公園管理處歷年的工作做一簡介，並可連結至主題

網頁，以文字及照片簡單介紹該計畫內容及成果。保育據點則為展示館、研

究站及工作站之介紹。研究報告規劃類、地質水文類、植物生態類、動物生

態類、人文史蹟類、自行研究類，網頁上列出編號、計畫名稱、計畫主持人、

出版年月、PDF 檔全文下載，但部分研究無檔案下載，有些下載之檔案為紙

本掃瞄，故無法編輯應用。生態資料庫為動物及植物名錄，雖然墾丁國家公

園列出動物資料 4,349 筆，植物 1,519 筆，但有部分物種無中文名稱或無照

片對照。生態保育主要在生態保育的相關研究與給一般民眾的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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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墾丁國家公園網站與本計畫相關之內容 
出版品 分類、出版品名稱、出版日期、備註、簡介、

封面縮圖 
電子書下載 分類、書名、檔案下載 

解說服務 

環境教育 標題、內容 
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工作 標題、內容 

生態保護區 標題、內容簡介 
保育紀事 標題、內容簡介、連結至主題網頁 
保育據點 分類、名稱、簡介 
研究報告 分類、編號、名稱、計畫主持人、出版年月、

PDF 全文檔、檔案大小 
生物資源資料庫 中文名、英文名、中分類、保育別、中文科名、

英文科名、中文屬名、學名、保育類別、物種

特性、說明、照片 

生態保育 

生態保育 標題、內容 

四、玉山國家公園網站 

玉山國家公園網站上，有關保育研究成果及環境教育素材的內容，主要

位於保育研究及線上圖書館內。保育研究內，包含生態資料、電子文化地圖、

天然災害記錄、知識整合搜尋、學術研究暨標本採集資料名錄、野生動物救

傷單位。生態資料中，列出動物、植物及國內野生動物保育名錄，以條列方

式簡單介紹物種的型態特徵、分布地域等，並有圖片對照。電子文化地圖提

供各時期、不同主題之玉山國家公園地圖，以及地理資訊方面的相關資訊。

天然災害記錄主要為關於 921 地震、森林火災、颱風、土石流等研究報告，

內容格式並不統一。學術研究暨標本採集資料名錄以列表方式寫出研究名

稱、日期、研究地點、研究主持人及服務單位，但不能得知詳盡之調查情況。

線上圖書館內有解說出版品及研究報告。解說出版品內有簡訊、解說叢書、

年報及旅遊摺頁，簡訊類似一般雜誌之內容，有活動或文學方面之文章，解

說叢書可以 PDF 檔試閱前面幾頁，年報可下載 PDF 檔觀看，僅 92、95、96
年之資料，旅遊摺頁可下載 PDF 檔，但不能編輯應用。 

表 3-6  玉山國家公園網站與本計畫相關之內容 
動物名錄：動物學分類、學名、中文名稱、型

態特徵、分布地域、覓食習慣、照片、保育等

級 
國內野生動物保育名錄：標題、動物學分類、

中文名稱 

生態資料 

植物名錄：植物學分類、學名、中文名稱、形

狀特徵、分布地域、抽芽期、開花期、果熟期、

屬性 
電子文化地圖 標題、圖名、比例尺、年代、出版者、簡介、

檔案下載、網頁連結 
天然災害紀錄 分類、標題、資料來源、內容 

保育研究 

知識整合搜尋 網站及歷年研究報告全文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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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研究報告分類檢索 
電子地圖空間定位及資料檢索 

學術研究暨標本採集

資料名錄 
研究名稱、日期、研究地點、研究主持人、服

務單位 
野生動物救傷單位 類別、名稱、地址、電話、傳真 

簡訊：期數、篇別、主題、作者、作者單位、

內容 
解說叢書：叢書名稱、檔案下載 
年報：標題、檔案下載 

解說出版品 

旅遊摺頁：標題、檔案下載 

線上圖書館 

研究報告 編號、報告目錄、委託研究單位、主持人、年

度、類別、中文摘要、英文摘要、檔案下載 

五、陽明山國家公園 

陽明山國家公園網站上，關於保育研究成果及環境教育素材之內容於線

上圖書館及出版品內。線上圖書館包含簡訊、年報、研究報告、自然資源資

料庫、植物名錄、解說牌文稿、陽明山的動物、陽明山的植物、蝴蝶季。簡

訊收錄第 33 期至 174 期之內容，即 1996 年 1 月至 2007 年 10 月，陽明山國

家公園之活動、訊息及相關內容。年報收錄 88 年度至 95 年度各課室的工作

報告，但缺 91 年度年報的內容。研究報告會連結至陽明山國家公園知識管

理檢索系統，系統首頁依使用者身份別進入，一般使用者可依文件分類查詢

歷年研究報告，並可下載全文內容，部分檔案為紙本掃描。自然資源資料庫

包含植物、動物、地質、人文等資料，各資源需填之項目繁多，部分資源的

多數項目尚未填寫，大多可配合地理資訊系統得知其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

之位置分佈，另可上傳影音資料，提供一般民眾投稿自己拍攝的照片或旅遊

札記。植物名錄可下載植物名錄檔案及瀏覽介紹，但對植物的介紹並不多。

解說牌文稿主要為步道沿線及植物解說牌，部分可觀看解說牌簡介及圖片。

陽明山的動物與陽明山的植物為陽明山代表性動植物的簡介，動物依照類別

跟科目排列，植物依筆畫順序排列。蝴蝶季收錄歷年陽明山蝴蝶季的活動專

屬網頁，有 2003∼2005，以及 2007、2008 的活動網頁，可透過連結觀看。

出版品雖包含書籍、DVD、摺頁、紀念品，但卻無明確分類，多媒體有影片

可線上觀看，及下載陽明山國家公園簡介 PPT 檔觀看。 

表 3-7  陽明山國家公園網站與本計畫相關之內容 
簡訊 期別、標題、作者、內容 
年報 年份、標題、內容 
研究報告 分類、標題、版本、作者、生產單位、文件編

號、發表日期、文件分類、文件類型、有效日

期、主要文件、摘要、機密規則、檔案下載 

線上圖書館 

自然資源資料庫 植物：分類(中文名、學名、英文名、俗名、中

文目、拉丁文目、中文科、拉丁文科、特有種、

特有亞種、國內保育等級)、資料(發現者、命名

者、學名同種異名、原生/歸化/栽培)、特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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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型、葉形、質地、落葉性、花型、花色、花

序、花期、根系、果色、描述)、分佈(海拔、世

界分布、台灣分布)、地理分佈、生態照片 
動物：分類(中文名、學名、英文名、俗名、門、

中文綱、拉丁文綱、中文目、拉丁文目、中文

科、拉丁文科、特有種、特有亞種、國內保育

等級)、資料(參考圖鑑、主要參考文獻、發現者、

命名者)、特徵(食性、主要食物、活動習性、族

群狀況、繁殖期、科特徵)、分佈(棲地類型、微

棲地類型、分佈下限、分佈上限、分佈狀況、

海拔分佈、陽明山分布)、地理分佈、生態照片、

生態影片、動物叫聲 
地質：地質(1)斷層—說明(位置、斷層種類、斷

層上盤、斷層下盤、落差、斷層走向、描述)、
影像、地圖；(2)地層—說明(出露位置、所屬地

層種類、組成、厚度、粒度、描述)、影像、地

圖；(3)礦物—說明(露頭或礦產位置、礦物性

質、周圍地質、礦床描述、經濟價值)、影像、

地圖；火山地形(1)火山體：說明(行政區、所屬

山群、標高、比高、底部直徑、構成岩、火山

種類、火山口位置、火山口直徑、火山口深度、

火口瀨朝向、火山口描述、描述、交通資訊)、
影像、地圖；(2)熔岩階地—說明(位置、高度、

長度、寬度、描述、交通資訊)、影像、地圖；

(3)火山窪地—說明(位置、長度、寬度、形成原

因、描述、交通資訊)、影像、地圖；後火山活

動(1)噴氣孔—說明(位置、長度、寬度、地層、

礦物、水氣、二氧化碳、氮氣、氧氣、氬氣、

硫化氫、二氧化硫、氯化氫、現況、描述)、影

像、地圖；(2)溫泉—說明(位置、溫泉種類、標

高、地形、周圍地質、溫泉形態、泉溫、酸鹼

度、水質、主要離子、經營模式、溫泉使用情

形、交通資訊)、影像、地圖；河川水系(1)河流—
說明(所屬水文區、源頭、流出本區位置、出海

位置、主流長度、流域面積、流域平均坡度(度)、
描述)、影像、地圖；(2)瀑布—說明(位置、所屬

溪流、標高、瀑長、瀑寬、瀑潭深、造瀑層岩

類、形成原因、描述、交通資訊)、影像、地圖；

(3)湖泊與濕地—說明(位置、標高、長度、寬度、

直徑、深度、池水特徵、生態景觀、描述、交

通資訊)、影像、地圖 
人文：遺址與遺跡—說明(類別、名稱、地理位

置、海拔、遺址長、遺址寬、遺址方位、文化

年代、出土遺物、測繪資料、調查者、描述、

資料來源、關連網址、備註)、影像、地圖；聚

落(1)平埔族—說明(類別、名稱、活動年代、社

址位置考訂、規模、生活方式、漢化遷移過程、

與產業關係、描述、資料來源、關連網址、備

註)、影像、地圖；(2)漢族—說明(類別、名稱、

地理位置、隸屬行政區、管轄區域、位於國家

公園內之庄名及地名、成庄年代、規模、描述、

資料來源、關連往址、備註)、影像、地圖；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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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1)牧業—說明(類別、名稱、緣起、發展時間、

產地(牧場)分布、產地面積、產量、描述、資料

來源、關連往址、備註)、影像、地圖；(2)硫磺

礦床—說明(類別、名稱、地理位置、海拔、長、

寬、可採礦區面積、可採礦深度、礦石比重、

礦石品位、預想蘊藏量、可能蘊藏量、產量、

礦床類型、描述、資料來源、關連網址、備註)、
影像、地圖；(3)農業—說明(類別、名稱、緣起、

發展時間、產地(牧場)分布、產地面積、產量、

描述、資料來源、關連往址、備註)、影像、地

圖；(4)藍染業—說明(類別、名稱、緣起、發展

時間、產地(牧場)分布、產地面積、產量、描述、

資料來源、關連往址、備註)、影像、地圖；(5)
礦業—說明(類別、名稱、緣起、發展時間、產

地(牧場)分布、產地面積、產量、描述、資料來

源、關連往址、備註)、影像、地圖；古道—說

明(類別、名稱、俗稱別稱、起點、終點、途徑、

全長、走向、闢建年代、用途、分及、現況；

建築(1)日式溫泉建築—說明(類別、名稱、舊

名、調查分區、創建年代、歷史沿革、建物面

積、建物所屬權屬、土地所有權屬、建築結構、

建築特徵樣式、用途、現況、周遭環境、建議

處理或保存方式、保存價值、保存依據之法令

建議、利用建物作為解說站之優缺點分析、古

蹟分級、描述、資料來源、關連網址、備註)、
影像、地圖；(2)傳統建築—說明(類別、名稱、

所在聚落、創建年代、建築結構、建築特徵樣

式、建築材料、匠師來源、分級、描述、資料

來源、關連網址、備註)、影像、地圖；(3)歷史

建築—說明(類別、名稱、舊名、創建年代、歷

史沿革、建築結構、建築特徵樣式、用途、現

況、周遭環境、建議處理或保存方式、保存價

值、古蹟分級、描述、資料來源、關連網址、

備註)、影像、地圖；古卷契—說明(類別、名稱、

年代、立契人、關係人、土名、四至、今地名、

議定價格、年納租及配納大租、印記、描述、

資料來源、關連網址、備註)、影像、地圖；耆

老口述歷史—說明(類別、名稱、訪談者、受訪

者、訪談日期、內容概述、描述、資料來源、

關連網址、備註)、影像、地圖 
植物名錄 內容、下載植物名錄、瀏覽植物名錄及介紹 
解說牌文稿 解說牌名稱、更新日期、校對者、內容簡介、

解說牌圖片、植物解說牌文字檔下載 
陽明山的動物 分類、動物名稱、科目名、英名、學名、俗名、

特徵、習性、照片 
陽明山的植物 筆劃、植物名稱、學名、科名、描述、照片 
蝴蝶季 內容簡介、活動網頁連結 
出版品 項次、書名、出版年份、封面、封底、序/目錄、

版權頁、出版品規格、頁數、販售、絕版 
影片：媒體名稱、檔案大小、播放時間 多媒體 
電腦簡報.ppt：媒體名稱、檔案大小、播放時間

出版品 

消費合作社 內容、地點簡介、出版品簡介—書名、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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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重量、郵資試算 

六、太魯閣國家公園網站 

太魯閣國家公園網站上，生態保育包含自然百科、保育成果、出版品、

生物觀察、巡山員，環境教育包含生態介紹、太魯閣劇場、環教活動、教育

資源、解說員。自然百科連結至太魯閣國家公園行動服務管理系統，裡面包

含工務資訊管理系統、觀光資訊管理系統、保育研究資料管理系統等，工務

資訊管理系統內又包括生態工程推動計畫、公共設施、牌示管理工程線上地

圖，觀光資訊管理系統包括熱門登山路線、登山住宿資訊以及步道、景點、

山岳、部落、新聞、地質、溪流等資料庫，內容豐富，並注意到彼此間之關

連性，對於認識太魯閣國家公園有相當的助益。保育研究資料管理系統包含

動物、植物、昆蟲名錄，以動物的介紹最為詳細，細項繁多，因此許多細項

缺填。網站上列出關於太魯閣國家公園的研究報告有 196 篇，類別分為動物、

植物、人文、地科及其他等五項，全部都可以下載 PDF 檔，內容部分為全文、

部分為摘要，部分為全文掃瞄檔，可能因報告書年代久遠，已無電子檔，故

將紙本掃瞄，但其中有 19 篇重複列表，1 篇錯植內容。工作紀錄包含水質監

測及巡山護管，水質監測僅 95 年度之資料，巡山護管則有 2002∼2008 年的

巡山記錄，巡查報告可下載 PDF 檔閱讀。出版品有摺頁、簡冊、叢書、多媒

體等四類，僅提供作者、出版年及簡短的內容簡介。環境教育多為影片欣賞，

透過影音介紹國家公園的各項資源，較為特別者為學習單下載，有景點、主

題及困難程度可供選擇，可提供教師於校外教學後使用。 

表 3-8  太魯閣國家公園網站與本計畫相關之內容 
工務資訊管理系統：生態工程推動計畫(1)簡報

資料—內容簡介；(2)工程列表—計畫名稱、類

別、內容簡介、工程照片、工程圖；公共設施—
編號、設施名稱、座標、容量、現況、備註；

牌示管理—編號、設施名稱、座標、材質、尺

寸、單價、現況、備註；工程線上地圖 

生態保育 自然百科 

觀光資訊管理系統：登山資訊查詢(1)熱門登山

路線—登山路線名稱、行程天數、所屬山區、

相關山岳、建議路線；(2)登山住宿資訊—類別、

名稱、位置、情形、水源、狀態、海拔、座標、

可宿人數(3)注意事項—內容；解說景點資料庫

(1)景點資料庫—景點名稱、所屬分區、所屬步

道、線上地圖、生態照片、景點介紹、部落資

料、史蹟資料、歷史新聞、物種名錄；(2)步道

資料庫—步道名稱、所屬分區、步道分級、起

迄點、步道總長、所需時間、步道特色、步道

機能、線上地圖、步道位置、步道簡介、公共

設施、注意事項、備註、管理查詢單位、地質

資料、相關溪流、相關山岳、相關景點、歷史

新聞、動物名錄、生態照片；(3)山岳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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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岳名稱、所屬分區、相關步道、相關新聞、

山岳簡介、動物資源、圖片；(4)溪流資料庫—
溪流名稱、所屬流域、相關步道、相關新聞、

溪流簡介、圖片；(5)社區資料庫—部落名稱、

部落簡介、現在位置、相關景點；(6)地質資料

庫—地質名稱、地質介紹、相關步道、生態照

片；(7)新聞資料庫—日期、新聞標題、出處、

內文、關鍵字、PDF、相關景點、相關步道、相

關山岳、相關溪流 
保育研究資料管理系統：動物(1)鳥類—目名、

科名、種名、學名、英名、特有性、保育類別、

分類特徵、在國家公園內之分布、在台灣全島

之分布、文獻、型態(科特徵、成鳥外型描述、

成鳥羽色描述、飛行辨識、行為辨識、相似種

辨識、喙長、全頭長、跗蹠長、全長、尾長、

體重)、生態(出現時間、族群狀況、分布狀況、

定居性、覓食場所、覓食方法、食性、主要食

物、活動習性、棲地類型、微棲地類型、分布

下限、分布上限)、繁殖(繁殖期、合作繁殖)、
生態照、聆聽動物叫聲；(2)魚類—目名、亞目、

科名、亞科、種名、學名、英名、特有性、保

育類別、在國家公園內之分布、在台灣全島之

分布、文獻、型態(體重、最大體重、體長、最

大體長、鱗片、偶鰭、側線型、體型、脂鰭、

口位、鬚、背鰭、腹鰭、側線鱗片樹、雌雄異

形)、生態(棲地類型、微棲地類型、海拔分布、

族群狀況、食性)、繁殖(生殖行為、孕卵數、產

卵場、生殖行為)、生態照；(3)兩生類—目名、

科名、種名、學名、英名、特有性、保育類別、

分類特徵、在國家公園內之分布、在台灣全島

之分布、文獻、型態(成蛙特徵描述、蝌蚪特徵

描述、體重範圍、最大體重、體長範圍、最大

體長、尾、腮腺、指尖、上顎齒、背側褶)、生

態(出現時間、族群狀況、分布狀況、食性、棲

地類型、微棲地類型、分布下限、分布上限)、
繁殖(繁殖期、卵特徵描述、產卵數、產卵地點)、
生態照；(4)哺乳類—目名、科名、種名、學名、

英名、特有性、保育類別、分類特徵、在國家

公園內之分布、在台灣全島之分布、文獻、型

態(體重、頭幹長、尾長、後足長、齒式(上顎)、
齒式(下顎))生態(棲地類型、微棲地類型、族群

狀況、食性)、繁殖(繁殖期)、生態照；(5)爬蟲

類—目名、科名、種名、學名、英名、特有性、

保育類別、分類特徵、在國家公園內之分布、

在台灣全島之分布、文獻、型態(體重、體重範

圍、最大體重、體長、範圍、最大體長、背甲、

背甲性質、四肢有無、四肢性質、趾腹面、頭

部具對稱排列之鱗片、頭部具對稱排列之鱗

片、鼠蹊孔、毒性)、生態(棲地類型、分布狀況、

族群狀況)、繁殖(繁殖期、產卵期)、生態照；(6)
甲殼類—目名、科名、種名、學名、特有性、

保育類別、分類特徵、在國家公園內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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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全島之分布、文獻；植物(1)蕨類植物門—
目名、種名、學名、簡介、稀有性、照片；(2)
裸子植物門—目名、種名、學名、簡介、稀有

性；(3)雙子葉植物亞門—目名、種名、學名、

簡介、稀有性；(4)單子葉植物亞門—目名、種

名、學名、簡介、稀有性；昆蟲資料庫—種名、

學名、俗名、特徵、生態；精選影片—影片名

稱、語言、內容簡介、片長、攝影、出版、線

上觀看 
研究報告：年度、類別、標題、作者(單位與名

字)、PDF、中英文摘要 
保育訊息：標題、內容 

保育成果 

工作紀錄：水質監測(1)測站—記錄表 PDF；(2)
檢測項目—年度、項目、變化圖下載、備註；

巡山護管—日期、地點、巡查報告下載 
摺頁：摺頁名、出版日期、語言版本、內容簡

介、縮圖 
簡冊：簡冊名、展售處、執行編輯、出版日期、

語言版本、內容簡介、縮圖 
叢書：書名、展售處、作者、出版日期、內容

簡介、縮圖 

出版品 

多媒體：光碟名、展售處、系統需求、影片長

度、出版日期、內容簡介、縮圖 
生物觀察 標題、內容 
巡山員 服勤回報單、回報單資料分享 

繽紛生命：影片欣賞、評價 
區域特色：圖片、簡介、評價 

生態介紹 

地圖集：地圖名、圖片 
太魯閣劇場 影片欣賞、評價 
環教活動 標題、內容 
教育資源 學習單：標題、學習單下載 

環境教育 

解說員 解說志工網站 

七、雪霸國家公園 

雪霸國家公園網站上，有關環境教育與研究保育的內容分散於遊憩資

訊、生態保育專題報導、下載資訊、便民服務及影音專區內。遊憩資訊提供

雪霸國家公園之遊憩區及登山資訊，以及台灣七座國家公園的簡介。生態保

育專題報導包含自然資源保育、原住民專欄及保育研究計畫，主要為雪霸國

家公園內資源介紹。保育研究計畫依年度分類，將各年度的研究計畫列表，

收錄 83 至 95 年度的研究計畫，而各年度所列之項目並不相同。83∼86 年度

僅列出計畫名稱、委託對象、計畫概述，87 年度列出編號、委辦項目、委託

對象、計畫概述，88 年度列出編號、委辦項目、計畫概述、委託對象、中英

文摘要，89 年度列出計畫名稱、計畫目的、計畫時程、聯絡人及電話、辦理

情形，辦理情形為完成招標計畫，執行中，90 年度列出書目、計畫名稱、委

託對象，91 年度列出編號、計畫名稱、計畫範圍，92 年度依委辦案、補助

研究生案及自行研究案分類，列出編號、計畫名稱、計畫主持人及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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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項，93∼95 年度僅列出編號、計畫名稱、計畫主持人，無計畫範圍此項。

若要得知研究報告內文，需至下載資訊內的「文件資料下載—保育研究成果」

下載 PDF 檔，且僅依研究性質而無研究類別分類。便民服務提供雪霸國家公

園內各項活動、服務之相關檔案下載，如研討會的徵稿須知、志工報名簡章、

志願服務施行計畫、建築執照申請及相關法規…等。 

表 3-9  雪霸國家公園網站與本計畫相關之內容 
登山須知：內容 登山專欄 
登山路線：路線名稱、內容簡介、行程安排、

山屋營地水源概況 
國家公園資訊 國家公園名稱、沿革、資源概況、地圖、LOGO

遊憩資訊 

遊憩區介紹 分區名、遊客中心介紹、交通資訊、旅遊行程

建議 
自然資源保育 標題、內容 
原住民專欄 標題、內容 

生態保育專題報導 

保育研究計畫 編號、計畫名稱、計畫主持人 
文件資料下載-保育研

究成果 
編號、計畫性質、計畫名稱、主持人、更新時

間、文件下載 
出版品介紹：書名、作者、出版、定價、簡介、

縮圖 

下載資訊 

解說出版品介紹 

簡訊介紹：刊名、期數、出刊日期、PDF 檔 
服務資訊 類別、標題、服務相關檔案、PDF 檔下載 
活動訊息 標題、活動相關檔案、PDF 下載 

便民服務 

相關連結 分類、網站名稱 
影音專區  題名、線上觀看、下載觀看、格式、檔案大小、

時間 

八、金門國家公園 

金門國家公園網站上，有關保育研究及環境教育之成果於解說服務及研

究報告內。解說服務包括多媒體欣賞、出版品目錄、金門國家公園簡訊、解

說志工、保育研究。多媒體欣賞有四部影片可線上觀看，並自選頻寬及播放

軟體。出版品目錄並未分類別，但品項包含書籍、簡冊、摺頁、DVD、明信

片及拼圖。解說志工內主要為管理辦法說明，以及志工簡介和活動。研究報

告可依年度查詢，或依年度、類別、單位排序，類別包含動物類、植物類、

人文類、地質地形類、規劃報告、經營管理類、論文集等，與其他國家公園

分類相似，較為特別的是增加修復紀錄及戰役類。 

表 3-10 金門國家公園網站與本計畫相關之內容 
多媒體欣賞 題名、簡介、影片說明、縮圖、選擇觀賞格式

出版品目錄 編號、品名、圖片、簡介、售價、重量、備註

金門國家公園簡訊 期別、標題、作者、內文 
近期活動：編號、活動名稱、活動日期、詳細

資料 

解說服務 

解說志工 

管理辦法：標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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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解聯誼會：標題、內容 
解說志工：內容 
自然觀察：內容 
動物救傷：內容、表格下載 

保育研究 

救傷案例：編號、標題、內容 
研究報告  年度、類別、標題、受託單位、中英文摘要、

檔案下載 

九、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網站上，與本案相關之內容於自然及人文資源、研究

資源內。自然及人文資源依主題列表，內容僅為該主題概述，另有生態類別

之分類，海域包含環境因子、生物分布資料，另有海洋植物生態資源、海域

無脊椎動物、珊瑚、魚類，雖有相關內容，但卻都歸在生物分布資料內，陸

域包含陸域文史、陸域軟體動物、陸域無脊椎動物、昆蟲部份、蜘蛛部分，

而哺乳類動物、兩生爬行動物類、特稀有植物類、植被類雖有分類，但無相

關內容，雖有相關網址及檔案下載等項目，但目前尚無提供該功能。研究報

告目前僅七篇報告，雖有類別，包含文史資料調查、土地使用及海域使用分

區、東沙島陸域動植物相調查研究、東沙沈船遺蹟、東沙陸域生態資源、東

沙海域生態資源，但於計畫列表上卻無此項目，且依類別查詢時查無資料。 

表 3-11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網站與本計畫相關之內容 
海域 編號、生態名稱、生態類別、生態分佈、資料

來源、相關網址、檔案下載 
陸域 編號、生態名稱、生態類別、生態分佈、資料

來源、相關網址、檔案下載 
遺址遺蹟(海底沈船)：內容 

自然及人文資源 

海洋文史 
歷史事件：標題、內容 

研究資訊 研究報告 編號、報告名稱、研究期限、受託單位 

十、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網站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由 2007 年 10 月成立至今僅一年時間，因此網站上

有關保育研究之資料並不多，依照年度及區域做區分，以列表的方式提供計

畫名稱、受託單位及全文檢索之資訊，雖寫全文檢索，但內容僅只有概略的

摘要簡介，且無全文下載，也無海洋生物之資源簡介。 

表 3-12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網站與本計畫相關之內容 
94 年東沙自然資源調

查 
計畫名稱、受託單位及摘要簡介 

95 年東沙自然資源調

查 
計畫名稱、受託單位及摘要簡介 

海洋保育 

96 年東沙自然資源調

查 
計畫名稱、受託單位及摘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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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島自然資源調查 計畫名稱、受託單位及摘要簡介 

十一、小結 

就由以上針對各國家公園網站上之整理，發現與保育研究成果及環境教

育素材之內容相當多，但各網站上所提供之資訊及分類有相同也有相異處，

茲列舉研究報告為例，由下表 3-13 可以明顯比較出，大多數的國家公園類別

皆有動物、植物、人文、地質，而雪霸國家公園並無類別區分，東沙環礁國

家公園、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與其他國家公園不同，而金門國家公園因特殊

歷史背景，因此增加戰役類及修復記錄。但陽明山國家公園也有歷史建築的

資源，但並未將相關研究獨立出來。 

表 3-13 各國家公園網站之研究報告類別 
動物生態類 

植物生態類 

人類史蹟類 

地質水文類 

自行研究類 

墾丁國家公園 

規劃類 

動物 

植物 

人文史蹟 

地球科學 

生態 

經營管理 

環境監控 

玉山國家公園 

其他 

動物類 

植物類 

人文類 

地質地形類 

生態類 

資訊類 

解說類 

遊憩類 

氣候類 

法律類 

研究報告類 

計畫規劃類 

陽明山國家公園 

其他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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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動物 

植物 

人文 

地科 

太魯閣國家公園 

其他 
雪霸國家公園  

動物類 

植物類 

人文類 

地質地形類 

經營管理類 

戰役類 

修復紀錄 

規劃報告 

金門國家公園 

論文集 

文史資料調查 

土地使用及海域使用分區 

東沙島陸域動植物相調查研究 

東沙沈船遺蹟 

東沙陸域生態資源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東沙海域生態資源 
94 年東沙自然資源調查 

95 年東沙自然資源調查 

96 年東沙自然資源調查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綠島自然資源調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國家公園每年舉辦定期或不定期活動，以生態旅遊及環境教育的方式，

帶領民眾認識國家公園的資源，活動類型包含旅遊、登山、解說導覽、音樂

會、各式主題展覽、親子活動、學生體驗營、環境教育講座等。本計畫初步

將各國家公園的景觀與保育解說活動整理歸類，初步可分為親臨資源體驗、

學童體驗教育、志工體驗、各類表演、各類講座、靜態及多媒體展示、教育

訓練以及獎勵型活動(如攝影競賽、海報競賽或投稿徵文等)等活動。另外常

態性的舉辦年度主題特展(如生態講座、資源體驗活動)，這些活動之企畫書、

成果報告、展板、撰稿及製圖等，也針對各項活動類別分別訂定統一性成果

保存之標準化格式，才能方便成果之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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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訂定統一性標準格式 

網站彙整之結果發現部分內容有所缺漏，有可能使辛苦製作之成果失

傳，且由於之前國家公園保育研究成果與解說教育素材之保存方式並未有統

一標準，將影響成果的後續利用價值。各個國家公園訂定各自的分類方式，

雖有助於成果的傳承，但不一致的分類方式，勢必影響彼此間成果的整合，

因此雖有縱向延續，但難以水平交流，為了有系統的歸納研究成果，因此需

訂定一套統一且詳盡的分類系統，並統合於資料庫內，以方便檢索。而針對

出版品及其他成果資料也需給予統一的標準格式，以便於保存利用。 

本計畫將針對各類成果分別制定統一性標準格式，包括各項調查、監測、

研究、拍攝、撰稿、製圖及活動所完成的報告書、監測數據、展板、書籍（含

各式平面出版品）、圖片、影片等，訂定各類型檔案的存檔格式（如*.doc、
*.pdf、*.tif 等）、檔案品質（如 PDF 檔之列印品質、圖片之解析度等），同時

兼顧儲存與應用的可行性，例如 PDF 檔中的文字必須可以複製等。另外，針

對特殊項目訂定個別性標準（例如金門國家公園傳統建築測繪等）。本計畫

結案前將繳交各類標準化文件 50 份以上，全數完成後應另聘專家進行審查。 

成果保存之內容除供作各項保育研究計畫、解說出版計畫等委託執行之

辦理依據，亦可作為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工作流程擬定之參考，故應將製作「標

準化作業手冊」，俾減少業務交接過程中可能發生的遺漏或誤解，確保各項

成果與經驗之完整傳承。 

表 3-14 成果保存格式 
涵蓋內容 存檔格式 檔案品質 儲存與應用的可行性 

調查、監測、研究、拍攝、撰稿、製圖及

活動所完成的報告書、監測數據、展板、

書籍(含各式平面出版品)、圖片、影片 

如*.doc、
*.pdf、*.tif
等 

如 PDF 檔之

列印品質、圖

片之解析度 

例如 PDF 檔中的文字

可予複製 

另外，需將上述成果與素材結合知識平台的架設，提供簡易便捷的資料

登錄與檢索查詢管道，避免計畫成果流於形式。為能訂定出詳盡的標準格

式，將收集歷年各國家公園的保育研究成果及解說教育素材資料，以及各項

保育研究計畫、解說出版計畫等委託案之辦理依據，將其做初步分類，再請

專家針對各分類結果訂定保存標準格式，之後委請各國家公園實際業務從事

人員檢閱訂定內容，以能夠與實際狀況做結合，而不會僅只是流於形式，最

後經由專家協助，制訂統一標準化成果保存格式。 

因此，本計畫將以下列方法達到上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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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歸納法 

對保育研究成果、解說教育素材及委託案辦理依據的來源、收集、篩選

及有系統的歸納整理，以訂定初步的分類方式。資料來源如下： 

1. 相關學術論文與書籍：搜集國家公園相關學術論文。 

2. 圖書館相關資料：利用圖書館搜集國家公園相關資料，圖書館除各國

家公園所設置者外，應涵蓋校園圖書館。 

3. 運用相關研究機構收集資料，瞭解與本研究計劃相關檔案之收藏。 

4. 利用網路檢索相關資料，除國家公園網站外，另包含政府電子採購網。 

二、焦點團體訪談法 

透過特定對象受訪者的小團體方式進行主題聚焦及凝聚共識，焦點團體

訪談能提供多元、周詳的分類方法，且具互動之特性，有助於分類方法訂定

時的廣度與深度，欲徵詢之對象包含： 

1. 相關領域內具學識專長的學者。 

2. 相關業務主要從事人員。 

三、問卷調查法 

利用問卷調查，收集國家公園內實際業務從事人員，對於初步分類方式

之看法，以獲得實際狀況之意見，以進行修正改善。問卷對象包括： 

1. 七座國家公園管理處內，從事保育解說業務之人員。 

2. 內政部營建署相關業務人員。 

四、專家訪談法 

聘請專家針對修正後的統一標準化分類方式，進行最後的決策研擬，以

訂定「成果保存標準化手冊」。 

另外，在本工作項目下，委請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協助，針對本計畫提出

之分類進行討論，並依此分類提出各國家公園現有資料之清單，以及保存格

式之建議。另外，邀請相關人員協助進行訪談或問卷，以獲得實際狀況之意

見，作為改善修正之參考。 

本計畫綜合各國家公園網站之彙整，先將有關保育研究及環境教育素材

分成以下各分類，包含動植物、昆蟲名錄、研究報告、保育訊息、工作紀錄、



 83

出版品、登山資訊查詢、解說景點資料、志願服務、工務資訊管理系統。另

針對網站上沒有之內容，但有可能須保存之項目訂定分類。各分類下依類別

做細分，內容如下： 

   

 
圖 3-1  問卷 I 初擬之分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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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類依項目及細分內容擬訂問項，以國家公園管理處從事保育解說業

務之人員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本階段所得之結果，可作為統一性標準格

式訂定項目之依據。問卷內容如附錄一。本計畫委託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內，

從事保育解說業務之人員協助填寫成果保存調查問卷，並與內政部營建署相

關業務人員、專家學者進行討論。 

另外，為多方面參考與國家公園研究成果相關之分類，並為有系統之分

類方式，因此將國家公園網站現有的研究報告與出版品，於「全國圖書書目

資料網」上逐一查詢，記錄其索書碼及收藏圖書館，由於部分圖書館於分類

上會有差異，若僅為小數點後之差異，就以國家圖書館或台灣大學圖書館為

主，若有圖書館索書碼的分類號百位數字與其他圖書館不同，則增錄該圖書

館之索書號。 

台灣的圖書館多採用「中國圖書分類法」進行藏書之分類，目前已修改

增訂至第八版。圖書館在進行圖書分類時，其工作程序如下： 

1. 複本處理：檢查新進書籍是否與現有館藏重複，若為新書則進行內容

分析，加以歸類、編號。 

2. 辨類：經由內容分析，辨別該書所屬的門類，以做為歸類的依據。採

用方法有分析書名、參考內容簡介、檢閱目次、閱讀序跋凡例、閱讀

導論總論序論、閱讀正文、參考其他書目或請教專家等步驟。書名大

多可代表一書內容，因此分析書名含意，可以幫助瞭解書的內容性質。

若書名無法正確表達內容性質，則進行其餘之步驟。 

3. 歸類：根據辨類結果，結合分類規則，於分類法中選擇最適當類目做

為主要類目，以確定該書的分類號。 

4. 編號：確定該書適當類目後，將代表該類目的號碼記錄歸檔。 

5. 核對：避免重複、分類前後不一致之狀況。 

由於現有的出版品多為動植物類圖鑑或導覽指南，分類較為單純，可依

其出版形式制訂分類項目。而研究報告內容多樣，所以分類項目多且雜，因

此在成果保存類別制訂時，研究報告以索書碼之分類號做為參考依據，故需

進行索書碼查詢。根據本計畫統計結果，以「旅行‧觀光類」(分類碼：992)
為最多，其次為動物相關之研究，分類碼為 380∼389。但「旅行‧觀光類」

內，仍有關於動、植物調查或經營管理方面之研究，可能是由於辨類時，將

國家公園之研究報告都分為同一類，並未依其實際內容歸類。分類號統計結

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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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國家公園研究報告之分類號統計 
大類 小類 類目 

00 特藏 008 學位論文；送審論文 

01 目錄學總論 016 學科目錄 0 總類 

02 圖書館學總論 021 建築及設備 

32 天文 328 氣象 

351 自然地理 

352 歷史地質學(地層學) 

353 結構地質學(構造物理學) 

354 動力地質學 

356 地質調查(區域地質) 

358 岩石學 

35 地學、地質學 

359 古生物學 

360 生命科學總論 

366 生物之分布、生物地理 36 生命科學 

367 生態學 

370 植物學總論 

372 植物解剖 

373 植物生理 

374 應用植物學；經濟植物學；農業植物學 

375 植物之分佈；植物地理 

377 單子葉綱 

378 孢子植物 

37 植物 

379 同節植物 

380 動物學總論 

383 動物生理 

385 動物之分佈；動物地理 

386 無脊椎動物 

387 節肢動物 

388 脊椎動物 

38 動物 

389 哺乳類 

3 自然科學類 

39 人類學 396 胎生學 

41 醫藥 412 公共衛生 

430 總論 

432 農藝 

433 農業災害 

434 農作物 

435 園藝 

436 森林 

4 應用科學類 

43 農業 

437 畜牧‧漁獵‧家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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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土木工程 

445 市政及衛生工程 44 工程 

448 電器工程 

46 應用化學；化學工藝 460 總論 

536 民族誌 
53 禮俗 

539 謠俗、傳說 

545 社區 
54 社會學 

548 社會病理及緩和 

554 土地問題 
55 經濟 

558 貿易 

5 社會科學類 

59 軍事 599 國防；防務 

60 史地類 609 地圖學 

67 方志 673 華南地區(珠江流域) 

73 各國史地 733 遠東 

790 古物；考古 

797 中國古物志 

6-7 史地類 

79 古物；考古 

798 各國古物志 

924 宮殿及城廓 

928 民屋；住宅及工商業建築 92 建築美術 

929 風景建築；造園；敷地 
9 藝術類 

99 遊藝；娛樂；休閒 992 旅行‧觀光 

綜合以上結果，並參考國家公園網站上已有之分類項目，及考慮到本計

畫之工作目標與現行之相關計畫—國家公園數位典藏計畫，因此，擬定之成

果保存分類，分成研究成果、出版品、活動成果、監測記錄、志願服務等五

大類，各類別依照內容性質訂定其分類項目名稱，之後分別訂定成果保存化

格式，分類項目及所含內容如表 3-16。本計畫擬定之研究成果成果保存分類

與中國圖書分類法之索書碼對照如表 3-17，未來可提供國內圖書館於報告書

辨類編號時參考。 

表 3-16 本計畫擬定之成果保存分類項目 
類別 分類 分類項目 

學位論文  
學科目錄  

基礎調查 
氣候類 

應用研究 
基礎調查 

地形地質類 
應用研究 
基礎調查 

生態類 
應用研究 

研究成果 

植物研究類 基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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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研究 
基礎調查 

動物研究類 
應用研究 
基礎調查 

衛生醫療類 
應用研究 

基礎調查 
農業類 

應用研究 
工程類 應用研究 

基礎調查 
人文類 

應用研究 
戰役類 基礎調查 
地理資訊類 應用研究 

基礎調查 
史蹟類 

應用研究 
基礎調查 

經營管理類 
應用研究 
基礎調查 

遊憩類 
應用研究 

教育類 應用研究 

簡介、摺頁  
簡冊、專刊  
叢書  
攝影集  

期刊(含年報) 
連續性出版品 

簡訊 

紀念品  
光碟類-非視聽類 
光碟類-視聽類 

出版品 

影音類 
幻燈簡報類 

親臨資源體驗  
學童體驗教育  
志工體驗  
各種表演  
各類講座  

靜態展示 
靜態及多媒體展示 

多媒體展示 
教育訓練  
獎勵型活動  
常態主題特展  

活動成果 

學術研討會  
天然災害 
水質監測 

監測紀錄 
環境類 

巡山護管 



 88

動物 
生物類 

植物 
解說志工  

志願服務 
保育志工  

 

表 3-17 國家公園研究成果與圖書館索書碼對照表 
類別 分類 內容 

學位論文  008 學位論文；送審論文 

學科目錄  016 學科目錄 

氣候類 基礎調查 
應用研究 328 氣象 

351 自然地理 

352 歷史地質學(地層學) 

353 結構地質學(構造物理學) 

354 動力地質學 

356 地質調查(區域地質) 

358 岩石學 

地形地質類 基礎調查 
應用研究 

359 古生物學 

生態類 基礎調查 
應用研究 367 生態學 

370 植物學總論 

372 植物解剖 

373 植物生理 

374 應用植物學；經濟植物學；農業植物學 

377 單子葉綱 

378 孢子植物 

379 同節植物 

植物研究類 基礎調查 
應用研究 

375 植物之分佈；植物地理 

380 動物學總論 

383 動物生理 

386 無脊椎動物 

387 節肢動物 

388 脊椎動物 

389 哺乳類 

396 胎生學 

動物研究類 基礎調查 
應用研究 

385 動物之分佈；動物地理 
412 公共衛生 

衛生醫療類 基礎調查 
應用研究 548 社會病理及緩和 

430 總論 

研究成果 

農業類 基礎調查 
應用研究 432 農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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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農業災害 

434 農作物 

435 園藝 

436 森林 
437 畜牧‧漁獵‧家畜 
441 土木工程 

445 市政及衛生工程 工程類 應用研究 

448 電器工程 

536 民族誌 

539 謠俗、傳說 人文類 基礎調查 
應用研究 

545 社區 

戰役類 基礎調查 599 國防；防務 

554 土地問題 
地理資訊類 應用研究 

609 地圖學 

673 華南地區(珠江流域) 

733 遠東 

790 古物；考古 

797 中國古物志 

798 各國古物志 

924 宮殿及城廓 

史蹟類 基礎調查 
應用研究 

928 民屋；住宅及工商業建築 

經營管理類 基礎調查 
應用研究 

445.1 都市計劃；區域計劃；445.6 景觀工程；445.992
自然保護區規劃及其管理 

遊憩類 基礎調查 
應用研究 992 旅行‧觀光 

教育類 應用研究 52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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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標準化作業手冊 

國家公園歷年的研究成果，於計畫結束後繳交之相關檔案，因無明確之

規範，故多僅存成果報告或出版品的完成檔，且由於無共同之上傳資料庫，

因此跨單位難以整合利用，且其實在製作過程中尚有更多珍貴資料，未被收

錄卻也同樣重要，抑或針對成果之內容分項收錄，才能方便於應用於其他研

究上。 

以成果報告書為例，除需遵守政府出版品之規定外，亦需對於成果收錄

格式制訂保存規定，例如將圖片檔另設檔案資料夾儲存，未來可用於網站介

紹或生態簡報等處，使研究成果可改編成環境教育素材。若有地圖之繪製，

如動植物生態分布圖、規劃配置圖…等，應繳交製作的原始檔案，以另作編

輯使用。針對有進行問卷調查之研究，要求繳交 coding 後之 EXCEL 或 SPSS
檔案，不應只是報告書上的數據描述或圖表顯示，未來才能結合其他相關研

究結果，進行分析比較，拓展研究的廣度及深度。因此，各項研究成果應分

別制訂繳交格式外，對於研究過程或成果所產生的相關內容，亦需訂定收錄

之項目及收錄架構之標準化格式。 

因此，為了有系統的收錄成果及其相關之衍生資料，本計畫藉由歸納國

家公園歷年之資料後，於「成果保存標準化手冊」中，擬定之收錄架構包含

研究成果、出版品、活動成果、監測記錄、志願服務等五類，各類別依其內

容性質，訂定分類項目名稱及個別之成果保存化格式，各分類給予檔案儲存

格式之建議，或提供資料夾以保留存檔之彈性，手冊內容於「成果保存標準

化手冊」。 

由於部分成果為出版品，因此，於「成果保存標準化手冊」內，除了以

圖文方式說明成果保存標準格式外，另收錄政府出版品相關規定，包含：政

府出版品作業要點、內政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規定，於本年度新修訂完成。 

行政院對於政府出版品基本形制、電子檔繳交作業等都有條文規定。各

機關政府出版品應編印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GPN)，並應依國家圖書館之規

定，申請辦理及印製國際標準書號(ISBN)、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或國際標

準錄音/錄影資料代碼號(ISRC)，因此研究報告應需列明 GPN 及 ISBN。政府

出版品基本形制注意事項對於圖書及連續出版品、視聽及非視聽之電子出版

品，於封面、封底、授權頁、書背上所需註明之項目給予規定，以及紙本出

版品的尺寸規格給予規定上的建議。有關出版品電子檔繳交作業，規定電子

檔繳交格式及可攜式文件檔轉製設定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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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收錄政府出版品之相關規定，希望有助於使用者作業時，能方便

查詢相關規定。 
 

小結 

本計畫已完成「成果保存標準化手冊」之製作，涵蓋研究成果、出版品、

活動成果、監測記錄及志願服務等五大類，內容包含下表共 56 個分類項目

之統一性標準格式。 

表 3-18 成果保存統一性標準格式之分類項目 
類

別 研究成果 出版品 活動成果 監測記錄 志願服務 

分

類

項

目 

01.學位論文 
02.學科目錄 
03.氣候類-基礎調查 
04.氣候類-應用研究 
05.地形地質類-基礎調查 
06.地形地質類-應用研究 
07.生態類-基礎調查 
08.生態類-應用研究 
09.植物研究類-基礎調查 
10.植物研究類-應用研究 
11.動物研究類-基礎調查 
12.動物研究類-應用研究 
13.衛生醫療類-基礎調查 
14.衛生醫療類-應用研究 
15.農業類-基礎調查 
16.農業類-應用研究 
17.工程類-應用研究 
18.人文類-基礎調查 
19.人文類-應用研究 
20.戰役類-基礎調查 
21.地理資訊類-應用研究 
22.史蹟類-基礎調查 
23.史蹟類-應用研究 
24.經營管理類-基礎調查 
25.經營管理類-應用研究 
26.遊憩類-基礎調查 
27.遊憩類-應用研究 
28.教育類-應用研究 

01.簡介、摺頁 
02.簡冊、專刊 
03.叢書 
04.攝影集 
05.連續性出版品-
期刊 
06.連續性出版品-
簡訊 
07.紀念品 
08.影音類-光碟類

-非視聽類 
09.影音類-光碟類

-視聽類 
10.影音類-幻燈簡

報檔 

01.親臨資源體驗 
02.學童體驗教育 
03.志工體驗 
04.各種表演 
05.各類講座 
06.靜態及多媒體

展示-靜態展示 
07.靜態及多媒體

展示-多媒體展示

08.教育訓練 
09.獎勵型活動 
10.常態主題特展 
11.學術研討會 

01.環境類-天然災

害 
02.環境類-水質監

測 
03.環境類-巡山護

管 
04.生物類-動物監

測 
05.生物類-動物救

傷 

01.解說志工 
02.保育志工 

各分類將給予檔案儲存格式之建議，或提供資料夾以保留存檔之彈性，

期望藉由手冊之訂定，可做為業務承辦人員工作流程擬訂之參考，減少業務

交接過程中可能發生的遺漏或誤解，使辛苦完成之成果付諸流水，確保各項

成果與經驗之完成傳承，及多方面、多元化應用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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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立景觀保育解說諮詢顧問服務與交流機制 

經由初步蒐集之資料顯示，各國家公園常態舉辦之活動種類多樣，尤其

近年來內政部營建署推動「與國家公園有約」活動，增加國人在各國家公園

內活動體驗以及教育學習的機會，藉此些活動的推展讓國人對國家公園內的

環境資源及保育有更深入的瞭解，因此在這些活動舉辦時，解說導覽扮演了

相當重要的角色。國家公園成立至今已累積許多研究成果與教育素材，是否

可藉由各項活動的舉辦以及解說導覽的實施，讓這些保育解說活動獲得教

育、環境以及經濟效益。因此本工作項目的執行係延續歷年景觀輔導團的運

作模式，組成諮詢顧問團隊，實際前往國家公園進行現場輔導，提供諮詢，

且冀藉由本案相關工作的輔助，激盪新的創意與構想。本計畫階段工作包含

顧問團成立、各國家公園所舉辦之重要活動評估(包含專家學者之評估、業務

單位與遊客問卷調查)，以及針對各國家公園解說及保育趨勢之訪談，茲將各

階段性工作內容及流程說明如圖 4-1。 
 

解說方法與技巧

活動企畫內容

環境效益

參與者效益

制訂景觀保育解說輔導機制制訂景觀保育解說輔導機制

第一次現地查勘與輔導第一次現地查勘與輔導

國家公園活動舉辦現況

資料彙整

國家公園活動舉辦現況

資料彙整

-活動成果

與國家公園有約活動

資源特展(動植物生態、地質地形、文化…)
生態講座

學校團體、地方社區之環境教育活動

-專案成果

保育(景觀保護、生態保育)
環境監測

陽明山國家公園、雪霸國家公園、

玉山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

太魯閣國家公園、金門國家公園

初步建議與輔導機制修正初步建議與輔導機制修正

第二次現地查勘與輔導第二次現地查勘與輔導

提出總體報告，建立輔導模式提出總體報告，建立輔導模式

專家顧問團專家顧問團

解
說
導
覽

活
動
企
畫

生
態
旅
遊

社
區
營
造

景
觀
保
育

遊
憩
管
理

小型座談會小型座談會

培訓課程培訓課程

解說方法與技巧

活動企畫內容

環境效益

參與者效益

制訂景觀保育解說輔導機制制訂景觀保育解說輔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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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景觀保育解說諮詢顧問與交流機制內容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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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景觀保育解說諮詢顧問輔導團 

本計畫分別邀請具有解說導覽、活動企畫、生態旅遊、社區營造、景

觀保育、遊憩管理等專業範疇的專家學者，組成景觀保育解說輔導團，訂

定出輔導審核項目與原則，並配合各國家公園的年度活動進行現場輔導，

從專業的角度依據現況進行瞭解與分析。除了依據活動的舉辦進行實際勘

查外，另外並舉辦小型座談與培訓課程，藉此與相關執行人員，如國家公

園內之保育、解說...等人員與志工進行座談，瞭解相關項目執行時之課題，

並且進行討論，且藉此促進各管理處相關人員之互動，以提升專業素養。

本輔導團對預計網羅上述專業範疇之學者專家，羅列如下頁： 

表 4-1  景觀保育解說諮詢顧問輔導團成員名單 
本計畫攬聘主持人員 
學者專家 服務機構 專長 
歐聖榮 中興大學園藝系 教授 生態旅遊、景觀規劃、景觀評估、遊憩資源管

理、觀光遊憩行銷 
侯錦雄 東海大學景觀系 教授 景觀保育、遊憩行為研究、生態旅遊 
楊明青 靜宜大學觀光系 副教授 旅遊體驗、休閒社會心理學分析與應用、遊憩

管理 
吳忠宏 台中教育大學永續觀光暨遊憩管

理研究所 教授 
環境解說與傳播、環境教育、人際溝通、口語

傳播、永續觀光與遊憩管理、生態旅遊 
本計畫招攬之專家學者群 
李素馨 國立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教授 環境規劃設計、景觀建築、觀光遊憩、環境評

估、性別研究、觀光景觀評估、環境藝術設計

張俊彥 台灣大學園藝系 教授 自然環境效益、景觀規劃設計、園藝(景觀)治
療、景觀生態研究、休閒遊憩計畫、鄉村景觀

規劃 
孫元勳 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

所 教授 
鳥類生態與經營管理 

林良恭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教授 野生動物生態、保育生物、哺乳類學 
劉吉川 東華大學運動與休閒學系教授 研究方法論、遊憩資源經營、休閒之社會心理

學、遊憩服務業之行銷 
沈立 銘傳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助理教

授 
環境規劃與管理、環境保育與教育、永續觀光、

休閒活動設計、景觀及遊憩資源調查評估 
鄭佳昆 台灣大學園藝系 助理教授 環境行為分析與預測、人文層面景觀資源、景

觀資訊科技、資源永續利用規劃設計、景觀意

象及美學 
李俊憲 大葉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助理教

授 
空間分析、休閒產業 BOT 制度、人工智慧、電

腦應用 
顏宏旭 虎尾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系助理教

授 
觀光遊憩行銷、休閒遊憩統計、休閒農業、觀

光衝擊、政策評估 
陳錦玉 金門技術學院觀光管理系講師 餐旅業經營管理、餐旅服務、觀光行銷、航空

票務 
林擎天 大葉大學休閒管理系 講師 解說導覽原則與操作、社區營造、景觀規劃設

計、城鄉景觀生態 
林建堯 中州技術學院景觀設計系講師 景觀設計、造園景觀、住宅庭園設計、工程設

計監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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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攬聘主持人員 
李彥希 中州技術學院景觀設計系助理教

授 
創意設計與方法、景觀設計景觀美質評估、遊

憩管理 
陳惠美 台灣大學園藝系 助理教授 休閒遊憩活動企劃與經營、景觀遊憩空間規

劃、景觀資源經營管理、遊憩治療研究、遊憩

心理行為分析 
黃章展 靜宜大學觀光系 副教授 遊客行為研究與遊客管理、觀光資源規劃與經

營管理、休閒社會心理學分析與應用 
趙芝良 靜宜大學觀光系 助理教授 生態觀光、觀光資源規劃、遊憩計劃理論、環

境心理學 
顏家芝 世新大學觀光系 教授 景觀偏好、景觀美質 
李美芬 勤益科技大學景觀設計與管理系 

助理教授 
景觀評估、環境之決及行為研究 

蔡淑美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 講師 景觀保育、景觀規劃、景觀營造 

第一節 現地勘查與輔導 

一、第一階段現地訪談、活動查勘與評估 

（一）墾丁國家公園 

1. 活動評估 

（1）活動記實 
解說活動名稱 墾丁國家公園 來自大海的樂章音樂會 
解說活動簡述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希望以大自然的美景融合音樂旋律與藝術提升

民眾的旅遊層次及創造更深層的旅遊體驗，將於 97 年 7 月 12 日下午 5
時邀請台北愛樂於貓鼻頭公園舉辦「來自大海的樂章」音樂會，讓民眾

在天地遼闊、海天一色藍的夏季午後跟著音樂旋律進入最極致心靈旅

遊。貓鼻頭位於台灣最南端西邊岬角，隔著巴士海峽與另一岬角鵝鸞鼻

遙遙相望，是遊客遊玩墾丁國家公園必到的景點之一，因特殊地理位置

可以全覽台灣最南邊海岸線的山海景色。 

活動時間 1.活動日期：2008 年 7 月 12 日 
2.活動時間：下午 5：00∼6：30 

活動評估行程 97/7/11 下午 4：00∼5：00 針對解說課與遊憩課進行訪談 
97/7/12 下午 5：00∼6：30 音樂會欣賞 

活動地點 貓鼻頭遊客中心廣場 

輔導團成員 計畫主持人   靜宜大學    楊明青   副教授 
中州技術學院 景觀設計系  林建堯   講師 

活動執行人員 貓鼻頭管理站  洪玉瑩 

其他參與人員 黃郁琇、謝宗恆、張岳志、沈鈺婷、紀芬蓮 紀錄：謝宗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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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家評估結果說明 

人：有關於參與者、執行者(活動企畫人員、解說人員)、地方社區居民等相關項目 平均分數 

本活動的內容與安排適合所設定的目標參與者(本次活動鎖定一般大眾均可參加) 4 

本活動的內容讓參與者獲得符合其舉辦目的之知識或效益 4 

本活動內容預期可增加參與者正向之環境態度 4 

本活動讓參與者之間產生互動 4 

藉由本活動的進行，可讓參與者更瞭解國家公園 2 

活動的企畫與安排的過程提供了地方居民參與的機會(如擔任地方解說員或相關之工

作人員) 
 

活動的進行是否有解說人員的安排 是 

□ 

否 

■ 

解說導覽的過程具活潑性 3 

解說員有進行雙向(解說員與參與者之間)之互動解說 3 

解說員與參與者之人數比例適當 3 

解說人員之相關資料準備完善(資料完整、輔助道具、醫護用品、參與者特性) 3 

學者專家之意見說明： 

建議穿插一些簡潔有力的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相關的宣傳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

 

 

事：有關活動項目 平均分數 

活動舉行符合預期達成之目標/效益 4 

活動舉辦之項目契合活動主題 5 

活動的宣傳行銷管道成效良好 2 

活動的舉辦創造了良好的互動(參與者、執行者、與環境)效果 4 

活動是否因氣候或其他因素影響而有備案 是 

□ 

否 

■ 

關於本項目，學者專家之其他意見或建議： 

當日舉行，仍會有些不期而遇之旅客，可以在現場入口告知，或以海報顯示，或許有些遊客會多停留點

時間參與活動，雖然天工作美，但是仍然需要有雨天備案較佳。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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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活動舉辦的時間 平均分數 

活動舉辦時間或季節適當 5 

參訪或單次活動的過程所需的時間適當 

(部落音樂節舉辦時間為時間為 15:30~16:20，文化市集則為 10:00~16:00) 
5 

活動舉辦的期程(活動為期時程：如 6/2∼6/30)適當 4 

本次活動可成為該國家公園的例行/常態性活動 4 

關於本項目，學者專家之其他意見或建議：建議可在不同地點巡迴表演此類的音樂活動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

 

地：地點的安排相關之項目 平均分數 

活動舉辦場所之整體規劃完善 3 

活動相關設施的完善 3 

活動過程之動線規劃順暢 2 

活動場所有完善的安全性考量 3 

活動場地大小空間適當 3 

活動場地安排考慮了參與者的五感情境 3 

場所安排與活動類型的契合性佳 4 

關於本項目，學者專家之其他意見或建議：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

 

物：有關資源與媒體 平均分數 

本活動的安排與現場的環境資源吻合 4 

活動進行使用的媒材與現地環境資源契合 4 

本活動提供了適當的物品(如解說折頁、活動紀念品)給遊客 3 

本活動所運用的解說設施具有互動的效果 3 

關於本項目，學者專家之其他意見或建議：大巴士離開的引擎聲音會影響音樂會的舉行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

（3）小結 

墾丁國家公園此次的活動音樂與舞蹈的結合相當成功，音樂也雅俗共

賞，建議可以在墾丁國家公園各景點巡迴演出，但還可以改善的部分包含

強化宣傳，以及改善鄰近車輛干擾音樂會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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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動期間遊客調查結果分析 

（1）受訪居民特性分析 

本此抽樣於貓鼻頭音樂會中共回收了 40 份有效問卷，茲將樣本特性

說明如下(見表 4-2) 

 性別 

在本次活動期間調查的樣本中，女性有 28 人，佔了 70%，男性則

有 12 人，佔了 40%。 

 年齡 

在本次活動期間調查的樣本中，受訪者年齡分佈較為平均，除了

50-60 歲以外，大多分佈在 8 到 12 位上下。 

 教育程度 

在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方面，主要以大學(大專)為最多，有 23 人

(57.5%)，其次為高中與以上，有 11 人(27.5%)。 

 職業 

在受訪者之職業主要以工商業為最多，有 13 人(32.5%)，其次學

生，共有 9 位(22.5%)。 

表 4-2  墾丁國家公園參與者背景頻度分析 

問項 內容 人次 百分比(％) 問項 內容 人次 百分比(％)

女性 28 70 國小 1 2.5 性別 

男性 12 40 國中 1 2.5 
22 歲以下 9 29.17 高中 11 27.5 
22-30 歲 10 20.83 大學(大專) 23 57.5 
31-40 歲 12 8.33 

教育程度

研究所以上 4 10 
41-50 歲 8 12.5 學生 9 50  
51-60 歲 1 25 軍/警/公務人員 5 12.5  

   教職人員 3 7.5 

   工商業人員 13 32.5 

   農林魚牧人員 4 10 

   退休 2 5 

年齡 

   

職業 

其他 4 10 

（2）參與動機與資訊獲得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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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動機 

本計畫依據回收之有效樣本 24 份中進行頻度分析。在受訪者之各

動機方面主要以生理與體驗動機最多有 16 人(41.67%)。各類別動機頻

度分析表如下表 4-3 所示。 

 資訊獲得來源 

在受測者之得知訊息方式主要以其他方式最多，有 16 人

(41.67%)，其次為親友介紹有 12 人(30%)。得知訊息方式頻度分析表

如下表 4-3 所示。 

表 4-3  墾丁國家公園各參與動機與得知訊息方式頻度分析表 

參與動機 次數 百分比 得知訊息方式 次數 百分比 

生理動機 16 40 網路 10 25  

心理動機 3 7.5 報章雜誌 1 2.5  

社會動機 3 7.5  電視廣播 1 2.5  

體驗動機 16 40  親友介紹 12 30  

學習動機 2 5 其他 16 40 

（3）參加完活動後的意見 

在滿意度及再參與的面向中，五項總平均值為 4.225 受訪者對滿意度

問項中以「3-(5)如果本活動未來再度舉辦，請問您未來還願意再次參加本

活動嗎?」此項目平均數最高，分數為為 4.35 平均數最低之問項分則是「3-(3
請問您對本活動過程所傳達訊息(如解說或活動內容)的感到滿意?」，分數

為 4.1，詳見表 4-4。 

表 4-4  墾丁國家公園受訪者滿意度統計表 

題號 滿意度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3-(5) 如果本活動未來再度舉辦，請問您未來還願意再次參加本活動嗎 4.350  0.622 

3-(1) 請問您對活動過程中的解說人員感到滿意嗎 4.250  0.742 

3-(2) 請問您對活動所安排的解說媒體使用感到滿意嗎 4.250  0.707 

3-(4) 請問您對本活動(或解說過程)之整體狀況感到滿意嗎 4.175  0.636 

3-(3) 請問您對本活動過程所傳達訊息(如解說或活動內容)的感到滿意嗎 4.100  0.632 
總平均 4.225 

註：1 分代表非常不願意，5 分代表非常願意 

在知識的獲得與技術改變上的認同情況方面，四項總平均值為 3.785，
而在受訪者對知識認同度問項中以「4-(4)經由這次活動，讓我對音樂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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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理解與認識」此項目平均數最高，分數為 4.125，而平均數最低為

3.595，「4-(5)經由這次活動，讓我獲得了不同於日常生活所需的技術」，詳

見表 4-5。 

表 4-5  墾丁國家公園知識認同度統計表 

題號 知識認同度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4-(4) 經由這次活動，讓我對音樂有更多的理解與認識 4.125  0.607  

4-(3) 經由這次活動，讓我更瞭解墾丁國家公園的自然生態 3.821  0.601  

4-(1) 經由這次活動，讓我瞭解墾丁國家公園的景觀資源 3.769  0.742  

4-(2) 經由這次活動，讓我更瞭解墾丁國家公園的歷史與文化 3.615  0.747  

4-(5) 經由這次活動，讓我獲得了不同於日常生活所需的技術 3.595  0.985  

總平均 3.785  

註：1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5 分代表非常認同 

在休閒效益方面，總平均值為 4.055，略低於滿意度與認同度，受測

者對效益認同度問項中以「5-(4)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

關的教育效益」此項目平均數最高為 4.225，而平均數最低為「5-(1) 經由

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生理效益」，參見表 4-6 效益認同度

統計表。 

表 4-6  墾丁國家公園效益認同度統計表 

題號 效益認同度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5-(4)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教育效益 4.225  0.530  

5-(5)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環境效益 4.125  0.516  

5-(2)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心理效益 4.077  0.623  

5-(3)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社會效益 3.950  0.677  

5-(1)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生理效益 3.897  0.788  

總平均 4.055 

（4）小結 

從分析的資料顯示，大多數的受訪者前往此活動現場的動機以生理及

體驗動機佔最多，遊客中以大專學歷佔最多，而且有佔多數的工商業人

士，從描述性統計的資料中可以發現，多數人在體驗活動後，較能瞭解音

樂，也較為認同自己有獲得部分的教育效益。 

3. 相關業務單位認知之效益分析 

在針對墾丁國家公園活動執行者的問卷訪談分析方面，從整體之分析

可發現，保育效益與再舉辦意願是屬於效益認同較高的面向，總平均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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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 4.4 及 4.5，其中以「本活動的進行同時保育了園區內的自然與文化資

產」項目之平均分數最高，為 4.8，說明了這樣的活動對執行者而言是一

個可以一起傳達資源特色的好方式，分數低於 4 的為地方效益，此也說明

了目前舉辦的活動可能多在國家公園內舉辦，與地方的鍵結還不夠強。 

表 4-7  活動執行者對墾丁國家公園舉辦之活動效益分析 

面向 題項 活動效益類別與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

1(1) 本活動提供了資源保育之環境教育功能 4.5  1.000  
1(2) 本活動推廣了本園區的自然資源 4.3  0.957  
1(3) 本活動推廣了本園區的人文資源 3.5  1.000  
1(4) 本活動提供給本園區從事社會公益活動之機會 4.0  1.155  

教育效益 

1(5) 本回動提供給本園區負擔社會責任之機會 4.0  0.816  

4.1 

2(1) 本活動增加園區內及周邊社區的意識與認同感 4.0  0.816  
保育效益 

2(2) 本活動的進行同時保育了園區內的自然與文化資產 4.8  0.500  
4.4

3(1) 本活動塑造了本園區之形象 4.5  0.577  
3(2) 本活動提高本園區之知名度 4.0  1.155  宣傳效益 
3(3) 本活動成功吸引人潮進入園區 3.5  1.000  

4 

4(1) 本活動的推廣增加了同仁對本園的認同感 4.3  0.500  
組織效益 

4(2) 本活動提供了組織人員共同參與活動之機會 4.0  0.816  
4.15

5(1) 對活動之整體表現非常滿意 4.3  0.500  
整體效益 

5(2) 認為本活動之自我執行活動能力極佳 4.0  0.816  
4.15

6(1) 本活動的進行帶動了地方的發展 3.8  0.500  
地方效益 

6(2) 本活動的進行結合了地方居民或當地社團組織 3.8  1.258  
3.8

7(1) 願意明年度再舉辦同樣的活動 4.5  0.577  
再舉辦意願 

7(2) 願意將此活動舉辦的經驗予以推廣至其他國家公園 4.5  0.577  
4.5

註：1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5 分代表非常認同 

 

4. 相關業務單位訪談 
訪談記錄說明 

 本次執行過程說明 

本次活動執行經費約莫八∼九萬，在今年度的活動經費比例來說算是高

的，因為墾丁這邊比較常有小活動的舉辦，這次音樂會舉辦的源由，其實有

部分原因是想讓遊客知道墾丁不只有春吶，墾丁還可以有別種型態的音樂活

動，那這次便是想用另一種音樂搭配墾丁的美景，創造出更優雅清新的體驗。

 歷年活動 

墾丁國家公園全年會有二十幾場大大小小的活動，有些活動礙於經費關

係，幾千塊也是努力把他辦起來，事實上，國家公園本來就是保育與解說並

重，不完全是觀光旅遊的主題，所以活動的經費預算不會那麼多，有部分會

編列在保育或其他研究計畫。而墾丁的活動，天氣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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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太陽 

 解說導覽的情況 

墾丁國家公園從以前到現在總共輔導九百多位解說志工，目前比較可以

定期擔任志工的人大概百來位， 

但主要進行解說導覽的部分是有志工以及約僱人員來進行，目前有 17 個

兼任解說與行政的人員，目前墾丁解說人員進行的工作，包含了帶解說活動，

作解說教材，以及在學校授課。 
 保育活動的現況 

保育課去年(2007)開招募保育志工，墾丁國家公園的一些保育行動都很

好，對於一些物種的基礎調查都非常完整，但還是因為經費問題，所以現階

段經常是工作人員自己在作一些常態性，不用花錢的調查，可得有時間才能

作，而且有時候專業也不夠，這比較需要改進，有些基礎調查與保育活動應

該可以持續爭取經費進行，如鳳蝶的保護，梅花鹿的保育，還有鳥類都是墾

丁的重要資源。另外就是海洋資源的部分，因為海洋資源的調查出海就得花

錢，所以還是經費預算的問題。 
 行銷方式 

因為經費有限，沒有辦法進行較高頻率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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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玉山國家公園 

1. 活動評估 

（1）活動記實 

解說活動名稱 梅山解說活動之氣功社團 

解說活動簡述 梅山遊憩區為玉山國家公園南部園區之入口，位於高雄縣桃源鄉

梅山村，此處並涉有南部園區之管理站-梅山管理站，南部園區的景

觀據點包括： 
1. 南部橫貫公路 

沿線有中之關古道、關山越嶺古道、天池遊憩區、檜谷、大關山

(埡口)隧道。 
2. 梅山遊憩區 

梅山遊憩區為南橫公路進入玉山國家公園之門戶，以梅山口地區

為規劃中心，提供遊客解說、餐飲服務，設置有： 
－布農文化展示中心：開放時間／每日 09:00~16:30，介紹原住

民布農族文化，包括祭典活動，傳統服飾及生活習俗。 

－梅山餐飲服務中心：玉山國家公園委外經營之餐飲中心，提供

便餐及飲料、點心、紀念品之服務。 

－梅山原生種植物園：位於梅山遊客中心之對面；植物園內種植

有台灣原生種植物 29 科 47 種，提供遊客認識台灣土生土長

之鄉土植物，並配合解說牌示，讓遊客了解自然資源保育之

重要性，進而愛惜這片屬於我們共有之大地。 
－救國團梅山青年活動中心：提供遊客住宿、餐飲服務。 
本活動為民眾申請玉山國家公園園區內之梅山口至梅山村的解

說導覽服務，為團體事前預約之行程。預計從遊客中心出發，沿途

介紹梅山地區之資源環境以及梅山村落之部落文化巡禮。 

解說活動時間 97 年 6 月 14 日 

解說活動行程 原住民小米祭解說行程與梅山解說導覽評估 

解說活動地點 玉山國家公園梅山風景區 

輔導團成員 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 顏宏旭助理教授 

活動執行人員 玉山國家公園解說志工 

其他參與人員 柯嘉鈞、林永哲、蘇詩容 紀錄：林永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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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家評估結果說明 

人：有關於參與者、執行者(活動企畫人員、解說人員)、地方社區居民等相關項目 平均分數

本活動的內容與安排適合所設定的目標參與者(本次活動鎖定一般大眾均可參加) 4 

本活動的內容讓參與者獲得符合其舉辦目的之知識或效益 4 

本活動內容預期可增加參與者正向之環境態度 4 

本活動讓參與者之間產生互動 5 

藉由本活動的進行，可讓參與者更瞭解國家公園 5 

活動的企畫與安排的過程提供了地方居民參與的機會(如擔任地方解說員或相關之

工作人員) 
2 

活動的進行是否有解說人員的安排 是 

■ 

否

□ 

解說導覽的過程具活潑性 5 

解說員有進行雙向(解說員與參與者之間)之互動解說 5 

解說員與參與者之人數比例適當 4 

解說人員之相關資料準備完善(資料完整、輔助道具、醫護用品、參與者特性) 5 

學者專家之意見說明： 

 解說員十分熱心，且服務上能隨時注意遊客動態 

 活動之安排能與社區活動結合，實屬可貴 

 社區祭典活動之進行與解說之適時搭配，建議可先行排演，如此遊客能對原住民節慶有深入

之瞭解。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表無活動無此選項

 

 

事：有關活動項目 平均分數 

活動舉行符合預期達成之目標/效益 4 

活動舉辦之項目契合活動主題 4 

活動的宣傳行銷管道成效良好 - 

活動的舉辦創造了良好的互動(參與者、執行者、與環境)效果 5 

活動是否因氣候或其他因素影響而有備案 是 

□ 

否 

■ 

關於本項目，學者專家之其他意見或建議： 

對於相關節慶可安排年度固定之行程，並配合宣傳，可讓活動有更多的人知道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表無活動無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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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活動舉辦的時間 平均分數 

活動舉辦時間或季節適當 5 

參訪或單次活動的過程所需的時間適當 

(部落音樂節舉辦時間為時間為 15:30~16:20，文化市集則為 10:00~16:00) 
3 

活動舉辦的期程(活動為期時程：如 6/2∼6/30)適當 5 

本次活動可成為該國家公園的例行/常態性活動 4 

關於本項目，學者專家之其他意見或建議： 

配合布農之節慶可安排遊客參與部落之活動，唯有活動解說，行程安排宜更佳精緻化。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表無活動無此選項

 

地：地點的安排相關之項目 平均分數 

活動舉辦場所之整體規劃完善 3 

活動相關設施的完善 3 

活動過程之動線規劃順暢 4 

活動場所有完善的安全性考量 3 

活動場地大小空間適當 4 

活動場地安排考慮了參與者的五感情境 3 

場所安排與活動類型的契合性佳 

(例如∼這樣的歌舞表演適合在這樣的場地中) 
4 

關於本項目，學者專家之其他意見或建議： 

小米祭是布農傳統祭典，解說員得知團體欲來梅山旅遊能馬上反應，搭配上符合時令的活動，十

分難得，但遊客與居民認知的差距仍須再加強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表無活動無此選項

 

物：有關資源與媒體 平均分數 

本活動的安排與現場的環境資源吻合 5 

活動進行使用的媒材與現地環境資源契合 5 

本活動提供了適當的物品(如解說折頁、活動紀念品)給遊客 5 

本活動所運用的解說設施具有互動的效果 4 

關於本項目，學者專家之其他意見或建議： 

遊客安全部分應再加強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表無活動無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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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結 

梅山的解說活動之整體服務可以說相當的完整，可以再加強的地方主

要是解說內容與活動可以再深入一點，但可能是居民與遊客對於活動的認

知不同，這可能必須經由長期地教育遊客才能改善，而遊客的安全同樣也

是必須再加強的部分。 

2. 活動期間遊客調查結果分析 

（1）受訪居民特性分析 

本遊客抽樣階段因適逢大雨，僅於玉山國家公園共回收了 15 份有效

問卷，茲將樣本特性說明如下(見表 4-8) 

 性別 

在本次活動期間調查的樣本中，女性有 9 人，佔了 60%，男性則

有 6 人，佔了 40%。 

 年齡 

在本次活動期間調查的樣本中，受訪者年齡主要以 41-50 歲及

31-40 歲為最多，分別有 6 人(40%)及 5 人(33.33%)，其次為 22-30 歲

有 2 人(13.33%)。 

 教育程度 

在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方面，主要以大學(大專)及研究所以上為最

多，分別有 11 人(73.33%)及 3 人(20%)，其次為高中有 1 人(6.67%)。 

 職業 

在受訪者之職業主要以工商業人員為最多，其次則是其他、軍/警/
公務人員、學生，分別有 12 人(80%)及各類型皆為 1 人(6.67%)。 

表 4-8  玉山國家公園參與者背景頻度分析 

問項 內容 人次 百分比(％) 問項 內容 人次 百分比(％)

女性 9 60 大學(大專) 1 6.67  性別 

男性 6 40 研究所以上 11 73.33  
22-30 歲 2 13.33  

教育程度

高中 3 20 
31-40 歲 5 33.33  學生 1 6.67  
41-50 歲 6 40 軍/警/公務人員 1 6.67  

工商業人員 12 80 

年齡 

51-60 歲 2 13.33  

職業 

其他 1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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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與動機與資訊獲得來源 

 參與動機 

本計畫依據回收之有效樣本 15 份中進行頻度分析。在受訪者之各

動機方面主要以生理動機及體驗動機為最多，分別有 9 人(60%)及 3
人(20%)，其次為社會動機有 2 人(13.33%)。各類別動機頻度分析表如

下表 4-9 所示。 

 資訊獲得來源 

在受測者之得知訊息方式主要以其他方式及親友介紹為最多，分

別有 9 人(60%)及 5 人(33.33%)，其次為網路有 1 人(6.67%)。得知訊

息方式頻度分析表如下表 4-9 所示。 

表 4-9  玉山國家公園各參與動機與得知訊息方式頻度分析表 

參與動機 次數 百分比 得知訊息方式 次數 百分比 

生理動機 9 60 其他 9 60 

體驗動機 3 20 親友介紹 5 33.33 

社會動機 2 13.33 網路 1 6.67 

學習動機 1 6.67    

（3）參加完活動後的意見 

在滿意度及再參與的面向中，五項總平均值為 4 分，受訪者對滿意度

問項中以「如果本活動未來再度舉辦，請問您未來還願意再次參加本活動

嗎?」此項目平均數最高，分數為為 4.143，而平均數最低之問項分別是「3(3)
請問您對本活動過程所傳達訊息(如解說或活動內容)的感到滿意嗎?」以及

「3(1)請問您對活動過程中的解說人員感到滿意嗎?」，分數為 3.929，詳見

表 4-10。 

表 4-10 玉山國家公園受訪者滿意度統計表 

題號 滿意度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3(5) 如果本活動未來再度舉辦，請問您未來還願意再次參加本活動嗎 4.143 0.535 

3(2) 請問您對活動所安排的解說媒體使用感到滿意嗎 4.000 0.392 

3(4) 請問您對本活動(或解說過程)之整體狀況感到滿意嗎 4.000 0.392 

3(3) 請問您對本活動過程所傳達訊息(如解說或活動內容)的感到滿意嗎 3.929 0.475 

3(1) 請問您對活動過程中的解說人員感到滿意嗎 3.929 0.267 
總平均 4.000 

註：1 分代表非常不願意，5 分代表非常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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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識的獲得與技術改變上的認同情況方面，四項總平均值為 3.839，
略低於滿意度及再參與的面向，而在受訪者對知識認同度問項中以「4(2)
經由這次活動，讓我更瞭解雪霸國家公園的自然資源」此項目平均數最

高，分數為 4.143，而平均數最低為 3.286，「4(4)經由這次活動，讓我獲得

了不同於日常生活所需的技術」， 詳見表 4-11。 

表 4-11 玉山國家公園知識認同度統計表 

題號 知識認同度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4(2) 經由這次活動，讓我更瞭解布農族的文化 4.143 0.363 

4(3) 經由這次活動，讓我更了解玉山國家公園的自然生態 4.071 0.616 

4(1) 經由這次活動，讓我瞭解玉山國家公園的景觀資源 3.857 0.363 

4(4) 經由這次活動，讓我獲得了不同於日常生活所需的技術 3.286 1.267 

總平均 3.839 

註：1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5 分代表非常認同 

在休閒效益方面，總平均值為 4.057，略高於滿意度與認同度，受測

者對效益認同度問項中以「5(5)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

的環境效益」此項目平均數最高為 4.286，而平均數最低為 3.857，「5(1)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生理效益」，參見表 4-12 效益

認同度統計表。 

表 4-12 玉山國家公園效益認同度統計表 

題號 效益認同度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5(5)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環境效益 4.286 0.611 

5(2)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心理效益 4.071 0.475 

5(3)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社會效益 4.071 0.616 

5(4)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教育效益 4.000 0.785 

5(1)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生理效益 3.857 0.535 

總平均 4.057 

（4）小結 

從分析的資料顯示，大多數的受訪者前往玉山國家公園的動機以生理

動機佔最多，遊客中以研究所以上學歷佔最多，從描述性統計的資料中可

以發現，多數人在體驗活動後，較能瞭解布農族的文化，也較為認同自己

有獲得部分的環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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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陽明山國家公園 

1. 活動評估 

（1）活動記實 
解說活動名稱 陽明山蝴蝶季之蝶舞草山系列活動 

解說活動簡述 結合無障礙設施與賞蝶活動對身障朋友的環境生態教育解說活動 
本次解說是陽明山公園與解說志工團體以及台北市行無礙資源

推廣協會共同籌辦的活動，以每組 2 位解說志工與 4-6 位身障人士為

一小組進行解說，本次解說活動共邀請 20 名身障朋友參與，分為上

下午兩部分不同解說過程，皆由 2 位解說志工全程參與並提供解說

服務。 
上午部分主要是參觀目前全台唯一具有無障礙設施的國家公園

步道-二子坪步道進行解說，預定集合時間是 AM9.00 集合於二子坪

解說站前停車場，因身障朋友集合所需之時間與人力較長緣故，集

合時間在多名志工及相關工作人員的協助之下仍需一個多鐘頭的時

間。 
進入解說過程，解說志工與身障朋友透過全長 1.4Km 的步道過程

中對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蝴蝶、植物、步道本身及國家公園的歷史、

地形與隨機事件等進行解說，沿途約看見數十種植栽、三五種蝶類、

陽明山的沿途的地形地貌以及此條專門設置的無障礙步道的相關設

置流程，解說志工皆進行解說並回應遊客們提出的各類問題。 
下午部分主要是參觀蔣公故居陽明書屋及陽明山四百年歷史照

片特展，此二處的解說屬於較為靜態與陳列式的解說，可能因體力

與活動時間上考量，解說與瀏覽部分節奏顯得較為快速，瀏覽路線

為樹屋一樓及相片陳列室(大忠館 2F)。 

活動時間 97/07/10 
輔導團行程 97/07/10 

10：00~12：00 二子坪步道解說導覽 
13：30-15：30 陽明書屋及歷史照片展解說導覽 
16：00-17：00 保育研究課叢培芝課長、解說課黃佩陞課長 訪談 

訪談地點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輔導團成員 台灣大學   園藝學系    張俊彥   教授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林擎天   專任講師 

活動執行人員 解說課  黃佩陞小姐 
保育課  叢培芝小姐 

其他參與人員 黃筱薇助理、張岳志助理 紀錄：張岳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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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家評估結果說明 

人：有關於參與者、執行者(活動企畫人員、解說人員)、地方社區居民等相關項目 平均分數 

本活動的內容與安排適合所設定的目標參與者(本次活動鎖定一般大眾均可參加) 5 

本活動的內容讓參與者獲得符合其舉辦目的之知識或效益 4 

本活動內容預期可增加參與者正向之環境態度 5 

本活動讓參與者之間產生互動 3 

藉由本活動的進行，可讓參與者更瞭解國家公園 2 

活動的企畫與安排的過程提供了地方居民參與的機會(如擔任地方解說員或相關之工

作人員) 
4 

活動的進行是否有解說人員的安排 是 

■ 

否 

□ 

解說導覽的過程具活潑性 5 

解說員有進行雙向(解說員與參與者之間)之互動解說 4 

解說員與參與者之人數比例適當 4 

解說人員之相關資料準備完善(資料完整、輔助道具、醫護用品、參與者特性) 5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

 

 

時—活動舉辦的時間 平均分數 

活動舉辦時間或季節適當 4 

參訪或單次活動的過程所需的時間適當 

(部落音樂節舉辦時間為時間為 15:30~16:20，文化市集則為 10:00~16:00) 
4 

活動舉辦的期程(活動為期時程：如 6/2∼6/30)適當 4 

本次活動可成為該國家公園的例行/常態性活動 5 

事：有關活動項目 平均分數 

活動舉行符合預期達成之目標/效益 4 

活動舉辦之項目契合活動主題 4 

活動的宣傳行銷管道成效良好 5 

活動的舉辦創造了良好的互動(參與者、執行者、與環境)效果 5 

活動是否因氣候或其他因素影響而有備案 是 

■ 

否 

□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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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

 

地：地點的安排相關之項目 平均分數 

活動舉辦場所之整體規劃完善 4 

活動相關設施的完善 4 

活動過程之動線規劃順暢 4 

活動場所有完善的安全性考量 5 

活動場地大小空間適當 4 

活動場地安排考慮了參與者的五感情境 3 

場所安排與活動類型的契合性佳 4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

 

物：有關資源與媒體 平均分數 

本活動的安排與現場的環境資源吻合 4 

活動進行使用的媒材與現地環境資源契合 3 

本活動提供了適當的物品(如解說折頁、活動紀念品)給遊客 4 

本活動所運用的解說設施具有互動的效果 4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

（3）小結 

陽明山國家公園此次賞蝶解說與身障團體的結合相當成功，達到多樣

性的解說嘗試與生態教育的功能，建議為來可納入常態性解說活動，以及

推廣身障服務設施的與活動的普及性，以造福更多層的國家公園遊客群。 

2. 活動期間遊客調查結果分析 

（1）受訪居民特性分析 

本遊客抽樣於陽明山二子坪步道解說活動內共回收了 24 份有效問

卷，茲將樣本特性說明如下(見表 4-13) 

 性別 

在本次活動期間調查的樣本中，女性有 17 人，佔了 70.8%，男性

則有 7 人，佔了 29.2%。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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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活動期間調查的樣本中，受訪者年齡主要以 51-60 歲為最

多，有 5 人(20.8%)，其次為 31-40 歲，有 4 人(16.7%)。 

 教育程度 

在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方面，主要以大學(大專)為最多，有 13 人

(54.2%)及，其次為高中有 6 人(25%)。 

 職業 

在受訪者之職業主要以退休/無業為最多，有 5 人(20.8%)，其次則

是學生、軍/警/公務人員以及其他有 4 人(16.7%)。 

表 4-13 陽明山國家公園參與者背景頻度分析 

問項 內容 人次 百分比(％) 問項 內容 人次 百分比(％)

女性 17 70.8  大學(大專) 13 54.2  
男性 7 29.2  

教育程度

高中 6 25 

    研究所以上 3 12.5  
51-60 歲 5 20.8  國中 2 8.3 
31-40 歲 4 16.7  退休/無業 5 20.8 

22 歲以下 3 12.5  學生 4 16.7 
41-50 歲 3 12.5  軍/警/公務人員 4 16.7 

61 歲以上 3 12.5 其他 4 16.7 

性別 

   

職業 

教職人員 3 12.5 

     家管 3 10.34  

     工商業人員 3 12.5 

（2）參與動機與資訊獲得來源 

 參與動機 

本計畫依據回收之有效樣本 24 份中進行頻度分析。在受訪者之各

動機方面主要以體驗動機最多，生理動機次之，分別有 14 人(58.3%)
及 6 人(25%)。各類別動機頻度分析表如下表 3-30 所示。 

 資訊獲得來源 

在受測者之得知訊息方式平均為其他方式、親友介紹以及網路資

訊皆有 8 人(33.33%)。得知訊息方式頻度分析表如下表 4-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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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陽明山國家公園各參與動機與得知訊息方式頻度分析表 

參與動機 次數 百分比 得知訊息方式 次數 百分比 

生理動機 6 25 其他 8 33.3 

心理動機 3 12.5 親友介紹 8 33.3 

社會動機 2 8.3 網路 8 33.3 

體驗動機 14 58.3    

學習動機 3 12.5    

（3）參加完活動後的意見 

在滿意度及再參與的面向中，五項總平均值為 4.696 分，受訪者對滿

意度問項中以「3-(1)請問您對活動過程中的解說人員感到滿意嗎？」、「3-(3)
請問您對本活動過程所傳達訊息(如解說或活動內容)的感到滿意嗎？」、

「3-(4)請問您對本活動(或解說過程)之整體狀況感到滿意嗎？」此三項目

平均數最高，分數皆為 4.792，而平均數最低之問項分則是「3-(5)如果本

活動未來再度舉辦，請問您未來還願意再次參加本活動嗎?」，分數為

4.542，詳見表 4-15。 

表 4-15 陽明山國家公園受訪者滿意度統計表 

題號 滿意度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3-(1) 請問您對活動過程中的解說人員感到滿意嗎 4.792  0.415 

3-(3) 請問您對本活動過程所傳達訊息(如解說或活動內容)的感到滿意嗎 4.792  0.415 

3-(4) 請問您對本活動(或解說過程)之整體狀況感到滿意嗎 4.792  0.415 

3-(2) 請問您對活動所安排的解說媒體使用感到滿意嗎 4.565  0.662 

3-(5) 如果本活動未來再度舉辦，請問您未來還願意再次參加本活動嗎 4.542  0.721 
總平均 4.696  

註：1 分代表非常不願意，5 分代表非常願意 

在知識的獲得與技術改變上的認同情況方面，四項總平均值為 4.302，
而在受訪者對知識認同度問項中以「4-(1)經由這次活動，讓我瞭解陽明山

國家公園的景觀資源」、「4-(3)經由這次活動，讓我更了解陽明山國家公園

的自然生態」此項目平均數最高，分數為 4.458，而平均數最低為 4，「4-(4)
經由這次活動，讓我獲得了不同於日常生活所需的技術」，詳見表 4-16。 

表 4-16 陽明山國家公園知識認同度統計表 

題號 知識認同度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4-(1) 經由這次活動，讓我瞭解陽明山國家公園的景觀資源 4.458 0.509 

4-(3) 經由這次活動，讓我更瞭解陽明山國家公園的自然生態 4.458 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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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知識認同度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4-(2) 經由這次活動，讓我更瞭解蝴蝶生態知識 4.292 0.690 

4-(4) 經由這次活動，讓我獲得了不同於日常生活所需的技術 4 0.837 

總平均 4.302 

註：1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5 分代表非常認同 

在休閒效益方面，總平均值為 4.234，略低於滿意度與認同度，受測

者對效益認同度問項中以「5-(2)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

的心理效益」、「5-(4)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教育效

益」、「5-(5)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環境效益」此三項

目平均數最高為 4.375，而平均數最低為 3.826，「5-(1)經由這次活動之後，

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生理效益」，參見表 4-17 效益認同度統計表。 

表 4-17 效益認同度統計表 

題號 效益認同度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5-(2)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心理效益 4.375  0.770 

5-(4)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教育效益 4.375  0.875 

5-(5)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環境效益 4.375  0.824 

5-(3)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社會效益 4.217  0.671 

5-(1)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生理效益 3.826  0.834 

總平均 4.234  

註：1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5 分代表非常認同 

（4）小結 

分析資料顯示，大多數的受訪者前往此活動現場的動機以體驗動機佔

最多，遊客中以高中到大專學歷佔最多，而且有佔多數的退休與無業，從

描述性統計的資料中可以發現，多數人在體驗活動後，確實較能瞭解陽明

山國家公園內景觀資源與自然生態的情形，也較為認同自己有獲得部分的

心理環境與教育上的效益。 

3. 相關業務單位訪談 
訪談記錄說明 

 本次執行過程說明 
陽明山賞蝶活動雖為陽明山國家公園推行多年之固定活動，今年較為不同是與身

障朋友及相關醫療單位的相互合作進行解說活動，提供身障朋友一特殊之國家公

園的認識與體驗，其中包含二子坪步道賞蝶解說，以及陽明書屋與歷史相片特展

的活動，主辦單位解說課表示未來也會更積極為不同性質與族群的遊客提供多樣

性的解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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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年活動 
陽明山國家公園有許多定期幸舉辦研討會成果發表會、景觀保育解說課程、生物

多樣性解說等研習，以及和不同單位合作的方式，而活動的企畫大多是處內討論

後執行的，會因為處的經營目標而有些微差距。 

 解說內容的來源 
現在有許多解說內容的文案多是以累積下來以及具創意與生動的解說志工前輩的

傳遞，原則上不是所有計畫內容都可以變成解說內容，主要還是看計畫與解說的

適切性與趣味性來進行調整。 
 行銷方式 

大多透過網站，以及解說站提供的宣傳文宣。 
 遊客參與 

因本次主題是邀請身障朋友參與，對身障朋友來說機會與意義性更為珍貴，因此

在參與的踴躍性非常高，辦理四個梯次都已經報名額滿。 
 未來的期許 

之後的活動將不只是解說志工，目前陽明山開始推動保育志工，藉以做監測相關

物種以累積相關資料。 

 

（四）太魯閣國家公園 

1. 活動評估 

（1）活動記實 
解說活動名稱 太魯閣國家公園.原音原舞—太魯閣部落音樂會系列活動 

解說活動簡述 從傳統樂舞看見太魯閣族文化 
每個族群在不同的環境中都會發展出屬於自己獨特的文化，而音

樂、舞蹈、工藝都足以展現一個族群的生活、信仰與智慧，當然也是

我們瞭解其文化內涵的重要路徑。太魯閣族人受到立霧溪流域大山大

水的滋養，發展出珍貴的文化，因此太魯閣國家公園舉辦太魯閣「部

落音樂會」與「創意文化市集」活動，引領您一起從傳統歌舞與工藝，

探索太魯閣族的文化內涵。 
自民國 96 年起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每月舉辦一場部落音樂會活

動，邀請園區周邊太魯閣族音樂與舞蹈表演團體擔綱演出，每次的演

出都吸引許多遊客欣賞，並得到熱烈迴響。因此，今年再度與同禮部

落自然生態自治協進會合作，擴大舉辦部落音樂會，從去年的每月一

場增加到每月 2 場，全年共將推出 22 場。同時今年的活動也增加參與

表演的團體，而節目內容也多了新創作的曲目，精彩可期。 
節目內容包括太魯閣族傳統歌曲、舞蹈及傳統樂器木琴演奏，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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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太魯閣族結婚、豐收、與大自然互動的關係等生活內涵。太魯閣

族人擁有好歌喉，而豐富的山林也孕育出其深厚的文化，用好的歌喉

詮釋自己的文化最貼切，也最能感動人心。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持

續舉辦部落音樂會，一方面希望提供展演的舞台，讓族人用自己的音

樂舞蹈及樂器來說自己的故事，詮釋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則希望民

眾在欣賞演出的過程中瞭解太魯閣族文化。讓遊客能靜下心來欣賞，

一起發現演出節目中所展現出的素樸之美。 
而配合部落音樂會，當天也同時推出「文化市集」，邀請社區工坊

展售其創作的手工藝品、傳統美食，歡迎前來體驗太魯閣族文化的假

日。 

解說活動時間 每月雙週的星期六登場，活動日期如下： 1/12、1/26、2/23、3/15、3/29、
4/12、4/26、5/10、5/24、6/14、6/28、7/12、7/26、8/9、8/23、9/13、9/27、
10/11、10/25、11/8、11/22、12/13 

輔導團行程 97/6/27 
14：30~15：30 解說教育課 黃志強課長訪談 

97/6/28 
14：00~15：00 執行人員訪談：劉佳云 
15：00~15：30 參觀文化市集 
15：30~16：20 曲目順序：「祈福」、「迎賓舞」、「口簧琴演奏」、「結婚

舞曲」、「木琴演奏」、「來賓演奏」、「慶豐舞」、「背著網

帶的人」、「歡樂歌」、「大會舞」、「神秘谷之聲」 

解說活動地點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台地戶外草地 

輔導團成員 台灣大學園藝系        鄭佳昆 助理教授 
銘傳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沈立   助理教授 
中州技術學院          林建堯 講師 

活動執行人員 解說課劉佳云小姐 

其他參與人員 黃筱薇助理、林怡秀助理 紀錄：黃筱薇 

 

（2）專家評估結果說明 

人：有關於參與者、執行者(活動企畫人員、解說人員)、地方社區居民等相關項目 平均分數

本活動的內容與安排適合所設定的目標參與者(本次活動鎖定一般大眾均可參加) 5 

本活動的內容讓參與者獲得符合其舉辦目的之知識或效益 5 

本活動內容預期可增加參與者正向之環境態度 3 

本活動讓參與者之間產生互動 5 

藉由本活動的進行，可讓參與者更瞭解國家公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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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關於參與者、執行者(活動企畫人員、解說人員)、地方社區居民等相關項目 平均分數

活動的企畫與安排的過程提供了地方居民參與的機會(如擔任地方解說員或相關之

工作人員) 
5 

活動的進行是否有解說人員的安排 是 

■ 

否

□ 

解說導覽的過程具活潑性 4 

解說員有進行雙向(解說員與參與者之間)之互動解說 4 

解說員與參與者之人數比例適當 4 

解說人員之相關資料準備完善(資料完整、輔助道具、醫護用品、參與者特性) 3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表無活動無此選項

 

 

時—活動舉辦的時間 平均分數 

活動舉辦時間或季節適當 5 

參訪或單次活動的過程所需的時間適當 

(部落音樂節舉辦時間為時間為 15:30~16:20，文化市集則為 10:00~16:00) 
5 

活動舉辦的期程(活動為期時程：如 6/2∼6/30)適當 5 

本次活動可成為該國家公園的例行/常態性活動 5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表無活動無此選項

 

地：地點的安排相關之項目 平均分數 

活動舉辦場所之整體規劃完善 5 

活動相關設施的完善 4 

活動過程之動線規劃順暢 5 

事：有關活動項目 平均分數 

活動舉行符合預期達成之目標/效益 4 

活動舉辦之項目契合活動主題 5 

活動的宣傳行銷管道成效良好 2 

活動的舉辦創造了良好的互動(參與者、執行者、與環境)效果 4 

活動是否因氣候或其他因素影響而有備案 是 

□ 

否

■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表無活動無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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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點的安排相關之項目 平均分數 

活動場所有完善的安全性考量 5 

活動場地大小空間適當 5 

活動場地安排考慮了參與者的五感情境 5 

場所安排與活動類型的契合性佳 5 

關於本項目，學者專家之其他意見或建議： 

夏季缺乏遮陽設施，若陽光普照時，願意於觀賞席停留的遊客較少，較為可惜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表無活動無此選項

 

物：有關資源與媒體 平均分數 

本活動的安排與現場的環境資源吻合 4 

活動進行使用的媒材與現地環境資源契合 5 

本活動提供了適當的物品(如解說折頁、活動紀念品)給遊客 - 

本活動所運用的解說設施具有互動的效果 - 

關於本項目，學者專家之其他意見或建議： 

本活動為音樂表演，收音效果相當好，配合舞台設計，使效果更佳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表無活動無此選項

（3）小結 

在整體的評估方面，太魯閣國家公園所舉辦的解說活動的執行大致上

尚屬完善，而可以再提升的部分主要為解說的內容相對於保育主題，以及

與對國家公園的認識更為契合，活動的行銷推廣也可以再加強，而在場域

方面，顧問團建議可以增設遮陽設施，讓環境的舒適性再提升，將可讓解

說活動更具吸引力。 

2. 活動期間遊客調查結果分析 

（1）受訪居民特性分析 

本遊客抽樣於太魯閣部落音樂會活動內共回收了 29 份有效問卷，茲

將樣本特性說明如下(見表 4-18) 

 性別 

在本次活動期間調查的樣本中，女性有 12 人，佔了 41%，男性則

有 17 人，佔了 59%。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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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活動期間調查的樣本中，受訪者年齡主要以 31-40 歲為最

多，有 10 人(34.48%)，其次為 41-50 歲，有 8 人(27.59%)。 

 教育程度 

在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方面，主要以大學(大專)為最多，有 19 人

(65.52%)及，其次為研究所以上與高中，分別有 5 人(17.24%)以及 4
人(13.79%)。 

 職業 

在受訪者之職業主要以工商業人員為最多，有 10 人(34.48%)，其

次則是學生有 8 人(27.59%)，以及教職人員、家管、軍/警/公務人員的

3 人(10.34%)。 

表 4-18 太魯閣國家公園參與者背景頻度分析 

問項 內容 人次 百分比(％) 問項 內容 人次 百分比(％)

女性 12 41  大學(大專) 19 65.52  性別 

男性 17 59  研究所以上 5 17.24  
31-40 歲 10 34.48  

教育程度

高中 4 13.79  
41-50 歲 8 27.59   國中 1 3.45  

22 歲以下 6 20.69  工商業人員 10 34.48  
22-30 歲 5 17.24  學生 8 27.59  

教職人員 3 10.34  

年齡 

   

職業 

家管 3 10.34  

     軍/警/公務人員 3 10.34  

     其他 2 6.9  

（2）參與動機與資訊獲得來源 

 參與動機 

本計畫依據回收之有效樣本 29 份中進行頻度分析。在受訪者之各

動機方面主要以生理動機最多，學習動機次之，分別有 13 人(44.83%)
及 11 人(37.93%)。各類別動機頻度分析表如下表 4-19 所示。 

 資訊獲得來源 

在受測者之得知訊息方式主要以其他方式最多有 13 人(44.83%)，
其次為親友介紹有7人(24.14%)。得知訊息方式頻度分析表如下表4-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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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太魯閣國家公園各參與動機與得知訊息方式頻度分析表 

參與動機 次數 百分比 得知訊息方式 次數 百分比 

生理動機 13 44.828 其他 13 44.83 

心理動機 2 6.897 親友介紹 7 24.14 

社會動機 2 6.897 報章雜誌 5 17.24 

體驗動機 11 37.931 網路 4 13.79 

學習動機 1 3.448    

（3）參加完活動後的意見 

在滿意度及再參與的面向中，五項總平均值為 4.05 分，受訪者對滿意

度問項中以「3-(5)如果本活動未來再度舉辦，請問您未來還願意再次參加

本活動嗎?」此項目平均數最高，分數為為 4.167，而平均數最低之問項分

則是「3-(1)請問您對活動過程中的解說人員感到滿意嗎?」，分數為 3.917，
詳見表 4-20。 

表 4-20 太魯閣國家公園受訪者滿意度統計表 

題號 滿意度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3-(5) 如果本活動未來再度舉辦，請問您未來還願意再次參加本活動嗎 4.167 0.637 

3-(2) 請問您對活動所安排的解說媒體使用感到滿意嗎 4.083  0.717 

3-(3) 請問您對本活動過程所傳達訊息(如解說或活動內容)的感到滿意嗎 4.083  0.584 

3-(4) 請問您對本活動(或解說過程)之整體狀況感到滿意嗎 4 0.722 

3-(1) 請問您對活動過程中的解說人員感到滿意嗎 3.917  1.018 
總平均 4.05  

註：1 分代表非常不願意，5 分代表非常願意 

在知識的獲得與技術改變上的認同情況方面，四項總平均值為 4.052，
而在受訪者對知識認同度問項中以「4-(3)經由這次活動，讓我更了解太魯

閣國家公園的自然生態」此項目平均數最高，分數為 4.333，而平均數最

低為 3.485，「4-(4)經由這次活動，讓我獲得了不同於日常生活所需的技

術」，詳見表 4-21。 

表 4-21 太魯閣國家公園知識認同度統計表 

題號 知識認同度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4-(3) 經由這次活動，讓我瞭解太魯閣國家公園的自然生態 4.333 0.702 

4-(2) 經由這次活動，讓我瞭解太魯閣國家公園的文化 4.292 0.464 

4-(1) 經由這次活動，讓我瞭解太魯閣國家公園的景觀資源 4.125 0.448 

4-(4) 經由這次活動，讓我獲得了不同於日常生活所需的技術 3.458 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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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平均 4.052  

註：1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5 分代表非常認同 

在休閒效益方面，總平均值為 3.842，略低於滿意度與認同度，受測

者對效益認同度問項中以「5-(5)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

的環境效益」此項目平均數最高為 4.375，而平均數最低為 3.250，「5-(1)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生理效益」，參見表 4-22 效益

認同度統計表。 

表 4-22 太魯閣國家公園效益認同度統計表 

題號 效益認同度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5-(5)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環境效益 4.375  0.647  

5-(4)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教育效益 4.167  0.565  

5-(2)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心理效益 3.875  0.680  

5-(3)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社會效益 3.542  0.833  

5-(1)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生理效益 3.250  0.794  

總平均 3.842  

（4）小結 

從分析的資料顯示，大多數的受訪者前往太魯閣的動機以生理與體驗

動機佔最多，遊客中以大專學歷佔最多，從描述性統計的資料中可以發

現，多數人在體驗活動後，較能瞭解太魯閣國家公園的自然生態，也較為

認同自己有獲得部分的環境效益。 

3. 相關業務單位認知之效益分析 

在針對太魯閣國家公園活動執行者的問卷訪談分析方面，從整體之分

析可發現，保育效益是屬於效益認同較高的面向，總平均數為 4.667，分

數低於 4 的包含教育效益、組織效益及再舉辦意願：教育效益面向的平均

數中，以「本活動推廣了本園區的人文資源」為最高，為 5 分，最低的則

是「本活動推廣了本園區的自然資源」以及「本活動提供了資源保育之環

境教育功能」，平均數分別為為 3 與 3.33，此可能與與本次活動多是傳達

文化資源有關；而組織效益中，「本活動的推廣增加了同仁對本園的認同

感」是平均數較低的項目(3.667)，而再舉辦意願中，分析顯示「願意明年

度再舉辦同樣的活動」為較低的分數，也說明了工作人員對於明年再舉辦

相同的活動方面意願並非相當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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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活動執行者對太魯閣國家公園舉辦之活動效益分析 

面向 題項 活動效益類別與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

1(3) 本活動推廣了本園區的人文資源 5.000  0.000  
1(4) 本活動提供給本園區從事社會公益活動之機會 4.333  0.577  
1(5) 本回動提供給本園區負擔社會責任之機會 4.000  1.000  
1(1) 本活動提供了資源保育之環境教育功能 3.333  0.577  

教育效益 

1(2) 本活動推廣了本園區的自然資源 3.000  0.000  

3.933

2(1) 本活動增加園區內及周邊社區的意識與認同感 4.667  0.577  
保育效益 

2(2) 本活動的進行同時保育了園區內的自然與文化資產 4.667  0.577  
4.667

 

3(1) 本活動塑造了本園區之形象 4.667  0.577  
3(2) 本活動提高本園區之知名度 3.667  0.577  宣傳效益 
3(3) 本活動成功吸引人潮進入園區 3.667  1.528  

4 

4(1) 本活動提供了組織人員共同參與活動之機會 4.000  0.000  
組織效益 

4(2) 本活動的推廣增加了同仁對本園的認同感 3.667  0.577  
3.833

5(1) 認為本活動之自我執行活動能力極佳 4.000  1.000  
整體效益 

5(2) 對活動之整體表現非常滿意 4.000  0.000  
4 

6(1) 本活動的進行結合了地方居民或當地社團組織 4.667  0.577  
地方效益 

6(2) 本活動的進行帶動了地方的發展 4.333  0.577  
4.5

7(1) 願意將此活動舉辦的經驗予以推廣至其他國家公園 3.667  1.528  
再舉辦意願 

7(2) 願意明年度再舉辦同樣的活動 3.333  1.155  
3.5

註：1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5 分代表非常認同 

 

4.相關業務單位訪談 
訪談記錄說明 

 執行過程 
峽谷音樂會至今已執行 3 年，目前都由當地原住民團體進行表演，希望藉由提供

展演空間透過活動形式，讓遊客可以更深層瞭解原住民傳統文化，同時也讓原住

民表演團體累積經驗。目前主要遭遇問題為原住民表演團體間之競爭問題，因活

動僅限一組表演團體進行且執行單位對於表演品質要求嚴格，致使無法獲得演出

機會之表演團體會出現抱怨聲音。 
 行銷方式 

僅透過網站及花蓮當地的報社如東方報及聯合報。 
 遊客參與 

活動參與遊客人數約為 1∼2 千人，由於已執行三年，會有旅行社或者是遊客專

門來參與此活動。 
 地方社區參與 

地方社區的參與由去年才開始，目前處裡有設置藝術工坊並舉辦訓練營，由鄉公

所提供名單，成員為太魯閣族，宣傳方式是透過鄉公所及教會發舉辦營隊之傳

單，提供當地原住民學習傳統工藝的機會，目前已達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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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記錄說明 

 文化市集的舉辦狀況以及如何蒐集文化市集的商品 
目前共提供八個攤位，主要由工坊中培訓出具有高配合度及足夠認真程度的太魯

閣族學員來參與，並提供手工藝品作為產品販售來源，同時也藉由文化市集的參

與接觸遊客以瞭解目前市場需求為何，希冀未來能以傳統為主加以變化符合市場

需求。 
 未來的期許 

未來希望能透過培植的過程，讓遊客能更深入地瞭解傳統的太魯閣原住民文化，

並把活動的主導權回歸秀林鄉公所。 

 

（五）雪霸國家公園 

1. 活動評估 

（1）活動記實 
解說活動名稱 雪霸國家公園 台灣意象-櫻花鉤吻鮭暨雪霸風情特展 

解說活動簡述 台灣意象-櫻花鉤吻鮭暨雪霸風情特展 
（一）活動內容 

雪霸國家公園園區內特有的保育物種－臺灣櫻花鉤吻鮭，為我國

極為珍貴之生物資源，亦為大眾心目中具有代表性的臺灣意象。雪

霸國家公園自民國 81 年 7 月 1 日成立以來，持續致力於生態保育及

推廣有關保育之整體性理念。為展現本處園區內生物物種資源之特

性及生態環境之特質，於年初特為規劃辦理「2008 年雪霸國家公園：

臺灣意象－櫻花鉤吻鮭暨雪霸百景藝術創作系列活動」，期盼透過自

然場域與藝術創作之融合對話，以及藝術展覽活動之推廣，使社會

大眾能夠接觸並感動於生態藝術之美質，進而能夠支持、投入環境

保育之永續工作。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為持續推廣國家公園保育理念，提供民眾認

識園區內豐富生態資源之管道，同時讓民眾更加瞭解櫻花鉤吻鮭之

復育情形，遂於行政院新聞局地方新聞處舉辦「臺灣意象－櫻花鉤

吻鮭暨雪霸風情特展系列活動」。此項活動是雪霸處首次與行政院新

聞局(臺灣影像部落格)共同合辦，將展示之觸角延伸推廣至台中大都

會區，邀請喜愛自然的民眾在 6 月份前來參觀，藉以瞭解台灣櫻花

鉤吻鮭的保育與復育成果，進而愛惜並共同保護我們的國寶魚。 
（二）活動方式 

規劃有資源介紹、櫻花鉤吻鮭專區、影片放映、環境教育互動遊

戲區等，將本處推廣環境教育及展示觸角延伸至都會區，以台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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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活動名稱 雪霸國家公園 台灣意象-櫻花鉤吻鮭暨雪霸風情特展 

象-櫻花鉤吻鮭為主題引領民眾感受雪霸園區豐富多樣的自然人文資

源，並一窺櫻花鉤吻鮭生活史。 

活動時間 1.活動日期：2008 年 6 月 2 日至 6 月 30 日。 
2.展出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17：00，週六 10：00-18：00，週日休

館。 

輔導團行程 97/6/24 
14：30~15：40 資源介紹、櫻花鉤吻鮭專區、環境教育互動遊戲區 
15：40~16：20 觀賞影片放映、相關設施檢視 
16：20~16：40 台灣意象攝影展參觀 

活動地點 行政院新聞局地方新聞處 

輔導團成員 計畫主持人   中興大學      歐聖榮   教授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李俊憲   助理教授兼系主任 

活動執行人員 張美瓊課長 

其他參與人員 謝維芳助理 紀錄：謝維芳 

 

（2）專家評估結果說明 

人：有關於參與者、執行者(活動企畫人員、解說人員)、地方社區居民等相關項目 平均分數

本活動的內容與安排適合所設定的目標參與者(本次活動鎖定一般大眾均可參加) 4 

本活動的內容讓參與者獲得符合其舉辦目的之知識或效益 4 

本活動內容預期可增加參與者正向之環境態度 4 

本活動讓參與者之間產生互動 1 

藉由本活動的進行，可讓參與者更瞭解國家公園 3 

活動的企畫與安排的過程提供了地方居民參與的機會(如擔任地方解說員或相關之

工作人員) 
1 

活動的進行是否有解說人員的安排 是 

■ 

否

□ 

解說導覽的過程具活潑性 4 

解說員有進行雙向(解說員與參與者之間)之互動解說 4 

解說員與參與者之人數比例適當 2 

解說人員之相關資料準備完善(資料完整、輔助道具、醫護用品、參與者特性) 4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表無活動無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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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活動舉辦的時間 平均分數 

活動舉辦時間或季節適當 5 

參訪或單次活動的過程所需的時間適當 

(部落音樂節舉辦時間為時間為 15:30~16:20，文化市集則為 10:00~16:00) 
4 

活動舉辦的期程(活動為期時程：如 6/2∼6/30)適當 4 

本次活動可成為該國家公園的例行/常態性活動 4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表無活動無此選項

 

地：地點的安排相關之項目 平均分數 

活動舉辦場所之整體規劃完善 3 

活動相關設施的完善 4 

活動過程之動線規劃順暢 4 

活動場所有完善的安全性考量 4 

活動場地大小空間適當 4 

活動場地安排考慮了參與者的五感情境 4 

場所安排與活動類型的契合性佳 4 

關於本項目，學者專家之其他意見或建議： 

翻轉牌高度不適宜小朋友，遊戲的高度也不適合小朋友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表無活動無此選項

 
 

事：有關活動項目 平均分數 

活動舉行符合預期達成之目標/效益 4 

活動舉辦之項目契合活動主題 5 

活動的宣傳行銷管道成效良好 2 

活動的舉辦創造了良好的互動(參與者、執行者、與環境)效果 4 

活動是否因氣候或其他因素影響而有備案 是 

■ 

否

□ 

關於本項目，學者專家之其他意見或建議： 

應廣泛宣導活動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表無活動無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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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關資源與媒體 平均分數 

本活動的安排與現場的環境資源吻合 3 

活動進行使用的媒材與現地環境資源契合 4 

本活動提供了適當的物品(如解說折頁、活動紀念品)給遊客 4 

本活動所運用的解說設施具有互動的效果 3 

關於本項目，學者專家之其他意見或建議： 

大多為圖像展示，沒有設施，似乎過於單調，僅以平面及電子方式呈現，部分地區燈光較暗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表無活動無此選項

（3）小結 

雪霸國家公園的活動主要以靜態展覽為主，整體的氣氛與環境營造尚

屬完善，但可能因為地點為於大樓內，加上宣傳較少，所以遊客並不多，

而在設施方面，展示的方式只有看板跟電子媒體，稍嫌不足，而有一些互

動式的解說媒介在人體尺度上應該可以再調整為適合小孩子的高度會更

好。 

2. 活動期間遊客調查結果分析 

（1）受訪居民特性分析 

本遊客抽樣於雪霸風情特展內共回收了 24 份有效問卷，茲將樣本特

性說明如下(見表 4-24) 

 性別 

在本次活動期間調查的樣本中，女性有 15 人，佔了 63%，男性則

有 9 人，佔了 37%。 

 年齡 

在本次活動期間調查的樣本中，受訪者年齡分佈主要以 22 歲以下

及 51-60 歲最多，分別有 7 人(29.17%)與 6 人(25%)，其次為 22-30 歲，

有 5 人(20.83%)。 

 教育程度 

在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方面，主要以大學(大專)為最多，有 11 人

(45.83%)，其次為高中與研究所以上，分別有 5 人 20.83%)以及 4 人

(16.67%)。 

 職業 

在受訪者之職業主要以學生為最多，有 12 人(50%)，其次則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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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人員與家管有 4 人(16.67%)。參與者職業頻度分析表如下表 4-24
所示。 

表 4-24 雪霸國家公園參與者背景頻度分析 

問項 內容 人次 百分比(％) 問項 內容 人次 百分比(％)

女性 9 38 大學(大專) 1 6.67 性別 

男性 15 63 研究所以上 11 73.33 
22 歲以下 7 29.17 

教育程度

高中 3 20 
22-30 歲 5 20.83 學生 12 50  
31-40 歲 2 8.33 軍/警/公務人員 3 12.5  
41-50 歲 3 12.5 工商業人員 4 16.67  
51-60 歲 6 25 

職業 

家管 4 16.67  

年齡 

61 歲以上 1 4.17  其他 1 4.17  

（2）參與動機與資訊獲得來源 

 參與動機 

本計畫依據回收之有效樣本 24 份中進行頻度分析。在受訪者之各

動機方面主要以學習與體驗動機最多有 10 人(41.67%)。各類別動機頻

度分析表如下表 4-25 所示。 

 資訊獲得來源 

在受測者之得知訊息方式主要以親友介紹最多有 10 人(41.67%)，
其次為其他方式有 6 人(25%)。得知訊息方式頻度分析表如下表 4-25
所示。 

表 4-25 雪霸國家公園各參與動機與得知訊息方式頻度分析表 

參與動機 次數 百分比 得知訊息方式 次數 百分比 

生理動機 1 4.17  網路 3 12.50  

心理動機 2 8.33  報章雜誌 1 4.17  

社會動機 1 4.17  電視廣播 4 16.67  

體驗動機 10 41.67  親友介紹 10 41.67  

學習動機 10 41.67  其他 6 25.00  

（3）參加完活動後的意見 

在滿意度及再參與的面向中，五項總平均值為 4.050 分，受訪者對滿

意度問項中以「3-(5)如果本活動未來再度舉辦，請問您未來還願意再次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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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本活動嗎?」此項目平均數最高，分數為為 4.167，而平均數最低之問項

分則是「3-(1)請問您對活動過程中的解說人員感到滿意嗎?」，分數為

3.917，詳見表 4-26。 

表 4-26 雪霸國家公園受訪者滿意度統計表 

題號 滿意度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3-(5) 如果本活動未來再度舉辦，請問您未來還願意再次參加本活動嗎 4.167 0.637 

3-(2) 請問您對活動所安排的解說媒體使用感到滿意嗎 4.083  0.717 

3-(3) 請問您對本活動過程所傳達訊息(如解說或活動內容)的感到滿意嗎 4.083  0.584 

3-(4) 請問您對本活動(或解說過程)之整體狀況感到滿意嗎 4 0.722 

3-(1) 請問您對活動過程中的解說人員感到滿意嗎 3.917  1.018 
總平均 4.050  

註：1 分代表非常不願意，5 分代表非常願意 

在知識的獲得與技術改變上的認同情況方面，四項總平均值為 4.052，
而在受訪者對知識認同度問項中以「4-(3)經由這次活動，讓我更了解櫻花

鉤吻鮭的復育情形」此項目平均數最高，分數為 4.333，而平均數最低為

3.485，「4-(4)經由這次活動，讓我獲得了不同於日常生活所需的技術」，詳

見表 4-27。 

表 4-27 雪霸國家公園知識認同度統計表 

題號 知識認同度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4-(3) 經由這次活動，讓我更了解櫻花鉤吻鮭的復育情形 4.333  0.702  

4-(2) 經由這次活動，讓我更瞭解雪霸國家公園的自然資源 4.292  0.464  

4-(1) 經由這次活動，讓我瞭解雪霸國家公園的景觀資源 4.125  0.448  

4-(4) 經由這次活動，讓我獲得了不同於日常生活所需的技術 3.458  0.658  

總平均 4.052  

註：1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5 分代表非常認同 

在休閒效益方面，總平均值為 3.842，略低於滿意度與認同度，受測

者對效益認同度問項中以「5-(5)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

的環境效益」此項目平均數最高為 4.375，而平均數最低為 3.250，「5-(1)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生理效益」，參見表 4-28 效益

認同度統計表。 

表 4-28 雪霸國家公園效益認同度統計表 

題號 效益認同度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5-(5)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環境效益 4.375  0.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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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教育效益 4.167  0.565  

5-(2)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心理效益 3.875  0.680  

5-(3)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社會效益 3.542  0.833  

5-(1)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生理效益 3.250  0.794  

總平均 3.842   

（4）小結 

從分析的資料顯示，大多數的受訪者前往此活動現場的動機以體驗動

機佔最多，遊客中以研究所以上學歷佔最多，而且有佔多數的學生，從描

述性統計的資料中可以發現，多數人在體驗活動後，確實較能瞭解櫻花鉤

吻鮭的復育情形，也較為認同自己有獲得部分的環境效益。 

3. 相關業務單位認知之效益分析 

在針對雪霸國家公園活動執行者的問卷訪談分析方面，從整體之分析

可發現，教育與保育效益是屬於效益認同較高的面向，分別為 4.8 及 4.9
分，其中「本活動提供了資源保育之環境教育功能」、「本活動推廣了本園

區的自然資源」及「本活動推廣了本園區的自然資源」平均分數最高，皆

為 5 分，說明了櫻花鉤吻鮭的展覽活動確實提升了教育與保育之效益，分

數偏低的包含整體效益與地方效益：整體效益面向的平均數中，以「認為

本活動之自我執行活動能力極佳」分數較低，為 3.8 分，可能必須要其他

資源之配合方能完美被執行，而地方效益的分數相較起其他都偏低，此也

說明了目前的活動可能與地方的鍵結還不夠強。 

表 4-29 活動執行者對雪霸國家公園舉辦之活動效益分析 

面向 題項 活動效益類別與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

1(1) 本活動提供了資源保育之環境教育功能 5 0.000  
1(2) 本活動推廣了本園區的自然資源 5 0.000  
1(3) 本活動推廣了本園區的人文資源 5 0.000  
1(5) 本回動提供給本園區負擔社會責任之機會 4.6 0.548  

教育效益 

1(4) 本活動提供給本園區從事社會公益活動之機會 4.4 0.548  

4.8

2(1) 本活動增加園區內及周邊社區的意識與認同感 5 0.000  
保育效益 

2(2) 本活動的進行同時保育了園區內的自然與文化資產 4.8 0.447  
4.9

3(1) 本活動塑造了本園區之形象 4.4 0.548  
3(2) 本活動提高本園區之知名度 4.2 0.447  宣傳效益 
3(3) 本活動成功吸引人潮進入園區 4.2 0.837  

4.26

4(1) 本活動的推廣增加了同仁對本園的認同感 4 0.707  
組織效益 

4(2) 本活動提供了組織人員共同參與活動之機會 4.2 0.447  
4.1

5(2) 對活動之整體表現非常滿意 4 0.000  
整體效益 

5(1) 認為本活動之自我執行活動能力極佳 3.8 0.447  
3.9

6(2) 本活動的進行結合了地方居民或當地社團組織 4.2 0.447  
地方效益 

6(1) 本活動的進行帶動了地方的發展 3.8 0.83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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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題項 活動效益類別與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

7(2) 願意將此活動舉辦的經驗予以推廣至其他國家公園 4.4 0.548  
再舉辦意願 

7(1) 願意明年度再舉辦同樣的活動 4.2 0.447  
4.3

註：1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5 分代表非常認同 

 

（六）金門國家公園 

1. 活動評估 

（1）活動記實 
解說活動名稱 金門國家公園 古厝民宿推廣活動 

解說活動簡述 古厝民宿推廣活動 
（一）金門古厝民宿的推動 

金門國家公園範圍內有七個保存較完整的傳統聚落，聚落內除了

有豐富的閩南建築、洋樓、古蹟外，這裡的居民還保留了傳統的空

間配置、宗族制度、民俗慶典與風水信仰等豐富的常民文化。 
在解除戰地政務後的金門，許多的老房子因為居住需求而被拆除

重建或因產權複雜而任其傾頹，傳統聚落的風貌隨著時間而逐漸流

逝。為使這些珍貴傳統建築風貌與人文風采能永續保存，且讓世代

子孫共享祖先的智慧，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乃積極推動古厝修復及

活化再利用工作。 
管理處除補助經費鼓勵居民自行修復古厝外，並積極協商聚落內

無人使用之古厝所有權人，將已毀損之古厝及其基地設定地上權，

由管理處負責修復並管理 30 年，至今(94 年)已完成設定傳統建築 50
餘棟，且逐年編列經費辦理修復。並推動傳統建築活化再利用，除

作為展示館外，餘均委託民間經營茶藝館、特色賣店、民宿等。 
推動『古厝民宿』的主要目的，是期望讓不曾住過古厝的遊客，

能有機會體驗金門地區先民的生活智慧，並感受當地居民對傳統文

化傳承的重視，也希望因而帶動聚落居民的就業機會，使傳統聚落

的保存受到更多人的關心與重視。 
（二）民宿經營方式 

管理處將已經整建完備的古厝予以招標委託經營，依據投標者所

提之營運計畫進行優勝順序之評定。得標之經營者需繳交營運收入

總額的 20％予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惟收費標準亦有限制，以每人

600∼1200 元的範圍內。委託經營的期限以 1 年為原則，但經評鑑經

營績效良好且機關認為有繼續委託之必要者，則可續約 2 次，每次 1
年。 

（三）相關推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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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目前資料得知，國家公園為促進遊客至金門旅遊時入駐古厝民

宿，之相關推廣措施有 
1.專門網頁介紹古厝民宿 
2.製作紀念品(如 823 戰役紀念品)，免費贈送活動期間(97/6/1∼

97/12/31)入駐管理處民宿之遊客，以加強遊客對民宿推廣的參與感和

認同感。 

活動時間 金門國家公園為積極推動古厝修復及活化再利用工作，自民國 94 年

起辦理傳統建築民宿標租，至今已邁入第四年。 

輔導團行程 97/6/23 
10：30~12：00 保育研究課 邱天火課長、李秀燕小姐 

遊憩服務課 蘇靜宜小姐              訪談 
13：00~15：00 南山 5-6 號民宿主人 賴美秀小姐      訪談 
15：30~17：30 瓊林 100 號民宿管理者 蔡瑩潔小姐    訪談 

97/6/24 
09：00~11：00 水頭 5 號民宿主人 顏湘芬小姐        訪談 
11：00~12：00 管理理處活動執行者                 問卷 

訪談地點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南山 5-6 號民宿、瓊林 100 號民宿、水頭 5 號民宿 

輔導團成員 計畫主持人   中興大學    歐聖榮   教授 
金門技術學院 觀光管理系  陳錦玉   專任講師 
中州技術學院 景觀設計系  林建堯   專任講師 

活動執行人員 遊憩課 蘇靜宜小姐 
保育課 李秀燕小姐 

其他參與人員 謝維芳助理、黃筱薇助理 紀錄：謝維芳 

 

（2）專家評估結果說明 

人：有關於參與者、執行者(活動企畫人員、解說人員)、地方社區居民等相關項目 平均分數 

本活動的內容與安排適合所設定的目標參與者(本次活動鎖定一般大眾均可參加) 4 

本活動的內容讓參與者獲得符合其舉辦目的之知識或效益 4 

本活動內容預期可增加參與者正向之環境態度 4 

本活動讓參與者之間產生互動 4 

藉由本活動的進行，可讓參與者更瞭解國家公園 4 

活動的企畫與安排的過程提供了地方居民參與的機會(如擔任地方解說員或相關之

工作人員) 
2 

活動的進行是否有解說人員的安排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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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關於參與者、執行者(活動企畫人員、解說人員)、地方社區居民等相關項目 平均分數 

■ □ 

解說導覽的過程具活潑性 4 

解說員有進行雙向(解說員與參與者之間)之互動解說 4 

解說員與參與者之人數比例適當 - 

解說人員之相關資料準備完善(資料完整、輔助道具、醫護用品、參與者特性) 4 

學者專家之意見說明： 

主題與活動應結合地更好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表無活動無此選項

 

 

時—活動舉辦的時間 平均分數 

活動舉辦時間或季節適當 4 

參訪或單次活動的過程所需的時間適當 4 

活動舉辦的期程 4 

古厝民宿的推廣可成為該國家公園的例行/常態性活動 4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表無活動無此選項

 

地：地點的安排相關之項目 平均分數 

活動舉辦場所之整體規劃完善 4 

活動相關設施的完善 4 

活動過程之動線規劃順暢 3 

活動場所有完善的安全性考量 4 

事：有關活動項目 平均分數 

活動舉行符合預期達成之目標/效益 4 

活動舉辦之項目契合活動主題 - 

活動的宣傳行銷管道成效良好 4 

活動的舉辦創造了良好的互動(參與者、執行者、與環境)效果 2 

活動是否因氣候或其他因素影響而有備案 是 

□ 

否 

■ 

關於本項目，學者專家之其他意見或建議：互動應該要更好一點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表無活動無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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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點的安排相關之項目 平均分數 

活動場地大小空間適當 3 

活動場地安排考慮了參與者的五感情境 3 

場所安排與活動類型的契合性佳 4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表無活動無此選項

 

物：有關資源與媒體 平均分數 

本活動的安排與現場的環境資源吻合 4 

活動進行使用的媒材與現地環境資源契合 4 

本活動提供了適當的物品(如解說折頁、活動紀念品)給遊客 4 

本活動所運用的解說設施具有互動的效果 - 

備註：5 分表非常同意，1 分表非常不同意，「-」表無活動無此選項

（3）小結 

金門國家公園主要的活動為古厝之推廣，就環境上來說，因為屬於傳

統聚落，環境上能變動的內容不多，因此動線之規劃相當重要，建議可以

強化動線系統，而古厝居民、執行單位之間的互動目前還有提升的空間。 

2. 活動期間遊客調查結果分析 

（1）受訪居民特性分析 

本遊客抽樣於金門國家公園內共回收了 11 份有效問卷，茲將樣本特

性說明如下(見表 4-30) 

 性別 

在本次活動期間調查的樣本中，女性有 6 人，佔了 54.5%，男性

則有 5 人，佔了 45.5%。 

 年齡 

在本次活動期間調查的樣本中，受訪者年齡主要以 22-30 歲為最

多，有 5 人(45.5%)，其次為 31-40 歲，有 3 人(27.3%)。 

 教育程度 

在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方面，主要以大學(大專)為最多，有 9 人

(81.8%)及，其他則為研究所以上有 2 人(18.2%)。 

 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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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訪者之職業主要以工商業人員為最多，有 4 人(36.4%)，其次

則是學生、家管以及其他有 2 人(18.2%)。 

表 4-30 金門國家公園參與者背景頻度分析 

問項 內容 人次 百分比(％) 問項 內容 人次 百分比(％)

女性 6 54.5 大學(大專) 9 81.8  
男性 5 45.5 

教育程度

研究所以上 2 18.2 
22-30 歲 5 45.5     
31-40 歲 3 27.3     

22 歲以下 2 18.2 工商業人員 4 36.4 
41-50 歲 1 9.1 學生 2 18.2 

   家管 2 18.2 

   其他 2 18.2 

性別 
 

年齡 

   

職業 

教職人員 1 9.1 

（2)參與動機與資訊獲得來源 

 參與動機 

本計畫依據回收之有效樣本 11 份中進行頻度分析。在受訪者之各

動機方面主要以心理動機最多，體驗動機次之，分別有 4 人(36.4%)
及 3 人(27.3%)。各類別動機頻度分析表如下表 4-31 所示。 

 資訊獲得來源 

在受測者之得知訊息方式主要雅網路資訊有 9 人(81.8%)，其他為

親友介紹及電視廣播有 1 人(9.1%)。得知訊息方式頻度分析表如下表

4-31 所示。 

表 4-31 金門國家公園各參與動機與得知訊息方式頻度分析表 

參與動機 次數 百分比 得知訊息方式 次數 百分比 

心理動機 4 36.4 網路 9 81.8 

體驗動機 3 27.3 親友介紹 1 9.1 

學習動機 2 18.2 電視廣播 1 9.1 

生理動機 1 9.1    

社會動機 1 9.1    

（3）參加完活動後的意見 

在滿意度及再參與的面向中，五項總平均值為 4.018 分，受訪者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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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問項中以「3-(5)如果本活動未來再度舉辦，請問您未來還願意再次參

加本活動嗎?」項目平均數最高，分數為 4.45，而平均數最低之問項分則是

「3-(2)請問您對住宿過程中，所安排的解說媒體感到滿意嗎？」，分數為

3.64，詳見表 4-32。 

表 4-32 金門國家公園受訪者滿意度統計表 

題號 滿意度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3-(5) 如果本活動未來再度舉辦，請問您未來還願意再次參加本活動嗎？ 4.45 0.52 

3-(1) 請問您對住宿過程中的民宿主人的解說感到滿意嗎？ 4.09 0.7 

3-(4) 請問您對住宿(或解說)過程之整體狀況感到滿意嗎？ 4.09 0.54 

3-(3) 請問您對住宿過程中所傳達訊息(如古厝解說)感到滿意嗎？ 3.82 0.6 

3-(2) 請問您對住宿過程中，所安排的解說媒體感到滿意嗎？ 3.64 0.67 
總平均 4.018  

註：1 分代表非常不願意，5 分代表非常願意 

在知識的獲得與技術改變上的認同情況方面，四項總平均值為 3.975，
而在受訪者對知識認同度問項中以「4-(1)經由這次住宿，讓我瞭解金門國

家公園的景觀資源」、「4-(2)經由這次住宿，讓我更瞭解金門國家公園之古

厝及其他人文史蹟」此項目平均數最高，分數為 4.27，而平均數最低為

3.36，「4-(4)經由這次活動，讓我獲得了不同於日常生活所需的技術」，詳

見表 4-33。 

表 4-33 金門國家公園知識認同度統計表 

題號 知識認同度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4-(1) 經由這次住宿，讓我瞭解金門國家公園的景觀資源 4.27 0.47 

4-(2) 經由這次住宿，讓我更瞭解金門國家公園之古厝及其他人文史蹟 4.27 0.47 

4-(3) 經由這次住宿，讓我更瞭解金門國家公園的自然生態 4 0.77 

4-(4) 經由這次住宿，讓我獲得了不同於日常生活所需的技術 3.36 0.92 

總平均 3.975 

註：1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5 分代表非常認同 

在休閒效益方面，總平均值為 3.8，略低於滿意度與認同度，受測者

對效益認同度問項中以「5-(2)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

心理效益」、「5-(4)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教育效益」

此二項目平均數最高為 4，而平均數最低為 3.45，「5-(1)經由這次活動之

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生理效益」，參見表 4-34 效益認同度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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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金門國家公園效益認同度統計表 

題號 效益認同度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5-(2)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心理效益 4 0 

5-(4)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教育效益 4 0 

5-(5)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環境效益 3.82 0.4 

5-(3)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社會效益 3.73 0.47 

5-(1) 經由這次活動之後，我覺得我獲得了相關的生理效益 3.45 0.82 

總平均 3.8 

（4）小結 

分析資料顯示，大多數受訪者前往此活動現場的動機以心理動機最

多，遊客中以大學大專以上學歷最多，而且有佔多數的學生，從描述性統

計的資料中可以發現，多數人在體驗活動後在景觀資源與文化方面如古厝

與人文史蹟方面所獲良多，大多具有重遊意願，也較為認同自己有獲得部

分的心理與教育效益。 

3. 相關業務單位認知之效益分析 

在針對金門國家公園活動執行者的問卷訪談分析方面，從整體之分析

可發現，宣傳效益是屬於效益認同較高的面向，總平均數為 4.26，其中以

「本活動塑造了本園區之形象」及「本活動提高本園區之知名度」平均分

數最高，分別為 4.6，說明了金門的民宿活動確實提升了知名度與旅遊之

意象，分數低於 4 的包含整體效益與地方效益：整體效益面向的平均數中，

以「認為本活動之自我執行活動能力極佳」分數較低，為 3.8 分，可能必

須要其他資源之配合方能完美被執行，而地方效益的分數相較起其他都偏

低，此也說明了目前的活動可能與地方的鍵結還不夠強。 

表 4-35 活動執行者對金門國家公園舉辦之活動效益分析 

面向 題項 活動效益類別與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

1(2) 本活動推廣了本園區的自然資源 4.6 0.548  
1(1) 本活動提供了資源保育之環境教育功能 4.2 0.447  
1(3) 本活動推廣了本園區的人文資源 4 0.707  
1(5) 本回動提供給本園區負擔社會責任之機會 3.8 0.837  

教育效益 

1(4) 本活動提供給本園區從事社會公益活動之機會 3.8 0.837  

4.08

2(2) 本活動的進行同時保育了園區內的自然與文化資產 4.4 0.548  
保育效益 

2(1) 本活動增加園區內及周邊社區的意識與認同感 3.8 0.837  
4.1

3(1) 本活動塑造了本園區之形象 4.6 0.548  
3(2) 本活動提高本園區之知名度 4.6 0.548  宣傳效益 
3(3) 本活動成功吸引人潮進入園區 3.6 0.548  

4.26

組織效益 4(1) 本活動的推廣增加了同仁對本園的認同感 4 0.707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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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本活動提供了組織人員共同參與活動之機會 4.2 0.447  
5(2) 對活動之整體表現非常滿意 4 0.000  

整體效益 
5(1) 認為本活動之自我執行活動能力極佳 3.8 0.447  

3.9

6(1) 本活動的進行帶動了地方的發展 3.6 0.548  
地方效益 

6(2) 本活動的進行結合了地方居民或當地社團組織 3.4 0.548  
3.5

7(2) 願意將此活動舉辦的經驗予以推廣至其他國家公園 4.4 0.894  
再舉辦意願 

7(1) 願意明年度再舉辦同樣的活動 3.6 0.548  
4 

註：1 分代表非常不認同，5 分代表非常認同 

4. 相關業務單位訪談 
訪談記錄 

 執行過程 
古厝民宿推廣活動至今已執行 4 年，除依然持續進行民宿整建招標經營外，管理處

亦透過舉辦金門傳統古厝之旅，讓遊客不但可以深入體會金門人文、戰役、自然之

美，並且安排住宿於金門國家公園整修完成之傳統建築特色民宿內，充份體驗金門

各項觀光資源。 
 宣傳方式 

透過國家公園古厝民宿專屬網站，及各民宿管理者自行架設之網站或部落格。 
 遊客住宿率 

民宿主人表示雖有淡、旺季之分，但無明顯區別，普遍住房率大致上都不錯，平日

也有遊客訂房住宿。 
 地方組織參與 

地方組織如民宿發展協會尚無實際運作，無法凝聚民宿業者之發展共識。 
 民宿管理者之建議 

民宿管理者反應國家公園舉辦之金門傳統古厝之旅為推廣金門特色民宿大大加

分，希望上級單位持續舉辦相關活動。此外，在經營民宿過程中遭遇困難尚無對口

管道可向上反應，希望未來建立可直接對應之專屬管道，以改善雙方意見之交流。

 未來的期許 
未來希望多舉辦民宿經營管理相關課程，以輔導民宿業者。此外，除住宿外若相關

解說活動搭配得宜，將有助於遊客體驗金門之各項觀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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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公園保育工作及解說活動之發展趨勢探討與分析 

為審視近十年來各國家公園管理處所執行之保育工作及解說活動之發展

趨勢及與各國家公園之核心價值是否吻合，本計畫透過各國家公園管理處之

保育課及解說課等相關單位蒐集近十年來之保育研究工作及解說教育工作

之內容，藉由內容分析法，先行將近十年之保育研究工作及解說教育工作分

別加以分類、分析後，對應發展時間，整理歷年研究發展歷程及趨勢；同時

進行國際間國家公園保育趨勢及解說活動案例文獻蒐集、分析作為參考(請參

閱第二章第三節 國家公園發展相關文獻與案例探討)，並對照台灣國家公園

中長程保育政策，進而提出相關工作執行之未來發展建議。為考量後續工作

執行之可行性，本計畫進行七處國家公園第二階段現地輔導評估，針對研擬

之工作執行之趨勢及後續推動方向之建議進行訪談，並對現階段面臨之課題

進行探討及研擬對策，以期對國家公園未來景觀保育與解說工作提出實質發

展趨勢及建議。 

分析資料 

本計畫保育研究工作計畫相關資料蒐集自內政部營建署、台灣國家公

園、墾丁國家公園、玉山國家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太魯閣國家公園、

雪霸國家公園、金門國家公園、東山環礁國家公園、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等網站，收集資料涵蓋 73 年至 97 年，端視各國家公園執行狀況而定，其

內容則包含：執行年度、所屬類別、計畫標題、作者、中文摘要、英文摘

要、內容...等。解說教育工作相關資料則是請各國家公園管理處提供 86 年

至 97 年辦理解說相關活動之名稱、活動地點、活動內容、辦理梯次、參與

人次...等相關資料。分析方式主要依據其研究及活動內容進行分類或說明。 

分析方法 

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是對過去已存在的事或物進行探索與瞭

解，以非介入的形式及客觀與系統性的態度來進行相關內容的研究與分

析，以得此事物之內容的環境脈絡與其所傳達的意義，此方法具備了客觀

化、系統化、數量化及明顯化之研究特性(盧麗淑，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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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研究工作資料 解說教育工作資料

進行內容分析

國際間國家公園
解說教育案例蒐集

國際間國家公園
保育趨勢文獻蒐集

課題探討

保育研究、解說教育
後續工作建議及相關

對策提出

各國家公園管理處
訪談

資料蒐集

初步分析及保育研究工
作發展歷程與趨勢探討

初步分析及解說教育工
作發展歷程與趨勢探討

 
圖 4-2  第二階段現地輔導、評估工作流程圖 

 

（一）墾丁國家公園 

1. 墾丁國家公園近十年保育研究工作趨勢分析 

（1）墾丁國家公園近十年保育研究工作重點內容 

在墾丁國家公園近十年的保育工作項目中，推動的工作大致上可分成

資源調查、人文史蹟、地形地質、經營管理四大類型。近十年來，墾丁主

要保育研究工作與以往比較起來，相對較少，其主要仍以資源調查及經營

管理類型的計畫項目為主。以下將針對各類型研究計畫之工作核心進行說

明： 

 資源調查 
在近十年的動物保育研究工作中，整體性的動植物調查較少，海

域以珊瑚及鯨豚為主；陸域則以梅花鹿為主。近期則在鳥類方面有較

多的探討，另有多件研究係針對阿瑪斯號貨輪重油污染事件進行瞭解

海域生態被破壞的狀況。 

在植物保育研究工作中，主要以植群變遷為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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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史蹟 
於近十年之人文史蹟調查類別中，僅有一件史前文化遺址調查。 

 地形地質 
墾丁國家公園近十年對於地形地質方面的探討也較少，僅於民國

90 年進行龍坑海床地形地貌。 

 經營管理 
與其他工作項目相較之下，經營管理項目為主要推動及持續進行

的工作，其中以海域長期生態研究為延續性之長期研究計畫。 

表 4-36 墾丁國家公園 87-96 年保育研究工作計畫彙整表 

年度 
類型 類別 項目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海域生態變遷 1   1       
鳥類        2 2 2 
魚類       1    
陸蟹     1      
哺乳類調查  2  1 1 1     
珊瑚 1   1       
無脊椎動物        1  1 
脊椎動物    1       

動物 

梅花鹿 1    1 1     
植群變遷     1 1    1 
外來種    1       
原生種 1          

資源調查 

植物 

馬兜鈴         1  
人文史蹟 史前文化遺址  1         
地形地質 龍坑海床地形地貌    1       

海域分區檢討  1         
海域長期生態研究     2 1 1 1 1 1 
生態資源監測     1   1 1  

經營管理 

生態旅遊        1   

（2）墾丁國家公園保育研究工作發展歷程與趨勢探討 

近十年來，墾丁國家公園的保育研究推動個案與其他國家公園相較之

下較少，與人文史蹟方面之相關研究僅有 1 件。此部分針對近十年的保育

研究工作進行發展歷程與趨勢分析探討，探討方式依計畫之分類與類別分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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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調查 
墾丁國家公園成立時間最早，故早期在各類資源調查的部分具有

相當豐富的成果，民國 87 年開始仍繼續進行珊瑚及鯨豚以及梅花鹿

的調查研究，民國 93 年開始進行魚類、鳥類及無脊椎動物的相關調

查；相較之下，植物的調查是較少的，曾於民國 91 及 92 年進行植群

變遷的研究，而其餘僅有 3 個年度各執行 1 項植物類別的研究計畫。

此外，民國 90 年所發生的阿瑪斯號貨輪重油污染事件亦衍生數個後

續對生態資源所造成的影響的相關研究。 

珊瑚資源的銳減已然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故後續建議仍應加強

此類珍貴資源之保育研究，另外每年由西伯利亞過境臺灣的灰面鷲以

及各種候鳥的相關研究在近十年中亦較為偏少。 

 經營管理 
墾丁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近年開始著重資源保育與環境監測的

工作，民國 91 年起開始進行長期的海域生態觀測研究，並對南仁山

森林有持續的監測計畫。顯見墾丁國家公園積極針對區內的海洋資源

復育與調查、生態旅遊推廣以及海域分區檢討努力，但仍建議未來在

經營管理的層面應加強資料庫建置，以因應未來的發展趨勢。 

表 4-37 墾丁國家公園 87-96 年保育研究工作趨勢分析表 
年度 

項目 
87 年---------------------------------------------------------------------------------------------------------96 年 

       鳥類 

      魚類    
 哺乳類     

珊瑚   珊瑚       
       無脊椎動物 

動物調查 

梅花鹿   梅花鹿      
植物調查     植群變遷     

    海域長期生態研究 經營管理 
       生態資源監測  

（3）後續推動建議 

從前述之工作重點與發展趨勢分析可以分類出可持續執行之計畫方

向，以及順應現今環境保育與研究趨勢下之推動主題，茲說明如下： 

 近十年整體保育研究計畫個數較少，特別是在植物調查、人文史

蹟以及地形地質方面，建議未來可增加編列預算，加強相關的保

育研究類別。 

 應長期進行特有物種如珊瑚、梅花鹿等物種的有關研究，特別是

針對如何復育瀕臨絕種動物以及減少人為破壞所造成的影響等



 141

議題。 

 增加對過境鳥及候鳥的相關研究，並配合宣導，提昇民眾的保育

觀念。 

 加強植物物種研究，特別是濱海植物以及水生植物的研究，用以

豐富墾丁植物的多樣性，並藉此更加深層地瞭解此地植物特性及

相關知識。 

 墾丁國家公園長期以來以供給遊憩資源為主要發展目標之一，故

也產生遊憩與保育之間的衝突性，後續研究方向應該由此著手，

探討遊憩與保育衝突之因應策略。 

 加強海域環境的保育研究，並融入海洋保護區的國外案例經驗，

強化墾丁國家公園的核心目標。 

 持續推動經營管理研究計畫，除海域長期生態研究以及各項資源

監測外，更可參考其他國家公園所提之經營管理策略，如資料庫

的建置以及遊客管理等，以維護園區內之遊憩品質及環境品質。 

2. 墾丁國家公園近十年解說教育工作趨勢分析 

（1）墾丁國家公園近十年解說教育活動重點工作內容 

針對墾丁國家公園民國 87-97 年之解說教育相關活動進行發展歷程

(請參見表 4-38)與趨勢探討，依活動類型分類為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

例行性年度大型活動、解說教育人員、培訓研習計畫及針對關鍵性環境威

脅因子進行之解說教育等四大類別，彙整說明如下： 

A. 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 
墾丁國家公園近十年來所舉辦之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數量與

其他國家公園相較之下較少，總數共 19 項，每年主要舉辦活動類型

仍以生態為主要解說體驗主題。 

 生態體驗型 
墾丁主要生態資源以鳥類、鯨類以及潮間帶生物之資源類型為

主，長期以來潮間帶生物觀察活動成為每年必然具備之活動內容，而

各種賞鳥活動則為吸引大量遊客人次之活動類型。此外，昆蟲觀察活

動則為次要的舉辦活動類型。近十年亦曾多次推動「植物、民俗植物

之旅」植物觀賞活動。 

 天文型 
墾丁地區獨特的地理條件，讓墾丁國家公園成為極佳的觀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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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近十年墾丁國家公園處亦結合此項資源特色，長期推動各季觀星

活動，並成為參加人次最多之活動類型。 

 地質型 
墾丁地質多為層泥岩中夾帶的外來岩塊，主要由礫岩組成，造成

怪石猙獰。此外，墾丁地質以珊瑚礁為主，貓鼻頭、龍坑、鵝鑾鼻附

近，皆可看到裙礁、海崖、海蝕溝等發達的珊瑚礁地形；海灣堆積的

砂粒，則含有大量的貝殼砂；而墾丁森林遊樂區、社頂自然公園及鵝

鑾鼻等地，則是隆起的珊瑚礁臺地；受東北季風影響，區內也形成了

砂瀑、砂河、砂丘等風成地形。因此自民國 87 年至 96 年間，年年均

有舉辦「閱讀岩石的故事—地質之旅」活動，於關山、貓鼻頭、龍磐

公園及風吹砂等地區進行地形地質觀察活動。 

 人文體驗 
在人文體驗部分，恆春歷史成為墾丁國家公園主要推動的活動主

題，並於民國 87 年至 97 年間持續進行此類人文體驗解說活動，其活

動地點包含遊客中心、鵝鑾鼻、瓊麻工業史展示區以及恆春古城。 

 環境教育 
隨著環境保育議題逐漸受到重視，墾丁國家公園近十年每年均推

動淨海淨灘活動，以維護海灘環境的整潔，此外，亦多次推動新環境

禮儀運動以及原生樹種造林活動來啟發遊客愛護環境的觀念。 

表 4-38 墾丁國家公園民國 87-97 年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一覽表 
活動 
類型 活動名稱 辦理 

年度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梯

次 人次 

「散步東海岸」活動 87 、

88、96
東海岸 自然體驗活動 20 866 

「海洋萬花筒－探索

潮間帶」活動 
88-97 眺石、萬里桐 潮間帶生物觀

察活動 
10 386 

生態

體驗 

「南仁山、龍坑、社

頂」生態旅遊活動 
93-96 南仁山、龍坑生態保護

區、社頂生態旅遊地 
生態旅遊體驗

活動 
23 961 

鯨類 鯨豔─台灣的鯨類世

界 
95 遊客中心、後壁湖 專題演講及戶

外賞鯨 
2 70 

「仲夏夜之夢－賞螢

之旅」活動 
87、88 東海岸、 賞螢活動 4 180 昆蟲 

「昆蟲的世界」活動 87-88
92-93 

社頂自然公園 昆蟲觀察活動 28 1039 

「白鷺鷥的祝福－候

鳥之旅」活動 
87 、

90 、

93 、

94、95

龍鑾潭、貓鼻頭 賞鳥活動 28 1630 

「墾丁雁鴨季－水鳥

之旅」活動 
87-96 龍鑾潭 賞鳥活動 365 21638 

賞鳥 

「體驗自然－親子之 87-96 鵝鑾鼻、貓鼻頭 自然體驗、親子 116 7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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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活動 活動 
植物 「植物、民俗植物之

旅」活動 
87 、

89 、

90 、

92 、

93、96

遊客中心、社頂自然公

園、鵝鑾鼻 
植物觀察活動 44 1874 

人文 「琅嶠尋根－恆春歷

史之旅」人文活動 
87-97 遊客中心、鵝鑾鼻、瓊

麻工業史展示區、恆春

古城 
 

人文活動 52 2073 

觀星 「春夏秋冬」四季觀

星活動 
87-96 遊客中心、貓鼻頭、龍

磐公園 
觀星活動 35 138860

地質 「閱讀岩石的故事－

地質之旅」活動 
87-96 關山、貓鼻頭、龍磐公

園、風吹砂 
地形地質觀察

活動 
28 1262 

淨海淨灘活動 87-96 墾丁海域、各沙灘 潛水淨海 
海岸淨灘活動 

12 3550 

單車遊園活動 93、95 西海岸、東海岸 單車遊園 5 110 、

49、6、
200 

珊瑚海音樂會 96、97 貓鼻頭公園 恆 春 半 島 民

謠、曼陀林音樂

會、管弦樂 

2 650 

「獨木舟體驗」 96 港口 獨木舟體驗活

動 
1 30 

LNT 新環境禮儀運動 97 南仁山區 不留痕跡的野

外體驗活動 
2 40 

環境

教育 

綠葉成蔭－原生樹種

宜播造林 
97 龍鑾潭 復舊造林棲地

復育活動 
  

B. 例行性年度大型活動 
民國 87 年起墾丁國家公園持續舉辦賞鷹活動，每年吸引大量遊

客前來觀賞。民國 92 及 93 年分別開始舉辦護蟹活動及珊瑚礁生態保

育週活動，從研討會、淨灘活動推動生態保育概念，而每年舉辦的處

慶活動，也對特有保育物種—梅花鹿，也積極喚起國人對生態保育之

重視。 

 

表 4-39 墾丁國家公園民國 87-97 年例行性年度大型活動一覽表 

活動 

類型 
活動名稱 

辦理

年度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梯次 人次 

墾丁賞鷹活動 87-96 社頂自公園、滿

州、遊客中心 
專題演講、賞鷹活動 
賞鷹博覽會 

250 69778

珊瑚礁生態保育週 93-97 遊客中心、園區

海域、沙灘 
研討會、座談會、淨

海、淨灘活動、潮間帶

觀察活動 

7 3500 

生 態

保 育

型 

護蟹活動 92-97 砂島－鵝鑾鼻、

港口 
專題演講、陸蟹觀察活

動 
21 1196 



 144

其 他

類型 
處慶活動 87-97 遊客中心、園區 處慶系列活動 

梅花鹿野放、 
10 200 

C. 解說教育人員之培訓研習計畫 
墾丁國家公園近十年來對於解說志工訓練之辦理不遺餘力，自民

國 94 年來，陸續推動類型較為不同的培訓計畫，包括小小解說員研

習營以及社區解說員，顯見墾丁國家公園漸漸往地方紮根。另外在民

國 96 年，則特別訓練保育志工，充分顯示與大環境的環保意識相互

呼應之意。 

表 4-40 墾丁國家公園民國 87-97 年解說教育人員之培訓活動一覽表 

活動名稱 辦理

年度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梯次 人次 

解說志工訓練 87-97 遊客中心、國家公園園區 室內講授及戶外實勘 8 413 
墾丁國家公園小

小解說員研習營 
94-96 遊客中心、國家公園園區 室內講授及戶外實勘 3 96 

社區解說員訓練 95-97 遊客中心、國家公園園

區、恆春半島 
室內講授及戶外實勘 10 354 

保育志工訓練 96 遊客中心、國家公園園

區、恆春半島 
室內講授及戶外實勘 1 40 

（2）墾丁國家公園解說教育活動發展歷程與趨勢探討 

墾丁國家公園自民國 87-97年間解說教育課辦理之相關活動總計約 27
項，與其他國家公園相較之下，仍是較少。其活動類型仍以生態資源體驗

為主，包括賞鳥、潮間帶探索為長期基本的活動類型。近幾年則積極推動

生態旅遊、珊瑚礁生態保育活動以及發展賞鯨活動，此外，在環境關懷面

出發的各類型解說教育活動，也試圖從心靈活動體驗激勵國民珍惜環境之

心。就近十年辦理之解說教育活動趨勢而言(請參閱表 4-41)，「墾丁雁鴨季」

及「墾丁賞鷹活動」是長期持續辦理的解說活動類型，其他每年均有辦理

之活動包括地質、天文及人文活動，而環境教育類型除每年舉辦淨海淨灘

活動外，近年則漸漸開始推動音樂會及環境禮儀運動，顯見墾丁國家公園

對環境教育議題的重視，近五年來相關環境意識衍生的活動類型包括珊瑚

礁生態保育及護蟹活動，均屬相當具有教育意義之解說活動形態。 

整體而言，生態型體驗活動之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屬墾丁長期性之

活動類型，展現墾丁海域、山域融合的特色資源。另外墾丁國家公園近年

積極推動環境保育相關活動，吸引更多遊客前來。從另一方面來說，墾丁

國家公園在人文體驗的活動方面，則以恆春歷史為主要鎖定主題，然而整

體的人文活動類型仍是較少的。 

（3）後續推動建議 

國家公園解說教育活動之目標不外乎保育且兼顧民眾休閒、教育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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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維護墾丁國家公園的永續發展，後續推動建議說明如下： 

 近年積極推動環境保育觀念，融入大型活動及環境教育類型之解

說活動，活動舉辦方式也更加多元化，然而目前參加人次普遍不

高，如何結合宣傳，融入遊客旅遊行程當中，適度提昇參加人次，

是未來可加強之方向。 

 舉辦之生態體驗活動利用許多園區內自然及人文資源，然而對於

海域物種則缺少相關深入解說活動，未來建議可針對特色物種，

強化解說活動的深度。 

 在人文活動類型方面，僅「琅嶠尋根-恆春歷史之旅」係管理處每

年持續推動的解說活動，種類與項目都顯得過少，未來可加強人

文類型之解說活動，深化地方特色，提昇解說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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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墾丁國家公園解說教育課民國 87-97 年活動趨勢整理 

類型 類別 活動名稱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白鷺鷥的祝福－候鳥之旅            

鳥類 
墾丁雁鴨季－水鳥之旅            
昆蟲的世界            

昆蟲 
仲夏夜之夢－賞螢之旅            

鯨類 鯨豔－台灣的鯨類世界            
植物 植物、民俗植物之旅            
地質 閱讀岩石的故事－地質之旅            

散步東海岸            
體驗自然－親子之旅            
海洋萬花筒－探索潮間帶            

生態體驗 

「南仁山、龍坑、社頂」生態旅遊            
天文 「春夏秋冬」四季觀星            
人文 「琅嶠尋根－恆春歷史之旅」人文            

淨海淨灘活動            
單車遊園活動            
珊瑚海音樂會            
獨木舟體驗            
LNT 新環境禮儀運動            

環境教育 

綠葉成蔭－原生樹種宜播造林            
解說志工訓練            
墾丁國家公園小小解說員研習營            
社區解說員訓練            

解說員培訓 

保育志工訓練            
墾丁賞鷹活動            
珊瑚礁生態保育週            生態保育類型 
護蟹活動            

大型 
活動 

其他類型 處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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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玉山國家公園 

1. 玉山國家公園近十年保育研究工作趨勢分析 

（1）玉山國家公園近十年保育研究工作重點內容 

在玉山國家公園近十年的保育工作項目中，推動的工作大致上可分成

資源調查、人文史蹟、地球科學、經營管理、環境監控及其他六大類型，

從整體的研究重心可以瞭解，玉山國家公園近十年保育研究以資源調查及

經營管理兩個類型的計畫項目為主軸，其項目較為多樣：在資源調查部

分，其可被細分為生態研究、動物調查、植物調查、昆蟲調查四個部分；

在經營管理方面，則可細分為系統規劃、生態管理、資料建置、廢棄物處

理，以及遊客管理五個部分。 

地球科學之研究以地形地質之調查、繪製及分析為主，而在人文史蹟

的部分來說，大多數的研究則是以研究住民傳統遺跡或是住民文化的研究

為主，至於環境監測的部分則多屬持續性之物種或氣候監測工作，以下將

針對各類型研究計畫之工作核心進行說明： 

 資源調查工作 
在近十年的動物保育研究工作中，中大型哺乳類、蝙蝠、鳥類、

爬行動物等都曾進行過詳細的調查，其中以中大型哺乳類動物及台灣

黑熊的調查在動物調查相關研究中占大多數。從歷年的計畫也可以瞭

解到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保育單位對於動物資源保育計畫推動順序

與層級的周延考量，亦即大多數的動物資源調查都會先經過通盤性之

環境調查後，方進行不同物種之調查。 

在植物保育研究工作中，主要之工作為永久樣區之設置及調查，

包含闊葉林與蔓藤類的相關研究，其他則為玉山原生種植物之調查以

及本土性樹種的調查。 

 人文史蹟調查工作 
玉山國家公園座落於高山地區，鄰近許多原住民聚落，其在人文

方面的資源相當豐富，因此近十年的研究計畫大多數是以歷史遺址或

歷史文資等項目進行調查，不僅有純人文與歷史方面的分析，同時也

包含了探討民俗植物學等的內容。 

 地球科學調查工作 
在近十年的地球科學調查工作中，工作項目大多以地形地質的資

料庫建立為主，民國 91、93 及 94 曾分別針對東埔玉山地區、塔塔加

東埔梅山及天池地區，以及觀高至東埔地區進行相關地形地質資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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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與圖面建制。 

 經營管理工作 
經營管理工作分為系統規劃、生態管理、資料建置、廢棄物處理，

以及遊客管理五個部分。從近十年的推動工作看來，因遊客之遊憩行

為影響生物極劇，遊客管理類別的計畫推動得較多也較為持續，包含

遊憩容納量之調查、設施與遊客行為之探討、遊憩對動物相之影響等

計畫。 

另二個工作重點則是生態管理與資料建置，生態管理的部分主要

為生態資源的分析、景觀生態及生態設計之應用，而資料建置之主要

工作則是將具代表性之保育資源建構成完整資料庫。 

 環境監測 
環境監測包含塔塔加地區的生物監測、地質動態及例行性的監測

工作三個面向，生物監測以監測受遊憩衝擊影響的生物物種為主，其

中最常進行監測的地點為塔塔加地區，塔塔加地區的監測項目包含了

動物相影響監測、指標生物監測，以及蝴蝶監測。地質動態監測是以

預防地震為主，而例行性的監測則包含了氣象與水質的監測。 

表 4-42 玉山國家公園 87-96 年保育研究工作計畫彙整表 

年度 
類型 類別 項目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多樣性 生物多樣性調查         1 1
高山島嶼生態學哺乳類保育遺傳研究     1     
野生哺乳動物之相對豐富度調查     1     
中大型哺乳動物      1 3   2
台灣黑熊 1  1 1     1 1
食蟲目遺傳多樣性      1    
蝙蝠       1   1
偶蹄目動物        1 1
兩棲爬行動物       1   
鳥類調查     1     
台灣山鷓鴣   1 1      
帝雉 1         

動物 

考察美國黑熊 1         
永久樣區闊葉林      2  1  
永久樣區蔓藤         1 1
蕨類         1 1
植物微衛星DNA(喬木)         1 1
原生植物        1  

資源 
調查 

植物 

外來種植物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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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類型 類別 項目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玉山黃菀複合群        1  
植群演替        1  
植物資源     1     
新種植物    1      

昆蟲 蝴蝶       1   
東部園區史前史         1
西北園區史前史及民族學        1  
自然資源保育與原住民族發展     1     
日治時期遺址    1      
人文史蹟址保存或復舊工程    1      
環境與歷史遺跡之變異   1 1      

人文 
史蹟 

布農族舊部落調查  1        
地質地形   1  1   1 1
山坡崩塌裸露岩石區監測       1   
中新世麓山代古沉積環境       1   
航空照相規劃及特殊地形地質判視基礎圖       1   

地球 
科學 

天池湖泊水深量測及水底地形圖繪製      1    
應用地理資訊系統於保育及經營管理          1
社區總體營造    1      
山岳博物館規劃        1  
生態旅遊整體規劃       1 1  

系統 
規劃 

遊憩區發展      1    
生態系結構功能之整合        1  
生態工法與生態設計 1    1  1   
生態資源經營管理 1      1   

生態 
管理 

生態廁所      1    
台灣黑熊保育網站建置       1 1  
電子文化與自然資源地圖      1    
地景地貌航空照相建立      1    

資料 
建置 

解說系統       1 1  
環境廢棄物      1    廢棄物

處理 垃圾資源回收   1       
居民對觀光發展認知態度          1
遊憩設施與遊客行為      1    
塔塔加遊憩區、保護區承載量 1 1   1  1 1  
遊客量        1 1
環境、遊憩衝擊     2     
遊憩對動物相之影響     1     

經營 
管理 

遊客 
管理 

吊橋步棧道工程對野生動物影響      1    
環境 
監控 

塔塔加蝴蝶資源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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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類型 類別 項目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塔塔加指標生物監測        1   
 遊憩環境衝擊之生物因子監測     1      
 地質動態與環境長期監測研究    1       
 氣象與水質 1 1 1 1 1 1 1 1 1 1
其他 世界遺產潛力點      1     

（2）玉山國家公園保育研究工作發展歷程與趨勢探討 

此部分針對近十年的保育研究工作進行發展歷程與趨勢分析探討，探

討方式依計畫之分類與類別分述如下： 

 資源調查工作 
在動物方面，民國 86 到 90 年的研究多以基礎之調查為主，從民

國 91 年開始，相關之哺乳類動物資源調查工作開始密集地推動，並

以台灣黑熊之調查為最多，而近兩年也開始進行樂樂地區生物多樣性

調查之保育研究工作。從此趨勢看來，玉山國家公園的動物調查工作

未來之發展趨勢應為哺乳類動物(如台灣黑熊、蝙蝠、水鹿)之調查，

同時，因應現階段生物多樣性研究之發展，除了樂樂地區以外，更應

當找出有潛力、或是生態系統較為敏感之環境進行生物多樣性的研

究。 

在植物方面，民國 90 年後的相關調查逐漸增加，在民國 91 年玉

管處考量楠溪流域上游地區資源的珍貴性，便針對該地區進行永久樣

區之設置及調查，因此於該處進行一系列持續性的植物調查，延續到

民國 96 年，於民國 93 年開始也進行玉山特有植物之遺傳多樣性與微

衛星指紋基因分析之相關研究，主要的成果為遺傳基因資料庫之建

立。從近十年的發展趨勢可以發現，楠溪流域上游永久地區的植物資

源調查將是未來持續進行的工作，而植物遺傳基因資料庫的建立也是

後續可繼續推動之項目。 

 人文史蹟工作 
人文史蹟的基礎保育研究工作大多在民國 91 年前進行，在民國

91 年之後，主要進行的工作是以各園區的「史前史」分析為主，採

用人類學中的民族誌研究方式進行，研究成果主要為住民之人文脈絡

歷程，以及民族植物學之分類。而現階段僅針對東半部及西北部園區

進行「史前史」之研究，其餘地區尚未進行，建議後續可補充其他地

區之研究工作。 

 地球科學工作 
在近十年的地球工作中，持續進行的工作為地形地質的調查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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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從民國 90 年開始至民國 95 年都有相關之調查工作，其餘的工作

項目則是屬於短程計畫，如地形地質資料之圖面繪製。民國 95 年開

始除了資料庫建置與圖面繪製外，也進行了解說資料之規劃，考量玉

山國家公園之特殊地形地質資源，相關地形地質之基礎資料應完整地

蒐集及建置資料庫，建議未來應持續辦理整體、持續性之保育工作，

從基礎資料蒐集、到資料庫建置，以及最後的解說資料規劃，完成系

列性的地形地質保育工作。 

 經營管理工作 
經營管理之保育工作在民國 87 至民國 91 年進行的項目較少，五

年間推動了 6 項相關計畫。前期多以承載量及生態資源管理為主，而

從民國 92 年至 96 年進行的工作則囊括了不同面向之經營管理計畫，

持續在推動的計畫是各遊憩區與保護區之承載量分析。民國 96 年推

動較為不同的工作包含應用地理資訊系統於保育及經營管理，以及居

民對於觀光發展認知的研究計畫，開始了居民意見方面的相關研究。 

從近十年的計畫推動歷程可以發現，經營管理工作的趨勢逐漸從

早期的遊憩區承載量調查轉變成為當地居民之意見調查，同時，因應

研究技術之提升，地理資訊系統運用於保護區的經營管理計畫也逐漸

受到重視。未來除持續性的遊憩承載量調查外，當地居民對於觀光的

態度，以及地理資訊系統的應用應是未來可加強之部分。 

 環境監測 
環境監測的部分，近十年持續在進行的工作以塔塔加地區的環境

監測最為完整，前期多是以不同監測指標生物的確立為主，後續則持

續進行監測。自 95 年開始，塔塔加地區開始進行蝴蝶資源的監測工

作。自民 94 年開始持續了防制盜獵具體執行方案，此方案以非一般

的物種監測調查工作，而是開始轉以行動方案的方式進行，因此未來

的發展趨勢除了蝴蝶資源監測可持續進行外，保育行動方案之推動將

可有效達到環境監測之主要目的。 

表 4-43 玉山國家公園 87-96 年保育研究工作趨勢分析表 
年度 

項目 
87 年-----------------------------------------------------------------------------------------------------------96 年

  台灣黑熊調查 
大型哺乳類   中大型哺乳類 

 蝙蝠調查    蝙蝠調查 
動物調查 

      台灣水鹿族群監測 

  楠溪永久樣區植物調查 
     植物微衛星 DNA 分析 

植物調查 

     蕨類調查 
人文史蹟       園區史前史 
經營管理       居民對於觀光發展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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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地理資訊系統於保

育及經營管理 
承載量 遊憩區、保護區承載量 

動物相之影響 生物因子 蝴蝶鍵定資料庫建立 指標生物 蝶道消長 賞蝶資源 塔塔加地區

監測      防制盜獵具體執行方案

生物多樣性     樂樂地區 

（3）後續推動建議 

從前述之工作重點與發展趨勢分析可以分類出可持續執行之計畫方

向，以及順應現今環境保育與研究趨勢下之推動主題，茲說明如下： 

 國家公園面臨全球環境變遷之影響，區內動物、植被及生態系所

面臨之衝擊亦是後續研究調查方向，建議持續進行其他地區之生

物多樣性研究，以及更多物種之監測工作。 

 持續推動台灣黑熊之研究工作，包含物種數量、分佈區域，生活

習性等更為詳盡之調查，建構完整之台灣黑熊資料庫。 

 推動其他重要指標性哺乳類動物之基礎調查，如蝙蝠、水鹿，中

小型哺乳類動物。 

 持續進行楠溪永久樣區植物之調查，確認永久樣區之珍貴資源，

作為後續劃設保護區之依據。 

 針對園區內重要本土或玉山原生種植物進行遺傳基因資料調查

資料庫之建置，作為後續植物物種保育、復育策略之擬定基礎。 

 調查園區其他地區之蕨類資料蒐集，以完整建置園區蕨類植物之

資料。 

 完成園區南部北部地區史前史之研究工作，確認玉山國家公園住

民人文脈絡之內涵，以及完整蒐集民俗植物之所有分類，以利原

住民文化之永續經營管理。 

 特殊地形、地質景觀為玉山國家公園重要資源，因此地形、地質

研究需長期進行。 

 地理資訊系統技術之發展已臻完善之階段，建議後續研究應用此

一技術發於生態及土地使用管理策略之研究工作上。 

 考量當地居民對於遊憩或觀光發展之意見，訂定減少遊憩衝擊之

管理策略。 

 持續執行實質之保育行動，如防制盜獵之具體措施。 

2. 玉山國家公園近十年解說教育工作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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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玉山國家公園近十年解說教育活動重點工作內容 

針對玉山國家公園民國 88-97 年之解說教育相關活動進行發展歷程

(請參見表 4-44)與趨勢探討，依活動類型分類為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

例行性年度大型活動、解說教育人員之培訓研習計畫等三大類別彙整說明

如下： 

 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 
玉山國家公園近十年來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可概分為生態與

環境體驗型、動物資源型、植物資源型、古道與歷史型、生物多樣性

教育型、學童環境教育型、自行車遊憩型、登山遊憩型、特展型十一

種，茲將相關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說明如下： 

生態與環境體驗型是舉辦最多的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可再細

分成生態體驗、自然體驗及星象觀察等三種項目，其會依當年之對

象、地點及資源不同分別舉辦攸關保護自然環境主題的解說活動。其

中生態體驗包含了親子生態與淨山之旅、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生態體

驗營；自然體驗包含了與國家公園有約－遊走山林活動、好山好水自

然生態體驗營、「2008 清淨玉山」活動；星象觀察則包含了世紀末流

星會之旅、天地漫遊、95 年冬令青年休閒活動教育人員「玉山星情」

天文生態體驗營。上述之環境體驗活動原則上多是每年舉辦，同時以

推廣玉山國家公園的自然環境為主。 

動物與植物資源的解說教育活動主要以常見、一般遊客較為熟悉

的物種為主，在動物方面，主要是宣導遊客避免因不瞭解而做出造成

動物生態衝擊的行為，因此於 92 年舉辦還我本色-請勿餵食台灣獼猴

宣導活動並於 93-34 及 97 年年舉辦遇見台灣黑熊宣導活動，同時還

有每年都會舉辦的森林防火暨防制盜獵宣導活動；而在植物資源方

面，解說教育活動之內容則多屬介紹玉山國家公園的特有植物為主。 

在古道方面，因本地區開發時間較早，同時包含了早期日據時代

的道路以及原住民生活路線，因此在 88-93 年之間陸續舉辦了關於日

治八通關古道、布農族生活路線、及與布農有約等的古道與歷史解說

活動。 

在環境教育的特色解說教育活動方面，主要分成生物多樣性教育

與學童環境教育兩個主題，生物多樣性教育大致上每隔年舉辦一次，

而兒童環境教育則是 52 年來持續在推動的活動。 

而在遊憩活動結合的解說活動方面分成自行車遊憩與登山遊憩

兩種，自行車遊憩早期因騎自行車人數較少，僅於民國 89 年舉辦過

一次，而登山遊憩型則是玉山國家公園相當重要的活動，民國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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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都有舉辦過類似的活動。 

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的最後一類為特展型活動，此類的活動不

定期舉辦，且多與其他單位合作，近十年舉辦的活動包括 92 年舉辦

的玉山回首展揭幕典禮暨新聞記者會、93 年舉辦的集集燈展，以及

96 年舉辦的台灣意象-玉山風華特展系列活動。 

表 4-44 玉山國家公園民國 88-97 年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一覽表 
活動

類型 名稱 年度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梯次 人次 

親子生態與淨

山之旅 
88 
95 

塔塔加地區 如何接近自然與愛護動植物實地

體驗感受除攝影什麼都不取，除了

足跡什麼都不流的意義 

3 188 

玉山國家公園 
塔塔加生態體

驗營 

96 科博館、水里遊

客中心、塔塔加

地區、鹿 
林天文台 

秉持國家公園宣揚生態保育理念

並推廣優質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

之宗旨，期使科學教育與大自然教

室得以連結，給參與學童另種生活

教育之體驗。 

2 80 

與國家公園有

約－遊走山林

活動 

91 塔塔加、楠溪林

道 
體驗原始山林野外生活學習自然

倫理尊重生命 
2 89 

好山好水自然

生態體驗營 
92 水里、塔塔加、

日月潭 
希望藉由活動讓學員認識自然資

源的價值，並體認關懷環境生態的

重要性 

5 128 

「2008 清淨玉

山」活動 
97 玉山主峰線 

辦理時間： 
97 年 11 月 16
日至 97 年 12
月 15 日止 

讓民眾親近自然環境之餘，能將活

動所衍生之衝擊降至最低，並於活

動中產生愛護與回饋大自然之

心，從而支持與協助國家公園生態

保育工作，及落實無痕山林概念與

簡約旅遊方式，以豐富、滌淨國民

的心靈，共同為地球的未來盡一份

心力。 

2 40 

世紀末流星會

之旅 
88 

 
水里、塔塔加地

區 
配合世紀末獅子座流星雨帶領國

人體會宇宙萬象變化。 
1 
 

50 
 

天地漫遊 89 塔塔加地區 推廣「天文及生態環境教育」帶領

國人漫遊秋末初冬燦爛奪目的星

空 

2 150 

生態

與環

境體

驗型 

95 年冬令青年

休閒活動教育

人員「玉山星

情」天文生態體

驗營 

95 塔塔加、東埔、

雲龍瀑布至八

通關古道等 

提升全國教育人員對天文及台灣

高山生態之認識，藉由野外互動式

導覽傳播觀念、探訪鹿林山中央大

學天文台、夜間觀星、塔塔加高海

拔地區健行、東埔地區及八通關古

道至雲龍瀑布段。 

2 75 

還我本色-請勿

餵食台灣獼猴

宣導活動 

92 塔塔加、石山地

區 
提供遊客對台灣獼猴生態知識與

保育之正確觀念。 
4 500 

遇見台灣黑熊

宣導活動 
93-94 

97 
水里及各遊客

中心之鄰近國

小學童 

主動推廣園區之自然資源與特有

指標性物種與當今環境議題宣導 
9 
 

1945 

動物

資源

型 

森林防火暨防 88-96 本處各遊客中 為使森林防火暨防制盜獵觀念往  660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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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類型 名稱 年度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梯次 人次 

制盜獵宣導活

動 
心 下扎根，多面向之宣導  

高山植物之旅 88 塔塔加 以中、高海拔特殊的植物景觀及生

態為主題 
1 50 

新中橫賞梅、賞

雪活動 
89 信義、新中橫沿

線 
與地方產業結合，帶領遊客欣賞信

義鄉風櫃斗梅花綻放及園區沿線

景點體驗活動 

1 43 

植物

資源

型 

玉山花季系列

活動 
 

93-96 各園區 透過活動引領國人認識並欣賞平

地少見的中高海拔植物並宣導登

山安全及環保觀念。 

18 2113 

布農文化饗宴

暨關山越嶺古

道之旅 

88 中之關 讓學員了解布農族生活習性及帶

領遊客漫遊中之關步道。 
1 35 

古道采風 89-93 
 

竹山、鹿谷、東

埔 
八通關古道 

藉由尋幽探勝享受撥雲尋古道，倚

石聽流泉的雅趣。 
9 267 

山風之旅 89 南安地區 為增進遊客對於本處整修日治八

通關越嶺道、吊橋及沿途自然資源

與文化歷史之了解 

1 59 

古道天地遊蹤 91 南橫梅山地區 探訪豐富自然生態野生動植物資

源及遨遊神秘夏季星空 
2 80 

古道

與歷

史型 

與布農有約 89 
91 

沙里仙遺址 
東埔地區 

帶領園區週邊布農族人尋根活動 2 51 

自然教育中心

－教師生態研

習營 

88 
91 

水里地區 
東部園區 

以生物多樣性為主題以實地觀

察、了解台灣保育現況，國家公園

動植物資源、景觀、天文、經營管

理理念及湖外教學課程設計。 

2 237 

「自然體驗暨

生物多樣性操

作實務研習營」

活動 

92 水里 透過自然體驗方式進行生物多樣

性實地教學演練激發各種潛力 
2 250 生物

多樣

性教

育型 
楠溪暑期生物

多樣性長期生

態調查暨環境

教育宣導活動 

94 楠溪林道 實際參與野外現場調查研究工作

進而暸解國家公園之生物多樣性

及其重要性 

7 84 

玉山園區原住

民學童暑期環

教活動 

94-97 台北 101、東森

電視台、總統

府、墾丁國家公

園、海洋生物博

物館、雪霸國家

公園管理處、國

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苗栗區農

業改良、國立科

學工藝博物館

及高雄陽明海

運海洋探索館

為多面向落實敦親睦鄰照顧原住

民政策，讓國家公園與園區原住民

都能融和共處，攜手為來自台灣的

聖山－『玉山』鄰近的學童做積極

正面的環境教育工作。 

11 515 

學童

環境

教育

型 

環境教育到校

服務計畫 
97 
報名

中 

南投縣各國小

學童 
辦理時間： 

97 年 9 月 16 日

主動推廣園區之自然資源與特有

指標性物種與當今環境議題宣導 
2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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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類型 名稱 年度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梯次 人次 

至 97 年 12 月

15 日止 

自行

車遊

憩型 

曠野騎晴 89 阿里山、塔塔加

地區 
與中華民國自行車騎士協會合辦

結合全民自行車運動，特選高山環

境舉辦單車騎乘。增進遊客對國家

公園資源了解及提升遊憩品質，兼

具知性與感性的活動。 

1 43 

玉山學活動 91-97 玉山主峰線、八

通關線 
帶領國人登玉山，學習玉山、體驗

玉山、愛護台灣，讓玉山成為國人

終身學習的最佳戶外教室。 

29 1046 

玉山登山隊 92 玉山主峰、塔塔

加地區 
  250 

登玉山慶成年 94 玉山地區 為慶祝本處 20 周年處慶，特邀集

20 名與本處同齡的青年學子共同

攀登玉山，在玉山頂慶祝成年 

1 30 

「聖山守護－

玉山山祭系列

活動」 
(記者會、生態

之旅、淨山、有

獎徵答、登山安

全講座、雪季裝

備及登山環保

展覽) 

94-95 塔塔加地區 玉山靜山祭告儀式及登山常識、安

全等宣導系列活動，結合登山界、

環保界、企業界及媒體共同參與，

並患起國人對山林之崇敬 

 55278

禪觀玉山 95 玉山國家公園

東埔、八通關

藉由攀登玉山週邊山頂以觀山角

度遠眺玉山風情，體驗觀玉山活動

者藉由『登山論理』觀念達『登山

安全』效益。 

1 20 

登山

遊憩

型 

玉山首登活動 95 玉山國家公園

塔塔加、玉山

實際攀登東北亞第一高峰玉山，體

驗愛護台灣高山生態之美。 
1 102 

玉山回首展揭

幕典禮暨新聞

記者會 
92 水里遊客中心 玉山回首照片展 

 
6326 

台灣意象-玉山

風華特展系列

活動 

96 行政院新聞局

地方新聞處辦

公大樓-台中市

以生態模擬方式輔以數十種鳥類

標本及動物模型展出玉山園區豐

沛多樣的生態資源外，並隨時播放

玉山景緻與資源的 3D 動畫影片，

另規劃 4 場「生態專題講座」、9
部精湛影片於「山林紀事影展」播

映及 9 場次的「親子 DIY」等系列

活動。 

1 4312 

特展

型 

集集燈展 92 
93 

南投縣集集鎮

以燈會方式將國家公園生物多樣

性及珍愛台灣、擁抱自然之生態資

源展 

 
460000
530000

 

 例行性年度大型活動列表 
玉山國家公園的處慶是持續在辦理的例行活動，此種活動每年都

會舉辦，而內容則以攝影展結合茶會等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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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5 太魯閣國家公園民國 88-97 年例行性年度大型活動一覽表 
活動 
類型 名稱 年度 地點 活動內容 梯次 人次 

例行 
活動 

本處處慶 87-97 水里遊客中

心 
辦理本處處慶暨水里遊客中

心玉山藝廊生態攝影作品展

及茶會 

 40700

 針對解說教育人員與志工舉辦之培訓與研習 
因每年造訪玉山國家公園之遊客人次眾多解說需求相對較大，在

管理處人力配置有限的前提下，玉山國家公園於民 88 年開始徵選志

工民 88-89，以及 92 年總共招募了 206 人次的志工，而在民 95-96 年

進行培訓，總共培訓了 1044 個人次。 

表 4-46 玉山國家公園民國 88-97 年解說教育人員之培訓活動一覽表 
活動 
類型 名稱 年度 地點 活動內容 梯次 人次 

志工 
徵選 

甄選義務解說

員 
88-89 
92 
 

分北中南三

區 
為本處之解說工作的生力軍  206 

培訓 志工及解說員

訓練 
95-96 各遊客中心 室內講授及戶外實勘 95 

96 
1044 

 

（2）玉山國家公園解說教育活動發展歷程與趨勢探討 

玉山國家公園自民國 88-97年間解說教育課辦理之參與遊客達 175萬
人次以上(包含集集燈展人次)，提供給遊客生態及自然環境體驗、動植物

資源資訊傳遞、環境教育、登山體驗等活動，而就近十年辦理之解說教育

活動趨勢來看(請參閱表 4-47)，玉山國家公園針對不同環境資源所發展的

解說教育活動分配非常平均，尤其是生態方面，幾乎是以每二至三年做為

單一類型活動舉辦的間隔時間，在人文方面，古道的活動在早期推展較為

頻繁，近 5 年則較少舉辦。在環境教育的面向方面可以發現，早期是以國

家公園中生物多樣性議題的課程為主，而近年則主要發展學童的環境教

育。 

在登山活動方面，登山體驗是玉山國家公園持續再推動與發展的活

動，從民國 91 年開始一直持續到 97 年，本類型的活動結合了環境的保護

以及登玉山之活動，成為玉山國家公園主要的、長年性的遊憩活動；而在

處慶與特展方面，處慶是每年必舉辦的活動，長年以來也大多以攝影展搭

配茶會為主，至於特展則必須視當年合作的單位而定，並沒有特定的趨勢。 

（3）後續推動建議 

國家公園解說教育活動之目標不外乎保育且兼顧民眾休閒、教育功

能，自表 4-47 可見早期玉山國家公園解說教育活動種類繁多，反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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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各類資源特色，如生態與自然環境環境、動植物資源、古道體驗等自

然及人文資源，有效達到環境教育之效益。而持續在辦理的、攸關資源面

向的活動包含盜獵宣傳活動、兒童環境教育。 

雖先階段因經費因素，部份相當有意義的活動必須間隔幾年才能辦

理，本計畫人仍建議解說活動應依下列建議執行之。 

 持續推動認識生態資源之解說活動，近幾年保育研究之主要調查

物種可作納入作為解說活動素材。 

 持續執行防盜獵宣導活動，並告知遊客不當之遊憩行為對物中與

棲地可能會產生衝擊。 

 提升原住民文化與古道體驗活動之內涵，將人文歷史資料納入解

說題材。 

 環教課程可搭配生物多樣性研究與星象觀察等內容共同推動。 

 環境教育可與當地居民的積極合作、或與登山其他環保團體合作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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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7 玉山國家公園解說教育課民國 88-97 年活動一覽表 

年度 類型 類別 名稱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親子生態與淨山之旅             生態體驗 
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生態體驗營             
與國家公園有約－遊走山林活動           
好山好水自然生態體驗營           

自然環境

體驗 
「2008 清淨玉山」活動           
世紀末流星會之旅           
天地漫遊           

生態與環境

體驗型 

星象觀察 

冬令青年休閒活動教育人員「玉山星情」天文生態體驗營           
還我本色-請勿餵食台灣獼猴宣導活動           
遇見台灣黑熊宣導活動           

動物資源型 

森林防火暨防制盜獵宣導活動           
高山植物之旅           
新中橫賞梅、賞雪活動           

植物資源型 

玉山花季系列活動           
布農文化饗宴暨關山越嶺古道之旅           
古道采風           
山風之旅           
古道天地遊蹤           

古道與歷史型 

與布農有約           
自然教育中心－教師生態研習營           
「自然體驗暨生物多樣性操作實務研習營」活動           

生物多樣性

教育型 
楠溪暑期生物多樣性長期生態調查暨環境教育宣導活動           
玉山園區原住民學童暑期環教活動           

環境教育 
學童環境教

育型 環境教育到校服務計畫           
自行車遊憩型 曠野騎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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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類型 類別 名稱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玉山學活動           
玉山登山隊           
登玉山慶成年           
「聖山守護－玉山山祭系列活動」 
(記者會、生態之旅、淨山、有獎徵答、登山安全講座、雪

季裝備及登山環保展覽) 

          

禪觀玉山           

登山遊憩型 

玉山首登活動           
玉山回首展揭幕典禮暨新聞記者會           
台灣意象-玉山風華特展系列活動           特展型 
集集燈展           

例行活動 本處處慶           
志工徵選 甄選義務解說員           
培訓 志工及解說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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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陽明山國家公園 

1. 陽明山國家公園近十年保育研究工作趨勢分析 

（1）陽明山國家公園近十年保育研究工作重點內容 

在陽明山國家公園近十年的保育工作項目中，推動的工作大致上可分

成資源調查、地球科學、人文史蹟、經營管理及環境監測五大類型。近十

年來，陽明山主要保育工作以資源調查及經營管理類型的計畫項目為主，

以下將針對各類型研究計畫之工作核心進行說明： 

 資源調查 
在近十年的動物保育研究工作中，整體性的動植物調查較少，以

昆蟲類的調查較為完整，其餘則為單一動物類別，其中亦含括陽明山

具代表性之動物，如湖沼枝額蟲等，而較為特殊之研究項目係為民國

88 至 91 年間曾進行棄養動物(含流浪犬)之相關研究。 

在植物保育研究工作中，研究項目包括植被變遷、原生種植物的

調查以及代表性植物的研究，包括臺灣水韭及包籜矢竹等。此外尚有

外來種植物的調查，均為相當重要之研究。 

 人文史蹟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開發甚早，富含豐富人文資源，因此近十年的研

究計畫亦不乏人文史蹟相關之研究，而主要的研究類別以人文史蹟與

景觀資源調查為主，另也完成數件考古研究以及溫泉建築的特殊研

究，彰顯本區的豐富人文資源。 

 地球科學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以火山及溫泉資源而有別於其他國家公園，因此

在此項研究調查中，以火山氣體及溫泉水資源為主要研究方向。 

 經營管理 
經營管理工作主要分為系統規劃、資料建置、遊客管理、交通、

展示、環境維護及社區參與，與其他工作項目相較之下，經營管理項

目為主要推動及持續進行的工作，其中又以系統規劃的類型為最多。

其次為資料建置及遊客管理類別，知識管理建置為民國 93 年重要的

研究工作計畫。此外陽明山國家公園建置有自然資源庫查詢系統，方

便民眾查詢各項保育研究成果。 

 環境監測 
在環境監測部分，主要以生態變遷環境監測以及火山監測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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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曾分別於民國 93 年及 95 年進行微生物調查監測與景觀生態干擾效

應的調查。 

表 4-48 陽明山國家公園 87-96 年保育研究工作計畫彙整表 

年度 類型 類別 項目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動物資料庫 1  1        
蝶相及蜜源植物 1          
昆蟲相調查 1 1    1 1 1 1 1 
溫泉昆蟲相         1  
水生昆蟲       1 1   
囓齒類動物       1    
沼澤生態系       1    
蛙類       1    
猛禽   1 1       
臺灣藍鵲 1          
棄養動物  1 1  1      
湖沼枝額蟲       1 1   
魚蝦類       2    
蟬科         1  
蚌蟲         1  

動物 

蝙蝠         1  
植被變遷與演替調查     1 2    1 
稀有原生種植物         1  
外來種調查       1    
依附植物         1  
鐘萼木 1          
台灣水韭   1   1 2  1 1 

植物 

包籜矢竹   1  1   1   

資源 
調查 

溫泉微生物         1  
產業開發史調查     1   1   
人文史蹟與景觀資源調查 1 1 1  1  2 1 2 1 
住宅整建維護    1       
溫泉建築調查      1 1    

人文 
史蹟 

聚落考古      1 1 1   
火山噴氣  1 1 1       
地質鑽探與調查   1    1    
重金屬含量       1    

地球 
科學 

溫泉水資源    1   1 1   
土地使用管制 1   1   1 1   
土地使用現況調查      1 1    
整體規劃及經營管理  2 3 1  1 2 2   
崩塌地規劃設計   1    1    
課程建構     1      
生態旅遊路線及解說規劃     1      

系統 
規劃 

生態工法       2    
地理資訊系統資料庫建置 1          
數籍圖值查詢       1 1   

經營 
管理 

資料 
建置 

地景查詢系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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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類型 類別 項目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地質災害資料庫及調查     1 1     
知識管理原型建置       3    
自然資源資料庫查詢系統

更新維護擴充 
        1 1 

遊客量調查  1    1  1   
遊憩承載量   1        

遊客 
管理 

遊客滿意度    1       
交通轉運公園規劃 1          

交通 
遊園公車對步道吸引力 1 1         
生態展示   1   1     

展示 
火山地形展示      1     

環境 
維護 景觀改善  1   1  2    

社區參與      1     
生態變遷環境監測    1 4   1  2 
火山監測     1  1 1 1 3 
景觀生態干擾效應         1  

環境 
監測 

微生物調查與監測       1    

 

（2）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育研究工作發展歷程與趨勢探討 

陽明山國家公園長年以來所推動之保育研究工作相當完整，研究個案

數量上以民國 93 年最多，總數甚至為其他年度的兩倍以上。以下按照計

畫之類別分述如下： 

 資源調查 
在動物方面，民國 87 至 91 年間，推動了蝶相、猛禽、臺灣藍鵲、

螢火蟲及數件棄養動物之相關研究。從研究趨勢判讀，無脊椎動物類

之研究較為完整且為長期推動之研究項目；92 至 96 年間除在無脊椎

動物類、昆蟲類的延伸研究外，亦開始探討特有動物湖沼枝額蟲，其

間之相關研究多針對單一物種，少有長期對單一動物物種深入的研

究。另有一特殊研究個案，係針對溫泉所衍生的溫泉微生物加以探

討，在研究個案中較具獨特性。 

在植物方面，民國 89 年開始對臺灣水韭及包籜矢竹進行長期的

研究。此外，植物保育研究近 5 年來逐漸注重植被變遷與演替的趨勢，

包括對稀有原生種及外來種的調查研究工作。 

 人文史蹟 
從近十年的發展歷程上來觀測，人文史蹟的保育研究工作在陽明

山國家公園為長期推動的主要工作項目，特別是在溫泉建築、聚落復

舊方面的研究，因其均為區內較為特殊及重要的人文歷史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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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科學 
有關地球科學之保育研究工作於民國 87 至 89 年以及 93 至 94 年

推動的研究計畫較多，主要以火山噴氣及溫泉水資源為主要項目，而

後續則轉為火山監測。由於火山與溫泉為陽明山國家公園發展的重要

特色，後續仍持續著重於此方面的研究，如火山氣體的特殊性以及溫

泉水質的變化，以掌握永續發展的契機。 

 經營管理 
經營管理之保育工作在民國 87 年至 96 年間均有計畫工作持續地

進行，計畫類型廣泛，數量依序為系統規劃方面、遊客管理方面以及

資料建置。整體而言，發展的趨勢在前期屬於量的研究，而在後期則

轉為質的部分以及管制性的研究，並有周邊社區參與度之探討。較為

特殊之類型為民國 88 年前所進行的交通方面相關研究，包括交通轉

運公園以及遊園公車等範疇。民國 95 至 96 年度有關於經營管理類型

之研究計畫則減至 2 件，然經營管理為國家公園後續發展重要的策略

依據，後續仍應持續針對現況問題提出現代化、國際化的經營管理目

標。 

 環境監測 
陽明山國家公園在環境監測的工作推動上主要在民國 90 年至 96

年期間，其所著重之面向除一般環境監測的項目外，亦因應區內的特

殊火山環境，轉而進行各種火山監測研究工作，包括火山土壤成分對

植物適應性影響的相關研究，此為重要環境敏感之因素，故應實施長

期之監測計畫。 

表 4-49 陽明山國家公園 87-96 年保育研究工作趨勢分析表 
年度 

項目 
87 年--------------------------------------------------------------------------------------------------------96 年

動物資料庫        
蝶相     昆蟲 動物調查 

猛禽、螢火蟲、棄養動物  湖沼枝額蟲   
    植被變遷與演替 外來種  稀有原

生種 
 

  臺灣水韭 

植物調查 

  包籜矢竹      
微生物         溫泉微

生物 
 

地球科學  火山噴氣及溫泉水資源       
人文史蹟 人文史蹟與景觀資源調查 

系統規劃   
 遊客管理   

經營管理 

    資料建置 

   環境監測   環境監測 
    火山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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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後續推動建議 

從前述之工作重點與發展趨勢分析可以分類出可持續執行之計畫方

向，以及順應現今環境保育與研究趨勢下之推動主題，茲說明如下： 

 研究計畫整體趨勢較為零星，系統化稍有不足，未來應回歸陽明

山國家公園的發展核心價值，重新因應發展目標擬定系統性研究

方向。 

 國家公園面臨全球環境變遷之影響，生態體系的消長成為重要的

觀察指標，建議增加指標性物種的監測性研究。 

 持續推動溫泉微生物之研究工作，包含物種種類、數量、特性等，

以豐富並更新解說導覽內容。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趨勢，未來可增加生態多樣性之相關研究，

以探討生態多樣性之發展策略。 

 持續進行魚類、脊椎動物及無脊椎動物之族群變化、追蹤...等相

關研究計畫，擴展動物類型之保育研究計畫。 

 加強火山地質特性之植物物種研究，以凸顯本區之特色。 

 地球科學類之研究計畫持續性不足，應逐年編列經費，探索火山

及溫泉地形地質的特性，以進行後續的環境監測計畫。 

 持續推動經營管理研究計畫，以維護園區內之遊憩品質及環境品

質。 

2. 陽明山國家公園近十年解說教育工作趨勢分析 

（1）陽明山國家公園近十年解說教育活動重點工作內容 

陽明山國家公園近十年所進行之解說教育活動無論在種類、數量甚至

是參加人次相對於其他國家公園均顯得略勝一籌，推就其可能原因係由於

其地理區位佔有一定之優勢，所需服務群眾以大台北地區之人口為主。針

對國家公園民國 87-97年之解說教育相關活動進行發展歷程(請參見表 4-50)
與趨勢探討，依活動類型分類為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例行性年度大型

活動、解說教育人員之培訓研習計畫等三大類別彙整說明如下： 

A. 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 
陽明山國家公園近十年來所舉辦之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數量

眾多，總數高達 142 項，充分運用陽明山國家公園之各類資源項目，

每年並就其相同活動類型之活動方式推陳出新，以下將全數資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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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教育活動概分為生態型、天文型、地質型、步道體驗、人文體驗

及兒童教育數類，並就其舉辦活動之特色分述如下。 

 生態型 
陽明山主要生態資源以蝴蝶、螢火蟲等昆蟲綱之資源類型為主，

因此賞蝶活動為長期以來成為本區域最主要之活動項目之一，並搭配

賞花之旅以及天文活動而有不同活動組合的變化及活動形態的衍

生，蛙類也偶而成為配合夜間活動而出現的主角，然而鳥類則於民國

90 年曾經成為研習活動的主題。其他的生態型資源則包含季節性的秋

芒及金毛杜鵑而成為資源解說教育的重點對象。 

 天文型 
由於結合鄰近的資源，陽明山國家公園處近十年亦結合台北市立

天文科學教育館舉辦了 96 梯次「天地之旅」的活動，此外更搭配民

國 92 年的天文現象舉辦過「火星大接近」，在擎天崗進行觀火星活動，

此類天文現象可遇不可求，也彰顯了活動的特殊意義。 

 地質型 
陽明山獨特的火山地質，孕育了溫泉資源以及特殊的地質活動，

近十年來，陽明山國家公園也曾多次推動認識溫泉及火山地質等各項

活動類型。 

 自然體驗 
在自然體驗部分，陽明山國家公園長期持續推動各式體驗活動，

主要活動類型包含自導式以及引導式，並以遊戲方式促進遊客親臨各

步道體驗各種自然生態。 

 人文體驗 
在人文體驗部分，陽明山國家公園所推動的活動據點以多處具人

文特色之金包里大路、竹子湖等處，活動特色則包括傳統茅草屋之修

建、草山懷舊、海芋季以及藍染活動。 

 兒童教育 
為提倡不同年齡層的體驗活動，陽明山國家公園每年均以體驗自

然為主題，辦理暑期兒童生態體驗營，設計各種室內外課程，帶領學

童走入自然。 

 關懷活動 
此活動類型為陽明山國家公園長期推動且深具社會意義，主要目

的以關懷身心障礙團體，將自然體驗活動延伸至弱勢族群，提供身心

障礙朋友親近自然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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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保育概念宣導 
除了上述資源類型明朗的教育活動之外，陽明山國家公園也常舉

辦各類保育概念宣導，並利用音樂類型的活動，激發人們對自然心靈

的共鳴。更有甚者，為探討臺灣國家公園面對人類行為之影響，亦曾

於民國 90 年舉辦「造福世代研討會」 

表 4-50 陽明山國家公園民國 87-97 年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一覽表 
活動類型 活動名稱 

生態 

大屯山賞蝶活動、古道秋芒之旅、親子昆蟲體驗營、蝴蝶生態講座、園區學校蝴

蝶生態保育宣導、陽明山國家公園賞螢活動、陽明山國家公園蛙類生態研習營、

陽明山自然保育研習營、陽明山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研習營、陽明書屋自然科學

營鳥類研習、陽明書屋自然科學營螢火蟲之夜、陽明書屋自然科學營蛙鳴世界、

陽明書屋自然科學營賞蝶活動、陽明書屋自然科學營植物生態及箭竹研習、生態

家園、108 遊園公車隨車解說、陽明山快樂家園—永續生態嘉年華會、都會心賞

蝶情、中正山田園生態之旅、皇冠加冕、草山 e 賞蝶、台北賞蝶逍遙遊、陽明山

國家公園生態旅遊輔導實施計畫—石門山溪生態之旅、美麗蝴蝶家園 

天文 天地之旅、陽明書屋自然科學營天文世界與悠遊星空、827 火星大接近、尼特彗

星觀測、擎天崗大會師、殷殷稅意寄情天地—陽明山知性之旅 

地質 溫泉鄉之旅、小油坑自然之旅、陽明山火山地質研習營、陽明書屋自然科學營溫

泉研習、龍鳳谷湯泉之旅、草山湯˙海芋情、陽明山國家公園火山、溫泉探索營

自然體驗 

花鄉之旅、陽明山發現之旅自然體驗活動、擁抱陽明山國家公園-自然觀察暨體

驗活動、足印草山、走遍陽明山自然體驗十二條步道、陽明山國家公園自然文學

創作營、陽明山秋風之旅、陽明山夏樹之旅、面天山自然之旅、七星山自然之旅、

東西大縱走一日行、頂山石梯嶺自然之旅、天溪園 自然人文生態旅遊活動、陽

明詠春—親子同遊自然之旅系列活動（一）頂北投田園印象之旅（二）坪頂古圳

親山親水之旅（三）二子坪自然步道輕鬆行（四）擎天崗、冷水坑逍遙遊、親山

教育、繽紛草山賞花行系列活動 

人文體驗 

影像展、走訪陽明書屋、金包里大路人文巡禮、草山人文巡禮、金包里大路傳統

茅草屋修護研習、藍染之旅、拜訪藍鄉－陽明山藍染季、傳統草厝研習、天天天

藍、金包里大路輕鬆行、藍染美學、竹子湖人文之旅、莊世琦藍印花布展、魚路

古道的起點—金包里漁村嘉年華【挑魚競賽】、「2004 年竹子湖海芋季」竹子湖生

態人文導覽解說、藍染製作系列課程、菁奇染布坊、金包里老街藝術節、美揮色

舞染布趣、2005 陽明山國家公園—印象草山、懷舊電影欣賞、優人神鼓演出、溫

馨草山博覽會、生命再現—偉利礦場植樹活動、陽明山湖山社區藍染-植物染製

作系列課程 
兒童教育 暑期兒童生態體驗營、暑期關懷兒童生態體驗營 

關懷活動 
彩繪台北杜鵑城康復病友知性尋寶之旅、休閒心.關懷情、無障礙二子坪 愛心無

障礙、關懷之旅、伊甸愛心小橘子－大山營、淡江大學關懷之旅、燒燙傷朋友關

懷之旅、愛賞蝶－行無礙、聾啞人士關懷之旅 

環境保育概念

宣導 

竹子湖解說訓練、陽明山昆蟲生態保育影片宣導、草山秋樂情、造福世代研討會、

陽明書屋自然科學營氣候變遷及氣象關係、大手牽小手－人車分道行、陽明山冬

雨之旅、生物多樣性保育小尖兵活動、自然生息與人類智慧的樂章－天地人篇研

討會、2003~2004 陽明山國家公園真情系列—草山樂來越美麗、約瑟夫　柯內爾

(Joseph Cornell)2004 體驗自然活動—「共享自然」演講、牽手疼惜七星山、陽明

山爵士音樂節、蝴蝶季形象 logo 及海報設計比賽 

其他 紐崔萊盃台灣登山王國際自行車大賽暨親子騎遊嘉年華、新書、影片及吉祥動物

票選發表會 

B. 例行性年度大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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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7 年起陽明山國家公園舉辦國家公園盃路跑賽，提倡運動

觀光，每年固定由小油坑至竹子山戰備道，吸引眾多跑者積極參與，

體驗沿途風光。民國 92 年起舉辦陽明山蝴蝶季，以陽明山國家公園

自然景觀及蝴蝶生態為主題，宣導蝴蝶生態與保育之重要性。為推動

保育觀念，94 年起更積極召集台北市各保育團體，積極推廣保育觀

念。以上三項活動皆為陽明山國家公園例行性之年度大型活動。 

表 4-51 陽明山國家公園民國 87-97 年例行性年度大型活動一覽表 
活動 
類型 活動名稱 辦 理

年度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梯次 人次 

國 民

運 動

型 

陽明山國家公園盃

路跑賽 
87-97 陽明山國家公園

小油坑及竹子山

戰備道 

為本處每年固定辦理

之 全 民 健 康 慢 跑 活

動，由小油坑至竹子山

路跑全程 9.4 公里。 

11
梯次 

25,520
人次 

陽明山蝴蝶季—蝶

舞草山系列活動 
92-97 陽明山中山樓、

竹子山戰備道 
以陽明山國家公園自

然景觀及蝴蝶生態為

主題，宣導蝴蝶生態及

棲地保育之重要性。 

6 梯

次 
116,00
0 人次

資 源

保 育

型 

台北自然生態保育

週 
94-97 台北市兒童育樂

中心 
與台北市政府建設局

及財團法人台北市七

星生態保育基金會合

辦之活動，召集台北市

各保育團體，以生態保

育宣導、展示及有獎徵

答為主要推廣方式。 

4 梯

次 
15,000
人次 

C. 解說教育人員之培訓研習計畫 
由於國家公園身負環境教育之重責，又每年造訪陽明山國家公園

之人次眾多，因此解說員需求量大，造成解說員訓練須常態性進行。

陽明山國家公園近十年來對於教師研習活動類型之辦理不遺餘力，並

常提供鄰近學校辦理戶外教學之活動場地，對整體培訓教育具有極大

的助益，加之解說教育人員與志工之培訓與研習課程亦為長年舉辦，

參加人次達 5958，足見其對志工培訓之重視。 

表 4-52 陽明山國家公園民國 87-97 年解說教育人員之培訓活動一覽表 
活動

類型 活動名稱 辦理

年度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梯次 人次 

陽明山國家公園

自然教育中心教

師研習會 

87 陽明山國家公園 研習課程內容為園區資

源介紹 (室內及戶外實

查)，並強調國家公園於自

然保育所扮演之重要角

色，並養成參加教師的環

境教育活動設計能力。 

2 梯

次 
70 人

次 
教 師

研 習

型 

陽明山國家公園

中學教師蝶類研

習營 

88 陽明山國家公園 以中學教師為對象舉辦

之蝶類研習營，內容包括

室內課程與戶外實地講

4 梯

次 
80 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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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類型 活動名稱 辦理

年度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梯次 人次 

授中、低海拔蝶類生態，

以求本土資源認知。 
2004 陽明山蝴蝶

季—探索青斑蝶

教師研習活動 

93 大屯主峰 針對台北縣國小教師為

對象，以戶外實地觀察及

室內研習方式，建立教師

青斑蝶標放及追蹤理念。 

1 梯

次 
80 人

次 

藍染製作系列課

程 
93 台北市北投區湖

山國民小學 
為使教師體認傳統產業

藍染與陽明山人文、自然

的關係，俾藉此提升校園

環境保育觀念。 

4 梯

次 
280 人

次 

陽明山園區植物

教育種子教師宣

導訓練 

95 台北縣金山鄉三

和國小 
規劃園區內植物生態講

座及環境教育宣導，辦理

生物多樣性環境教育種

子教師宣導訓練。 

1 梯

次 
20 人

次 

草山遊學 96 陽 明 山 國 家 公

園、台北市北投

區湖山國小 

與台北市北投區湖山國

小合辦之師資培訓工作

坊，結合陽明山之自然資

源、學校特色、在地資

源、地方產業等內容，辦

理「生物多樣性」、「鳥類

的特性及介紹」、「陽明山

植物介紹」等主題之生態

講座。並配合「魚路古

道」、「冷水坑步道」、「二

子坪步道」之戶外解說及

實地觀察，藉由老師對環

境教育之關注及影響

力，培育校園生態保育之

種子，落實環境教育向下

扎根之理念。 

3 梯

次 
150 人

次 

第九期、第十期

解說志工基礎訓

練 

91、93
年 

陽明山青邨幹訓

班 
針對第九期、第十期新進

解說志工進行認識國家

公園、解說技能及志工本

質等基礎訓練。 

2 梯

次 
289 人

次 

第九期、第十期

解說志工環境訓

練 

91、93
年 

陽明山國家公園

遊客中心、陽明

書屋、小油坑服

務站、箭竹林步

道、龍鳳谷服務

站、山頭公園、

冷水坑服務站、

冷擎步道、擎天

崗服務站、魚路

古道、大屯服務

站、二子坪步道

針對第九期、第十期新進

解說志工進行認識國家

公園之遊客中心、陽明書

屋、小油坑服務站、箭竹

林步道、龍鳳谷服務站、

山頭公園、冷水坑服務

站、冷擎步道、擎天崗服

務站、魚路古道、大屯服

務站、二子坪步道等環

境，以增加駐站解說時之

相關資訊。 

18
梯次 

1465
人次 

志 工

培 訓

型 

第九期、第十期

解說志工專業訓

練 

91、93
年 

劍潭海外青年活

動中心 
針對第九期、第十期新進

解說志工進行專業訓

練，包括陽明山國家公園

的植物、動物及地質生態

等。 

2 梯

次 
314 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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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類型 活動名稱 辦理

年度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梯次 人次 

解說教育人員與

解說志工室內生

態講座 

91-97
年 

陽明山國家公園

管 理 處 陽 明 書

屋、菁山自然中

心、遊客中心、

青邨幹訓班 

辦理人文、地質、動物、

植物等生態講座，提升解

說技能暨專業知識舉辦

系列訓練課程。 

40
梯次 

1,130
人次 

解說教育人員與

解說志工戶外步

道解說訓練 

91-97
年 

陽明山國家公園

園區步道、冷水

坑、擎天崗、小

油 坑 、 陽 明 書

屋、遊客中心、

大屯自然公園、

菁山自然中心、

陽明山中山樓、

竹子湖、竹子山

戰備道、大屯山

步道、大屯山車

道、天溪園、魚

路古道、大尖山

古 道 、 天 母 古

道 、 二 子 坪 步

道、菜公坑山、

七 星 山 、 石 梯

嶺、頂山、頂北

投 步 道 、 平 等

里、聖人瀑布、

百 拉 卡 人 車 分

道、絹絲瀑布步

道、冷擎步道、

內雙溪、坪頂古

圳 、 菁 山 露 營

場、面天坪、山

仔頂、冷水坑至

苗圃自然步道、

阿里磅瀑布、人

車分道系統七星

山站至二子坪、

青 山 瀑 布 、 石

門、老梅國小、

杜鵑茶花園、陽

明公園、金山、

萬里 

認識及體驗園區人文史

蹟、歷史風貌及豐富的生

態資源，以熟悉園區地理

環境，增進解說志工環境

教育推廣能力及解說技

巧。 

118
梯次 

2,760
人次 

（2）陽明山國家公園解說教育活動發展歷程與趨勢探討 

陽明山國家公園自民國 87-97 年間解說教育課辦理之相關活動總計約

153 項，參與遊客達 58 萬人次以上，提供遊客多元化之生態資源體驗、人

文資源體驗...等活動，除有助於國家公園保育宣導，更從心靈活動體驗激

勵國民珍惜環境之心。然，就近十年辦理之解說教育活動趨勢而言(請參閱

表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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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生態型體驗活動以及自然體驗型之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

屬陽明山長期性之活動類型，展現陽明山蝴蝶等昆蟲及火山地質特色資

源。另外陽明山國家公園也長期結合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的相關資

源，推動夜間活動，可讓活動組合更具多元性及變化性，吸引更多遊客前

來。從另一方面來說，陽明山國家公園在人文體驗的活動方面，則以古道

懷舊及藍染為主要鎖定主題，讓遊客可以從中感受到過去的人文史蹟。更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陽明山國家公園不斷推動關懷系列的相關活動，從

大眾保育概念的推廣到協助弱勢族群走出戶外的各項活動，對於參與的人

而言均產生相當大的心靈感動，對生命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與體驗。 

（3）後續推動建議 

國家公園解說教育活動之目標不外乎保育且兼顧民眾休閒、教育功

能，以下就推動現況提出建議說明如下。 

 歷年推動之活動兼顧當地資源特色並深植保育觀念，其舉辦活動

的操作方式及經驗可供其他國家公園參考，包括軟體及硬體兩方

面。 

 舉辦之活動充分利用周邊自然及人文資源，然而對於此地特有物

種則少有相關深入解說活動，如包籜矢竹、湖沼枝額蟲等物種均

為陽明山特有之物種，未來建議可針對特色物種，強化解說活動

的深度。 

 在關懷活動類型部分，成為近年來陽明山國家公園重要的解說教

育活動，近一年多來，更增加服務的對象族群，包括燒燙傷朋友、

聾啞人士等，未來可分享相關經驗，以供其他國家公園參考，鼓

勵更多臺灣其他地區弱勢族群走出戶外。 

表 4-53 陽明山國家公園解說教育課民國 87-97 年活動趨勢整理 

年度 類型 類別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昆蟲            
蛙類            
鳥類            

生態 

植物            
天地之旅            

天文 
特殊天文活動            
溫泉            

地質 
火山地質            

自然體驗 步道體驗            
藍染            人文體驗 
影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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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類型 類別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古道懷舊            
兒童教育 暑期兒童生態營            

杜鵑城康復病友            
關懷活動 

關懷之旅            
保育教育宣導            環境保育概

念宣導 音樂            

 

（四）太魯閣國家公園 

1. 太魯閣國家公園近十年保育研究工作趨勢分析 

（1）太魯閣國家公園近十年保育研究工作重點內容 

太魯閣國家公園在民國 87-96 年的保育工作項目中，推動的工作大致

上可分成資源調查、人文史蹟、地球科學、經營管理及環境監控等五大類

型，從整體的研究重心可以瞭解，太魯閣國家公園近十年保育研究以資源

調查及經營管理兩個類型的計畫項目為主軸，其項目較為多樣：在資源調

查部分，其可被細分為生態研究、動物調查、植物調查、昆蟲調查三個部

分，而在經營管理方面，則可細分為系統規劃、生態管理、資料建置及遊

客管理四個部分。 

地球科學之研究則有地質地形及冰河遺跡等研究，而在人文史蹟的部

分，研究多以研究原住民為主，包含傳統遺跡或文化發展...等等，亦有環

境與景觀變遷類型研究。此外，環境監測類型之研究則針對生態變遷進行

環境監測及水質監測等工作。茲針對各類型研究計畫之工作核心進行如下

說明： 

 資源調查工作 
保育研究調查資料中顯示動物資源調查工作中，除持續進行動物

資源調查外，同時針對哺乳類、野生動物、鳥類、兩棲類...等特定物

種進行研究，另外焦點物種及目標物種選擇之研究亦為太魯閣國家公

園之重要保育研究工作。 

由於太魯閣國家公園幅員廣大，區內植物資源豐富，其中不乏稀

有植物，因此在植物保育研究計畫中，除長年進行園內不同區位之植

物資源調查，如：高山地區、海濱地區、棲蘭山檜木林區、蘇花公路

沿線、三棧溪流域、陶塞溪流域...等；在特殊地理環境中亦進行植物

資源分佈研究，如：峽谷特殊石灰岩環境之蕨類植物資源調查研究。

區內特殊植物族群生態亦進行調查與監測，如：青剛櫟族群、太魯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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櫟族群、台灣冷杉、杜鵑花屬植物...等。此外，植物病理研究亦為保

育工作項目，如：對布洛灣遊憩區美麗的台灣百合罹患之灰黴病進行

生物防治研究，以及對本土植物產生威脅之外來植物，進行其分佈、

播遷機制與衝擊評估。 

 人文史蹟調查工作 
太魯閣國家公園境內以太魯閣族聞名，為境內重要文化資源，因

此原住民文化盤點及口述歷史研究顯得非常重要，經由了解太魯閣族

人之起源神話、遷徙傳說、祖靈傳說、巨石傳說、紋面傳說、巨人傳

說、射日神話以及動植物傳說...等，藉此重建並加強部落文化。加上

太魯閣族人遷徙、分化的時空交錯影像，形成古道歷史沿革與特殊景

觀資源，原住民文化豐富了太魯閣國家公園人文歷史風貌，因此文化

遺跡研究及原住民文化管理皆為人文史蹟研究調查工作項目，也唯有

建立「公園」與「原住民」伙伴關係，才能達到國家公園永續經營之

目標。 

 地球科學調查工作 
太魯閣國家公園係以立霧溪劇烈切割而成之大理石峽谷及岩石

之美、清水斷崖壯麗地形、高山地區原野之美為其資源特色，因此不

乏地質、地形調查研究，此外，南湖大山圈谷群古冰河遺跡亦列為研

究項目。 

 經營管理工作 
太魯閣國家公園之經營管理相關研究計畫甚多，不僅包含國家公

園組織架構、原住民文化之經營管理、特定設施之規劃與設計、生態

旅遊規劃....等等，亦有效益評估或計畫檢討等後續工作評估研究。此

外，為維護生態資源，如：生態廊道建置之研究，有助生態管理相關

之經營管理。而在遊客管理上則進行環境衝擊、承載量與環境教育之

研究，用以兼顧國家公園保育及育樂等兩大目標。 

 環境監控 
為維護園區內環境品質，環境監控工作需長期進行。太魯閣國家

公園內立霧溪因土地過於利用而有污染之慮，因此民國 93 年曾進行

立霧溪水質監測計畫；民國 94 年則進行高山地區生態變遷與環境監

測。 

表 4-54 太魯閣國家公園民國 87-96 年保育研究工作計畫彙整表 

年度 
類型 類別 項目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資源 多樣性 微生物遺傳多樣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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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類型 類別 項目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生態變遷        1  

生態變遷 
生態環境變遷         1
動物資源調查   1  2  2 1 1 
焦點物種及目標物種     1    1 
中大型野生哺乳類      1    
野生動物 1         
高山小黃鼠狼   1       
鳥類   1      1 1
兩棲類        1 1
莫氏樹蛙   1       
蝦、蟹類 1 1 1       

動物 

水域生態  1        
植物資源調查     1  2 1 1 
海濱植被         1
外來植物        1  
台灣冷杉   1       
檜木   1       
青剛櫟  1        
杜鵑花        1 1
百合       1   

植物 

蕨類   1    1   
昆蟲         1 1
水棲昆蟲   1       
螢火蟲  1        

調查 

昆蟲 

蝶 1         
環境與景觀變遷   1      1
人文史蹟與景觀資源調查  1 1       
原住民文化         1 1

人文 
史蹟 

沿線聚落 1         
地質地形 1  2  1  1   地球 

科學 冰河遺跡   1       
國家公園組織架構     2     
原住民與國家公園共同管理之探討     1     
原住民文化與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1      
登山學校設置經營管理     1     
攀岩場之規劃與設計     1     
生態旅遊規劃     1 2 1 1  1
效益評估        2 1
環境變遷       1   
保育研究計畫檢討      1    
社區之社會承載力        1  

系統規劃 

原住民對職場角色的認知      1    
生態管理 生態廊道     2     

地圖、地貌繪製 1    1     

經營 
管理 

資料建置 
國外案例-遊憩型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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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類型 類別 項目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環境衝擊與遊客調查分析       2   
住宿承載量      1    遊客管理 
學童環境教育活動  1        

生態變遷環境監測        1  環境 
監控 水質監測       1   

 

（2）太魯閣國家公園保育研究工作發展歷程與趨勢探討 

本計畫針對近十年的保育研究工作進行發展歷程與趨勢探討，分別依

資源調查、人文史蹟、地球科學、經營管理及環境監測等五類分述如下(請
參見表 4-55)： 

 資源調查 
在民國 87-96 年的保育研究調查資料中，顯示動物資源調查主要

工作為持續進行不同區域動物資源調查，並針對哺乳類、野生動物、

鳥類、兩棲類及其它特定物種不定時進行族群調查研究，另外民國 91
及 95 年亦已進行焦點物種及目標物種選擇之研究。由此可見太魯閣

國家公園對動物資源保育投入許多心力，小至單一物種族群分佈、調

查及監測，大則區內動物資源或野生動物普查，並且從事生態廊道目

標物種認定之研究，以維護區內生態資源永續發展。 

而植物資源調查多著重於不同地區植物分佈調查研究，於民國

91-95 年間持續進行，但仍有部份區域屬研究未觸及地區，若能全面

完成將有著於資源保存及建製環境解說教材。 

 人文史蹟 
人文史蹟之保育工作近十年主要著重於原住民文化之歷史研

究，包含文化盤點、口述歷史及環境變遷之研究。亦進行國家公園與

原住民文化關係之研究，如原住民與國家公園或自然保護區共管、原

住民文化與國家公園永續經營之研究...等，此類研究對於國家公園在

人文史蹟之經營管理上有所助益。 

 地球科學 
峽谷及特殊地質為太魯閣國家公園重要資源，民國 87-93 年間辦

理許多地形、地質研究，且在民國 89 年進行南湖大山圈谷群古冰河

遺跡研究調查，然考量此類研究計畫需長期經營，建議後續仍持續辦

理。 

 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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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管理相關研究計畫甚多，但大多為單一面向實質規劃與經營

管理策略，缺少多面向的整合，如：國家公園組織架構、人文史蹟之

經營管理、特定設施之規劃與設計、旅遊規劃....等等。在實質計畫之

外，效益評估、計畫檢討等後續工作評估研究亦不定時進行。遊客管

理上則有環境衝擊、承載量與環境教育等類型之研究。以上計畫均就

太魯閣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上需求所提出，用以解決當前問題。 

 環境監控 
在外部環境變遷之影響下，環境監測用以了解區內環境變化，以

進行即時之反應及處理，然太魯閣國家環境監控相關研究並不多，僅

只於民國 93 年之立霧溪水質監測計畫及民國 94 年高山地區生態變遷

與環境監測計畫兩項，反映出環境監控計畫仍有增加之必要。 

表 4-55 太魯閣國家公園民國 87-96 年保育研究工作趨勢分析表 
年度 

項目 
87 年-----------------------------------------------------------------------------------------------------96 年 

  動物資源調查  
動物調查 

蝦、蟹類     兩棲類/鳥類 
    植物資源調查  

植物調查 
  蕨類    蕨類 杜鵑花  
  變遷      變遷  

人文史蹟 
聚落 資源調查      原住民文化 

    生態旅遊規劃 
經營管理 

    遊客管理  效益評估  
環境監控        環境監測  

（3）後續推動建議 

從前述之工作重點與發展趨勢分析可以分類出可持續執行之計畫方

向，以及順應現今環境保育與研究趨勢下之推動主題，茲說明如下： 

 由於區內動物資源調查已完成，動物資源動態調查研究及資料庫

亦已建立，因此後續保育工作可朝向瞭解人為之衝擊及各項利用

行為對生態的影響，如：增加開墾收回土地動植物生態調查與監

測相關計畫；以及加強野生動植物重要棲地等敏感環境之研究、

復育與經營管理。 

 現階段辦理之特殊物種監測應持續進行，以獲得物種長期變化資

料。 

 對於國家公園內日益漸少之稀有動植物，進行物種研究、追蹤調

查與復育。 

 植物資源調查已大致完成，未來可進行保護區域資源監測與保育

技術研究。 



 177

 區內可發現植物資源面臨外來種入侵，造成族群數量下降之問

題，因此補足植物分佈資料及進行外來植物清除將有其必要性。 

 國家公園面臨全球環境變遷之影響，區內植被及生態系所面臨之

衝擊亦是後續研究調查方向。對此應設定相對應之指標物種，如

台灣冷杉草原、大合歡山地區山椒魚，並進行生態或環境調查及

監測。 

 目前之研究主要為文化盤點、口述歷史及環境變遷之研究，除持

續進行以深入了解境內人文史蹟資料外，尚需補強部落遷移、古

道遺跡等資源調查，以利原住民文化之永續經營管理，達文化保

育之目的。 

 峽谷及特殊地質為太魯閣國家公園重要資源，因此地形、地質研

究需長期持續進行。 

 由於太魯閣國家公園位於板塊變動處，區內地殼變動頻繁，因此

對於環境敏感性區域之調查與監測為未來研究重點。 

 經營管理相關研究計畫甚多，但大多落入單一面向實質規劃與經

營管理策略，缺少多面向的整合，建議加強解說與保育計畫之串

連與結合；將環境變遷對植物資源之影響研究落實於入實際經營

管理層面；以及進行遊憩發展對環境衝擊之監測與評估，以擬定

後續管理策略。 

 大環境不斷地改變造成國家公園內生物多樣性及資源保育益發

難以維護，因此各項資源及環境的持續監測日顯重要，包含：環

境敏感性區域、目標物種、特殊地理資源、環境因子之調查與監

測，稀有生物之研究與復育及生態資料庫建置...等，唯有做好充

足的準備，完成應對措施及策略，才能應付各項日後可能面臨之

環境問題。 

 加強環境監控計畫，如：境內環境因子－水質、空氣品質之監測，

包含境內河川、高山水源，使之遭受威脅時能及時建立因應策

略，維護國家公園基本之生態環境品質。 

2. 太魯閣國家公園近十年解說教育工作趨勢分析 

（1）太魯閣國家公園近十年解說教育活動重點工作內容 

針對國家公園民國 87-96 年之解說教育相關活動進行發展歷程(請參

見表 4-56)與趨勢探討，依活動類型分類為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例行性

年度大型活動、解說教育人員之培訓研習計畫等三大類別彙整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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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 
太魯閣國家公園近十年來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可概分為生態

型、地質型、步道體驗、遊園解說、環境保育及兒童教育等類型。其

中生態型又因資源類型不同，分別舉辦不同主題解說活動，如高山生

態、賞螢賞蟲、蝴蝶及溪流生態...等等，此生態型主題活動於民國 87-90
年間多次舉辦，直至民國 93 年再度辦理，但僅復辦合歡山生態之旅

至民國 95 年，而其他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則停辦。 

此外，太魯閣國家公園素以奇特之地質景觀聞名，因此民國 88、
89 年辦理過地形、地質、地震研習營及地質研習營，旨在提供遊客親

近自然的機會，並使之了解地質的歷史並體驗岩石。 

園內之步道系統縱橫，不僅有豐富的物種生態、特殊景觀資源，

更有蘊含許多人文史蹟的古道路線，因此民國 81-91 年間辦理許多步

道體驗的解說活動，如：峽谷步道春之旅、合歡古道探訪、步道自然

體驗...等，這兩年亦陸續開始辦理一些古道探訪的活動，如：傾聽古

早的足音--蘇花古道聽濤行、山與海對話之活動，此類活動目標在經

由探索古道變遷脈絡、追尋歷史記憶，進而關懷土地、史蹟與文化。 

而太魯閣國家公園在兒童教育上亦行之有年，年年舉辦兒童活動

落實基礎環境教育；亦辦理親子型環境保育活動，如：太魯閣國家公

園拯救溪流小勇士親子活動。表 4-56 整理自民國 87-97 年太魯閣國家

公園針對資源特色進行之解說教育活動，表中可見太魯閣不僅針對園

內資源特色進行多樣化之活動設計供遊客參與，對環境教育亦行之有

年，深耕保育知識領域之宣導，一方面提供國民生態美學體驗，一方

面得使區內獨特之自然環境、生態體系及人文史蹟可長久保存。 

表 4-56 太魯閣國家公園民國 87-97 年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一覽表 
活動

類型 活動名稱 辦理 
年度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梯次 人次

秋季高山生態研習

營 
87 合歡山區 室內演講及戶外實勘及

夜間觀察 
1 40 

夏季高山生態研習

營 
88 合歡山 戶外觀察 1 40 

生態 
合歡山生態之旅 87 、

90 、

93 ∼

95 

花蓮經中橫公路

至合歡山 
室內講授及戶外觀察 17 839 

 昆蟲 
太魯閣夜之頌—觀

星看蟲賞螢活動 
87 、

88 
布洛灣台地及砂

卡礑步道 
室內講授及夜間觀察 6 209 

 蝴蝶 
蝴蝶生態環教活動 88 遊客中心台地及

砂卡礑步道 
室內講授及戶外觀察 1 35 

 溪流 
 生態 

溪流生態活動 89 砂卡礑步道 1.室內研習認識魚蝦蟹 1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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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室外砂卡礑生態觀察 
地形、地質、地震研

習營 
88 遊客中心、區內

主要公路沿線及

各步道 

室內講授及戶外考察 1 80 

地質 地質研習營 89 園區峽谷地段 1.室內研習峽谷成因及

演化 
2.室外峽谷地質考察 
3.配合天祥活動中心夏

令營 

1 60 

峽谷步道春之旅 87 花蓮經中橫公路

至天祥段 
解說員車上解說及步道

觀察 
2 2000

合歡古道探訪 89 合歡山區 古道人文歷史解說、介

紹合歡山植物生態、夜

間星空及實地探訪 

2 60 

步道自然體驗 89 ∼

91 
砂卡礑及白楊步

道 
1.例假日自動提供解說 
2.平常日接受團體預約 

 6530

傾聽古早的足音--合
歡展風情古道照顏

色 

90 合歡山區 合歡山區步道及古道 1 80 

步道 
體驗 

傾聽古早的足音--蘇
花古道聽濤行、山與

海對話 

90 、

96 
太魯閣園區 走訪園區清水斷崖及砂

卡礑與長春祠步道 
3 95 

遊園 
解說 

太魯閣國家公園遊

園公車 
87 、

88 
花蓮經中橫公路

至天祥段 
解說員車上解說及步道

觀察 
3、4
月週

休二

日 

3060

環境 
保育 

太魯閣國家公園拯

救溪流小勇士親子

活動 

87 、

88 
砂卡礑溪 室內講授及戶外觀察 2 365 

花蓮縣學童環教 87 、

88 、

92 、

94 

布洛灣、砂卡礑

步道、台地步道

戶外環教教案施作 122 1808

兒童 
教育 環境教育兒童成長

育樂營 
95 、

96 、

97 

西寶國小、白楊

步道、慈母橋、

砂卡礑步道、太

魯閣遊客中心 

兒童環境教育宣導 2 119 

 例行性年度大型活動 
民國 89 年起太魯閣國家公園舉辦國際馬拉松路跑活動，提倡運

動觀光，不僅獲得民間熱情響應，更為花蓮地區帶來觀光人潮，使得

該活動自此成為太魯閣國家公園例行性年度大型活動，吸引國內外跑

者積極參與，體驗太魯閣國家公園特有的峽谷景緻。民國 97 年更設

定參賽選手一萬人的限制，管制交通，使選手在沒有車輛干擾下，盡

情慢跑，同時亦舉辦不同賽程活動，如：全民健跑活動倡導國民健康

概念。自民國 91 年起舉辦之峽谷音樂會為表達對土地熱愛之情，以

山林原野為舞台，演奏之音呼應風聲、水聲、蟲鳴鳥叫，使人聆聽自

然之音與音符相和的美妙節奏。太魯閣部落音樂會則自民國 94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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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辦理，活動以宣揚太魯閣族農耕生活為主題，演奏部落音樂，使

遊客感受原住民文化之美。以上三項活動皆為太魯閣國家公園例行性

之年度大型活動，而百合花季暨傳統技藝園遊會雖非年年舉辦，但利

用布洛灣 4∼5 月百合花季為背景，整合藝文活動(寫生及傳統技藝)
及環境教育，吸引許多遊客參與，亦成為太魯閣國家公園重要之大型

活動。 

表 4-57 太魯閣國家公園民國 87-97 年例行性年度大型活動一覽表 
活動

類型 活動名稱 辦理

年度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梯次 人次 

國 民

運 動

型 

國際馬拉松路跑 89 ∼

97 
園區 1.競賽組：42.195 公里

(太魯閣至天祥往返) 
2.全民健康組：5.5 公里

(太魯閣至長春祠往返) 

8 63506

峽谷音樂會 91 ∼

96 
布洛灣、長春

祠、遊客中心戶

外廣場 

音樂會活動 6 40700音 樂

體 驗

型 
太魯閣部落音樂會 94 ∼

97 
太魯閣遊客中心

戶外廣場 
太魯閣族部落音樂會

及文化市集活動 
21 48200

休 閒

遊 憩

型 

百合花季暨傳統技

藝園遊會 
89 ∼

92、 
94 、

95 

布洛灣遊憩區 1.親子寫生 
2.百合環境教育 
3.傳統技藝園遊會 

6 24600

 解說教育人員之培訓研習計畫 
由於國家公園身負環境教育之重責，又每年造訪太魯閣國家公園

之人次眾多，以太魯閣台地遊客中心為例，每年高達 70-80 萬人次，

因此解說員需求量大，造成解說員訓練須常態性進行。太魯閣國家公

園對於解說教育人員與志工之培訓與研習課程為長年舉辦，平均一至

二個月辦理一次。 

表 4-58 太魯閣國家公園民國 87-97 年解說教育人員之培訓活動一覽表 
活動

類型 活動名稱 辦理

年度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梯次 人次 

教 師

研 習

型 

太魯閣國家公園自

然中心戶外教學教

師研習營 

87 、

88 
園區各步道 室內演講及戶外生

態、地質觀察 
2 83 

志 工

培 訓

型 

志工及解說員訓練 91 ∼

97 
遊客中心、中橫

沿線據點及各步

道 

室內講授及戶外實勘 56 2221 

（2）太魯閣國家公園解說教育活動發展歷程與趨勢探討 

太魯閣國家公園自民國 87-97 年間解說教育課辦理之相關活動總計約

66 項，參與遊客達 19 萬人次以上，提供遊客自然資源體驗、觀景遊憩...



 181

等活動，並有助於國家公園保育宣導，建立國民環境倫理。然，就近十年

辦理之解說教育活動趨勢而言(請參閱表 4-59)，至民國 91 年活動類型大多

以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為主，直接反應太魯閣國家公園各類型資源，如

生態類、昆蟲類、動物類...等等，達到環境教育、宣導資源保育之目的。

然，近幾年僅有步道體驗類型活動持續辦理，其他資源類型解說活動較少

以辦理。不過，在環境教育上，管理處則年年舉辦兒童基礎環境教育，一

方面落實環境教育從小做起，另一方面亦是加強兒童自然生態相關知識。 

整體而言，解說教育活動趨勢近幾年轉而辦理例行性年度大型活動，

就吸引遊客人次、宣傳效果而言，可加深民眾對太魯閣國家公園之意象，

提昇知名度，同時促進經濟效益，發展地方觀光產業；但就保育觀點而言，

大量引入遊客，是否與國家公園理念契合值得再深入探討。 

為成功辦理解說教育活動，解說人員之培訓成為國家公園常態性活

動，於此太魯閣國家公園經常性辦理各類解說訓練，並經營解說志工網

站，建立志工交流，及訓練課程宣導。 

（3）後續推動建議 

國家公園解說教育活動之目標不外乎保育且兼顧民眾休閒、教育功

能，自表 4-59 可知早期太魯閣國家公園解說教育活動種類繁多，反應國家

公園各類資源特色，如高山生態、賞螢賞蟲、蝴蝶、溪流生態、古道體驗

等自然及人文資源，有效達到環境教育之效益。然，近幾年趨勢轉向辦理

大型活動，雖快速達到宣傳及提昇知名度之效，但往往短時間內在同一區

域湧入大量人潮，將可能造成環境衝擊。因此以下列出幾點建議，以供後

續解說教育活動辦理之參考。 

 建議平衡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及年度大型活動次數，考量資源

特色解說教育活動辦理數量大幅減少，建議適度增加利用境內資

源特色辦理之解說教育活動，落實環境教育。 

 目前太魯閣國家公園保育與解說工作為獨立進行方式，若能加強

橫向之交流，將保育成果化為解說教育活動之用，不僅可豐富解

說資源，更可有效傳達國家公園「保育」之理念。 

 近幾年大型活動對地方經濟效益之提昇，已有多篇研究證實；但

於環境衝擊之評估，卻少有實質之調查或研究證據，因此建議未

來可就大型活動之環境衝擊進行研究，以利後續擬定未來活動執

行之參考。 

 由於大型活動常需於數月前開始籌辦，因此耗費許多人力物力，

對於管理處人員繁忙的業務上更添許多工作，考量專才專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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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建議大型活動之主辦權轉移，國家公園則可擔任協辦及場地提

供的角色。 

 大型活動往往吸引大量人潮，若對於環境並沒有造成衝擊，則可

適度加入不同類型之活動，利用此契機搭配國家公園資源型解說

教育活動，並藉此宣傳國家公園資源特色，將可同時兼顧解說教

育與環境保育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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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9 太魯閣國家公園解說教育課民國 87-97 年活動一覽表 

年度 類型 類別 活動名稱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秋季高山生態研習營            
夏季高山生態研習營            生態 
合歡山生態之旅            
太魯閣夜之頌—觀星看蟲賞螢活動            

昆蟲 
蝴蝶生態環教活動            

生態 

動物 溪流生態活動            
地形、地質、地震研習營            

地質 
地質研習營            
峽谷步道春之旅            

步道 
步道自然體驗            
合歡古道探訪            
傾聽古早的足音--合歡展風情古道照顏色            

步道 
體驗 

古道 
傾聽古早的足音--蘇花古道聽濤行、山與海對話            

遊園解說 太魯閣國家公園遊園公車            
環境保育 太魯閣國家公園拯救溪流小勇士親子活動            

花蓮縣學童環教            
兒童教育類 

環境教育兒童成長育樂營            
教師培訓 太魯閣國家公園自然中心戶外教學教師研習營            人員 

培訓 志工培訓 志工及解說員訓練            
運動 國際馬拉松路跑            

峽谷音樂會            
音樂 

太魯閣部落音樂會            
大型 
活動 

休閒 百合花季暨傳統技藝園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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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雪霸國家公園 

1. 雪霸國家公園近十年保育研究工作趨勢分析 

（1）雪霸國家公園近十年保育研究工作重點內容 

在雪霸國家公園近十年的保育工作項目中，推動的工作大致上可分成

生態研究、資源調查、人文史蹟、地球科學、經營管理、環境監測六大類

型；在生態研究方面，可細分為生態復育、生態調查，以及生物技術三個

類別；在資源調查的部分可被分成動物與植物兩大類別；而人文史蹟的部

分是以泰雅族的人文資源調查為主。 

在地球科學方面，研究工作以衛星影像分析、土地使用、特殊地質調

查為主軸；在經營管理方面，分成棲地改善、遙測研發、生態旅遊、滿意

度調查、遊憩管理，及其他等六類；而在環境監測方面，則分成環境監測、

水質監測及物種監測等三類，以下針對各類型研究計畫之工作核心進行說

明： 

 生態研究工作 
在近十年的生態研究工作中，生態廊道建置之研究在民國 91 年

時執行的最多，共有四件，而櫻花鉤吻鮭之基因多樣性則是連續推動

了 3 年，其餘的研究則較為多樣化，分別在不同的年度中被執行。 

 資源調查工作 

在近十年的動物資源調查工作中，櫻花鉤吻鮭與鴛鴦之調查工作

所佔的比例較多：櫻花鉤吻鮭之調查工作持續在進行，鴛鴦族群方面

的調查也進行過詳細的行為研究，其他像魚類、鳥類，無脊椎動物、

哺乳類動物、昆蟲，兩棲爬蟲類等也有過一些基礎的調查。 

而在植物資源調查方面，區內不同植物之植群調查持續地進行

中，其中還包含了調查火燒後植群的變化，以及不同植物的分佈地

點。為了保護本土植物，管理處也針對外來植物入侵之情況與空間分

佈進行調查。 

 人文史蹟調查工作 
近十年的人文史蹟調查工作較少，大概分成史前遺址與早期原住

民活動之資料分析、雪見地區泰雅文化之分析，以及泰雅族生態智慧

類。 

 地球科學調查工作 
地球科學調查之工作中主要分成冰河遺跡調查、特殊地質、地形

現象景點登錄、衛星影像分析與繪製四大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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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管理工作 
經營管理工作分為棲地改善、遙測研發、生態旅遊、滿意度調查、

遊憩管理與其他六類；從近十年的推動工作看來，棲地改善類別中的

棲地改善之試驗研究與遙測研發中的地理資訊系統建立與應用是管

理處長期經營的工作，其他的工作則較為多樣，分別在不同年度中分

別被執行。 

 環境監測 
環境監測包含武陵與雪見地區的環境監測，水質監測、物種監測

與生態監測等四大類，其中水質監測與生態監測是是管理處長期經營

的工作，其他的工作則較為多樣，分別在不同年度中分別被執行。 

表 4-60 雪霸國家公園民國 87-96 年保育研究工作計畫彙整表 

年度 
類型 類別 項目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棲地復育 1     
寬尾鳳蝶復育 1     生態復育 

櫻花鉤吻鮭保育 1     
生態資料庫 1     
生態廊道建置 4    生態調查 

環境生態模式可行性   1  
櫻花鉤吻鮭種內基因多樣性 1 1 1  
櫻花鉤吻鮭晶片植入技術 1    
山柳保育遺傳學研究     1
分子標記及原始生殖細胞移殖之技術    1 

生態研究 

生物技術 

DNA、生長荷爾蒙基因的分子演化研

究     1 1

櫻花鉤吻鮭生態調查 1 1 1 1 1 3  1 
櫻花鉤吻鮭天敵調查  1 1  
鴛鴦族群生態調查 1 1 1 1    
鴛鴦生態行為    1 
魚類資源調查 1   1  
鳥類相之調查  1   
無脊椎動物群聚   1  
哺乳類調查研究   1  
蝙蝠族群     1
陸域野生動物資源調查     1
台灣鮭魚的分子標記     1
鮭魚移動模式     1

資源調查 動物 

昆蟲相之調查研究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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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類型 類別 項目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水生昆蟲  1 1  
兩棲爬蟲類 1 1 1  
民俗植物 1     
植群調查 1 1 1 2 2 2 1 2
火燒後植群之變化 2 1   
大型真菌相   1  
苔蘚植物的生物量   1  
藻類生產力之限制營養鹽研究  1 1  
外來植物入侵與分佈之調查     1
植群分類及空間分布     1 2
以 IKONOS衛星影像繪製雪霸國家公

園之植群圖    1 

植物 

潛在植群圖之繪製    1 
史前遺址及早期原住民活動調查 1     
雪見地區泰雅文化重現 1     人文史蹟 

泰雅族生態智慧  1 1  
冰河遺跡研究 1 1     
特殊地質、地形現象景點登錄 1     地球科學 

九二一震災後衛星影像變遷偵測與分析 1     
魚苗繁殖場規劃設計 1     
河道及物理棲地研究  1 1  
棲地改善之試驗研究 1 2 1     
生態工法案例研究 1 1   
壩體改善研究評估     1
濱水區植生緩衝帶配置   1  

棲地管理 

受災路線修建    1 
地理資訊系統之建立 1 1 1 1   
衛星遙測系統之建立 1     
遙測與地景生態分析   1  

遙測研發 

山地氣候區劃分與潛在植被分布模擬   1  
發展生態文化旅遊運作模式 1     
共同經營模式發展生態旅遊   1  生態旅遊 

生態旅遊整體規劃    1 
服務品質滿意度  1   

滿意度 
生態之旅滿意度調查     2
業務應用模組開發 1 1     
遊憩承載量  1   
休憩產業永續經營  1   

經營管理 

遊憩管理 

資源承載與遊憩品質之研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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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類型 類別 項目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景觀道路評估   1  
登山口服務時間條整評估     1
生態評估模式     1

其他 

資源研究計畫彙整及分析     1
災害敏感地區之調查與防範研究 1     
沿岸土地各利用型態對溪流生態影響  1   
武陵地區環境監測    1 
雪見地區環境生態監測     1
土壤侵蝕監測    1 1

環境監測 

東線工程之環境監測     1
水質監測 水源水質監測系統之規劃與調查 1 1 1  1 1  

櫻花鉤吻鮭族群監測   1  
台灣櫻花鉤吻鮭放流與監測     1
自動照相機應用於中大型野生動物族

群監測   1  
物種監測 

鳥類監測模式   1  
生態系監測與模式建構 1    
生態監測暨生態模式建立    9 1

監測 

生態監測 

大型哺乳動物和雉科鳥類之監測研究    1 

 

（2）雪霸國家公園保育研究工作發展歷程與趨勢探討 

此部分針對近十年的保育研究工作進行發展歷程與趨勢分析探討，探

討方式依計畫之分類與類別分述如下(請參見表 4-61)： 

 生態研究工作 
在生態研究工作方面，民國 87 年到 89 年進行的工作多屬策略性

之保育研究工作，例如棲地復育、寬尾鳳蝶復育與櫻花鉤吻鮭的保育

工作；民國 90 年進行生態資料庫的建立；民國 91 年進行了一系列的

生態廊道研究計畫，同年也開始了連續三年的櫻花鉤吻鮭種內基因多

樣性研究，而從民國 94 年開始遺傳學、細胞移植等生物技術與基因

演化的研究也逐漸被重視，從此歷程可以發現，雪霸國家公園的生態

基礎資料已有一定的程度，後續推動將以基因遺傳等屬於生物科技的

研究為主軸。 

 資源調查 

在動物方面，櫻花鉤吻鮭的調查工作持續地從民國 87 年進行至

民國 94 年，而鴛鴦族群之基礎生態調查也從 88 年進行至 91 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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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處在民國 94 年開始研究鴛鴦的生態行為，其他物種的調查則是在

不同的年度中進行；而從民國 96 年開始，鮭魚之移動模式以及分子

標記之研究開始被重視。從過去的研究分析可以發現，未來，區內重

要物種的生物行為觀察將是資源調查研究的主軸，而除了櫻花鉤吻鮭

與鴛鴦外，建議可持續系統性、有程序性地調查其他物種，建構完善

的生態資料庫。 

在植物方面，植群的調查是屬於較為持續性的基礎調查工作，其

他較為持續的工作尚有火燒後植群之變遷；而從民國 94 年開始，植

群方面的保育研究從基礎的調查，轉變到調查植物空間上分佈，以及

外來植物入侵之分佈；從歷年來之發展趨勢可以發現，未來植物資源

的調查將以地理的空間分佈，以及對抗外來植物入侵之研究為主。 

 人文史蹟 
近十年人文史蹟的保育研究工作進行得較少，民國 90 年以前多

以泰雅文化的資料蒐集為主。民國 92 年之後，管理處開始著手進行

泰雅族生態智慧的研究，從此連續兩年的研究可以發現，未來的研究

趨勢逐漸往泰雅族人與自然生態環境接觸下，所發展之生活智慧為主

軸，而這樣的趨勢也符合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條「保障及鼓勵那些按

照傳統文化慣例而且符合保護或持久使用要求的生物資源習慣使用

方式」之原則。 

 地球科學 
在近十年的地球科學工作中，民國 90 年以前進行的多是屬於基

礎調查及衛星影像圖分析之工作，而近 5 年較無調查計畫，因應

IKONOS 衛星影像已應用於繪製植群圖面，未來地質地形的繪製趨勢

同樣可以 IKONOS 衛星影像判讀技術做為地形地質圖面之繪製。 

 經營管理 
經營管理之保育工作在民國 90 年以前進行的工作主要為棲地改

善之試驗研究、地理資訊系統之建立，以及業務應用模組開發之面

向。從民國 91 年開始，管理處開始推動生態工法與棲地改善的工作，

而民國 93 年則開始進行遊憩容納量、遊客滿意度、生態旅遊等的遊

憩研究。從歷年的趨勢可以發現，管理處的經營管理工作逐漸從生物

棲地的改善轉變到研究遊憩使用的面向，亦即開始探討人為使用的類

別。 

 環境監測 
環境監測的部分，近十年持續在進行的工作以水質監測及各物種

的生物監測最為完整。然，近年來因雪見地區人為開發逐漸引入，因

此也開始了環境監測之項目。從近十年的趨勢可以發現，未來除了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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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鉤吻鮭監測將持續進行外，人為使用造成的土壤侵蝕與環境監測將

是要繼續推動的工作。 

表 4-61 雪霸國家公園民國 87-96 年保育研究工作趨勢分析表 
年度 

項目 87 年----------------------------------------------------------------------------------96 年 

物種與棲地復育   
 生態廊道、生態資料庫建置  生態研究 
  遺傳技術與基因演化 

櫻花鉤吻鮭調查 
動物調查  

鴛鴦族群之基礎生態調查   櫻花鉤吻鮭行為觀察 
鴛鴦族群生物行為 

植群調查 
  火燒後植群之變遷  
     外來植物入侵之分佈 

植物調查 

     IKONOS 衛星影像應用 
人文史蹟 泰雅文化歷史    泰雅生活智慧  
地球科學 基礎調查及衛星影像圖分析     
經營管理 地理資訊系統建立 

業務應用模組開發 
生態工法 
棲地改善 

  遊憩承載 
生態旅遊滿意度

水質監測   環境監控 
  生物監測  土壤侵蝕監測 

（3）後續推動建議 

從前述之工作重點與發展趨勢分析可以分類出可持續執行之計畫方

向，以及順應現今環境保育與研究趨勢下之推動主題，茲說明如下： 

 基於保護所有物種之精神，持續推動生態廊道與生態資料庫建

置。 

 以分子標記、基因遺傳等屬於生物育種之科技研究為主軸，持續

進行推動櫻花鉤吻鮭之保育工作。 

 區內重要物種的生物行為觀察將是資源調查研究的主軸，而除了

櫻花鉤吻鮭與鴛鴦外，建議系統性、有程序性地調查其他物種，

建構完善的生態資料庫。 

 調查不同植群的空間分佈資料，建立植群的保護區域。 

 詳細探討外來入侵植物對於區內植物生態系的影響、衝擊，以及

因應解決之方法。 

 調查傳統泰雅族人對於自然環境的資源使用方式。 

 以 IKONOS 衛星影像判讀技術做為地形地質圖面之繪製。 

 持續評估生態旅遊之滿意度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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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監測人為使用造成的土壤侵蝕與環境衝擊。 

2.雪霸國家公園近十年解說教育工作趨勢分析 

（1）雪霸國家公園近十年解說教育活動重點工作內容 

本計畫針對雪霸國家公園民國 87-97 年之解說教育相關活動進行發

展歷程(請參見表 4-62)與趨勢探討，依活動類型分類為資源特色解說教育

活動、例行性年度大型活動、解說教育人員之培訓研習計畫等三大類別彙

整說明如下： 

 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 
玉山國家公園近十年來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是以環境教育、自

然資源體驗兩大主軸進行，在環境教育方面，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的

主軸是學校的環境教育活動，此類的活動大多在在各處機關與學校辦

理，在各國中國小的活動較屬於室內的環境教育活動，包含了靜態的

「雪霸國家公園簡介」、「生物多樣性與自然體驗活動」、「有獎徵答」

活動；而另外一種則是到各機關舉辦環境教育活動，而此類的活動內

容是以「旅展」、「畫展」、「講座」等方式進行。 

第二個類型的環教活動是屬於體驗自然資源性質的「與國家公園

有約」活動，該類型的活動地點以國家公園內之各個遊憩區為主，大

多在戶外舉辦，發展的環境教育活動包含觀星.賞螢.生態探索活動.
步道體驗、定點解說.步道健行.賞螢活動等 

表 4-62 雪霸國家公園民國 87-97 年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一覽表 
活動 
類型 名稱 年度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梯次 人次 

87 武陵遊客中心 .竹
東臨時遊客中心

等地 

1.雪霸國家公園簡介 
2.生物多樣性與自然體驗活動 
3.有獎徵答 

19 91,880 

88 台中縣和平國中 .
平等國小 .梨山國

小 .台中縣中小學

教師 .苗栗縣象鼻

國小 .梅園國小及

新竹縣石磊國小 .
新光國小 

1.雪霸國家公園簡介 
2.生物多樣性與自然體驗活動 
3.有獎徵答 

11 6,980 

89 中廣 .台中市政府

文化局 .國立自然

科學博物館 

旅展.畫展.講座 19 18,930 

90 國立台灣科學教

育館.聖衡宮.世貿

中心等 

旅展.畫展.講座 19 83,700 

環境 
教育 

學校環境教育

活動(至園區鄰

近中小學辦理

學童保育宣導

及環教活動) 

91 計有象鼻、新光、

梅園、梨山、平

1.雪霸國家公園簡介 
2.生物多樣性與自然體驗活動 

16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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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類型 名稱 年度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梯次 人次 

等、桃山、石磊、

五峰等國小。 
3.有獎徵答 

92 大湖鄉華興國小 
泰安鄉汶水國小 
大湖鄉南湖國小 
泰安鄉泰興國小 
和平鄉平等國小 
泰安鄉清安國小 
大湖鄉大湖國小 
尖石鄉錦屏國小 
尖石鄉玉峰國小 
五峰鄉花園國小 
尖石鄉秀鑾國小 
和平鄉梨山國小 
和平鄉平等國小 

1.雪霸國家公園簡介 
2.生物多樣性與自然體驗活動 
3.有獎徵答 

13 344,341 

93 園區周邊鄰近原

住民學校辦理學

校環境教育活動 

1.雪霸國家公園簡介 
2.生物多樣性與自然體驗活動 
3.有獎徵答 

22 106,183 

94 園區周邊鄰近原

住民學校辦理學

校環境教育活動 

1.雪霸國家公園簡介 
2.生物多樣性與自然體驗活動 
3.有獎徵答 

8 564 

95 泰安鄉清安國小 .
汶水國小 .泰安國

小及梅園國小 
大湖鄉華興國小

及栗林國小 
五峰鄉花園國小 
尖石鄉秀鑾國小

田埔分校 

1.雪霸國家公園簡介 
2.生物多樣性與自然體驗活動 
3.有獎徵答 

8 325 

96 梅園國小 .汶水國

小.象鼻士林分校.
獅潭國小 .東興國

小.華興國小.花園

國小 

1.雪霸國家公園簡介 
2.生物多樣性與自然體驗活動 
3.有獎徵答 

14 292 

97 1~7 月竹南國中、

後龍大山國小、台

中縣和平鄉自由

國小、苗栗縣家扶

中心、達觀國小、

泰興國小 

1.雪霸國家公園簡介 
2.生物多樣性與自然體驗活動 
3.有獎徵答 

7 870 

87 武陵 .東勢河檳公

園 .國立自然科學

博物館 .新竹縣立

文中心等 

研習.賞螢觀星等活動 10 1,120 

88 台中市立文化中

心.武陵.觀霧.等 
觀星.賞螢.及畫畫等活動 5 440 

89 觀霧.武陵 觀星.賞螢.野外觀察.親子活動. 6 270 
90 觀霧.武陵 觀星.賞螢.野外觀察.親子活動. 4 160 
91 汶水、武陵及觀霧

遊憩區 
觀星.賞螢.野外觀察.親子活動. 9  1,294 

自然資

源體驗 
與國家公園有

約系列活動 

92 汶水、武陵及觀霧 辦理知性之旅活動 12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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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類型 名稱 年度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梯次 人次 

遊憩區 
 

93 汶水、武陵及觀霧

遊憩區 
觀星.賞螢.生態探索活動.步道體驗 13  61,024 

94 汶水、武陵、雪

見、司馬庫斯及鎮

西堡 

觀星.賞螢.生態探索活動.步道體驗 42 8505 

95 汶水.武陵.司馬庫

斯.雪見 
觀星.賞螢.生態探索活動.步道體驗 66 6397 

96 司馬庫斯.鎮西堡.
武陵.雪見遊憩區.
汶水 

野外觀察.定點解說.步道健行.賞螢

活動等 
109 12,735 

97 白蘭 .大隘及清泉

部落,武陵遊憩區 
定點解說.步道健行.野外觀察.有獎

徵答 
1~9
月計

辦理 

1-6 月目前

有 9 梯 304
人次 

 

 例行性年度大型活動 
在例行性年度大型活動方面，除了民國 90 年因故沒有舉辦外，

雪霸國家公園十年來皆持續地在武陵地區進行「與櫻花鉤吻鮭有約系

列活動」，內容則包含了研討會、講座、生態導覽、生態旅遊、鮭魚

放流等活動。這十年來總共吸引了 5120 個人次參與。 

表 4-63 雪霸國家公園民國 88-97 年例行性年度大型活動一覽表 
活動 
類型 名稱 年度 地點 活動內容 梯次 人次 

例行 
活動 

與櫻花鉤吻

鮭有約系列

活動 (雪霸國

家公園武陵

地區生態保

育系列活動) 

88-97 武 陵 地 區

(含武陵遊

客中心、富

野度假村、

鮭魚生態中

心、國民賓

館、健行步

道等地) 

植樹活動、生態保育研討會、

保育講座、高峰論壇會議、音

樂會環教宣導活動、生態導

覽、生態旅遊、鮭魚放流等。 

每 年

三 月

舉 行

一 梯

次 

97:1200
96:600 
95:1000
94:800 
93:200 
92:320 
91:400 
90:無 
89:300 
88:300 

 針對解說教育人員與志工舉辦之培訓與研習 
在解說教育人員與志工舉辦之培訓與研習方面，雪霸國家公園同

樣分成兩個主軸進行，第一為解說志工的培訓，此類型的活動從民國

87 年開始持續到 97 年；而第二則是在地解說員的培訓，此類型的活

動從民國 93 年開始，針對不同地區培訓在地的解說人員，解說培訓

的內容相當多元化，包含了義務解說員訓練、植物觀察進階訓練、自

然體驗暨生物多樣性解說、志工研習活動、英語解說培訓、「桃山春

雪」進階訓練、森林遊蹤-環境教育活動、文化研習活動、泰雅千年

進階訓練、雪山行進階訓練，自 87 年開始到 97 年，總共培訓了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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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次。 

表 4-64 雪霸國家公園民國 87-97 年解說教育人員之培訓活動一覽表 
活動類型 年度 地點 活動內容 梯次 人次 

87 汶水武陵觀霧 第四期義務解說員訓練 1 50 
88 汶水武陵觀霧 第五期義務解說員訓練 1 30 
89 觀霧 觀霧地區植物觀察進階訓練 1 50 
90 汶水武陵觀霧 第六期義務解說員訓練 1 35 
91 汶水 義務解說員汶水進階訓練 1 56 
92 大霸尖山 

汶水武陵觀霧

大霸尖山進階訓練 
第七期義務解說員訓練 

1 
1 

25 
40 

93 汶水、觀霧 自然體驗暨生物多樣性解說志工

研習活動 
1 36 

93 新 光 、 鎮 西

堡、司馬庫斯

(尖石鄉) 

培訓在地解說員 1 31 

93 
 

北 勢 群 部 落

(泰安鄉) 
培訓在地解說員 1 13 

94 武陵 
汶水 

武陵進階解說訓練 
義務解說員英語解說培訓 

1 
1 

56 
39 

94 和平鄉 培訓在地解說員 1 12 
95 桃山 

武陵 
汶水 
汶水 
汶水、武陵 

「桃山春雪」進階訓練 
武陵生態文化研習活動 
志工研習活動 
英文研習活動 
第八期解說志工訓練 

1 
1 
1 
1 
1 

16 
39 
104 
25 
40 

96 雪見 
雪見 
雪見 

雪見教育訓練活動 
泰雅文化研習活動 
森林遊蹤-環境教育活動 

10 
2 
1 

150 
80 
22 

97 五峰及泰安鄉 培訓在地解說員 2 63 

志工及解說員訓練 

97 雪山 
汶水 

雪山行進階訓練 
泰雅千年進階訓練 

1 
1 

29 
34 

（2）雪霸國家公園解說教育活動發展歷程與趨勢探討 

雪霸國家公園自民國 87-97 年間，由解說教育課辦理提供給學校環境

教育、與國家公園有約、例行性大型活動、解說培訓等三項主要活動，三

個主要活動各自的發展趨勢如下： 

在學校環境教育方面，只要是到各學校辦舉辦此類活動，「雪霸國家

公園簡介」、「生物多樣性與自然體驗活動」及「有獎徵答」這三類主題是

必定會籌畫的主題，而此類型的活動，除了民國 88-89 年辦理特別舉辦旅

展、畫展、講座類型的活動外，幾乎是持續地在辦理，在與國家公園有約

活動方面，大多是屬於戶外的解說教育活動，早期(88-91 年)以欣賞及體

驗自然資源為主、到民國 92 年逐漸發展知性活動，而 93 年開始提供生態

體驗與定點解說活動 

例行性年度大型活動則是持續地進行與櫻花鉤吻鮭有約的活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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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包含植樹活動、生態保育研討會、保育講座、高峰論壇會議、音樂

會環教宣導活動、生態導覽、生態旅遊、鮭魚放流等，分別依照每年的時

間與經費做不同的安排。而解說培訓方面，雪霸國家公園自民國 87-92 年

開始進行基礎解說培訓，93 開始年舉辦志工研習、當地原住民培訓與英

文進階培訓，95 年開始文化與特殊培訓，相關培訓的內容已經形成由一

般性內容逐漸發展成為不同專業主題之趨勢。 

（3）後續推動建議 

就雪霸國家公園的解說教育內容來分析，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的解說

教育發展是較具系統性的，尤其是在與國家公園有約的活動與解說志工培

訓方面，每一類活動原則上都依循著前一年舉辦較有成效的內容進行補充

與創新，然因雪霸國家公園成立較晚，相關人文的解說活動尚在萌芽階

段，因此建議後續可以持續進行相關人文資源的解說題材；另一方面，目

前解說主題多以櫻花鉤吻鮭為主，其餘重要物種的解說同樣也還在發展，

本計畫建議解說活動應依下列建議執行之。 

 將「生物」與「文化」多樣性相互作用的關係融入國家公園的教

育場域。 

 建構解說志工的分級與認證制度，依照不同需求安排解說人員。 

 「與櫻花鉤吻鮭有約」系列活動除現有解說媒介外，也可結合旅

展、畫展、講座，甚至與自然環境體驗結合發展。 

 持續與當地原住民合作發展人文生態旅遊與在地人員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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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5 雪霸國家公園解說教育課民國 88-97 年活動一覽表 

年度 類型 類別 活動名稱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雪霸國家公園簡介            
生物多樣性與自然體驗活動            
有獎徵答            

學校環境教

育活動 
旅展.畫展.講座            
研習.賞螢觀星活動            
野外觀察、親子活動            
知性之旅活動            
生態探索活動、步道體驗            

資源特色

解說 
與國家公園

有約 

定點解說            
例行性年

度大型活

動 

與櫻花鉤吻

鮭有約系列

活動 

植樹活動、生態保育研討會、保育講座、高峰論壇會

議、音樂會環教宣導活動、生態導覽、生態旅遊、鮭

魚放流等 
           

義務解說員訓練            
植物觀察進階訓練            
自然體驗暨生物多樣性解說            
志工研習活動            
英語解說培訓            
「桃山春雪」進階訓練            
森林遊蹤-環境教育活動            
文化研習活動            
泰雅千年進階訓練            
雪山行進階訓練            

解說教

育人員

與志工

舉辦之

培訓與

研習 

志工及解

說員訓練

培訓在地解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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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金門國家公園 

1.金門國家公園近十年保育研究工作趨勢分析 

（1）金門國家公園近十年保育研究工作重點內容 

在金門國家公園近十年的保育工作項目中，推動的工作大致上可分成

生態研究、資源調查、人文史蹟、地球科學、經營管理以及監測等六大類

型；整體而言，金門國家公園在近十年保育方面的研究重心以資源調查、

經營管理以及人文史蹟三個類型的計畫項目為主軸，其項目較為多樣；在

生態研究方面，可細分為生態復育、生態調查，以及生物技術三個類別；

在資源調查的部分可分成動物、植物以及昆蟲三大類別；而人文史蹟的部

分則是以金門傳統聚落與建築以及戰爭史蹟的調查為主。 

在地球科學方面，研究工作主要是針對海岸地形與地質的調查為主

軸；在經營管理方面，分成建物管理、遊憩管理、棲地管理、生態旅遊以

及其他應用等五類；而在監測方面，則分成環境監測、水質監測及生態監

測等三類，以下將針對各類型研究計畫之工作核心進行說明： 

 生態研究工作 
在近十年的生態研究工作中，金門國家公園涉及昆蟲、鳥類、植

物以及湖沼生態系統等皆不同的研究類型，分別在不同的年度中被執

行。 

 資源調查工作 

在近十年的動物保育研究工作中，小型哺乳類、蝙蝠、鳥類、魚

類、蜘蛛、兩棲爬行動物以及軟體動物等都曾進行過一些基礎調查，

其中鳥類動物調查在相關研究中是占大多數，如佛法僧目鳥類的調查

工作持續在進行，以及鸕鶿族群方面也進行過詳細的習性研究。 

在植物保育研究工作中，區內主要進行過如濕地水韭的分類與生

態調查，以及有系統的將本地民俗植物的知識進行彙整，有助於對植

物的進一步認識；此外昆蟲保育研究工作方面，過去主要著重以整理

區內昆蟲種類、多樣性，並對區內的金門栗喉蜂虎物種做詳細的棲地

與生育環境的研究。 

 人文史蹟調查工作 
金門國家公園因地利環境及歷史背景因素，造就人文方面的資源

相當豐富，因此近十年的研究計畫大多數是以歷史遺址或歷史文資等

項目進行調查，其中以聚落及傳統建築之調查以及戰爭史事的紀錄調

查為最多，其他相關民眾遷徙、傳統產業以及遺址等則分別於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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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中被執行。 

 地球科學調查工作 
在地球科學方面，近十年的調查工作項目主要是以海岸的地質與

地形，進行調查以及資料庫的建置為主。民國 95 年曾針對古寧頭海

岸與潮間帶沈積物，進行粒度分析，以了解此區域海岸侵蝕與沈積的

強弱，以增進對區內海岸地質與地形的進一步瞭解。 

 經營管理工作 
經營管理方面，分成建物管理、遊憩管理、棲地管理、生態旅遊

以及其他應用等五類。從近十年的推動工作看來，金門地區因觀光所

帶動之遊憩與民宿住宿機會，因此經營管理工作大多以建物及聚落之

修繕維護方面的研究為主，輔以觀光遊憩發展之可能性規劃研究，其

他少部分則為鳥類的棲地與影響上的延伸議題。 

 環境監測 
環境監測方面包括國家公園內的環境監測、水質監測以及生態建

設等三個面向，其中環境部分監測是管理處長期對區內生物族群變動

的監測工作，其他工作較為多樣，如水質基本資料、環境監測架構以

及監測技術等分別在不同年度中分別被執行。 

表 4-66 金門國家公園民國 87-96 年保育研究工作計畫彙整表 

年度 
類型 類別 項目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生態復育 栗喉蜂虎營巢地復育及生殖生態

學研究       1   

鳥類生態紀錄  1        
生態調查 

湖沼生態系統之調查          1

生態 
研究 

生物技術 珍貴原生種樹木、花草之育種研究        1  
兩棲爬行動物調查 1         
魚類相調查    1      
哺乳動物相調查   1   1   1 
佛法僧目鳥類調查       1  1 1
蜘蛛相調查       1   
鸕鶿生態習性調查        1 1 

動物 

軟體動物相調查          1
溼地水韭分類與生態調查      1    

植物 
民俗植物之調查        1  
昆蟲相之調查 1         
昆蟲多樣性研究   1       

資源 
調查 

昆蟲 
栗喉蜂虎營巢地環境研究     1 1    

人文 史前遺址調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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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類型 類別 項目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傳統聚落之調查   1       
古城牆遺址調查      1 1   
產業調查      1  1  
移民適應與遷移調查        1 1 
傳統祠廟建築之比較研究          1
傳統建築的裝飾藝術調查          1
民防隊事蹟及國共戰役調查   1       

史蹟 

金門戰事紀錄及調查      1  1  
地球 
科學 海岸地質地形調查         1 1

傳統建物修復記錄   2 2      
傳統聚落保存與建築修復研究     1 1    
傳統建築白蟻防治及維護管理研

究      1    

傳統聚落風貌景觀改造可行性與

營造方法      1    

建物管理 

傳統建築活化利用案例與維護補

助研究    1      

永續發展客觀因素分析      1    
遊客調查與評估          1遊憩管理 
翟山坑道至九宮坑道間海上藍色

公路規劃及可行性研究      1    

棲地管理 環頸雉相關棲息生態環境調查          1
島嶼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評估研

究       1   
生態旅遊 

生態旅遊整體規劃        1  

經營 
管理 

其他應用 鳥類對農業產業之影響及因應對

策          1

環境長期監測     1 1 1 1 1 
環境監測 

土壤調查分析及植生適應性研究     1 1    
水質監測 水體水質基本資料之調查     1     

生態環境監測架構之建立   1       
監測 

生態監測 物種監測方法及調查技術之評析

與建議          1

（2）金門國家公園保育研究工作發展歷程與趨勢探討 

此部分針對近十年的保育研究工作進行發展歷程與趨勢分析探討，探

討方式依計畫之分類與類別分述如下： 

 生態研究工作 
在生態研究工作方面，或許與成立時間有關，金門國家公園早期

以基礎資料庫的建立為主，如對鳥類族群的生態記錄；近年來所進行

之工作則多屬策略性之保育研究工作，例如棲地復育、原生珍貴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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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育等。從此趨勢可發現，金門國家公園未來之發展趨勢應朝向以保

育及復育當地特有物種或棲地環境為前提的研究為主軸。 

 資源調查 

在動物方面，民國 87 到 92 年間的研究多以基礎調查為主，民國

93 年開始管理處針對特定物種做持續性及深入之研究，其中以佛法

僧目鳥類與鸕鶿為最多，近年也逐漸出現海洋生物的相關研究，因此

就趨勢看來，未來，區內重要物種的生物行為觀察仍將是資源調查研

究的主軸，而視海洋生物之研究也應是未來該予以重視之項目。 

在植物方面，國家公園內植物方面之研究較少，推論應該是與地

理位置特殊有關。因此過去十年間只有 92 年與 94 年分別對濕地水韭

及民俗植物做相關研究，建議未來植物資源的調查可以地理的空間分

佈，以及對抗外來植物入侵之研究為主，以保持當地植物之獨特性。 

至於昆蟲方面，民國 87 到 89 年間的研究多以昆蟲的基礎調查為

主，民國 91 年以後管理處開始針對栗喉蜂虎物種做深入且持續之相

關研究。從此趨勢可以發現，金門國家公園在蟲基礎資料建置之後，

後續應可持續推動主軸的保育物種之研究以及建立基因遺傳屬性的

研究。 

 人文史蹟 
金門國家公園在人文史蹟部分具有較豐富之研究，在民國 88 年

到 93 年間的研究多以遺址、傳統聚落與建築以及戰爭事蹟的基礎調

查為主，民國 94 年以後開始以住民之人文脈絡歷程以及建物語彙中

的文化意涵等方面進行研究。從歷年來之發展趨勢可以發現，金門國

家公園對人文史蹟基礎資料已有相當累積，後續推動應持續探討更深

層之意涵以加深文化意象與吸引力。 

 地球科學 
近十年有關地球科學研究工作進行得較少，近兩年開始針對金門

海岸地形與地質方面進行分析研究，藉以更深入瞭解生成原因及未來

可能面對的問題。從此連續兩年的研究可以發現，未來的研究趨勢逐

漸往不同地區及類型之海岸地質地形為發展主軸。 

 經營管理 
經營管理之保育工作在民國 89 年以後便開始受到重視，可明顯

看出其為發展觀光旅遊的走向，因此主軸皆著重於在傳統建物與聚落

之如何修復及活化利用方面研究，並且從相關遊程規劃、解說教育及

生態旅遊的配套研究皆可明顯看出此趨勢。因此，未來應著重遊憩承

載量、遊客滿意度、觀光認知以及環境評估等與人為使用的有關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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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環境監測 
環境監測的部分，近十年持續在進行的工作以鄉土指標物種的環

境長期監測最為完整，其他如土壤、水質以及監測技巧與架構的研究

則較為多樣，也分別在不同年度中分別被執行。因此，未來的發展趨

勢除指標物種的監測能持續推動外，保育行動方案之推動也可有效輔

助環境監測之成效。 

表 4-67 金門國家公園民國 87-96 年保育研究工作趨勢分析表 
年度 

項目 87 年-------------------------------------------------------------------------------------------------------96 年 

生態研究  棲地復育、植物復育 生態調查 
 佛法僧目鳥類調查 

動物調查 
兩棲爬行動物 哺乳動物  鸕鶿族群 

植物調查 
 溼地水韭生態調查 

民俗植物之調查  

遺址聚落 
產業資料庫 

寺廟、建築人文意涵蒐集 
人文史蹟 

 戰爭歷史與史蹟資料建置  
地球科學  全區海岸系統地質地形資料庫建置

經營管理 
  

 
建物維修 
生態旅遊 

    

監測   土壤侵蝕、植生適應性、水質監控  

（3）後續推動建議 

從前述之工作重點與發展趨勢分析可以分類出可持續執行之計畫方

向，以及順應現今環境保育與研究趨勢下之推動主題，茲說明如下： 

 基於全球面臨環境變遷之影響，國家公園內的動物、植被及生態

系所面臨之變遷亦是後續研究調查方向，建議持續且擴大進行生

物多樣性研究，以及生態資料庫建置的工作。 

 持續推動佛法僧目鳥類之研究工作，包含物種數量、分佈區域，

生活習性等更為詳盡之調查，建構完整之物種資料庫。 

 區內重要物種的生物行為觀察將是資源調查研究的主軸，建議推

動其他重要指標性物種，如栗喉蜂虎、蝙蝠、兩棲爬行動物或軟

體動物等，建立系統性、有程序性與完善的生態資料庫。 

 調查不同植群的空間分佈資料，建議運用地理資訊系統技術瞭解

植群確切分布與管理，建立植群的保護區域以達有效保育目的。 

 詳細探討外來入侵植物對於區內植物生態系的影響、衝擊，以及

因應解決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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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特殊地形、地質景觀同為金門國家公園重要資源，因此地

形、地質的分析研究需長期進行與監測。 

 考量當地居民對於遊憩或觀光發展之意見，評估生態旅遊之滿意

度與效益，並訂定減少遊憩衝擊之管理策略。 

2. 金門國家公園近十年解說教育工作趨勢分析 

（1）金門國家公園近十年解說教育活動重點工作內容 

針對金門國家公園民國 87-97 年之解說教育相關活動進行發展歷程

(請參見表 4-68)與趨勢探討，依活動類型分類為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

例行性年度大型活動、解說教育人員、培訓研習計畫及針對關鍵性環境威

脅因子進行之解說教育等四大類別，彙整說明如下： 

A. 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 

金門國家公園近十年來所舉辦之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數量與

其他國家公園相較之下不算多數，總數共 23 項，每年主要舉辦活動

類型仍以生態為主要以靜態之環境教育主題，各項目活動內容說明如

下。 

 生態體驗型 

墾丁主要生態資源以動物、海洋、昆蟲、鳥類、植物以之資源類

型為主，長期以來植物觀察與賞鳥活動成為每年必然具備之活動內

容，而夏季冬季之賞鳥活動則為吸引大量遊客人次之活動類型。此

外，生物多樣性之相關活動則為次要的舉辦活動類型。近十年亦曾多

次推動螢火蟲與栗喉蜂虎觀察活動。 

 天文型 

金門地區獨特地理條件緣故，讓金門國家公園早期結合此項資源

特色，推動天文方面研習營並引起部分回響，近年則沒有持續推動。 

 地質型 

近十年來地質部分的解說主要對於中山林及烈嶼地區，分別在

91 與 92 年舉辦地質研習營，對地形地質作室內講授及部分戶外踏勘

的活動，爾後近年同天文方面甚少看見活動之舉辦。 

 人文體驗 

人文解說活動應該為本國家公園中一重要解說教育重點，但於近

十年活動中僅 94與 96年中分別舉行全民國防教育暑期戰鬥營活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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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傳統建築白蟻防治宣導活動兩項活動，發現人文解說部分的活動甚

少，多以靜態(展示)解說部分為大宗原因所造成。 

 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方面是金門國家公園近十年資料分析中資源特色解說

教育活動的最大部分，主要部分是遊園解說活動的舉辦，遊園解說活

動是金門國家公園藉由遊客搭乘交通工具遊園的過程接受解說，近十

年中此類性解說工作包括電動機車試乘活動、自行車活動以及觀光公

車體驗之旅等三種類型，其他如社教終身學習節－與世界接軌、教師

戶外教學研習會、鄉土資源研習營、影片宣導、老年人解說等活動皆

為近年逐漸受到重視之活動項目。 

表 4-68 金門國家公園民國 87-97 年資源特色解說教育活動一覽表 
活動

類型 活動名稱 辦理

年度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梯

次 人次 

金門中學生生物多樣

性活動 

92-97 墾丁、集集特生中 
心、陽明山、烏來、 
金門 

國家公園相關

環境教育理念

推廣活動 

6 268 

各類生態保育研習活

動 
92-97 金門各類資源地點 

 
室內講授及戶

外考察 
8 2027 

生態

體驗 

93 年鄉土資源研習營 93 金門各類資源地點 
 

室內講授及戶

外考察 
1 90 

動物 野生動物救傷與實務

訓練 
93 中山林遊客中心 室內講授 1 80 

蟹潮間帶活動 92 浯江溪口 環境教育推廣

活動 
1 60 

海洋 
鯨豚保育暨擱淺研討

會 
92 中山林遊客中心 環境教育推廣

活動 
1 40 

昆蟲 螢火蟲生態觀賞活動 92-94 古寧地區、金沙地區 環境教育推廣

活動 
3 140 

二ＯＯ五年金門鸕鶿

季解說訓練活動 
94 中山林遊客中心 環境教育推廣

活動 
1 60 

夏季或冬季賞鳥活動 87-97 古寧頭區、慈湖農莊、

農試所等地 
認識金門鳥類

環境教育活動 
12 520 

鳥類 

栗喉蜂虎賞鳥活動 93-94 古寧地區、金沙地區 環境教育推廣

活動 
2 150 

植物 五虎山(太武山)植物

解說訓練活動 
87-97 太武山或五虎山 認識金門植物

教育活動 
22 1994 

全民國防教育－暑期

戰鬥營活動 96 
金門全島 中學生環境教

育宣導 
5 566 人

人文 
金門傳統建築白蟻防

治宣導活動 
94 水頭、歐厝、南北山、

珠山、瓊林、古寧頭 
資源維護宣導

活動 
6 450 

天文 天文研習營 88、89 中山林 天文教育推廣

活動 
2 160 

地質 地質之旅活動 91、92 烈嶼、中山林 室內講授及戶

外考察 
3 140 

環境
金門國家公園電動機

87 中山林 電動機車試程 1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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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試乘活動 活動 

銀髮族認識國家公園 88 金門旅遊據點 環境教育推廣

活動 
1 200 

單車巡禮活動 88 古寧頭區 環境教育推廣

活動 
1 120 

金門國家公園生態影

片宣導活動 
89 中山林 環境教育推廣

活動 
4 160 

「二ＯＯ二年社教終

身學習節－與世界接

軌」系列－ 

91 水頭聚落、太武山 環境教育推廣

活動 
1 110 

日文導遊來金旅遊推

廣活動 
92 金門各遊憩據點 日語人口旅遊

推廣活動 
3 25 

環境教育活動即課程

設計工作坊 
94-95 金門全島 室內講授及戶

外考察 
2 85 

委託研究計畫成果發

表會 
94-97 中山林遊客中心 室內講授 4 200 

台灣地區國家公園暨

都會公園志工聯盟活

動 

95 金門全島 志工聯誼與交

流活動 
1 200 

烈嶼自行車推廣活動 96、97 烈嶼環島車轍道沿線

景點 
環境教育推廣

活動 
3 220 

觀光公車體驗之旅推

廣活動 
96 金門全島 公共交通工作

旅遊推廣活動 
1 91 

教育 

重陽敬老觀光景點參

訪活動 96 
金門全島 老人環境教育

宣導 
3 412 人

B. 例行性年度大型活動 

民國 87 年起金門國家公園於夏冬兩季持續舉辦賞侯鳥活動，每

年吸引大量遊客前來觀賞，同期對志工解說的訓練活動也為金門國家

公園上歷年性之大型活動，此外，近年 91-97 年間所舉辦的由小學生

認識國家公園的「小小解說員活動」更創下了 4600 人以上的良好成

績。 

表 4-69 金門國家公園民國 87-97 年例行性年度大型活動一覽表 
活動

類型 活動名稱 辦理

年度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梯次 人次

生態

保育

型 

夏季或冬季賞鳥活

動 
87-97 古寧頭區、慈湖

農莊、農試所等

地 

認識金門鳥類環境教

育活動 
12 520 

志工培訓與解說訓

練活動 
87-97 金門全島各旅遊

服務據點與資源

維護據點 

室內講授及戶外實勘 40  1474 其他

類型 

小學生認識國家公

園活動 
91-97 金門全島 環境教育活動 148 4640 

C. 解說教育人員之培訓研習計畫 

金門國家公園在解說教育人員培訓部分的種類繁多且著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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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業者以及志工的培訓工作，針對旅遊從業人員解說訓練活動以及志

工培訓與解說訓練活動兩種類型的解說活動，並且皆具有長期且連續

的舉辦，此外教師與動植物的解說人員培訓與小小解說員的活動更是

近年來主的新興主軸，由上述可看出金門國家公園在推廣解說及人員

培養方面之重視。 

表 4-70 金門國家公園民國 87-97 年解說教育人員之培訓活動一覽表 

活動名稱 辦理

年度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梯次 人次 

教師戶外教學研

習會 
87-89 金門全島 環境教育推廣活動，

室內講授及戶外考察 
3 110 

金門地區旅遊從

業人員解說訓練

活動 

90-97 自然中心、水頭展示館、

823 戰史館、乳山遊客中

心、金水國小、太武山植

物解說、湖井頭戰史館、

蔣經國先生紀念館 

遊憩服務據點解說訓

練活動 
14 565 

「二○○二國際

生態旅遊年金門

地區自然保育解

說員工作坊」 

91-92 金門全島 室內講授及戶外實勘 2 80 

小學生認識國家

公園活動 
91-97 金門全島 環境教育活動 148 4640 

鳥類生態解說員

培訓系列活動 
93-94 中山林、古寧頭地區 室內講授及戶外考察 3 53 

小小解說員培訓

活動 
96-97 乳山遊客中心、古寧頭、

鵲山、浯江溪口 
室內講授及戶外實勘 2 84 

瓊林社區解說培

訓活動 
96-97 瓊林聚落 室內講授及戶外實勘 2 70 

山后社區解說培

訓活動 
96-97 山后聚落 室內講授及戶外實勘 2 20 

96 年度國家公園

人才培訓成果發

表會 

97 中山林遊客中心 室內講授 1 90 

金門國家公園推

廣地區生物多樣

性保育及環境教

育座談會 

97 中山林遊客中心 室內講授 1 40 

金門鳥類危害農

作物之防治宣導

工作坊 

97 古寧頭、水頭、瓊 
林、上林 

鳥類危害農作物之防

治宣導 
4 367 

（2）金門國家公園解說教育活動發展歷程與趨勢探討 

金門國家公園自民國 92 年開始整體生態方面解說方面朝向連續性對

於生物多樣性以及生態保育方面進行長期經營，階層上以普及的全民以及

中小學左右進行推展，此外在單物種方面的解說教育工作方面，長期經營

的包括季節性的賞鳥活動，以及植物方面太武山的解說活動，而近年度較

為顯著的包括 91-96 年度螢火蟲生態活動以及鸕鶿、栗喉蜂虎等特定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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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在各年度中之舉行；近十年以來對於生態解說教育工作的趨勢看來，

金門地區全島性的賞鳥行為與植物解說部分除會持續外，對於海岸生態、

朝間帶生態性統系統的解說應更加強化，並可持續對鸕鶿、栗喉蜂虎等當

地特殊鳥類作深一層的解說工作。 

此外，地質與天文兩種類型分別於 87、88 年舉辦中山林天文研習；

90、91 年舉辦地質研習營，活動內容主要在中山林及烈嶼地區的地質與

天文解說，屬於給予一般大眾的基礎知識性質活動；在人文部分解說教育

活動應為本區域一重要解說部分，但趨勢上卻不如預期，因此未來應加強

靜態解說內容應用於動態解說模式之方式以增加可行性。 

整體而言，環境教育方面早期主要以教師層級為主，87-91 年間持續

有對於教師的環境保育方面活動，近期 94-97 年間則偏重以環境教育活動

及課程設計坊、委託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等為主軸，具有更廣泛連結各方

資源的發展趨勢，未來也可不限於金門區域內學校與台灣本島各界學院作

進一步具研究性質之解說活動，然近十年來金門國家公園對人員培訓部分

算是相當連續的進行推展，不斷對於志工及旅遊業者進行陪訓工作，未來

可藉由此種模式並持續向下普及至國中小學童之年齡階層，深植解說觀念

及人力資源。 

（3）後續推動建議 

從前述之工作重點與發展趨勢分析可以分類出可持續執行之計畫方

向，以及順應現今環境保育與研究趨勢下之推動主題，茲說明如下： 

 對特色資源部分之解說教育活動可多樣化涉獵舉辦，如多對海洋

生態、氣候變遷等相關議題進行不同類型之解說教育。 

 生物多樣性議題之解說教育應多著重生物與人之間關連性的教

育。 

 應積極利用境內人文資源特色辦理解說教育活動，對民宿、建

築、文化等不同議題進行文化景觀性之探討。 

 民間與政府解說人員訓練皆已有相當成果，未來可強化兩者間之

契合度與整合性，以提供遊者良好之解說服務。 

 部份大型全島式活動應多考量環境能否獲得適度休息，如可考量

將主辦權轉移，國家公園為協辦及場地提供者，較符合國家公園

設立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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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1 金門國家公園解說教育課民國 87-97 年活動趨勢整理 

年度 類型 類別 活動名稱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金門鸕鶿季解說訓練            
鳥類 

栗喉蜂虎賞鳥之旅            
昆蟲 螢火蟲生態觀賞            

蟹潮間帶活動            
海洋 

鯨豚保育暨擱淺研討會            
植物 五虎山(太武山)植物解說訓練            
地質 地質之旅            

中學生生物多樣性活動            
生態保育研習            生態體驗 
鄉土資源研習            

動物 野生動物救傷與實務訓練            
天文 天文研習營            

全民國防教育－暑期戰鬥營活動            
人文 

金門傳統建築白蟻防治宣導活動            
金門國家公園電動機車試乘活動            
銀髮族認識國家公園            
單車巡禮活動            
金門國家公園生態影片宣導活動            
「2002 年社教終身學習節－與世界接軌」系列            
日文導遊來金旅遊推廣活動            
台灣地區國家公園暨都會公園志工聯盟活動            
烈嶼自行車推廣活動            
觀光公車體驗之旅推廣活動            

環境教育 

重陽敬老觀光景點參訪活動            
教師戶外教學研習會            解說員培訓 
金門地區旅遊從業人員解說訓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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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類型 類別 活動名稱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2002 國際生態旅遊年自然保育解說員工作坊」            
鳥類生態解說員培訓系列活動            
環境教育活動即課程設計工作坊            
委託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            
小小解說員培訓活動            
瓊林社區解說培訓活動            
山后社區解說培訓活動            
96 年度國家公園人才培訓成果發表會            
推廣地區生物多樣性保育及環境教育座談會            
金門鳥類危害農作物之防治宣導工作坊            

生態保育類型 夏季或冬季賞鳥活動            
志工培訓與解說訓練活動            

大型 
活動 其他類型 

小學生認識國家公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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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1.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近年保育研究工作趨勢分析 

（1）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近年保育研究工作重點內容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於民國 96 年 1 月 17 日起正式公告設立，由海洋國

家公園管理處執行經營管理工作，相關保育研究工作尚於起步階段。民國

94 年起陸續推動東沙島資源普查、生態調查和經營管理等相關研究規劃。

保育研究工作大致上可分成資源調查、人文史蹟、地球科學、經營管理及

環境監控等五大類型，以下分述之。 

 資源調查工作 
由於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尚處於成立初期，因此資源調查工作首重

全面性之生態資源普查，民國 94 年分別進行陸域、海域之動植物生

態資源調查，此外亦針對鳥類進行監測與調查。 

植被方面除進行上述之陸域植物資源調查，亦受到銀合歡及大花

咸豐草之侵略、拓殖影響，因此保育工作轉為原生植栽復育、苗圃建

置，以期營造符合當地生態之原生植被景觀。 

 人文史蹟調查工作 

由於東沙海域有多處古沉船遺蹟，潟湖北岸亦發現「東沙遺址」，

顯示出東沙海洋文史與考古之重要性。因此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於人文

史蹟調查工作投入許多心力，包含環境變遷調查、文史資源調查、航

海史資源調查及遺跡、遺址調查。 

 地球科學調查工作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被「國際保育組織」列為 10 大珊瑚礁熱點之

一，亦為我國海域唯一發育完整的環礁，孕育豐富多樣性之海洋資

源，為關鍵之海洋生物棲地，珊瑚礁相關研究之重要性由此可見。民

國 95、96 年分別進行珊瑚礁生態資源調查與監測及礁珊瑚復育試驗

及可行性評估，用以維持完整珊瑚礁景觀生態資源，構築豐富之海洋

文史生態廊道。 

 經營管理工作 

經營管理相關研究計畫甚多，包含對土地及海域使用調查，以及

進行區內資源規劃，如：景觀生態、海洋生態系經營管理規劃；而系

統性規劃則有建物及設施規劃、能源替代及水資源替代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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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系統規劃設計、海洋研究站之經營管理規劃等。 

在生態管理上則制定海洋資源保育法，及進行島嶼發展與生態保

育並行可行性研究。此外，亦進行遙測影像資料處理之數位化資料庫

建置，可有效執行對東沙之環境監測。 

 環境監測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處於設立初期，海洋環境調查、測站規劃及評

估雖已初步完成，但仍需長期監測，以維護區內環境品質。 

表 4-72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近年保育研究工作計畫彙整表 

年度 
類型 類別 項目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陸域生物資源調查        2  

生態調查 
海域生物資源調查        1  

動物 鳥類          1
原生植栽復育         1

資源 
調查 

植物 
苗圃建置規劃設計          1

環境變遷調查         1 1
文史資源調查         1
航海史資源調查          1

人文 
史蹟 

遺跡、遺址調查        1  1
珊瑚礁生態資源調查與監測         1地球 

科學 礁珊瑚復育試驗及可行性評估          1
土地使用 土地及海域使用調查        1  

景觀生態資源規劃         1
資源規劃 

海洋生態系經營管理規劃         1
建物及設施規劃        1  
能源替代及水資源替代可行性        1  
集水系統規劃設計          1

系統規劃 

海洋研究站之經營管理規劃         1
海洋資源保育法制定          1

生態管理 
島嶼發展與生態保育並行可行性研究          1

資料建置 遙測影像資料處理          1

經營 
管理 

效益評估 管理成效評估          1
環境 
監控 海洋環境調查及測站規劃、評估         1 1

（2）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保育研究工作發展歷程與趨勢探討 

由於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保育研究工作至目前為止只進行三年，時程太

短(如表 4-73)，因而其發展歷程與趨勢尚待日後資料完整時再行探討。 

表 4-73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民國近年保育研究工作趨勢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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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 

87 年---------------------------------------------------------------------------------------------------------96 年

       生態

調查 
 鳥類 

資源調查 
        原生植栽復育 
        環境變遷調查 

人文史蹟 
       文史資源調查 

地球科學        珊瑚礁生態資源調查 
       水資源 

經營管理         資源

規劃 
 

環境監控         環境調查及測站

規劃、評估 

（3）後續推動建議 

藉由前述之重點工作分析提出未來可持續執行之計畫方向及順應現

今環境保育與研究趨勢下之推動主題，茲說明如下： 

 動物資源調查應為持續進行工作項目，因此尚未進行研究之區域

當行動物資源普查工作。 

 加強植物物種研究，以了解東沙之植物多樣性，藉此加強地區性

植物特性及相關知識。 

 珊瑚礁生態資源為區內重要生態資源，因此珍貴資源之物種監測

應持續進行，以獲得物種長期變化資料。 

 國家公園面臨全球環境變遷之影響，區內動物、植被及生態系所

面臨之衝擊應是後續研究調查方向，而目標物種之選定及區內生

物多樣性研究亦是日後需進行的工作項目。 

 為推動東沙環礁之環境復育及保育，區內植被及景觀資源相關復

育研究工作應持續進行。 

 針對未來開放生態旅遊應擬定相關配套措施，預先考量遊憩與保

育間之衝突，以因應旅遊對區內敏感性環境之衝擊。 

 加強海域環境的保育研究，並融入海洋型國家公園或海洋保護區

的國外案例經驗，強化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之核心目標。 

 持續推動經營管理研究計畫，除海域長期生態研究以及各項資源

監測外，更可參考其他歷史久遠之國家公園之經營管理策略，如

資料庫的建置以及保護區管理政策等，以維護區內之生態環境品

質。 

 持續進行區內史蹟、遺址之相關研究調查，確認人文史蹟之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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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內涵，作為後續保育及經營管理之基礎。 

 針對園區內重要海藻資源進行資料調查及資料庫之建置，作為奠

定後續物種保育、解說教育素材之基礎。 

 地理資訊系統技術之發展以臻完善之境界，建議後續研究應用此

一技術於土地及海洋使用管理策略之議題上。 

2.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近年解說教育工作趨勢分析 

（1）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近年解說教育活動重點工作內容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於 96 年 10 月 4 日正式掛牌成立於高雄市，執行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之經營管理直至目前為止剛滿一年，加上東沙環礁國家

公園成立之前五年為保育復育期，暫不開放一般民眾觀光，因此現場解說

類型之活動尚無辦理之需要，但為因應未來可能實施之生態旅遊，以及宣

導海洋保育理念，解說志工的培訓為必要之工作。為此，海洋國家公園管

理處於 97 年 9 月進行第一批解說志工之招募及訓練活動，同年亦舉辦海

洋自然保育宣導活動，以增進民眾對海洋保育之瞭解與支持。 

表 4-74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近年解說教育活動一覽表 
活動

類型 活動名稱 辦理

年度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梯次 人次 

保 育

宣 導

型 

海洋自然保育宣

導活動 
97 台南四草、高雄

林 園 、 台 北 貢

寮、澎湖馬公、

屏東東港、台東

富岡等 

室內講授及戶外實勘 6 480 

志 工

培 訓

型 

解說志工召募及

訓練 
97 高都遊客活動中

心 
室內講授 1 25 

（2）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解說教育活動發展歷程與趨勢探討 

由於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解說活動至目前為止只進行一年，時程太短，

因而其發展歷程與趨勢尚待日後資料完整時再行探討。 

（3）後續推動建議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之地理、生態特殊，擁有豐富多樣的海洋生物及世

界級的地景景觀，然卻遭受大量人為破壞。因此解說教育活動之目標不外

乎協助國人瞭解海洋國家公園之資源價值，更重要的是宣導海洋保育之重

要性，以培養環境倫理，以下提出幾點建議： 

 建立解說人才資料庫，並逐級逐年進行培訓工作，以應日後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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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除現有的成果展外，宜有代表本處的指標性活動。 

 研究資料轉化為教學資料，擴充研究資料完整性，並有效將現有

研究資料詮釋與轉化。 

 進行解說影片、專輯等之製作，以協助民眾了解海洋國家公園之

資源價值。 

 進行情境示的解說展示，並定期作主題特展，以符合民眾需求。 
 
 

三、第二階段現地輔導、評估 

（一）墾丁國家公園 

1. 訪談日期/時間：97 年 10 月 24 日下午 2 點 30 分 

2. 訪談地點：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3. 主持人：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歐聖榮教授 

4. 學者專家：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孫元勳教授 

5. 國家公園出席人員：李登志副處長、解說課 顏綺蓮課長、解說課 尤榮

隆、保育研究課 郭暐媺技士、鍾奕霆研究員、保育研究課 陳玄武技士、

解說課 曹之鵬、洪楹彬、沈悟榮 

6.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工作人員：黃筱薇、陳蟬 

7. 會議記錄 

（1）近十年來保育研究與相關工作執行之趨勢及後續推動方向之建議 

A. 保育研究工作執行趨勢 

 保育方向的轉變：以往保育的方向偏向於物種的保護，近來逐漸

轉變為棲地保育，從棲地保育方面著手護救海岸林，是一個典型

的棲地護救個案。 

 長期的趨勢：鳥類是保育資料中最完整的部分，目前已有 20 年

的研究資料。陸域研究以南仁山的生態為主，海域則以執行大型

整合性計畫達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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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保育研究後續推動方向 

 經營管理：在經營管理方面的研究工作是較少的，然而長期性、

全面性的海域監測問題是需要考量的。 

 長期監測及資料蒐集：長期以來對於鳥類的研究已經走向正確方

向，應再就候鳥部分進行長期監測以及資料蒐集，包括遷移地的

分析及物種生活史，特別應注意資料蒐集的品質。此外，候鳥捕

捉的適當數量可以利用研究計算出來。 

 國際合作與交流：經由國際合作的管道，掌握猛禽的移動，日本、

韓國的鳥類保育團體很積極發展國際交流工作，由大家共同保護

國家公園及生物資源。 

（2）近十年來解說教育與相關工作執行之趨勢及後續推動方向之建議 

A. 解說教育工作執行趨勢 

 解說工作的存續與否：墾丁國家公園係導覽解說服務發展甚早之

區域，然而發展至今面臨解說瓶頸，目前無法提升解說的境界，

免費解說的服務是否有留下之必要。 

 環境教育落實紮根：目前解說工作已逐漸深入地方，主要包括三

個面向：透過活動來宣傳國家公園、落實國家公園從小紮根、輔

導社區居民成為解說志工。 

 解說教育分眾推廣計畫：由解說員結合國小編寫教案編寫國家公

園教案，由解說志工協助進行解說推廣，目前只有墾丁國家公園

在進行。 

 培育解說人員：培訓解說志工，此外結合社區營造地方人才，落

實生態旅遊白皮書。結合社區大學，以在地居民為主。希望能把

處裡的解說員解說經驗傳承給地方社區，培養社區的自主能力及

素質。社頂部落的原住民所發展的社區協會已能達到自給自足，

並且可開始對外行銷，今年更被評選為國家永續發展獎行動計畫

類第一名，顯示社區輔導的工作已有相當之成果。 

B. 解說教育後續推動方向 

 承載量：可融入承載量概念，控制遊客人數，深入當地文化。 

（3）保育工作及解說教育妥適結合之探討 

 候鳥保育計畫即為保育與解說結合的活動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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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兒童繪本：灰面鵟鷹遷徙繪本係結合保育專家和繪本設計

師，設計兒童繪本，以達到教學與當地生態環境相結合並且提供

國小舉辦繪圖比賽的機會。 

（4）因應目前國際間各保護區積極與地區建立伙伴關係、對抗全球暖化

等議題，保育課與解說課後續的工作項目如何符合國家公園之定位 

 社區巡守與監測：每年針對幾個社區由當地居民組成社區巡守

隊，配合墾管處路線規劃，進行日夜間巡守，使生物棲地能夠受

到保護。 

 國際合作：珊瑚白化為明顯指標，目前已與美國氣象總署組織

NOWA 開始洽談合作方式，明年計畫將開始執行。 

（5）國家公園區內因為有太多專屬單位共同管理保護區，保育工作上可

否達到不同單位間橫向的空間串連，以及對於地方或其他單位合作

的可能性與策略探討 

 單位橫向聯繫：目前主要配合的包括林務局辦理社頂毛柿小苗監

測計畫，加強資源日夜巡守工作，落實在地保育及環境永續，最

初階段由處理進行遊客導入，後續則進行效益評估，確保方向正

確，已投入多年時間；另外則是與蓄產試驗所協調針對梅花鹿路

線配合進行景觀改造工程。 

 利益與保育的衝突：當地利益團體與保育之間的衝突，可用民間

團體的力量凸顯處理保育法的修正，利用外圍組織的方式作為處

理的手法。 

8. 小結 

（1）保育研究面向 

 國際合作交流：建立國際合作關係，以掌握各種候鳥之移動路

線，提昇資料蒐集的品質。 

 持續進行監測：持續針對指標性物種進行監測，因應氣候變遷等

大環境議題。 

 加強經營管理相關研究：平衡保育與遊憩的發展，降低環境衝擊。 

（2）解說教育面向 

 培育地方解說能力：利用社區營造手法，提昇地方解說導覽能

力，並培養與社區之間的伙伴關係，維持解說導覽的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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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環境教育：利用解說教育分眾推廣計畫，教育各級學校之學

生，建立其環境意識。 

（3）其他 

 從資料當中顯示大家對保育解說發展的走向一致，未來可共同努

力學習其他國家公園操作手法。而本計畫若有資料不足之處，請

大家提供相關意見，以供本計畫參考。 
 

（二）玉山國家公園 

1. 會議時間：97 年 9 月 18 日上午 9 點 

2. 會議地點：玉山國家公園水里遊客中心 

3. 主持人：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歐聖榮教授 

4. 學者專家：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林良恭教授 

5. 國家公園出席人員：陳隆陞處長、保育研究課蘇志峰課長、陳貞妤技士、

宋玟琪約僱解說員、遊憩服務課吳和融課長 

6.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工作人員：謝宗恒、許哲瑜 

7. 會議記錄 

（1）近十年來保育研究與相關工作執行之趨勢及後續推動方向之建議 

A. 保育研究工作執行趨勢 

 物種資料庫的建立：配合營建署數位典藏計畫，已經編列預算建

立物種資料庫，現階段為了維護自然棲地，加強保育解說。後續

會進行生態環境變化監測及高山生態系生物多樣性普查，掌握園

區生態資源，建置生物多樣性資　庫。 

 合理分配資源：預算的 70%進行調查監測、30%進行保育盜獵。 

B. 保育研究後續推動方向 

 設立中海拔環境中心：未來會深入調查了解未開發區域，增加生

態保護區之比例。擴充生態保護區(60%增為 70%)、一般管制區

以及緩衝區。 

 建立研究訓練中心：期望未來可結合太魯閣、雪霸國家公園、學

術團體形成跨單位合作研究團隊。提供環境教育與研究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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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監測生態環境。 

（2）近十年來解說教育與相關工作執行之趨勢及後續推動方向之建議 

A. 解說教育工作執行趨勢 

 從注重解說設施轉化到注重解說媒介的內容：88 年~90 年解說課

業務大多屬於解說牌之新設及更新，解說折頁出版與解說志工訓

練。而到 90~95 年解說企劃業務分成：1、將生物多樣性之觀點

納入環境教育；2、將解說出版品數位化、雙語化，轉製成 DVD；

3、解說志工再訓練；4、解說教育議題之整合與轉變(如；生物多

樣性、全球暖化)。 

B. 解說教育後續推動方向 

 配合國際趨勢增加戶外學習的機會：原則上解說業務的推動符合

國際自然保育聯盟世界保護區委員會第四屆大會暨研討會(EA4)
之趨勢，未來會多增加「走出戶外聽解說」的機會，新增戶外展

示區讓遊客可以在接觸自然下學習。 

 加強學童環境教育：未來將積極與臨近之小學持續合作，推動自

然環境教育之課程與活動。 

 增加解說志工：提升玉山國家公園的整體解說品質。 

 解說素材的再提升：首先要將解說素材 e 化、國際化與多元化。

建議並將玉山國家公園核心價值及環教概念融入販售部商品。強

調「把玉山帶回去」(展覽中心結合紀念品)，透過商品流通推廣，

讓遊客有多一層的學習機會。 

 解說媒介的改善：辦　遊客中心解　視聽媒體、步道解　牌示　

新及多語化工程，提供遊客全新的解　服務內容及知性的　遊體

驗。 

（3）保育工作及解說教育妥適結合之探討 

 人員應當適時流通與訓練：解說志工目前定期一年進行二~三再

訓保育解說課程，這樣才能確保志工的品質。 

 國家公園解說證照制度：建議新設解說與保育志工三級別，服勤

時數達最高級才能進行考試。 

（4）因應目前國際間各保護區積極與地區建立伙伴關係、對抗全球暖化

等議題，保育課與解說課後續的工作項目如何符合國家公園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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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地方的互動：目前已積極與周邊部落互動，訓練原住民環境教

育以及保育研究相關知識，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保育巡查員) ，共

同管理維護，增加就業機會。 

 與相關旅遊產業的互動：與旅行業座談加強合作關係。與旅遊社

合作研擬行程，提升旅遊素質。 

（5）國家公園區內因為有太多專屬單位共同管理保護區，保育工作上可

否達到不同單位間橫向的空間串連，以及對於地方或其他單位合作

的可能性與策略探討 

 確認國家公園與研究單位同質性業務之差異：南投這邊有玉山國

家公園與特生中心都有研究的部分，在定位上國家公園強調解

說，特生中心則是強調研究。 

 現在有定期舉行業務會報、加強橫向聯繫，未來應當加強保育巡

查會報，這樣才能確保自然資源保育之功效。 

 不同單位之意見整合。 

8. 小結 

（1）保育研究面向 

A. 物種保育基礎工作 

 因應「生物多樣性公約」維持多樣性之趨勢，未來工作的重點首

先以建立數位物種資料庫為主，同時將預算分配訂定為「70%進

行調查監測、30%進行保育盜獵」。 

B. 海拔環境中心與研究訓練中心 

 因應玉山國家公園中海拔環境特性設置環境中心，深入調查了解

未開發區域，擴充生態保護區；另未來可結合太魯閣、雪霸國家

公園、學術團體形成跨單位合作研究團隊。提供環境教育與研究

之使用，加強監測生態環境。 

（2）教育面向 

A. 多樣化發展解說主題 

 走出戶外，多發展特展主題，將解說內 e 化、國際化與多元化，，

以多角度的方式經營解說業務，並結合國家公園特色發展紀念

品，讓遊客可以「把玉山帶回去」(展覽中心結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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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環境教育從小紮根 

 積極與臨近之小學持續合作，推動自然環境教育之課程與活動，

讓小朋友重小就培養起愛護自然與資源的觀念。 

C. 與相關旅遊產業合作 

 與旅行業座談加強合作關係。與旅遊社業者合作研擬行程，提升

旅遊素質。 

（3）其他 

A. 人員在訓練與證照制度 

 定期、經常執行志工與工作人員的保育與解說培訓，並新設解說

與保育志工級別，服勤時數達最高級才能進行考試，確保服務品

質。 

B. 伙伴關係與橫向串連 

 落實生態旅遊的精神：與周圍的原住民社區合作，共同經營國家

公園，將利益回饋予地方，未來將訓練原住民環境教育以及保育

研究相關知識，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如保育巡查員) ，共同管理維

護，增加就業機會。 

 確認玉山國家公園的角色與工作：玉山國家公園將比較強調解說

教育與保育執行工作，定期舉行業務會報、加強橫向聯繫，未來

應當加強保育巡查會報。 
 

（三）陽明山國家公園 

1. 會議時間：97 年 10 月 28 日下午 2 點 

2. 會議地點：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3. 主持人：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歐聖榮教授 

4. 學者專家：國立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李素馨教授 

5. 國家公園出席人員：詹德樞副處長、保育研究課蕭淑碧課長、保育研究

課鄭文良技士、解說教育課黃佩陞課長、解說教育課陳彥柏技士、解說

教育課游淑鈞技士、張弘明技士、羅淑英技士 

6.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工作人員：黃筱薇、沈鈺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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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會議記錄 

（1）近十年來保育研究與相關工作執行之趨勢及後續推動方向之建議 

A. 保育研究工作執行趨勢 

 目前實行之保育研究：溫泉微生物調查、火山氣體監測、特有種

調查、進行地景變化之研究、擎天崗草原監測以及教案競賽。其

中「教案競賽」活動相當成功，保育課結合保育成果經由教案製

作成為各級學校之鄉土教學教材。 

B. 保育研究後續推動方向 

 針對物種做長期保育研究計畫：目前陽管處中相關保育研究報告

皆針對某些物種，缺乏統整性及宏觀的調查且計畫時程通常僅為

3~5 年計畫；因此陽管處建議經由團隊及專家統整性的研究一起

討論統整，且為了對物種長期變化的掌握計畫應以多年期計畫較

為適宜。 

 與各院校合作以保育活動為主題舉辦畢業展：陽管處後續推行保

育相關活動未來計畫與大專校院之大傳系、新聞系等系所結合學

生畢業展，利用陽明山國家公園做畢業展題材，並補助製作費

用，學生成品將進行參賽評選，此活動預期將可直接且有效推行

陽明山保育相關之活動。 

（2）近十年來解說教育與相關工作執行之趨勢及後續推動方向之建議 

A. 解說教育工作執行趨勢 

 目前實行之解說教育相關工作：陽管處目前實行之解說相關工作

有國家公園蝴蝶季、生態旅遊、社區解說員培訓、學校單位鄉土

教學、傳統產業藍染推廣、身心障礙及弱勢團體之活動。 

 解說方式轉變為小眾旅遊：整體解說教育工作由早期大眾旅遊方

式逐漸轉變為小眾旅遊的方式，除了生態保育及生態旅遊放是增

加外，活動類型亦開始有所區隔。 

B. 解說教育後續推動方向 

 傳統產業推廣成效顯著：陽管處解說相關活動推行以「藍染」最

為著名，除了以國小作為藍染教學的對象外，亦順利推行使得其

他學校至輔導學校參觀及觀摩，相信陽管處對未來藍染的推行成

效是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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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育工作及解說教育妥適結合之探討 

 可透過相關單位做連結：目前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在保育及解

說的結合，可透過原有的解說志工協助作為保育監測的機制點，

以今年來說，選擇三個地點持續作監測(金包里大路、二子坪、天

溪園)，可由專家學者、NGO 團體(台灣荒野保護協會、環境資訊

協會)、管理處同仁、志工夥伴等單位與保育做連結。 

 保育研究成果簡化以供解說使用：由於保育課相當多研究計畫，

為了使保育及解說教育結合，應將保育領域的研究可附上前顯易

懂較活潑的摘要，或配合圖片製作成折頁，以供解說課使用。 

（4）因應目前國際間各保護區積極與地區建立伙伴關係、對抗全球暖化

等議題，保育課與解說課後續的工作項目如何符合國家公園之定位 

 監測相關物種之影響：目前陽管處進行觀測包籜矢竹與芒草之間

存亡關係，以了解全球暖化的影響。 

（5）國家公園區內因為有太多專屬單位共同管理保護區，保育工作上可

否達到不同單位間橫向的空間串連，以及對於地方或其他單位合作

的可能性與策略探討 

 國家公園與社區連結-社區環境改造計畫：目前陽明山國家公園與

社區連結推行活動最成功的屬「社區環境改造計畫」，計畫由社

區居民共同參與且透過在地老師響導，並使社區特色產業與計畫

同時推行，除了社區環境的改善外更使居民了解所在社區之特色

資源(詳見表 4-75)。另外陽管處更有針對竹子湖社區作在地解說

員的訓練，期望由管理處與社區連結，使國家公園區域內環境及

人員素質更加完整。 

 國家公園與政府單位連結-海芋季：配合台北市政府所舉辦海芋

季，陽明山國家公園會協助培訓解說員；另外會與台北市政府公

車處合作，在遊園專車上派遣隨隊解說員，不僅增加遊憩活動完

整性，更可完善介紹陽明山國家公園。 

 國家公園與政府單位連結-計畫審核：臺北市政府建設局有整治計

畫或水保設施建設，皆必須將計劃送交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審

核查看是否違背國家公園精神，有了多一層的監督管制，將使國

家公園環境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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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5 社區環境改造計畫相關內容 
社區環境改造計畫 

計畫目的 透過此計劃更可由各社區單位居民調查自己社區的資源特色，以利於將來推廣

社區之用途。 

執行內容 

社區居民共同參與：陽管處針對區內竹子湖社區進行環境改造計畫，此計劃由

社區發展協會及居民共同涉及環境細部計畫，可聘建築師及景觀規劃師共同討

論，以改善環境、道路動現及加強公共設施為目標，預期將使全體社區居民共

識。 
在地響導帶領：另外社區進行改造計畫時，亦由在地響導老師帶領，經過工作

會議及座談會，除了了解社區居民之願景外，更可確立社區未來發展方向。 
計畫結合：計畫實行部份陽管處也會協助補助，最後計劃可經由國家公園部門

通過納入主計畫中。 
與產業結合：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推行「生態旅遊」，輔導方式先選定一條

路徑與產業結合(例如：炭窯、手拉坏陶瓷、溫泉等)。此活動推行將使得社區

獲得經濟上之收益。 

執行方式 

國家公園與社區間的改造計畫內容 
環境美化 
排水設施 
因生態工法發展而進行復舊渠道 

社區
國家
公園

1.環境美化
2.排水設施
3.復舊渠道  

推行實例 2007 年石門鄉，推行後更讓園區內其他社區觀摩。 
未來發展 未來若此計畫成功實行，將可由園區內其他社區進行環境改造計畫。 

 

8. 小結 

（1）保育研究面向 

 在陽明山實行的保育研究相當多元且成功，除了基本的地質、物

種調查外，也積極的結合外界單位，如與各級學校結合的教案競

賽等。 

（2）解說教育面向 

 在陽明山的解說教育面向中，除了本身定位走向小眾旅遊及生態

旅遊的解說外，對外與縣市政府及學校單位合作積極的辦理各項

解說相關活動；未來更朝「傳統產業推廣」為方向，作為解說教

育之推廣主題。 

（3）保育工作與解說教育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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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陽管處有許多大型活動皆為各部門間分工合作而成功辦

理，日後期望將保育研究成果簡化以供解說教育利用，達到保育

與解說之結合；另外將著重於與外界單位(如：專家學者、NGO
團體、社區)的結合。 

 

（四）太魯閣國家公園 

1. 會議時間：97 年 9 月 11 日下午 3 點 

2. 會議地點：太魯閣國家公園遊客中心 

3. 主持人：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歐聖榮教授 

4. 學者專家：東華大學運動與休閒學系 劉吉川教授 

5. 國家公園出席人員：解說教育課黃志強課長、保育研究課陳俊山課長 

6.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工作人員：謝維芳、紀芬蓮 

7. 會議記錄 

（1）近十年來保育研究與相關工作執行之趨勢及後續推動方向之建議 

A. 保育研究工作執行趨勢 

 依據保護區全球的大會主題作相關研究：就像是針對「乾耐」的

這個主題，將整個保育研究工作趨勢，與全球大會之主題相契

合，當然此部分範圍其實還很廣。 

B. 保育研究後續推動方向 

 保育研究趨勢可以參考的方向：國家公園每十年有一個保護區及

國家公園大會的資料，它有一些行動方案，每十年都有一個主

題，會針對趨勢的變化來做主題。另外，亦可以參考國家永續發

展綱領。 

（2）近十年來解說教育與相關工作執行之趨勢及後續推動方向之建議 

A. 解說教育工作執行趨勢 

 著重於兒童環境教育：認為環境教育從小做起，養成習慣愛護大

自然，必定會影響後續的行為舉止。 

 以活動作為深度體驗國家公園的媒介：在國家公園的範圍內可以

加入一些套裝旅遊的配套措施，比如安排遊客去走步道，並在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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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佈線解說員，推廣遊憩體驗。 

B. 解說教育後續推動方向 

 解說教育融入大型活動之中：如馬拉松的舉辦，可以將志工延線

分布於現地，做及地的解說教育，而不是清潔管理或交通管控，

關於人力佈線的問題，該如何讓所有的參予者都能夠深入體驗，

這樣的活動不僅只是活動而已，還能夠帶入解說，這樣的活動更

能夠被支持。 

 解說教育回歸工作本質：辦理大型活動時，耗費太多人力時間，

可將主辦權轉移，專心致力於專業的業務上，將優秀的志工人才

發揮所長。 

（3）保育工作及解說教育妥適結合之探討 

 困難點：a.由於解說員的分工問題呈現Ｔ字型架構，什麼都懂，

但是並無專精；b.而兩課室各有其工作業務，除了共同開會時才

有討論的空間；c.解說志工人員來源短缺，無法服務過多的遊客。 

 解說專業人員反而不在解說課室服務：解說專業之人員，可能因

課務調動，而到不同處室服務，以致無法將解說專業人員集中。 

 舉辦創意競賽：保育研究的資料繁多，但是解說人員難以全盤吸

收，可以藉由保育研究成果，來辦理環境教育的活動。另外舉辦

學生的創意競賽，利用學生創意將研究數據資料轉化呈現活潑的

解說形式。 

 辦理研究成果相關解說的活動：就像是研究中大型哺乳類動物，

可以辦理活動邀請專家老師來上課，並且實際帶兒童到野外參與

觀察，以加深學童對於環境之體驗。 

（4）因應目前國際間各保護區積極與地區建立伙伴關係、對抗全球暖化

等議題，保育課與解說課後續的工作項目如何符合國家公園之定位 

 可由全球變遷對於國家公園的影響：就像是美國也辦理相關研討

會，去探討全球變遷對於遊憩單位是如何影響。而國內探討的方

向，可以往全球變遷對於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的影響或是資源保

育層面去發展，就像是極端氣候出現時，對於地形將會面臨到什

麼樣的災害；或是石灰岩地形的植物生態對於暖化是否很敏感。 

（5）國家公園區內因為有太多專屬單位共同管理保護區，保育工作上可

否達到不同單位間橫向的空間串連，以及對於地方或其他單位合作



 224

的可能性與策略探討 

 各課室皆有其工作業務，除了共同開會時才有討論的空間，除增

加課室之間會議討論外，人員的輪調亦是了解不同課室業務之策

略。 

8. 小結 

（1）保育研究面向 

 保育研究方向依據相關計畫去發展：可參考相關研討會提出之現

行保育成果及未來工作之重點，另外亦可參考國家公園全球大會

提出不同的主題或是國家永續發展綱領。 

（2）解說教育面向 

 持續辦理兒童環境教育：從小朋友開始做環境教育，從小養成親

近大自然之習慣，當他喜歡這塊土地的時後，所表現出來的行為

就是愛護這一塊土地。環境教育以讓小學生了解資源特色、親近

大自然，當然不是僅一次辦理活動即有效果，必須持續辦理兒童

環境教育。 

 體驗環境重質不重量：在國家公園內的範圍，以現有的人力能力

範圍內去推行，將解說員佈線於步道中，提供遊客基本資訊之

外，亦可提供休憩相關訊息，以品質取勝，將遊憩體驗推給遊客。 

（3）保育工作及解說教育之結合 

 辦理研究成果相關解說的活動：以利用保育研究之成果，推行相

關解說活動，除了室內之演講，亦可將教育舞台移至室外，讓民

眾及學童親身體驗大自然，增加對大自然觀察之敏銳度，而加深

對於自然環境之體驗。 
 

（五）雪霸國家公園 

1. 會議時間：97 年 10 月 17 日下午 2 點 

2. 會議地點：雪霸國家公園第一會議室 

3. 主持人：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歐聖榮教授 

4. 學者專家：東海大學生科系 林良恭教授 

5. 國家公園出席人員：楊金臻秘書、劉金龍課長、傅國銘技士、于淑芬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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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內政部營建署 蘇瑋佳技士 

6.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工作人員：謝宗恒、林永哲 

7. 會議記錄 

（1）近十年來保育研究與相關工作執行之趨勢及後續推動方向之建議 

A. 保育研究工作執行趨勢 

 保育課經費充裕，研究表現突出：雪霸國家公園保育研究經費充

足，一年可執行三十多項保育研究計劃。保育研究之廣度及深度

皆相當卓越，尤其是櫻花鉤吻鮭之表現更是非常突出。 

 相關監測調查：因自然災害影響道路崩塌，園區有道路敏感性研

究計畫已開始執行；園區之硬體建設對生態之影響也持續監測調

查中；除了硬體建設對生態的影響之外，近來外來種、病蟲害入

侵嚴重，95 起已開始執行相關防治研究。 

B. 保育研究後續推動方向 

 分區調查，整合資料：以整體性的觀點確認各區保育工作，檢視

整體發展趨勢及工作計畫。同時整合各區環境、生態保育計畫和

調查資料。 

 建立資料庫：雪霸國家公園保育調查是以分區進行，透過調查資

料收集，近五年不斷持續觀察各區環境變化，分區調查資料持續

進行，並建立資料庫。 

 建立生態廊道：為建構中央生態廊道，雪霸國家公園目前以雪霸

與太魯閣國家公園空隙之填補為主要推動目標。 

 未來保育焦點計畫：97-100 年的 3 個保育焦點計畫包括 1.櫻花鉤

吻鮭相關研究；2.關霧山椒魚研究計劃；3.回收武陵私有地針對

櫻花鉤吻鮭保育研究。 

（2）近十年來解說教育與相關工作執行之趨勢及後續推動方向之建議 

A. 解說教育工作執行趨勢 

 解說課常態活動說明：雪霸國家公園解說課會定期針對一般大眾

舉行相關展示活動、生態旅遊、及一些大型活動，除此之外，還

配合保育研究出版環境解說教育書籍。 

 將保育概念拓展至初等教育：舉辦鄰近中小學的保育宣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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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之環境教育等。 

 培訓在地解說人員：司馬庫斯原本就有原住民解說員，加上國家

公園專業解說培訓訓練後，成效更佳，除了解說訓練外，也提供

機會讓原住民進入國家公園當解說員。例如雪見解說志工訓練後

除了成為當地解說員外，有兩位學員也變成國家公園外聘解說

員。 

B. 解說教育後續推動方向 

 將全球暖化與節能減碳的議題納入解說素材：持續宣揚國家公園

理念，以全球暖化議題和節能減碳為推動方向，結合本處保育核

心價值，推動保育理念。 

（3）保育工作及解說教育妥適結合之探討 

 解說出版品提升保育深度：會繼續執行生態紀錄解說出版品(書籍

&生態拍攝)，完整記錄生物生長情形，反而提高了保育研究的深

度。 

 保育研究內容轉換為解說教育題材：生態資源調查可運用於解說

素材，納入環境教育運用。並思考如何將最新的保育內容，轉換

成解說內容，加強內容深度和完整度。 

（4）因應目前國際間各保護區積極與地區建立伙伴關係、對抗全球暖化

等議題，保育課與解說課後續的工作項目如何符合國家公園之定位 

A. 相關保育研究工作執行之趨勢探討 

 因應全球暖化議題：為因應全球暖化現象，今年以雪山地區為優

先考量，作為暖化前測調查之起始點，包含氣候、土壤、生物資

源等，發展暖化資料監測收集範本，為整體雪霸國家公園區域長

期氣候變遷觀測之運用。 

 建立地區伙伴關係：在雪霸公園中園區內的居民互動，主要以原

住民為主。在國家公園法的規範下，提供當地原住民的生活需求

和支援輔導，例如協助部落基礎文化、人文建設，並且強化周邊

原住民則運用環境教育機會，深化部落，雪霸國家公園與賽夏族

簽訂夥伴協議書，制定未來 100 年願景計畫。 

B. 後續推動方向 

 以原住民社會制度演變為未來研究計畫：雪霸國家公園人文史蹟

部分資料已算完整，除了至樂溪區域部分資料較少，在未來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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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調查研究。而在人文部份資料偏少，也將泰雅族與賽夏族的社

會制度演變和口述歷史之紀錄編列為未來調查研究計畫。 

（5）國家公園區內因為有太多專屬單位共同管理保護區，保育工作上可

否達到不同單位間橫向的空間串連，以及對於地方或其他單位合作

的可能性與策略探討 

 透過地區連繫會報，解決溝通問題：因雪霸國家公園所屬行政範

疇之不同，在加上專業管理單位競爭性，在溝通或是發展理念上

常會出現落差。為解決此問題，各地區單位則透過定期的聯繫會

報會議溝通解決共同性問題，如武陵地區聯繫會報，及觀霧地區

聯繫會報等。 

8. 小結 

（1）保育研究面向 

 以整體性角度落實分期分區保育工作與建構資料庫：考量雪霸國

家公園未來的走向，以整體性的方式推動分期分區保育研究及調

查工作，建構一有系統之資料庫。 

 建立生態廊道：建構中央生態廊道，雪霸國家公園目前以雪霸與

太魯閣國家公園空隙之填補為主要推動目標。 

 開發新焦點保育物種：焦點保育物種稀有，需適度找尋其他保育

對象，以防保育物種消失後，失去保育重心，降低衝擊。 

 因應全球暖化：因應全球暖化現象，今年以雪山地區作為暖化前

測調查之起始點，包含氣候、土壤、生物資源等，發展暖化資料

監測收集範本，為整體雪霸國家公園區域長期氣候變遷觀測之運

用。 

（2）解說教育面向 

 將保育概念拓展至初等教育：積極與臨近之小學持續合作，推動

自然環境教育之課程與活動，讓小朋友重小就培養起愛護自然與

資源的觀念。 

 培訓在地解說人員：司馬庫斯原本就有原住民解說員，加上國家

公園專業解說培訓訓練後，成效更佳，除了解說訓練外，也提供

機會讓原住民進入國家公園當解說員。 

 整合各單位解說資源：由於雪霸國家公園遊憩管理單位眾多，解

說人員專業訓練程度不同。但在解說訓練需求類似情況下，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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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將各單位解說資源整合，平均專業水準，統一資源分配，發展

一套由下到上的完整解說教育整合。再透過各單位不同專長，提

供多元的專業訓練課程，不該只是保育專業知識的訓練，才能有

效運用整合現有解說志工資源、增加彼此共識。 

（3）其他 

A. 保育工作及解說教育妥適結合之探討 

 保育研究內容轉換為解說教育題材：生態資源調查可運用於解說

素材，納入環境教育運用。並思考如何將最新的保育內容，轉換

成解說內容，加強內容深度和完整度。 

B. 伙伴關係與橫向串連 

 建立地區伙伴關係：在國家公園法的規範下，提供當地原住民的

生活需求和支援輔導，例如協助部落基礎文化、人文建設，並且

強化周邊原住民則運用環境教育機會，深化部落，雪霸國家公園

與賽夏族簽訂夥伴協議書，制定未來 100 年願景計畫。 

 透過地區連繫會報，解決溝通問題：各地區單位則透過定期的聯

繫會報會議溝通解決共同性問題，如武陵地區聯繫會報，及觀霧

地區聯繫會報等。 
 

（六）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1. 會議時間：97 年 10 月 27 日 

2. 會議地點：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一樓會議室 

3. 主持人：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歐聖榮教授 

4. 學者專家：台中教育大學永續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吳忠宏教授 

5. 國家公園出席人員：曾偉宏處長、遊憩服務課 吳清福課長、企劃課 蘇
永基課長、黎明儀技正、解說課 黃子娟課長、保育課 邱天火課長 

6.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工作人員：張岳志、蘇詩容 

7. 會議記錄 

（1）近十年來保育研究與相關工作執行之趨勢及後續推動方向之建議 

A. 保育研究工作執行趨勢 



 229

 建置文史史蹟資料庫：持續對於金門國家公園相關文化史蹟及保

育資料建置，才得以發展金門文化與資源相關的發展。 

B. 保育研究後續推動方向 

 推廣深度旅遊：金門國家公園之前是戰歷史蹟以及閩南文化為

主，希望發展推展金門小眾旅遊達到金門文化之高價值，並保育

金門國家公園相關的核心價值。藉由具有文化深度高的小眾旅

遊，將解說推廣到遊客，並期望帶動金門文化的經濟。 

 觀光旅遊概念導入社區發展：社造概念之運用，像是水頭民宿的

經營輔導之方式由社區自主性來管理發展當地的觀光旅遊；未來

將進行腳踏車步道來連貫機場及整個金門，將可滿足不同年齡，

以及希望吸引金門年輕人來帶動村落之活動，增加金門對於經濟

之動力。 

 落實在地保育工作：國家公園可以利用培訓地方之專業人力，到

各個自然村落調查及了解各地方資源以及相關物種監測。 

（2）近十年來解說教育與相關工作執行之趨勢及後續推動方向之建議 

A. 解說教育工作執行趨勢 

 解說主題：金門的解說是旅遊的主要目的，金門國家公園的解說

主題以歷史與戰役的文化為主軸，後續持續以文化之主題為基

礎，逐漸蔓延到生態環境面向。 

B. 解說教育後續推動方向 

 解說分級：建議建立解說分級，需依不同遊客所需求，傾聽主流

遊客真正的聲音，了解遊客生活習慣，才足以帶動經濟。 

 提昇學童環境教育：與國小合作，將可以提昇環境教育，依據不

同主題之培訓達到紮根之目的。並在寒暑假招募有興趣者來參與

解說培訓課程，包含不同項目例：人文、史蹟、戰役歷史、動植

物資源等等...，將加強對環境議題的效果概念，對於人力也有較

好的解決管道。 

 營造生動靜態解說模式：在金門解說人員志工人力較不足，因此

運用不同的展示館之媒體來補足，讓遊客認識金門國家公園，而

展場建議以較生動或是模擬的方式及場景的氣氛來營造。 

 由當地居民來擔任解說員：建議以當地居民解說之方式，來建立

夥伴關係，會使執行單位與當地關係更緊密。計畫未來以票選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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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員之方式，利用金門居民自主性的投票選出，應可以解決當地

人對於強制性的壓力。 

（3）保育工作及解說教育妥適結合之探討 

 將保育研究成果轉化為平易近人的解說媒介：保育課有很多相關

研究，把近年來的保育研究的成果，逐步的去轉化(例如影片，書

籍等)易懂的解說方式來傳達。建議舉辦學生的創意競賽，利用學

生創意將研究數據資料轉化呈現活潑的解說形式。 

（4）因應目前國際間各保護區積極與地區建立伙伴關係、對抗全球暖化

等議題，保育課與解說課後續的工作項目如何符合國家公園之定位 

 建立伙伴關係：將建立 12 個聚落夥伴關係，解決衝突意見，並

配合相關學院的老師來合作及討論研究。擴展到當地的學校，培

養夥伴關係達到互助互惠的幫助，利用學校老師做研究的經費給

予補助鼓勵自己學生來參與保育研究。招募在地的人員來經營，

可結合周圍聚落來推廣，應該是比較可以執行的。 

 環境監測技術引進：建議應利用衛星影像觀測地形與海洋之變化

來監測歷年來的幻境變化及評估，累積資料對於未來將可以探討

全球暖化之議題的變遷。對未來節能之變遷，設立大型自行車

道，減少節能之目的。 

（5）國家公園區內因為有太多專屬單位共同管理保護區，保育工作上可

否達到不同單位間橫向的空間串連，以及對於地方或其他單位合作

的可能性與策略探討 

 建議將長期規劃小小解說員之方案，結合國小自然中心，或是附

近的聚落，配合觀光公車與地區的居民相聯結，並建議開設解說

培訓課程訓練將可以有更好的結合與發展，或是利用生態旅遊協

會與金門的技術學院結合將人帶入聚落。另外媒體影片拍攝建議

在華航等地區來播放及結合，地方政府相關機構也希望可以相配

合，達到宣傳金門光觀旅遊。 

8. 小結 

（1）保育研究面向 

 推廣深度旅遊：建議發展推展金門人文及生態旅遊並突顯金門國

家公園相關的核心價值。藉由具有文化深度高的小眾旅遊，將金

門之珍貴資源介紹給遊客，啟發遊客能自主性保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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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在地保育工作：國家公園可以利用培訓地方之專業人力，到

各個自然村落調查及了解各地方資源以及相關物種監測。 

（2）解說教育面向 

 解說分級：建立解說分級，依不同遊客所需求提供解說內容。 

 提昇學童環境教育：與國小合作，將可以提昇環境教育，依據不

同主題之培訓達到紮根之目的。 

 加強解說環境教育人力：於寒暑假期間招募有興趣之志工來參與

環境解說教育之培訓課程，將喚醒遊客及居民之環境保育概念，

對於解說人力也有較好的解決管道。 

 增加展示館之吸引力：運用不同的展示館之媒體來補足，讓遊客

認識金門國家公園，而展場建議以較生動或是模擬的方式及場景

的氣氛來營造。 

（3）其他 

 將保育研究成果轉化為平易近人的解說媒介：把近年來的保育研

究的成果，利用學生創意競賽以易懂的解說方式來傳達。 
 

（七）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管理處 

1. 會議時間：97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10 點 

2. 會議地點：高雄都會公園行政中心第二會議室 

3. 主持人：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歐聖榮教授 

4. 國家公園出席人員：林文和秘書、保育課 陳課長、解說教育課 商樂家

技士、解說教育課 黃淑君技士 

5.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工作人員：謝維芳、沈鈺婷 

6. 會議記錄 

（1）近十年來保育研究與相關工作執行之趨勢及後續推動方向之建議 

A. 保育研究工作執行趨勢 

 目前進行之保育研究：珊瑚復育與保育為主、屬基礎調查的潛在

海洋型國家公園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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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沙國際研究站：另外由於位處東沙的國際研究站的建立，將來

可做為國際交流平台，更可與學術單位合作強化研究站機能。 

B. 保育研究後續推動方向 

 國際化發展：未來將積極參與國際活動、以及保育與資訊科技應

用(利用 GIS 及即時影像)。 

 網路知識平台：將研究保育資料報告刊載在知識平台上，透過網

際網路作為推動管道，除了擴充及提供資訊外,還能擁有其他功

能，例如：建立海洋執行學者資料庫或與遊客作互動等。 

 學術研究補助：鼓勵相關系所之研究生的研究，並由海洋國家公

園做適當的補助。 

（2）近十年來解說教育與相關工作執行之趨勢及後續推動方向之建議 

A. 解說教育工作執行趨勢 

 限制型生態旅遊之推行：在推行生態旅遊之前應先做環境承載調

查及評估，後續才能做生態旅遊配套措施及機制，可由學生之生

態研習營之推廣方式進行。 

 定期特展：國家公園藉由定期特展，可增加人民對國家公園級文

化產業的認識，例如：今年的藺草展以及明年將推行的砂畫展等。 

B. 解說教育後續推動方向 

 舉辦指標性活動：藉由指標性活動推廣達到解說教育目的(例如：

是政府舉辦之生態研習營等)。 

 解說影片的建立：利用解說影片來製作更小型且更精細的深度介

紹。 

 電子書的推行：藉由電子書的方式，利用網路推行國家公園的相

關風貌及所有資源推廣。 

（3）保育工作及解說教育妥適結合之探討 

 保育成果資料轉變：短期性的可將研究成果轉寫成一本書做為解

說品。長期性的可將二至三年的保育研究成果轉變成解說紀錄片

作為解說教育題材。 

 歷史資料庫建立：因國家公園成立時間較為短暫，固缺乏保育及

解說所需之歷史資料，未來應積極在歷史資料及人文資料庫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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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著手，並將紙本資料轉成影片或網路資源，相信對解說及保

育能有實際幫助。 

 解說設施設：置因島上發展方向未定，因此若將來島上開放，需

徹底執行解說設施之設置。 

（4）因應目前國際間各保護區積極與地區建立伙伴關係、對抗全球暖化

等議題，保育課與解說課後續的工作項目如何符合國家公園之定位 

 開放條件及評估：因海洋國家公園條件較為特別，也因地區限

制，故無法做大型開發，未來可能會以客源限制方式執行開放。 

 結合指標性活動：可由指標性活動作為推廣國際潮流，成為代表

性活動。 

（5）國家公園區內因為有太多專屬單位共同管理保護區，保育工作上可

否達到不同單位間橫向的空間串連，以及對於地方或其他單位合作

的可能性與策略探討 

 與外界單位的結合：東沙因地理位置特殊，昔日發展皆與海巡署

關係密切，未來可積極與海巡署協調合作，不管是在違法取締、

第一線解說、拍照等，皆可因單位結合使得國家公園的發展更完

善。而蘭嶼及綠島地區則需與島上居民等團體作協調以利發展。 

7. 小結 

（1）保育研究面向 

 目前進行的保育研究以珊瑚復育為主，未來將朝國際化發展，因

東沙國際研究站的建立，使國家公園具有國際發展潛力，日後可

積極參與國際活動及國際研討會等。 

（2）解說教育面向 

 因地區限制故推行限制型生態旅遊，另外由於整體發展方向尚未

確立，未來可先朝指標性活動的舉辦、解說影片及電子書的建立

為首要目標。 

（3）其他 

 保育研究及解說教育的結合，可透過保育研究成果資料轉變，作

為解說教育題材，另外亦可由歷史資料庫建立作為保育及解說教

育共同使用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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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地勘查、輔導成果與建議 

本計畫在評估的部份分為第一階段的現地訪談與活動評估，以及第二階

段的保育工作與解說活動趨勢評估，在不同的階段針對不同之方式進行評

估：第一階段主要是針對各課室人員進行焦點團體訪談以及問卷訪談，並到

現地進行特定活動評估，然在第一階段的評估中發現在有限的時間內能夠評

估的活動並不完整，在與相關單位及專家學者討論後，確認應從近十年的計

畫主題與趨勢進行探討，方能達到評估保育工作與解說活動執行成效之目

的，茲將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之評估說明如下： 

一、第一階段輔導：現地訪談與活動評估 

在第一階段的輔導中，現地活動的評估主要以單次活動辦理之效益評估為

主，進行評估的對象包含活動執行者對於保育工作或解說活動的評估、專家學者

對於單次活動的評估，以及遊客對於該次活動的評估。 

（一）墾丁國家公園 

在墾丁方面，專家評估認為墾丁國家公園舉辦的活動相當成功，音樂

雅俗共賞，建議可以在墾丁國家公園各景點巡迴演出，但還可以改善的部

分包含強化宣傳，以及改善鄰近車輛干擾音樂會的情況。 

而從遊客問卷分析資料顯示，大多數的受訪者前往此活動現場的動機

以生理及體驗動機佔最多，遊客中以大專學歷佔最多，而且有佔多數的工

商業人士，從描述性統計的資料中可以發現，多數人在體驗活動後，較能

瞭解音樂，也較為認同自己有獲得部分的教育效益。 

在針對墾丁國家公園活動執行者的問卷訪談分析方面，從整體之分析

可發現，保育效益與再舉辦意願是屬於效益認同較高的面向，說明了這樣

的活動對執行者而言是一個可以一起傳達資源特色的好方式，地方效益評

級最低，說明了目前舉辦的活動可能多在國家公園內舉辦，與地方的鍵結

還不夠強。 

（二）玉山國家公園 

專家評估認為梅山的解說活動之整體服務可以說相當的完整，可以再

加強的地方主要是解說內容與活動可以再深入一點，但可能是居民與遊客

對於活動的認知不同，這可能必須經由長期地教育遊客才能改善，而遊客

的安全同樣也是必須再加強的部分。 

而從遊客問卷分析資料顯示，大多數的受訪者前往玉山國家公園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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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以生理動機佔最多，遊客中以研究所以上學歷佔最多，從描述性統計的

資料中可以發現，多數人在體驗活動後，較能瞭解布農族的文化，也較為

認同自己有獲得部分的環境效益。 

（三）陽明山國家公園 

在陽明山方面，專家認為陽明山國家公園此次賞蝶解說與身障團體的

結合相當成功，達到多樣性的解說嘗試與生態教育的功能，建議為來可納

入常態性解說活動，以及推廣身障服務設施的與活動的普及性，以造福更

多層的國家公園遊客群。 

而從遊客問卷分析資料顯示，大多數的受訪者前往此活動現場的動機

以體驗動機佔最多，遊客中以高中到大專學歷佔最多，而且有佔多數的退

休與無業，從描述性統計的資料中可以發現，多數人在體驗活動後，確實

較能瞭解陽明山國家公園內景觀資源與自然生態的情形，也較為認同自己

有獲得部分的心理環境與教育上的效益。 

（四）太魯閣國家公園 

在專家的評估方面，太魯閣國家公園所舉辦的解說活動的執行大致上

尚屬完善，而可以再提升的部分主要為解說的內容相對於保育主題，以及

與對國家公園的認識更為契合，活動的行銷推廣也可以再加強，而在場域

方面，顧問團建議可以增設遮陽設施，讓環境的舒適性再提升，將可讓解

說活動更具吸引力。 

從遊客問卷分析的資料顯示，大多數的受訪者前往太魯閣的動機以生

理與體驗動機佔最多，遊客中以大專學歷佔最多，從描述性統計的資料中

可以發現，多數人在體驗活動後，較能瞭解太魯閣國家公園的自然生態，

也較為認同自己有獲得部分的環境效益。 

在針對太魯閣國家公園活動執行者的問卷訪談分析方面，從整體之分

析可發現，保育效益是屬於較高的面向，最低的則是「本活動推廣了本園

區的自然資源」以及「本活動提供了資源保育之環境教育功能」，此可能

與與本次活動多是傳達文化資源有關；而組織效益中，「本活動的推廣增

加了同仁對本園的認同感」是平均數較低的項目，而再舉辦意願中，分析

顯示「願意明年度再舉辦同樣的活動」為較低的分數，也說明了工作人員

對於明年再舉辦相同的活動方面意願並非相當踴躍。 

（五）雪霸國家公園 

在專家的評估方面，專家認為雪霸國家公園的活動主要以靜態展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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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整體的氣氛與環境營造尚屬完善，但可能因為地點為於大樓內，加上

宣傳較少，所以遊客並不多，而在設施方面，展示的方式只有看板跟電子

媒體，稍嫌不足，而有一些互動式的解說媒介在人體尺度上應該可以再調

整為適合小孩子的高度會更好。 

從遊客問卷分析資料顯示，大多數的受訪者前往此活動現場的動機以

體驗動機佔最多，遊客中以研究所以上學歷佔最多，而且有佔多數的學

生，從描述性統計的資料中可以發現，多數人在體驗活動後，確實較能瞭

解櫻花鉤吻鮭的復育情形，也較為認同自己有獲得部分的環境效益。 

在針對雪霸國家公園活動執行者的問卷訪談分析方面，從整體之分析

可發現，教育與保育效益是屬於效益認同較高的面向，其中「本活動提供

了資源保育之環境教育功能」、「本活動推廣了本園區的自然資源」及「本

活動推廣了本園區的自然資源」平均分數最高，說明了櫻花鉤吻鮭的展覽

活動確實提升了教育與保育之效益，分數偏低的為「認為本活動之自我執

行活動能力極佳」，可能必須要其他資源之配合方能完美被執行，而地方

效益的分數相較起其他都偏低，此也說明了目前的活動可能與地方的鍵結

還不夠強。 

（六）金門國家公園 

在專家評估方面，金門國家公園主要的活動為古厝之推廣，就環境上

來說，因為屬於傳統聚落，環境上能變動的內容不多，因此動線之規劃相

當重要，建議可以強化動線系統，而古厝居民、執行單位之間的互動目前

還有提升的空間。 

而遊客分析資料顯示，大多數受訪者前往此活動現場的動機以心理動

機最多，遊客中以大學大專以上學歷最多，而且有佔多數的學生，從描述

性統計的資料中可以發現，多數人在體驗活動後在景觀資源與文化方面如

古厝與人文史蹟方面所獲良多，大多具有重遊意願，也較為認同自己有獲

得部分的心理與教育效益。 

在針對金門國家公園活動執行者的問卷訪談分析方面，從整體之分析

可發現，宣傳效益是屬於效益認同較高的面向，其中以「本活動塑造了本

園區之形象」及「本活動提高本園區之知名度」最高，說明了金門的民宿

活動確實提升了知名度與旅遊之意象，：整體效益面向的平均數中，以「認

為本活動之自我執行活動能力極佳」分數較低，可能必須要其他資源之配

合方能完美被執行，而地方效益的分數相較起其他都偏低，此也說明了目

前的活動可能與地方的鍵結還不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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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六個國家公園分析的結果可以發現，大多數的專家學者認為活動本身的內

容都是相當非常有意義的，然礙於經費或是時程的壓力，在宣傳、所提供的環境

體驗以及與地方的互動方面是可以再加強的，因此建議後續應可與地方合作，強

化地方的參與及宣傳，激發出創意，方能讓保育工作與解說活動更具成效。 

而在遊客的問卷調查方面，活動所帶來的效益以認識「自然資源」及「人文

資源」為具效益的項目，而活動能夠提供給「日常技術」以及所能給予的「生心

理效益」是較低的效益，因此建議在活動的安排與研擬方面可以往更能深入民眾

的日常生活與強化生心理效益為主要強化的項目。 

而活動執行者的評估會因為該次活動的性質或是管理處本身的定位不同而

有不同的效益，但就整體而言「自然資源」與「人文資源」是較常被提起屬於效

益較高的項目，顯示出輔導團在第一階段評估的活動還是與環境資源相關，而與

地方效益相關的項目則較低，顯示出被評估的活動其與地方之間的關聯性是較低

的。 

而從相關的評估與針對相關課室的訪談比較可以發現，儘管單次活動的評估

已經發現到一些後續可以加強的項目，但單從特定的活動來評估整體的保育與解

說工作事實上可能會有代表性不夠之問題，因此在第一階段的評估過後，建議增

加對歷年活動趨勢的評估與分析方能得到更通盤性的內容。 

表 4-76 第一階段現地輔導成效評估比較表 
效益評估 評估對象 

效益較高之內容 效益較低之內容 

專家評估 活動項目與主題相符 
活動時間搭配時令 

宣傳效果 
環境體驗 
與地方的互動 

遊客問卷評估 對環境資源的瞭解 活動能夠提供給「日常技術」 
能給予的「生心理效益」 

活動執行者評估 介紹環境資源 工作人員的參與感 
與地方的互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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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階段輔導：趨勢探討與分析 

第二階段的評估主要是為了強化第一階段單次活動效益評估不足的部份，在

第二階段的趨勢分析方面，輔導團所探討的重心是分析保育工作與解說活動在近

十年之間的趨勢，藉由比較各國家公園之發展趨勢與目前國外相關案例，確認各

國家公園的未來走向是否符合國家公園的發展目標與全球保護區的發展趨勢，本

計畫此部份將保育工作與解說活動之趨勢探討分別說明如下： 

（一）保育研究面向 

1. 保育研究工作執行趨勢 

（1）整體國家公園保育研究工作發展導向 

依據目前資料收集及訪談結果，可以看出各國家公園保育研究工作執

行趨勢皆朝向： 

 持續執行國家公園內之資源監測及調查：各國家公園皆針對其範

圍內之物種及各項資源，持續進行調查、監測及相關研究。 

 持續進行國家公園內之資源保育及復育：各國家公園皆針對其範

圍內之目標物種，進行物種之保育及復育，某些物種的長期深入

研究更表現卓越。 

 執行相關研究：除了國家公園內之物種之調查研究外，亦針對相

關議題進行研究，例如生態影響研究及防治研究等等。 

 建立保育研究資料庫：配合營建署數位典藏計畫，編列預算以建

立各種保育研究資料庫。 

 因應全球暖化氣候變遷之措施：將保育研究趨勢與全球大會之主

題相契合，探討全球暖化對於國家公園內物種之影響。 

（2）國家公園保育研究工作之發展 

依據目前資料收集及訪談結果，也發現各國家公園保育研究工作執行

趨勢不同之方向為下列幾點： 

 保育結果轉化：於眾多保育研究中，將保育成果與學校合作辦

理，例如利用「教案競賽」活動，製作專屬教案以推廣保育成果，

並成為各級學校之鄉土教學教材。(陽明山國家公園) 

 成立國際研究站：國際研究站的建立，將來可做為國際交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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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各相關團體積極發展國際交流工作，由大家共同保護國家公

園及生物資源，更可與學術單位合作強化研究站機能。(海洋國際

研究站－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中海拔環境中心與研究訓練中心－

玉山國家公園) 

 兒童繪本：(墾丁國家公園) 

 與學術單位合作進行保育研究工作：國家公園研究保育工作與學

術單位共同擬定相關研究議題，鼓勵相關系所之研究生進行研

究，透過學校之教育及研究資源進行相關研究調查，研究成果亦

可作為學術研究成果。(陽明山國家公園、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2. 保育研究後續推動方向 

依據目前資料收集及訪談結果，可以看出各國家公園保育研究後續推

動方向皆朝向： 

 針對物種作長期保育研究計畫：國家公園中之物種調查，可以朝

向長期計畫進行，並持續相關資料收集工作，讓保育研究將更具

有統整性及宏觀性。可針對目標物種進行長期性的研究計畫；

如：台灣黑熊－玉山國家公園、櫻花鉤吻鮭－雪霸國家公園、候

鳥－墾丁國家公園。 

 鼓勵相關學術研究：藉由鼓勵相關學術單位一同合作保育研究工

作，並適當的補助研究經費。 

 擬定其他非目標物種監測及保育計畫：除了目前的目標或明星物

種(如台灣黑熊、櫻花鉤吻鮭)可持續進行長期監測外，其他國家

公園常見物種之監測建議增列入監測之業務工作。 

 落實在地保育工作：由相關單位培訓在地保育人才，將保育研究

工作業務化，交由地方人才執行。 

 國際化發展：未來將積極參與國際之研究保育活動以及各項資訊

科技之應用。 

 成立網路知識平台：建置網路知識平台，除了提供保育研究資

訊，並且能夠成為保育工作人員與民眾互動之橋樑。 

（二）解說教育面向 

1. 解說教育工作執行趨勢 

（1）整體國家公園解說教育工作發展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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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目前資料收集及訪談結果，可以看出各國家公園解說教育工作執

行趨勢皆朝向： 

 辦理解說教育相關活動：除了以國家公園內之資源為主題，舉辦

解說教育活動外，另外還有許多不同型態之活動及特展，例如相

關展示活動、生態旅遊、文化產業特展及學校單位鄉土教學等等。 

 解說方式漸漸轉變為小眾旅遊方式：解說教育工作由早期之大眾

旅遊方式，逐漸轉變為小眾旅遊方式。 

 兒童環境教育：認為環境教育從小做起，與國小合作辦理許多解

說活動，藉機推廣環境保育概念。 

（2）國家公園解說教育究工作之發展 

依據目前資料收集及訪談結果，也發現各國家公園解說教育工作執行

趨勢不同之處為下列幾點： 

 解說媒介之多樣化：早期解說媒介多以解說牌及解說摺頁為主，

近年來將解說出版品數位化、雙語化，甚至還轉至成 DVD。(玉
山國家公園) 

 推展限制型生態旅遊：應先做環境承載調查評估，融入承載量概

念，控制遊客人數，並深入當地文化，再推行生態旅遊之配套措

施及機制。(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解說教育分眾推廣計畫：由解說員結合國小編寫國家公園教案，

由解說志工協助進行解說推廣工作。 

2. 解說教育後續推動方向 

（1）整體國家公園解說教育工作後續推動方向 

依據目前資料收集及訪談結果，可以看出各國家公園解說教育工作執

行趨勢皆朝向： 

 加強兒童環境教育：鄰近國中小學持續辦理學童之環境教育及宣

導工作，藉由這些持續性之活動，影響學童養成愛護大自然的

心。(玉山國家公園、太魯閣國家公園、金門國家公園) 

 解說素材多元化：將不同形式之解說素材，透過創意之方式已達

到多樣化之目的。例如製作解說影片，針對國家公園做更精細的

深度介紹；配合保育研究出版環境解說教育書籍；將素材商品融

入販售商品中(玉山國家公園)；電子書的出版(東沙環礁國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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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透過活動宣導國家公園：在國家公園範圍內舉辦的相關活動可加

入一些套裝旅遊的配套措施，如舉辦大型活動：馬拉松比賽(太魯

閣國家公園)；與其他單位合作之活動，如：國家公園蝴蝶季(陽
明山國家公園)；指標性活動的舉辦，如：年度解說培訓(海洋國

家公園)。 

（2）各國家公園解說教育工作之後續推動主軸 

依據目前資料收集及訪談結果，也發現各國家公園解說教育後續推動

方向不同之處為下列幾點： 

 配合國際趨勢增加戶外學習機會：解說教育工作朝向國際自然保

育聯盟世界保護委員會，第四屆大會暨研討會(EA4)之趨勢，以

增加「走出戶外聽解說」的機會。(玉山國家公園) 

 培訓在地解說人員：結合社區大學，以在地居民、原住民為主，

希望能透過解說員之解說經驗傳承給地方社區，培養社區的自主

能力及素質。(雪霸國家公園、金門國家公園、墾丁國家公園) 

 開設寒暑期解說訓練課程：於寒暑假招募有興趣之民眾及學子，

辦理多項議題之訓練課程，以加強環境議題之概念，希望透過課

程訓練之民眾，將保育國家公園之概念傳遞各處。 

 建立解說分級：推動解說員能力分級及證照制度，藉由考核機制

及培訓課程參與時數認證，建構系統化解說制度。(金門國家公園) 

（三）未來發展建議 

1. 保育研究的面向 

綜合以上各國家公園之保育研究工作及未來推動之趨勢，提出下列幾

點建議： 

（1）針對目前保育研究擬定長期計畫 

國家公園物種保育研究之監測調查或是保育計畫，部分偏向短

期性或是無持續性的研究，未來發展可朝向擬定長期性計畫，以掌

握物種之長期變化，並且透過團隊及專家統整性的研究一同討論成

果，能夠獲得更多意見分享。 

建立全球夥伴關係，進行研究交流互動，擬定持續性長期保育

研究計畫，如移動性海洋物種或候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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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保育研究資料庫 

各國家公園歷年來保育研究成果眾多，包含各種人文歷史及自

然資源之文獻，這些資料應分類並建置於各種資料庫中，以持續累

積相關研究成果。 

（3）因應全球暖化氣候變遷之措施 

將保育研究趨勢與全球大會之主題相契合，探討全球暖化對於

國家公園內物種之影響，確認受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威脅之物種與生

態系，並推動改善全球暖化之國家公園行動策略。 

（4）知識平台之建立 

將保育研究資料報告提供於知識平台上，作為推動國家公園之

管道，除了提供並持續地擴充保育研究外，也能透過知識平台與民

眾互動，並宣導保育相關資訊。 

（5）未來保育研究趨勢可參考之方向 

部分單位提出國家公園保育研究趨勢未來之發展，可參考國家

公園之保護區及國家公園大會資料，每十年將會有不同主題並提出

一些行動方案，另外，亦可依循世界保護區大會方向，擬定保育區

經營管理策略；或依據台灣永續發展策略綱領永續環境面向，訂定

未來保育策略，如：建置海岸環境監測系統及資料庫建置計畫。 

最後，加強環境工作者、管理單位與社區間的合作關係，以提

供更深入的專業知識與意見，共同面對全球環境變遷之問題。 

2. 解說教育的面向 

綜合以上各國家公園之解說教育工作及未來推動之趨勢，提出下列幾

點建議： 

（1）持續進行兒童環境教育 

兒童環境教育為許多國家公園相當重視之議題，可望透過與中

小學之合作，辦法相關活動及課程，以達到保育環境概念從小紮根

之目的。 

透過與中小學之合作，徵求教案競賽，利用作品轉為中小學解

說教材為兒童量身訂做解說教材，以達到有效的解說教學。並指定

學生製作壁報或撰寫關於生物多樣性的散文，列舉個人保育自然的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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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學生到國家公園進行校外教學，讓他們親身感受、學習生命

與環境資源(森林、海邊、溪流等)的多樣性。課外教學可以指定學生

描述國家公園的生物多樣性。 

（2）開設暑期及寒假解說課程訓練 

各國家公園可於寒暑假招募有興趣之民眾及學子，辦理多項議

題之訓練課程，以加強環境議題之概念，亦可設立各年齡層之寒暑

期解說課程訓練或季節性的解說主題訓練，透過課程訓練之民眾，

將保育國家公園之概念傳遞各處，多元化推廣國家公園解說訓練。 

（3）解說媒介多樣化及適時更新 

解說媒體內容及素材可利用多樣化之方式呈現，如利用活潑方

式設計解說摺頁；拍攝解說影片以更深度的介紹國家公園；電子書

之推行國家公園風貌及相關資源。亦可定期辦理特展，展現國家公

園之核心價值。 

（4）解說活動吸引力提升 

包含戶外及室內兩部份來說明。戶外可新增加展示區，提供遊

客可以在戶外接觸自然下學習；室內展示館之原有固定式設施需定

時更新，以互動式之展館空間更能吸引民眾，並且可以增加不同主

題之特展，例如展示與國家公園相關之學生創意作品。 

（5）培訓在地解說員 

解說教育可以結合社區大學辦理培訓課程，以在地居民為主要

對象，藉由解說員之解說經驗傳承給地方社區居民，培養社區的自

主能力及素質。辦理在地解說種子教師培訓課程，邀請學術單位及

專家，辦理在地解說培訓課程。 

3. 保育研究與解說教育結合之探討 

保育研究結果與解說教育之結合，是相當重要之議題，依據訪談結果

提出下列幾點建議： 

（1）保育研究轉化為解說題材 

保育研究種類繁多並且數量龐大，如何將繁雜之文字資料轉化

為簡易之解說題材，是各國家公園目前亟欲辦理之議題，從訪談資

料中也發現幾種不同方式如下： 

 製作保育研究成果之解說素材：依據保育研究相同之主題，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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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成果後，放入相關圖片照片以製作更生動活潑之摺頁，或

是將短期性之研究寫成書籍或是解說品，更可以將保育研究過程

及研究對象拍攝故事性影片來紀錄，透過這些多樣化之解說素

材，讓民眾更容易了解保育研究之意義及重要性。 

 辦理保育研究成果相關之解說活動：將保育研究成果透過室內演

講及戶外實地體驗方式來辦理。室內活動可以邀請相關專家來演

講保育研究目標之相關專業知識，戶外活動可以讓參與民眾及學

童於野外親身參與觀察，以加深對於環境之體驗。 

 舉辦學生創意競賽：保育研究成果可以透過舉辦學生競賽之方

式，經過年輕學子之創意轉化，替解說方式帶來新的思考方向。 

（2）保育與解說單位之交流會議 

儘管各單位皆有其業務，但是解說與保育並非單獨個體，需多

加考量橫向串聯之問題，可以定期舉辦會議討論當時之保育研究成

果以提供解說教育新題材。 

（3）人員適度流通訓練 

目前定期舉辦保育解說課程，以相關單位人員為主，以了解於

目前保育解說之概況。 

（4）融入承載量概念並推廣深度體驗 

推行生態旅遊前先做環境承載調查及評估，融入承載量概念並

控制遊客人數，再進行生態旅遊配套措施及機制；另外，可由學生

之生態研習營之推廣方式，以達深入當地文化並加深遊憩體驗之目

的。 

表 4-77 第二階段評估及輔導工作建議表 
保育工作建議 解說活動建議 

■ 針對目前保育研究擬定長期計畫 
■ 建立保育研究資料庫 
■ 因應全球暖化氣候變遷之措施 
■ 知識平台之建立 

■ 持續進行兒童環境教育 
■ 開設暑期及寒假解說課程訓練 
■ 解說媒介多樣化及適時更新 
■ 解說活動吸引力提升 
■ 培訓在地解說員 

保育研究與解說教育結合建議 

■ 保育研究轉化為解說題材 
■ 保育與解說單位之交流會議 
■ 人員適度流通訓練 
■ 融入承載量概念並推廣深度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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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辦理小型座談會 

本計畫預計於第一、第二階段訪談後，分別辦理座談會，共計 2 場，

冀藉此促進各管理處/站相關人員間的互動，並且藉由相關議題的探討，提

升其專業素養。本計畫辦理之座談會因考量國家公園內的解說與保育志工

皆已具有相當的專業性，因此座談會以工作坊的形式進行，以解說導覽與

環境資源保育為主軸，彼此交流活動執行的心得與困難。除此，本計畫亦

統整專業輔導團現地勘查的結果，拋出相關的議題進行討論，以更深入瞭

解執行上的優缺與困難，座談會邀請與活動企畫、解說導覽、休閒遊憩與

遊客心理、以及地方社區互動等相關的專家共同參與討論。以下就兩場座

談會分別進行活動說明如下： 

一、「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輔導團計畫案」第一次座談會 

（一）會議時間：民國 97 年 8 月 6 日(星期三) 

（二）會議地點：台中都會公園遊客服務中心視聽室 

（三）主持人：中興大學園藝系 歐聖榮教授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 

1.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盧淑妃簡任視察、林玲科長、蘇瑋佳技士 

2. 各國家公園管理處遊憩服務課、保育研究課、解說教育課人員 

（1）墾丁國家公園：陳玄武技士、王敏州技士、林瓊瑤及戴榮關解說員 

（2）玉山國家公園：鄭肇家秘書、楊舜行技士、辜怡釩解說員 

（3）陽明山國家公園：游淑鈞技士、葉明儀技士、鄭文良課員 

（4）太魯閣國家公園：陳俊山課長、黃志強課長 

（5）雪霸國家公園：邱清安課長、傅國銘技士、宋宜玲解說員 

（6）金門國家公園：陳淑靈解說員、錢耀全志工聯誼會會長 

3. 學者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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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聖榮教授、吳忠宏教授、侯錦雄教授、李俊憲助理教授、沈立助理

教授、林擎天講師、林建堯講師 

4.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黃郁琇、柯嘉鈞、黃筱薇、謝維芳、謝宗恆、張岳志、紀芬蓮、宋冠

潔、許哲瑜、林永哲、蘇詩容、陳嬋、鍾晏瑜、楊舜媛等學會成員。 

5. 座談會議程安排 
時間 主題 內容 

9:30~10:00 報到 
10:00~10:10 議題一： 

景觀保育解說工作與

國家公園核心價值 

主講人：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人員。 
提供給各國家公園相關人員在未來進行各

項景觀保育解說相關業務之依據。 
10:10~10:25 議題二： 

景觀保育解說輔導團

計畫 

主講人：本案計畫主持人 歐聖榮教授 
針對本案進行說明，俾使各國家公園充分

瞭解本案目的與流程，以利後續參與。 
10:25~10:40 議題三： 

第一次景觀保育解說

輔導團現地輔導成果

說明與相關課題討論

主報人：本案計畫執行之工作人員 
將本案第一階段現地輔導進行簡單結果匯

報之後，由參與各場次輔導之專家學者發

表各場次考察意見，以利綜合討論(Ⅰ)中與

管理處人員或志工交流。 
10:40~11:00 茶敘時間 
11:00~12:00 綜合討論(Ⅰ) 由與會來賓提出有關景觀保育解說計畫執

行之相關課題，跟現場專家學者進行座談

討論。 
議題涵蓋 
執行者、遊客參與度與效益 
活動企畫與舉辦 
活動舉辦的時間 
活動舉辦地點 
與活動搭配的媒體 
其他 

12:00~13:00 午餐 
13:00~13:40 議題四： 

各國家公園今年景觀

保育解說等相關計畫

之執行狀況 

主報人：各國家公園管理處 
各管理處所派代表進行 5 分鐘的簡短簡報

簡單說明各國家公園執行計畫之狀況。 
簡報內容涵蓋 
1.國家公園核心價值：包含「資源特色」、「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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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性環境威脅因子」、「資源保育工作對區

域性生態系之影響」。 
2.國家公園保育研究工作：包含「歷年對資

源特色進行之調查研究」、「歷年對關鍵性

環境威脅因子進行之調查研究」、「例行性

監測工作」、「例行性監測與資源特色、關

鍵性環境威脅因子之直接關係」、「歷年保

育研究工作對於提昇區域性生態系品質之

效益評估」、「相關人員推動保育研究工作

必要之專業知能」、「針對保育研究人員與

志工舉辦之培訓與研習」。 
3.國家公園解說教育工作：包含「歷年對資

源特色進行之解說教育活動」、「歷年對關

鍵性環境威脅因子進行之解說教育活

動」、「例行性年度大型活動列表」、「例行

性年度大型活動與資源特色、關鍵性環境

威脅因子之直接關係」、「相關人員專業知

能技巧傳達國家公園」、「相關人員推動解

說教育工作必要之專業知能」、「針對解說

教育人員與志工舉辦之培訓與研習」。 
13:40~14:40 綜合討論(Ⅱ) 由與會人員提出有關未來景觀保育解說計

畫執行之相關課題，跟現場專家學者進行

座談討論。 
議題涵蓋 
活動企畫與舉辦 
活動類型與效益 
活動舉辦的時間 
活動舉辦地點 
與活動搭配的媒體 
針對後續教育訓練的方向建議 
其他 

 
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輔導團計畫案第一次座談會 會議重點摘錄 

議題一  景觀保育解說工作與國家公園核心價值 

主講者：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盧淑妃簡任視察 

盧簡任視察詳細地介紹國家公園成立至今 20 多年中對於景觀、保育、解說



 248

相關工作之努力，並闡揚國家公園之核心價值，接續說明輔導團進行之四大工

作項目，包括： 
（一）制定各國家公園歷年保育解說成果及素材保存標準，傳承相關經驗。 
（二）建立景觀保育解說諮詢顧問服務與交流機制，提高專業素養。 
（三）架設國家公園保育解說知識平台，活化知識物流，希望透過架設網路

可以提供資料查詢，使工作更有效率。 
（四）鼓勵相關學生的參與，培養後進人才，使這條路可以越走越長。 

此外，盧簡任視察期許透過專業團隊的協助與國家公園本身之經驗能讓國

家公園未來更多元化、創新，最後，在學員的熱烈討論下結束這一場演說。 
 

議題二  景觀保育解說輔導團計畫 

主講者：中興大學園藝系 歐聖榮教授 

本案計畫主持人 歐聖榮教授在此議題中針對景觀保育解說輔導團計畫進

行整體說明，俾使各國家公園更充分瞭解本案目的與流程，內容主要包括： 
（一）成果保存標準格式制定，如網站陳列成果及資料庫之統整、文宣文件

及作業手冊格式之標準化。 
（二）建立景觀保育解說諮詢顧問服務與交流機制與流程。 
（三）國家公園保育解說知識平台的架設。 
（四）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企劃案徵選，如宣傳、評比、過程分享。 
（五）鼓勵相關領域學生參與及後續工作。 

針對上述五項工作主軸對與會的國家公園管理處人員進行解說，經過意見

之相互交流與討論，可見各國家公園管理處人員對此案有更進一步的認知與共

識。 
 

議題三  第一次景觀保育解說輔導團現地輔導成果說明與相關課題討論 

主講者：中興大學園藝系 歐聖榮教授 

歐教授在此議題中進行第一次現地輔導成果說明，並針對相關課題交流意

見，現地輔導成果部分包括輔導工作內容中對各業務單位之訪談、問卷及評估

之內容分析，及六個國家公園的活動評估總結部分進行匯報，過程中引出在輔

導過程中所發現之相關課題，以利管理處人員或志工在後續綜合討論中進行交

流，並作為未來業務進行之參考。 
 

綜合討論（I） 

主持人：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盧淑妃簡任視察 

與會人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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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訪中有些活動規模小、較娛樂

性，可以吸引較多的遊客目光，在

活動中穿插些當地的訊息，透過此

互動來傳達訊息。 

◆活動只是一種形式，真正的核心價值

是環境的引導，各管理處可以思考

一下解說教育應以何種的方式，並

如何有效的利用經費要提前準備，

將國家公園的精神、核心價值找回

來為重點。 
◆建議可由下列方式進行（1）國家公

園應該從生態經濟為起點。（2）讓

教育這些東西在一個系統裡不停的

使用、循環。（3）生態博物館的概

念應建構於是一個沒有固定方式，

以分散來取代集中。 
2. 環境教育要思考如何呈現？如何維

護國家公園？ 
◆表現方式可以（1）即時資訊的傳達

如，LED、網站（2）適時的加入解

說活動的目的，如，休息時間也可

以加入理念的宣導。 
◆權衡遊客的喜好與國家公園本身理

念之間的平衡，並在宣傳的技巧、

操作上的改進，如，墾丁的音樂會

表現，利用民謠或者樂器上使用不

同，讓文化地景議題變有趣。 
3. 為什麼要辦這活動？ 
為什麼由國家公園舉辦？ 
目的為何？ 

◆主要是希望解說員和解說的對象要

有所連結，並啟發和探討什麼是重

要目標、核心價值要與日常生活結

合；活動的本身目的是一種手段和

工具，以何種的資源來表現、產生

有什麼的效益所辦的活動才是最好

的活動。 
 
議題四  各國家公園今年景觀保育解說等相關計畫之執行狀況 
主講者：各國家公園代表 

各國家公園代表對於各國家公園的執行計畫與現況，分以解說部分與保育

部分進行介紹，主要內容包括近年解說與保育方面之案例經驗分享、資源特色、

核心價值以及活對推動成效等進行意見交流，讓與會者對各國家公園近年之情

況也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綜合討論（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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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盧淑妃簡任視察 

與會人員意見 回覆 
1. 景觀保育解說輔導團的保育解說知

識平台在觀念整合上與研究報告下

載上該去切入與區分？ 
2. 在目前人力和資源都有限的狀況是

否委外輔導與檢討可以獲得更多的

東西？ 

◆平台整合上可分為知識化或資訊化

的部分，資訊化分為以下幾部分 
-GIS 部分：資料庫的格式封面部分把

它制度化 
-虛擬部分：資料採集整合的部分 
-網站設置平台部分 

前面三個部分統稱起來則稱做知

識部分，屬於一種對內性的平台，可作

為 SOP 的參考以及互通交流的平台。

◆這是可以列入考慮的。 
3. 歸納中有提到不同的國家公園有不

同型態的活動或分級，可否進一步

說明？ 

◆陽明山國家公園應不需急著處理分

級的部分，而活動是一種經驗的傳

承與累積，因此如何將這樣的工作

經驗累積下來，然後把以後後續的

同仁一起工作的同仁大家一起學習

努力的方向才是重點。 
4. 為什麼較少針對人，較少部分都是

對人的研究，大多對自然做監控，

最後回歸都是對於人，強調人的使

用，但對人的研究卻是缺乏的？  

◆這部分有些誤會了，並不是解說課在

做活動而已，國家公園解說課或保

育課都有研究案，其實是面向很

廣，像是展示館成立、影片拍攝皆

屬此類範疇。 
 

座談會小結 

1. 活動是一種形式，用怎樣的方式、素材進行解說教育，真正達到環境引導的目

的才是解說的目的。 
2. 活動舉辦類型在遊客的偏好(如春天吶喊)活動，以及國家公園內真正的推動目

標方向的權衡，應是以國家公園的精神、核心價值找回來為前提。 
3. 解說教育活動內容上應以非固定、即時、日常生活、循環教育等方面進行，以

達全面及有效互動的成果。 
4. 知識平台方面應定位為對內交流之通道，從資料庫的格式封面、資料採集整合

度、操作流程 SOP 等方面先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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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輔導團計畫案」第二次座談會 

（一）會議時間：民國 97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五) 

（二）會議地點：高雄都會公園遊客服務中心視聽室 

（三）主持人：中興大學園藝系 歐聖榮教授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 

1.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蘇瑋佳技士 

2. 各國家公園管理處遊憩服務課、保育研究課、解說教育課人員 

（1）墾丁國家公園：鍾奕霆技士 

（2）玉山國家公園：楊舜行技士、辜怡釩解說員 

（3）陽明山國家公園：陳振祥巡查員、高子媛技士、游淑鈞技士 

（4）太魯閣國家公園：朱何宗技正、張淑真技士、高琇瑩解說員 

（5）雪霸國家公園：楊金臻祕書、傅國銘技士、宋宜玲解說員 

（6）金門國家公園：李秀燕解說員、許解說志工 

（7）海洋國家公園：許書國課長、商樂家技士、林群皓技士 

3. 學者專家： 

吳忠宏教授、歐聖榮教授、李彥希助理教授、陳坤佐講師 

4. 技術員 

藍士益先生 

5.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黃筱薇、謝維芳、張岳志、紀芬蓮、許哲瑜、林永哲、蘇詩容、陳嬋、

鍾晏瑜、沈鈺婷、周欣怡 

6. 座談會議程安排 
時間 主題 內容 

09:30~10:00 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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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10 致詞/引言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10:10~11:00 議題一： 

國家公園因應全球暖

化之發展策略 

主講人：國立虎尾科大 李彥希助理教授 
說明全球暖化造成之環境與物種的衝擊及

國外之相關措施、案例，最終提出台灣國

家公園因應暖化所發展之策略，以供國家

公園相關人員在未來進行各項景觀保育解

說相關業務之參考。 
11:00~11:10 休息時間 
11:10~12:10 高雄都會公園導覽 由高都解說志工帶領認識高雄都會公園。 
12:10~13:00 午餐 
13:00~13:30 議題二： 

保育解說成果及素材

保存格式說明 

主講人：本案計畫研究員 陳坤佐講師 
針對保育研究成果與解說教育素材之保存

格式進行說明，俾使各單位業務承辦人充

分瞭解，以利業進。 
13:30~14:00 議題三： 

國家公園保育解說知

識平台－使用說明 

主講人：日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進行知識平台之網站使用說明，使各單位

業務承辦人得以充分利用，以期達到各界

交流。 
14:00~14:10 休息時間 
14:10~14:40 議題四： 

第二次景觀保育解說

輔導團現地輔導成果

說明與相關課題討論

主報人：本案計畫主持人 歐聖榮教授 
將本案第二階段現地輔導之結果進行匯報

後，由與會之專家學者提供意見，並與管

理處人員或志工交流。 
14:40~15:40 綜合討論 由與會來賓提出有關景觀保育解說計畫執

行之相關課題，與現場專家學者進行座談

討論。 
議題涵蓋 
1. 近十年來保育研究與相關工作執行之趨

勢及後續推動方向之建議； 
2. 近十年來解說教育與相關工作執行之趨

勢及後續推動方向之建議； 
3. 保育工作及解說教育妥適結合之探討；

4. 因應目前國際間各保護區積極與地區建

立伙伴關係、對抗全球暖化等議題，保

育課與解說課後續的工作項目如何符合

國家公園之定位； 
5. 國家公園區內因為有太多專屬單位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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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保護區，保育工作上可否達到不同

單位間橫向的空間串連，以及對於地方

或其他單位合作的可能性與策略探討。

6. 其他 
 

 
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輔導團計畫案第二次座談會 會議紀實 

高雄都會公園導覽： 

在歐教授與蘇技士致詞揭開會議程序後，首先進行高雄都會公園之導覽解說

活動。為了增進導覽品質，將與會來賓分為三組進行導覽，每組搭配一名高雄都

會公園解說志工，分別邀請莊有忠先生、林成發先生、王鳳雀小姐等擔任本次活

動解說員。一個小時的戶外導覽活動，在幽默風趣的解說志工的介紹下，讓各位

與會來賓對高雄都會公園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議題一  國家公園因應全球暖化之發展策略 

主講者：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李彥希助理教授 

李彥希助理教授詳細的整理國內外國家公園因應全球暖化相關政策與實際

執行實例。再透過各個國家公園訪談記錄分析，對國內國家公園在日後面對全

球暖化現象提出未來發展執行之對策。包含: 
【保育研究面向】 
（一）建構完整之生態資料庫與監測分析模式。 
（二）建立完整的環境敏感區保護策略。 
（三）持續推動跨部會的合作建立完整的保護區系統。 

【遊憩經營面向】 
（一）依循國家公育樂發展之目標，導入對環境友善之經營管理措施。 

【教育面向】 
（一）藉由培養地方人才及教育遊客減緩暖化事務，已增益夥伴共生關係，

達到行動之最大效益。 
 

 

議題二  保育解說成果及素材保存格式說明 

主講者：中州技術學院景觀設計系 陳坤佐講師 

為了確保各國家公園在各項成果與經驗之完整傳承，並能達到國家公園彼

此的交流，陳坤佐講師特別針對保育研究成果與解說教育素材之保存格式進行

說明。其中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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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國家公園研究項目分類之名詞統一。 
（二）標準化作業手冊之格式設定。 
（三）成果保存之架構說明。 
（四）政府出版品形式制定與管理流程。 

希望在日後各執行單位能藉由此標準化作業而達到有效交流之成果。 
 

議題三  國家公園保育解說知識平台使用說明 

主講者：日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藍士益程式設計師 

日蝕股份有限公司參考現今各大網路整合平台，特別為國家公園設計專屬

的保育解說知識網路平台，主要提供知識及資訊單一快速收尋窗口，提高資料

整合和搜尋之效度。系統包含： 
（一）基本功能 
1. 知識輸入 
2. 知識庫全文檢索 
3. 討論區 
4. 留言板 
5. 相關聯結 
（二）特別功能 
1. 圖文管理系統(研究/活動成果管理區) 
2. 最新知識 
3. 人氣知識 
4. 最新活動訊息 

透過藍士益程式設計師對系統之介紹，現場與會來賓對此系統之使用有更

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 
 

議題四  第二次景觀保育解說輔導團現地輔導成果說明與相關課題討論 

主講者：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造園組 歐聖榮教授 

透過各個國家公園的現地輔導與訪談，將各國家公園在保育研究與解說制

度中，所提出之執行現況與發展問題做詳細的彙整與分析。針對五項訪談議題

作成果說明，對各國家公園後續推動之建議面向： 
（一）保育研究面向之建議 
1. 針對目前保育研究擬定長期計畫 
2. 建立保育研究資料庫 
3. 擬定因應全球暖化氣候變遷之措施 
4. 建立知識平台 
（二）解說教育面向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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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續進行兒童環境教育 
2. 開設暑期及寒假解說課程訓練 
3. 解說媒體多樣化及即時更新 
4. 提升解說活動吸引力 
5. 融入承載量概念並推廣深度體驗 
6. 培訓在地解說員 
（三）保育與解說面向結合之建議 
1. 保育研究轉化為解說題材 
2. 保育與解說單位之交流會議 
3. 人員適度流通與訓練 

過程中引出在輔導過程中所遭遇之問題與發現，提出讓管理處人員或志工

在後續綜合討論中進行交流。 
 

綜合討論 

主持人：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造園組 歐聖榮教授 

與會人員意見 回覆 
1. 研究成果格式是否該與內政部委託

案作業要點統一辦理。 
2. 國土規劃草案出來前，是否可建議

國家公園為土地主管機關，方便統

一管理。 

1. 格式統一部份會參考內政部委託作

業要點，再做相關整合。 
2. 關於國土管理單位之議題會呈報給

上級參考。 

專家學者建議與分享 
吳忠宏教授 

國內各國家公園在解說規劃思考方面，可參考美國國家公園屬的”解說規劃

步驟”，內容包含 7 個步驟，包含： 
1. 開始選擇一項具體的解說資源 
2. 辨別資源決定後所隱藏的背後意函 
3. 全球概念為何 
4. 確定解說對象為何 
5. 研擬適合的解說主旨 
6. 選擇適當的解說方式 
7. 利用主旨創造並組織ㄧ些連結的機會 

可以各國家公園在從事解說相關規劃及修正政策上的參考。 
此外，國家公園應該更落實環境教育，目前國內執行環境教育最為完整且

最早起步單位為林務局。國家公園更因掌握自我豐沛之資源，加強對環境教育

之相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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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瑋佳技士 
希望這次輔導團的研究回顧和提出之對策，可以改善、提供各國家公園在

未來保育及解說計劃發展上有所幫助。 
 
歐聖榮教授 

經過各國家公園的輔導訪談，了解釐清各單位所遇到之執行狀況，透過經

驗的分享，希望能對各單位有所幫助。 
 
李彥希助理教授 

冀望在日後各國家公園對全球暖化之議題建議上，能提供更多建議和發展

需求，以有效擬定未來發展策略。 
 
陳坤佐講師 

針對資料整合格式，日後會在與政府單位統一規格作協商整合，並不是特

別針對國家公園另外獨立設計分類系統。 
 

 

座談會小結 

1. 明確掌握國家公園定位極發展之方向，持續推動跨部會的合作與交流，成立知

識平台整合多元資源，才能有效發揮國家公園之功用。 
2. 網路知識平台與資料素材標準規格之研擬，將以政府單位現有分類和專家評估

建議為發展為制定前提，作為日後研擬之參考。 
3. 加強國家公園環境教育相關推廣政策與題材，增加基層國人對環境認知與認

同，提高全民保育參與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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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辦理培訓課程 

依據本計畫第三項目標「建立景觀保育解說諮詢顧問服務與交流機制，提

高專業素養」辦理培訓課程。主要參與人員以國家公園的志工、各賞鳥協會、

國際保育人士、童軍或對國家公園的生態與環境資源保育有興趣之團體為主，

舉辦兩場培訓課程，不同於座談會的討論方式，培訓課程融入環境資源保育的

概念、專業解說技巧的指導、更可以體驗營的形式為輔，引導參與者從做中學

習，建立其領導團隊、解說互動的技巧，並且強化其對國家公園資源的保育與

維護的概念。 

本計劃舉辦兩場次之培訓課程，各為期兩天的時間。活動內容包含室內及

戶外活動，講習室內課程如各國家公園之美、學生企劃展演、解說技巧與經驗

分享、景觀保育解說理論與實務；戶外活動則分別至陽明山國家公園之二子坪

步道及墾丁國家公園之社頂公園導覽解說。第一次培訓活動於 97 年 10 月 2 日

至 3 日，於臺灣大學應力館及陽明山國家公園舉行；第二次培訓活動於 97 年

10 月 24 日至 25 日，於高雄都會公園、墾丁國家公園舉行。 

參加對象以國家公園的志工、各賞鳥協會、國際保育人士、童軍等、或對

國家公園的生態與環境資源保育有興趣之團體為主，各場次人數預計以 100 人

為限。整個培訓活動過程以拍照及攝影紀錄，以製作後續培訓活動紀實，並於

每一場次活動結束前發予學員問卷填寫，用以分析評估培訓課程活動成效。 

本次培訓活動參與人員非常多樣化，包含各國家公園志工、各賞鳥協會、

國際保育人士、相關科系學生與教師、旅行社人員之外，不乏各界之高階主管

人員。第一次培訓活動報名人數為 105 位；第二次培訓活動報名人數為 112 位。

以下就兩場培訓課程分別進行活動說明如下： 

一、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培訓課程 第一梯次 

（一）會議時間：民國 97 年 10 月 2 日(星期四) 上午 9 點∼下午 5 點 

民國 97 年 10 月 3 日(星期五) 上午 9 點∼下午 4 點 30 分 

（二）會議地點：10 月 2 日－台灣大學應力館 

10 月 3 日－陽明山國家公園二子坪步道、陽明書屋、陽明山

國家公園遊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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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持人：中興大學園藝系 歐聖榮教授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 

1.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蘇瑋佳技士 

2. 陽明山國家公園：詹德樞副處長 

3. 學者專家： 

歐聖榮教授、吳忠宏教授 

4.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柯嘉鈞、黃筱薇、謝維芳、謝宗恆、張岳志、周欣宜、紀芬蓮、許哲

瑜、林永哲、蘇詩容、陳嬋、鍾晏瑜 

5. 培訓課程議程 
【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培訓課程】第一梯次 

【97 年 10 月 2∼3 日】 

第一天 解說教育課程講授 

活動日期：97 年 10 月 2 日(星期四) 
活動時間：上午 9：00∼下午 5：00 
活動地點：臺灣大學應力館 

時間 活動主題/內容 主講人/參與人 
09：00-09：20 報到  

09：20-10：10 陽明山國家公園之美 
陽明山國家公園 
管理處 

10：10-10：30 茶敘時間  

10：30-12：20 學生企劃展演及頒獎 
入選第一階段十組

人員(10mins/每組) 
12：20-13：30 中午用餐時間  
13：30-14：00 視覺饗宴：分享國家公園之美  
14：00-15：20 解說技巧與經驗分享 吳教授 忠宏 
15：20-15：40 休息時間  

第

一

天 

15：40-17：00 景觀保育解說理論與實務 吳教授 忠宏 

第二天－陽明山國家公園二子坪賞蝶 

活動日期：97 年 10 月 3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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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上午 9：00∼下午 4：10 
活動地點：陽明山國家公園 

時間 活動主題/內容 
09：00-09：30 劍潭捷運站集合 第二出口 
09：30-10：00 遊客中心解說活動 
10：00-12：00 二子坪步道解說導覽(約 1.7 公里) 
12：00-13：30 午餐 
13：30-15：30 陽明書屋及歷史照片展示解說導覽 
15：30-16：00 意見及經驗分享 

第

二

天 

16：00-16：10 賦歸 

6. 培訓課程紀實 
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培訓課程 第一梯次 活動重點摘錄 

第一天 解說教育課程講授 

議題：陽明山國家公園之美 

主講者：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詹德樞副處長 

本場次的演講邀請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詹德樞副處長進行演說，課程

中由詹副處長帶領在座學員欣賞陽明山國家公園之美，除了許多令人驚嘆的美

景照片之外，也分享了陽明山國家公園致力於保育研究的成果。 

議題：學生企劃展演及頒獎 

主講者：入選第一階段十組參賽者 

首先進行的是學生企劃頒獎儀式，邀請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詹德樞副

處長來頒發獎金及獎狀，由國家公園保育解說企劃案徵選活動，第一階段入選

前十名的同學上台授獎。 
第二階段由入選前十名的同學，各準備 10 至 15 分鐘簡報演講，幾位同學

帶來生動有趣的活動設計體驗，並邀請現場在座的學員一起活動，展現出學生

的無限創意及活力。 

議題：視覺饗宴：分享國家公園之美 

本場次播放由雪霸國家公園所拍攝的影片「泰雅千年」，旨在描述過去泰

雅族人世代遷徙之過程，這部短片實地拍攝於雪霸國家公園，演出人員包含了

老、中、青都是在地的泰雅族人，透過鏡頭的場景，細細品味雪霸國家公園之

美，除了看到許多珍貴的自然資源之外，並藉由影片內容所傳遞的文化氣息，

豐富了實地解說之素材。 

議題：解說技巧的應用「主旨」和「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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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者：台中教育大學永續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吳忠宏教授 

吳忠宏教授針對解說提出六項處方，分別為解說旨在溝通，而非說教；解

說重在體驗，而非介紹；解說貴在分享，而非灌輸；解說其在啟發，而非教導；

解說難在行動，而非感動；說強調過程，而非結果。並邀請全體學員參予多種

小遊戲的實驗以證明，人類在接收資訊時，最多只能接收 7+2 個新資訊，解說

時必須要將內容經過組織、包裝與重整，最重要的是有明確的主旨，並提出一

個成功的解說員條件＝具備資源的知識＋具備遊客的知識＋具備溝通的知

識。演講過程以生動活潑兼具幽默風趣的演說方式，引發學員們的熱烈迴響。

 

第二天 陽明山國家公園二子坪步道賞蝶 

二子坪步道解說導覽 

到達陽明山國家公園二子坪步道後，七組小隊各別帶開進行解說導覽的活

動，針對園區內的自然資源除了用活潑的方式介紹，並於解說過程中進行有獎

徵答，主要針對當解說內容的問題做探討，答對者能夠獲得由解說員親自編織

的小手工藝品。另外，學員亦見識到多種珍貴的動植物資源，許多攝影愛好者

也驚歎不已。 

陽明書屋及歷史照片展示解說導覽 

中午休息過後，於遊客中心內進行歷史照片展示解說導覽，帶領學員初探

陽明山國家公園發展史以及園區內的自然與人文資源，利用海報以及遊客中心

內的軟硬體資源做為解說敎材。而後帶領學員進入陽明書屋內，實地參觀陽明

書屋的建物及附屬設施，並且針對陽明書屋從前至現今所產生轉變做生動的描

述。 

意見及經驗分享 

邀請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詹副處長以及當天擔任解說的志工們一同參

與經驗分享，由本計劃主持人中興大學園藝系 歐聖榮教授引言後，隨即有課

程學員主動發言，對於本次參與解說培訓的課程感到滿意，無論是吳忠宏教授

所帶來的演講或是戶外的解說導覽，皆從中學習非常多的解說技巧以及相關資

訊。解說志工們也分享各別經驗，其中提到了解說題材可以跟日常生活息息相

關，整個解說的內容可以利用聯想的方式去串聯各種不同解說題材。課程最後

邀請志工們頒發給學員參予課程之證明，並與大家拍照留念，替本次解說培訓

之課程畫下完美的句點。 

7. 陽明山國家公園培訓課程成效評估 

此部份主要為探討陽明山國家公園學員在輔導團之課程培訓及接受過

現地解說導覽後之成效評估，第一部份先以描述性統計分析評估項目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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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數，第二部份則針對各題項回答之次數分配表探討成效第三部份則彙整

學員表達之意見分析之，說明如下： 

（1）評估項目平均數分析 

從整體的平均數可以發現(如表 4-76)，除了第 7 題「本次活動讓我與其

他學員有更多互動與交流」題項分數為 3.98 分以外，其餘題項的平均分數

皆高於 4 分；從題項平均數高低順序可發現第 11 題「如果還有類似課程與

活動，我願意再次參與」此項目平均分數為最高，為 4.57 分，最小值為 4(同
意)，最大值為 5(非常同意)，標準差為 0.5，顯示或許學員對於此類活動的

再次參與意願相當濃厚；而「本次活動讓我與其他學員有更多互動與交流」

項目較低，顯示學員對於與其他學員互動的效益可能有不同之看法。 

表 4-78 評估項目平均數分析 
題次 題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11 如果還有類似課程與活動，我願意再次參與 4 5 4.57 .500 
4 本次課程增加我的解說知識 2 5 4.44 .649 
6 本次課程讓我獲得更多解說創意 3 5 4.34 .635 

12 整體而言，本次課程及活動讓我感到滿意 2 5 4.34 .731 
8 本次解說導覽服務讓我更了解墾丁國家公園 2 5 4.27 .676 
5 本次課程提昇我的解說技巧 2 5 4.25 .729 

10 從本次解說導覽服務，我與解說員有良好的互動 2 5 4.23 .722 
2 本次課程讓我更了解國家公園 2 5 4.19 .770 
3 本次課程激發我對解說工作的興趣 2 5 4.19 .734 
1 我對課程的安排感到滿意 2 5 4.16 .834 
9 本次解說導覽服務讓我充滿感動 2 5 4.02 .758 
7 本次活動讓我與其他學員有更多互動與交流 2 5 3.98 .887 

（2）整體評估 

整體評估方面可以分為整體滿意程度、整體互動交流成效、課程培訓

成效、解導覽成效探討及再次參與意願探討。 

整體滿意程度來說，只有一位學員表不認同，對於整體課程及活動的

感到滿意的百分比為 88%；在整體互動交流成效方面，對於服務的安排感

到滿意的次數百分比為 73%；課程成效之六項項目之滿意百分比，從 83.4%
至 95.8%；解說導覽成效之三項項目之滿意百分比，從 77.1%至 91.7%；再

次參與意願之百分比為 97.9%。 

（3）學員意見彙整 

學員所填寫之開放性回答主要分成課程安排與解說導覽活動兩個部

份，在課程安排方面，大部分的學員對演講者(吳忠宏老師)的演講內容都非

常的滿意，甚至於希望課程演講的部份可以再增加，此一回應也說明了學

員們其實希望能夠有更多機會接受課程訓練；而在解說導覽活動方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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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地，大多數學員都認同此一活動，但較希望導覽活動的時間可以長一點，

解說內容有系統一點，並可以減少交通接駁的時間。 

二、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培訓課程 第二梯次 

（一）會議時間：民國 97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 9 點∼下午 4 點 20 分 

民國 97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六)上午 8 點∼下午 6 點 

（二）會議地點：10 月 2 日－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C136 演講廳 

10 月 3 日－-墾丁國家公園社頂公園 

（三）主持人：中興大學園藝系 歐聖榮教授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 

1. 墾丁國家公園：謝桂禛解說員 

2. 學者專家： 

歐聖榮教授、羅柳墀教授、林擎天講師 

3.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柯嘉鈞、黃筱薇、謝維芳、謝宗恆、張岳志、周欣宜、紀芬蓮、許哲

瑜、林永哲、蘇詩容、陳嬋、鍾晏瑜 

4. 培訓課程議程 
【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培訓課程】第二梯次 

【97 年 10 月 24∼25 日】 
第一天 解說教育課程講授 

活動日期：97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五) 
活動時間：上午 9：00∼下午 4：20 
活動地點：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 C136 演講廳 

時間 活動主題/內容 主講人/參與人 
09：00-09：20 報到  
09：20-10：10 
(50mins) 

墾丁國家公園之美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第

一

天 
10：10-10：30 茶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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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2：00 
(90mins) 

解說歲月 
墾丁國家公園解說員 
謝小姐 桂禛 

12：00-13：00 中午用餐時間  
13：00-14：30 
(90mins) 

解說技巧與經驗分享 林教授 擎天 

14：30-14：50 休息時間  
14：50-16：20 
(90mins) 

國家公園保育與解說 羅教授 柳墀 

第二天－墾丁國家公園遇見灰面鷲 

活動日期：97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六) 
活動時間：上午 8：00∼下午 6：00 
活動地點：墾丁國家公園 

時間 活動主題/內容 
08：00-08：20 高雄左營高鐵站集合(由三號出口下樓) 
08：20-10：50 高雄左營高鐵站→墾丁 
10：50-11：40 遊客中心解說活動 
11：40-13：00 午餐 
13：00-13：10 遊客中心 社頂公園 
13：10-15：00 社頂公園 
15：00-15：10 社頂公園 遊客中心 
15：10-16：00 意見及經驗分享 

第

二

天 

16：00-18：00 墾丁→高雄左營高鐵站 

5. 培訓課程紀實 
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培訓課程 第二梯次 活動紀實 

第一天 解說教育課程講授 

議題：墾丁國家公園之美 

主講者：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謝桂禛解說員 

培訓課程由本案計畫主持人中興大學園藝系 歐聖榮教授揭開序幕。而後

邀請到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謝桂禛小姐來演講，一開始介紹了墾丁國家公園

的自然生態特色，在許多令人驚嘆的美景照片中，不僅加入了自己創作的文

章，也分享了許多動人的小故事，更加豐富了照片的情境。 

議題：解說歲月 

主講者：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謝桂禛解說員 

本場次演講同樣地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謝桂禛小姐分享了解說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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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將本場次演講分為解說之窗、解說員養成、橋、解說活動規劃及活動名稱

五大部分來說明。謝小姐本身擔任志工已經超過二十年，多年致力投身於解說

的親身經驗，分享的小故事隔格外地動人。 

議題：解說技巧與經驗分享 

主講者：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林擎天講師 

本場次由大葉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林擎天講師帶來解說技巧及經驗分

享，以不同領域之觀點替解說技巧注入新的創意及想法，一開始將「解說」做

概論描述，包含解說的定義及概念，而後提到解說資源及媒體，強調解說三要

素為解說員主題、解說媒體之傳達及解說對象，最後說明了解說原則與技巧，

並且提供了許多以創意思考的方式去增加解說的豐富度。 

議題：國家公園保育與解說 

主講者：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羅柳墀教授 

本場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羅柳墀教授針對各國家公園提出保育

與解說之重要性，一開始提出美國國家公園的雛型概念，而國家公園是保育的

櫥窗，並提出國家公園昔日與現今照片的差異，以說明國家公園內含有許多不

可取代的寶貴資源，強調環境保育的重要性。 
 

第二天 墾丁國家公園預見灰面鷲 

遊客中心 

於 11 點抵達墾丁國家公園遊客中心後，由工作人員帶領各小隊學員與墾

丁國家公園解說志工會合後，即進入遊客中欣賞影片，影片撥畢便展開了在遊

客中心的解說活動。 

社頂公園解說導覽 

抵達墾丁國家公園-社頂公園後，七組小隊各別由解說員帶開進行解說導覽

的活動，針對社頂公園區內豐富的自然資源做介紹，並隨身攜帶圖鑑以輔助說

明，解說過程也利用問答的方式與學員們互動。除了多樣化特殊的植栽，也見

識到大自然的力量產生之地形地質變化。 

意見及經驗分享 

本場次的意見及分享於社頂公園解說導覽後，在遮蔭處大家不拘束的坐

下，由本計畫主持人 中興大學園藝學系 歐聖榮教授開場，即開始本次培訓之

意見及分享，有些解說老師對於本次安排之解說培訓的時間感到不充裕，但本

計畫安排解說導覽之目的，無非是希望透過解說活動與學員進行技巧之意見及

交流，著重之重點不在於整個解說活動之體驗，且考慮到整個活動流程之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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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故時間上之安排已是最大極限，但是對於參與本次活動之學員，大致上對

於課程及活動安排皆感到滿意。課程最後由解說志工們頒予學員參予課程之證

明，並與大家拍照留念，替本次解說培訓之課程畫下完美的句點。 

3. 墾丁國家公園培訓課程成效評估 

此部份主要為探討墾丁國家公園學員在輔導團之課程培訓及接受過現

地解說導覽後之成效評估，第一部份先以描述性統計分析評估項目之平均

數，第二部份則針對各題項回答之次數分配表探討成效第三部份則彙整學

員表達之意見分析之，說明如下： 

（1）評估項目平均數分析 

從整體的平均數可以發現(如表 4-77)，所有的題項平均值皆高於 4，而

第 11 題「如果還有類似課程與活動，我願意再次參與」此項目平均分數為

最高，為 4.67 分，最小值為 4(同意)，最大值為 5(非常同意)，標準差為 0.483，
顯示或許學員對於此類活動的再次參與意願相當濃厚；而「本次活動讓我

與其他學員有更多互動與交流」項目較低，平均分數為 4，顯示學員對於與

其他學員互動的效益可能有不同之看法。 

表 4-79 評估項目平均數分析 
題次 題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11 如果還有類似課程與活動，我願意再次參與 4 5 4.67 .483 
4 本次課程增加我的解說知識 4 5 4.59 .503 

12 整體而言，本次課程及活動讓我感到滿意 3 5 4.48 .602 
6 本次課程讓我獲得更多解說創意 3 5 4.45 .596 
5 本次課程提昇我的解說技巧 3 5 4.41 .590 
8 本次解說導覽服務讓我更了解墾丁國家公園 3 5 4.38 .590 

10 從本次解說導覽服務，我與解說員有良好的互動 3 5 4.33 .577 
2 本次課程讓我更了解國家公園 3 5 4.27 .550 
1 我對課程的安排感到滿意 2 5 4.23 .685 
3 本次課程激發我對解說工作的興趣 2 5 4.18 .733 
9 本次解說導覽服務讓我充滿感動 3 5 4.05 .669 
7 本次活動讓我與其他學員有更多互動與交流 2 5 4.00 .816 

（2）整體評估 

整體評估方面可以分為整體滿意程度、整體互動交流成效、課程培訓

成效、解導覽成效探討及再次參與意願探討。 

整體評估方面來說，對於課程的安排感到滿意的次數百分比為 94.6%；

整體互動交流成效，感到滿意的百分比為 86.3%；課程成效之六項項目之滿

意百分比，從 89%至 98.6%；解說導覽成效之三項項目之滿意百分比，從

90.4%至 94.6%；再次參與意願之百分比為 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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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員意見彙整 

在墾丁國家公園的培訓方面，從學員各自發表的意見可以發現，因為

集合地點位於高雄，而解說導覽活動則位於墾丁，交通接駁的時間需要兩

個半小時，因此有部份學員表示應該可以在車上增加解說與介紹的內容，

因此交通接駁工具的擴音設備必須要注意，而在活動方面，有少部份學員

認為解說導覽的時間以及深度可以增加，而解說員時間的控制可以更好而

在經驗分享時間也建議可以找較為舒適與便於溝通的地點，才能得到更大

的成效。 
 

三、培訓課程辦理成果評估與建議 

（一）陽明山國家公園與墾丁國家公園的成效評估比較 

從陽明山國家公園與墾丁國家公園的成效評估的比較可以發現，兩個國

家公園在「如果還有類似課程與活動，我願意再次參與」項目的成效都非常

高，皆屬，沒有任何學員表示「不認同」與「沒意見」之回答；而兩國家公

園有差異的地方在於「本次活動讓我與其他學員有更多互動與交流」項目，

部份陽明山國家公園的學員對於此一項目表示出「不認同」與「沒意見」的

答案較多，分別為 3 與 10 次(亦即有 6.3％的人表示不認同，20.8％的人表示

無意見)，而墾丁國家公園對此項目表達的滿意度較高，表示出「非常不認同」

的比例為 1.4(僅有一人)，而表示「無意見」的比例為 12.3％。 

表 4-80 陽明山國家公園與墾丁國家公園培訓成效評估比較 
培訓課程地點 較高成效題項 略低成效題項 
陽明山國家公園 如果還有類似課程與活動，

我願意再次參與 
本次活動讓我與其他學員有更多互動與交

流 
墾丁國家公園 如果還有類似課程與活動，

我願意再次參與 
 

而在學員的意見方面，兩次培訓課程的學員都表示希望可以「增加解說

導覽的時間」與「減少交通接駁時間」，而二者相異的地方在於陽明山國家

公園培訓的學員建議可以「減少交通接駁時間」與「避免解說內容過於零

散」，而墾丁國家公園的學員則建議「提升擴音設備品質」、「提升時間控制」、

「增加車上解說」與「提升解說品質」。 

表 4-81 陽明山國家公園與墾丁國家公園培訓學員建議比較 
培訓課程地點 相同處 相異處 
陽明山國家公園 增加解說導覽時間 

減少交通接駁時間 
避免解說內容過於零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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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國家公園 增加解說導覽時間 
減少交通接駁時間 

提升擴音設備品質 
提升時間控制 
增加車上解說 
提升解說品質 
找較為舒適與便於溝通的地點進行意見分

享 

（二）培訓活動整體成效探討 

依據陽明山國家公園與墾丁國家公園培訓活動成效評估之結果，可以發

現學員們對於本計劃所舉辦之課程與活動達到很高的滿意度，並且大多數的

成員都非常願意再次參加類似之課程與活動。 

培訓課程對於學員之效益而言，大多數學員皆認同課程能夠增加其知

識，以及更了解國家公園，並且獲得更多的解說創意；培訓活動對於學員之

效益而言，大多數學員皆認同活動的戶外體驗能夠讓他們更了解國家公園，

於活動的過程中與解說員也有良好的互動。 

本次培訓活動成效評估部分，呈現略低成效之問項為「本次活動讓我與

其他學員有更多互動與交流」，大多數學員仍感到活動當中與其他學員之互

動是較少的。 

（三）學員意見彙整 

針對參與陽明山國家公園與墾丁國家公園之學員，提出對於本次培訓活

動辦理之相關意見整理後，培訓活動檢討可以歸納為下列幾點： 

 增加解說導覽時間 
參加陽明山國家公園與墾丁國家公園之學員皆希望能夠提升解

說導覽之時間。針對兩次活動排定之時間做說明，陽明山國家公園之

二子坪步道解說導覽排定時間為兩小時，而陽明書屋及歷史照片展示

解說導覽排定時間為一個半小時；墾丁國家公園之社頂公園排定時間

為兩小時。 

本培訓活動主要之目的為希望透過解說員於實地解說之模式，能

夠與學員們分享其解說技巧與經驗，而非著重於安排學員們聽解說服

務，又礙於其他課程舉行之時間限制，以致無法完全符合學員們熱忱

學習之心態。 

後續辦理鄉活動時，應該加強宣導對於知識接收者或是知識傳遞

者辦理活動之主要目的。此外，對於主辦者來說，應當加強與協辦單

位之溝通，同時傳遞予學員活動之目的，擬定最適當之解說時間，以

符合各方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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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利用活動時間空檔、減少交通接駁時間 
參加陽明山國家公園與墾丁國家公園之學員皆希望能夠減少目

的地之間交通接駁的時間。由於本次陽明山國家公園通往二子坪之交

通接駁車無法同時配合學員所需之數量，以致某部分學員得分批於遊

客中心等待接駁車。另外活動辦理前已多次宣導集合時間，但幾位學

員還是遲到而耽誤了些許出發時間。 

後續辦理鄉活動時，應當與協辦單位溝通後確定接駁車數量以及

時間，若真的需要讓學員等待時，利用空檔進行相關事項說明或是加

入小活動，不至於讓學員們空等。除了再次提醒學員活動流程外，並

再加強宣導關於時間觀念之相關課題。 

 增加車上解說並提升車上擴音設備品質 
由於墾丁國家公園之學員於高雄前往墾丁之車程時，提出是否能

夠利用車上兩個小時半的時間，請車上兼具解說身分之學員提供相關

解說服務。在學員熱情邀約之下，解說員也樂意提供服務，由於此項

服務並不在預定活動之內，故無法事前向遊覽車承租單位預定車上擴

音設備，以致某部分學員無法利用此空檔時間向專業人員學習知識。 

後續辦理鄉活動時，若是遇到目的地之間有非常充裕的時間可以

利用，應當與遊覽車承租單位確認車上擴音設備，以額外提供學員們

的學習福利。 

 提升解說品質 
部分學員反應解說員解說品質不一，本次學員大部分之背景皆為

各界解說人員及志工，無論是當天導覽之解說員或是學員，各有所其

專長與專精，因此安排解說員帶領活動時，應與相關單位做協調邀請

更多具有專業知識解說人員協助解說活動之辦理。 

（四）後續活動辦理建議 

依據本計劃所辦理之解說培訓課程，提出幾點之建議以供後序有興趣辦

理活動之單位參考。 

 與相關單位商討安排最適化行程 
安排活動時與相關單位進行協商，說明本次活動需求，研擬相關

可能面臨之問題，預先提出活動備案，以因應各項狀況、符合各方需

求。 

 研擬活動備案並確切掌控活動時間 
本次活動為求多元化課程項目，因此安排活動之類型及項目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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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未來可考量延長課程時間、預留緩衝時間，及預先準備活動備案，

以適時調整活動排程使課程流暢，以因應各項突發狀況。 

若遇到目的地之間需要有長時間之車程時，可考量安排車上解說

行程。 

 解說品質之調控 
由於兩梯次參與學員背景不同，因此對解說品質反應不一。未來

辦理相關課程，應針對學員背景安排適合之解說員。如參與之學員為

已接受過解說培訓之志工，應與相關單位做協調邀請更資深、具專業

背景之解說人員協助帶領解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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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架設國家公園保育解說知識平台 

為將標準化作業成果，藉由資料庫目錄的架設，提昇各類型資料的可用

性及實用價值，故架設國家公園保育解說知識平台，以下即就作業內容及成

果逐一說明。 

第一節 執行方式與平台架構 

一、作業系統及工作內容 

（一）作業環境與系統 

Server 端：Windows 2000/XP/2003 

Client 端：Windows/Mac/Linux 

資料庫：MySQL 

（二）開發語言 

PHP、JavaScript、Ajax、HTML、MySQL、FrameWork、CSS 

（三）工作項目及內容 

1.架設網站 

2.建立使用者介面 

3.建立研究計畫、監測紀錄及其他知識上傳、下載及查詢系統 

4.建立保育解說成果圖文保存及查詢系統 

5.建立各管理處網站全文檢索系統 

6.建立討論區 

7.建立留言板 

8.建立後端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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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執行方式 

（一）專案實施與管理方法 

針對此一專案本團隊成立專案小組，負責系統發展與維護過程的監

督、執行、協調與管制的工作。專案管理組織主要負起時程、品質、人力、

技術之整合、管理與監控，並能完成專案的階段性工作例如系統分析與設

計、程式設計、測試驗收、系統維護、文件製作等。 

（二）開發流程說明 

開發流程主要以上述之模組架構為主，配合相關需求進行功能模組開

發，詳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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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系統規劃流程圖 

三、系統架構說明 

（一）系統架構及功能模組 

主要分為六大模組功能，詳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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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系統架構圖 

六大模組功能如下： 

1. 登入系統模組 

將使用者區分一般的管理處人員使用者(以下稱一般使用者)與系統管

理者，對於一般使用者，會有其註冊的頁面，需填入相關的個人資料，才

可以進行平台的註冊，預設是各管理處僅提供一個使用者權限，如要增加

可由管理者自行新增。已註冊完成的使用者，則可以依照所註冊的帳號來

進行系統的登入，並可以點選一般使用者可操作範圍的功能選單，管理者

登入後，則會顯示其管理者的功能選單，如：系統管理、帳號管理…等，

讓管理者可以依照需求來進行系統的管理。 

2. 圖文資料查詢模組 

這部份的圖文資料僅供各國家公園處人員使用，各處承辦人員將文件

及圖檔上傳至圖文系統內之後，可供其他公園處的人員參考使用。 

以往在各公園處的資料是無法透過單一平台做為儲存及分享用，透過此

一平台可把各公園處有關的活動資料、研究資料、知識資料上傳到此一平

台，經由此一平台的集中式管理及文件規範的管理，可有效的達到各公園處

的資料統一集中存放、分享，以達到資源共享的功能，如此不管是在處理各

公園處的相關事務及活動時，均有經驗的交流及分享平台，以達到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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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 

3. 知識相關模組 

管理者登入系統後，可以對於知識項目，來進行圖文的上傳更新，對

於圖片的上傳，會建置一個上傳的頁面，讓管理者可以上傳相關文章的圖

片，對於所上傳的圖片，則會提供自動轉換的功能，讓所上傳的圖片都能

有一致的大小規範，方便使用者的瀏覽，也可以減輕管理者對於圖片的管

理，對於文章的部份，會提供簡易的文字編輯器，可於編輯文章內容時使

用， 

4. 討論區 

建立一討論區的頁面，可以讓相關的使用人員進行討論，也可以讓使

用者建立所要討論的相關主題，來讓其他使用者進行討論，管理者可以對

其討論區的內容與討論的主題，進行編輯與刪除，以維護整個討論區的版

面整潔。 

5. 留言板 

讓使用者可以進行相關的訊息留言，並可以讓管理者，來進行回覆，

在留言板的狀態上，會顯示其留言的狀態，讓瀏覽的人員可以迅速地知道

目前的留言狀態，還可以進行留言板的搜尋，已迅速找到相關的訊息留言。 

6. 系統管理模組 

系統管理模組將目前有系統帳號管理、系統留言板管理、討論區管理、

知識相關資料管理，提供系統管理者管理介面以便進行帳號管理、系統留

言板更新、討論區管理等功能，讓管理者可以進行系統的維護管理。 



 275

（二）網頁架構說明 

根據上述模組架構，知識平台功能包含註冊功能、相關資料查詢、保

育成果解說、討論區、留言版及相關連結等。 

 
 

圖 5-3  網頁架構說明圖 

計畫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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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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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結 

討論區 

委託研究計畫 

監測紀錄 

最新十筆上傳研究計畫或監測紀錄或其他知識 

最多人瀏覽研究計畫或監測紀錄或其他知識前十名 

發展方向與願景、知識平台的定位 

如何新建 

如何編輯 

如何查詢 

搜尋介面 

其他知識 

網
頁
架
構

知識輸入 

委託研究計畫

監測紀錄 

其他知識 

圖文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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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識輸入/搜尋相關紀錄欄位說明 

知識輸入可供各國家公園管理處之人員上傳相關資料，進而作為知識

搜尋的主要資料庫來源，主要以各國家公園處所委託之研究計畫、監測紀

錄(未來可由國家公園處之承辦人員上傳)以及其他知識為主，上傳者需紀

錄之事項包括上傳者姓名、單位、上傳時間、修改時間以及聯絡方式，以

供後續交流之用，而網頁所提供之紀錄欄位說明如表 5-1。 

表 5-1  知識搜尋相關資料紀錄欄位說明表 
資料類型 提供欄位 可供勾選項目 備註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辦理單位   
受委託/合作機構   
計畫主持人   
計畫年度   
研究期程   
研究經費  非必要選項 
研究方式   
研究報告摘要(中英文)   
關鍵字   
照片  非必要選項 

委託研究計畫 

研究成果分類 學位論文 
學科目錄 
氣候類 
地形地質類 
生態類 
植物研究類 
動物研究類 
衛生醫療類 
農業類 
工程類 
人文類 
戰役類 
地理資訊類 
史蹟類 
經營管理類 
遊憩類 
教育類 
其他 

 
 
 
 
 
 
 
 
 
 
 
 
 
 
 
 
 

標題   
內容摘要說明   
相關檔案上傳  非必要選項 
照片  非必要選項 

監測記錄 

分類 環境類 
生物類 
其他 

 
 

標題   
關鍵字   

其他知識 

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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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類型 提供欄位 可供勾選項目 備註 
相關檔案上傳  非必要選項 
照片  非必要選項 
分類 氣候類 

地形地質類 
生態類 
植物研究類 
動物研究類 
衛生醫療類 
農業類 
工程類 
人文類 
戰役類 
地理資訊類 
史蹟類 
經營管理類 
遊憩類 
教育類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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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成果說明 

根據前述需求及設定，茲將國家公園保育解說知識平台之主要的功能以

及後續的推動建議說明如后。 

一、保育解說知識平台功能 

（一）首頁 

 



 279

（二）知識輸入 監測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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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識輸入 其它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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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識輸入 委託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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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知識搜尋 監測記錄 

 

 
 
 
 



 285

（六）知識搜尋 其它知識 

 
 

（七）知識搜尋 委託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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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最新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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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氣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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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最新活動訊息 

 
 

（十一）討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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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留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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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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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圖文管理系統 

 
 

（十五）全文檢索 

 
 

（十六）系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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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會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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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會員群組管理 

 
 

 
 

 
 

（十九）活動成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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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監測記錄管理 

 
 

（二十一）其它知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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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委託研究計劃管理 

 
 

二、平台使用權限 

平台使用分為一般使用者、國家公園各處人員、系統管理員，目前仍以

國家公園各處人員之使用為主，尚未開放一般使用者之權限，針對使用者之

權限建議說明如下表： 

表 5-2  平台使用權限 
功能 一般使用者 國家公園各處人員 系統管理員 

知識輸入    
知識搜尋    
討論區    
留言版新增留言    
留言版刪除留言    
相關連結    
圖文管理系統上傳    
圖文管理系統下載    
新增、刪除公告    
系統參數、帳號等設定    

 

三、效益評估 

本計畫所完成之知識平台目前仍屬前期階段，功能尚未完備，未來可陸

續加以擴充，以達到各管理處之間的相互經驗交流功能，甚至成為一般大眾

與國家公園之間有關的議題討論與知識意見交流園地，其所具備之效益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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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管理處之間研究資料彙整及保存 

建立各管理處歷年研究計畫、監測紀錄、其他知識之保存資料目錄架

構，並作為知識查詢平台之基礎，暨能活化現有知識，更能創造具有新意

與價值的新知識。 

（二）圖文資料管理系統的建構 

透過此一平台可把各公園處有關的活動資料、研究資料、知識資料上

傳到此一平台，經由此一平台的集中式管理及文件規範的管理，可有效的

達到各公園處的資料統一集中存放、分享，以達到資源共享的功能 

（三）國家公園網站資料檢索 

利用全文檢索的功能，可搜尋到各國家公園網站內之相關資訊，可減

少重複檢索之時間。 

（四）資訊交流與經驗學習 

設置討論區及查詢交流平台，提供各管理處執行人員即時交流及討論

空間，並達到經驗傳承及分享之目的。 

（五）活動企畫執行經驗交流 

提供各管理處之間上傳及下載保育解說活動企畫執行前置作業之相關

內容及執行流程，減少人力物力的資源重複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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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系統未來規劃與建議 

為讓知識平台之交流能達到最佳效能，本團隊針對各國家公園網站現況

之共通問題先行探討，據以提出相關後續建議。 

一、目前問題 

（一）搜尋及檢索功能的不足 

各國家公園網站的搜尋功能所採用的搜尋方式或是搜尋結果均不一

致，導致相關的人員要搜尋或取用網頁相關資料的時候，方便性不足，另

外，由於大部分國家公園的網站檢索功能，檢索的內容均是網站本身的內

容，並無法查詢到更深入相關知識，在資訊的提供上稍有不足。 

（二）缺乏知識交流平台 

目前尚未有一個完善的知識管理平台，做為國家公園相關人員知識交

流、資源分享的一個管道，各國家公園在知識管理上也沒有統一的作業方

式，間接影響彼此之間資訊交換的方便性。目前的搜尋引擎網站，例如：

Google、Yahoo 等等，不僅搜尋快速，同時也建置了大量的儲存空間來記

錄網頁的資料，除了可以搜尋網站的文字內容，也可以搜尋相關的圖片或

影片，功能逐漸強大，此種搜尋方式目前也漸漸地為大眾所接受。 

（三）搜尋引擎建置的必要性 

利用這種外部的網站檢索方式，除了可以統一搜尋的方式外，也可以

減少網站內部建置或維護搜尋功能的成本。當初網站自行建置檢索功能可

能有其時空背景或受網路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但如今是否還需要自行建立

及維護網站的檢索功能，可能是需要討論或考量的地方。 

（四）wiki 模式的適用性 

關於知識管理平台的部份，可以使用目前的「國家公園保育解說知識

平台」做為基礎，來進行架構上、功能上的擴充，短期內知識平台的架構，

並不適合完全使用 wiki 為基礎的系統來做為平台，主要的原因有二： 
 

 wiki 在資料的建立及編輯部分需要另外再學習 wiki 系統編輯時所需

要使用的控制語法(HTML 語法的簡化)，其使用方式還是不夠方便，

使用者必須記憶特定的語法，才可以完成較為複雜的編輯動作，這

樣的編輯方式對使用者負擔較大，採用傳統表單樣式的資料填寫方

式，應該比較不適合大多數國家公園相關人員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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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ki 附加檔案的支援功能較為不足，wiki 的編輯主要偏重文字方面

的資料，在檔案管理的功能較弱，如果附加檔案的數量及種類繁多

的話，管理上勢必增加難度，若自行開發此部份功能的話，則可以

提供比較有彈性的管理方式使用上也比較可以切合目前的作業流

程。 

如果系統長遠的規劃仍需要朝此方向方展的話，也可以考慮將 wiki
的功能內嵌於系統之內，成為一個較為獨立的模組或子系統，提供標準 wiki
方式的知識管理及查詢，除了建立統一的知識管理網頁系統外，知識管理

平台應該可以增加 PDA 部分的支援，也就是可以開發相對應的 PDA 程式

來配合主系統使用，讓系統的使用範圍，不管是在操作上或是地理環境上

變得更廣，PDA 版本的建立可以提供一種更為機動且方便的使用方式，讓

國家公園相關人員在沒有桌上電腦或筆記型電腦的環境也可以進行資料的

存取動作。 

二、建議 

若短時間內仍必須保留各國家公園的檢索方式，建議各國家公園網站

可以建立一個 WebService 的查詢方式，提供外部程式進行搜尋的工作，透

過標準的查詢機制，可以方便不同的國家公園搜尋彼此的資料，不管在搜

尋方式或是搜尋結果均可以有統一的作法及呈現。利用這樣的方式，可以

讓不同國家公園可以更容易的共享彼此的網站資訊，此部份功能也可以跟

規劃中的知識管理平台做結合，提供更豐富的資訊。 

（一）PDA 版本之特點或功能 

1.簡易資料查詢 

由於 PDA 某方面來說可以算是一種輕巧可攜帶的電腦，屬於簡易式

掌上型移動式電腦，所以可以在上面提供較小型的知識資料庫，並做為相

關人員隨身查詢研究計畫或是解說資料的工具，例如解說人員可以利用

PDA 上的資料庫查詢所需要的動植物資訊，提供遊客作為參考，如果作業

的環境有無線網路或者是 3G 網路，甚至可以直接將資料回傳到解說平台

伺服器，或者從解說平台伺服器上即時查詢一些更豐富的資訊。 

2.監測記錄回傳 

可以在實地填寫所需要的監測表單，相關作業人員可以攜帶 PDA 至

現場實際進行監測記錄的填寫，待回到國家公園的管理處後，再將資料上

傳至解說平台伺服器即可，這樣可以減少傳統書面的作業也可以避免資料

重複建檔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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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理位置標定 

利用 PDA 的 GPS 裝置，可以增加座標定位的功能，強化地理資訊的

部分，例如發現新品種動植物時可以標定一下該座標，或是標示國家公園

中特殊的景觀位置或是特別事件發生的地點，在結合相關的地圖圖資或是

GoogleMap 等功能，可以讓使用者更清楚的了解地理狀況。 

增加 PDA 系統的支援，可以讓國家公園相關人員作業上更為方便，

目前 PDA 系統的規劃僅止於軟體系統支援的部份，硬體的部份並不在規劃

範圍，各個國家公園可以依據其經費預算或是作業需求採購 PDA 設備或者

直接利用現有的 PDA 設備。 

 
圖 5-4  PDA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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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規劃方式 

1.集中式管理 

所有國家公園的資料都集中於一處管理，主要優點係系統架構單純，

因為只有單一台主機及資料庫系統，所以沒有資料交換或者是同步的問

題；缺點是由於不是位於近端的主機，所以各個國家公園的使用者必須透

過網際網路的方式來連接系統，所以連線速度會受網路環境的影響，在存

取較大的檔案上，也會受到影響。 
 

 
圖 5-5  PDA 管理示意圖 

 

另外系統只使用單台主機提供服務，由於必須要同時服務較多的使用

者，未來在使用人數增加後，必須適度的進行硬體的擴充。 
 



302 

2.分散式管理 

 

圖 5-6  管理圖示說明 

 各個國家公園有獨立的知識平台主機，來進行個別的資料處理及檢

索的作業可以視狀況或需求。 

（1）建立一個跨國家公園資料查詢及取用的機制。 

（2）建立一個資料同步或交換的機制。 

 
圖 5-7  資料管理模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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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家公園的資料查詢及取用機制，最主要的差異是所有資料都儲存

在，各別的國家公園主機，資料是分散存放的，集合不同單位的資料庫透

過網路的連結形成一個虛擬的大資料庫。 

不同的國家公園需要取用其他國家公園的資料，可以透過定義好的查

詢介面或是模擬檔案夾的方式進行作業，等到真正需要使用檔案時，才由

其他的國家公園主機下載取得，這樣可以減少網路頻寬的使用。主要的優

點是各個國家公園於近端處理資料，由於主機位於區域網路內，所以網路

的連線速度較快，處理容量較大的檔案上也不會有問題。缺點則是即便有

資料的同步的機制，仍然可能出現資料重複、資料不一致等相關的問題，

系統分散於各個國家公園管理處，所以各個國家公園必須負擔系統相關的

維護及管理工作。作業環境則可充分的利用開放原始碼的免費軟體或工

具，可以大大降低建置整個系統的成本。 

如果後端的知識管理建置完成後，前端國家公園網站的資料檢索就可

以做的更為豐富，可以搜尋特定公開可提供民眾查詢的資料而不是單純的

網頁資料搜尋而已，未來甚至可以將知識管理平台跟國家公園網站部分的

管理功能做一結合，知識管理平台可以提供各個國家公園統一的公告、留

言、討論區、檔案下載等共通性的功能支援，減少該部分功能的維護及管

理的負擔。 

知識管理平台只是輔助國家公園相關人員，並不會取代原有國家公園

官方網站的功能，而各個國家公園的網站仍可按不同國家公園的特色或是

想法發展。知識平台的設計就是為了減少管理人員的負擔，利用建立一個

共通的資訊及知識交流機制，來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期能對未來的國

家公園做最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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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鼓勵相關領域學生參與 

本計畫為提供環境教育相關系所學生演練所學的實習機會，擬邀請國內學

子提案參與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活動，透過操作與互動使專業深化，達到培

育種子人才之目的，活動內容包括基礎觀念與實務操作；為此，本計畫辦理企

劃競賽 1 場。 

本企劃競賽以本國大專院校相關系所學生為對象，徵求景觀保育解說企劃

書(包含但不限於調查研究、解說活動、多媒體出版品等提案)，獲選作品大致

可分為以現場工作為主的活動帶領類，以及以設計呈現為主的出版展示類兩大

類，共計獲得 23 份企劃書。接續遴選其中成效可期者 10 份，以具有創新構想、

能夠擴大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層面，且能自籌部分經費者為優先，並以提出

獲選企劃之該組學生為執行人員，由本案經費撥付部分金額供執行之用(例如

活動帶領、出版品製作、光碟燒製、展板輸出、現地調查、拍攝記錄等等)。 

進入優選之 10 件參賽作品為提高其能見度，而於 9 月 20 日中華民國戶外

遊憩學會研討會當天合併辦理成果發表會。此外，為提供國家公園相關人員參

與，於 10 月 2 日之培訓課程辦理頒獎暨成果展演。共計發表展覽 2 天，參與

人數達 200 人次以上，以下即就活動內容及成果逐一說明。 

第一節 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企劃案徵選活動說明 

一、企劃競賽主題 

以國內 7 座國家公園，墾丁、玉山、陽明山、太魯閣、雪霸、金門與東沙

環礁等國家公園之資源為保育解說競賽之主題，企劃內容為以現場工作為主的

活動帶領類，或以設計呈現為主的出版展示類。 

二、企劃競賽活動時間 

1. 企劃案收件時間：即日起至 7 月 10 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2. 成果紀錄繳交：遴選 10 組進行企劃案活動呈現，請於 9 月 10 日前遞送成

果紀錄。(無法進入複審者免繳交) 

3. 成果發表 2 場：於 9 月 20 日、10 月 2 日分別辦理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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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劃競賽參與對象 

國內環境教育、觀光、休閒遊憩、景觀...等相關系所之學生。 

四、企劃競賽活動辦法 

（一）企劃案評選 

委託專業評審(表 6-1)，評選方式及評審標準依創意性 40%、可執行性

40%、主題表達 20%之評分標準針對各組進行評分，總成績為各評審所評之

初審成績，遴選其中成效可期者約 10 份進行後續企劃案呈現。 

表 6-1  專業評審名單 
評審團職稱 姓名 單位 
召集人 林義野 組長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副召集人 李素馨 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評審委員 楊模麟 副組長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評審委員 盧淑妃 簡任視察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評審委員 蕭淑碧 技士 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評審委員 張莉欣 助理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都市計畫與景觀建築系 
評審委員 張瑋如 助理教授 中華大學景觀建築系 
評審委員 袁孝維 教授 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二）企劃書提案方式 

1. 每組應繳交企劃案一式 5 份，企劃案內容以調查研究、解說活動、多媒體

出版品等方式進行提案。 

2. 作品以 A4 規格裝訂，企劃案封面及內頁不得出現系名、組名與參賽者姓

名或任何可以顯示參賽者特徵的符號。 

3. 參賽者姓名、系名、組名請填寫於參賽報名表中，並附於企劃案之前。 

（三）競賽獎項 

初審遴選成效可期之 10 組各發給 5000 元補助企劃案執行操作，進入第

二階段複審後，依排名先後頒發獎金及獎狀如表 6-2 所示。 

表 6-2  一至十名競賽獎勵獎項 
名次 名額 獎勵方式 
第一名 一名 獎勵金新台幣貳萬元整及獎狀乙紙。 
第二名 一名 獎勵金新台幣壹萬貳仟元整及獎狀乙紙。 
第三名 一名 獎勵金新台幣捌仟元整及獎狀乙紙。 

佳作(第 4-10 名) 七名 獎勵金新台幣伍仟元整及獎狀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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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企劃案徵選活動紀錄 

活動執行內容主要包含企劃競賽宣傳、企劃案評選活動紀錄、成果發表等

三項。各項活動說明如下： 

一、企劃競賽宣傳 

包含宣傳海報之印製、張貼、寄送，並應聯繫相關學校機構刊登活動訊息，

實體與網路訊息發送點合計達 63 點。 

（一）發送活動 DM 

製作活動 DM，包含海報及活動說明文件，於 6 月 10 日前完成寄送相關

學校機構張貼活動訊息。包含有環境教育、觀光、休閒遊憩及景觀等相關科

系，共計 50 個系所，以表 6-3 說明。 

表 6-3  宣傳系所一覽表 
環境教育相關科系 
學校名稱 系所名稱 聯絡電話 
地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環境教育研究所 (02)2935-5232 
11677 台北市文山區汀州路四段 88 號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環境教育研究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環境教育研究所 (04)2218-3542 
403 臺中市民生路 140 號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環境教育與資源研究所 (02)23113040#3153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環境教育研究所 (07)7172930#7031 
高雄縣燕巢鄉深中路 62 號(燕巢校區)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 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 03-8227106#1902 
花蓮縣花蓮市華西 123 號格致樓 2 樓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02-27321104 
10674 台北市和平東路 2 段 134 號 
國立臺北護理學院 旅遊健康所 02-28227101 轉 3221 
台北市 112 北投區明德路 365 號 
國立東華大學 環境政策研究所 03-8633322 
花蓮縣 974 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 1 號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886-2-33665821 
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國立宜蘭大學 自然資源學系 (03)9357400 轉 780 
260 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 號 
中國文化大學 土地資源學系 (02)2861-0511 分機 506 
111 臺北市陽明山華岡路 55 號大功館二樓 
真理大學 自然資源應用學系 (06) 570-3100 
台南縣麻豆鎮北勢里北勢寮 70-1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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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管理學院系 資源環境學 (06)255-3695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五段一八八號 M 棟 5 樓 
致遠管理學院 觀光資源與環境學系 886-6-571-8888＃871 
台南縣麻豆鎮南勢里 87 之 1 號 
明新科技大學 環境資源管理系 03-5593142 轉 3281 
30401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 1 號 
大漢技術學院 環境資源管理系 (03)821-0866 
花蓮縣新城鄉大漢村樹人街一號 
環球技術學院 環境資源管理系 05-5370988 
640 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鎮南路 1221 號 
僑光技術學院 環境資源管理學系 04-27016855 轉 2212 
台中市 407 西屯區僑光路 100 號 
觀光相關科系 
銘傳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03)3507001-3202 
桃園縣龜山鄉德明路 5 號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04-26328001 分機 13051 
台中縣沙鹿鎮中棲路 200 號 
世新大學 觀光學系 02-22368225#63372 
台北市木柵路一段 111 號 
文化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02)2861-0511 轉 35705 
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 號大恩館 8 樓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07-3814526-30 
807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 415 號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 06-9264115#3102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 300 號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06-9264115#3102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 300 號 
休閒遊憩相關科系 
銘傳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03)3507001-3202 
桃園縣龜山鄉德明路 5 號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03)3507001-3202 
912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一號 農村規劃系 
國立嘉義大學 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08-7703202#6261 
嘉義市新民路 580 號 
開南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 (05)2717000-2922 
33857 桃園縣蘆竹鄉開南路 1 號 
南台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03)3412500 轉 5022 
71005 台南縣永康市南台街一號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所 886-6-253-3131 
515 彰化縣大村鄉山腳路 112 號 
朝陽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04-8511888 轉 3311 
413 台中縣霧峰鄉吉峰東路 168 號 
明新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04)2332-3000 轉 7451 
30401 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 1 號 
亞洲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03-5593142 轉 3851 
413 臺中縣霧峰鄉柳豐路 500 號 
立德管理學院 休閒與遊憩管理學系 04-23323456 轉 5441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五段一八八號 
國立臺南大學 休閒管理學系 06-2550828 
70005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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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相關科系 
東海大學 景觀學系 04-23590417 
40704 台中市西屯區中港路三段 181 號(台中郵政 5-834 信箱) 
中國文化大學 景觀學系 02-2861-0511#41505 
111 臺北市士林區華岡路 55 號大典館六樓 
中國文化大學 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886)-02-28610511 轉 31105 
11119 中華民國台北市陽明山華岡路 55 號大功館 410 室 
輔仁大學 景觀設計系 (02)29052000 轉 2391 
242 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 510 號 
中華大學 景觀建築學系 03-5374281~5 
300 新竹市香山區五福路二段 707 號 
明道大學 環境規劃暨設計研究所 04-8876660 轉 8600 
52345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 369 號 
國立宜蘭大學 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 (03)9357400 轉 261 
260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一號 
國立宜蘭大學 園藝學系 (03)935-7400 
260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一號 
台灣大學 園藝學系  (02)33664869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國立嘉義大學 景觀學系 05-2717633 
60004 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國立嘉義大學 園藝學系 05-2717420 
60004 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南華大學 建築與景觀學系 05-2721001 轉 2221 
622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中坑 32 號 
中州技術學院 景觀設計系 04-8311498 
510 彰化縣員林鎮山腳路三段 2 巷 6 號 

（二）網路宣傳 

6 月 10 前聯繫相關機構於其網站刊登活動訊息，已聯繫之相關單位網站

以表 6-4 說明。 

表 6-4  相關宣傳網址 
學會名稱 網址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http://www.recreation.org.tw/ 
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http://www.cnps.org.tw/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 http://www.bird.org.tw/ 
中華民國魚類學會 http://www.twichthyology.org/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 http://www.landscape.org.tw/resources.html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http://cienve.ev.ncu.edu.tw/ 
中華植物保護學會 http://www.pps.org.tw/ 
台灣生態學會 http://ecology.org.tw/ 
台灣休閒與遊憩學會 http://www.leisure.org.tw/ 
台灣地理資訊學會 http://www.tgis.org.tw/main.php 
台灣蝴蝶保育協會 http://www.butterfly.org.tw/home.php 
台灣攝影學會 http://www.twphoto.org.tw/ 
自然與生態攝影學會 http://www.csnp.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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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劃案評選活動紀錄 

（一）第一階段企劃案徵選 

第一階段企劃案徵選於 7 月 10 日止，共收 23 件企劃案，其中刪除重複

遞送作品 1 件(編號 18)，最終總計 22 件參賽。參賽者涵蓋國內 8 所大專院校，

包含休閒、生態旅遊、觀光、景觀、園藝、建築及都市設計等相關領域，分

別為大葉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中州技術學院景觀設計系、中興大學園藝

學系研究所、台南大學生態旅遊所、台灣大學園藝系研究所、國立虎尾科技

大學休閒遊憩系、朝陽科技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研究所、靜宜大學觀光事業

學系研究所等科系(按筆劃排序)。 

企劃競賽參賽作品之企劃背景以台灣 6個國家公園為主(海洋國家公園除

外)，企劃案簡述如表 6-5，以下就企劃案使用之國家公園素材進行說明： 

1. 單一動、植物之物種保育宣導： 

利用單一動、植物為素材進行保育解說企劃者有 5 件，使用之物種主題

為長鬃山羊、馬告、螢光蕈、水鹿、珊瑚礁等。 

2. 鳥類保育宣導： 

以鳥類資源為素材進行保育解說企劃者有 2 件，皆以賞鳥為主題規劃解

說行程。 

3. 地質保育宣導： 

以地質資源為素材進行保育解說企劃者有 1 件，其利用陽明山特殊地質

－小油坑地區為企劃主題。 

4. 文化資源宣導： 

以地區特殊之文化資源為素材進行保育解說企劃者有 2 件，分別利用金

門特有之風獅爺民俗文物及歷史性濃厚之傳統古厝建築。 

5. 生態影像： 

以國家公園內之生態影像進行保育解說企劃者有 1 件。 

6. 綜合性： 

非以單一物種，而就國家公園內數種動物、植物、步道...等資源為素材

進行保育解說企劃者有 1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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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企劃案簡介 
作品

標號 企劃名稱 企劃背景 企劃主題 解說手法 

01 雪霸之美－台灣長鬃山羊推廣企劃
雪霸 
國家公園

長鬃山羊保

育觀念宣導

宣傳文宣(手冊、海報)、大

眾媒體(新聞網路)、遊程設

計 

02 記憶的神話－太魯閣國家寶藏 太魯閣 
國家公園

太魯閣保育

觀念推廣 創意性互動導覽手冊 

03 【Close 風獅爺玩金門國家公園】 金門 
國家公園

風獅爺宣傳

及行銷 
宣傳短片、商品設計、套裝

行程、觀光護照 

04 玉山國家公園之塔塔加生態旅 玉山 
國家公園

玉山保育觀

念推廣 親子遊戲設計 

05 
陽明山國家公園－鳥類保育之「尋

鷺記」 
陽明山 
國家公園

鳥類保育 賞鳥遊戲及解說 DM 設計 

06 
玉山國家公園－夢迴塔塔加 漫步

在雲端 
玉山 
國家公園

玉山保育觀

念推廣 塔塔加解說手冊設計 

07 
金門國家公園古厝建築解說活動企

劃案 
金門 
國家公園

古厝建築 古厝建築解說遊程設計 

08 墾丁國家公園【“救”“哀”墾丁!!】 墾丁 
國家公園

墾丁保育觀

念推廣 解說媒介設計 

09 

雪霸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企劃案

－從建構傳統生態智慧民俗動植物

名錄與綱要，發展環境教育主題活

動：以馬告(山胡椒)為例 

雪霸 
國家公園

民族植物推

廣－馬告 遊程設計 

10 認識雪霸 雪霸國家

公園 
雪霸保育觀

念推廣 靜態展覽活動設計 

11 
墾丁國家公園螢光蕈解說活動企劃

書 
墾丁 
國家公園

螢光蕈保育 螢光蕈解說活動/遊戲設計 

12 玉山國家公園杉嵐之巔大冒險 玉山 
國家公園

玉山保育觀

念推廣 登山冒險解說行程設計 

13 陽明山國家公園探索趣味營 陽明山 
國家公園

陽明山保育

觀念推廣 解說活動及遊戲設計 

14 墾丁國家公園 BLUE 三部曲 墾丁 
國家公園

墾丁保育觀

念推廣 

資源保育宣導活動設計－

解說媒介、攝影活動、環保

防晒油推廣 

15 墾丁國家公園珊瑚礁解說企劃案 墾丁 
國家公園

珊瑚礁保育
整年度珊瑚礁探索活動設

計－戶外、室內解說設計 

16 
雪霸國家公園 雪之饗宴－雪見生

態體驗營 
雪霸 
國家公園

雪霸保育觀

念推廣 生態體驗遊程設計 

17 
低空生態影像對國家公園環境解說

成效之影響與推廣 不分區 生態影像 研究案 

19 
窺探玉山國家公園－人與鹿的神話

之生態旅遊 
玉山 
國家公園

玉山、水鹿
解說活動遊程設計、玩具設

計、彩繪電線杆 

20 
陽明山小油坑地區地質探討企劃書

－探索小油坑 
陽明山 
國家公園

小油坑地區

地質保育 親子活動設計、折頁設計 

21 金門國家公園飛羽尋蹤浯洲遊 金門 
國家公園

鳥類保育 賞鳥遊程設計、解說折頁設

計 

22 陽明山國家公園來去 say 草山 陽明山 
國家公園

陽明山保育

觀念推廣 遊程設計 

23 雪霸國家公園 勇闖雪霸關 雪霸 
國家公園

雪霸保育觀

念推廣 解說遊憩關卡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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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企劃競賽徵求景觀保育解說企劃書雖不限於調查研究、解說活動、

多媒體出版品等提案，但獲選作品仍以現場工作為主的遊程設計及活動帶領

類為主，共 11 件占全數作品總數之一半；其次為設計呈現為主的解說出版品

類，共 5 件；再者為綜合類型，其企劃案涵蓋活動帶領類、解說出版品及宣

傳行銷，共 4 件；而基礎研究類型則較為少數，共 2 件，分別為「低空生態

影像對國家公園環境解說成效之影響與推廣」與「從建構傳統生態智慧民俗

動植物名錄與綱要，發展環境教育主題活動：以馬告(山胡椒)為例」。下表 6-6
說明 22 件參賽作品之企劃背景、企劃類型。 

表 6-6  參賽作品之企劃背景、企劃類型分析 
企劃背景 

企劃類型 
墾丁 

國家公園

陽明山 
國家公園 

玉山 
國家公園

太魯閣 
國家公園

雪霸 
國家公園

金門 
國家公園 

不分區 合

計 
遊程設計  1 1  1 2  5 
活動帶領 1 3 1  1   6 
解說出版品 1  1 1 1 1  5 
綜合型 2  1  1   4 
基礎研究     1  1 2 

合計 4 4 4 1 5 3 1 22 

（二）第一階段企劃案評選 

1. 會議名稱：「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企劃案徵選」審查會議 

2. 會議時間：97 年 7 月 24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 20 分 

3. 會議地點：內政部營建署 1 樓 105 會議室 

4. 會議主持人：李副召集人素馨 

5. 出(列)席人員：李副召集人素馨、盧委員淑妃、林科長玲(代)、袁委員孝

維、張委員莉欣、張委員瑋如(審查會議評審委員會委員共計 7 人，本次

會議出席委員共 6 人)、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

會工作人員。 

6. 評選作業說明 

（1）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針對「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企劃案徵選」活

動徵選過程、宣傳方式、企劃案總收件數...等進行說明。第一階段企

劃案評選於 7 月 10 日止共收 22 件作品，參選作品如表 6-7 所示。 

表 6-7  參選作品編號及名稱一覽表 

作品標號 作品名稱 

01 雪霸之美－台灣長鬃山羊推廣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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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標號 作品名稱 

02 記憶的神話－太魯閣國家寶藏 
03 【Close 風獅爺玩金門國家公園】 
04 玉山國家公園之塔塔加生態旅 
05 陽明山國家公園－鳥類保育之「尋鷺記」 
06 玉山國家公園－夢迴塔塔加 漫步在雲端 
07 金門國家公園古厝建築解說活動企劃案 
08 墾丁國家公園【“救”“哀”墾丁!!】 
09 雪霸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企劃案 
10 認識雪霸 
11 墾丁國家公園螢光蕈解說活動企劃書 
12 玉山國家公園杉嵐之巔大冒險 
13 陽明山國家公園探索趣味營 
14 墾丁國家公園 BLUE 三部曲 
15 墾丁國家公園珊瑚礁解說企劃案 
16 雪霸國家公園 雪之饗宴－雪見生態體驗營 
17 低空生態影像對國家公園環境解說成效之影響與推廣 
19 窺探玉山國家公園－人與鹿的神話之生態旅遊 
20 陽明山國家公園小油坑地區地質探討企劃書－探索小油坑 
21 金門國家公園飛羽尋蹤浯洲遊 
22 陽明山國家公園來去 say 草山 
23 雪霸國家公園勇闖雪霸關 

註：編號 18 之作品為參賽者為求作品完善而重複遞送兩件，故於評審會議前移除早期繳交之企劃

案。 

（2）經由評審委員討論後，各國家公園平均選取 1∼2 件企劃案。 

（3）評審標準依創意性、可執行性、主題表達對各組進行評選。 

（4）遴選其中成效可期者約 10 份進行後續企劃案呈現。 

（5）評選結果：本次評選成績為初審成績，共計 10 組作品入選，分別為作

品編號 01、02、03、04、05、11、15、20、21、23 等，入選作品名稱

詳見表 6-8。 

表 6-8  入選作品一覽表 
編號 作品名稱 姓名 學校/系所 
01 雪霸之美 台灣長鬃山羊推廣企劃 黃鉅友 中州技術學院 

景觀設計系 
02 記憶的神話－太魯閣國家寶藏 劉志謙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 
03 【Close 風獅爺玩金門國家公園】 鄭宇展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研究所 
04 玉山國家公園之塔塔加生態旅 張立亭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05 陽明山國家公園－鳥類保育之「尋鷺記」 黃育瑜 中州技術學院 

景觀設計系 
11 墾丁國家公園 螢光蕈解說活動企劃書 蘇詩容 中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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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品名稱 姓名 學校/系所 
園藝學系研究所 

15 墾丁國家公園 珊瑚礁解說企劃案 林永哲 中興大學 
園藝學系研究所 

20 陽明山國家公園 小油坑地區地質探討企

劃書－探索小油坑 
林宛儒 中州技術學院 

景觀設計系 
21 金門國家公園 飛語尋蹤浯洲遊 洪志騰 台南大學 

生態旅遊所 
23 雪霸國家公園 勇闖雪霸關 邱尚美 朝陽科技大學 

建築及都市設計研究所 

（6）會議結論：評審會議決議第二階段評選除繳交成果紀錄外，另準備 5
∼10 分鐘簡報。評審結果於網站公佈入選作品名單，同時發送公文通

知入選作者或團隊進行後續企劃案呈現。 

（三）成果紀錄評選 

初審獲選之 10 組企劃書，本計畫寄發新台幣伍仟元之郵政匯票，補助其

企劃案執行操作，完成後於 8 月 30 日繳交執行成果紀錄進行複審，複審成績

作為頒發獎金及獎狀之依據。第二階段審查會議於 9 月 9 日召開，評審會議

說明如下： 

1. 會議名稱：「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企劃案徵選」第二階段審查會議 

2. 會議時間：97 年 9 月 9 日(星期二)下午 1 點 30 分 

3. 會議地點：內政部營建署 B1 第一會議室 

4. 會議主持人：林召集人義野 

5. 出(列)席人員：林義野組長、李素馨教授、盧淑妃簡任視察、蕭淑碧技士、

張瑋如助理教授(審查會議評審委員會委員共計 8 人，本次會議出席委員

共 5 人)、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工作人員。 

6. 評選作業說明 

（1）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針對「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企劃案徵選」活

動徵選過程、入選作品報告流程等進行說明。 

（2）林召集人義野說明評選方式，評分單為彌封代號不記名為主，解說時

間以 10 分鐘為限，評審標準主要以創意性、內容完整性、可行性為此

次的評選標準。 

（3）評選結果：統計成績後，公佈成績，第一名獎勵金兩萬元整，第二名

一萬兩千元整，第三名八千元整，第四至十名皆為五千元整。評審結

果詳見表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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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  評審結果一覽表 
名次 作品名稱 姓名 學校/系所 

第一名 墾丁國家公園 珊瑚礁解說企劃案 林永哲 中興大學 
園藝學系研究所 

第二名 雪霸國家公園 勇闖雪霸關 邱尚美 朝陽科技大學 
建築及都市設計研究所 

第三名 墾丁國家公園 螢光蕈解說活動企劃

書 
蘇詩容 中興大學 

園藝學系研究所 

第四名 陽明山國家公園 小油坑地區地質探

討企劃書－探索小油坑 
林宛儒 中州技術學院 

景觀設計系 

第五名 陽明山國家公園－鳥類保育之「尋鷺

記」 
黃育瑜 中州技術學院 

景觀設計系 

第五名 玉山國家公園之塔塔加生態旅 張立亭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第七名 記憶的神話－太魯閣國家寶藏 劉志謙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 

第八名 【Close 風獅爺玩金門國家公園】 鄭宇展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研究所 

第九名 金門國家公園 飛語尋蹤浯洲遊 洪志騰 台南大學 
生態旅遊所 

第十名 雪霸之美 台灣長鬃山羊推廣企劃 黃鉅友 中州技術學院 
景觀設計系 

（4）會議結論：評審結果於網站公佈入選作品名單，同時發送公文通知入

選作者或團隊 97 年 9 月 20 日將於世新大學辦理成果發表會一場，頒

獎及成果展演將於 97 年 10 月 2 日台灣大學應力館舉行。 

三、成果發表 

（一）成果發表會 

本次成果發表會主要以靜態海報及動畫展示入選學生之企劃案，為提高

本次活動之能見度，而與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舉辦之研討會一同舉行，並

於活動前公開宣傳於學會網站上，以及發邀請函至各國家公園管理處進行宣

傳，以下就當天活動進行說明。 

1. 活動時間：9 月 20 日(星期六)上午 8 點 30 分∼下午 5 點 30 分 

2. 活動地點：世新大學管理學院大樓大廳 

3. 與會專家：發送邀請函 20 份邀請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與會，當天蒞臨指

導者有東海大學 侯錦雄教授、臺灣師範大學 李素馨教授、中興大學園

藝系 歐聖榮教授、台中教育大學 吳忠宏教授、靜宜大學 楊明青副教

授、虎尾科技大學 顏宏旭助理教授等，共 6 位。 

4. 與會人士：26 所大專院校師生、旅行社、救國團、工程顧問公司、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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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國家公園、觀光局...及其他社會人士，共計 107 位簽到。 

5. 活動紀實 

  

簽到處概況。 入選作品說明。 

 
入選作品影片之放映，引起與會者熱烈

討論。 
入選作品說明。 

 
活動現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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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頒獎及成果展演 

國家公園保育解說企劃案徵選活動之頒獎及成果展演配合國家公園景觀

保育解說培訓課程於 10 月 2 日進行，本活動亦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相關

科系學生及國家公園相關機構人員與會，藉此跟國家公園解說活動參與之相

關人員有一互動交流的機會。 

首先進行國家公園保育解說企劃案徵選活動之頒獎儀式，會中邀請陽明

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詹德樞副處長頒發獎金及獎狀，依據第二階段評審結果頒

發入選前十名之獎項。 

接續邀請入選前十名之優勝者進行 10 至 15 分鐘之成果展演，由於入選

作品各有特色，因而為本次活動帶來生動有趣的活動設計體驗，會中企劃案

設計者邀請現場在座的學員一起活動，展現出學生的無限創意及活力。以下

就頒獎及成果展演活動進行說明： 

1. 活動時間：97 年 10 月 2 日(星期四)上午 10 點 30 分∼12 點 20 分 

2. 活動地點：臺灣大學應力館 

3. 與會專家：本場次邀請之專家學者有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詹德樞副處

長、中興大學園藝系 歐聖榮教授、台中教育大學 吳忠宏教授等，共 3
位。 

4. 與會人士：包含各國家公園志工、各賞鳥協會、國際保育人士、相關科系

學生與教師、旅行社人員之外，亦有各界人員，參與人數逾 100 位。 

5. 活動紀實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詹德樞副處長頒發本次競賽獎金及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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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 風獅爺玩金門國家公園活動說

明。 
玉山國家公園之塔塔加生態旅活動設

計演出。 

 
墾丁國家公園珊瑚礁解說企劃案作者帶領與會者進行體操活動。 

 
雪霸國家公園勇闖雪霸關作者進行活

動設計演示。 
記憶的神話－太魯閣國家寶藏企劃案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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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活動效益與後續辦理建議 

一、活動效益探討 

本次辦理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企劃案徵選之成果，可透過學生競賽活

動的廣大宣傳，以及各界人士踴躍參與成果發表了解，本活動不僅使各界了

解國家公園之自然、景觀資源豐富，更有效傳達國家公園推動環境保育之理

念，以下列出本次活動之效益： 

1. 提供相關系所學生演練環境保育解說相關課程所學的實習機會，復透過操

作與互動使專業深化，進而達到本計畫培育種子人才的目的。 

2. 增進保育知識與解說活動之結合，並利用學生創意思考，使保育知識知識

趣味化。 

3. 推廣國家公園特殊環境資源，如螢光蕈、長鬃山羊...等，達到環境教育之

目的。 

4. 透過企劃競賽成果發表傳達國家公園保育理念，除增進民眾環境認知與認

同感，體認環境保育之重要性外，亦可增進社會、學界與國家公園之交

流。 

二、後續活動辦理建議 

本計畫經由本次辦理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企劃案徵選之經驗，提出下

列數種方式以供後續辦理相關活動之參考： 

1. 利用學生創意將研究數據資料轉化呈現活潑的解說形式，為解說方式帶來

新的思考方向。 

2. 指定學生製作創意圖文，或設計清晰易懂的符號。 

3. 撰寫關於特殊議題之散文，如生物多樣性及全球暖化，或發表有關個人保

育自然作法之短文。 

4. 與大專校院之相關系所合作，如大傳系、新聞系、景觀設計系、美術系...
等，結合其學生設計課、畢業展，補助製作費用，進行參賽評選。 

5. 與當地合作學校，建立夥伴關係，鼓勵學生參與保育研究，提供經費補助，

創造互助互惠之雙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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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鼓勵學生參與國家公園保育解說，除基礎研究及解說教育企劃類型外，亦

可推動經營管理類之創意競賽，如自然環境之無障礙步道設置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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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為達保育、解說相關人員之知識之交流與互動，進而提供諮詢、輔

導與培訓，激盪新的創意與構想，並從而協助相關人員建立核心價值。為此，

完成國外案例及相關文獻探討、現地輔導、小型座談、培訓課程、學生競賽等

工作，並與國家公園同仁一同研擬執行策略，建構出可供相關單位參考之國家

公園景觀保育解說輔導機制(詳見圖 7-1)，使未來執行保育工作與解說活動時能

有明確的推動方向，更在保護環境後續推動之方向仍能朝向符合核心價值之目

標。以下針對本計畫各項工作內容之結論與建議進行說明： 

第一節 成果保存標準格式制訂 

一、訂定統一性標準格式 

無論是研究成果、出版品、活動成果、監測記錄或志願服務，於工作執

行前、中、後期，都有可能產生具保存價值之資料，需逐一儲存於成果保存

資料庫，其所屬之資料夾內，以供後續之使用及傳承，避免資料遺失缺漏。

且隨計畫進行儲存檔案，可藉由工作流程回顧各時期應完成之資料，有助於

承辦單位瞭解執行期間應完成之工作成果。有系統的歸納收存研究成果，訂

定一套統一且詳盡的分類系統，並統合於資料庫內，必能方便檢索使用，使

經驗得以分享，提升、延續成果的後續利用價值。 

(一)研究成果 

主要工作包含計畫執行前之招標內容，以及計畫完成後之成果報告繳交。 

1. 計畫執行前期：包含企劃案提出、上網招標至廠商評選通過，需儲存之檔

案有招標公告、投標須知、契約書及決標公告，皆儲存於「招標文件」

資料夾內，提案簡報則儲存於「簡報檔」資料夾內。 

2. 計畫完成：於計畫成果繳交時，將報告書全文以 GRB 計畫編號命名（無

計畫編號，可以「年度_計畫名稱」代替），儲存 pdf 檔（為可攜式編輯之

文件檔）至「報告書全文」資料夾內，為方便引用故將中英文摘要、研

究結果另存於該資料夾內，為方便後續研究之參考，故將研究方法、工

具、範圍、對象等，個別儲存檔案，放置於所屬資料夾內，收歸於「材

料」資料夾中。為避免本格式制訂之缺漏，故可將相關資料收存於「其

他相關資料」資料夾內，不限制檔案名稱、內容及儲存格式，保留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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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 

(二)出版品 

主要工作為出版品編輯前之招標內容，以及出版品完成後之成果繳交。 

1. 出版品編輯前期：若為 10 萬以上採購案，則包含企劃案提出、上網招標

至廠商評選通過，需儲存之檔案有招標公告、投標須知、契約書及決標

公告，皆儲存於「招標文件」資料夾內，若為小額採購則免。 

2. 出版品完成：於出版品繳交時，將內容依內文、版權頁、封底、封面、書

名頁等命名，儲存 pdf 檔（為可攜式編輯之文件檔）至「完成稿」資料夾

內，為方便引用故將中英文文字稿、所使用之圖片另存於資料夾內，為

方便後續再版印製，將製版檔按內容編排順序，個別儲存於「材料」資

料夾內，放置於所屬資料夾中。為方便尋找發行單位、編輯人員及作者

之聯絡方式，故將聯絡資訊以 excel 檔儲存於「聯絡事宜」資料夾內。為

避免本格式制訂之缺漏，故可將相關資料收存於「其他相關資料」資料

夾內，不限制檔案名稱、內容及儲存格式，保留存檔彈性。 

(三)活動成果 

主要工作包含活動執行前之招標內容與活動結束後之成果報告繳交。 

1. 活動執行前期：包含企劃案提出、上網招標至廠商評選通過，需儲存之檔

案有招標公告、投標須知、契約書及決標公告，皆儲存於「招標文件」

資料夾內，提案簡報則儲存於「簡報檔」資料夾，並將活動流程與企劃

書儲存於「活動企劃」資料夾 

2. 活動結束：於活動成果繳交時，將活動文宣之完成檔與製作檔、發佈之媒

體文字稿、活動網站等，個別儲存，放置於「活動文宣」資料夾內。因

文宣製作可能使用之軟體有許多，故給予存檔格式之建議。另外，活動

及文宣內所使用到之圖片、照片、影音及多媒體檔，也需儲存保留。並

需將成果報告書、經費收支、檢討結果與活動照片保存於「成果報告」

資料夾內。為方便尋找承辦單位、人員及受委託單位之聯絡方式，故將

聯絡資訊以 excel 檔儲存於「聯絡事宜」資料夾內。為避免本格式制訂之

缺漏，故可將相關資料收存於「其他相關資料」資料夾內，不限制檔案

名稱、內容及儲存格式，保留存檔彈性。 

(四)監測記錄 

主要為監測工作結束後之報告成果繳交。於監測工作完成後，將完整之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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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調查報告、調查數據及依據調查結果所製作之統計圖表，以及調查時之現況

照片、路線圖等，儲存於「監測調查報告」內。為方便後續相關研究之引用，

故將工具、方法個別於檔案內描述，儲存於「調查方法」資料夾內，將監測對

象、該次調查範圍及各取樣地點也分別描述，儲存於「調查範圍」資料夾內。 

(五)志願服務 

分為志工服勤、聯誼活動及志工徵選三部分。 

1. 志工服勤結束：需繳交服勤報告，為可攜式編輯之 pdf 檔，以服勤日期為

檔案名稱，儲存於「志工服勤報告」資料夾。 

2. 聯誼活動結束：繳交活動記錄，為可攜式編輯之 pdf 檔，以活動日期為子

資料夾名稱，儲存於「志工聯誼活動」資料夾。 

3. 志工徵選：將徵選辦法及管理辦法以 pdf 檔格式，儲存於「徵選及管理辦

法」資料夾。 

二、後續執行建議 

本手冊係以保育研究和解說教育為對象，其他業務並未包含在內，建議

未來可推及企劃經理、環境維護、遊憩管理等方面的業務。部分作業已有既

定格式，或是管理處內部有各自的既定格式，建議可收集彙整後，將既定格

式提供參考或直接下載應用，方便管理處人員於業務承辦時使用。 
 
 

成果保存之內容除供作各項保育研究計畫、解說出版計畫等委託執行之辦

理依據，亦可作為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工作流程擬定之參考。手冊現階段提供保

存格式及使用軟體之建議，給予統一的檔案與資料夾名稱，藉由「成果保存標

準化手冊」之製作，達到資料保存之效，以減少業務交接過程中可能發生的遺

漏或誤解，確保各項成果與經驗之完整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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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景觀保育解說諮詢顧問服務與交流機制執行 

「景觀保育解說諮詢顧問服務與交流機制」可有效確定各國家公園保育

工作與解說活動未來發展走向，並能將適時適地及符合國際趨勢的保育與解

說觀念傳達到各管理處與相關工作人員。為此，本計畫研擬之交流機制包含

現地勘查與輔導兩次、舉辦兩次小型座談會，以及辦理兩次培訓課程三個主

要部份，這六次的服務與交流機制之執行步驟分別為第一次現地訪談與輔

導、第一次小型座談會、第二次現地訪談與輔導、第一與第二次培訓課程，

以及第二次小型座談會、檢討內容依次說明如下，執行檢討說明詳見表 7-6。 

表 7-1  景觀保育解說諮詢顧問服務與交流機制執行檢討說明表 
執行步驟 執行成果 檢討內容 執行建議 

第一次現地

訪談與輔導 
評估特定保育或解說活動之

執行成效。 
單一的活動評估無法掌

握各國家公園整體保育

與解說活動之執行成效。

修正特定保育與解說活動評

估方式，改以近十年趨勢分析

內容作為與各管理處訪談之

議題。 
第一次小型

座談會 
提升工作人員的專業素養，

讓主管機關與管理處能有相

同的共識。 

若能預先與管理處窗口

聯繫溝通，在座談會中輔

導團訴求之理念與實際

的執行將會更加契合。 

加強雙方的交流與聯繫，確認

執行面向的課題。 

第二次現地

訪談與輔導 
確認各國家公園未來發展之

趨勢 
處裡所提供的近十年資

料與記錄並無法完整地

呈現各階段執行上的細

節。 

建議各處之計畫應以建立好

之格式建構成果資料庫，以利

後續查詢與應用。 

第一與第二

次培訓課程 
引導參與者從做中學習，建

立其領導團隊、解說互動的

技巧。 

學員背景不盡相同，培訓

上的落差。 
針對參與學員的背景安排最

適化行程，而活動流程之時間

應確切掌控。 
第二次小型

座談會 
建構完整的景觀保育解說諮

詢顧問服務與交流機制、知

識平台與保存格式。 

環境的保護應該不僅有

國家公園的範疇，其他單

位也應當共同參與。 

建議以跨部會的方式落實輔

導機制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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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景觀保育解說諮詢顧問服務與交流機制執行檢討說明圖 

 
 

「景觀保育解說諮詢顧問服務與交流機制」可有效確定各國家公園保育工

作與解說活動未來發展走向，並能將適時適地及符合國際趨勢的保育與解說觀

念傳達到各管理處與相關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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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家公園保育解說知識平台 

一、結論 

為提昇研究計畫資料以及知識的交流及分享，本計畫架設完成國家公園

保育解說知識平台，主要工作項目及內容包括： 

1. 架設網站 

2. 建立使用者介面 

3. 建立研究計畫、監測紀錄及其他知識上傳、下載及查詢系統 

4. 建立保育解說成果圖文保存及查詢系統 

5. 建立各管理處網站全文檢索系統 

6. 建立討論區 

7. 建立留言板 

8. 建立後端管理系統 

而平台主要功能則提供知識查詢系統、圖文管理系統、活動資訊/成果以

供各管理處保育解說研究計畫執行人員管理維護各項資料保存及交流之用，

並建立登入系統、討論區以及留言版，作為後端系統管理之用，可供保存之

資料項目詳表 7-7。此外，更串聯各國家公園管理處之網頁，建立全文檢索系

統，藉以同時搜尋各處之共同知識、資訊。 

表 7-2  知識查詢系統及圖文管理系統項目表 
系統 項目 可紀錄/上傳/下載/搜尋項目 

委託研究計畫 計畫編號、計畫名稱、辦理單位、受委託/合作機

構、計畫主持人、計畫年度、研究期程、研究經

費、研究方式、研究報告摘要、關鍵字、照片、

研究成果分類 
監測紀錄 標題、內容、內容摘要說明、相關檔案上傳、照

片、分類 

知識查詢系統 

其他知識 標題、關鍵字、內容說明、相關檔案上傳、照片、

分類 
圖文管理系統 成果保存資料庫 主分類項目為研究成果、出版品、活動成果、監

測記錄或志願服務等五大類，次分類項目詳本計

畫所擬定之「成果保存標準格式」之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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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續執行建議 

目前各國家公園網站的系統各自獨立，而在不大幅更新目前系統，各國

家公園網站可建立一個 WebService 的查詢方式，提供外部程式進行搜尋的工

作透過標準的查詢機制，可以方便不同的國家公園搜尋彼此的資料，不管在

搜尋方式或是搜尋結果均可以有統一的作法及呈現。PDA 版本所具有之特點

包括： 

1. 簡易資料查詢 

2. 監測紀錄回傳 

3. 地理位置標定 

跨國家公園的資料查詢及取用機制，最主要的差異是所有資料都儲存

在，各別的國家公園主機，資料是分散存放的，集合不同單位的資料庫透過

網路的連結形成一個虛擬的大資料庫。 

不同的國家公園需要取用其他國家公園的資料，可以透過定義好的查詢

介面或是模擬檔案夾的方式進行作業，等到真正需要使用檔案時，才由其他

的國家公園主機下載取得，這樣可以減少網路頻寬的使用。如果後端的知識

管理建置完成後，前端國家公園網站的資料檢索就可以做的更為豐富，可以

搜尋特定公開可提供民眾查詢的資料而不是單純的網頁資料搜尋而已，未來

甚至可以將知識管理平台跟國家公園網站部分的管理功能做一結合知識管理

平台可以提供各個國家公園統一的公告、留言、討論區、檔案下載等共通性

的功能支援，減少該部分功能的維護及管理的負擔。 

知識平台的設計就是為了減少管理人員的負擔，利用建立一個共通的資

訊及知識交流機制，來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期能對未來的國家公園做最

大的發展。 
 
 

不同於現行網站只收集保育研究類型資料，「國家公園保育解說知識平台」

為提昇研究計畫資料以及知識的交流及分享，建制可同時彙整及保存各管理處

之解說、志工服務、講座、演討會...等各項活動之資料庫，資料完整性除便於

全面檢索國家公園之各項資料，亦可提供管理處間活動企畫執行經驗交流、學

習，及一般民眾即時資訊交流與保育知識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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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鼓勵相關領域學生參與 

一、結論 

為鼓勵相關領域學生投入國家公園保育解說行列，本計畫辦理國家公園

景觀保育解說企劃案徵選，主要執行內容包括： 

1. 企劃競賽宣傳：包含海報印製、寄送，並聯繫相關學校機構張貼活動訊息，

計 50 個大專院校系所。此外，網路聯繫相關單位網站刊登活動訊息，計

13 個單位。 

2. 徵求景觀保育解說企劃書：企劃案徵選總計 22 件參賽，參賽者涵蓋國內

8 所大專院校。 

3. 企劃案評選會議：本計畫委託 8 位專家評審，進行 2 場評審會議。第一階

段，遴選其中成效可期者約 10 份進行後續企劃案呈現。初審獲選之 10
組企劃書，本計畫寄發新台幣伍仟元之郵政匯票，補助其企劃案執行操

作，完成後進行複審，複審成績作為頒發獎金及獎狀之依據。 

4. 成果發表：分別於世新大學及台灣大學辦理「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企劃

案徵選成果發表會」及「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企劃案徵選頒獎暨成果

展演」各 1 場，兩場次各邀請 6 位及 3 位專家學者與位，參與人數達 200
人次以上。 

5. 學生企劃競賽執行成果：初審獲選之 10 組企劃書，進行後續執行操作，

相關執行成果紀錄原訂併於本計畫成果報告書繳交，但由於每組企劃案

類型不同，無法一一以文字呈現(如：現場活動帶領以錄影檔紀錄)，因此

執行成果紀錄全數以檔案格式收入光碟呈現。 
 

二、後續執行建議 

本計畫建立之景觀保育解說諮詢顧問與交流機制，經兩次現地勘查輔導

後，發現許多國家公園管理處均反應保育研究資料之難以轉化解說教育素

材，常由於研究資料呈現艱深晦澀的文字及內容，難以成為有趣的解說資材，

因此學生創意競賽實有辦理之需要。以下提出幾點建議，以供後續辦理相關

活動之參考： 

1. 擴大學生創意競賽類型，不限於調查研究、解說活動、多媒體出版品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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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可加入經營管理類、創意圖文、符號、散文、短文等多元化型式呈

現。 

2. 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分別辦理，或指定特定保育研究案辦理成果資料轉化，

使之適於該國家公園資源特色，落實保育工作結合解說教育之效。 

3. 與相關系所或當地合作學校合作，建立夥伴關係，提供經費補助，鼓勵學

生參與保育研究及解說活動，培育種子人才。 
 
 

「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說企劃案徵選」復透過培育種子人才之目的，進而

結合保育知識與解說活動，使之多元化、趣味化，有效傳達國家公園保育理念，

並為國家公園注入無限創意及活力，增進社會、學界與國家公園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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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第一階段問卷 

受訪者，您好： 

國家公園推動保育研究與解說教育工作，累積多年研究成果與教育素材，為了能將這些辛苦資料完整保存，故 內政部營建署委託本學會針對國家

公園保育研究成果與解說教育素材之保存方式分別制訂統一性標準格式，未來更將訂定各類標準化文件，並結合知識平台之架設，提供簡易便捷的資

料登錄與查詢管道，俾減少業務交接過程中可能發生的遺漏或誤解，確保各項成果與經驗之完整傳承。 

此問卷針對保育研究成果與解說教育素材進行分類，各分類下為知識平台未來建構登錄項目之建議，灰色圖塊為統一性標準格式之初步規劃，請

將需要登錄之項目進行勾選「ˇ」，若有缺漏煩請於空白處填寫，謝謝。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敬上 

聯 絡 人：宋冠潔 

聯絡電話：(04)2263-7856 

      



 

研究保育 包含國家公園區域內自然環境、生態資源、文化史蹟之調查研究、保育措施及區內林業經營管理計畫審核與策劃工作等 

問  項 選  項 

□分類名 □拉丁分類
名 

□種名 □其他品種
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命名者 □在國家公
園 內 之
分布 

□在台灣全
島 之 分
布 

□相關文獻 □型態 □生態 □繁殖  □
鳥
類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學名 
□英名 
□俗名 

□台灣特有
種、台灣
特有亞
種 

□僅產於國
家公園 

□文字描述

□Ⅰ、Ⅱ、
Ⅲ 

□瀕臨絕種
野生動
物、珍貴
稀有野
生動
物、其他
應予保
育野生
動物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作者 
□年代 
□書名 
□出版者 
□頁碼 
□______ 

□科特徵 
□成鳥外型

描述 
□成鳥羽色

描述 
□飛行辨識
□行為辨識
□相似種辨

識 
□喙長 
□全頭長 
□跗蹠長 
□全長 
□尾長 
□體重 
□______ 
 

□出現時間
□族群狀況
□分布狀況
□定居性 
□覓食場所
□覓食方法
□食性 
□主要食物
□活動習性
□棲地類型
□微棲地類

型 
□分布下限

及上限 
□______ 

□繁殖期、
合作繁
殖 

□文字描述 
□______ 

 

□動物鳴叫 □圖鑑 □動物影片 □錄音檔製
作格式 

□錄音檔上
傳格式 

□圖檔製作
格式 

□圖檔上傳
格式 

□影片檔製
作格式 

□影片檔上
傳格式 

     

□
動
物
名
錄 

 

□錄音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______ 

□拍攝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______ 

□拍攝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______ 

□*.mp3 
□*.mav 
□*.mid 
□聲音檔品

質 
□______ 
 
 
 
 
 
 
 
 
 
 
 
 

□*.mp3 
□*.mav 
□*.mid 
□______ 

□*.jpg 
□*.tif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jpg 
□*.tif 
□*.pdf 
□______ 

□*.avi 
□*.wmv 
□*.mpg 
□影片品質
□______ 

□*.avi 
□*.wmv 
□*.mpg 
□*.dat 
□______ 

     



□分類名 □拉丁分類
名 

□種名 □其他品種
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命名者 □在國家公
園 內 之
分布 

□在台灣全
島 之 分
布 

□相關文獻 □型態 □生態 □繁殖  □
魚
類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學名 
□英名 
□俗名 

□台灣特有
種、台灣
特有亞
種 

□僅產於國
家公園 

□文字描述

□Ⅰ、Ⅱ、
Ⅲ 

□瀕臨絕種
野生動
物、珍貴
稀有野
生動
物、其他
應予保
育野生
動物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作者 
□年代 
□書名 
□出版者 
□頁碼 
□______ 

□科特徵 
□成魚外型

描述 
□行為辨識
□相似種辨

識 
□全長 
□體重 
□______ 

□出現時間
□族群狀況
□分布狀況
□定居性 
□覓食場所
□覓食方法
□食性 
□主要食物
□活動習性
□棲地類型
□微棲地類

型 
□分布下限

及上限 
□______ 

□繁殖期、
合 作 繁
殖 

□文字描述 
□______ 

 

 
□圖鑑 □動物影片 □圖檔製作

格式 
□圖檔上傳

格式 
□影片檔製

作格式 
□影片檔上

傳格式 
        

 

□拍攝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______ 

□拍攝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______ 

□*.jpg 
□*.tif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jpg 
□*.tif 
□*.pdf 
□______ 

□*.avi 
□*.wmv 
□*.mpg 
□影片品質
□______ 

□*.avi 
□*.wmv 
□*.mpg 
□*.dat 
□______ 
 

        

□分類名 □拉丁分類
名 

□種名 □其他品種
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命名者 □在國家公
園 內 之
分布 

□在台灣全
島 之 分
布 

□相關文獻 □型態 □生態 □繁殖  □
兩
生
類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學名 
□英名 
□俗名 

□台灣特有
種、台灣
特有亞
種 

□僅產於國
家公園 

□文字描述

□Ⅰ、Ⅱ、
Ⅲ 

□瀕臨絕種
野生動
物、珍貴
稀有野
生動
物、其他
應予保
育野生
動物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作者 
□年代 
□書名 
□出版者 
□頁碼 
□______ 

□科特徵 
□成體外型

描述 
□行為辨識
□相似種辨

識 
□全長 
□體重 
□______ 

□出現時間
□族群狀況
□分布狀況
□定居性 
□覓食場所
□覓食方法
□食性 
□主要食物
□活動習性
□棲地類型
□微棲地類

型 
□分布下限

及上限 
□______ 

□繁殖期、
合作繁
殖 

□文字描述 
□______ 

 



 
□動物鳴叫 □圖鑑 □動物影片 □錄音檔製

作格式 
□錄音檔上

傳格式 
□圖檔製作

格式 
□圖檔上傳

格式 
□影片檔製

作格式 
□影片檔上

傳格式 
     

 

□錄音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拍攝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拍攝者 
□檔案格式 
□影片品質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mp3 
□*.mav 
□*.mid 
□聲音檔品

質 

□*.mp3 
□*.mav 
□*.mid 

□*.jpg 
□*.tif 
□圖片解析

度 

□*.jpg 
□*.tif 
□*.pdf 

□*.avi 
□*.wmv 
□*.mpg 
□影片品質

□*.avi 
□*.wmv 
□*.mpg 
□*.dat 

     

□分類名 □拉丁分類
名 

□種名 □其他品種
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命名者 □在國家公
園 內 之
分布 

□在台灣全
島 之 分
布 

□相關文獻 □型態 □生態 □繁殖  □
哺
乳
類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學名 
□英名 
□俗名 

□台灣特有
種、台灣
特有亞
種 

□僅產於國
家公園 

□文字描述

□Ⅰ、Ⅱ、
Ⅲ 

□瀕臨絕種
野生動
物、珍貴
稀有野
生動
物、其他
應予保
育野生
動物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作者 
□年代 
□書名 
□出版者 
□頁碼 
□______ 

□科特徵 
□成體外型

描述 
□行為辨識
□相似種辨

識 
□全長 
□體重 
□______ 

□出現時間
□族群狀況
□分布狀況
□定居性 
□覓食場所
□覓食方法
□食性 
□主要食物
□活動習性
□棲地類型
□微棲地類

型 
□分布下限

及上限 
□______ 

□繁殖期、
合作繁
殖 

□文字描述 
□______ 

 

□動物鳴叫 □圖鑑 □動物影片 □錄音檔製
作格式 

□錄音檔上
傳格式 

□圖檔製作
格式 

□圖檔上傳
格式 

□影片檔製
作格式 

□影片檔上
傳格式 

     

 

□錄音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拍攝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拍攝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mp3 
□*.mav 
□*.mid 
□聲音檔品

質 
 
 
 
 
 
 
 
 
 
 
 

□*.mp3 
□*.mav 
□*.mid 

□*.jpg 
□*.tif 
□圖片解析

度 

□*.jpg 
□*.tif 
□*.pdf 

□*.avi 
□*.wmv 
□*.mpg 
□影片品質

□*.avi 
□*.wmv 
□*.mpg 
□*.dat 

     

蟲類 □分類名 □拉丁分類 □種名 □其他品種 □特有性 □保育等級 □命名者 □在國家公 □在台灣全 □相關文獻 □型態 □生態 □繁殖  



名 名 園 內 之
分布 

島 之 分
布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學名 
□英名 
□俗名 

□台灣特有
種、台灣
特有亞
種 

□僅產於國
家公園 

□文字描述

□Ⅰ、Ⅱ、
Ⅲ 

□瀕臨絕種
野生動
物、珍貴
稀有野
生動
物、其他
應予保
育野生
動物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作者 
□年代 
□書名 
□出版者 
□頁碼 
□______ 

□科特徵 
□成體外型

描述 
□行為辨識
□相似種辨

識 
□全長 
□尾長 
□體重 
□______ 

□出現時間
□族群狀況
□分布狀況
□定居性 
□覓食場所
□覓食方法
□食性 
□主要食物
□活動習性
□棲地類型
□微棲地類

型 
□分布下限

及上限 
□______ 

□繁殖期、
合作繁
殖 

□文字描述 
□______ 

 

□動物鳴叫 □圖鑑 □動物影片 □錄音檔製
作格式 

□錄音檔上
傳格式 

□圖檔製作
格式 

□圖檔上傳
格式 

□影片檔製
作格式 

□影片檔上
傳格式 

     

 

□錄音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______ 

□拍攝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______ 

□拍攝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mp3 
□*.mav 
□*.mid 
□聲音檔品

質 

□*.mp3 
□*.mav 
□*.mid 

□*.jpg 
□*.tif 
□圖片解析

度 

□*.jpg 
□*.tif 
□*.pdf 

□*.avi 
□*.wmv 
□*.mpg 
□影片品質

□*.avi 
□*.wmv 
□*.mpg 
□*.dat 

     

□分類名 □拉丁分類
名 

□種名 □其他品種
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命名者 □在國家公
園 內 之
分布 

□在台灣全
島 之 分
布 

□相關文獻 □型態 □生態 □繁殖  □
甲
殼
類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學名 
□英名 
□俗名 

□台灣特有
種、台灣
特有亞
種 

□僅產於國
家公園 

□文字描述

□Ⅰ、Ⅱ、
Ⅲ 

□瀕臨絕種
野生動
物、珍貴
稀有野
生動
物、其他
應予保
育野生
動物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作者 
□年代 
□書名 
□出版者 
□頁碼 
□______ 

□科特徵 
□成體外型

描述 
□行為辨識
□相似種辨

識 
□全長 
□尾長 
□體重 
□______ 

□出現時間
□族群狀況
□分布狀況
□定居性 
□覓食場所
□覓食方法
□食性 
□主要食物
□活動習性
□棲地類型
□微棲地類

型 
□分布下限

及上限 
□______ 
 

□繁殖期、
合作繁
殖 

□文字描述 
□______ 

 

 □圖鑑 □動物影片 □圖檔製作 □圖檔上傳 □影片檔製 □影片檔上         



格式 格式 作格式 傳格式 

□拍攝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______ 

□拍攝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______ 

□*.jpg 
□*.tif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jpg 
□*.tif 
□*.pdf 
□______ 

□*.avi 
□*.wmv 
□*.mpg 
□影片品質
□______ 

□*.avi 
□*.wmv 
□*.mpg 
□*.dat 
□______ 

        

□分類名 □拉丁分類
名 

□種名 □其他品種
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命名者 □在國家公
園 內 之
分布 

□在台灣全
島 之 分
布 

□相關文獻 □型態 □生態 □繁殖  □
棘
皮
動
物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學名 
□英名 
□俗名 

□台灣特有
種、台灣
特有亞
種 

□僅產於國
家公園 

□文字描述

□Ⅰ、Ⅱ、
Ⅲ 

□瀕臨絕種
野生動
物、珍貴
稀有野
生動
物、其他
應予保
育野生
動物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作者 
□年代 
□書名 
□出版者 
□頁碼 
□______ 

□科特徵 
□成體外型

描述 
□行為辨識
□相似種辨

識 
□全長 
□體重 
□______ 

□出現時間
□族群狀況
□分布狀況
□定居性 
□覓食場所
□覓食方法
□食性 
□主要食物
□活動習性
□棲地類型
□微棲地類

型 
□分布下限

及上限 
□______ 

□繁殖期、
合作繁
殖 

□文字描述 
□______ 

 

□圖鑑 □動物影片 □圖檔製作
格式 

□圖檔上傳
格式 

□影片檔製
作格式 

□影片檔上
傳格式 

         

□拍攝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______ 

□拍攝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______ 

□*.jpg 
□*.tif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jpg 
□*.tif 
□*.pdf 
□______ 

□*.avi 
□*.wmv 
□*.mpg 
□影片品質
□______ 

□*.avi 
□*.wmv 
□*.mpg 
□*.dat 
□______ 
 
 
 
 
 
 
 
 
 

        

 



□分類名 □拉丁分類
名 

□種名 □其他品種
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命名者 □在國家公
園 內 之
分布 

□在台灣全
島 之 分
布 

□相關文獻 □型態 □生態 □繁殖  □
軟
體
動
物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學名 
□英名 
□俗名 

□台灣特有
種、台灣
特有亞
種 

□僅產於國
家公園 

□文字描述

□Ⅰ、Ⅱ、
Ⅲ 

□瀕臨絕種
野生動
物、珍貴
稀有野
生動
物、其他
應予保
育野生
動物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作者 
□年代 
□書名 
□出版者 
□頁碼 
□______ 

□科特徵 
□成體外型

描述 
□行為辨識
□相似種辨

識 
□全長 
□體重 
□______ 

□出現時間
□族群狀況
□分布狀況
□定居性 
□覓食場所
□覓食方法
□食性 
□主要食物
□活動習性
□棲地類型
□微棲地類

型 
□分布下限

及上限 
□______ 

□繁殖期、
合作繁
殖 

□文字描述 
□______ 

 

 □圖鑑 □動物影片 □圖檔製作
格式 

□圖檔上傳
格式 

□影片檔製
作格式 

□影片檔上
傳格式 

        

 □拍攝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______ 

□拍攝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______ 

□*.jpg 
□*.tif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jpg 
□*.tif 
□*.pdf 
□______ 

□*.avi 
□*.wmv 
□*.mpg 
□影片品質
□______ 

□*.avi 
□*.wmv 
□*.mpg 
□*.dat 
□______ 

        

□分類名 □拉丁分類
名 

□種名 □其他品種
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命名者 □在國家公
園 內 之
分布 

□在台灣全
島 之 分
布 

□相關文獻 □型態 □生態 □繁殖  

 

□
無
脊
椎
動
物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學名 
□英名 
□俗名 

□台灣特有
種、台灣
特有亞
種 

□僅產於國
家公園 

□文字描述

□Ⅰ、Ⅱ、
Ⅲ 

□瀕臨絕種
野生動
物、珍貴
稀有野
生動
物、其他
應予保
育野生
動物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作者 
□年代 
□書名 
□出版者 
□頁碼 
□______ 

□科特徵 
□成體外型

描述 
□行為辨識
□相似種辨

識 
□全長 
□體重 
□______ 

□出現時間
□族群狀況
□分布狀況
□定居性 
□覓食場所
□覓食方法
□食性 
□主要食物
□活動習性
□棲地類型
□微棲地類

型 
□分布下限

及上限 
□______ 

□繁殖期、
合作繁
殖 

□文字描述 
□______ 

 

 



 □圖鑑 □動物影片 □圖檔製作
格式 

□圖檔上傳
格式 

□影片檔製
作格式 

□影片檔上
傳格式 

         

 □拍攝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______ 

□拍攝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______ 

□*.jpg 
□*.tif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jpg 
□*.tif 
□*.pdf 
□______ 

□*.avi 
□*.wmv 
□*.mpg 
□影片品質
□______ 

□*.avi 
□*.wmv 
□*.mpg 
□*.dat 
□______ 

        

□分類名 □拉丁分類
名 

□種名 □其他品種
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命名者 □在國家公
園 內 之
分布 

□在台灣全
島 之 分
布 

□相關文獻 □型態 □生態 □繁殖  □
蕨
類
植
物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學名 
□英名 
□俗名 

□台灣特有
種、台灣
特有亞
種 

□僅產於國
家公園 

□文字描述

□Ⅰ、Ⅱ、
Ⅲ 

□瀕臨絕種
野生動
物、珍貴
稀有野
生動
物、其他
應予保
育野生
動物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作者 
□年代 
□書名 
□出版者 
□頁碼 
□______ 

□科特徵 
□根描述 
□莖描述 
□葉描述 
□毛描述 
□鱗片描述
□孢子、孢

子 囊 描
述 

□孢子囊群
描述 

□原葉體描
述 

□______ 

□分布狀況
□生長習性
□棲地類型
□微棲地類

型 
□分布下限

及上限 
□______ 

□繁殖期、
合作繁
殖 

□文字描述 
□______ 

 

□圖鑑 □圖檔製作
格式 

□圖檔上傳
格式 

           

 

□拍攝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______ 

□*.jpg 
□*.tif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jpg 
□*.tif 
□*.pdf 
□______ 

           

□
植
物
名
錄 

植物 □分類名 □拉丁分類
名 

□種名 □其他品種
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命名者 □在國家公
園 內 之

□在台灣全
島 之 分

□相關文獻 □型態 □生態 □繁殖  



分布 布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學名 
□英名 
□俗名 

□台灣特有
種、台灣
特有亞
種 

□僅產於國
家公園 

□文字描述

□Ⅰ、Ⅱ、
Ⅲ 

□瀕臨絕種
野生動
物、珍貴
稀有野
生動
物、其他
應予保
育野生
動物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作者 
□年代 
□書名 
□出版者 
□頁碼 
□______ 

□科特徵 
□根描述 
□莖描述 
□花描述 
□毬果描述
□______ 

□分布狀況
□生長習性
□棲地類型
□微棲地類

型 
□分布下限

及上限 
□______ 

□成熟期 
□繁殖期 
□結果期 
□______ 

 

□圖鑑 □圖檔製作
格式 

□圖檔上傳
格式 

           

 

□拍攝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jpg 
□*.tif 
□圖片解析

度 

□*.jpg 
□*.tif 
□*.pdf 

           

□分類名 □拉丁分類
名 

□學名 □英名 □俗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命名者 □在國家公
園 內 之
分布 

□在台灣全
島 之 分
布  

□文獻 □型態 □生態 □繁殖 □
單
子
葉
植
物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種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種 

   □台灣特有
種、台灣
特有亞
種 

□僅產於國
家公園 

□文字描述

□Ⅰ、Ⅱ、
Ⅲ 

□瀕臨絕種
野 生 動
物、珍貴
稀 有 野
生 動
物、其他
應 予 保
育 野 生
動物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作者 
□年代 
□書名 
□出版者 
□頁碼 
□______ 

□科特徵 
□根描述 
□莖描述 
□葉描述 
□花描述 
□種子描述
□果實描述
□______ 

□分布狀況 
□生長習性 
□棲地類型 
□微棲地類

型 
□分布下限

及上限 
□______ 

□成熟期 
□開花期 
□繁殖期 
□結果期 
□______ 

□圖鑑 □圖檔製作
格式 

□圖檔上傳
格式 

           

 

□拍攝者 
□檔案格式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______ 

□*.jpg 
□*.tif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jpg 
□*.tif 
□*.pdf 
□______ 

           

子
葉

植
物 

□分類名 □拉丁分類
名 

□種名 □其他品種
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命名者 □在國家公
園 內 之
分布 

□在台灣全
島 之 分
布  

□文獻 □型態 □生態 □繁殖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學名 
□英名 
□俗名 

□台灣特有
種、台灣
特有亞
種 

□僅產於國
家公園 

□文字描述

□Ⅰ、Ⅱ、
Ⅲ 

□瀕臨絕種
野 生 動
物、珍貴
稀 有 野
生 動
物、其他
應 予 保
育 野 生
動物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作者 
□年代 
□書名 
□出版者 
□頁碼 
□______ 

□科特徵 
□根描述 
□莖描述 
□葉描述 
□花描述 
□種子描述
□果實描述
□______ 

□分布狀況
□生長習性
□棲地類型
□微棲地類

型 
□分布下限

及上限 
□______ 

□成熟期 
□開花期 
□繁殖期 
□結果期 
□______ 

 

□圖鑑 □圖檔製作
格式 

□圖檔上傳
格式 

           

 

□拍攝者 
□檔案格式
□圖片品質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______ 
 

□*.jpg 
□*.tif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jpg 
□*.tif 
□*.pdf 
□______ 

           

□分類名 □拉丁分類
名 

□種名 □其他品種
名 

□特有性 □保育等級 □命名者 □在國家公
園 內 之
分布 

□在台灣全
島 之 分
布  

□相關文獻 □型態 □生態 □繁殖  □
昆
蟲
名
錄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界 
□門 
□綱 
□目 
□科 
□亞科 
□屬 

 □學名 
□英名 
□俗名 

□台灣特有
種、台灣
特有亞
種 

□僅產於國
家公園 

□文字描述

□Ⅰ、Ⅱ、
Ⅲ 

□瀕臨絕種
野 生 動
物、珍貴
稀 有 野
生 動
物、其他
應 予 保
育 野 生
動物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文字描述
□地圖說明

□作者 
□年代 
□書名 
□出版者 
□頁碼 
□______ 

□科特徵 
□成蟲外型

描述 
□行為辨識
□相似種辨

識 
□全長 
□體重 
□______ 

□出現時間
□族群狀況
□分布狀況
□定居性 
□覓食場所
□覓食方法
□食性 
□主要食物
□活動習性
□棲地類型
□微棲地類

型 
□分布下限

及上限 
□______ 
 
 
 

□繁殖期、
合作繁
殖 

□文字描述 
□______ 

 

  
□昆蟲鳴叫 □圖鑑 □昆蟲影片 □錄音檔製

作格式 
□錄音檔上

傳格式 
□圖檔製作

格式 
□圖檔上傳

格式 
□影片檔製

作格式 
□影片檔上

傳格式 
     



□錄音者 
□檔案格式
□錄音品質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______ 

□拍攝者 
□檔案格式 
□圖片品質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______ 

□拍攝者 
□檔案格式 
□影片品質 
□檔案容量 
□檔案下載 
□______ 

□*.mp3 
□*.mav 
□*.mid 
□聲音檔品

質 
□______ 

□*.mp3 
□*.mav 
□*.mid 
□______ 

□*.jpg 
□*.tif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jpg 
□*.tif 
□*.pdf 
□______ 

□*.avi 
□*.wmv 
□*.mpg 
□影片品質
□______ 

□*.avi 
□*.wmv 
□*.mpg 
□*.dat 
□______ 

     

□時間 □類別 □研究類別 □標題 □受委託/
合 作 機
構 

□摘要 □辦理單位
(機關) 

□性質 □計畫編號 □研究範圍 □國際標準
書 號
(ISBN) 

□全文下載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品質 □
成
果
報
告
書 

□年度 
□計畫時程

□動物研究 
□植物研究 
□人文史蹟

類 
□生態類 
□地形地質

類 
□法律類 
□氣候類 
□資訊類 
□解說類 
□遊憩類 
□經營管理

類 
□修復紀錄 
□規劃報告 
□戰役類 
□論文集 
□環境監測 
□______ 
 

□基礎研究 
□基礎調查 
□應用研究 
□應用發展 
□技術發展 
□經營管理 

 □計畫主持
人 

□受委託單
位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承辦部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委託案 
□補助研究

生 案 暨
合 作 研
究案 

□自行研究
案（編列
總 預 算
*** 千
元） 

□______ 

□單位自行
編號 

□ 國 科 會
GRB 編號

□內政部計
畫編號 

□國立海洋
生 物 博
物館 

□地理範圍
□目標物種

 □*.doc 
□*.pdf 
□______ 

□*.doc 
□*.pdf 
□______ 

□字體型式 
□字體大小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招標文件
下載 

□邀標書上
傳 

□契約草案
上傳 

□投標廠商
聲 明 書
上傳 

□授權書上
傳 

□投標封上
傳 

□證件封上
傳 

       

□
研
究
報
告 

□
招
標
文
件 

□*.zip 
□*.doc 
□*.pdf 
□______ 

□*.doc 
□*.pdf 
□______ 

□*.doc 
□*.pdf 
□______ 

□*.doc 
□*.pdf 
□______ 

□*.doc 
□*.pdf 
□______ 

□*.doc 
□*.pdf 
□______ 

□*.doc 
□*.pdf 
□______ 

       

 

 

行
進

度 

□時間 □類別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辦理單位
(機關) 

□受委託/
合 作 機
構 

□研究期程 □研究經費
(仟元) 

□期中報告
預定 

□期中報告
提出 

□期末報告
預定 

□期末報告
提出 

□目前執行
進度 

 



□年度 
□計畫時程

□動物研究 
□植物研究 
□人文史蹟

類 
□生態類 
□地形地質

類 
□法律類 
□氣候類 
□資訊類 
□解說類 
□遊憩類 
□經營管理

類 
□修復紀錄 
□規劃報告 
□戰役類 
□論文集 
□環境監測 
□______ 

  □承辦部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計畫主持
人 

□受委託單
位 

        

□全文下載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品質            

 

□*.doc 
□*.pdf 
□______ 

□*.doc 
□*.pdf 
□______ 

□字體型式 
□字體大小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標題 □發佈日期 □發文內容 □發佈單位 □檔案下載          □
訊
息
發
佈 

    □*.doc 
□*.pdf 
□______ 

         

□標題 □監測內容 □時間 □地點 □記錄者 □觀察對象 □檔案下載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上傳
內容 

□檔案上傳
格式 

□檔案品質    □
自
然
觀
察 

   □文字描述
□座標定位

  □記錄表 
□記錄報告
□訊息內容

□*.doc 
□______ 

□紀錄表 
□記錄報告

□*.doc 
□*.pdf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
保
育
訊
息 

救傷 □標題 □內容概述 □時間 □地點 □記錄者 □動物學名 □檔案下載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上傳
內容 

□檔案上傳
格式 

□檔案品質    



   □文字描述
□座標定位

  □記錄表 
□記錄報告
□訊息內容

□*.doc 
□______ 

□紀錄表 
□記錄報告

□*.doc 
□*.pdf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標題 □內容概述 □時間 □發佈單位 □資料來源 □災害類別 □檔案下載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上傳
內容 

□檔案上傳
格式 

□檔案品質    □
天
然
災
害
記
錄 

     □地震 
□森林火災
□颱風災害
□土石流 
□______ 

□記錄表 
□記錄報告
□訊息內容

□*.doc 
□______ 

□紀錄表 
□記錄報告

□*.doc 
□*.pdf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年度 □日期 □地點 □監測項目  □內容概述 □記錄者 □檔案下載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上傳
內容 

□檔案上傳
格式 

□檔案品質   □
水
質
監
測 

  □文字描述 
□座標定位 

□懸浮固體
物 

□鎂離子 
□銨根離子
□酸鹼值 
□電導度 
□鉀離子 
□溶氧 
□鈉離子 
□鈣離子 
□硝酸根離

子 

□氯離子 
□硫酸根離

子 
□氟離子 
□河川污染

指數 
□亞硝酸離

子 
□生化需氧

量 
□水溫 

  □記錄表 
□監測報告
□訊息內容

□*.doc 
□______ 

□紀錄表 
□監測報告

□*.doc 
□*.pdf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年度 □日期 □地點 □項目 □內容概述 □記錄者 □檔案下載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上傳
內容 

□檔案上傳
格式 

□檔案品質    

□
工
作
紀
錄 

□
巡
山
護
管 

  □文字描述 
□座標定位 

   □記錄表 
□訊息內容

□*.doc 
□______ 

□紀錄表 
□記錄報告
□______ 

□*.doc 
□*.pdf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解說教育 包含指國家公園解說系統之規劃設計、解說人員訓練、解說資料之編印、遊客解說服務、遊客中心之視聽及展示，自然與人文資源保育宣導及環境教育等工作事項 

問  項 選  項 



□名稱 □出版日期 □語言版本 □內容簡介 □封面縮圖 □發放處 □執行編輯 □作者 □售價(元) □重量(g) □類別  □面數高廣  □
簡
介
、
摺
頁 

          □動物研究
□植物研究
□人文史蹟

類 
□生態類 
□地形地質

類 
□法律類 
□氣候類 
□資訊類 

□解說類 
□遊憩類 
□經營管理

類 
□修復紀錄
□規劃報告
□戰役類 
□環境監測
□______ 

□頁數 
□尺寸(長

寬) 
□彩圖 
□______ 

 

□封面檔案
製作格式

□內文檔案
製作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招標文件
上傳 

          

□*.pdf 
□*.cdr 
□*.psd 
□*.ppt 
□______ 

□*.doc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jpg 
□*.tif 
□*.pdf 
□______ 

□*.pdf 
□*.doc 
□*.zip 
□______ 

         

□名稱 □出版日期 □語言版本 □內容簡介 □封面縮圖 □展售處 □執行編輯 □作者 □售價(元) □重量(g) □類別  □國際標準
書 號
(ISBN) 

□面數高廣 □
簡
冊
、
專
刊 

          □動物研究
□植物研究
□人文史蹟

類 
□生態類 
□地形地質

類 
□法律類 
□氣候類 
□資訊類 

□解說類 
□遊憩類 
□經營管理

類 
□修復紀錄
□規劃報告
□戰役類 
□環境監測
□______ 

 □頁數 
□尺寸(長

寬) 
□彩圖 
□______ 

□封面檔案
製作格式

□內文檔案
製作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招標文件
上傳 

         

□
出
版
品 

 

□*.pdf 
□*.cdr 
□*.psd 
□*.ppt 
□______ 
 

□*.doc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jpg 
□*.tif 
□*.pdf 
□______ 

□*.pdf 
□*.doc 
□*.zip 
□______ 

         

□名稱 □出版日期 □語言版本 □內容簡介 □封面縮圖 □展售處 □作者 □售價(元) □重量(g) □類別  □國際標準
書 號
(ISBN) 

□面數高廣  

 

□
叢
書 

      □作者姓名
□執行編輯

  □動物研究
□植物研究

□解說類 
□遊憩類 

 □頁數 
□尺寸(長

 



□發行單位 □人文史蹟
類 

□生態類 
□地形地質

類 
□法律類 
□氣候類 
□資訊類 
 

□經營管理
類 

□修復紀錄
□規劃報告
□戰役類 
□環境監測
□______ 

寬) 
□彩圖 

□備註 □版本 □封面檔案
製作格式 

□內文檔案
製作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招標文件
上傳 

       

 

□庫存 
□非賣品 
□絕版 
□______ 

□初版 
□再版 
□第__版 

□*.pdf 
□*.cdr 
□*.psd 
□*.ppt 
□______ 

□*.doc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jpg 
□*.tif 
□*.doc 
□*.pdf 
□______ 
 

□*.pdf 
□*.doc 
□*.zip 
□______ 

       

□名稱 □出版日期 □語言版本 □內容簡介 □封面縮圖 □展售處 □作者 □售價(元) □重量(g) □類別 □國際標準
書 號
(ISBN) 

□面數高廣 □備註 □版本 □
攝
影
集       □作者姓名

□執行編輯
□發行單位

  □動物研究
□植物研究
□人文史蹟

類 
□生態類 
□地形地質

類 
□遊憩類 
□修復紀錄
□______ 
 

 □頁數 
□尺寸(長

寬) 
□彩圖 

□庫存 
□非賣品 
□絕版 

□初版 
□再版 
□第__版 

□封面檔案
製作格式

□內文檔案
製作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招標文件
上傳 

         

 

□*.pdf 
□*.cdr 
□*.psd 
□*.ppt 
□______ 
 

□*.doc 
□*.pdf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jpg 
□*.tif 
□*.pdf 
□______ 

□*.pdf 
□*.doc 
□*.zip 
□______ 

         

□名稱 □出版日期 □封面縮圖 □展售處 □作者 □售價(元) □重量(g) □面數高廣 □備註      □
明
信
片 

    □作者姓名
□發行單位

  □張數 
□尺寸(長
寬) 

□彩圖 

□庫存 
□非賣品 
□絕版 
□______ 

     



□______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招標文件
上傳 

          

 

□*.pdf 
□*.cdr 
□*.psd 
□*.ppt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jpg 
□*.tif 
□______ 

□*.pdf 
□*.doc 
□*.zip 
□______ 

          

□期別名 □卷期 □出版日期 □主題 □內容簡介 □展售/發
放處 

□執行編輯 □發行單位 □售價(元) □重量(g) □國際標準
書 號
(ISBN) 

□面數高廣 □出版週期  □
期
刊 

           □頁數 
□尺寸(長

寬) 
□彩圖 
□______ 

□月刊 
□雙月刊 
□季刊 
□年報 
□______ 

 

□全文下載 □封面檔案
製作格式 

□內文檔案
製作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doc 
□*.pdf 
□______ 

□*.pdf 
□*.cdr 
□*.psd 
□*.ppt 
□______ 

□*.doc 
□*.pdf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doc 
□*.pdf 
□______ 

         

□名稱 □刊期 □發行日期 □主題 □內容簡介 □執行編輯 □發行單位 □國際標準
叢 刊 號
(ISSN) 

□面數高廣 □新聞局登
記 證 字
號 

□售價(元) □出版週期 □全文下載  □
新
聞
紙
類 

        □頁數 
□尺寸(長

寬) 
□彩圖 
□______ 

  □日報 
□月報 
□雙月報 
□季報 
□______ 

□*.pdf 
□______ 

 

□封面檔案
製作格式

□內文檔案
製作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pdf 
□*.cdr 
□*.psd 
□*.ppt 
□______ 

□*.doc 
□*.pdf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doc 
□*.pdf 
□______ 

          

 

□
光

碟
類 

□名稱 □出版日期 □語言版本 □內容簡介 □出版形式 □圖書類別  □封面縮圖 □展售處 □作者 □國際標準
錄音錄影
資料代碼

□面數高廣 □系統需求 □備註 



(ISRC) 

    □CD 
□DVD 
□VCD 

□動物研究
□植物研究
□人文史蹟
類 

□生態類 
□地形地質
類 

□解說類 

□遊憩類 
□經營管理
類 

□修復紀錄
□規劃報告
□戰役類 
□______ 

  □作者姓名
□發行單位

 □形式 
□有聲 
□彩色 
□尺寸 
□______ 

 □集數 
□片數 
□售價(元) 
□重量(g) 
□______ 

□影片長度 □檔案下載 □線上觀看 □檔案製作
格式 

□封面檔案
製作格式

□檔案上傳
格式 

□招標文件
上傳 

       

 

□觀看時間
□檔案大小
□______ 

□*.wmv 
□*.mpg 
□______ 

 □*.avi 
□*.wmv 
□*.mpg 
□*.dat 
□______ 

□*.pdf 
□*.cdr 
□*.psd 
□*.ppt 
□______ 

□*.avi 
□*.wmv 
□*.mpg 
□*.dat 
□______ 
 

□*.pdf 
□*.doc 
□*.zip 
□______ 

       

□名稱 □出版日期 □語言版本 □內容簡介 □類別  □封面縮圖 □展售處 □作者 □國際標準
錄音錄影
資料代碼
(ISRC) 

□備註 □影片轉檔
品質 

□影片檔上
傳格式 

 □
錄
影
帶
類     □動物研究

□植物研究
□人文史蹟
類 

□生態類 
□地形地質
類 

□解說類 

□遊憩類 
□經營管理
類 

□修復紀錄
□規劃報告
□戰役類 
□環境監測
□______ 
 

  □作者姓名
□發行單位

 □集數 
□售價(元) 
□重量(g)
□______ 

□影片輸出
長寬 

□每秒張數
□每秒資料

量 
□______ 

□*.avi 
□*.wmv 
□*.mpg 
□*.dat 
□______ 

 

□名稱 □出版日期 □語言版本 □內容簡介 □類別  □封面縮圖 □展售處 □作者 □影片長度 □影片轉檔
品質 

□影片檔上
傳格式 

  □16

厘
米
影
片 

    □動物研究
□植物研究
□人文史蹟
類 

□生態類 
□地形地質
類 

□解說類 

□遊憩類 
□經營管理
類 

□修復紀錄
□規劃報告
□戰役類 
□環境監測
□______ 

  □作者姓名
□發行單位
□______ 

 □影片輸出
長寬 

□每秒張數
□每秒資料
量 

□______ 

□*.avi 
□*.wmv 
□*.mpg 
□*.dat 
□______ 

  

 
簡報 □名稱 □出版日期 □語言版本 □內容簡介 □封面縮圖 □展售處 □作者 □機數 □簡報時間 □類別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作者姓名
□發行單位
□______ 

 □簡報張數
□所需時間
□______ 

□動物研究
□植物研究
□人文史蹟

類 
□生態類 
□地形地質

類 
□解說類 

□遊憩類 
□經營管理

類 
□修復紀錄
□規劃報告
□戰役類 
□環境監測
□______ 
 

□*.ppt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ppt 
□______ 

□名稱 □出版日期 □內容簡介 □出版形式 □封面縮圖 □展售處 □售價(元) □製作材質 □承包廠商 □設計檔案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招標文件
上傳 

 □
紀
念
品
類 

   □尺 
□墊板 
□徽章 
□貼紙 
□卡片 
□海報 
□文鎮 
□書籤 
□拼圖 
□鑰匙圈 
□領帶夾 
□活動護照
□______ 
 

      □*.cdr 
□*.psd 
□*.dwg 
□*.max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jpg 
□*.tif 
□*.pdf 
□______ 

□*.pdf 
□*.doc 
□*.zip 
□______ 

 

□名稱 □出版日期 □語言版本 □內容簡介 □類別 □封面縮圖 □設計者 □發行單位 □面數高廣 □設計檔案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
展
板         □主題展示

□活動展覽
□______ 
 

      □尺寸(長
寬) 

□彩圖 
□______ 

□*.cdr 
□*.psd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jpg 
□*.tif 
□*.pdf 
□______ 

  

□名稱 □出版日期 □語言版本 □內容簡介 □類別  □封面縮圖 □設計者 □發行單位 □檔案品質 □面數高廣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
圖
片         □動物研究

□植物研究
□人文史蹟
類 

□生態類 
□地形地質
類 

 

□解說類 
□遊憩類 
□修復紀錄
□規劃報告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尺寸(長
寬) 

□彩圖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jpg 
□*.tif 
□______ 

 

□
內
部
成
果
保
存 

照片 □名稱 □出版日期 □語言版本 □內容簡介 □類別 □封面縮圖 □設計者 □發行單位 □檔案品質 □面數高廣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頁數 
□尺寸(長
寬) 

□彩圖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jpg 
□*.tif 
□______ 

  

□登山路線
名稱 

□行程天數 □山區 □相關山岳 □建議路線
(天) 

□住宿資訊 □水源概況 □步道分級 □檔案下載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
登
山
路
線 

        □登山路線
簡介 

□登山路線
圖 

□______ 

□*.doc 
□*.pdf 
□*.jpg 
□*.tif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doc 
□*.pdf 
□*.jpg 
□*.tif 
□______ 

  

□類別 □名稱 □位置描述 □現況情形 □水源描述 □狀態 □海拔 □座標 □可宿人數 □檔案下載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
登
山
住
宿
資
訊 

□山屋 
□山峰 
□工作站 
□工寮 
□水池 
□保線所 
□登山口 
□營地 
□獵寮 

    □良好 
□普通 
□堪用 
□廢棄 
□毀壞 
□管理 
□太陽能 
□______ 

   □住宿地點
簡介 

□住宿地點
位置圖 

□*.doc 
□*.pdf 
□*.jpg 
□*.tif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doc 
□*.pdf 
□*.jpg 
□*.tif 
□______ 

 

□步道分級
表 

□賞雪須知 □登山注意
事項 

□檔案下載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
登
山
資
訊
查
詢 

□
注
意
事
項 

□步道類型
□步道屬性

特色  
□步道名稱

□行前準備 
□賞雪活動 
□______ 

□食 
□衣 
□住 
□行 
□高山症預

防及處理 
□______ 
 

□注意事項
□步道簡介

□*.doc 
□*.pdf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doc 
□*.pdf 
□______ 

       

□服務區簡
介 

□交通資訊 □行程建議 □檔案下載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
園
區
資
料 

□管理處 
□工作站 
□遊客中心
□______ 

  □園區簡介 □*.doc 
□*.pdf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doc 
□*.pdf 
□______ 

       

□景點名稱 □所屬分區 □所屬步道 □線上地圖 □景點圖片 □景點介紹 □部落資料 □史蹟資料 □歷史新聞 □檔案下載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
解
說
景
點
資
料 

點
資

料 

         □景點簡介 □*.doc □列印品質 □*.doc  



□*.pdf 
□______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pdf 
□______ 

□步道名稱 □所屬分區 □步道分級 □起迄點 □步道總長 □所需時間 □步道特色 □步道機能 □線上地圖 □步道基本
資料 

□注意事項 □管理查詢
單位 

□相關資訊 □檔案下載 □
步
道
資
料 

  □景觀型、
健行型、
登山型、
探險型 

□景觀步道
( 第 一
級、第二
級、第三
級)、登山
步道(第
四級、第
五級)、古
道省道 

□座標 
□位置描述

     □步道位置
□步道簡介
□圖片 
□公共設施
□______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地質資料 
□相關溪流 
□相關山岳 
□相關景點 
□動物名錄 
□歷史新聞 
□______ 

□單一步道
簡介 

□園內步道
分級簡介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doc 
□*.pdf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doc 
□*.pdf 
□______ 

           

□山岳名稱 □所屬分區 □相關步道 □相關新聞 □山岳簡介 □動物資源 □圖片 □檔案下載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
山
岳
資
料 

      □環境照片
□山岳地圖
□______ 

□山岳簡介
□山岳地圖
□______ 

□*.doc 
□*.pdf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doc 
□*.pdf 
□______ 

   

□溪流名稱 □所屬流域 □相關步道 □相關新聞 □溪流簡介 □檔案下載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
溪
流
資
料 

     □環境照片
□溪河流域
圖 

□______ 

□*.doc 
□*.pdf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doc 
□*.pdf 
□______ 

     

 

 
資料 □部落名稱 □部落簡介 □現在位置 □相關景點 □圖片 □檔案下載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環境照片
□部落位置
圖 

□______ 

□部落簡介
□部落位置
圖 

□______ 

□*.doc 
□*.pdf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doc 
□*.pdf 
□______ 

     

□地質名稱 □地質介紹 □相關步道 □圖片 □檔案下載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
地
質
資
料 

   □環境照片
□地質圖鑑
□______ 

□地質簡介
□地質分布
圖 

□______ 

□*.doc 
□*.pdf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doc 
□*.pdf 
□______ 

      

□日期 □新聞標題 □出處 □內容 □關鍵字 □相關資訊         □
新
聞
資
料 

     □相關景點
□相關步道
□相關山岳
□相關溪流
□______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訊息主旨 □訊息內容 □照片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更新日期 □發佈日期 □檔案下載     □
訊
息
發
佈 

     □承辦部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活動簡介     

□活動名稱 □時間 □內容簡介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檔案下載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
企
畫
書 

   □承辦部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全文 
□______ 

□*.doc 
□*.pdf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doc 
□*.pdf 
□______ 

     

□活動名稱 □時間 □內容 □照片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成果報告
製 作 格
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新聞稿上
傳 

    □
辦
理
情
形 

      □*.doc 
□*.pdf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doc 
□*.pdf 
□______ 

□*.doc 
□*.pdf 
□______ 

    

□活動名稱 □時間 □面數高廣 □檔案下載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
活
動
資
訊 

動
海

報 

  □頁數 □海報文宣 □*.pdf □列印品質 □*.doc        



□尺寸(長
寬) 

□彩圖 
□______ 

□______ □*.cdr 
□*.psd 
□*.ppt 
□______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pdf 
□______ 

□甄訓簡章 □甄訓報名
表 

□錄取名單 □檔案下載           □
志
工
甄
選 

   □簡章 
□報名表 
□錄取名單
□______ 

          

□實施計畫 □施行細則 □自治條文 □培訓課程
內容 

□認證考核 □主管單位         □
志
工
管
理
辦
法 

 □解說志工 
□保育志工 
□______ 
 
 

            

□活動名稱 □舉辦日期 □內容簡述 □照片 □主辦單位 □成果報告
製 作 格
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
志
願
服
務 

□
志
工
活
動 

     □*.doc 
□*.pdf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doc 
□*.pdf 
□______ 

      

□徵稿通知 □投稿方式 □稿約 □文宣製作
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
徵
稿    □*.pdf 

□*.cdr 
□*.psd 
□*.ppt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doc 
□*.pdf 
□______ 

        

□舉辦日期 □舉辦地點 □辦理單位
(機關) 

□受委託/
合 作 機
構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辦理情形 □照片 □議程下載 □活動文宣
製 作 格
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新聞稿上
傳 

 □
活
動
報
告 

  □承辦部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doc 
□*.pdf 
□______ 

□*.doc 
□*.pdf 
□*.cdr 
□*.psd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doc 
□*.pdf 
□______ 

□*.doc 
□*.pdf 
□______ 

 

□類別 □名稱 □出版日期 □語言版本 □內容簡介 □封面縮圖 □展售處  □作者 □國際標準
書 號
(ISBN) 

□面數高廣 □售價(元) □重量(g)  

□
研
討
會 

□
論
文

集 

        □作者姓名  □頁數    



□執行編輯 □尺寸(長
寬) 

□彩圖 
□______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doc 
□*.pdf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doc 
□*.pdf 
□______ 

           

□計畫名稱 □內容概述 □年度 □檔案下載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
簡
報
內
容 

   □簡報內容
□全文 

□*.doc 
□*.dwg 
□*.ppt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doc 
□*.pdf 
□______ 

       

□計畫名稱 □內容概述 □年度 □工程圖 □照片 □檔案下載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招標文件
上傳 

    

□
生
態
工
程
推
動
計
畫 □

計
畫
內
容 

     □計畫摘要
□全文 

□*.doc 
□*.pdf 
□*.dwg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doc 
□*.pdf 
□______ 

□*.pdf 
□*.doc 
□*.zip 
□______ 
 

    

□編號 □設施名稱 □內容概述 □座標 □容量 □現況 □檔案下載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招標文件
上傳 

   □
公
共
設
施 

 

      □設施簡介
□設施位置

圖 
□______ 

□*.doc 
□*.pdf 
□*.dwg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doc 
□*.pdf 
□______ 

□*.pdf 
□*.doc 
□*.zip 
□______ 
 

   

□內容概述 □編號 □設施名稱 □座標 □材質 □尺寸(cm) □單價 □現況 □牌示文字
內容 

□檔案下載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招標文件
上傳 

□
牌
示
管
理 

 

        □文字描述
□現況照片

□牌示簡介
□牌示位置

圖 
□______ 

□*.doc 
□*.pdf 
□*.dwg 
□______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______ 

□*.doc 
□*.pdf 
□______ 

□*.pdf 
□*.doc 
□*.zip 
□______ 
 

□內容概述 □編號 □工程名稱 □座標 □現況 □圖說 □檔案下載 □檔案製作
格式 

□檔案品質 □檔案上傳
格式 

□招標文件
上傳 

   □
工
程
線

上
地
圖 

 

      □工程內容
□工程位置

圖 

□*.doc 
□*.pdf 
□*.dwg 

□列印品質
□圖片解析

度 

□*.doc 
□*.pdf 

□*.pdf 
□*.doc 
□*.zip 

   



□______ 
 

□圖名 □比例尺 □年代 □出版者 □簡介 □檔案名稱 □類別        □
電
子
文
化
地
圖 

 

      □古地圖 
□常用地形

圖 
□景點分布

圖 
□步道路線

圖 
□山岳分布

圖 
 

□河川流域
圖 

□聚落分布
圖 

□地理資訊
系統 

□______ 

      

□名稱 □類別 □連結網址            □
網
路
資
料
庫 

 

 □生態資料
庫 

□遊憩資料
庫 

□研究報告
資料庫 

□環境教育
網 

□地理資訊
系統 

□_______

            

□類別  □法規名稱 □內容 □檔案下載          □
法
規
辦
法 

 

□國家公園
一 般 法
規 

□居民服務
與 建 築
美化 

□資源保育
與 學 術
研究 

□遊客服務
與 觀 光
發展 

□員工服務
與 行 政
規則 

□其他相關
法規 

□行政計畫 
□通盤檢討

計畫 
□______ 

  □法令全文          

□名稱 □分類 □文件名稱 □編號 □相關文件
下載 

         □
招
標
須
知 

 

    □投標須知
□相關規定
□相關表格
□______ 

         



 

 
□名稱 □內容 □相關文件

下載 
           □

政
府
資
訊
收
費
標
準  

  □相關規定 
□相關表格 
□______ 

           

 

 



附錄二 

「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說輔導團計畫」期末簡報會議紀錄 

壹、會議時間：97 年 12 月 19 日（星期五）10 時整 
貳、會議地點：本署 107 會議室 
參、主席：林組長義野                                    紀錄：蘇瑋佳 
肆、業務單位說明 

一、本年度國家公園景觀保育解說輔導團係委託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計

畫主持人為國立中興大學園藝學研究所歐聖榮教授，預計辦理國家公園

景觀保育解說方面各項現場輔導以及標準化文件、知識平台及學生企劃

競賽等工作。 
二、依契約第五條第一項履約期限規定，應於 97 年 11 月 30 日前提送期末

報告，受託單位係於 11 月 26 日發函檢送，符合契約規定，爰訂於本日

舉辦期末簡報會議。 
三、經初步審查，本計劃期中簡報會議重要意見諸如知識平台之功能、計畫

成果應用性、保育與解說兼顧等，均於期末報告書中有所回應。 
四、本日會議目的在於確認執行狀況與成果是否符合計畫目標，期末簡報通

過後，將依約辦理後續事宜。 
伍、委託單位簡報（略） 
陸、討論事項： 

審查委員 委員意見 本計畫意見回覆 
（一）從報告中可以看出受託團隊非常辛

苦，由期初至期末這段時間做了很

多事，值得讚許。 

（一）感謝委員的肯定，團隊

會繼續努力。 

（二）由本計畫的目標看起，第 2 和第 4
個目標屬於比較軟性、難以具體量

化或操作的，可視為願景式的目

標，但第 1 和第 3 個屬實務應用方

面，應以各管理處同仁的需求為主

要考量。 

（二）敬感謝委員寶貴建議，

計畫團隊在為落實本計

畫之目標已經過多次討

論及座談，實際操作已

盡力符合計畫精神及考

量各處同仁之需求。 

一、 
李建堂 
委員 

（三）在格式標準化及知識平台方面，建

議保留未來應用至企劃經營、環境

維護、遊憩管理等業務的彈性。 

（三）感謝委員之建議，本計

畫所研擬之標準化格式

與知識平台的部份現階

段以保育及解說為主，

未來將建議推及至企劃

經營、環境維護、遊憩

管理等層面。 



審查委員 委員意見 本計畫意見回覆 
（四）就本計畫的輔導成果可以發現，各

管理處的生態調查偏重在物種，但

若無棲地的結構和變遷資料，何以

瞭解生態呢？所謂環境監測中的

「環境」就是指棲地，請列未來保

育研究的參考。 

（四）感謝委員之建議，本計

畫在環境監測的部份已

考量棲地結構與變遷之

後續推動建議，詳見報

告書 p.238 之說明(第二

階段輔導：趨勢探討與

分析)。 
（五）解說素材的轉化需要高深的功力，

本計畫將當地社區納入環境教育

的一環，乃是正確的方向，可再將

當地國中小納入成果中，亦可呼應

本計畫針對兒童環境教育建議。 

（五）感謝委員意見，關於國

中小兒童教育之說明，

本計畫在解說教育後續

推動建議中已列入，內

容詳見 p.242。 
（一）建議知識平台裡放一些制式的格式

文件，管理處人員可以直接下載使

用。 

（一）感謝委員意見，計畫將

參考委員之意見並列入

後續之建議中。 

二、 
羅課長淑

英(陽明山

國家公園

管理處) 
（二）本處長期針對火山與地熱進行研

究，近年來發現須建置基礎資料，

故將研究重心移轉到地震等地殼

活動的監測，並不是中止了火山相

關研究，請修正報告書用詞。 

（二）遵照辦理，修正內容請

委員詳見報告書 p.164。

（一）知識平台的建制對新進人員學習如

何實際執行業務非常有幫助，也可

以讓同仁在業務移轉時間很快進

入狀況，對管理處而言極為重要。

（一）敬悉。 三、 
高技士佽

(太魯閣國

家公園管

理處) （二）呼應羅課長的發言，希望未來能夠

有一些既定格式供參考或直接應

用。 

（二）感謝委員意見，計畫將

參考委員之意見並列入

後續之建議中。 
（一）內政部所規定的出版品格式在今年

下半年業已修正，請上網下載最新

版本以修改報告書內容。 

（一）感謝委員意見，計畫將

會參考政部所規定的出

版品格式修正本計畫之

格式。 

四、 
傅技士國

銘(雪霸國

家公園管

理處) （二）報告書內多處堤及知識平台時的名

稱未予統一，建議以計畫名稱為依

據來命名。 
（三）知識平台對於解說志工的培訓和經

驗傳承也很有幫助，受託團隊的規

劃十分理想，期望未來能夠充分發

（二）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

將會詳加修正，並統一

名稱。 
（三）感謝委員的肯定，希望

後續在執行上如果有可

以調整及修正的地方還



審查委員 委員意見 本計畫意見回覆 
揮功能。 不吝指教。 

（一）手冊第 7 頁所提及的編號只有委託

研究計畫才有，其他委託辦理計畫

無此編號。 

（一）本計畫會針對成果保存

格式制定部份詳加調整

並說明。 

五、 
宋解說員

宜伶(雪霸

國家公園

管理處） 
（二）建議區分不同使用者的知識平台使

用權限。 
（二）遵照辦理，本計畫所建

構之知識平台分成一般

使用者、國家公園各處

人員、系統管理員等三

層級使用權限，相關內

容請見報告書 p.296。 
六、 
潘技士振

彰(海洋國

家公園管

理處) 

（一）資料庫查詢功能，例如可以輸入條

件查詢特定年份、特定物種的數量

等。 

（一）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

將提出未來資料庫查詢

功能的建議。 

（一）結論部分請先呈現整個計畫的總

結，再分別敘述計畫中各部分分別

有哪些結論與建議。 

（一）感謝委員意見，計畫結

論之部分會再調整修正。 
七、 
楊技士舜

行(玉山國

家公園管

理處) 
（二）請加列參考文獻。 （二）遵照辦理，相關內容詳

見第八章參考文獻部份。 

（一）請在計畫書前面加摘要。 （一）遵照辦理 
（二）有幾張有「結論與建議」一節而其

他的沒有，建議統一撰寫「小結」。

（二）感謝委員意見，計畫會

針對委員之意見修正

之。 
（三）第 73 頁和第 83 頁的表格中，建議

每個管理處項下都要列出所有的

計畫類別，若該處無此計畫就填

0，以利閱讀，僅供參考，若此表

格有其他分析目的，仍以分析為優

先。 

（三）感謝委員意見，計畫將

會針對委員提出之意見

修正。 

八、 
林科長玲 

（四）本年度計畫所編手冊係以保育研究

和解說教育為對象，其他業務並未

包含在內，請受託團隊在成果計畫

書的建議中加註未來可推及企畫

經理等方面的業務。 

（四）敬悉，計畫將會列入後

續推動建議中。 



審查委員 委員意見 本計畫意見回覆 
（五）手冊對新進人員而言可能查找不

易，請強化目錄和使用說明。 
（五）感謝委員意見，計畫將

會針對委員提出之意見

修正。 
（六）有關知識平台須建置 97 年度保育

解說相關計畫摘要的部分，敬請各

管理處提供目前已結案的相關計

畫，每個計畫以一幅圖片和一篇摘

要為原則，亦請受託團隊主動向管

理處接洽。 

（六）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

團隊遵照委員的建議，

已主動積極與各處聯

繫，蒐集各處目前結案

的計畫。 

（一）受託團隊花了很多時間在這個計畫

上，有很多細節要處理，在此感謝

團隊成員的辛勞。 

（一）感謝委員的肯定，計畫

團隊將會針對內容再詳

加檢查並修正之。 
（二）本計畫旨在應用，若能實際將資料

建置起來，有利管理處同仁學習使

用；雖受限於經費，仍希望受託團

隊依約建立知識平台中的 97 年度

資料時，能夠達到提供範例供參考

的作用。 

（二）感謝委員寶貴的意見，

本計畫將盡力完成。 

九、 
盧簡任視

察淑妃 

（三）本計畫名為輔導團，「輔導」乃是

計畫主體，建議提出更具體的建

議，供個別管理處作為未來相關業

務推動的參考。 

（三）感謝委員意見，關於相

關具體之建議詳見報告

書第七章的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