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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字：氣候變遷、全球暖化、行動計畫 

氣候變遷已開始成為全球性之議題，本研究主要之目的在研擬台灣國家公園之行動

計畫，以面對未來氣候變遷之挑戰。本研究參考國際保育組織(如：世界自然保育聯盟、

IGBP、IHDP 及 GTOS)相關研究之策略，藉此做為後續行動計畫研擬之基礎。參考氣候友

善公園(Climate Friendly Parks, CFP)所提出之行動策略，並且為廣泛地蒐集不同領

域專業之意見，共舉辦了九次座談討論，包括：學者及七個國家公園的成員。本研究建

構了行動計畫三大主軸與執行方向，分別為(一)保育研究：1.有效確認重要物種族群、

2.建立生態資料庫、3.持續監測重要物種、4.預測環境變遷與衝擊、5.環境敏感地之劃

定與監測、6.擬定區內資源之保護計畫、7.遭受破壞地之保育及復育及 8.藉由跨部會

的合作與串連構成完善之保護系統；(二)育樂遊憩：1.發展減緩環境衝擊的遊憩經營模

式、2.相關設施與建設落實節能減碳之理念、3.減少園內廢棄物、4.擬定合乎保育目標

之遊憩衝擊評估模式；(三)環境教育：1.以環境解說教育之概念宣導保護環境之價值

觀、2.結合 NGO 及地方團體共同經營國家公園、3.導入住民參與減緩暖化與永續經營。

希望透過本計畫之推動能達成台灣國家公園「減緩調適全球暖化之積極守護者、行動者

及傳遞者」之定位。 

 

 

 



摘要 

 VII

ABSTRACT 

Keywords: Climate Change; Global Warming; Action Plan 

Climate change has become an issue for the earth.  The purpose of study was going to outline 

the action plans for the Taiwan’s national parks in order to face the challenge of climate change for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related research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all the strategie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nservation organization (ex.: IUCN -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 IGBP -the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 IHDP-the 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me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 and GTOS -the Global Terrestrial Observing 

System) . The action plans of “Climate Friendly Parks” were adopted as the foundation for our action 

plans.  Moreover, 9times board meetings were also held in order to gather all the opinions from 

different experts including scholars and the members of 7 national parks.  

The action plans have three major dimensions: Research; Recreation; and Education.  The 

action plans for the Research are: 1) confirm the important species, 2) build the ecological database, 

3) monitor the important species, 4) predict the environment change and impact, 5) monitor the 

sensitive environments, 6) setup the protect plan, 7) restore the destroyed lands, 8) the connection of 

the protect system.  The action plans for the Recreation are: 1) develop the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2) utilize the energy saving facilities, 3) reduce the wastes, 4)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model for recreation impacts.  The action plans for the Education are: 1) 

educate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 coordinate with the NGO to manage the national 

parks, 3) citizen involve in 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to reduce the energy waste.  “The national 

park is the protector, the conductor, and the transporter for eliminating the global warming“ is the 

goal of this action plans to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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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緣起 

近數十年來，全球暖化已對全球環境造成顯著的影響，而許多對環境條件敏感的生

態保護區更是面臨重大的挑戰。內政部營建署於 96 年 12 月 19 至 20 日舉辦的「全國公

園綠地會議」中，邀請美國國家公園署專員 Rudy D’Alessandro 先生分享美國國家公園

近年來所面對的問題，其中之一便是全球暖化對國家公園造成的影響，例如冰河國家公

園(Glacier National Park)中業已消失的冰河，或是阿薩蒂格國家海岸(Assateague 

Island National Seashore)外圍逐漸被上升的海平面淹沒的帶狀小島；從另一方面來

說，國家公園的經營管理中有許多措施不但可以減緩溫室氣體的排放，亦可透過環境教

育對遊客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例如有將近 400 個地點提供以天然氣和電力為動力來源

的接駁車，每年服務 2億 7千萬名遊客，減少推動生態旅遊時可能伴隨的環境衝擊，並

推廣潔淨能源的應用。 

美國國家公園署早在 20 世紀末便已推動一系列的計畫，期能將減緩環境衝擊的觀

念落實在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中，例如 1995 年的 The Rivers Trails and Conservation 

Assistance Program (RTCA)包括多項社區參與改善環境的活動，期能使居民透過親身

體驗而理解、實踐相關理念；近年來更是以「氣候友善公園(Climate Friendly Parks)」

為主題，推動一系列行動計畫，例如 2007 年「Climate Friendly Parks: 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Action Plan」中所提及的策略之一「Increase Climate Change Education 

And Outreach」係以國家公園人員、遊客及當地社區為對象，要求國家公園人員與當地

社區建立因應氣候變遷的夥伴關係。 

爰此，內政部營建署擬以國家公園鄰近社區為對象，推動全球暖化對國家公園環境

變遷之計畫，初步以背景資料建置之先驅調查為主，並規劃調查成果生活化之應用，建

立國家公園夥伴關係新面向，並為全球環境品質的改善及生態棲地的保存盡一己之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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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  

研究範圍涵括墾丁、玉山、陽明山、太魯閣、雪霸、金門及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七個

國家公園(參見圖 1-1)。 

太魯閣國家公園

雪霸國家公園

陽明山國家公園

墾丁國家公園

玉山國家公園

金門國家公園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圖 1-1  研究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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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標  

本計畫目的在於探討我國國家公園面臨全球氣候變遷的挑戰及因應對策，並為後續

相關計畫奠定理論與操作的基礎，故主要具體目標有五： 

(一)回顧國家公園歷年氣候資料並評估其變遷趨勢與預期影響 

(二)建立全球暖化對國家公園環境變遷資訊之模擬與展現 

(三)設計全球暖化對國家公園環境變遷資訊之應用與宣導 

(四)擬定因應氣候變遷行動計畫方案 

(五)建立使用後評估及成效評量機制 

第四節  研究內容與流程 

一、工作內容 

本次計畫工作內容包括： 

(一)相關文獻蒐集分析 

為順利執行本計畫，必須蒐集下列文獻資料： 

1.國家公園在全球暖化之角色與定位 

為了解國家公園在全球暖化之角色與定位，必須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提供

國家公園因應全球暖化所應扮演之角色、定位及策略。 

2.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 

為了解全球暖化現象對國家公園氣候變遷之影響，需蒐集相關之文獻或氣象

資料，以了解全球暖化過程至今台灣國家公園環境氣候之變化，以及未來可能變

化之趨勢。 

3.全球暖化與生態衝擊 

氣候變遷對生態系之衝擊會藉由各層級間錯綜複雜的交互作用產生影響，而

最後這些生態系統之改變，終將反饋回大地，影響大氣之組成與氣候狀況。故針

對全球暖化對國家公園生態可能之衝擊，需蒐集相關文獻資料，以了解全球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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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與生態衝擊之互動關係。 

4.瀕臨威脅物種之生態資料 

針對研究範圍內瀕臨威脅之物種、生態、瀕危之現況與未來可能趨勢之預測

進行資料之蒐集整理與分析，以做為日後全球暖化對國家公園環境變遷應用與宣

導之基礎資料。 

5.因應氣候變遷行動計畫 

為順利推廣氣候變遷對環境生態與人類生存影響之觀念與知識，必須蒐集國

內外相關之行動計畫方案，以做為後續行動計畫之參考。 

(二)環境變遷資訊之模擬與展現 

建立全球暖化氣候變遷趨勢與可能影響國家公園環境變遷主題之互動關

係。可能變遷之主題，包括：棲地、景觀、物種、微氣候等，依計畫範圍內目前

主題之現況，預測全球暖化趨勢對各主題可能造成之影響，並將其影響透過互動

式解說網站之建立達到宣導、推廣之成效。 

(三)環境變遷資訊之應用與宣導 

將蒐集的環境變遷資訊數位化、圖形化、數據化，並因應不同專業領域、不

同年齡層提供資訊之應用；另外，將資訊設計成宣導品，讓環境變遷資訊能紮根、

普及，進而成為全民共識。 

(四)因應氣候變遷行動計畫方案 

從文獻蒐集分析中配合台灣現況環境，發展出分年分期之行動計畫方案，針

對不同社區居民、遊客及工作人員制定分年分期之工作重點方向、具體措施、所

需經費及預期成果，以作為日後計畫編列之參考。 

(五)使用後評估及成效評量 

從互動式解說網站之點閱率，或從舉辦網路有獎徵答活動之參與率、解說宣

傳品使用問卷分析等評估使用成效。 

二、工作流程 

本次計畫工作流程參見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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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工作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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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方法  

由於本計畫屬先驅型研究計畫，涉及之面向較為廣泛，必須考量計畫之內容需與國

際接軌、並具有前瞻性，因此藉由內容分析彙整相關文獻與資料，並以工作會議焦點訪

談的方式進行架構與行動計畫之研擬，最後藉由氣候變遷互動式網站的問卷調查獲得績

效成果，茲將各方式說明如下： 

一、內容分析法 

針對行政院各部會對氣候變遷之研究計畫、國家公園學報、國家公園保育研究

計畫、國內外針對氣候暖化因應的案例，及委託案辦理依據的來源有系統的歸納整

理，以確認因應全球暖化應探討之議題。資料來源如下： 

（一）相關學術論文與書籍：搜集國家公園學報、國家公園保育研究計畫。 

（二）運用相關研究機構收集因應氣候變遷之研究，瞭解與本計劃相關檔案。 

（三）經由網路蒐集國外國家公園因應全球暖化之行動方案，做為本計畫研擬行動

計畫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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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利用互動式網站之網路問卷調查，確認網路使用者對於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議

題之認識與瞭解，以獲得實際狀況之意見，以進行修正改善。 

四、專家訪談法 

聘請專家針對計畫架構與議題進行討論，進行最後的行動計畫方向確認。另

外，在本工作項目下，委請各國家公園管理處/站協助，針對本計畫提出之行動計

畫進行討論，以獲得實際狀況之意見，作為改善修正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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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背景資料蒐集與分析 

第一節   全球暖化氣候變遷之背景與成因 

「氣候變遷」像信仰，這個論點眾說紛紜，有人相信，有人不相信，因此，有人積

極因應，有人卻不動如山。近幾年接連發生的極端天氣與不斷創新紀錄的氣象事件，造

成如高山櫻花提早開花，或歐洲出現暖冬造成滑雪場無雪可滑，使得大家逐漸感受到氣

候變化的威力與不便，許多人開始思考「這只是自然變異嗎？還是有人為影響？」，以

及「氣候與環境會繼續惡化嗎？又會有什麼衝擊呢？」(童慶斌、林嘉佑，2008)。 

全球氣候變遷對世界各地許多保護區造成威脅，然而，過去一百多年來的氣候變

遷，有多少是氣候的自然變化？有多少是人類污染造成的？科學界針對此一問題仍議論

紛紛，尚無定論。聯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Intergovenmental Panel for Climate 

Change；IPCC）在 2007 年 2 月發表報告指出，證據顯示過去記錄到的氣候變化，不

能完全歸因於自然變異，而是有相當程度的人為影響因素，而氣候變遷會導致極端事件

程度更加惡化與發生次數更加頻繁，使未來的生態環境退化、人類社會經濟發展受限(童

慶斌、林嘉佑，2008)。 

從其他的調查報告亦指出，因為大氣中的化學組成物質的改變，因此而造成了溫度

上的改變，尤其是造成溫室效應氣體的成分(如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等)其含量高

於上個世紀，而這些與全球暖化有強烈的關連。因此，不可諱言，許多人類的活動，特

別是石化燃料的使用會增加大氣中溫室效應之氣體，導致全球暖化。本計畫整理溫室氣

體與全球暖化的相關議題，說明如下： 

一、溫室氣體與全球暖化的關連 

全球暖化是由溫室氣體排放在大氣層所引發，依據環保署的定義，從太陽輻射

出來的光線原本波長較小，越過大氣層時可穿透具有與玻璃一樣效應的二氧化碳、

甲烷、臭氧、氟氯碳化物等氣體而抵達地球表面，然而抵達地球表面的陽光經地表

反射後波長較長，會被二氧化碳等氣體阻擋，不容易散失於大氣外，以致地球溫度

逐年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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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溫室氣體的生命週期相當長，二氧化碳達 50~200 年、甲烷 12~17 年、氧

化亞氮達 120 年，這些氣體影響的時間很長、範圍很廣（許晃雄，1998）。所以工

業國家所排放出的溫室氣體，可能造成其它地區物種的滅絕。 

二、溫室氣體的種類 

依據京都議定書所述，明訂需從事削減的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包括二

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

（PFCs）及六氧化硫（SF6），其餘大氣中重要的溫室氣體還包含水蒸氣（H2O）、臭

氧（O3）、氟氯碳化物（CFCs）等。溫室氣體的特性為生命週期相當長，一旦進入

大氣後幾乎無法回收，其影響為長久且全球性的。 

以全球暖化潛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之概念來看，將 CO2 的

GWP 值設定為 1的情況下，CH4 吸收熱超過 CO2 吸收的 23 倍，意即 CH4 之 GWP 值為

23，而 N2O 則高達 296。意即 GWP 值越大，增溫效應越強（經濟部產業溫室氣體減

量資訊網，2008）。 

三、溫室氣體的成因 

(一)二氧化碳 

主要來自於化石燃料燃燒過程中經氧化而成，其中工業部門約占人類活動產

生總量之 54%，例如火力發電、煉鋼、水泥、石化等工業。此外森林大量砍伐亦

會導致大氣中二氧化碳濃度增加，使二氧化碳的產生量大於固定量。 

(二)甲烷 

甲烷為厭氧條件下有機物腐爛時所產生，或由化石燃料燃燒或天然氣直接釋

出。大部份甲烷皆由人類活動中所產生，其餘為自然界的排放。 

(三)氧化亞氮 

主要來源包括化肥、森林砍伐、土地利用改變及農業活動刺激土壤排放等。 

(四)氟氯碳化物 

包含清潔溶劑、泡沬噴劑、防燃劑、冷媒等，經蒙特婁公約禁止後已減緩增

加的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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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臭氧 

工廠、汽車排放之氮氧化合物及碳水化合物，將光化學作用後合成產生。 

表 2-1 溫室氣體暖化潛勢表 

溫室氣體 全球暖化潛勢 GWP 排放來源 

CO2 1 化石燃料燃燒、砍伐（燃燒）森林 

CH4 23 垃圾場、農業、天然氣、石油及煤、家畜排泄物管理 

N2O 296 化石燃料燃燒、砍伐（燃燒）森林 

HFCs 12~12,000 滅火器、半導體、噴霧劑 

PFCs 5,700~11,900 鋁製品、半導體、滅火器 

SF6 22,200 電力設施、半導體、鎂製品 

（資料來源：摘自經濟部產業溫室氣體減量資訊網，2008） 

四、溫室效應與氣候變遷 

溫室效應會牽動地球不正常之氣候變遷，已對地球環境產生可預見之衝擊：(氣

候變化綱要公約資訊網) 

 極地冰原融化，海平面上升，淹沒較低窪之沿海陸地，衝擊低地國及多數國家

沿海精華區。  

 全球氣候變遷，導致不正常暴雨及乾旱現象，衝擊水土資源環境衛生及人類生

命等。  

 沙漠化現象擴大，生態體系改變，衝擊農林漁牧、社經活動及全球生存環境等。  

 

1988 年「聯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與「世界氣象組織（WMO）」共同成立聯

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IPCC）」。2001 年 IPCC 第三次評估報告指出：若不採

取任何防制人類排放溫室氣體措施，於 2100 年時全球平均地面氣溫將比 1990 年增

加 1.4－5.8℃，而海平面將上升 9－88 公分；此外，預估全球二氧化碳濃度已自

工業革命前 280 ppm 增加至 1992 年 360 ppm，到 2100 年二氧化碳濃度增加至

540-970ppm，是 1750 年的 90-250%，若要在 21 世紀末將二氧化碳濃度保持為工業

革命前之二倍，則目前全球二氧化碳之排放量即需削減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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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 

本節針對氣候預測的相關理論、國內外氣候變遷之趨勢，以及國家公園氣候變遷之

趨勢進行相關文獻之回顧與整理。 

一、氣候預測的相關理論 

在徐嘉君與林淑華（2008）所提出的研究專題：全球氣候變遷模式推估與情境

模擬簡介一文中，轉述 IPCC（聯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在 2007 年所發表

的四次評估報告，報告內容幾乎證明了過去 50 年來，造成全球暖化的主因極有可

能就是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及氟氯碳化物），而全球的科學家也嘗

試以各種科學模式來推估未來的氣候趨勢，以提供各國政府做為決策之參考。 

IPCC 的科學家們預測 21 世紀將是缺水世紀，東亞將是主要地區之一，而台灣，

儘管降雨頻繁，卻也因保水不良造成極端的水患與乾旱現象，雨量的驟變與氣溫的

不斷上升逐漸影響台灣的環境，而海平面上升侵蝕海岸線以及暴潮強度都可能是未

來台灣必須面臨的課題（楊胤庭，2008）。因此，倘若能藉由氣候的資料分析並預

測台灣的氣候改變，將能提供政府做出正確決策。以下將說明氣候預測之方法及對

應於台灣地區之操作模式。 

(一)氣候變遷情境模擬 

IPCC 嘗試用情境（scenarios）來描述未來可能的情況（徐嘉君，林淑華，

2008），目前 IPCC 也應用一些社經因素的改變推估全球溫室氣體可能的改變量，

進一步推估未來的氣候狀態，並藉由相關的環保政策及人類採取的溫室氣體減量

行動作為預測因子，來模擬 21 世紀的氣候，IPCC 的科學家預測 2100 年時，儘

管有溫室氣體減量政策與行動，全球平均溫度仍然會上升 1～3℃，而這樣的溫

度已經足夠讓部分地區的異常氣候與劇烈天氣發生的頻率大幅增高或降低，也可

能造成公共危險（徐嘉君，林淑華，2008）。 

(二)從氣候變遷全球模式到統計降尺度方式 

目前預測氣候變遷的模式主要為全球-大氣耦合模式（coupled 

atmosphere-ocean circulation models, AOGCMS），其所納入考量的因素包含大

氣運動、表面洋流、溫鹽環流、以及大氣/海洋交互作用，同時也考量大氣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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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及土壤，而這樣被 IPCC 科學家廣泛使用的模式，也是目前模擬溫室氣體影

響未來氣候最先進的工具，其以 150～300 公里的水平解析度，配合 10 到 30 層

的圖層疊合，預測了未來的氣候。 

儘管這樣的模式已經相當複雜而精密，但仍有許多無法控制與可能會影響而

沒有考慮到的因子，另一方面，AOGCMS 是屬於空間尺度越大就越準確的模型，

當把全球的尺度落到區域尺度時，往往因為地形效益之因素而影響其準確性，如

同前文所提，部分學者（許晃雄，1998）認為尺度、懸浮例子等因素仍然會影響

氣候，因此國內相關學者採「降尺度模擬」之方法（分成高解析度 GCM、動力降

尺度，以及統計降尺度）進行預測，而因統計降尺度之運算量小、所耗費之時間

也較為經濟，而其採用氣溫與降雨因子作為預測的方式也獲得國科會之支持。 

二、國外氣候變遷趨勢 

聯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Intergovenmental Panel for Climate 

Change；IPCC）的科學家估計到 2100 年，全球平均氣溫將比 1990 年高出 0.9°C 到

3.5° C(許晃雄，1998)。其中，二氧化碳的溫室效應大約佔 70%，其他溫室氣體約

佔 30%。由於海洋熱容量大，比較不容易增溫，陸地的氣溫上升幅度將大於海洋，

其中又以北半球高緯度地區上升幅度最大，因為北半球陸地較多。但是，北大西洋

的氣溫不但不上升，反而下降。依據推估，二氧化碳濃度升高將使全球平均降水增

加，尤其以冬季的高緯度地區最為明顯。在低緯度地區，原本降水量就比較大的地

區的降水量普遍增加，尤其是南亞與東南亞。全球平均氣溫上升，海水溫度也上升，

體積膨脹加上極區冰雪溶化，使得全球平均海平面逐漸上升，在 2100 年時將比

1990 年高出 38 公分至 56 公分。海平面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海水體積膨脹，格陵蘭

及南極洲冰川溶化的影響較小(許晃雄，1998)。 

而 IPCC 的報告指出，自從 1880 年以來，全球平均海水面大約上漲了 14 公分，

平均每年以 1~2 公釐的速率緩緩上升；過去百年來的海水面上升，主要是由於冰

川融化、水溫上升的熱膨脹效應，以及人類過度抽取地下水所致；近年來地球暖化

加速，使得海水面上升的速率加快，到了 2100 年，全球平均海水面預估將會比 1990

年上升約 9~88 公分(戴昌鳳，2008)。 

氣候變遷已對氣候與環境因子產生影響，這些變化有逐漸加速與漸趨嚴重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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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在 20 世紀，全球平均氣溫上升攝氏 0.6 +/- 0.2 度，地表受冰、雪覆蓋的

區域減少，1960 年代後期以來，全球受覆蓋的面積減少了約 10％；在降雨方面，

20 世紀中，北半球中高緯度和赤道地區，分別以每 10 年 0.5 ~ 1％ 和 0.2 ~ 0.3

％ 的速率增加，但在亞熱帶地區則普遍減少，速率約每 10 年減少 0.3％；在溫

度與降雨的作用下，海平面上升成為嚴重的威脅，在過去的百年裡，全球平均海平

面升高 0.1 到 0.25 公尺(李培芬，2008)。 

依據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之國政研究報告中指出，全球氣候變遷趨勢

統計有下列九大項： 

 20 世紀全球平均地表氣溫上升幅度約為 0.6℃。 

 自 1950 年以來，出現極低溫的頻率減少，出現極高溫的頻率略增。 

 20 世紀全球海平面平均高度已上升 0.1 至 0.2 公尺。 

 20 世紀全球發生嚴重乾旱及洪水的頻率略增。 

 20 世紀北半球中高緯度地區發生豪雨的頻率已增加 2 至 4%。 

 20 世紀北半球中高緯度地區每 10 年降雨量增加 0.5 至 1%，赤道地區（10°N

至 10°S）每 10 年降雨量增加 0.2 至 0.3%，但大半的北半球亞熱帶地區（10°N

至 30°N）陸地地區每 10 年的降雨量卻減少約 0.3%（註：台灣地區位在 21°N

至 25°N 之間）。 

 20 世紀中高緯度陸地地區的雲增加 2%。 

 地面觀測資料顯示，20 世紀北半球中高緯度的湖泊及河面覆冰期已減少約 2

週。 

 衛星資料顯示，自 1960 年代末期以來全球覆雪面積已減少 10%。 

國政研究報告中進一步指出全球氣候變遷的未來趨勢為： 

 聯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IPCC）2007 年發表評估報告中顯示，至 2100

年全球平均氣溫可能上升 1.1-6.4℃（最有可能的範圍 1.8-4.0℃）、海平面則上

升 18-59 公分，惡劣氣候將更為頻繁。 

 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之研究報告指出，至 2100 年全球平均氣溫上升 1.7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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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的可能性高達 9 成。 

 美國 2001 年的颶風發生機率預測會比 1991 年至 2000 年的平均值高出

20-30%，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署科學家預測，未來二、三十年颶風的活動力

將增強。 

 美國過去 50 年半數的水媒介疾病發生在豪雨來襲期間，而未來在全球變遷效

應使豪雨發生機率增加的情況下，豪雨和水媒介疾病的關聯性將增強。 

 科學家估計，至 2050 年阿爾卑斯山的冰河將比一個世紀前減少 90%。而非洲

第一高峰吉力馬札羅山的冰帽 15 年內將全部消失。 

三、國內氣候變遷趨勢 

林沛練，曾仁佑，盛揚帆，賴信志(2001)之氣候模式模擬結果歸納如下：  

 二倍 CO2 的情境下，台灣各地普遍有增溫的現象，增溫的幅度大約在 1.2~3.9

℃間，其中冬季增溫主要在北部地區（二月份在台北可達 3.5℃），而春季及初

夏時期之最主要增溫則在台灣西部地區。仲夏的七、八月間主要的增溫移到台

灣東部地區；此時台灣西部反而有降溫的情形，最大降溫在中部山區，其降溫

幅度可達-2℃。  

 增溫的作用，使得蒙古高壓的勢力較弱，而春季太平洋副高的勢力增強也較

快，使得梅雨季的建立提早到四月底左右。  

 二倍 CO2 對台灣地區降水的影響可歸納如下。在春秋兩季整個台灣地區都有

降水增加的趨勢，增加最多的地區是在台灣東半部地區。至於夏季及冬季則有

降水淢少的情形。配合溫度的變化，明顯的可以發現，降水越多的地區，氣溫

的增幅就越小，而最大的增溫區則與最小降水區一致。這些改變主要是受到觀

天氣尺度及大尺度環流系統的改變的影響。  

 由兩倍 CO2 與一倍 CO2 氣候預設情境變化下氣候極端溫度與極端降水天氣發

生機率變化之統計評估結果顯示，夏季高溫發生之機率增多，冬天低溫之增溫

幅度較小，因此年溫差變大。  

 兩倍 CO2 之溫室效應對降水之衝擊模擬顯示，兩倍 CO2 氣候情景下，台灣春

秋兩季之降水，無論降雨日數或降雨量都有明顯之增加，夏冬兩季在兩倍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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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豪大雨之極端氣候出現機率明顯減少。  

 若以分區來看，兩倍 CO2 氣候情境下，台灣東部降水量極端豪大雨機率均有

顯著之增加，西南部之豪大雨機率則有淢少之趉勢，綜合而言，夏季雨季之西

南部在溫室效應影響下乾旱之情況會愈來愈明顯。  

由陳雲蘭(2008)以極端指標進行台灣氣候變化的分析結果可知，台灣氣候確實

變暖，並且以低溫方面的反應較為明顯，這個特徵同時表現在代表平均氣候及極端

事件的指標上；降雨現象除了雨日偏少之外，在台灣則沒有大範圍一致性的顯著趨

勢，不過北部相對於其他區域似乎存在有較為獨特的降雨特性：除了總雨量指標顯

示台北是各氣象站中唯一具有雨量增多趨勢的測站之外，從代表大雨日數及極端降

雨分量的極端降雨指標分析，也顯示只有北部測站才有顯著程度的強降水增多訊

號。此外，可代表乾旱或偏乾條件的連續不降雨日指標在大部份測站的趨勢值仍是

微弱，但長期趨勢在北部多個測站呈現負值，與其他區域的正值趨勢有明顯的對

比，再一次表現出降水在北部的不同特徵。另外，每日最高溫度在貫穿台灣的中央

山脈東面測站具有西面測站所沒有的顯著增暖訊號。 

而盧孟明、林昀靜(2008)的研究結果顯示，短延時(D=1 、3 小時)的極端強雨

事件發生頻率有增多的趨勢，最近 10 年(1998-2007)出現次數較以往偏多，但變

異量也較大；長延時(D=48 、72 小時)事件的發生頻率雖然沒有明顯的長期變化趨

勢(trend)，但在最近 10 年發生較為頻繁且範圍較廣。 

李清縢(2008)利用 1901-2006 年距平溫度資料顯示出全球溫度趨勢值約為

0.064 °C/十年，中國溫度趨勢值約為 0.114 °C/十年，而台灣(13 測站平均)之溫

度趨勢值則是 0.127°C/十年，局部地區的溫度上升趨勢值明顯高於全球溫度趨勢

約 2 倍。另外 1990 年以後異常高溫情形特別明顯，中國及台灣地區在 1998 年出

現異常最高溫。近 30 年(1977-2006)趨勢值明顯高於百年趨勢值約 2-3 倍，且近

30 年陸地溫度的上升趨勢最明顯，尤其在中國大陸地區。台灣地區近 30 年

(1977-2006)的平均溫度、最高溫度、最低溫度及日夜溫差(最高溫度減最低溫度)

之趨勢值顯示台灣全島的平均溫度都為上升的趨勢，呈大部份測站都有通過統計檢

定，其中又以北部、西半部上升趨勢值較高。另外最高溫度與最低溫度的趨勢值分

佈情形是呈現相反的狀況，最高(最低)溫度趨勢值最高在東半部(西半部)，且最低

溫度趨勢值明顯偏大，顯示近 30 年平均溫度的上升趨勢主要受到最低溫度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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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貢獻。 

從陳圭宏、賈新興(2008)之研究結果亦可發現，相對於氣候參考年(1961-2000 

年)，平均氣溫增暖趨勢明顯，冬季低溫頻率呈穩定減少趨勢，21 世紀中葉後，陸

續有花蓮、高雄、台北出現低溫機率消失，夏季炎熱氣溫頻率增加幅度驚人。日平

均雨量，台北和高雄沒有增減趨勢，台中和花蓮則有減少趨勢。不降雨頻率，台北、

台中、花蓮有增加趨勢，高雄沒有增減趨勢。豪雨頻率則 4 個氣象站都沒有增減

趨勢。 

林淑華、柳中明(2008)之研究結果顯示，全球氣候模式對溫度的模擬較具有可

信度，相對地降雨量的模擬則具有很高的不確定性；二十一世紀，溫度上升幾乎是

百分之百會發生的，尤其對北部增溫程度比台灣南部嚴重；西半部增溫速度比東半

部快。除了溫度上升之外，台灣會面臨降雨量分布的改變。以中央山脈一分為二，

東部海岸和東北部會面臨比現在更高的降雨；西部區域則會面臨更低的降雨量，由

其是對台灣西北部影響為最大。西南部和中部的不確定性比其他區域較高。目前所

估算得的未來氣候變化趨勢，氣溫方面是與過去四十年一致，也即持續增溫，但增

溫加速。但在降雨方面，則似與過去四十年的趨勢並不一致，此乃多數全球 AOGCM 

模式之預測結果，未來需密切注意其實際發生之情形。 

從上述研究結果中可知，其溫度與雨量之變化趨勢與百年來之觀測分析是一致

的。如夏天溫暖時增溫較多，冬天低溫之增溫較小，因此年溫度變大加大，而降雨

方面觀測與模擬結果均指出東半部之雨量增加較明顯，而且豪大雨之機率也較大，

與全球極端氣候出現頻率增加亦是一致。 

另外，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之國政研究報告亦指出台灣氣候變遷趨勢

之統計，可歸納成下列八項： 

1. 台灣溫暖化的情況較聯合國氣候變遷小組（IPCC）所估計全球百年來溫度

嚴重 

中央氣象局分析台灣氣象資料，發現過去 100 年台北氣象站的平均溫

度上升 1.31℃，台中上升 1.11℃，台南上升 1.39℃，比聯合國氣候變遷

小組（IPCC）所估計全球百年來溫度上升 0.6℃還高出 1倍。 

2. 中央氣象局分析台灣氣象資料，發現過去 10 年是台灣百年來溫度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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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年。 

3. 近年出現有史來最高溫的現象 

中央氣象局分析台灣氣象資料，發現去年台灣 11 月的平均溫度為

23.2℃，為歷年來的第三高溫。89 年 10 月台灣地區列入統計的 20 個測

站中，有 6個測站測得有史以來的最高月均溫（包括花蓮、高雄、台中等

地），有 6個測站則測得有史以來的次高月均溫（包括台北、基隆等地）。 

4. 台灣氣象近年來有溫度增高現象 

中央氣象局分析台灣氣象資料，發現從 1987 年開始到 2000 年為止的

14 年中，台北市有 12 年溫度偏高、台中有 11 年，高雄及花蓮 10 年，氣

溫沒有偏高的幾年是接近正常值，低於正常值的情況是完全沒有出現。 

5. 台灣降雨量相當不穩定 

過去數十年的氣候資料顯示，台灣平均年降雨量為 2,500 釐米（但最

高為 3,200 釐米，最低為 1,600 釐米，顯示台灣降雨量相當不穩定），約

為世界平均值的 2.6 倍，唯台灣 78%降雨量集中在雨季（每年 5月至 10

月），且多數降雨來自颱風，而乾季（每年 11 月至 4月）時降雨量只有年

降雨量的 10%，加上台灣河川短且急，使台灣的水文及水資源充滿相當大

的不確定性。 

6. 台灣地區降雨強度持續增高趨勢 

過去數十年的氣候資料顯示，台灣地區年平均降雨量並沒有太大變

化，但降雨時間持續減少、降雨集中且降雨強度越來越強。分析資料顯示，

中部、南部及東部地區的降雨強度有持續增高的趨勢，1948 年台中市的

降雨強度為每小時 0.6 公釐，1998 年已達 2.8 公釐；台南市從 1.2 公釐

提高到 3公釐；花蓮市從 1.1 公釐提高到 2.2 公釐，顯示豪雨發生的機會

明顯增加。 

7. 過去數十年的氣候資料顯示，東部及北部地區的年降雨量有小幅增加的趨

勢，而中部及南部地區的年降雨量則有小幅減少的趨勢。 

8. 根據國內 14 座驗潮站長期海平面變動分析結果，近九十年來基隆每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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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上升 0.035 公分，高雄每年海平面上升 0.061 公分，但台中則有下降

趨勢。 

台灣夏季的降雨強度、豪大雨頻率以及年降雨量持續增加，每逢颱

風、甚至只是午後雷陣雨的對流雲系作用，就能造成山區土石流等嚴重災

害。相信生活在台灣的人們，都已經感受到氣候型態有明顯的改變趨勢，

更遑論對環境變化敏感的台灣生態與物種，已陸續因此造成棲地破壞，而

出現生存危機。若全球持續增溫，南北極冰帽冰山的融解，將造成全球海

平面上升，對於台灣的西南沿海低窪地區、東北的蘭陽平原沿海地區，更

將造成被海水淹沒的危機，顯見全球暖化、氣候變遷與你我息息相關。 

地球暖化導致乾旱時間拉長，並發生極端氣候，在較乾的國家公園中

(如:Yellowstone, Rocky Mountain, 和 Glacier)，森林大火發生的機會

亦會大大增加，台灣當然也無法倖免於難。2001 年 7 月，納利颱風單日

的降雨量，打破了台北氣象站 105 年來的紀錄，台北市彷彿回到過去的台

北湖；2002 年，度過淹水惡夢的台北市反而遇到缺水的窘境，這波旱災

從桃園一路延燒到台北；2005 年 3 月，以往只在出現在高山的雪景，卻

下降到海拔七百公尺的山林，茶園、果樹受到寒害，農民損失慘重。由此

種種，皆可看出極端氣候對於台灣民眾生命與財產影響之頻率已逐漸提

高。 

四、國家公園的氣候變遷趨勢 

聯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發表警訊說，世界各地的人文與自然世界遺產正受

到氣候變遷的威脅，從國家公園到文化古蹟，從紀念碑到珊瑚礁，無一倖免。世界

遺產受威脅狀況來自一項「氣候變遷圖集：世界最大挑戰地圖」資料庫（The Atlas 

of Climate Change: Mapping the World's Greatest Challenge），該資料庫由斯

德哥爾摩環境研究院（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根據最新研究成果編

制出版，「氣候變化圖集」顯示，受到氣候變遷影響的世界遺產包括達爾文曾經考

察過的伯利茲的珊瑚礁、南非著名的西岸國家公園、泰國具有 600 多年歷史的古跡

廢墟、蘇格蘭的考古遺跡等等。UNEP 指出，氣候變遷對世界遺產的影響，有些是

明顯可見的。例如海平面上升或颶風暴雨導致的後果。有些影響則是潛移默化的，

例如空氣濕度增大和土壤化學成分改變導致的腐蝕。UNEP 和 UNESCO 均指出，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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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除了採取行動防止氣候變遷外，也應採取措施保護世界遺產，以免其遭受氣候

變遷的侵蝕和破壞(台灣國家公園網站)。 

Stephen Saunders(美國前國家公園署長)說『氣候改變是國家公園最大的威

脅』"Climate change is the greatest single threat to our national parks,"，

全球暖化對國家公園可能有如下之影響( Nussbaum, 2006): 

(一)棲地之損失:  

全球暖化會促使動植物向海拔更高或更北的地方遷徙，以找尋更適合的棲

地，而那些無法移動或反應較慢的物種就可能從國家公園中消失(圖 2-1)。 

 

圖 2-1 楓糖樹(Sugar Maple)棲地改變圖 

(黃色部分為目前棲地、紅色部分為 2100 年之預測棲地) 

(二)海平面上升 

依據美方研究機構的調查，至西元 2025 年 Chesapeake 海灣預估會上升 8

英吋、南 Florida 會上升 5英吋，至西元 2100 年南 Florida 會上升 20 英吋，

因此很多岸邊的公園如:Everglades, Assateague, Cape Cod, Fire Island 和 

Biscayne 等將大受影響。海平面上升將導致更多浸蝕及洪水犯濫問題，而海

水亦將侵佔更多的淡水區域而造成自然棲地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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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sapeake Bay and Assateague Island 

(上面兩張圖為在同一地點拍攝，左方照片於1920 年所拍攝，右方照片於 1996年所拍攝) 

 

圖 2-2  西元 2100 年南 Florida 會上升二十英吋後可能受影響之地區 

(三)改變降雨 

公園將因地區不同而變得更溼或更乾，如此改變了水文循環將使許多動植

物相跟著改變。除此之外，在較乾的國家公園中(如:Yellowstone, Rocky 

Mountain, 和 Glacier)，森林大火發生的機會亦會大大增加。 

(四)改變動物遷徙的模式 

氣溫改變將使候鳥遷徙的時間改變，但如果候鳥的食蟲在候鳥遷徙到的時

候未能配合有繁殖動作則候鳥將因找不到足夠食物而無法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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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兩張圖為在同一地點拍攝，左方照片於1932 年所拍攝，右方照片於 1988年所拍攝) 

(資料來源: U.S. Geological Survey, Glacier Field Station) 

美國目前正在推動『Climate Friendly Parks』活動，許多國家公園開始使用

替代能源計畫以達到減碳的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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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管理處也會提供各種資

料給遊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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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公園受到氣候變遷的挑戰是全球性的，台灣的國家公園當然亦難置身於

外。因此，必須先了解台灣國家公園的氣候變遷趨勢，以研擬適切的調適策略來因

應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對國家公園可能之影響與威脅。 

國家公園氣候變遷之趨勢，從李培芬、許嘉恩、許皓捷、吳姍樺(2005)的研究

中可知，氣候變遷對生態保護區的影響是全面的溫度上升，年雨量則有部分區域增

加、部分區域減少的現象，台灣的中部高海拔區域溫度上升最多，年均溫最上升達

2.3℃；高海拔型的保護區衝擊最為嚴重，雪霸國家公園年均溫上升平均 2.13 ℃

最高，墾丁國家公園年均溫上升平均近 2 ℃，但墾丁國家公園的年雨量減少 80 公

釐，而雪霸國家公園則增加 215 公釐(參見表 2-2 及圖 2-3)。 

 

表 2-2  氣候變遷(RSM2)下，各國家公園內的環境因子變化 

國家公園 網格數 年均溫改變(°C) 年雨量改變（公釐） 

墾丁 83 2.00 -79.9 

雪霸 233 2.13 215.0 

太魯閣 300 2.05 194.7 

陽明山 51 2.09 53.9 

玉山 318 2.10 140.5 

（資料來源：李培芬、許嘉恩、許皓捷、吳姍樺，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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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氣候變遷 RSM2 預設情境下的年均溫改變(a)和年雨量改變(b) 

 (資料來源：李培芬、許嘉恩、許皓捷、吳姍樺，2005) 

另外，本計畫蒐集國家公園氣象站之氣候資料作為初步之氣候趨勢探索，茲將

氣候分析資料說明如下（氣候趨勢分析圖表，詳見附錄 4）： 

(一) 各國家公園氣候資料分析 

各國國家公園氣候資料分析，是以包括各測候站近 3-20 年之間不等全國

各國家公園之氣溫、及降雨量等項目作趨勢改變的探討，藉以分析出時間演進

的過程中氣候對大環境變遷之下改變情形，本計畫針對國家公園進行統計分

析，分析結果顯示長年的氣溫與降雨量變化並不顯著，因此改採數字之趨勢判

斷，分析結果如下。 

1.墾丁國家公園 

恆春氣象站位於屏東縣恆春鎮天文路海拔 22.306 公尺，隸屬中央氣象

局三等氣象站，成立迄今屆 60 年，是台灣氣象局觀測點的最南端，提供由

南往北移動之天氣最前線資訊，相關紀錄項目數值分析如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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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氣溫 

綜觀墾丁國家公園氣溫在過去 20 年的記錄中分佈狀況平均，但若

以 10 年做分隔來看大致上可發現近 10 年（1997-2006）的溫度，是高

於過去 10 年（1987-1996）的趨勢。 

(2)降雨量 

墾丁國家公園降雨量分佈依下圖所示，除 1-3 月份較為平均外，自

5-12 月降雨分佈較為混亂，各月份幾乎都有過多的雨量記錄出現，最

高雨量發生於 1998 年 6 月份單月降下近 1100 公釐雨量記錄。 

2.玉山國家公園 

玉山氣象站位於南投縣信義鄉玉山北峰海拔 3850 公尺頂上，為東北亞

最高之氣象站，屬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24 個氣象站之一，係四等氣象測報機

構。成立迄今屆 60 年。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於民國 74 年成立，該站提供諸

多研究環保生態及寒帶林相之氣候資料，對台灣野生動植物之保育與復育助

益良多，近 20 年相關紀錄項目數值分析如下頁。 

(1)氣溫 

綜觀玉山國家公園氣溫在過去 20 年的記錄中分佈狀況大致平均，一

月最低均溫約在-4-2℃之間，七月最高溫約在 6-10℃之間，則其中以 1995

年出現過高溫度，一月均溫 5℃，9-10 月均溫為 14℃較為特殊。 

(2)降雨量 

玉山地區降雨量分佈依下圖所示，除 12 月與 1月份較為平均，其他

月份降雨分佈較為混亂，各月份幾乎都有過多的雨量記錄出現，最高雨量

發生於 2006 年 6 月份單月降下近 1600 公釐雨量記錄。 

3.陽明山國家公園 

竹子湖氣象站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七星山麓海拔 607.118 公尺處，隸

屬中央氣象局編制之四等氣象站，四周林木繁茂，景緻四季分明，成立迄今

逾 70 年，提供國家公園定量（溫度、濕度、氣壓、氣壓趨勢特性、氣壓變

量、降水量、風向、風速）與定性（在天氣、過去天氣、雲狀、雲量、雲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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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度、能見度、地面狀態、特殊現象）等多樣資訊，近 20 年相關紀錄項目

數值分析如下。 

 (1)氣溫 

綜觀陽明山氣溫在過去 20 年的記錄中大致上無過大落差，但若以 10

年做分隔來看卻可發現近 10 年（1997-2006）的溫度高於過去 10 年

（1987-1996），20 年中最高年平均溫出現在 1998 年，而最低年均溫則出

現於 1995 年。 

 (2)降雨量 

降雨量方面可明顯發現近 10 年內逐漸有產生特殊過量的降雨記錄，

如 2001 年及 1998 年則分別於單月出現超過 2000 公釐以上的雨量，高於

同月的其他年份 1000 公釐以上，天氣的逐漸變異可由此看出。 

4.太魯閣國家公園 

花蓮氣象站位於花蓮市花崗街海拔 16.1 公尺，隸屬中央氣象局二等氣

象站，民國 54 年正式成立測候所，除提供花蓮地區天氣概況及預報，並供

應太魯閣國家公園包括一週旅遊天氣預報之一般天氣預報資料。 

 (1)氣溫 

從下圖中可以初步了解太魯閣國家公園地區近 5年氣溫之紀錄，由圖

顯示太魯閣地區平均年溫度以 2002 年最高，2004 年最低，七月最高溫度

皆低於 30℃，一月最低溫則於 15℃以上。 

(2)降雨量 

太魯閣地區降雨量分佈依下圖所示，可看出自 2002 年開始有逐年增

加的的趨勢，2005 年 9 月份的單月 700 公釐降雨為近五年來單月及全年

降雨最多之記錄。 

5.雪霸國家公園 

宜蘭氣象觀測站位於宜蘭市力行街海拔高度 7.2 公尺，隸屬中央氣象局

三等氣象站，民國 34 年正式成立測候所，除提供宜蘭地區天氣概況及預報，

並供應雪霸國家公園包括一週旅遊天氣預報之一般天氣預報資料，過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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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相關紀錄項目數值分析如下。 

(1)氣溫 

綜觀雪霸地區氣溫在過去 20 年的記錄中分佈狀況平均，但若以 10

年做分隔來看大致上可發現近 10 年（1997-2006）的溫度，是高於過去

10 年（1987-1996）的趨勢。 

(2)降雨量 

雪霸地區降雨量分佈依下圖所示，可看出除 1988 年有出現較大降雨

量記錄，最大降雨出現於 1997 與 1998 年分別於 10 月與 1月份單月降下

的 1800 公釐雨量的特殊記錄。 

6. 金門國家公園 

金門氣象站位於大金門之西南角海拔 47.88 公尺，隸屬中央氣象局三等

氣象站，民國 87 年成立迄今，提供金門氣溫、濕度、雨量、風向、風速、

日照等氣象資料，近 3年相關紀錄項目數值分析如下。 

 (1)氣溫 

金門地區氣溫在記錄中分佈狀況平均，7月最高溫約為 25-30℃之

間，1月最低溫約為 10-15℃之間。 

 (2)降雨量 

依近 3年金門地區降雨量分佈圖所示，雨量有較大落差的趨勢，以

2006年為例最大降雨出現於5月單月降下近500公釐雨量的特殊記錄。 

（二）小結 

在分析各國家公園近年氣候資料後，本計畫發現國家公園的氣候已逐漸

產生變化，其中以氣溫與降雨量最為明顯，氣溫數據分析顯示除金門國家公

園氣象資料尚不足外，其餘台灣本島內五個國家公園的氣溫多有些微上升的

趨勢。本研究進一步針對過去 10 年與近 10 年氣溫總平均記錄之比較，發現

過去十年的平均氣溫皆低於近十年之平均溫度。同樣地，在不同年份單月溫

度數據比較上來看也是如此。此外，雨量方面則出現極端性降雨量的機會增

加，如降雨頻率及降雨量的驟增與遽減，相較過去不同年份單月份之雨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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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年極端降雨量的發生頻率同樣也增加。本研究試著以統計分析方式進行

十年前與十年後溫度之差異檢定，但幾乎難以看出顯著的差異，可見得溫度

的變化在國家公園的變化應屬長期性緩慢地變化，二十年的增溫程度可能不

夠明顯，且山脈型國家公園更可能因為雨量增加，而使溫度上升的效果減

低。不過，短期性的極端氣候頻率增加、破壞增大，是值得憂心的趨勢，更

是未來在研擬行動策略時不可忽視的一環。 

 

從李培芬、許嘉恩、許皓捷、吳姍樺(2005)之研究及本計畫分析結果，國家公

園年均溫都有上昇的趨勢，而雨量部分，因受地形等較多變數之影響，因此並不完

全是增加的趨勢，但與全球相同的趨勢是極端氣候出現的頻率是增加的，亦即極端

性降雨量的機會是提高的，這樣的氣候變遷有時比溫度的影響更會在短期產生衝擊

與變化，更值得國家公園注意極端氣候對園內生態與地景之影響。 

在國家公園氣象蒐集與分析的過程中，發現許多測站並無法完全地代表國家公

園之氣象資訊，未來建議國家公園可在不同氣候區域設置小型測候站，長期監測氣

象，以做為日後氣候變遷趨勢研究之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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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全球暖化與生態衝擊 

根據全球氣候變遷模式的預測，溫室效應所導致的全球氣候暖化現象，除了會使全

球氣溫升高外，也可能引發降雨模式的改變，水患、乾旱、風災等異常氣候發生的頻度

與強度增加，及海平面上升，湧昇流及洋流模式改變等等環境因子的變化，這些環境因

子的變化均可能直接或間接影響物種的生長、生存、數量與分布，和生態系組成與功能

的改變，繼而影響生物多樣性的保存與維護(李玲玲，2005)。 

有關全球暖化對生物分布的影響，研究資料相當多，整體的結論是物種分布會向

南、北極或高海拔的地區移動，同時也會促使許多地區外來種的突然增加，造成物種間

相互關係的改變，生態系內食物網的結構也會因而調整。當生物物種的物候、族群與分

布因氣候變遷而改變時，由於各物種對氣候變遷的反應程度有差異，會造成群聚組成的

改變，並影響群聚內物種間的相互關係。以下將針對生態系統可能產生的影響作一說明： 

一、氣候變遷對全球植物的影響 

(一)植物的生長環境高度持續向上擴展 

港大生態學及生物多樣性系教授 Richard Corlett 指出，全球暖化令本來只

在六百米高度以下生長的熱帶植物，向上「擴散」了二百米，「過去數年沒有嚴

寒的冬天，所以這些植物把自己的生長範圍擴展出去，依山勢向上移。」…香港

特有的高山植物，如七百米以上的大東山、大帽山的植被被低山的植被取代而面

臨滅絕危機。全球暖化也使植物開花結果時令改變，以往的生態學記錄盡不可

信。(http://www.ecotourism.org.hk/other%20files/Eco-review_0207.htm)。 

考古學的證據以及電腦模型顯示，在最壞的情況下，氣候帶──以及植物物

種(包括農作物)的耐量範圍(tolerance range)──將會向北移動 100~150 公里

(60~90 英里)，或是在高度上向上移 150 公尺(500 英尺)以得 1℃(1.8℉)之全球

溫度上升。(http://stubsd.tjsps.tpc.edu.tw/~s94c61502/theme_1_1.html)。 

森林之組成以及位置將會改變。在溫帶以及副熱帶地區的森林將被迫向極區

或是高緯度移動，而留下更多草原地與灌木林地在其後。然而，樹木物種的移動

非常緩慢，是藉由沿著林緣(forest edges)長出新樹木來進行的──典型上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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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0.9 公里(0.5 英里)或是每十年 9公里(5 英里)。如果氣候帶的移動速度高過

於此，那麼整個樹木物種的地理視距(geographic range)，包括山毛櫸樹(beech 

trees)將會很快地改變。一些近日的科學研究認為北美洲本植物物種有 7~11%將

會因為溫度升高 3℃(5℉)而超過其可以生存之耐熱極限(thermal limits) 

(http://stubsd.tjsps.tpc.edu.tw/~s94c61502/theme_1_1.html)。 

(二)植物物候改變 

在氣候變遷對生態系生理運作的影響方面，包括大氣中 CO2 濃度的增加，氣

溫升高，降雨模式的改變，及氣候季節變化的改變等，均可能影響生態系的“代

謝”活動，包括光合作用，呼吸作用，蒸散作用，分解作用，固氮作用等，進而

影響生態系中物質循環、能量流動，植物的初級生產量、生長及開花結實等物候，

連帶影響利用植物的動物及其他生物(李玲玲，2005)。 

李培芬(2008)提到：在影響植物開花時序的「物候」改變方面，過去 50 年，

已發現 694 種物種的物候方面有提早的現象。李教授進一步提到，以植物而言，

溫度的上升，伴隨著生殖季的延長、開花期的提前等現象，且英國的長期研究發

現，全球溫度升高攝氏 1度，導致許多種類的樹木提早 5 到 7 天發葉芽。 

 (三)全球暖化導致作物減少 

而在北半球高緯度地區森林界線的研究中也發現界線有向極區移動的情

形，高山草原的分布也有往高海拔地區移動的現象。而也有研究顯示在美國阿拉

斯加的保護區中，近 30 年內植物群聚的組成已發生改變；另有研究也發現寄主

植物與昆蟲間關係的改變(李培芬，2008)。國際稻米研究所的資料也顯示，若晚

間最低氣溫上升每攝氏 1度，稻米收成便會減少一成。值得注意的是，稻米是全

球過半人口的主要糧食，所以全球暖化的輕微變化足以帶來深遠影響。 

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林而達也曾提及，氣候變暖對農業的不利影響主要體

現在四個方面。一是使農作物生育期縮短，產量下降；二是「暖冬」致使很多農

作物在初春時節提前發育，抗寒能力下降，河南、山東等地已經發生農作物凍害；

三是造成很多南方的病蟲開始在北方分佈；四是造成旱災、洪澇等極端氣候事件

增多(國際環保組織綠色和平網站)。 

(四)氣候變遷改變了淡水的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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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全球暖化的影響，地球的平均溫度將持續上升，一般認為河川的水溫與

大氣的氣溫有直接的關聯性，一旦全球平均溫度上升，河川水溫也會受到影響而

升高，水溫越高，袪氧反應的速度也會越快，袪氧作用的反應越快，代表河川中

的溶氧將以較高的速率被消耗而大幅降低，當水中溶氧量因袪氧作用的加強而持

續降低時，水體的飽和溶氧量也因為水溫的升高而雪上加霜地呈現貧氧狀態，最

終會影響水體的生態(童慶斌、林嘉佑，2008)。 

氣候變遷也會造成水質的改變，間接影響到水域環境中的物種。在美國威斯

康辛州，因為過多的降雨導致多量的營養鹽流入湖中，造成較高的浮游植物族群

量，減少了水的清澈度；在東非的塔甘伊卡湖，由於氣溫上升，造成湖水水溫與

湖水密度垂直梯度的增加，改變了湖水垂直混合的能力、氧氣的穿透深度、營養

鹽的混合程度，因而降低了浮游植物的數量，造成生物量和生產力的下降(李培

芬，2008)。 

(五)海平面上升減少紅樹林的分佈 

聯合國環境規劃署發表報告稱，太平洋地區的紅樹林亟待保護，氣候變化造

成的海平面上升將嚴重威脅到這一重要生態系統。報告說，研究人員對太平洋地

區 16 個島國的紅樹林進行了調查。結果發現，總體來看到本世紀末，13%的紅

樹林都將被淹沒，某些島嶼甚至超過一半的紅樹林都將逐步消失，尤其美屬薩摩

亞群島、斐濟、土瓦魯、密克羅尼西亞群島將成為“重災區”。聯合國環境規劃署

說︰我們有很多理由要應對氣候變化，太平洋地區紅樹林面臨的威脅只是又增加

了一個理由，而且由此推斷，熱帶地區很多低窪地帶都將面臨同樣的威脅(聯合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資訊電子報)。 

過去 100 年來，海平面以平均每年 1 到 2 公釐的速率上升，未來有逐漸

增快的趨勢。全球大約 70％ 的沙岸已經發生退縮的現象，20 到 30％ 的沙岸

維持穩定，只有不到 10％ 有擴增的情形，如今更發現快速的海岸退縮、波浪高

度增加、海水入侵等現象，這些環境的改變也造成沿岸生態系的變化，例如泰國

在過去的 35 年內，已有 50％ 的紅樹林消失。在過去數十年間，全球的沿岸濕

地面積，平均每年減少 0.5 至 1.5％(李培芬，2008)。 

二、氣候變遷對全球動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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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動物生理週期的改變 

在動物方面也有類似的情形，氣候變遷會造成動物孵化或產卵的時間提早。

有研究發現青蛙的產卵時間提早 2 到 3 周；針對海龜的研究也發現，產卵的時

間提早約 10 天；某些鳥類的生殖季也有提早的情形(李培芬，2008)。生殖季時

間的改變，對於生殖成功率造成影響，也會影響到整個生態系中的其他物種。 

許多物種的生理狀況與溫度有明顯的相關性，例如有一種海龜在較暖年生長

得較大，較早達到性成熟。這種情形對於那些行為或生理受溫度調控的物種來

說，影響尤為嚴重，例如由溫度決定性別的爬蟲類動物，在未孵化前，生理受到

溫度的影響而改變，最後會造成族群性別比的改變。埃及蛙生殖期的鳴叫比例與

溫度有相關性，溫度上升後，將對繁殖造成影響(李培芬，2008)。 

 (二)動物的棲息行為產生改變 

在歐洲與北美已經發現，在溫度上升的影響下，蝴蝶的分布範圍有向兩極和

高海拔移動的情形，在鳥類的分布研究上，也發現相同的情景(李培芬，2008)。 

有些蚜蟲在二氧化碳濃度較高的環境中，對於捕食者的逃脫能力會下降，未

來這種捕食者與被捕食者之間的平衡關係將會改變，也影響到食物網的狀況。動

物的遷移時間也會受到影響，某些區域候鳥的遷移時間，在春天會提前到達，秋

天則會延後起飛(李培芬，2008)。 

相關研究顯示北極熊會用漂浮的海冰作為交通工具，而冬天，懷孕的北極熊

則在海冰裡挖雪洞作為產房。但北極夏季海冰的範圍在過去 50 年減少了近 27%，

而最近 20 年，海冰厚度也以每十年 7%～9%的速度減少。北極的夏季海冰可能在

本世紀末之前完全消失，而失去家園的野生北極熊亦會隨之滅絕(國際環保組織

綠色和平網站)。 

在氣候變遷對淡水生態系造成影響的研究中，已發現溪流與湖泊會提早融冰

和延後凍結。在整個北半球，內陸溪流、湖泊冰封的時間已有縮短的趨勢，100 年

來，結冰的時間平均延後 8.7 天，融化的時間卻提早 9.8 天。這樣的改變也直

接影響到生物的分布與物種組成，同時造成淡水魚分布的邊界向極地方向推進，

喜好冷水域的魚類數量減少，喜好溫暖水域的魚類數量則會增加(李培芬，2008)。 

(三)全球暖化造成珊瑚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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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對珊瑚礁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普遍的現象就是溫室效應導

致海水表溫升高，引起珊瑚白化(戴昌鳳，2008)。過去珊瑚礁遭遇的威脅，主要

來自工業發展與污染、旅遊活動與都市化、農業活動、污水污染、沉積物增加、

過度漁撈、珊瑚開採、土地再造、捕食與疾病、暴風等地區性的因素。但目前已

證實水溫的升高與珊瑚白化現象有關，當海水表面溫度上升超過季節最高溫攝氏 

1 度以上時，會造成珊瑚白化現象，偶發的水溫升高也會促成某些珊瑚種類白化

(李培芬，2008)。 

海水溫度上升導致的珊瑚白化，嚴重危害、甚至毀掉整個珊瑚礁，就算是少

於 1度攝氏的升溫，也會使珊瑚白化。而全球熱帶海洋的氣溫在過去 100 年已經

上升了攝氏 1度，並估計會持續上升。世界著名的澳洲大堡礁便是珊瑚白化問題

的其中一例。2002 年，大堡礁受到有史以來最嚴重的白化問題困擾，超過六成

的珊瑚礁受到影響，除非氣候變化的速度比預期中慢，否則大部分的珊瑚礁均會

在幾十年內死去。由於有數以百計的生物棲息於珊瑚礁，若珊瑚礁消失，那些生

物也將會隨之滅絕(國際環保組織綠色和平網站)。 

珊瑚的白化會減少活珊瑚覆蓋的面積，導致生物多樣性下降，對傳染疾病等

其他威脅將更為敏感，也使礁區的生物群聚回復到演替早期的情況，最終可能造

成整個生態系的崩解(李培芬，2008)。 

三、全球暖化對台灣生態系的影響 

(一) 沿海生態環境方面 

在沿岸生態系上，整體而言，以西南沿海、北部淡水河口和東部蘭陽溪口附

近的淹沒面積較多。主要受到衝擊的重要濕地，包括台北附近的挖子尾、淡水河

紅樹林與關渡自然保留區、野雁保護區、彰化大城濕地、嘉義布袋與鰲鼓濕地、

台南北門、青鯤身、七股與四草、宜蘭竹安、蘭陽溪口和利澤簡，隨著海平面高

度的增加，被淹沒的面積勢將更多。一旦這些地區減少或消失，將造成生物族群

數 量 、 養 殖 漁 業 與 人 們 生 活 空 間 的 改 變

(http://web1.nsc.gov.tw/fp.aspx?ctNode=40&xItem=9558&mp=1)。另外，海水

面上升會造成鹽水入侵，或從土壤滲入地下水，使地下水及土壤鹽化。台灣西南

沿岸地區，因沿海養殖區超抽地下水而地層下陷，早就造成這些問題，加上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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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升，沿岸土壤鹽化的問題非常嚴重(戴昌鳳，2008)。 

(二) 植物方面 

包籜矢竹原分布在海拔七百公尺，廣布在陽明山一帶，這幾年的監測發現，

由於氣溫上升，包籜矢竹已受不了熱而「往上跑」，生長區域向上移動了五至十

公尺，原本生長的空間被芒草占據了。包蘀矢竹（Pseudosasa usawai）是台灣

北部陽明山地區的特有種，不但形成全台灣海拔分布最低的箭竹草原，也是陽明

山國家公園的代表性植群。1999 年至 2000 年間，陽明山地區的包蘀矢竹發生大

量開花的現象，隨後幾乎所有的舊有竹子枯死殆盡，再由竹米萌播的竹苗重新更

新。然而經過近年的初步觀察，卻發現新生竹叢之棲地邊緣已遭到白背芒

（Miscanthus chinesis var. glaber）入侵，而發生族群縮減的現象。這種竹

芒之間的此消彼長雖然有可能是天然演替過程中必經的現象，但是亦有可能與全

球暖化或台灣北部地區的局部旱化有關。竹芒之間的推移與消長，結合長期的氣

候 因 子 ， 因 此 值 得 未 來 進 行 全 面 且 長 期 的 監 控

(http://www.ymsnp.gov.tw/web/project1a.aspx?no=29)。 

李培芬(2008)提到台灣一葉蘭自然保留區是小型的保護區，受到高溫和多雨

的影響，一葉蘭棲地會有明顯的改變。因為全球暖化，2007 年十月，原本明年

三月才會開的日本種河津櫻花，卻在嘉義隙頂山山區美麗綻放，靜宜大學生態系

主任楊國禎表示，現在氣候變遷，日夜溫差變大，可能是比往年還要高的溫度讓

櫻花錯以為春天到了，主導開花的春化作用也完全混亂，由於台灣剛好在熱帶和

溫帶交界，氣候變遷對植物的影響特別嚴重，這也代表櫻花等植物將面臨氣候篩

選的大考驗(台灣國家公園)。    

環保署 92 年度委託台灣大學、海洋大學及中央大學組成研究團隊研究氣候

變遷對台灣生態的衝擊，其中檜木林生態區位縮減，其潛在分佈地區約減少 60

％ 、九九峰自然保留區及大武山穗花杉自然保留區之森林生態系將趨退化。 

(三) 動物方面 

1.台南七股的黑面琵鷺 

在臺灣的自然保護區系統上，國家公園因為面積較大，所以雨量和溫度

改變都在整體平均之中，小型的保護區受到的影響則較大，例如無尾港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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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保護區以水鳥為保護對象，溫度升高的影響可能無法直接看出，但海平

面上升的衝擊就變得相對重要。面積小、沿海與高海拔的保護區受到的衝擊

最大，例如黑面琵鷺出現在台南縣七股，該區也是全世界目前已知最多黑面

琵鷺聚集的區域，未來氣候變遷後將對黑面琵鷺造成負面的影響(李培芬，

2008)。從環保署 92 年的研究指出：黑面琵鷺現有保護區超過 1/3 棲地面積

將被海水淹沒，保護區功能將大為減低。 

2.珊瑚的白化 

一般而言，造礁珊瑚的最適溫度在 18~30 ℃之間，超過這個界限，就

可能引起珊瑚白化。由於珊瑚生長在熱帶海域，夏季的水溫本來就很接近適

合珊瑚生長的水溫上限，此時即使是水溫只上升 1~2 ℃，都可能造成大範

圍的珊瑚白化，而在過去 20 年間最嚴重的就是 1998 年的全球海水表溫異

常造成全球許多海域的珊瑚大量白化，台灣南部墾丁海域、綠島、蘭嶼及東

沙的珊瑚也發生大量白化，尤其是東沙環礁內廣達數百平方公里的珊瑚礁，

在此事件中大量死亡(戴昌鳳，2008)。 

氣候變遷的另一效應是導致珊瑚礁生物的疾病蔓延，自 1980 年以來，

全球珊瑚礁生物的疾病頻頻發生，科學家發現許多怪異的疾病都與氣候變遷

有關。除此之外，臭氧層破壞導致太陽輻射或紫外線增加，也會導致珊瑚白

化和死亡；聖嬰現象伴隨的降雨異常，使珊瑚礁區的海水鹽度產生劇烈改

變，都曾經引起珊瑚白化(戴昌鳳，2008)。 

3.金門慈湖水母增多 

疑因天氣暖化，金門知名景點慈湖出現大量水母，金管處保育課長邱天

火表示，這些水母可能是隨著海水漲潮湧入慈湖，因逢五、六月產卵期，天

氣炎熱數量增多，但也令人憂心的是，不排除是全球暖化造成生態環境變

遷，甚至食物鏈上游魚類死亡，間接導致水母繁殖迅速所致，而潮間帶的陸

化也是一隱憂(環境資訊網站)。 

4.雪霸國家公園的蝴蝶與櫻花鈎吻鮭 

關於蝴蝶分布的研究顯示，原屬於菲律賓與東南亞地區的熱帶蝴蝶，在

臺灣有增加的趨勢，而且這些蝶種在臺灣定居的案例也逐漸增加。相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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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本土的蝶類分布有向北部和中、高海拔擴散的現象(李培芬，2008)。蝴

蝶的生物活動時間也受影響，牠們活動較旺盛的時期應為春、夏季，受到暖

冬影響，很多民眾冬季在雪霸國家公園仍可看到蝴蝶在公園飛舞，一點都不

像冬天的景緻。 

而以櫻花鈎吻鮭為例，整個大氣變遷的全球暖化趨勢， 造成溪流水溫

提高， 都造成櫻花鈎吻鮭生存範圍的縮減與孵化率的降低，使得族群現況

岌岌可危(童慶斌，2006)。  

5.中海拔鳥類分布往高海拔移動 

比較 1992 年與 2006 年在玉山國家公園內 3,100 公尺以上山區的鳥

類監測調查，海拔 3,500 公尺以上的鳥類，增加了 2 ~ 3 種。在這些鳥類

中，有 6 種的海拔分布向更高海拔延伸，這 6 種鳥分別是白眉林鴝、灰鷽、

煤山雀、火冠戴菊鳥、深山鶯和褐頭花翼畫眉，顯示臺灣鳥類的海拔分布上

限朝更高海拔移動的現象(李培芬，2008)。 

李培芬(2008)利用臺灣 150 種繁殖鳥類與 20 種兩生類的 2 × 2 公

里網格系統分布資料，配合環境因子資料，運用生物分布預測模式建立各物

種的分布現況，並計算全臺物種多樣性的分布情形。再用模擬氣候的因子，

分析未來二氧化碳濃度倍增後，種類多樣性的預測分布變化。模擬的結果顯

示，繁殖鳥類多樣性分布熱點完全消失。物種最多的網格由現今的 80 種，

下降為 50 種，平均各網格減少 15 種。檢視各鳥種的分布，減少的趨勢是

往高海拔遷徙，上升海拔超過 2,000 公尺，現今中海拔以上的鳥類將大量

消失。而兩生類的多樣性平均每個網格減少 9 種，種類多樣性的空間分布

呈現原地退縮，部分熱點地區被分割碎化。 

李培芬、許嘉恩、許皓捷、吳姍樺(2005) 利用氣候變遷 RSM2 的預設

情境，推估出生物在氣候變遷下的可能分布傾向。在本文中，以研究氣候變

遷對鳥類和兩生類生物多樣性分布熱點(Hotspots)的影響為主。結果顯示，

在氣候變遷的預設情境下，鳥類的生物多樣性分布熱點，有往高海拔位移的

趨勢，而對兩生類而言，則呈現原區退縮的現象，顯示不同生物對其棲地的

氣候因子有不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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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是全球或是台灣地區都已發現，全球暖化所帶來的氣候變遷，確實造成

了不容小覷的環境影響，在全球方面，植物、作物的生理週期改變，生長海拔往

上移動，動物棲息行為改變已是不爭的事實，而在台灣地區方面，儘管範圍較小，

但也發現珊瑚礁白化、蝴蝶、櫻花鈎吻鮭生存範圍縮減，儘管不同專業領域之學

者對於這樣的現象持不同之看法，然而，暖化造成的植物生物特性改變，物種生

存棲地縮小，確實已影響人類的生活環境與資源使用方式。以現今針對特定物種

或生態系保育而設立的保護區及國家公園為例，氣候變遷可能導致原保護對象

（物種或生態系）適當的氣候環境移到保護區現在範圍之外，而保護區外又可能

因人為的改變與干擾而缺乏適當的棲地，或阻隔物種播遷到適當棲地的途徑，如

此，將使保護區無法有效達成保護的目標，使生物多樣性的保存更受威脅(李玲

玲，2005)。為因應全球暖化所造成的物種改變，國家公園作為保育生態環境的

先驅，推動因應措施以維持整體的生存環境是絕對必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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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家公園在全球暖化下扮演之角色定位 

國家公園歷經二十餘年之發展，已成為我國環境資源與生態保育的重要櫥窗，但在

土地利用與自然資源經營管理上，隨著國家公園內外環境的轉變以及全球永續發展思潮

的影響，卻也面臨著重新思考未來發展定位的課題。以下將藉由探討國際間國家公園之

發展政策，以及檢討台灣目前國家公園的定位，進一步確認在全球暖化下，國家公園所

應扮演的角色與定位。 

一、美國 2016 年國家公園之願景 

美國內政部於 2007 年提出「未來的美國國家公園」，說明美國國家公園迎向

2016 年設立一百週年的展望與定位，包含職責、環境領導力、遊憩體驗、教育，

以及專業五個面向，以下分別就其未來目標進行說明： 

（一）職責-國家公園管理處特引領美國保存和恢復珍貴資源，達成的目標包括: 

 提供啟發性，安全與可親近的地方供民眾遊憩，建立其他公園系統努力的目

標。改善國家公園資源與價值條件。 

 作為都市公園景觀設計與維護的模範。 

 確保美國襲產的重要性。 

 提供卓越的資源研究室，運用科學知識與學問瞭解環境的變遷並做出回應。 

 鼓勵孩童成為未來的資源保護者。 

(二)環境領導力-國家公園管理處對於全國展現環境領導之功能，應達成的目標

包括： 

 降低國家公園的環境衝擊。 

 激勵美國人的環境認知。 

 建立合作夥伴，讓社區與遊客共享資源管理。 

（三)遊憩體驗-國家公園具有崇高的娛樂目的，遊客擁有樂趣、探索大自然與歷

史，發現靈感與改善健康，應達成目標包括: 

 鼓勵在每個層次(聯邦-區域-國家)皆應與地方合作，並協助公園及遊憩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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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一個戶外遊憩網絡以親近所有的美國國民。 

 國家公園義工部分，應訓練短程旅遊志工，協助達到自然與文化資源 

 保護的目的，並可鼓動美國孩童之夥伴關係，展示國家公園體驗如何改善美國

孩童之生活。 

 國家、區域與地方旅遊應盡力推動較不知名的國家公園能夠傳達給各樣民眾與

青少年並吸引遊客。 

(四)教育-美國國家公園管理處應提供特殊學習機會連接人民與公園，應達成的

目標包括： 

 與教師合作提供學校課程之資料來源，高品質規劃公園基本資訊之取得和線上

學習。 

 藉由運用有趣的媒體與技術，吸引年輕族群與其家人到國家公園。 

 透過公園的體驗，促進終生學習以連結下一代。 

 傳達給每一個具責任感的公民自主管理自己的國家公園。 

(五)專業-國家公園管理處應證實其經營管理是卓越的，應努力達成的目標有： 

 成為美國十大頂尖的工作地點選擇之一。 

 運用策略規劃達成卓越的經營管理模式。 

 對於所有的從業人員與遊客，提升安全與健康的文化。 

 探討夥伴關係之涵義。 

 使國家公園成為那些關心環境、文化和遊憩價值之慈善捐款的首選。 

二、日本國家公園之管理措施 

日本所有的國家公園都依照《自然公園法》進行規劃管理，由於目前日本的國

家公園內的土地存在著多種所有制――國家所有、地方政府所有、私人所有（現有

24％的國家公園面積為私人所有）和多種經濟活動――農業、林業、旅遊業及娛樂

產業，因而，日本有針對性地按照生態系統完整和風光秀麗等級、人類對自然環境

的影響程度、旅遊遊客使用的重要性等指標將所有國家公園的土地劃分為幾種類型

區域，即：特別區、海洋公園區和普通區。特別區又分為，特殊保護區、I級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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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II 級特別區、III 級特別區。  

在為遊客服務方面，所有的設施都為遊客進入國家公園以及在國家公園內提供

便利的交通和食宿條件。為了在有限的區域內集中公園的食宿設施，國家公園的規

劃包括對專營的“食宿點”的安排，還包括交通系統、小旅館、露營、觀景點和其他

種種戶外活動的設施安排。  

具體地，在國家公園和自然公園系統的自然保護方面，主要採取以下一些措

施：  

（一）園內限制人類活動  

為了保持日本國家公園著名的生態系統和秀麗的風光，在國家公園內控制

各類人類活動。許多對自然環境有影響的人類活動都禁止在國家公園內進行。

1974 年日本國家環境廳自然保護局對在國家公園的四種區域內從事開發活動

課以罰款給出了詳細規定。  

（二）美化園內環境活動  

為了促進和鼓勵在國家公園遊客集中的區域的美化和清潔，組織起由地方

政府、特許承租人、科學家、當地群眾等組成的志願隊伍，從事國家公園美化

項目活動。這類志願隊伍約有 40 支，其所需經費的 1/4 由國家環境廳資助，

1/4 來源於地方縣政府，1/4 來源於上一級市政府，1/4 來源於地方企業。  

（三）收購園內的私人土地  

日本的國家公園嚴格控制對環境或資源產生有害影響的人類活動，為此，

那些不需經國家環境廳特別批准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得到政府的補償，以保證

其遵守控制約定。補償並且強化管理著名的生態系統的方式之一便是收購國家

公園內的私人所有土地。收購政策始於 1972 年，收購的對象集中於那些重點

保護區域，比如：特殊保護區、Ⅰ級特別區。1991 年以後，擴展到Ⅱ級和Ⅲ

級特別區。收購是通過地方政府發行公共債券來實現的，債券的償還由中央政

府承擔。截至 1995 年 3 月，發行此類債券共計 123.4 億日元，收購國家公園

內土地 6507 公頃。 

近年來，國家公園的遊客數量呈現逐年增長的態勢，1993 年達到 3.9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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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在國家公園的遊客服務和設施供給方面，日本的管理體制和方法是： 

（一）促進對國家公園的充分利用 

允許地方公共團體和個人按照國家公園的使用規劃提供服務設施。 

（二）公共設施的提供 

為了以合理的方式保護國家公園、讓人民群眾安全舒適地休閒遊覽，鼓勵

提供貼近自然的服務設施。公共設施由國家環境廳和在環境廳幫助下的地方共

同提供，經費比例為 1:2 或 1:3。公共設施的政策和公共設施的類型是：國家

公園必須具備最優美的自然環境、風景點、自然小路、露營點、遊客中心、衛

生間和其他服務設施，以使人民共用自然。  

（三）特許承租人提供的設施。 

按照日本《自然公園法》，個人在取得國家環境廳國家公園的經營執照後，

可以經營酒店、旅館、滑雪場和其他食宿設施。執照的發放嚴格按照每個國家

公園的遊客接待計畫、服務品質標準及服務管理資格進行。發照計畫由地方經

濟發展狀況和就業數量決定。在許多國家公園內，也向市政府發放經營執照。  

（四）國家度假村（National Vacation Village）。 

在國家公園內，自然環境優美的地方建立以娛樂為目的的國家度假村。度

假村的特點是，住宿設施有益於健康、簡潔、不昂貴，並且與戶外的其他設施

渾然成為一體。1961 年日本在國家公園內建成第一個度假村，現有的 34 個度

假村經營良好。  

度假村中的部分公共設施，如：景點、小路、露營點等是非營利的，它們

由國家環境廳和相關的公共團體管理；國家度假村中的營利性設施，如：酒店、

旅館、滑雪纜車等由國家度假村協會管理。 

三、2006 年國際間國家公園的發展趨勢(環境資訊中心) 

(一)國際間競相成立大面積保護區 

2006 年 2 月巴西總統簽署法令，擴充亞馬遜河保護區，使得此區的保護

區域總計共有 45 萬 8 千平方公里；美國總統布希宣布將把夏威夷的西北海域

36.2 萬平方公里的面積，規劃為當前世上最大的海洋保護區，以保護此區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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嶼及海域的獨特生物多樣性；太平洋的島國斐濟將全國 30%的海洋區域劃為海

洋保護區，特別納進了全球第三大堡礁─大洋礁(Great Sea Reef)，太平洋小

國吉里巴斯也成立名為「鳳凰群島保護區」（Phoenix Islands Protected Area）

面積達 18.47 萬平方公里的群島保護區，成為世界第 3大海洋保護區；鄰近的

太平洋島國以及中美洲的格瑞那達也有類似的保育動作。 

12 月中，五個中、南非國家簽署一項協定，將成立一個跨越國境的國家

公園，28 萬 7 千平方公里，成為一個相當於義大利大小的國家公園。台灣也

將成立東沙環礁國家公園這個面積達 3,536 平方公里的東沙島陸域與海域，保

護西太平洋最大的環礁。 

(二)「大」之外的保育思維 

2006 年國際間增設保育區的成績若說是以大取勝，不免太小看這個趨

勢。這個趨勢實踐了許多重要的保育思維。包括：各地紛紛成立的海洋保護區，

則是呼應了 IUCN(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等保育團體所持續要求，

各國加強海洋保護政策的呼籲；中、南非五國的跨國國家公園計畫更是重要，

這個保護區的連結將讓非洲象得以安全的跨越國境遷徙，而不會有國境附近的

保育死角。 

那麼，到底保護區「大」是好是壞呢？這在保育界已經是長期爭議的題目。

這邊有個說法，世界自然基金會 WWF 在 2000 年出版的《海洋保護區指導》中

談到：「小的海洋保護區可明顯提高商業魚類族群復育的數量，使得附近漁民

群起聚集在保護區邊界作業…，推估大範圍保護區生物的復育成效加乘…」，

但是「大範圍保護區可能比小面積的更難以執法與落實保育」，此外也要評量

保護區鄰近民眾的容忍度。這樣的觀點很值得借用來觀察今後大面積保護區成

立後的績效。 

(三)發展與保育之間仍有爭議 

美國國家公園與保護區在 2006 年掀起了一些風波，而這些風波多圍繞在

「為加強旅遊目的與開路」而起的保育爭議，除了成為《國家地理雜誌》以及

眾多輿論撻伐的對象，幾件案件甚至鬧上法庭。不過最令保育界擔憂的，還是

石油商、農業集團與伐木業者的觸手深入全球各地偏遠或落後地區的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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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阿拉斯加特雪布克湖畔的石油開採壓力因民眾動員反對而暫告休

止，落磯山脈各地開鑿天然氣的議題也漸進獲得重視，但南半球的祕魯亞馬遜

雨林區就沒有那麼幸運，保育團體宣稱此區已經泰半受到各國石油公司的租約

所瓜分宰治，而其中艾克森美孚石油公司更在最近測探出康達默谷地(Candamo 

valley)蘊含更多油藏量打算開鑿，但這個谷地已是保護區的一部份，且在生

態系中與鄰近的巴華亞－索尼尼(Bahuaja-Sonene)國家公園相連。類似的案

例，厄瓜多政府則因保育團體反對，在 9月便中止石油公司在國家公園境內開

路的計畫。 

(四)氣候變遷導致天災不止 

各國保護區與國家公園還有許多麻煩來自於天災，特別是美國西部、澳洲

飽受乾旱與森林火災之苦，有些國家公園被迫關閉，影響範圍十分廣大。值得

注意的是，聯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與環境規劃署在今年陸續發表類

似的報告，指出氣候變遷正在威脅世界遺產，推估的災難包括：乾旱、水災、

暴雨、土壤酸鹼變化、海平面上升威脅海岸、生態系統改變等等。 

報告根據 2005 年的狀況提到，有 71 個自然遺址可認定受到氣候變遷的威

脅，包含 16 個海岸場址(7 個珊瑚礁區)、14 個冰河場址、7個高山場址、28

個生物多樣性場址、14 個包含生物群落與其他形式的場址，而人文遺址也有

20 個以上回報遭受風災、水災與乾旱的損壞。有許多國家已經採取措施防杜

氣候變遷影響這些珍貴的世界遺產與保護區；而尚未有所動作的，相信也會在

全球行動中跟隨趨勢。 

四、國家公園的三大主要目標 

國家公園設置的目標在於透過有效的經營管理與保育措施，以維護國家公園特

殊的自然環境與生物多樣性。因此，管理單位明確地掌握與瞭解園區內環境與生物

多樣性之狀況與變化，針對可能威脅園區內環境與生物多樣性健全之因素，加以妥

善地因應與處理，同時監測與評估經營管理的成效，對於達成國家公園設置的目標

至為重要。 

台灣地區的國家公園是依據《國家公園法》第 1條、第 6條規定所設立，特別

是第 1條中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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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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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因此國家公園的 3大主要目標—保育、育樂、研究，意義分別是： 

（一）保育 

永續保存園區內之自然生態系、野生物種、自然景觀、地形地質、人文史

蹟，以供國民及後世子孫所共享，並增進國土保安與水土涵養，確保生活環境

品質。 

（二）育樂 

在不違反保育目標下，選擇園區內景觀優美、足以啟發智識及陶冶國民性

情之地區，提供自然教育及觀景遊憩活動，以培養國民欣賞自然、愛護自然之

情操，進而建立環境倫理。 

（三）研究 

國家公園具有最豐富之生態資源，宛如戶外自然博物館，可提供自然科學

研究及環境教育，以增進國民對自然及人文資產之瞭解。 

五、國家公園中程計畫對國家公園的定位 

國家公園法第六條之規定，國家公園之選定包括：1.具有特殊自然景觀、地形、

地物、化石及未經人工培育自然演進生長之野生或孑遺動植物，足以代表國家自然

遺產者。2.具有重要之史前遺跡、史後古蹟及其環境，富有教育意義，足以培育國

民情操，需由國家長期保存者。3.具有天賦育樂資源，風景特異，交通便利，足以

陶冶國民情性，供遊憩觀賞者。 

儘管國家公園法已經清楚闡明了國家公園設置的原則與標準，但隨著土地使用

改變，既有於民國六十一年公布的條文確實逐漸不敷使用，在人為開發造成全球暖

化，全球暖化致使環境改變的前提下，我國的國家公園實需要積極進行再定位思

考，尤其面對遊憩需求的增加、環境保育與開發的衝突等，國家公園更應強化發揮

其設置的基本功能，綜合言之，國家公園體系的治理模式，擔綱台灣國土永續與生

態保護關鍵任務，台灣國家公園未來發展定位，應調整以保育為最優先的目標，本

計畫參照 97 年 至 100 年國家公園中程計畫，將台灣國家公園定位分述如下： 

（一）國家公園為國土保育的核心區 

在國土計畫法草案的指導之下，國家公園之功能分區隸屬國土保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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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永續發展為核心價值，以資源保育為優先，進一步定位成為扮演台灣精神

與多樣文化的象徵。 

（二）國家公園應為環境教育與生態旅遊典範 

積極扮演教育及支援基礎研究的平台，透過生物多樣化環境的維護，落實

教育與科學研究的功能。透過生態旅遊與設施的提供，讓民眾可以適度地體驗

國家公園，擴大發揮資源保育的功能，成為國土利用與資源保育的重要櫥窗。

以台灣國土地景與生態之美與全球接軌。 

（三）國家公園應為世界接軌知識平台 

加強國際保育組織之聯繫，促進技術合作加速與世各國家公園之締盟，建

立經驗交流管道及國家公園資訊國際網路系統，促進資訊流通積極參與國際研

討與活動，展現保育成果並增進國際經驗。 

六、國家公園在全球暖化下所應扮演的角色 

世界保育聯盟（IUCN）於 2004 年出版的報告中提到，在全球氣候變遷下，保

護區所應扮演的角色及後續應持續推動的行動策略，其在報告中清楚地說明保護區

所具備的效益包含了教育與研究之效益及生態效益。其中在生態效益的部分，報告

中以水、自然因素及氣候影響三大要素說明生態環境為氣候變遷所帶來之效益。 

台灣七座國家公園因具備了獨特之自然環境及生態物種而被劃定為重要保護

區，其區內之水資源如集水區的水量狀態、溪河流域的變化情形等，都會被視為影

響周邊環境的重要因素，例如河床乾旱導致魚群滅絕等；而周邊生態環境所包含的

植生及動物，其族群的變動趨勢更是影響整體環境的關鍵因子，像是海岸保護區的

珊瑚礁具有穩定水質及提供魚群棲地的功能、高海拔森林區之植生具有減低土石流

發生之效用等。生態系統緊密的連結關係，使得自然環境中的每一個物種乃至於族

群，都會是造成環境及氣候變遷的原因。許多保護區的設置皆已被證實可以調節微

氣候或是維持氣候的穩定，因此，以目前七座國家公園所座落之範圍遍及台灣各

地，其區內所代表的保育意義，以及其在氣候變遷下所扮演角色之重要性不容小覷。 

國家公園是我國最重要的一種保護區。在目前劃設的七座國家公園，其陸域面

積為 307,772.14 公頃，海域面積為 368,700.04 公頃，總劃設面積共為 676,472.18

公頃，約佔台灣全島面積之 8.5%，且劃分的生態保護區與特別景觀區佔了國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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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一半以上的面積，乃是我國生物多樣性之精華地帶，孕育多樣化的生物資源，提

供完整的域內保護機制。而從不同環保組織對於國家公園的重視程度也可以理解，

國家公園負有保存物種、吸收 CO2、調節並平衡氣候之重大機能，更具有解說教育

與推廣的責任。因此，如何讓民眾了解全球暖化對於地球環境、自然生態及自身生

存環境的威脅，並啟發民眾從自己做起減少溫室氣體及其他指標污染氣體排放，就

是拯救物種、拯救地球，也是拯救自己與後代子孫，應是國家公園未來針對全球暖

化現象所應扮演角色。 

結合美國國家公園之友善氣候公園行動計畫、國際間對國家公園之定位，本計

畫因應全球暖化，將國家公園定位為「減緩調適全球暖化之積極守護者、行動者及

傳遞者」，其應扮演之角色如以下： 

(一) 國家公園應充分掌握全球暖化與環境變遷之趨勢 

國家公園作為保護環境的重要角色，應當盡力掌握全球暖化造成環境變遷

之資訊，亦即是盡可能地在專責範圍內確認國際中「環境變化」與「生物多樣

性」的訊息，進一步知悉全球暖化與環境變遷之趨勢，以作為擬定因應全球暖

化策略之依據。 

 (二) 國家公園應竭力維護所有可降低暖化現象之自然資源 

設置國家公園之首要目標，應是善盡對環境之責任關係，其不僅對於區內

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具有保育、保護之重任，更對整個台灣地區之保護具有不可

避免之義務。在全球氣候變遷的衝擊下，國家公園保護區內之自然資源被視為

減緩暖化現象之指標，為此，國家公園應竭力維護與避免自然資源之損害。 

 (三) 國家公園應扮演減少溫室氣體減緩調適暖化之典範 

有鑑於國家公園所設置之保護區為國家在環境保育上的重要資源，屬於國

土之首要，為此，國家公園的經營管理應盡力落實減緩氣候暖化之相關策略，

以自身作為楷模，降低區內溫室氣體排放。 

(四) 國家公園應喚起社區與民眾了解全球暖化對環境資源之衝擊 

身為國土保育的最高指導單位，國家公園應具有教育社區與民眾愛護環境

之責任，因此，國家公園必須將全球抗暖化之觀念與知識徹底落實於民眾的生



全球暖化對國家公園環境變遷影響先驅計畫 

 2-38 

活中，同時配合政策及策略之推行，推廣”救地球=救物種=救自己”之觀點，以

深化與民眾之互動關係。國家公園可與社區共同致力與減緩暖化，並利用互動

式的遊戲軟體或是解說物品讓一般民眾可以透過網路或文宣瞭解到暖化所造

成之衝擊，藉以連結國家公園與民眾之間的交流互動，使民眾能夠更深入地、

自省地認知到全球暖化的威脅，達到正向且積極的教導民眾，徹底發揮國家公

園在全球暖化議題上更多面向之效能。 



第三章  國內外相關研究與行動計畫內容分析 

 3-1

第三章  國內外相關研究與行動計畫內容分析 

因應後續研擬 99 至 101 年氣候變遷行動計畫，本計畫以下述三種比較與分析之方

式發展國家公園未來推動行動計畫之基礎：第一為參考世界自然保育聯盟（IUCN）及其

他保育組織針對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所提出之研究方向建議，並與國內因應全球暖化之

相關研究與計畫（國科會、農委會、環保署、國家公園學報、國家公園計畫等）作一比

較，藉此作為後續環境保育研究計畫之基礎；第二為比較國內外因應氣候變遷所發展之

行動策略，藉此作為國家公園後續可推動之行動策略參考；第三為舉辦不同領域專家學

者之座談會，從專家學者意見整合與協調中獲得共識，最終確認計畫重心與本計畫所應

執行之方向與內容；從三個面向的相互整合，研擬出國家公園因應全球暖化之行動計

畫，三種方法之內容如下： 

第一節  國內外因應全球暖化進行之研究比較 

本計畫以文獻回顧及資料歸納之方式，分析國內外針對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所進行

之相關研究，並比較二者之差異，以供後續研究之參考，並作為課題研擬之基礎： 

一、國際間不同環保組織因應全球變遷所提出之研究趨勢 

本計畫蒐集國際間針對全球變遷所提出之研究趨勢，包含生物多樣性公約與生

態系作法、IUCN 因應氣候變遷所提出之未來研究建議，IGBP、IHDP 與 GTOS 因針對

全球變遷下高山環境所提出之研究行動，上述三個保育研究多以生物多樣性為基

準，因不同之目的與環境個別發展出各自的研究方向建議，分述如下： 

（一）生物多樣性公約與生態系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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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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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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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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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人員應考慮到活動對附近和其他生態系的影響； 

4.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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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生態系的結構和功能； 

6.應該在適當的時間和空間尺度上執行生態系作法；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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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定長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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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經營管理上必須認識到改變是無可避免的； 

9.應在保育和使用生物多樣性之間維持適當的平衡；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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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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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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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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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一說明之目的在於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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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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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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IUCN 因應全球變遷所提出之定位與環境保育策略 

1.國家公園的定位：保障生態系和遊憩而經營管理的保護區 

世界保育聯盟（IUCN）保護區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Protection Areas, WCPA）區分六類保護區，其中國家公園是指「主要

以保障生態系和遊憩而經營管理的保護區（protected area managed 

mainly for ecosystem protection and recreation）」 

2. 保護區之經營管理核心 

從 IUCN 歷次世界保護大會的主題與議題可以知道國家公園的經營

管理趨勢已由過去之計畫管制轉變成為以維持生態系為基礎之管理模

式，其以「永續發展」為發展目標，藉由動態、整合的保育方式提供予

管理單位作為行動之指導：1962 年第一次世界保護區大會以「有效建

立國際上對於國家公園的瞭解，並且鼓勵國際間發展國家公園的運動」

為主題，1972 年則以「優良世界襲產-國家公園」為主題，1982 年則以

「保護區對於永續社會的重要性」為主軸，1992 年的主題則是「為生

命而設立的公園」，到 2003 年，IUCN 則以「跨界利益」為主軸，從過

去數十年來的議題可以發現，國際保護區之經營管理強調的是生物多樣

性保育、管理單位管理之能力，乃至於生態旅遊之效益等。 

3. IUCN 因應氣候變遷下提出之後續發展方向 

在 2004 年 IUCN 所出版的 Securing Protected Areas in the Face 

of Global Change Issues and Strategies 報告當中，說明了溫室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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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是氣候變遷的影響因子，而溫度上升則是最主要的關鍵問題，未來可

能發生的現況包括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海岸線侵蝕、洪水氾濫、農

作物生理時鐘受影響等等。 

IUCN 也同時闡述了全球變遷下保護區所應扮演的角色以及後續應

當推動的管理策略，其在報告中清楚地說明保護區所具備的效益包含： 

（1）教育與研究之效益 

保護區通常可提供作為瞭解與解說生態過程之機會，研究單位

因此會撥出經費研究保護區，而有些研究也因此發展出一些藥品作

為商業用途，帶來的利益也應當回饋予地方。 

（2）生態效益 

第一為水資源，保護區的水源被視為維持生態系統之重要關

鍵，儘管水資源很少被作為市場經濟使用，但已經有部分地區開始

跟下游使用者收取費用作為維持水資源之基金。 

第二為自然過程，許多海岸保護區的珊瑚礁價值極高，而高山

保護區的環境也顯示其可以抵擋土壤流失的問題。 

第三為氣候影響，許多保護區已被證實可以調節微氣候或是維

持氣候的穩定，包含降雨之模式。 

IUCN2004 年之報告中，其管理策略則是以「適應性管理」作

為主軸，認為氣候變遷明顯地會對保護區造成影響，同時也可能改

變保護區的範圍，因此長期的監控與評估將能提供給管理者最新的

資訊，讓管理者可以調整保護區之範圍，或者是建立新的保護區，

以下是針對氣候變遷所應推動之研究方向建議： 

（1）探討海洋或陸地之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土地減少、生態

系統穩定間的交互關係 

（2）潛在的綠色市場 

（3）環境復育 

（4）為了動植物之生物多樣性發展永續農業、林業、漁業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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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立海域與陸域土地使用分區，及發展生態廊道之方法 

（6）分析入侵物種可能造成之潛在風險 

（7）探討不同生態系統對入侵物種之脆弱程度 

（8）自然資源的社區利益與永續收穫 

（四）IGBP、IHDP 與 GTOS 因針對全球變遷所提出之研究行動 

2005 年所發表的 Global Change and Mountain Regions : The Mountain 

Research Initiative 報告將焦點放在山區型態的土地，根據過去對於環境

的研究、現今環境改變的觀察以及未來發展的模型基礎，其已發現近年來環

境之變遷較過去數千年還快。 

由於此計畫範疇廣闊，需要監控、觀測、建模、提出政策方針等，因此

由 三 個 國 際 組 織 共 同 提 出 ， 分 別 為 ： the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 (IGBP),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me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HDP), and the 

Global Terrestrial Observing System (GTOS)。 

山區的高度及坡度提供了一個獨特的機會，讓人們可以觀察並分析全球

改變的過程。本計畫最終目標有：為山區環境改變發展策略、定義山區的改

變、提出永續的經營管理方式。為了達到上述目標，該計畫將工作項目細分

為四項： 

 對山區環境改變的指標進行長期的監控及分析。 

 在不同的山區進行環境改變的模型研究。 

 進行海拔及上游集水區的相關研究。 

 永續土地利用及自然資源管理。 

該計畫目標主要為： 

1.為山區環境變遷發展策略，以便於第一時間發覺衝擊。 

此目標的重點在監測環境的改變，以及瞭解山區的生態、水文。

而最佳方式是發展出觀測點的網絡，進一步可以提供「盡早警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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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 

2. 定義環境變遷，包含山區及依賴山上資源的下游系統。 

此目標的重點在使我們瞭解環境變遷的結果對人們及生態系統

的影響。衝擊評估的資訊可以直接應用於資源管理的政策及策略上。 

3.為山區環境發展永續土地、水及資源的經營管理策略。 

此目標是要定義一套人們對於環境改變可能會有的反應。 

而在研究上述之議題時，必須注意下列事項： 

 需要瞭解環境改變的要素為何，包括不同的影響以及潛在的交互作用。

像是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氮…）影響 UV-B 強度，並進一步影響土地

使用及植被覆蓋。全球的改變大多來自地區之間，以及其他關鍵的事情，

像是氣候與地表的相互影響，此時需要利用現有的以及過去所蒐集的資

料。 

 要瞭解議題一的發展時，需要先確定環境改變的關鍵指標。可能的指標

變因包含有：集水區流域、河川流向、物種的出現、豐富度等。比較之

後便可找出環境改變的敏感評估指標。 

 關鍵指標的觀察及重現，需要有不同地區的比較。因此想探知環境改變

要基於空間與時間型態的改變，這些都需要針對議題二進行分析。 

 人為活動是很關鍵的指標。像是我們可以從自然界沈積物中觀察過去的

變化；同樣我們也可以從人為活動（如過去一世紀的空氣污染）觀察這

當中的變化。 

基於上述議題之探討，該計畫最後因應全球變遷提出研究之活動

與項目，分述如下： 

1.對山區環境改變的指標進行長期的監控及分析。 

此活動需要透過持續的研究合作來完成，有一些指標需要考慮，包含： 

（1）與冰相關的指標，因為這和雪的覆蓋、冰河、永久凍土相關。 

（2）陸生生態系統，尤其是山區植物群落及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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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淡水生態系統，尤其是高山水域及湖泊，還有其所包含的沈積物。 

（4）流域水文學。 

2.在不同的山區進行環境變遷的模型研究。 

（1）結合生態學、水文學以及土地使用模型發展。 

（2）發展陸地-大氣相互影響的區域尺度模型，用以瞭解地表改變過程

的研究（尤其是降雨相關的模型）。 

（3）結合環境改變的分析。 

（4）區域尺度的田間實驗。 

3.進行海拔及上游集水區的相關研究。 

生態及水文領域的相關研究及實驗，沿著高度、坡度以及在敏感區

域進行，可找出造成環境改變的重要資料。研究主題包含： 

（1）發展生態系統的指標反應環境的影響因素。 

（2）地表逕流產生與河道動態的評估。 

（3）多樣性及生態系統功能之間的關係。 

4.永續土地利用及自然資源管理。 

此活動的主要目標為評估並提升永續的土地、水及資源經營管理策

略。有三個主要的評估區域： 

（1）森林資源的改變，這牽涉到農業、洪泛及生物多樣性。 

（2）農業的加強或延伸（包含放牧），這牽涉到食物安全、洪泛及生物

多樣性。 

（3）水資源的改變。 

（五）小結 

從上述國外針對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研究方向與推動建議可以得

知，氣候變遷所涉及的研究領域相當廣泛，包含了維持和恢復物種生存力、

氣候變遷與生態係穩定的議題、環境復育、永續產業新技術、土地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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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物種、社區利益、綠色消費市場、宣導教育、關鍵生態指標、降雨模型、

集水區之研究等，上述的議題與建議可被分類為屬於保育面向的生態監控指

標、環境復育措施、環境敏感區保護策略，以及屬於經營管理面向之綠色消

費市場、社區利益和與教育宣導。 

 
圖 3-1  國外針對全球暖化議題提出之研究方向 

 

二、國內相關研究 

 (一)行政院各部會相關研究彙整 

本計畫蒐集 2000 年～2007 年國科會（共 72 篇）、環保署（共 11 篇）、

農委會（共 27 篇）等相關研究進行彙整（詳見附錄二），在相關氣候變遷衝

擊及因應政策的計畫中，其子計畫的研究方向主要可分為幾個重點，例如極

端化氣候的影響、對沿海產業之衝擊、對於氣候變遷之模擬研究、對生物衝

擊的探討以及對暖化所因應的預警機制或指標等等，由多項研究結果中皆可

得知，未來環境的改變勢必會因為全球暖化的影響，造成多數物種的遷徙與

滅絕，也由於氣溫不斷的上升，許多物種無法承受逐年增長的高溫環境，紛

紛往高海拔地區移動，但此一現象不但會造成生態環境平衡的破壞，更是造

成物種多樣性下降的主因(李培芬，2005；周昌弘，2006；陳朝圳，2006；

李培芬，2006；童慶斌，2007)。以下就各個研究方向與研究後續建議個別

說明： 

1.行政院各部會研究趨勢探討 

（1）極端化氣候的影響 

在蘇惠貞等人(2006)針對極端氣候對台灣民眾健康衝擊的研究中

保育研究 

經營管理 

環境復育 

永續產業新技術 

土地使用分區 

入侵物種 

關鍵生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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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區研究 

社區健康 宣導教育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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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不管是極端熱危害或是極端冷危害，對於台灣地區衝擊性較大的

均為非都市地區之民眾，這也顯示郊區及鄉村地區是應加強對極端化氣

候災情的控制，除了對於人類的衝擊效應外，因極端化氣候帶來的特殊

災情亦可能造成作物的損失、生態物種的大量死亡等。周仲島(2006)

的研究便提到，2000～2006 這段時期發生強降雨颱風的頻率較

1970~1999 年期間明顯增多，而童慶斌等人也在 2004 年提出極端氣候

對於物種與環境之衝擊，由此可見，極端化氣候發生頻率增加，應值得

有關單位加以重視，因此，本計畫建議加強對極端化氣候的預測及研擬

發生災情所因應的措施，是未來持續探討的議題重點。 

（2）對沿海產業之衝擊 

氣候變遷所帶來海水溫度增高的影響，不但日漸衝擊了海洋的生態

環境，對於台灣沿海產業及漁業更是一大難題，以呂學榮等人(2006)、

戴昌鳳（2004）等人的研究結果分別顯示，在漁獲平衡方面，漁業對各

階層魚類之利用失衡，1993 年後漁業已朝生態系下層利用，但東部海

域下降主要原因為大型魚來游率減少，西部則為底棲魚群的減少，而珊

瑚物種也大量降低。藉由這些研究瞭解到海洋增溫對生物衝擊的影響，

墾丁、金門及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的範圍皆涵蓋了海洋部份，未來在各項

研究計畫中，除了持續監控生物的生長變化，對於氣候變遷影響這部分

應投入更多的資源，以評估海洋生態環境變動及物種消失的後續效應。 

（3）對氣候變遷之模擬研究 

在對於氣候變遷的模擬中，相關研究結果顯示，部份模擬系統可以

模擬出未來氣候的特徵及結果(童慶濱等，2004；柯文雄等人，2005；

柳中明，2006)。目前應用氣候模擬來探討對環境的研究分別為為陳圭

宏等人在2006年提出之水稻生產影響議題以及何興亞等於2004年以預

測及模擬方式呈現環境衝擊，尚未有針對生態環境或物種進行更直接的

模擬與預測，因此，國家公園未來可針對氣候模擬的應用，落實到物種

的監控及保育措施上。 

（4）對生物衝擊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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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針對氣候變遷對生物衝擊影響的研究報告來看，國外的相關

研究在這一部份落實的相當徹底，建立了許多有用的研究資料，相較於

台灣目前的研究成果，確實是落後了一大差距。在國科會的相關研究報

告中提到，氣溫的變化會間接影響植生群的分布環境，未來會隨著氣溫

的上升而提高分佈的海拔高度(周昌弘，2006；陳朝圳，2006)。而對於

動物的相關研究也指出，由於氣溫及海水溫度的升高，將會導致物種往

高海拔地區的遷徙以及面臨滅絕的可能性，因而降低了生物原有的多樣

性(李培芬等人，2005；周昌弘等人；2006；童慶斌等人，2007)，而對

我國海域珊瑚礁生物同樣也造成了衝擊（戴昌鳳等，2005）。對於生態

物種的影響，國家公園內擁有許多珍貴的國寶級物種，對於敏感物種與

棲地的保育及因應措施，應當是未來首要的工作重點之一。 

（5）對暖化所因應的預警機制或指標 

在國科會針對氣候變遷所因應的預警機制或指標的研究中可發

現，以國內某些物種的資料蒐集仍有不足，尤其部份生態系的監測及研

究都是五年以內的研究成果，少有長達十年以上的資料，所以在預警的

機制上，仍需倚賴國外的研究資料做為分析的重點，因此，未來國家公

園更應加強物種及環境長期的監控研究，尤其是目前瀕臨絕種之物種，

除擴大研究範圍外，也應思考如何有效蒐集相關資料，以應用在對暖化

效應所擬定的預警機制上。 

2.行政院各部會研究後續建議 

從行政院各部會之研究可以得知，在上述的五個研究面向中，各自

都有後續可在持續進行之項目，分別為： 

（1）加強對極端化氣候對環境與物種造成衝擊的預測 

（2）研擬極端化氣候造成災情所因應的措施 

（3）進行氣候變遷對物種產生影響的模擬 

（4）監測海洋增溫對生物衝擊的影響 

（5）確認因應全球暖化的預警機制或生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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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公園相關研究彙整 

以目前全球氣候變遷的情勢來說，對國家公園可能造成的影響有

( Nussbaum, 2006)：生物棲地的遷徙及消失、海平面的上升、降雨量的改

變、改變動物遷徙的模式。而就台灣七座國家公園目前所針對氣候變遷因應

的相關策略及研究重點是仍嫌不足的。尤其台灣屬於海島型國家，長年受到

颱風及梅雨季的影響，以未來氣候變遷的不確定性及不可預測，可能會造成

更多水患及山坡地遭沖刷的現象，以卡玫基颱風所帶來的豐沛雨量，喚起國

家對於治水方面的重視，國家公園也應有所預防，對於未來更多變化無常的

極端化氣候，是否有事先的預警機制及保護物種的措施。 

1.國家公園學報 

本計畫蒐集國家公園學報十二卷第一期至十七卷第一期共 69 篇相

關研究，過去國家公園學報所發表之研究多半著重在環境與生物的監測

及調查、動植物的行為觀察、生物多樣性的探討、相關軟體的應用、休

閒遊憩的相關影響、經營管理面向之研究等等，少有針對全球暖化對國

家公園之影響所做的研究，在國家公園某些特殊的地理環境及特色景

觀，相對來說也是較少被提及與探討的一環。針對上述所提到的研究方

向，以下做一簡述說明與後續研究建議： 

（1）歷年國家公園之研究趨勢 

A.環境與生物的監測及調查 

以目前國家公園學報針對環境與生物監測及調查的成果來說，在地

質、水體及動植物方面之調查都持續在進行中，藉由對物種及環境的監

控，更是累積了未來在相關研究上可應用的豐富資料。唯獨目前台灣在

各項資料庫的建立上仍然需要許多長期的資料掌握。此外，為因應氣候

變遷對物種及環境的影響，在此部份的相關研究上，更重視許多可能的

變化情形，像是微氣候的影響、物種數量的遞減等等，在調查上盡可能

考量到氣候變遷的因素。 

B.動植物的行為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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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ssbaum(2006)提到國家公園在氣候變遷下的影響，動植物會因氣

溫上升而有棲地遷徙現象發生。而國內相關研究也指出，海拔高度會是

影響物種分佈的一項主要因子(陳俊雄、蘇鴻傑，2003；周富三、楊智

凱、廖俊奎，2006)。由此可見，在物種的棲地分佈與面積上，未來勢

必會往更高海拔的地區移動，或是棲地面積減少，針對此一現象，後續

之研究應針對指標性物種之生物行為加強監測，藉以完整生態之資料

庫。 

C.生物多樣性的探討 

生態系統中各類物種彼此間緊密的依存關係、食物鏈的串連，都顯

示生態圈中所有物種相輔相成的現象，有相關研究指出，生物多樣性的

下降，不但使得物種相繼滅絕，更可能使氣候變遷的影響加劇。卓逸民

等人(2005)針對不同地區蜘蛛多樣性的研究中顯示，不同類型森林會因

其接受不同程度之干擾和經營管理造成不同之植被結構，而導致不同之

蜘蛛組成。氣候變遷的影響或許並非是針對單一物種或單一層面，未來

的研究重點應擴大研究層級，在了解特殊環境及特殊物種彼此間互存的

關係後，便能增加對物種多樣性改變之因子探討的準確性。 

D.相關軟體與研究技術的應用 

目前國家公園學報的相關研究中，利用軟體與研究技術進行資料的

蒐集及整合，整體來說都達到相當好的成效(陳朝圳、鐘玉龍，2003；

邱守榮等人，2004；陳朝圳等人，2005；黃啟俊等人，2007)。而國科

會也有應用軟體來探討暖化的相關議題，不但能分析受影響的程度，同

時，也能藉由軟體與技術來評估後續的處理程序。以國家公園來看，目

前仍僅止於資料整合的步驟，因此，對於結合軟體應用以制訂氣候變遷

之因應策略這一方面，將會是未來可提出的研究重點。 

E.休閒遊憩的相關影響 

人類對於生態環境的破壞已是不爭的事實，近年來除了全球暖化所

造成的影響，生態環境最主要的破壞因素，即是因為人類的開發行為所

造成的結果。以國家公園學報目前針對遊客所做的相關研究，大都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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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遊客對於遊憩行為及意願的感受(李銓等人，2003；吳忠宏等人，

2004；林晏州等人，2004；林裕強，2006；高儷嘉、許義忠，2006；黃

有傑等人，2007)，而針對遊客對於生態環境的影響(吳孟娟、林晏州，

2002；林晏州，2003；王皖麟等人，2006)則是相對比較少被提及的項

目，有鑑於國家公園致力減少暖化的目標，以及對於生態環境保育觀念

之落實，建議國家公園未來應加強針對遊客所帶來的衝擊影響，做更多

的探討與研究。 

F.經營管理面向之研究 

以目前國家公園學報大多數對於經營管理的研究仍偏向遊憩方面

的規劃及管理，建議日後可在相關研究上，可納入氣候變遷所造成影響

後，有關單位整體的因應及管理措施，針對如何控制環境的改變、災害

發生的應變處理以及永續的經營理念及策略，做更深一層的議題探討。 

（2）後續推動建議 

從國家公園學報的研究趨勢可發現該研究大多以物種監測、動物行

為、生物多樣性、休閒遊憩與經營管理等方向為主，因應氣候變遷，後

續之研究可探討之方向建議如下： 

 建立因應氣候變遷之生態資料庫 

 探討全球暖化後動物行為的改變 

 以生物多樣性原則探討氣候變遷與生態系之間的關係 

 以更多軟體與技術預測氣候變遷造成之衝擊 

 制訂因應氣候變遷之休閒遊憩發展方向 

 提出因應氣候變遷之經營管理策略 

2.國家公園研究計畫 

本研究分類並整理國家公園研究計畫共 540 篇（詳見附錄四），在

目前台灣七座國家公園所做的研究報告中，針對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探

討的研究相當缺乏，多數集中於資源調查、環境變遷監測、經營管理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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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規劃發展計畫等，反而未有提及因應全球暖化之策略及相關研究。

台灣多座國家公園涵蓋高海拔地區，對於未來物種分佈及移動的現象，

著實應積極進行多項前置作業，針對氣候變遷所造成之影響，在相關研

究上投入更多的人力及資源，以確保國家公園內珍貴的自然及人文資源

能受到妥善的保護及安置。以下針對七座國家公園近十年的研究方向與

趨勢作一簡述，並初擬日後可增加的研究議題。 

(1)墾丁國家公園 

A.墾丁國家公園近十年整體研究歷程 

以墾丁國家公園來說，在近十年的保育研究計畫裡，大致上可分為

資源調查、經營管理、地形地質、人文史蹟四個方向，其中以經營管理

及資源調查佔了絕大多數。 

 資源調查 

在資源調查中，針對物種的調查整體來說是較為缺乏的，動物方面在陸

域以梅花鹿的調查居多，而海域則是著重在珊瑚及鯨豚為主；植物部分

則多以植群變遷研究為主要方向。 

 經營管理 

經營管理在近十年研究計畫中，墾丁國家公園近期著重於資源保育與環

境監測的工作，並自民國 91 年起進行長期的海域生態觀測研究，同時

對於南仁山的森林地區進一步的持續監測。顯見墾丁國家公園近年來對

於園內在海陸域資源的各項維護及保育之投入。 

 地形地質 

在過去十年的保育研究計畫中，針對於地形地質的相關研究，墾丁國家

公園在這方面的探討卻是相當有限，未來因暖化導致氣溫上升、海平面

上升、極端化氣候的影響等等，這些不可避免的自然現象將會是影響墾

丁國家公園內特殊地理景觀保存的一大主因。 

 人文史蹟 

墾丁國家公園內共有 70 處史前遺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墾丁史前

遺址與鵝鑾鼻史前遺址。但在過去十年的研究計畫裡，卻只有一項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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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史蹟的史前遺址調查，顯示出在這方面研究的缺乏。 

B.墾丁國家公園未來研究趨勢建議 

 資源調查 

在未來建議的研究方向裡，墾丁國家公園應持續針對特有物種做長期的

監測計畫，並研擬相關措施以減少因人為活動及環境變遷所對物種造成

的破壞。另外在植物的資源調查中是整體研究較為缺乏的部分，因此未

來應加強植物資源的調查及監測，以完善資料庫之建置。 

 經營管理 

墾丁國家公園內的遊憩活動一直以來都相當的頻繁，也造就了保育及遊

憩行為間的衝突性，因此，建議未來應多增加此方面的探討，以研擬相

關的因應策略。再者，墾丁珍貴的生態資源經常是被遊客及業者忽視而

不當使用的，因此必須強化環境教育之宣導，方能從根本上解決環境資

源持續被破壞之問題。 

 地形地質 

因此未來應加強此一方面的研究，著重在近年來氣候變遷對地理環境所

作的改變，藉由長期的環境監測與模擬，及早擬訂因應暖化的相關預警

措施及策略。 

 人文史蹟 

建議在日後的研究主題上，應加強此一方面的相關研究，探討遺址未來

可能遭受的損害及相關的配套因應措施。 

基於上述之探討，本計畫建議墾丁國家公園對於後續研究之發展趨

勢可持續以補齊資源調查項目及增加遊客經營管理方面的探討為發展

主軸。整體發展建議可涵括下列項目： 

 可編列預算加強保育研究計劃之調查，尤其在植物族群、地形地質及人

文史蹟的調查 

 調查及監測因暖化影響造成變動最為劇烈的物種，並納入優先復育及維

護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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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有物種如珊瑚群、梅花鹿等應持續進行長期監控，以檢視其與環境變

遷之間的關係 

 應重視遊憩活動與保育研究間的關係及衝突性，並研擬出因應策略以減

低遊憩衝擊之影響 

 加強環境教育之相關研究，並進一步將解說計畫落實到國家公園內。 

(2)玉山國家公園 

A.玉山國家公園近十年整體研究歷程 

玉山國家公園近十年的研究中，主要的保育研究項目大致上可分成

資源調查、人文史蹟、地球科學、經營管理及環境監控等類型，以整體

研究趨勢分析可看出，近十年保育研究計畫中以資源調查及經營管理這

兩個類型的研究計畫為主要方向。 

 資源調查 

在資源調查計畫中，大致可分為生態、動物、植物及昆蟲四個部分，其

中以動物類 23 篇為多數，針對中大型哺乳類、蝙蝠、鳥類、爬行動物

等皆進行過詳細的調查。而從玉山國家公園過去十年進行的計畫可瞭解

到管理處保育單位在針對動物資源的維護上，其計畫執行的順序與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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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植物保育研究方面，主要研究項目為永

久樣區之設置及調查，包含闊葉林與蔓藤類的相關研究，其他則為原生

種植物以及本土性樹種的調查。 

 人文史蹟 

玉山國家公園近十年在人文史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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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含了純人文與歷史方面的分析，同時也

進一步探討民俗植物學等之內容。座落在高山地區範圍的玉山國家公

園，其區內聚集了相當多的原住民部落，在人文歷史方面的資源可說是

相當充足。 

 地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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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十年的地球科學研究項目中，大多著重在地形地質的資料庫建置，

管理處曾在多年前對東埔玉山地區、塔塔加東埔梅山及天池地區，以及

觀高至東埔地區進行過相關的地形地質分析與圖面的繪製。 

 經營管理 

在經營管理大致分為系統規劃、生態管理、資料建置、廢棄物處理，以

及遊客管理五個部分。而從近年的研究趨勢看來，因遊憩活動造成生態

環境影響嚴重，因此針對遊客管理及遊憩衝擊等類別的計畫是推行及持

續較多的項目，像是遊憩容納量之調查、設施與遊客行為之探討等計畫。 

B.玉山國家公園未來研究趨勢建議 

 資源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擁有多樣指標性物種如台灣黑熊、山羌、帝雉、藍腹鷴及

山椒魚等，在未來是否會隨著氣溫逐年上升而改變或移動棲地，以及全

球暖化是否會破壞各植群帶的生長，造成物種的滅絕，這些都是未來有

待進一步深入瞭解及加強研究的。此外，在植群永久樣區的調查也應持

續進行，除確保區內資源之完整性外，也應隨著環境變化適時調整保護

區之範圍。 

 人文史蹟 

由於目前僅對於區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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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善區內史蹟

資料庫之建置，幫助原住民部落能夠利用相關資料達到永續經營之目

標。 

 地球科學 

玉山國家公園擁有特殊的地形地質資源，未來應持續完整地蒐集及建置

地形地質的資料庫，並將蒐集的成果落實應用到保育工作，同時藉由相

關軟體之模擬及應用來預測未來環境可能造成的變遷，乃至最後的對於

遊客方面的解說計劃能有更豐富的資訊呈現，擬定出具系統性的地形地

質保育工作。 

 經營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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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國家公園近期在遊憩管理的部分已加入當地居民意見之調查，建議

未來可持續推動此方面之研究，將當地住民之意見納入整體發展策略的

考量中。現今研究技術的提升，以地理資訊系統軟體來協助園區經營管

理的部分可收到良好之成效，因此建議未來可投入相關的研究，以提升

園區管理之效率。 

因玉山國家公園長期對於資源調查已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未來可持

續利用該資料探討與全球暖化之相互關係。另外在遊憩區、保護區承載

量過去亦做過許多研究，未來建議可加入環境變遷之因素，對遊憩行為

及環境復育做更深層的探討。本計畫建議玉山國家公園對於後續研究之

發展重點可包含： 

 面對全球暖化之影響，區內動物、植被及生態系之生物多樣性應是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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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永久樣區的資源維護及復育計畫，審視保護區範圍之調整及劃設 

 加強地形地質方面研究之長期計畫，並可運用相關軟體來模擬未來環境

變遷可能造成之影響 

 完成人文資源未調查之地區，以完善人文史蹟之資料庫，有助於原住民

文化之永續經營管理。 

 將當地居民對於遊憩或觀光發展之意見納入相關政策之考量，制訂管理

策略將遊憩衝擊減至最低。 

(3)陽明山國家公園 

A.陽明山國家公園近十年整體研究歷程 

陽明山國家公園近十年的研究報告中，主要的保育研究項目大致上

可分成資源調查、地球科學、人文史蹟、經營管理等類型。其中以資源

調查及經營管理類型的計畫項目為主。 

 資源調查 

資源調查部分，近十年的動物保育研究項目中，動植物調查的整體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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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調查並不多，而是以昆蟲類的調查較為完整，其中含括了陽明山具代

表性之動物，如湖沼枝額蟲等。在植物保育研究項目中，其主要研究項

目包括有植群變遷、原生植物調查以及代表性植物的研究，例如臺灣水

韭及包籜矢竹等。此外亦有外來種植物的調查，均為相當重要之研究。 

 人文史蹟 

陽明山國家公園區內擁有相當豐富之人文資源，在近十年的研究計畫項

目中對於人文史蹟之相關研究更是沒有間斷過，其主要的類別以人文史

蹟與景觀資源調查為多數，同時，也有數件在考古研究及溫泉建築方面

的研究，突顯出陽明山的豐富人文資源。 

 地球科學 

陽明山國家公園具有特殊的火山地質及溫泉資源，一直以來皆為其最主

要的一項特色，因此近年來在此研究項目中，多半以火山地質及溫泉水

資源為主要研究方向。 

 經營管理 

在經營管理的研究項目中，陽明山國家公園在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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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較為特殊的

類型。在近年的研究項目中，知識管理建置為民國 93 年重要的研究工

作計畫，同時，陽明山國家公園設立了自然資源庫查詢系統，可方便民

眾查詢各項保育研究成果。 

B.陽明山國家公園未來研究趨勢建議 

 資源調查 

普遍來說，陽明山國家公園過去雖有針對單一物種之研究，但多半未能

達到長期監測調查，對於物種難以達到深入之探討，建議未來應以長期

監測為研究重點。此外，魚類、脊椎動物及無脊椎動物是近年來較少探

討的項目，建議未來可豐富物種類型之保育計畫，加強此方面之相關研

究。 

在植物方面，建議在未來的研究方向中，持續監測植群在空間分佈上的

變化，以及代表性物種之監測，審視其與暖化後環境之關係，以便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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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擬定對抗環境變遷之策略。 

 人文史蹟 

從近年在人文史蹟的研究歷程來看，其主要的保育研究項目皆著重在溫

泉建築、聚落復舊方面的研究，其均為區內較為特殊及重要的人文歷史

風貌，亦是陽明山國家公園長期推動的項目。因此未來建議可持續推動

此方向之研究，並加以探討環境變遷與區內重要史蹟之關係。 

 地球科學 

未來在對抗全球暖化所造成的影響下，陽明山國家公園對於火山及溫泉

資源應持續投入研究計畫，如火山氣體的特殊性以及溫泉水質的變化，

使環境能夠永續發展。 

 經營管理 

以陽明山國家公園鄰近大台北都會區的區位關係，擔負了台北居民的休

閒重任。因此，遊憩活動對於生態環境所帶來之衝擊，將會是未來應加

強探討之研究項目，以維護園區內之遊憩品質及環境品質，此外，研擬

遊客解說計畫亦是持續加強的重點之一。有鑑於未來因應暖化所要落實

節能減碳之措施，建議未來可應用相關研究到區內各項節能運輸系統的

建置計畫。 

從陽明山國家公園的地理區位及長期進行人文史蹟的研究來看，建

議未來可加強遊客管理之相關研究，並配合人文資源研究成果，探討在

遊憩行為與建築、聚落復舊之間的關係。從歷年之研究資料探討可得

知，陽明山國家公園日後可加強之研究方向包含： 

 面臨全球暖化之威脅，國家公園內生態環境之變動將會是重要觀察指

標，建議應增加指標性物種的監測性研究 

 針對單一物種以長期監測調查的方式，持續進行研究 

 加強物種類型研究之探討，像是魚類、脊椎動物及無脊椎動物等，以豐

富研究物種之型態 

 持續監測植群在空間分佈上的變化，並加強代表性物種之研究，以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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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減緩暖化之方案 

 持續推動區內節能運輸系統之建置計畫，在減緩暖化上做到以身作則之

楷模 

 豐富自然資源資料庫，以持續不斷地更新解說資訊與導覽系統內容 

(4)太魯閣國家公園 

A.太魯閣國家公園近十年整體研究歷程 

太魯閣國家公園近十年研究計畫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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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資源調查部

分，動植物類共有 38 篇，顯見動植物的基礎調查成果與資料庫的部份

可說是建立的相當完善，但在地球科學部份，自 91 年度後便未再有地

質水文方面相關的研究報告，而人文史蹟近十年來也只有基礎調查的部

份。 

 資源調查 

在動物的資源調查部份，太魯閣國家公園除持續進行各項物種類型的資

源調查外，還針對特定物種進行研究，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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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在植物保育研究項目中，除長年進行園內不同區位之植物資源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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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史蹟 

人文史蹟方面的保育項目在近十年內以原住民之歷史文化研究居多，其

中包含文化盤點、口述歷史及環境變遷之研究。此外，亦進行原住民文

化與太魯閣國家公園關係之研究，如原住民與國家公園或自然保護區共

管等。 

 地球科學 

太魯閣國家公園的峽谷及特殊地質為區內之重要資源，過去曾進行過相

關研究，民國 87-93 年間辦理許多地形、地質研究，並在民國 89 年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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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南湖大山圈谷群古冰河遺跡研究調查。 

 經營管理 

太魯閣國家公園在經營管理方面的相關研究計畫甚多，其涵括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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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對於生態廊道建置之研究、環境衝擊、承載量與環境教

育之研究，皆是國家公園在遊憩管理上之成果。 

 環境監控 

國家公園內在環境品質的維護上，有賴於長期的環境監控。過去太魯閣

國家公園因立霧溪兩旁土地過度開發而有污染之慮，以及針對高山地區

之環境變遷，在民國 93 年及 94 年進行過立霧溪及高山地區兩項環境監

測計畫。 

B.太魯閣國家公園未來研究趨勢建議 

 資源調查 

在未來因全球暖化所造成生物棲地遷徙及改變是否反應在區內的特有

物種上，建議未來可朝此一重點為主要的研究方向。而正由於區內對於

植物物種調查所累積的豐富資料，太魯閣國家公園未來應結合相關資料

與解說計畫，構成完善之環境教育資源。 

 人文史蹟 

未來建議應持續調查區內人文史蹟資料外，對於未來因暖化所造成的環

境變遷，在部份聚落遷移或是古道遺跡等調查研究皆是應加強的重點項

目，除了協助原住民生活環境之永續經營管理，亦做到文化資源保育之

目的，避免文化遺跡受到更多的損害。 

 地球科學 

地形地質變化非短時間就顯而易見的，此類計畫仍需長時間的研究投

入，因此建議後續研究應持續進行，並將暖化可能對地形地質所造成的

影響納入研究項目中，以符合未來環境變遷的趨勢。 

 經營管理 

遊憩影響及管理應不定時的檢視當前營運狀況，過去許多規劃與管理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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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之研究，因缺少多面向的整合，而陷入單一面向之迷思，因此未來應

針對管理單位之需求，提出各項效益評估及檢討計畫，以利永續之經營

管理。 

 環境監控 

太魯閣國家公園過去對於環境監控方面的相關研究並不多，只於民國

93 年對立霧溪進行水質監測計畫，以及隔年對高山地區之生態變遷進

行監測計畫兩項，顯見未來在這部分的研究仍有增加之必要。 

國家公園環境之維護，其環境監測是不可或缺之重點，太魯閣國家

公園在此方面的研究相當缺乏，建議未來可配合資源調查及地球科學的

相關研究，以未來環境變遷之前提，加強區內各生態環境之監控。基於

上述之分析，建議太魯閣國家公園日後可加強探討之研究議題包含： 

 物種族群數量與空間分佈之長期監測研究 

 將物種資料庫與解說計畫結合，擬定環境教育之配套措施，以向民眾宣

導環境教育之精神 

 持續補齊原住民文化之相關研究項目，除達到文化保育之目的，亦有助

於原住民永續環境之經營 

 對於地形地質與水文系統之研究應持續進行，並加以分析暖化對環境所

帶來之改變 

 整合多面向之經營規劃策略，並結合解說與保育之計畫，以利環境教育

精神之宣導 

 持續地加強區內環境監控，對於水質、空氣品質之維護能研擬相關應對

策略，以在汙染發生時將損害降至最低 

(5)雪霸國家公園 

A.雪霸國家公園近十年整體研究歷程 

雪霸國家公園在近十年的研究計畫，其工作項目大致上可分成資源調

查、人文史蹟、地球科學、經營管理、環境監測五大類型。在資源調查

中，動物類的研究報告共有 88 篇，數量明顯高於其他類別，而以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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鈎吻鮭與鴛鴦之調查工作所佔的比例較多。 

 資源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近年在動物方面的調查中，以櫻花鈎吻鮭與鴛鴦的調查研

究佔大多數，而目前櫻花鈎吻鮭的研究工作仍持續在進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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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植物物種的資源調查，目前針對區內不同植群之調查仍

持續進行，其中還包含了火燒後植群的生長變化、外來植物入侵情況與

空間分佈之研究。 

 人文史蹟 

雪霸國家公園近十年的人文史蹟研究項目較少，大致上分為史前遺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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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態智慧等。以現階段之研究成果來看，大都為人文資源的基礎資料調查

蒐集。 

 地球科學 

近十年的地球科學研究項目中，在民國 90 年前進行的多半為基礎調查

及衛星影像圖分析之研究，而在近 5年則無調查計畫。 

 經營管理 

經營管理之保育研究項目在民國 93 年以後著手進行遊憩容納量、遊客

滿意度、生態旅遊等的遊憩研究。從歷年的趨勢顯見，近年來經營管理

研究項目著重在遊憩使用的面向。 

 環境監控 

在過去對於環境監測的研究主要可分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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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雪霸國家公園長期對於水質監測與生

態監測皆投入相關研究，而其他項目則分別在不同年度中進行。 

B.雪霸國家公園未來研究趨勢建議 

 資源調查 

建議雪霸國家公園未來除持續監測櫻花鈎吻鮭之族群變動外，應針對暖

化現象，後續研擬多項因應措施及增加暖化影響之研究，以及與櫻花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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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鮭相關生態系統之動植物研究，以確保櫻花鈎吻鮭日後的生長環境與

族群數量能受到妥善的照顧。再者，雪霸國家公園資源豐富，除櫻花鈎

吻鮭外尚有許多動植物資源，建議可以調查其他重要具指標性之物種。 

植物方面建議日後研究可朝向調查不同植群的空間分佈資料，以劃設植

群的保護區域，此外，對於外來種的入侵情形，應進一步研擬因應對策，

探討其所造成原生種之衝擊，鞏固本土物種之生存環境。 

 人文史蹟 

建議未來可朝向調查泰雅族對於自然環境的資源使用方式，並將研究結

果納入環境教育的解說計畫中，讓遊客能藉由解說系統更深入了解原住

民之生活方式。 

 地球科學 

現今研究技術與軟體應用技巧的提升，IKONOS 衛星影像已可應用於繪

製植群圖面，因此建議雪霸國家公園未來在相關圖面的繪製上，可利用

IKONOS 衛星影像判讀技術做為地形地質圖面之繪製。 

 經營管理 

為因應目前的遊憩趨勢，未來建議可持續針對生態旅遊做遊憩滿意度及

效益的相關研究，同時，監測人為使用造成環境衝擊亦是未來應加強的

重點項目。 

 環境監控 

除了近年持續推動的水質及生物監測。由於人為開發逐漸的增加，未來

建議在各項人為活動及開發所造成環境變動，皆為往後環境監測可加以

進行的項目。 

本計畫建議雪霸國家公園日後對於櫻花鈎吻鮭之相關研究可持續

進行，並找出其他具指標性物種，加強對於環境的長期監測，以環境保

育為主要發展指標。其建議未來在研究計畫可發展的相關議題包含： 

 除了櫻花鈎吻鮭及鴛鴦外，管理處應有系統性的調查其他具指標性的物

種，進一步建立完善之生態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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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監控櫻花鈎吻鮭之物種資訊，加強保育項目之推動，針對暖化現象，

後續研擬多項因應措施及增加暖化影響之研究 

 持續監測植群在空間分佈上的變化，並掌握外來種對原生環境所造成之

衝擊與影響，進而研擬因應對策 

 未來可將所蒐集到的原住民文史資源，與解說計畫做系統性的結合，以

落實到環境教育的宣導策略 

 針對生態旅遊做遊憩滿意度及效益的相關研究，同時，監測人為使用所

造成的環境衝擊 

(6)金門國家公園 

A.金門國家公園近十年整體研究歷程 

金門國家公園在各項研究類別中都算是平均發展，近十年推動研究

項目大致上可分成資源調查、人文史蹟、地球科學、經營管理以及監測

等類型。整體來說多半為基礎調查，少有應用研究之類型。 

 資源調查 

在近十年資源調查中的動物保育研究，過去針對各類型動物如小型哺乳

類、蝙蝠、兩棲爬行動物以及軟體動物等都曾進行過相關基礎調查，而

鳥類佔了大多數的研究，一些相關物種的調查仍持續在進行，如佛法僧

目鳥類。 

在植物方面，金門國家公園過去對於植物之調查研究較少，其推論可能

與地理位置特殊有關。因此過去在十年間只有民國 92 年與 94 年分別對

濕地水韭及民俗植物做相關研究。 

 人文史蹟 

金門國家公園因特殊的戰史文化使其在人文史蹟部分具有較豐富之研

究，過去研究多以遺址、傳統聚落與建築以及戰爭事蹟的基礎調查為

主，近年來則著重在人文脈絡以及建物語彙等方面進行研究。 

 地球科學 

金門國家公園過去對於地球科學研究工作進行得較少，唯獨地質水文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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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85 年度的一篇研究報告，整體來說多半為基礎調查的類型，少有

應用研究之部分。但在近兩年開始著手進行海岸地形與地質方面的研

究，以便未來能瞭解其地形地質生成原因及未來可能面對的問題。 

 經營管理 

經營管理項目在民國 89 年後可顯見金門國家公園為發展觀光旅遊之趨

勢，研究方向皆著重於在傳統建物與聚落的修復工作及再利用之探討，

同時，各項解說教育計劃、生態旅遊之行銷策略在在顯示出金門國家公

園未來朝向觀光化發展之目的。 

B.金門國家公園未來研究趨勢建議 

 資源管理 

建議未來可持續監控物種的族群變動及行為觀察，此外，金門國家公園

擁有豐富的鳥類資源，後續應多增加鳥類物種的調查，以豐富資料庫之

建置。 

建議未來在植物方面的調查可針對空間分佈的變化，以及調查外來物種

對原生環境所造成影響之研究為主，以維護當地原生植物之獨特性。 

 人文史蹟 

從近十年的研究趨勢不難發現，金門國家公園在人文史蹟的基礎資料已

累積了相當多的研究成果，後續建議應持續探討人文資源中所隱含更深

層意義以加深文化意象與吸引力。 

 地球科學 

金門國家公園於近年進行有關海岸地形與地質方面的研究，建議管理處

未來應持續進行針對特殊海岸地形及地質景觀做長期性的監測。做為未

來在環境變遷的影響下，對於地形地質變動的原因及可能面對的問題，

能有及早因應的策略。 

 經營管理 

由於金門國家公園未來走向主要朝自然與聚落保存為目的，有鑑於此，

建議管理處未來應加強遊憩活動下遊憩承載量、滿意度、及環境評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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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為使用的相關研究。 

氣候變遷所造成海平面上升是不可避免之情況，因此一現象所造成的物

種變動，以及珍貴文史資源的消失，金門國家公園應將園內各項資源的

調查記錄作一整合，並著手研擬相關的因應措施。對於環境之監測更應

持續進行以輔助保育研究。未來建議可加強探討的研究議題及項目包

括： 

 調查特殊代表性及指標性物種，對於海洋物種應加強調查研究，以豐富

整體生態資料庫之建置 

 未來在植物方面的調查可針對空間分佈的變化來著手，以及探討外來入

侵物種對於原生環境之衝擊 

 在文史資源的後續調查應持續探討人文資源中所隱含更深層意義以加深

文化意象與吸引力 

 建議金門國家公園針對特殊海岸地形及地質景觀做長期性的監測，並審

視其與暖化後環境變遷之關係 

 未來應多加探討各項遊憩行為所造成之影響，如遊憩承載量、滿意度、

及環境評估等相關研究 

(7)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 

A.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近十年整體研究歷程 

由於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成立的時間很短，相關保育研究計畫仍尚於

起步階段，因此研究報告只有 94 及 95 兩個年度共 15 篇。民國 94 年起

開始進行島上生態資源之普查和經營管理計畫等，研究方向主要是各項

資源的基礎調查與資料庫的建立，以及經營管理之規劃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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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調查 

因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仍處於成立的初期階段，在資源調查的研究項目皆

為全面性之生態資源普查，並於民國 94 年分別進行陸域、海域之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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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調查，同時，也進行了區內鳥類之監測與調查。 

植生方面除進行陸域植物資源調查，因受到部份物種侵略之影響，故保

育項目改以復育原生植物、苗圃建置等，為求能回復符合當地生態之原

生植被景觀。 

 人文史蹟 

在東沙周邊海域有多處古沉船遺蹟，過去在潟湖北岸亦發現「東沙遺址」

的存在，顯見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在人文歷史與海洋考古之獨特性。 

 地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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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礁

研究之重要性由此可見。 

 經營管理 

目前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對經營管理的相關研究甚多，其包含對陸域及海

域的使用調查、進行區內資源規劃等，另外亦針對建物及設施做系統性

的配套、能源替代及水資源替代可行性研究及海洋研究站之經營管理規

劃等。 

 環境監控 

由於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目前屬於設立初期，雖然在海洋環境調查、測站

規劃及評估已初步完成，但仍有賴於長期監測，以維護區內環境品質。 

B.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未來研究趨勢建議 

 資源調查 

建議未來可以具系統性之調查程序，持續對島上各生態資源做長期性的

監測，且進一步找出指標性物種，建構區內基礎生態資料庫。 

 人文史蹟 

建議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未來於人文史蹟調查研究可編列預算，針對史蹟

遺址的發掘應列為重點研究項目之一，此外，其他像是航海史資源調查

及遺跡、遺址調查則皆為未來可增加探討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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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科學 

戴昌鳳(2004)的國科會研究報告指出，海表水溫將是影響珊瑚生存的一

大主因，而進一步預測長期氣候變遷的衝擊下，在 2085 年除了澎湖東

南部海域仍保有接近一百種珊瑚之外，全台礁區的珊瑚物種數都大幅降

低。因此，建議未來可推動氣候變遷對東沙海域影響之相關研究，加強

海洋環境保育並藉由參考國外相關案例，對區內珊瑚及海洋物種做到完

善之維護。 

 經營管理 

目前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仍尚未開放民眾參觀，針對未來在經營管理方面

可加強的部份，除持續推動現有的研究計畫外，可參考許多相關經營管

理案例來研擬區內各項管理策略，以維護生態及遊憩環境品質。 

 環境監控 

因目前多項環境監控項目仍處於初期設立階段，因此未來應持續推動各

項監控計畫。 

 

整體而言，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未來持續研究的方向包含： 

 持續監測生態資源及物種之變動趨勢，並建構島上基礎生態資料庫 

 可增加文史遺跡之相關研究，以多方面的角度及研究成果探討周邊文史

資源之重要性 

 對「東沙遺址」做長期的深入研究，並將研究成果納入教育解說計畫，

做為未來對遊客之宣導重點 

 加強海岸線珊瑚礁及海洋物種之調查研究，並研擬相關措施以進行保育

研究計畫 

 持續推動現有經營管理計畫，並整合多面向之策略，針對未來園區開放

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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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後續研究可應用此技術於陸域及海域管理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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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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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植物 24  3   

地形地質 9     

人文史蹟 7     

墾丁國家公園 

經營管理 16  18  6 

動物 56     

植物 35    1 

人文史蹟 15     

地球科學 18    3 

經營管理  1  66 3 

環境監測    10  

玉山國家公園 

生態    11  

動物研究 43   19 1 

植物研究 24  6 7  

地質地形 23   9 4 

人文史蹟 19   3  

經營管理 4   9 1 

陽明山國家公園 

其他 9   1  

動物類 45 3  3  

植物類 74   3  

地科類 15   9  

人文史蹟 16     

太魯閣國家公園 

經營管理 7 2  47  

動物 63     

植物 37     

地形地質 17   6  

人文史蹟 10     

經營管理 27     

雪霸國家公園 

其他 31     

動物 12   4  

植物 6   1  

地形地質 1     

人文史蹟 13     

金門國家公園 

經營管理 9   2  

經營管理    4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其他 10     

（資料來源：國家公園網站） 
三、國內外研究比較 

本計畫針對國際環保組織所建議之未來研究行動項目，與國內相關研究結果進行

比較，比較後發現，就所謂基本的長期性資料庫建立與監測來說，雖然過去已進行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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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物種之調查與研究，因應氣候變遷的生態資料庫建議仍有其必要；而攸關於入侵物

種所造成的影響雖與全球暖化無直接關連性，然面臨全球暖化物種棲地改變，生態系

可能變得脆弱，因此有必要針對此一間接影響進行研究；而在綠色消費市場方面，不

論是國外或國內過去較少進行此類之研究，而此類研究與氣候變遷之關連性較高，因

此建議後續之研究可與節能減碳之議題結合，往此方面進行。 

經由國內外相關研究之比較可以發現，國外環境保護組織已經逐漸推動氣候變

遷、生物多樣性與物種數量及棲地改變間關係之研究，同時也開始針對環境改變的指

標進行監控，而台灣目前同時牽涉氣候變遷與環境的研究，未來仍有潛力可進一步將

研究成果應用在實際的管理策略中，本計畫建議國家公園後續可進行之工作項目如

下： 

 確認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土地減少與生態系統穩定間的交互關係。 

 確認造成物種遷徙或是環境改變的因素 

 加強重要資源的監控與資料庫建立。 

 研擬土地使用分區與生態廊道串連之方法與策略 

 分析並探討如何減緩入侵物種對於生態體系的衝擊。 

 基礎地理資訊系統技術之應用 

 環境復育的方法 

 生態旅遊機制與全球暖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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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國內外針對全球暖化議題研究比較表 

國內相關研究 

國外研究建議 行政院各部

會研究計畫 

國家公

園學報 

國家公園計畫

海洋或陸地之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土地減少、生態系

統穩定間的交互關係 ● - - 
潛在的綠色消費市場 ○ ○ ○ 
環境復育 ○ - - 
為了動植物之生物多樣性發展永續農業、林業、漁業之新

技術。 ● ○ ○ 

建立海域與陸域分區與發展生態廊道之方法論 ○ ● - 
分析入侵物種可能造成之潛在風險 ○ ○ - 
探討不同生態系統對入侵物種之脆弱程度 

○ - - 

IUCN 

自然資源的社區利益與永續收穫 ● - - 
對山區環境改變的指標進行長期的監控及分析 - - - 
在不同的山區進行環境變遷的模型研究 ● - - 
進行海拔及上游集水區的相關研究 ● - - 

IGBP、

IHDP

與

GTOS 永續土地利用及自然資源管理 ● ● ● 
備註：●表有，○表缺乏，-表非常少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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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內外因應全球暖化之因應策略比較 

現在想要停止地球暖化，為時已晚，就國家公園目前所能進行的工作來說，僅能採行

一些策略來減輕可能的衝擊。不過，目前能做的各項措施，都需長期持之以恆，絕不是幾

年內可以完成的。在台灣，條件更為嚴苛，所需的努力也更多。這些減輕措施分散在政府、

企業、個人等層面，尤其是在個人的部分，更需身體力行。雖然個人的力量有限，但是因

為人數眾多，如果每一個人能夠力行各種減輕措施，對大自然絕對會產生正面的效應。 

現階段國家公園並沒有明確地提出因應「全球暖化」之策略，而是將一些永續資源使

用或是永續設計的概念納入相關的工作中，本節分項說明國內外減緩全球暖化所因應之行

動策略，分別為美國國家公園所推動之行動策略，以及國內不同單位針對暖化所提出之行

動策略，最後比較二者之差異，提出未來國家公園可以明訂之行動策略參考。 

一、CFP 因應氣候變遷所推動之行動計畫 

美國目前正在推動『Climate Friendly Parks』活動，許多國家公園開始使用替

代能源計畫以達到減碳的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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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管理處也會提供各種資料給遊

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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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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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組十二個互動卡片來介紹受影響之動植物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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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解說員及教師手冊。 

而目前參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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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Friendly Parks (CFP) 之議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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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國家公園及環境保護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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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永續策略減低排放(Develop sustainable strategies to mitigate 

emissions)  

 教育大眾有關國家公園之努力(Educate the public about NPS’s effort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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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將各 CFP 之行動計畫簡述如下： 

（一）冰河國家公園（Glacier National Park） 

冰河國家公園設定了幾個目標： 

 教育公園內的工作人員以及夥伴關於氣候變遷的議題，鼓勵其選擇可以朝向

能源有效利用、降低溫室氣體的產生以及執行其他永續環境的行動。 

 在現有以及未來的環境經營管理企畫上建立強調機能性以及其可說明性之

模式，提供給其他的國家公園作參考。 

 對其他的公園、機關以及大眾推動綠色行動的模式。 

GLAC 目前立即面臨到氣候變遷的影響，最顯著的改變是發生在公園的山中

冰河。今日，公園被冰河覆蓋的部分大約已經減少了 1850 年的 73％；這 150 處

冰河其中有 3/4 已經完全消失。以 GLAC 的平均夏天時期觀之，高緯度的暖化比

低緯度地區更加快速。科學家預估，在 2030 年，GLAC 將失去其所有的冰河。而

冰河的消失也象徵著公園生態系統將產生更大改變，這些也將會影響公園內溪流

的溫度、流速以及總量，換句話說，這將影響對溫度敏感的水生物種。暖化的溫

度也導致土壤濕度的改變、火災的發生頻率、以及森林與植被分佈的改變。歸結

因全球暖化導致的潛在的改變，將改變了 GLAC 所建立保護的景觀與生態系統。 

GLAC 先進行公園影響評估，逐一列出其面向以及評估標準與分數，其中的

面向包括了(1)建築物的使用/設施操作(如辦公室、儲藏區域或者外在的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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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建物管理(木料、店員、地板材料、屋頂、油漆塗料等)；(3)房舍；(4)

清理公園的相關設施；(5)相關設施的運轉(大多使用電力、燃料以及水)；(6)

遊客運輸；(7)雇員運輸；(8)運輸工具的使用以及維護；(9)火災管理(火災的影

響)；(10)道路、步道、停車空間與相關場所；(11)燃料使用與儲存(運輸工具以

及暖氣之燃料)；(12)有害廢棄物管理；(13)土壤廢棄物管理；(14)污水處理；

(15)產品的購買與使用(這些產品的製造往往使用了電、水、燃料、化學物質等)。 

依照上述將影響較大的予以列出，作為後續目標以及行動方案擬定之參考，

包括：(1)建築物的使用/設施操作；(2)遊客運輸；(3)雇員運輸；(4)運輸工具

的使用以及維護；(5)有害廢棄物管理；(6)土壤廢棄物管理；(7)產品的購買與

使用。 

為了能夠降低溫室效應，並且執行永續執行，GLAC 列出了下列目標： 

 建築物的使用/設施操作 

 遊客運輸 

 雇員運輸 

 運輸工具的使用以及維護 

 有害廢棄物管理 

 土壤廢棄物管理 

 產品的購買與使用 

 最佳管理實踐 

 教育以及範圍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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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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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FCI 資料來指定建物改進的期程。 

 以永續設計及高能源效益的素材來重新思考建造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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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編國家公園總部的恆溫調節所設定的溫度。 

 以重新檢討建物中的能源效益、永續設計為例，提出下列作法： 

 派遣相關的工作人員至 LEED(能源與環境設計領導)受訓或者從該處邀請一

位培訓者至國家公園中，進行訓練。 

 在新建構的企畫中建立 LEED 能源效益目標。 

 制訂一個長期的 LEED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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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園區內最主要的道路(Going-to-the-Sun Road(GTSR))進行修復時，針對

公園遊客，提供接送往來東西雙向的大眾運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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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提供遊客相關資訊，當公園道路壅塞時，並提

供替代路線的選擇。 

對於鄰近社區也提出一些有關運輸系統的作法： 

 與社區夥伴共同合作，制訂鄉村運輸企畫。 

 針對社區運輸計畫進行研究給予機會並且予以支持。 

 利用競賽，尋找提案優勝者。 

3.雇員運輸 

在雇員的運輸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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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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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即將任命工作者，則提出了一些替代運輸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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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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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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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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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管理實踐 

在最佳管理實踐方面，有如下的作法： 

 提出一個最佳管理的概念備忘錄 

 發展一般性的指導原則 

 評估行動方案的示範操作 

 為最佳管理實踐創造一個一般以及推薦的紀錄資訊 

 提出一個工作場所的調查表格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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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宣傳工作 

另外，GLAC 也提出對氣候變遷以及永續性而努力的相關宣傳工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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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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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鄰近機構分享能源效益以及綠色提議。 

（二）錫安國家公園（Zino National Park） 

為了環境經營管理以及氣候變遷等議題，Zion 國家公園於 2004 年六月舉辦

了「氣候友善公園：從知識到行動」的工作坊，透過這工作坊，主要欲達到下列

目標： 

 教育國家公園中的雇員以及合作夥伴有關氣候變遷的議題，藉此刺激其能夠

有一些氣候友善的個人選擇，如能源效益、減少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以及

其他可維持永續環境的實際行動。 

 在 Zion 國家公園示範操作永續規劃，並且使用這些成功的示範操作來促使

我們的國家公園中的文化的改變 

 在現有以及未來環境經營管理企畫上強調機能性以及其可說明性，並且提供

一個模式給其他的國家公園 

 提供給其他的公園、機關以及大眾形塑綠色執行的模式。 

Zion 國家公園也加入了一個彼此支援的活動--執行氣候友善公園(CFP)目

標以及採取一個環境經營管理系統(EMS)。而要建立以及達到執行氣候友善公園

(CFP 的目標就是要有一個環境經營管理系統。 

強化執行，建立基本規則、決定優先順序、以及執行經營管理以及保障人類

與財經上的資源都是 EMS 的重要的一部份，且這些將使得 CFP 的推廣更加順利。

同樣的，發展工具、訓練企畫、以及建立測量、監測以及審核現有問題等機制在

CFP 必須之發展要素。CFP 同時也著重在燃料、燈光、運輸、減少資源使用以及

其他能源使用效益的測量上，這些也同樣是一個國家公園應選擇作為 EMS 的目

標。 

公園特定為了 EMS 而執行的案例亦有所發展，包括了： 

1.減緩氣候改變的客觀觀察因子，而這些是可測量而且可成為主要行動的數

據。 

2.提供一般環境上以及氣候上友善的示範程序，提供做為員工的訓練，且其

工作以及責任必須牽涉到直接的行動以達到客觀以及鎖定的目標，並且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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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律規定。 

3.透過組織，為有關「環境經營管理計畫」(EMP)的訊息傳遞以及執行改善

上提供示範程序，例如： 

 透過廣告，宣傳對氣候變遷的警告 

 教育前來參觀或非參觀的大眾使用電子或其他的媒體執行氣候變遷的

訊息在資源、教育/解說企畫以及教材上 

 提高部落成員、地方、政府以及公園夥伴之的訊息交換 

4.行動方案的操作上控制包括： 

 管理團隊的效力 

 對於公園內的建築進行能源有效的改進 

 執行永續的設計與建造 

5.對於監測以及評估的過程制訂審核清單 

6.制訂監督管理者審核的表格以提供後續不斷的改善之用。 

Zion 國家公園亦提出環境經營管理系統的模式，在當中有關環境經營

管理系統的要件包括： 

 領域範圍、資源、角色、承擔責任以及職權 

 環境委員會報告 

 環境上的觀點、目的、達成指標以及企畫 

 法令以及其他環境上的規定 

 權限、訓練以及醒悟 

 溝通 

 相關的文件以及文件控制 

 操作上的控制 

 對於所承諾的項目之監測、測量以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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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情況而有修正以及預防的行動策略 

 紀錄 

 經營管理回顧 

茲將各項目之行動策略整理分述如下： 

1.領域範圍、資源、角色、承擔責任以及職權 

Zion 提供的 EMS 機制為環境經營管理之主體，透過各種活動、領域範

圍以及部門來進行。更具體的來說，其涵蓋了建築物以及居住屋的暖氣、冷

氣、工作人員以及遊客的交通工具、其他的能源使用、維持的行動策略、地

表的維持以及其他的操作研究。 

公園的經營管理者以及其他上位層級的經營管理承諾必須對 EMS 的控

制以及執行提出有關資源效益的必要性保證，包括了訓練、人力資源、特殊

技能、財政上的資源以及技術、資訊上的服務。 

成立環境資源管理小組，包括了國家公園中的主要操作者，並且專責地討論

他們所服務的部門以及領域，如界定環境的觀點、決定意義重大的環境觀

點、設立目標以及目標對象、執行企畫、回顧以及追蹤 EMS 的內部審核結果、

以及提出資訊對策的服務。 

2. 環境委員會的報告 

這報告是由Zion國家公園管理者以及所有牽涉其中的Zion管理委員會共同

簽署完成。 

這樣的陳述說明為有關其活動、產品以及服務而形成的自然、尺度以及環境

上的衝擊，包括了當中連續不斷的改進以及污染的預防，並且委員會應該符

合有關的環境法規以及必要規定。 

3. 環境上的觀點、目的、達成指標以及企畫 

Zion 國家公園建立了一個程序做為決策、在界定明確的領域中的 EMS、其操

作的環境觀點以及可以控制的活動。這樣的程序亦包括了 Zion 其影響範圍

下的計畫以及新發展或者新或修正的操作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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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在目標並提出在該目標下的下的可量化指標，例如 ZION 設立了有關能

源方面的目標，提出了減少雇員以及合作運輸系統的燃料使用企畫案，並以

2003 年 1 月為標準，期望在 2006 年 1 月，其使用率可達 15％的減少；減少

水資源的使用，並以 2003 年 1 月為標準，期望在 2006 年 1 月使其減少 15

％的水資源利用。 

4. 法令以及其他環境上的規定(例如土壤及有害廢棄物的處理) 

Zion 國家公園以美國聯邦以及地區的法令規範為主，例如其聯邦法令

規範中有包括對空氣、水、土壤以及其他有害物質浪費等的使用規範，予以

清楚列出，以作為後續操作的規範。 

5. 權限、訓練以及醒悟 

Zion 國家公園建立了一套程序，在適當的計畫以及層級當中來訓練雇

員，使其對環境委員會的報告、重要的環境觀點、程序以及為達符合這些環

境委員的陳述，其個人角色中所應具的責任、以及對環境經營管理系統的規

範等等。 

如同氣候友善公園的部分提議，Zion 國家公園被界定為一個可以教育

公園工作人員有關影響溫室氣體形成的傳遞角色。並應結合氣候變遷的議

題，將其加入季節性或新雇員的訓練中，並額外的對現有員工進行訓練課

程，包括傳統的課堂授課、田野執行以及遠距離的學習等。所有的員工接收

到有關能源效益等議題在其執行的技術上，並且提升其整體的能源保存的意

識。 

6. 溝通 

Zion 國家公園建立並且維持著一個內部溝通的程序，這內部溝通是介

於公園內各層級以及職務上。並且也積極促成一個對氣候友善公園的多面項

溝通提議。在每年將近 300 萬的遊客中，Zion 也體認到這是一個極大機會

能夠證明透過其行動策略可顯著的減少溫室氣體的產生。因此 Zion 企圖要

提出一個新的且透過遊客及周圍社區而執行的減緩氣候變遷行動方案。其對

象包括了公園雇員、公園的合作夥伴、遊客以及周圍社區。透過訓練、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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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解說以及其他相關媒體來傳遞訊息。 

7.相關的文件及文件控制 

將環境委員會陳述、目標、指標及其他管理系統中的主要元素的解釋及

其他相關的文件製作行程環境管理系統操作手冊，這樣的手冊提供執行與追

蹤，且 Zion 國家公園亦認為在這當中必須要有對環境觀點的有效的規劃、

操作及過程的控制。這些文件可用來作為環境經營管理系統的證明、執行及

維持。 

8. 操作上的控制 

Zion 為了達到環境經營管理的目標及指標，計畫了這些操作以確保各

項工作可以在控制之中，當中亦包括了各項操作的標準。 

（三）洛磯山國家公園(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洛磯山國家公園(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訂定了下列三個策略以

做到 Climate Friendly Parks:  

1. 在運作公園所有設施時，減少石化燃料的使用及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量 

在能源管理方面，安裝省能照明設施、使用替代能源，及制訂節能管理

政策；在運輸管理方面，對大型車收取較多入口費用並鼓勵遊客共乘或使用

氣電共用車輛入園、使用大眾運輸系統來加強園內及連外的遊客輸運；在廢

棄物管理方面，垃圾減量回收、減低廢水量並利用廢水灌溉植物 。 

2.運用教育來加強氣候變遷的影響力 

在公園管理人員方面，加強管理人員的教育訓練，使員工了解氣候變化

的影響；在遊客方面，加強遊客解說中心的解說使遊客了解氣候變化的影

響、加強互動解說媒體的設計增加遊客興趣、加強讓遊客知道目前國家公園

正在進行的環保及改變氣候方面的工作及鼓勵遊客做到節能及環保；在社區

方面，鼓勵社區居民了解氣候變化的影響。 

3.發展因應氣候變化的管理策略  

（1）舉辦研討會來了解物種目前所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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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利用監測系統加強監測  

（3）舉辦研討會來訂定行動計畫  

（4）訂定管理處的行動管理原則 

（四）美國大沼澤國家公園(Everglades National Park) 

Everglades 國家公園於 2005 年加入氣候友善公園成員，對於此公園，減少

溫室效應氣體與指標污染氣體是其因應氣候友善公園理念所做的重要策略，策略

說明如下： 

1.從運輸工具方向減少溫室效應氣體與指標污染氣體 

（1）減少公園內船舶與車輛的使用，並發展替代的遊客運輸系統 

 發展 Everglades 國家公園內幾個重要旅遊據點的遊客接駁 

 宣導推廣自行車以及非動力船舶的使用 

 避免觀光巴士的閒置無用 

（2）增加低溫室效應氣體排放與其他非石油燃料車輛的使用 

 在合約中加入執行單位或合作伙伴必須要使用替代燃料車輛到一定比

例之規定 

 管理單位將會執行 Everglades 國家公園內 RV 休旅車噪音、石化燃料使

用、與溫室效應氣體之減少之方案，如以其他燃料代替石化燃料 

 管理單位提出相關計畫獎勵承包商最少使用 15％的替代性燃料車輛 

2.在建築物與設施管理上減少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 

（1）執行節能審核與採用能源節約之替遠方案 

 Everglades 國家公園之目標主要是藉由電源的使用減少會產生溫室

效應氣體之能源，相關之方案如下： 

 完善佛羅里達之能源審核機制 

 定期監控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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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需要交流電之設備都換成有能源之星標章的產品 

（2）合併永續設計與建築物之概念到所有國家公園的計畫中 

確保未來的設計與建築都必須符合永續的原則，Everglades 國家公園

本身也制訂了一套檢核表來評估所有的計畫是否符合環境標準。 

（3）執行廢棄物管理實務與減少危險性的廢棄物 

Everglades 國家公園在經過整合性固態廢棄物再生計畫（ISWAP）的執

行後，預計在 2010 年減少百分之五十的廢棄物量，而對於危險性的廢棄

物，計畫在理想狀態下於 2010 年減少百分之百。 

（4）減少非交通運輸使用的燃料使用 

Everglades國家公園計畫於2010年減少百分之五十的非交通運輸使用

的燃料使用，其內容包含： 

 創立與執行消防措施 

 培訓優秀的消防管理人員 

 設立特定地區減少割草，同時研擬有效率的割草方法。 

 建議割草者使用生化燃料 

（5）制訂綠色採購程序 

主要是推廣消費再生材料產品，Everglades 國家公園依據下列步驟進

行之： 

 完成再生資源取代一般資源評估 

 使用無毒化學材料 

 訓練人員執行綠色採購與消費 

 用手帕代替紙巾 

3.提升氣候變遷的範圍與教育 

氣候變遷是一個相當複雜的議題，經常會被民眾所忽視，因此必須讓民

眾知道溫室氣體減少的優點，Everglades 國家公園有介於此，推動了一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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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的解說與教育課程。 

（1）在教育課程中說明氣候變遷議題給工作成員瞭解 

此一訓練課程包含： 

 將科學與氣候變遷的衝擊結合到伙伴與員工的訓練課程中。 

 在合約中納入氣候變遷之衝擊之注意事項 

 創立 Everglades 國家公園的策略備忘錄 

 推動綠色採購訓練之課程 

 建立永續產品的核對單 

 將教材寄給主要管理者，讓其可以在例行性的月報中討論 

（2）整合氣候變遷議題到遊客教育課程中 

讓遊客知道人類之生存與生物多樣性其實是直接或間接地被海平面

上升、暴風雨與鹽水侵蝕所影響，Everglades 國家公園期望能讓百分之

百的遊客瞭解到氣候變遷的議題，因此依據以下步驟提升公眾的認知： 

 在課程中納入氣候友善資訊的議題 

 在國家公園網站當中納入氣候變遷的議題 

 定期將氣候友善的活動放在國家公園之刊物或新聞報紙裡 

 氣候變遷的資料由國家公園總部來管理與整理 

 有效、能被利用的資訊被整合在國家公園的操作手冊中 

（五）冰川灣國家公園（Glacier Bay National Park） 

1.從交通面向減少燃料的使用和溫室氣體排放量  

調查結果顯示，超過 97 ％的溫室氣體（ GHG ）排放量是由汽車引擎

燃燒所致，因此減少燃料使用和溫室氣體排放量是 GLACIER BAY 國家公園氣

候友好行動相當大的發展重點。 

（1）減少大型客船所帶來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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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獨特的海洋環境，大部分旅客必須搭乘郵輪。在為了鼓勵遊輪業

界採用更嚴格的廢氣排放的規定，GLACIER BAY 國家公園的工作人員提出

了在 2015 年減少大型船隻氮氧化物 50 ％ 的排放量、縮減 10 ％的溫室

氣體排放，和減少在硫氧化物的排放量，行動計劃如下所示： 

 重新擬定和修改郵輪排放量基準的估算，然後將這些數據資料發放給所

有公園的工作人員及有興趣的社區成員。 

 為了減少排放量教育遊輪經營者使用國際航運組織提出的溫室氣體指

數。 

 在未來的郵輪航行合約約中納入甄選條件，使其有利於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量。 

（2）減少海洋公園船隻的影響 

GLACIER BAY 國家公園有一條 10 英里長的道路從公園內連接到周邊

社區的 。而大部分的旅行公園工作人員是藉由船舶來到國家公園。為了

努力減少公園的溫室氣體排放量，GLACIER BAY 國家公園已承諾要促進利

用先進的排放技術輔導船隻改進。 

 藉由船隻引擎購買審核之程序，以更有效率的四行程引擎取代二行程引

擎。 

 把生化柴油和乙醇燃料納入公園船隻經營的合約項目，並改造燃料罐使

其可以裝入替代燃料。 

（3）減少國家公園及特許車輛，及其他車輛產生的影響 

GLACIER BAY 國家公園投票決定將重點放在非海域之公園和特許的車

輛、以及其他車輛所產生的排放量。其利用 2004 年的底線作為溫室氣體

排放量之上限，公園致力於 2010 年減少排放量的 10 ％ ，擬議的行動項

目如下：  

 以電動或混合動力電動汽車取代現有公園的五個車輛。  

 以小，更有效率，與新環保技術的車輛取代現有的車輛，成立一個車輛

與設備的審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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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柴油和乙醇燃料之使用納入採購燃料合約，並修改燃料罐區使其可

以裝入替代燃料。 

2.減少排放量，通過能源管理  

提高能源效率和實施替代能源，減少公園的基礎燃料使用，降低廢氣排

放，減少電力消費，並提供電力收費優惠給公園，研擬的行動項目如下： 

（1）藉由能源審查與執行能源管理程序減少排放量 

GLACIER BAY 國家公園承認為了減少排放量，能源管理是一個重要的

目標區域。為了解決能源的使用，GLACIER BAY 國家公園計畫 2006 年 10

月進行能源審查，公園將於 2007 年 12 月編寫一份能源管理計畫給

GLACIER BAY 國家公園。 

（2）從能源來源減少污染物排放量 

 公園計畫以最有價值的方式，以替代燃料和技術達到零排放量。該策略

包括以下行動項目。  

 在公園的經營中使用 80 ％的生物柴油。  

 安裝一個高效率的鍋爐機組，降低更換頻率，減少 50 ％的耗費，提高

一倍的效率單位。  

3.提升氣候變遷的範圍與教育 

氣候變遷是一個相當複雜的議題，經常會被民眾所忽視，因此必須讓民

眾知道溫室氣體減少的優點，國家公園有介於此，推動了一連串的解說與教

育課程。 

（1）在教育課程中說明氣候變遷議題給工作成員瞭解 

此一訓練課程包含： 

 總結和納入氣候友好團隊的結果給所有公園的工作人員。  

 檢討現行的氣候變化的教材。  

 制定一致氣候變化訊息並結合其於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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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合氣候變遷議題到遊客教育課程中 

公園工作人員認識到，通過他們的解說程序，他們有一個很大的機會教

育大眾。因此，公園的工作人員設計了下列行動項目，以解決公眾教育：  

 確定潛在的目標對象和適當的技術教育遊客關於區域氣候變化的影響。  

 考量時間與資源之分配安排不同類型的遊客參與遊憩活動。 

（六）德拉華河流域地區(Delaware Water Gap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 

1.降低交通運輸所引起的燃料使用與溫室氣體排放 

（1）降低從公園工作人員運輸而來的燃料使用與排放，多使用大眾運輸工

具，倡導共乘觀念，有計畫的來此旅遊 

（2）降低從遊客運輸而來的燃料使用與排放 

（3）降低從合夥人與合作者運輸而來的燃料使用與排放 

2.透過能源管理來降低溫室氣體 

（1）最大化可恢復的電能來源可利用在公園上且在公園建造上執行能源稽

查以增加能源效能(節能) 

（2）執行公園財產的永續設計與建造 

（3）保留公園分水嶺(流域)、森林與景觀 

3.廢棄物管理 

（1）改善當前的廢棄物管理系統 

 教育公園工作人員在再生流、計畫表、拾起地點，與為何他們需要被再

生的理由。 

 幫公園員工與部門增加回收機會，探討提供誘因的可能性(即計時工

作、金錢報償、捐助慈善機構或目標、表彰致意)。 

 尋求其他聯邦政府機構合作於廢棄物的處理上鼓勵回收。 

 完成綜合固體廢棄物選擇計畫。 

（2）執行綠色消費訓練 



 

 3-52 

 限定綠色消費觀念的成本最多 2500 美金。 

 考核綠色消費 

 教育公園的工作人員有綠色消費的觀念 

 開發並維持綠色購買系統 

（3）計畫減少公園遊客的廢棄物產生 

4.增加氣候變遷的延伸與教育 

（1）將氣候變遷議題納入公園工作人員訓練中 

 放置機動標誌與 LOGO，以傳達給員工使用電動交通工具的重要。 

 從主管單位傳播給全體員工訊息。 

 在全體員工會議與假期午宴上發表氣候變遷訊息。 

 研究投入雇員的可能性。 

（2）在遊客教育中融合氣候變遷認知 

 使用環保署/國家公園系統關於氣候變遷影響現行的手冊與/或創造一

個新的手冊。 

 為遊客創造德拉瓦水峽國家遊憩區工作人員聯繫卡、郵票(標籤)和贈品

等有關氣候友善訊息等東西。 

 創造路邊展示品。 

 研究德拉瓦水峽友善團體手冊基金的可能性。 

 加入氣候友善活動於公園小冊子內容中。 

（3）在社區與建造者/供應者項目鼓勵氣候變遷察覺 

 幫助州/當地教育者氣候變遷教育。 

 研究賓州政府學會氣候變遷課程建立的可能性。 

 許可運用公園當作教室。 

 為教育者與專業人士建立一連串”公園就是教室”工作坊的氣候友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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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課程。 

 發出”公園就是教室”課程訊息到整個州的所有學校。 

 主辦”公園就是教室”專業人士成長工作坊。 

（七）彩繪石國家湖岸(Pictured Rocks National Lakeshore) 

1.從設備與操作上減少燃料使用與溫室氣體的放出 

（1）減少大距離的運輸、增加運輸效率、使用替代燃料 

五年內完成公園內以混合運輸、替代燃料或其他有效率的運輸 

 以五種運輸減少區內車量，五年內除去高維護保養的運輸工具 

 與其他技術單位共同發展船隻運輸替代的技術 

 以生化柴油燃料替換柴油燃料 

（2）減少非道路設備的燃料消耗 

 與 Michigan Snowmobile Association、當地雪車組織合作發展，強制

規定雪地運輸工具必須為四行程或最佳可行技術 

 購買最佳可行技術加以取代（如，柴油引擎 ATVs） 

（3）合作發展更有效率的運輸系統 

 對觀光客、校車、其他交通工具建立一個有效的政策 

 正式納入 Pictured Rocks Cruises、ALTRAN 的環境管理委員會 

 鼓勵旅遊巴士使用替代燃料 

 建立公園內部通勤計畫增加運輸效率 

 準備成本效益分析設置地區燃料站，避免從國家公園去城鎮的燃料站 

（4）增加能源使用效率、再生能源使用，減少公園基本燃料使用，低溫室

氣體釋放，減少電力消耗，提供公園經濟上的效益 

（5）安裝能源效率高的照明設備 

 一年內以節能燈（fluorescent bulbs）替換目前室內照明（如白熾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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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年內發展比節能燈更省能的裝置 

 五內替換所有效能差的燈具 

（6）更換能源使用效率差的設備 

 更換總局內的加熱鍋爐改為「每年能源效率」（AFUE）高的設備 

 研究建立個人再生瓦斯發電機提供給釣魚電池、照相使用 

 更換掉 20 年以上的冷藏設備 

 所有更新的裝備皆須符合『Energy Star』的標準 

（7）發展公園政策以增進能源使用效率及能源保存 

 積極推動隨手關燈、關電腦以及多利用日光的計畫 

 未來讓公園內建築皆符合「能源及環境設計領導系統」（LEED） 

 將 LEED 指標納入研究、教育與管理中心計畫中 

 研究 Grand Marais and Munising maintenance 地區風力能源的可行性 

 研究窗戶對建築能源效率的影響 

 關閉或控制某些建築的暖器，包括 Grand Marais quarters 57, and 

Grand Marais ranger station，兩個加熱水槽每年可減少六～七千美

元的支出 

 拓展與高中課程、Michigan State 大學的關係，讓學生可接受，並協

助幫忙做文件、測量、拍照等工作 

 研究太陽能加熱系統裝置 

 紀錄與比對監測系統傳回的數據資料 

（8）透過增加回收與廢棄物管理的過程達到減少投入掩埋場的廢棄物量 

（9）透過減少垃圾來源、堆肥、回收與氧化的方式管理廢棄物 

 重新建立一套可遵循的準則去執行（如，水冷散熱氣、雙面列印、重複

使用垃圾袋、廚餘分類） 

 推廣減少、重複使用資料之訊息—氣象變化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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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拓展 Munising 地區森林的回收，包括金屬、玻璃與塑膠 

 傳遞予遊客回收行為的資訊，鼓勵能再回收帶回家的計畫 

 減少隨手筆記紙、日曆等物品的使用 

2.發展氣候變遷教育與擴大宣導服務 

國家公園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能做的實質效益包括，透過公眾教育激發

一些事物、遊客、社區居民操作日常生活上能減緩氣候變遷的一些行為，從

增加有效率的公眾運輸、發展綠色購買計畫增加公眾對減緩氣候變遷的貢

獻。 

（1）結合氣候變遷相關資訊到員工的訓練內容 

 發展所有公園員工對於氣候變遷的訓練 

 確保每位員工接受到適當的訓練以分享氣候變遷的資訊 

 鼓勵所有員工皆參與 Do Your Part 活動 

 與合作單位一起發展實習計畫，期望能成功支持收集、教育與擴展 

 發展及給予 Certificates of Climate Friendly Park Actions 給地

區公司或組織 

（2）結合氣候變遷相關資訊到遊客教育內容 

 發展與探尋 Climate Change Merit Badge 

 將氣候變遷訊息適當的併入解說計畫中 

 傳遞氣候變遷的訊息給 ALTRAN 的背包客 

（3）發展公園對遊客獨特的解說素材 

 網站上專屬氣候變遷的頁面並有連結到 Do Your Part 計畫 

 在適當的素材上放置 Climate Friendly Parks 的訊息與標語 

 與當地、州以及國家伙伴發展特殊與有關的教育與解說素材 

 在適當的公園陳列上包括氣候友善的訊息 

 包括在 Long Range and Annual Interpretive Plans 的氣候變遷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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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適合的氣候變遷刊物、網路素材與公告版 

 傳承教育與科學工作人員能迅速得到氣候變遷的資訊 

（4）公園對氣候變遷做了些什麼 

 發展氣候友善技術的陳列與訊息讓遊客清楚知道公園做了什麼 

（5）鼓勵遊客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以適當素材包括 Do Your Part 的亭子、海報、手冊，在遊客聚集處及

遊客中心發放。 

 發展當地關係共同維護與支持 Do Your Part 計畫的成果 

（6）鼓勵當地社區對氣候變遷的認識 

 與美國當地社區共同促進氣候變遷訊息與行動 

 發起社區「永續會議」 

（八）夏威夷火山國家公園（Hawaii Volcanoes National Park.） 

1.園內設施運作減少能源使用與溫室氣體排放量 

減少車輛英里行程，提高車輛效率，並使用替代燃料，可顯著降低

Hawaii Volcanoes NP 的廢氣排放量。研究結果發現，公園內所排放溫室氣

體的 73%是來自於交通部分，這其中含有 1,767,438 磅的一氧化碳，233,540

磅的氮氧化物，及 309,659 磅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因此制定以下策略以配

合園區的減碳目標： 

（1）減少遊客的車輛行駛距離 

 制定一個完善的自行車計畫，減少車輛在園區內的行駛 

 制定一份行銷策略，以增加巴士從 Kilauea-Kona 的乘客量 

 提供遊客在火山口周圍和沿著環形山路的往返巴士。 

（2）減少在非道路的設備之中的燃料消費 

 減少草地維護和 15% 的聯合燃料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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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替代燃料的車輛替換現有公園的運輸系統和其他的車輛 

 用高效能燃料技術的汽油車取代 100%的園區汽油車。 

 研究最可執行的巡邏車節能技術。 

 研究園區運輸工具的生化柴油 

 利用生化柴油(B2O)的替代燃料在所有柴油引擎卡車上。 

（4）與合作夥伴共同努力，以提高效率運輸系統 

 與巴士旅遊業者建立一套標準和識別程序規範準則，使園區內運行之巴

士符合既定標準及具有許可證（例如，維修，空轉，替代燃料）  

 與夏威夷運輸部組織運輸車次 

 以為國家工作之誘因，提供旅遊巴士替代燃料  

（5）安裝節能燈具 

 以高效率節能之照明裝置取代目前的固定式燈泡。這將影響園區內 10 

％的照明燈泡及固定裝置，並具提升節能 90 ％以上的效果 

 通過安裝控制照明設備，減少電力消費（例如，運動傳感器） 

 減少工作場所的能源消耗，鼓勵在家工作，其中儘可能和實施節能的人

作好工作空間的管理計畫。 

（6）購買可再生能源 

 生產或透過可再生的能源方法購買大約 15% 的電力需要。 

（7）發展公園內促進能源效率和能源節約的政策 

 設立園區內建築物出租管理協議，包括能源使用效率。  

 評估公用事業在建物出租和投資潛力的收費效益，以儲蓄在廢氣減量的

努力。 

 評估年度工作效率中納入節能減量的部分。  

（8）減少污染源，堆肥，回收，與燃燒來管理廢棄物 

 制定一套準則（例如，水冷卻器，雙面列印，再利用的垃圾袋，分離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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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渣滓），把廢棄物減量策略納入園區內的標準程序。 

 可回收再利用或循環使用的托盤。 

 減少自己的包裝（多利用容器清洗），並鼓勵特許權，以減少對零售包

裝材料 

 利用合作採購實驗室化學品，自然資源管理（殺蟲劑，除草劑） 

 在適當的地區安裝更多的回收箱 

 在非訪客地區減少容器的數量，以降低廢棄物回收 

 利用增加合作機會與優惠，以鞏固數量和減少大量的班次 

 與現有的廢棄物清潔工簽訂合約 

 下令有權利追查廢棄物的來源 

 下令設置能夠 100 ％堆放食物渣滓的地區 

 下令購買 50 ％的本地食材以減少運輸 

 與承包商合作推動生物材料的使用 

 與當地合作夥伴建立關係，以捐贈額外的材料。 

（9）減少廢水發送到廢水處理廠 

 與縣市建立堆肥、廢水、污泥排放的合作夥伴關係到 2010 年。 

 考慮增加探視及調查廢水排放情形的機會，以減少廢水的產生。 

 所有的水龍頭安裝有感應器之裝置。 

 更換所有的便盆與無水小便斗。 

2.提昇氣候變遷議題的教育和推廣 

氣候變遷對於一般居民來說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把 CFP 行動融入到員

工，訪客，和社區成員的生活可以幫助他們更了解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的問

題和帶來的好處。Hawaii Volcanoes National Park 體認到透過公眾教育

將可以減緩氣候變遷。因此，Hawaii Volcanoes National Park 將公眾教

育推廣作為氣候議題的一個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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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氣候變化納入公園工作人員的培訓 

Hawaii Volcanoes National Park 的工作人員在致力於並教育遊客氣

候變遷之知識與使用工具上，公園將： 

 強制性制定所有工作人員接受氣候變遷的培訓 

 在公園工作人員之間發起 DO YOUR PART!這項活動 

（2）納入氣候變化意識到遊客教育內容中 

公園工作人員有機會介紹氣候變遷的相關訊息給遊客知道。Hawaii 

Volcanoes National Park 鼓勵工作人員在與遊客交談中多傳達氣候變遷的

訊息。該公園將： 

 將氣候變遷的資訊納入國家公園管理員的培訓計劃。 

 將氣候變化的資訊列入解說教育 

（3）公園為遊客發展具體的解說工具 

教育遊客氣候變遷的影響，是一個功效強大的方式，以鼓勵遊客來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量。該公園將利用現有的氣候變遷資訊作為解說資源，並

在 Hawaii Volcanoes National Park 促進發展氣候變遷資訊的用在災害危

機管理上。該公園將： 

 在 HAVO 網站上發展氣候變遷的網頁，並連結到 DO YOUR PART!。 

 與地方，州和全國建立合作夥伴關係，發展島嶼特有且有意義的解說工

具。  

 將 CFP 訊息納入適當的公園指示標誌內容中。 

 將 CFP 的行動資訊，納入提供給遊客的電視節目中。 

（4）突顯什麼是公園解決氣候變遷問題該作的事 

Hawaii Volcanoes National Park 已經進行了許多 CFP 行動。對市民

來說，公園努力以身作則的同時，表明了對氣候的友好行為，公園也將增

加傳播教育和推廣工作的成就。該公園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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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園利用指示牌及相關訊息向遊客宣導 CFP 之特點。 

（5）鼓勵遊客一起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量 

增加遊客在個人對於減輕溫室氣體排放的觀念將是對國家公園的最大

幫助。Hawaii Volcanoes National Park 將提供遊客工具，以幫助解決溫

室氣體的排放量。 

 在遊客之間發起 DO YOUR PART!這項活動。 

（6）在社區宣導氣候變遷之意識 

Hawaii Volcanoes National Park 認識到，氣候變遷並不會遵循地理

或政治邊界。應在社區、公園的策略中努力達成，如： 

 為旅遊巴士公司和周圍的酒店和餐館制定出 CFP 行動的模式。 

3.發展氣候變遷的適應性 

國家公園工作人員正面對許多挑戰，從生態系統的管理、觀光收入的平

衡以及大眾的喜好。當一個地區的趨勢有了改變，國家公園將必須去適應且

滿足當前的經營策略及改變壓力來源。最好是能了解公園工作人員正面臨的

壓力及潛在的壓力及經營管理策略的適應性；最好使他們擁有去適應未來可

能產生氣候變遷的計畫能力。因此制定以下策略以配合園區的減碳目標：  

 掌握 NPS/kupuna 的連結並開始思考長時間的改變和如何申請文化管理

落實公園管理計畫 

 提供公園環境對氣候改變風險的影響 

 發展景觀的經營管理和增加生態系統保護區 

 規劃控制野放場所及復育罕見種類 

 增加棲息地、病蟲害及感染區的監控 

 全面災害回報計畫 

 開始使用多項危害累積方案(multi-hazard cumulative events) 

 在乾旱期間養成並執行公眾場所禁止火源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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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優勝美地國家公園（Yosemite national park） 

1.從設備與操作上減少燃料使用與溫室氣體的放出 

研究結果顯示，Yosemite NP 有 64%的溫室氣體排放來自於車輛，主要

是因為一年只允許一百萬台車次進入公園，因此，Yosemite NP 決定擴張替

代燃料的使用，將此種方式應用到交通運輸方面，進而讓入園的車輛使用更

具效率。 

（1）增加使用替代燃料 

增加使用產生較少溫室氣體的替代燃料及使用替代燃料的車輛，

Yosemite NP 的研究討論生化柴油，探討其關於環境上的可利用性、成本、

效能、利益；對車輛的影響以及潛力。 

（2）可替代與提升的運輸模式 

2005 年，Yosemite NP 有 31%的溫室氣體排放來自於能源的使用，即是

電力與固定燃燒的來源，為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園內計畫以有效率地使

用能源、提升能源保存、增加替代性能源來源達成目標，以上除可減低溫

室氣體排放外也能為園區省錢。 

（3）利用替代性能源 

Yosemite NP目前已脫離依賴排放溫室氣體的能源來源，例如，Yosemite 

NP 維持 13 處固定光電系統，提供主要建物與「TH!NK」車輛充電站中燃料

發電機 30%的能源需求，Yosemite NP 亦持續發掘新的替代性能源。 

（4）增加照明設施的效率 

國家公園選擇發展照明設施效率對氣溫友善是最不費力及有成果的，

可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以及減少電力開支，Yosemite NP 也研究最具效率的

方式，包括相關設備、燈光感應器以及更好的發光器。 

（5）提升能源效率的建築技術以及綠色設計 

有效率的建築技術以及綠色設計是最明顯的，Yosemite NP 此是這是未

來的趨勢，因此其結合能源與環境設計(LEED)與設立 Energy Star’s 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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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公園長期經營的目標。 

（6）能源的善加利用 

Yosemite NP 發展一套「能源保存計畫」，作為引導提升員工與遊客對

能源的保存。 

（7）發展獎勵廢棄物減量的計畫 

遊客產生的固體廢棄物，經過鼓勵與宣傳大多可被移除或回收，

Yosemite NP 發展一套鼓勵減廢計畫，包括透過識別回收有害的廢棄物丙烷

瓶以及將有機的廚餘做堆肥。 

（8）增進固體廢棄物移除效率 

為減少大量廢棄物生成，Yosemite NP 與所在的郡建立關係共同發展減

廢管理，減少廢棄物產生。 

（9）未來發展綠色採購計畫 

Yosemite NP 購買與環境有關的產品與服務，減少廢棄物產生，進而減

少溫室氣體產生，相關綠色產品像是溶劑，同樣亦能減少溫室氣體產生，

未來 Yosemite NP 將發展一套綠色購買的指導方針提供參考。 

2.增加氣候改變教育與擴大服務 

為瞭解氣候變遷帶來的問題，以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能帶來的益處，公

園激勵員工、遊客與社區居民，並結合氣候友善行動進入其日常生活中，

Yosemite NP 透過傳播公眾教育，宣傳更有效率的大眾運輸、綠色購物計畫，

提供氣候變遷資訊來增進大眾對於氣候變遷的認知。 

（1）將氣候變遷教育併入員工訓練計畫內容 

Yosemite NP 員工以知識教育遊客，包括氣候變遷的訊息，以及在園內

舉辦氣候變遷及資源管理議題的演講。 

（2）將氣候變遷意識併入遊客教育內容 

Yosemite NP 鼓勵員工們除了介紹公園外，更可談到關於氣候持續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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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並計畫在年度會議上討論氣候持續變遷的議題。 

（3）發展公園對遊客獨特的解說素材 

當 Yosemite NP 使用現有資源進行氣候變遷解說，公園將以具體的素

材來解釋氣候變遷的衝擊，這些資源包括最新的氣候變遷科學，皆展示於

遊客中心。 

（4）公園對氣候變遷做了些什麼 

Yosemite NP 展現在氣候友善行動上的努力，並拓展推廣教育與分享努

力成果，包括創造區內氣候變遷的標示、訊息、創造建物運用能源的效率、

以及綠色素材上的標示。 

（5）鼓勵遊客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Yosemite NP 提供遊客大眾運輸工具協助減少個人的氣體排放，包括

Do Your Part!活動。 

（6）鼓勵社區對氣候變遷的認知 

Yosemite NP 不分地理或政治界線提供社區幫助，幫助參與氣候變遷策

略的議題，並以此議題召開每月的討論以及學校性研究。 

（十）Gateway 國家遊憩區（Gateway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 

1.加強氣候變遷的體認 

（1）研擬國家公園內工作人員教育計畫 

 洽詢環保局或其他機構、組織，請求協助提供材料、出版品、可利用工

具...等相關之綠色小組(Green Team)指導職員有關氣候變遷對應方

式。 

 將氣候變遷教育納入約聘職員培訓課程。 

 舉行國內論壇及研討會，提出新策略持續減少溫室效應之氣體排放，並

分配資源及工具予職員，使其認可現行策略。 

 開發組織內部網路之網頁，藉以通知職員關於國家公園有關環境友善之

活動，並鼓勵全體人員更加努力減少引起溫室效應之氣體，及告知其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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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溫室效應氣體排放的新方法。後者可以藉由如“綠色網頁(green 

pages)＂中找尋及購買環境友善產品。 

（2）追蹤相關組織(如 Gateway)氣候變遷行動之進度 

當國家公園持續不斷的執行氣候變遷緩和活動時，減少引起溫室效應

氣體之新方法也將持續的研究。因此國家公園在追蹤緩和氣候變遷相關活

動時可設一套綠色行動資料庫，分析氣候變遷行動對國家公園之衝擊及效

益，並設定行動目標及預期效益，以及追蹤相關資料如效益量測、重要事

件、時間軸線、活動執行者..等。 

（3）向當地社區提倡國家公園永續經營模式 

 在國家公園中宣傳及說明氣候變遷及其影響資訊(如在解說教育課程或

教育手冊中)。 

 經由解說教育課程、使用教材、解說設施、海報...等向當地社區、國

家公園遊客及地方傳媒傳達減少溫室效應氣體排放之相關活動。 

2.藉由交通運輸減少引起溫室效應之氣體 

（1）讓遊客有選擇交通運輸工具的機會 

國家公園應提供園內交通工具之選擇，以減少車輛行駛英里數。視國

家公園資源特性提供具特色的交通工具吸引遊客搭乘，並教育遊客了解氣

候變遷，使其願意搭乘交通運輸工具以減少引起溫室效應之氣體。 

 在運輸工具上研究及利用最高效率之引擎。 

 開發運輸工具(或從現有的資源中選擇)，說明使用大眾運輸及減緩氣候

改變之關係。 

 針對交通運輸工具發展分區計畫。 

在國家公園休憩活動中，單車兜風賞景是一項對健康有益，也是對環

境友善的活動。因此在國家公園範圍中提倡單車兜風賞景的便利性，藉此

並教育遊客此活動的益處及意義。 

 在國家公園中為自行車停放保管畫出區域，並完成自行車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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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求經銷商提供自行車租賃 

 於維持現有道路下，設立新的自行車道，確保其安全及使用頻率。 

（2）增加使用低 GHG（溫室效應氣體）排放之燃料選擇，選擇燃料或效率

更高之運輸工具 

 改造交通工具，使用瓦斯燃料，並進行燃料選擇評估(compressed 

natural gas) 

 使用混合動力車取代老舊交通工具 

 評估比 2輪驅動車輛效率低的 4輪傳動車輛之必要性 

 使用高效率的四行程引擎取代二行程引擎 

（3）改善交通規劃減少國家公園營運之交通運輸里程數 

交通運輸在國家公園營運中是不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在國家公園發

展規劃及日常經營中，應降低車輛行駛英里數。以下列列出國家公園研擬

交通規範應包含： 

 開會時使用影像或電子會議，以減少單位間交通運輸 

 在建築及設施規劃期間納入交通運輸公共建設 

3.設計及管理減少溫室效應氣體之建築物與設施 

（1）實施全面性的能源審核 

 在所有結構上設置能源計量表 

 收集燃料及電力消耗數據、設備運作時數，及其他參數 

 分析結果及評估燃料及電力消耗，有助於消耗量減少 

（2）更新改進建築系統 

 節能照明系統 

 高效率空調系統(HVAC) 

 風土與生態建築建築物 

 現代化的標準化操作。 



 

 3-66 

（3）對所有建築物設定能源與環境先導設計標準(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 

參考美國綠建築協會(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 USGBC)之綠建築

評量系統「能源與環境先導設計」。 

4.藉由環境及土地管理減少引起溫室效應之氣體 GHGs 

（1）評估割草設施及設備 

 劃分國家公園區域，從限制性割草獲得棲地利益。 

 執行設備定期維護檢查。 

 在採購過程中納入政策方針，嚴格執行高性能燃料標準。 

（2）增加可選擇之燃料及維護措施 

 評估及監測割草設備燃料之消耗。 

 與設備製造公司建立夥伴關係。 

 取代汽油動力割草設備。 

（3）改善停車場土地使用 

 增加停車場植被以樹立表率。 

5. 管理廢棄物處理減少溫室效應氣體 

（1）與攤販說明廢棄物管理辦法，並建立夥伴關係 

 與攤販建立夥伴關係，確保廢棄物可以被有效使用或回收再利用。 

 訂立資源交換計畫，確認廢棄之資源可被其他單位再度利用，或作為其

他用途(如使用過之磚塊或廢棄的木材)。 

 操作新採購方式，購買使用回收資材再製之產品，或減少包裝及其他綠

色措施。 

（2）確認資源使用的可能性及減少資源使用，使資源能再利用 

 鼓勵電子資訊的傳遞以減少職員的紙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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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調採購工作，如此在一單位中過剩的資源將可被另一單位使用，而不

是被丟棄(如紙、筆、小冊子、傳單等)。 

（3）對於資源減少使用量或再利用發展測量方法 

 追蹤及報導再利用行動。 

 追蹤及報導資源回收再利用資料(資源的量及型式)。 

 追蹤及報導垃圾掩埋資料以減少資源使用。 

 追蹤數據減少資源使用量。 

 

從以上十個國家公園的行動計畫可見美國『Climate Friendly Parks』活動無

不利用各種方式達到減碳之目的，包含國家公園相關經營管理策略以減低排放作為

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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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國家公園內排放量及資源耗損量等；從國家公園自身推動進

而向外與環境保護組織進行交流，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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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  美國 CFP 行動計畫彙整表 

國家公園 行動計畫面向 說明 
建築物的使用/設施操作 
遊客與雇員交通運輸管理 
運輸工具的使用 
公園工作人員以及相關業者的教育與宣傳 

通則性行動策略 

產品的購買與使用 

Glacier National 
Park 

最佳化管理 
地方性行動策略 

溝通 
業務執行管理 
權限、訓練以及認知 

通則性行動策略 

確認領域範圍、資源、角色、承擔責任以及職權 
環境委員會的報告與監督 
環境上的觀點、目的、達成指標以及企畫 
法令以及其他環境上的規定 

Zion National Park 

相關的文件以及文件管理 

地方性行動策略 

減少石化燃料的使用及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量 
運用教育加強對氣候變遷的影響力的認識 

通則性行動策略 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發展因應氣候變化的管理策略 地方性行動策略 
Everglades National 從運輸工具之方向減少溫室效應氣體與指標污染氣體 通則性行動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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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 行動計畫面向 說明 
在建築物與設施管理上減少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 Park 
提升氣候變遷的範圍與教育 
從交通面向減少燃料的使用和溫室氣體排放量 
制訂能源管理，減少排放量 Glacier Bay 

National Park 
提升氣候變遷的範圍與教育 

通則性行動策略 

降低從交通運輸引起的燃料使用與溫室氣體排放 
透過能源管理來降低溫室氣體 
廢棄物管理 

Delaware Water Gap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 

增加氣候變遷的宣傳教育 

通則性行動策略 

從設備與操作上減少燃料使用與溫室氣體的放出 Pictured Rocks 
National Lakeshore 增加氣候改變教育與擴大服務 

通則性行動策略 

在設施和運作上減少能源的使用及溫室氣體排放量 
提昇氣侯變遷的教育和推廣 

通則性行動策略 Hawaii Volcanoes 
National Park 

發展如何適應氣候變遷 地方性行動策略 
從設備與操作上減少燃料使用與溫室氣體的放出 
增加氣候改變教育與擴大服務 Yosemite national 

park 
加強氣候變遷的體認 

通則性行動策略 

藉由交通運輸減少引起溫室效應之氣體 
藉由建築物及設施管理減少引起溫室效應之氣體 
廢棄物管理 

通則性行動策略 Gateway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 
藉由空間及土地管理減少引起溫室效應之氣體 地方性行動策略 

 

二、英國國家公園因應全球暖化發展之行動 

（一）Northumberland National Park 因應暖化之行動 

英國國家公園管理局已持續多年地以通過津貼，忠告、新規劃政策及教育，

宣傳維護農業，商業、旅遊業和建築項目和小規模可再造能源計劃。管理局也持

續性提供了財務支援大規模環境再生計劃，例如邊界泥潭(Border Mires)的溼地

重建-沿邊界的巨大沼澤可發揮作用如高效能的碳匯1，並且能幫助減緩水從高地

流到河谷。而 2007 年英國國家公園管理局開始以身作則的執行減碳計畫，並承

諾至 2012 年可達到 0碳之成效。這項政策計畫有效地鼓勵住在國家公園內或附

近的社區、企業、農夫和地主再次查看他們的方式居住和工作。  

（二）Exmoor National Park 

                                                 
1  
A.「碳匯」（carbon sink）: 地球上的碳匯由海洋和森林兩類構成，排放出來的二氧化碳有一半會被碳匯吸納，從
而減緩氣候變暖的速度，另外一半則存留在大氣中。 
B.什麼是碳匯 
匯指物質歸結之所，自然界的碳被固定在海洋、土壤、岩石與生物體中，這些都是碳匯。各種碳匯儲存或固定碳的
能力於估計上有很大出入。一般認為海洋、土壤與森林是地球上主要的碳匯，海洋每年可沉積 20 億噸的碳，森林
每年可淨吸收約 5 億噸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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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京都議定書，歐洲聯盟國家所採之行動方案包括： 

1.政府政策與地方皆推動減少空氣污染之行動 

2.政府要求自治區（直轄市）回顧並監測區域空氣品質 

3.設定交通減緩目標 

而 Exmoor 國家公園的政策則為：減少車輛、鼓勵使用乾淨燃油、增加使用

再生之能源、根據生物多樣性行動計畫目標增加闊葉樹的森林地覆蓋面積。 

（三）Britain’s National Parks：Acting Now for Climate Change 

1.高地地區應該包括更多的多樹木的山谷，且山坡地和高沼地應該維持良好

狀況， 如此才能降低引起洪犯量。並可減少侵蝕及污染，增加更多空間

給野生生物活動，此乃野生生物對抗氣候改變之大重要條件。 

2.興建更多水庫以抑制洪水。 

3. Bioregional environment plans：連結國家公園與周邊地方政府，與獨

立工作相比，地方政府和國家公園共同工作可獲得更多永續性的開發，經

濟，在農地工作和生活品質。    

4.種植更多的林地於洪水緩和區域，並在高地、低地和沿海地區完成棲地復

育工作，並鼓勵農夫與我們一同達成此工作。 

5.幫助國家公園內的農夫持續對抗氣候改變：更敏感的透過對氣候變化的影

響(例如乾旱、氾濫，生物多樣性的改變和對家畜的負面影響)， 國家公

園提供農夫一個預警系統。在國家公園外邊的農場，已經減少他們的牛群

和羊群，並改選擇更能吃苦且可應付更極端的天氣條件的品種。  

6.今後執行方向： 

 為再利用能源工業區評估區域容受力   

 支援再利用能源工業、能源作物和碳封存 

 鼓勵碳中和活動   

 使浪費減到最小 -增加農業環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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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如煤礦那樣的礦物燃料的新用途 

 與 The Carbon Trust 合作幫助農業生意接受「氣候變遷捐」 (DETR 

2000)，碳散發物可以透過英國放射物貿易計畫(UK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進行買賣。   

7.使棲息地和種類的生存最大化能幫助一些野生動物適應氣候改變。儘可能

延伸可擴大生存範圍之生物棲息地。   

三、國內因應氣候變遷之所推廣之行動 

(一) 台灣 21 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略綱領-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05 

政府已陸續制訂國家「二十一世紀議程」、「生物多樣性國家報告書」，並研

擬溫室氣體減量策略，以及訂定「國家環境保護計畫」，並推動「綠色矽島」計

畫。為積極落實永續台灣的理念，行政院核定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於

2002 年 9 月聯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議後，即發佈永續發展行動計畫，並將 2003

年訂為永續發展行動元年。 

其中在台灣永續發展策略綱領中提出與全球暖化相關之策略，摘錄如下： 

1.永續環境 

(1)自然保育 

A.保護大氣：能源消耗也直接產生二氧化碳。地表森林植被有助於吸收二氧

化碳，綠地也有助於稀釋密集的人類活動。透過教育管道培養國民正確的環

境行為，也有助於保護環境資源。 

 加強大氣科學研究，氣象觀測及再生能源開發技術。 

 加強環境教育，建立環境、生態基線資料，以瞭解溫室效應對台灣環境

及生態的影響。 

 修訂能源政策，調整產業結構，以降低空氣污染。 

 遵守國際環保公約，配合蒙特婁議定書及京都議定書，推動跨國共同減

量以保護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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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保護水資源：積極保育集水區，減緩山崩、地滑、土壤侵蝕及防止不當土

地開發，則能保障充足的優良水源。 

 嚴格管理上游集水區，維護森林，確保水質水量。 

C.保護生物多樣性 

 加強物種入侵之防治 

 整合自然及生態環境保育主管單位之事權，提升其層級，加重權責。 

 復育已遭破壞或劣化之既有自然環境資源。 

 加強生態工法之推廣，落實公共建設兼顧生態環境保護之目標，以確保

並維護生物多樣性的環境。 

D.保護海洋及海岸濕地 

 整合海洋管理體制，建立海洋及海岸監測系統。 

 辨理海岸地區整體規劃，研擬海岸保護與防護計畫。 

 建置海岸環境監測系統及資料庫建置計畫。 

 保護海岸地區河口、沙丘、紅樹林、珊瑚礁及人文史蹟等資源。並設置

海岸、海洋保護區。 

 透過海岸分區之規劃，依使用分區特性加以管理，並確立海岸發展方針

與管理原則。 

E.保護土地資源 

 辨理全國自然環境資源調查，充實及適時更新國土資訊系統。   

 健全國土調查機關組織，研訂全國自然環境資源調查長程計畫。 

 研擬及推動國土復育策略方案及國土復育條例，以保育為原則從嚴管理

山坡地、河川區域及海岸地區之開發；並推動國土復育計畫，積極復育

環境嚴重退化地區。 

 加強土地利用監測機制。建立利用衛星遙測及航空照片之監測制度。 

F.防治自然災害 
 加強山坡地社區維護管理，整合相關法令並改進審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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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害預防及修復 

A.防治大氣公害：能源的消耗更直接產生二氧化碳等，加速了地球暖化、臭

氧層破壞、空氣污染等。管制氣體排放，增加綠蔽率都是可行的措施。綠營

建、綠建築、生態工法等政府推動的政策都有助於防制大氣公害。 

 研訂經濟誘因改善策略，建立公平、合理且具經濟誘因之「污染者付費

制度」。 

 加強營建工地管制，訂定施工機具、油品使用及污染排放管制規範；提

昇綠蔽率，並推廣綠建築。 

(3)環境規劃 

A.合理的土地使用 

 建立有效的環境監測系統，積極遏止各種違法、違規的土地利用。 

B.保留適量自然綠地 

 進行保護區域資源監測與保育技術研究，致力維護保護區之自然完整。 

 全國各地普設生態走廊。 

2.永續經濟 

發展與環境友善的綠色產業，從事無害於環境的清潔生產，並推動保護

環境的綠色消費。 

(1)綠色產業 

A.發展非核潔淨能源產業：台灣必須建立以節約能源及發展潔淨能源為核心

的前瞻性能源政策，並創造潔淨能源市場，以促進潔淨能源產業之發展。潔

淨能源包括風能、太陽能、生質能、地熱、海浪、潮汐、及海洋溫差等再生

能源，以及燃料電池與潔淨能源技術。 

B.推動正確的生態旅遊服務業 

 調查具發展生態旅遊潛力之地區，並建立生態旅遊目錄及資料庫。 

 推廣生態旅遊教育，培訓生態導遊人員，並建立生態導遊認證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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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經營管理計畫，並建立持續性監測機制。 

(2)清潔生產 

A.發展綠色科技：推動發展台灣綠色科技示範計畫，實際展示及應用新的綠

色科技。 

B.強化廢棄物減量：資源「零浪費、零廢棄」的目標。厲行污染者付費並徵

收過度包裝費。 

(3)綠色消費 

A.推展綠色標章 

B.鼓勵綠色採購 

C.推動綠色運輸：推展省能源、低污染的大眾運輸系統，減少交通需求與壅

塞，以降低運輸活動所造成的環境污染。 

 檢討相關政策以減少私人運具之持有與使用。 

 建立大眾運具及自行車之專用空間。 

D.推動綠色租稅 

E.推動綠建築：綠建築是指省能源、省資源、低污染，具有維護生態環境功

能的建築。積極推動綠建築，將可有效降低環境衝擊與負荷。 

 辦理既有（舊有）建築之節能工作。 

 提供誘因以鼓勵綠建築。 

 訂定新興建之建築物之綠建築規定，於建築技術規則中增訂綠建築專

章，並訂定相關設計技術規範。 

3.永續社會 

(1)公平正義 

A.保護弱勢族群與團體：「環境正義」的基本理念也指出社會中最弱勢者的

生存領域往往成為自然環境最先被破壞與污染之處，而最終這也導致了環境

破壞的持續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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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原住民土地與資源之傳統使用及參與決策和管理權。 

B.關注後代子孫福祉 

 確保資源與能源的永續使用。 

 鼓勵與補助可再生能源及相關設施與物品的研發與使用。 

 以零廢棄為願景，訂定各種廢棄物的長期性減廢目標 

 計算並訂定長期性的「生態足跡」減低目標 

 擴編海陸域的生態保護區並嚴格執行保護規範。 

C.保障環境人權 

 落實污染防制與管制以確保所有人都享有乾淨、安全的空氣、陽光、水

與土地。 

 促進環境資訊之公開與易得性，並落實住民、民間團體對於環境相關決

策有暢通的溝通與參與管道。 

(2)民眾參與 

A.建立公民參與機制 

 鼓勵民眾參與環保及社會活動，扮演推動永續發展的積極角色。  

 擴大兒童及青少年知識領域，提供參與永續發展行動的機會。  

B.強化非政府組織合作 

 建立非政府組織有效參與永續發展行動的機制。  

 促進政府與民間團體對於環境保護、自然保育、以及永續發展相關議題進

行教育、培訓、活動辦理等各項合作計畫。 

C.完整蒐集並即時公開相關資訊 

 建立系統化、電腦化、一致化、標準化、透明化的環境資料庫。 

 確保環境資訊的適時、清楚、易解與可得性。 

 建置永續發展知識庫，強化環境資訊的國際交流和分享。 

(3)社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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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建立生態社區 

 推動綠營建及綠建築，以系統概念調和空間、景觀、文化，建構生活好家

園。  

 推動社區減廢、資源能源以及廢棄物的減量、循環使用以及再生能源的使

用。 

 規劃以腳踏車及步行者為主的社區環境，提高大眾運輸系統之質與量，避

免居住環境之空氣及噪音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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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台灣 21 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略綱領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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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07 年台灣永續發展大體檢-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2007 

為宣示將國際永續發展理念轉化為台灣在地的實踐，作為衡量台灣永續發展

現況及改進的依據，行政院持續發布 2007 年台灣永續發展指標現況，逐一解讀

分析其邁向永續或背離永續。指標系統分為「環境污染」、「生態資源」、「經濟壓

力」、「社會壓力」、「制度回應」及「都市發展」等 6大領域 43 項指標。 

呈現背離永續的指標包括：二氧化碳排放量，而在生態與環境現況部分，由

於生態資源領域近年表現偏向負面的程度較大，因此雖然在環境污染現況上已漸

趨改善，但仍使得生態與環境整體現況朝向不永續的趨勢發展。 

(三)永續發展行動計畫 

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各機關辦理情形報告（97 年第 1季），其中有

關生物多樣性部份國科會 97 年 1 月 14 日部會協調會議，建議熱點與監測地點如

下： 

高美濕地、七股濕地(濕地)、九棚/佳樂水(沿岸、岩岸)、墾丁珊瑚礁(海洋)、

龜山島(海域)、麟山鼻(北海岸石門)。陸域：蘭嶼全島、福山及南仁山及蓮花池

(闊葉林)、武陵地區(溪流)及出雲山保護區(混合林)、合歡山及塔塔加及觀霧(針

葉林)。 

(四)推動氣候變遷長期影響評估及因應策略研議工作-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08 

近年來，全球受氣候變遷影響的層面似乎愈形擴大，依據 2006 年英國 Stern

報告，如果情勢未能改變，未來 10 年全球將付出約 230 兆新台幣的代價，在長

期衝擊下，世界經濟甚至可能萎縮 20﹪。因此，針對氣候變遷的研究及預測漸

受各國政策之重視。以美國為例，即在總統行政辦公室下成立「美國全球變遷研

究計畫」，成為重要決策之參謀。針對氣候變遷，相關研究在我國目前多累積於

科技部門或學術研究單位，如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央研究院、國立台灣大

學全球變遷研究中心等。如何運用既有之氣候變遷研究知識及資料，建置屬於我

國在國土永續利用、公共建設及經濟發展的衝擊影響評估及政策機制，適時提出

因應的政策議案，成為現階段政府重要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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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鑒於此，經建會已展開為期 6年，總經費達 1億 1,700 萬元之氣候變遷長

期影響評估及因應策略研議計畫，預期每年將提出數項可能面對之衝擊景況與因

應策略，並研提確實可行之具體方案;特別在國土永續利用、易淹水地區水患治

理計畫、重大公共建設及經濟發展等議題，希望藉此有效降低投資風險，並大幅

提高公共建設投資的有效性以及國家資源的永續利用。 

（五）環保署推動之「節能減碳無悔措施全民行動方案」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有鑑於氣候變遷廣域性和重大的衝擊，除將持續推動相關立法工

作外，特於民國 97 年 7 月擬定「節能減碳無悔措施全民行動方案」，廣邀全民呼應這項

因應國際趨勢的新生活行動，讓台灣成為低碳社會、永續國家，推動架構如下圖所示，

相關之目標、策略與措施說明如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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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節能減碳無悔措施全民行動方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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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標 

 鼓勵全國民眾，採取自動自發行為，擴大實踐「節能減碳無悔措施」。 

 提升民眾環保意識，使「節能減碳無悔措施」成為一種國民的時尚與新

的文化，加速我國邁向「低碳社會」的步伐。 

2.策略 

 鼓勵公職部門率先實踐「節能減碳無悔措施」。 

 從總統府五院省市縣鄉鎮逐級發動到村里社區。 

 爭取民意領袖首長與物業管理單位成為發動機。 

 公職同仁住家與辦公場所同步實踐並影響社區。 

 表揚企業及社團參與動員實踐及協助村里宣導。 

 建置節能減碳行動網站登錄實踐績效相互激勵。 

3.節能減碳十大無悔措施 

 冷氣控溫不外洩：少開冷氣，多開窗；非特定場合不穿西裝領帶；冷氣

控溫 26-28℃且不外洩。 

 隨手關燈拔插頭：隨手關燈關機、拔插頭；檢討採光需求，提升照明績

效，減少多餘燈管數。 

 省電燈具更省錢：將傳統鎢絲燈泡逐步改為省電燈泡，一樣亮度更省電、

壽命更長、更省錢。 

 節能省水看標章：選購環保標章、節能標章、省水標章及 EER 值高的商

品，節能減碳又環保。 

 鐵馬步行兼保健：多走樓梯，少坐電梯，上班外出常騎鐵馬，多走路，

增加運動健身的時間。 

 每週一天不開車：多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減少一人開車騎機車次數；每

週至少一天不開車。 

 選車用車助減碳：選用油氣雙燃料、油電混合或電動車輛與動力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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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停車就熄火習慣。 

 多吃蔬食少吃肉：愛用當地食材；每週一天或每日一餐蔬食；吃多少點

多少，減少碳排量。 

 自備杯筷帕與袋：自備隨身杯、環保筷、手帕及購物袋；少喝瓶裝水；

少用一次即丟商品。 

 惜用資源顧地球：雙面用紙；選用再生紙、省水龍頭及馬桶；不用過度

包裝商品；回收資源。 

4.建議公家機關之節能減碳措施 

（1）機關建物能源管理 

 機關物業管理單位檢討建物本身之電源、照明、空調等相關能源使用情

形，訂定機關之節能減碳推動措施計畫，內容包含下列事項： 

 節能減碳措施目標。 

 執行方式：如電源管理、設備汰舊換新等相關事項。 

 績效指標：如用電量、用水量、用油量等。 

 績效陳現及查核方式。 

（2）推動公務車節能減碳 

 統計每月用油量，訂定減量目標。 

 汰舊換新時優先考慮省能車輛，如排氣量小車輛或油氣車或油電車。 

 現有車輛改裝油氣雙燃料車。 

（3）協助機關及單位員工節能減碳 

 統計機關及單位內員工之通勤方式，並訂定相關誘因方式（如補助或考

績），鼓勵員工多搭乘公共運輸工具，辦理共乘車媒合及獎勵措施，減少

自行開車及騎機車的次數。 

 設置自行車停車位，鼓勵員工騎乘自行車上下班。 

 廁所停止供應擦手紙及乾手機，以鼓勵自備手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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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飲水機供員工、外來訪客及洽公人員飲用。 

 鼓勵同仁由自身家庭做起，再推廣至親朋好友，認養並擔任所住地或鄰

近的社區或村里節能減碳宣導志工。 

 鼓勵同仁於環保署節能減碳全民行動網站完成時，上網完成響應實踐節

能減碳十大無悔措施的簽署動作；登錄實踐節能減措施之績效。 

三、國內外針對氣候變遷推動之行動策略比較 

比較國外及台灣針對全球暖化策略可以發現，國內由不同單位與組織各自獨

立發展行動策略，其中國家公園相關單位所推動的策略相關廣泛而多樣，包含極

地保育特展、濕地保育、珊瑚礁保育、指標性物種調查、環保綠建築、研討會議

等，而其他公家單位則是多以「節能減碳」相關政策，而美國 CFP 與歐盟推動的

行動策略是以系統性的分類方式研擬策略，包含了交通、建物、廢棄物、設施使

用，遊客教育等，國家公園作為減緩全球暖化之典範，本計畫建議可以 CFP 行動

策略面項做為基準，進一步發展更為適合台灣之工作項目。 

 

第三節   專家座談會意見彙整  

本研究彙整兩次專家學者座談會（2008/8/13；2008/08/31）之意見，確認計畫架

構、國家公園定位與應扮演的角色與、後續保育研究可進行之方向與內容，行動策略應

當進行之工作等三項，茲簡述如下： 

一、計畫架構確認、國家公園的定位與扮演的角色 

因應全球暖化之對策， IUCN 已經著手進行改善氣候變遷之研究與行動策略，

建議可以國外的案例（IUCN 可能是目前比較常被引用的）作為計畫之架構基礎，

依據台灣國家公園發展現況調整出可以落實的方向。 

在定位方面，多數學者認為國家公園因應全球暖化之現況，所能改善的其實是

有限的，國家公園扮演之角色應是一個示範者與宣傳者的角色，盡可能讓自身能夠

落實「節能減碳」的目的，並盡力讓遊客瞭解國家公園為了減緩全球暖化作了些什

麼？同時鼓勵遊客可以身體力行做到減緩全球暖化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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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續保育研究可進行之方向與內容 

在保育研究的面向方面，大多數的學者皆認同在有限的經費下，監測的工作不

一定可以完全達成，指標物種也可能不只一種，但資料庫的建立剛有助於發展預警

措施，去找一些日常可見的物種作資料的蒐集是比較可行的，資料庫的建立將可以

有效達到瞭解衝擊、改變並進行預測之目的，也可以藉由地理資訊系統有效地模擬

未來，發展出因應之策略。 

再者，大多數的學者都認同後續的行動計畫可以比較過去的調查資料（區域或

年份），分析出已經改變的環境現況，或者是將資料調查的工作業務化，培養在地

居民去執行相關業務，同時必須知道全球暖化到底對台灣的環境造成了哪些改變與

衝擊（如土石流的問題），而本計畫的產出應當聚焦到與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及國

家公園能作的事情相關，而不是提出一般單位可以作的事情，或是提出一般性的永

續資源管理策略。 

三、行動策略應當進行之工作 

大多數的學者皆認為國家公園因應全球暖化的行動策略應界定在台灣可以執

行的事項上，美國友善氣候公園所提出的方向是一個可供參考的方向，但也應當思

索工作細項沿用於國內的可行性，另一方面，既然要研擬可以執行的行動方案，必

須考慮現行的管理層級與專責單位，將工作項目依據權責屬性分配，如此一來才算

是達到真正落實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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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行動計畫方向與內容之研擬 

本計畫依據第三章分析之內容以及座談會之意見整合結果，同時參照現階段國家公

園之組織編制，提出未來 99-101 國家公園因應氣候變遷所應推動之行動計畫方向及內

容：首先統整歸納第三章內容之分析結果，搭配第二章提出之目標、功能、角色與定位，

研擬國家公園因應全球暖化之課題，藉由課題與對策發展出行動計畫之主軸架構，並依

據主軸架構檢討各國家公園現階段尚可加強的工作項目，最後依據現階段國家公園之組

織編制排定各管理處分年之工作重點與各項具體措施，說明如下： 

第一節  國家公園因應全球暖化之議題探討 

本計畫依循國家公園因應全球暖化所扮演之目標、功能、角色與定位，結合國內外

相關研究與行動策略之分析比較，以及生物多樣性公約之原則，參考座談會內容，擬定

出全球暖化對國家公園環境變遷之課題及因應對策，分別為保育研究面向、育樂遊憩面

向，以及環境教育面向，茲說明如下： 

一、保育研究面向 

議題一：掌握全球暖化變遷資訊，導入生態監測機制與預警指標   

相關研究顯示，暖化所造成之環境影響可分成長期緩慢影響與短期極端事件影

響兩種截然不同的情況，在長期緩慢的影響方面，目前的證據顯示，氣候變遷已影

響到不同地理分布的眾多生物。二十世紀末以來持續的暖化現象，已使得生物在生

物物候、分布範圍、群聚的組成與互動、整個生態系的結構等，都已產生變動，因

此，長期的生態監測對於預測變遷趨勢、預防衝擊，就地保育物種都有相當大的幫

助，國家公園未來的重點工作應針對物種及棲地進行持續性的監測，藉以建立生態

資料庫，作為預測未來全球暖化後可能造成的環境變遷與衝擊之預測基礎，以利後

續推動生物多樣性與減緩暖化之策略。 

因應對策：建構完整之生態資料庫與監測分析模式 

1.有效確認重要物種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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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學者的研究指出，一些野生動物對於氣候環境在溫度或是濕度等微氣候上

有其生存的限制，藉由了解這些物種的變動情形，可將其視為氣候變遷的一項指標

（Root, 1998）。因應暖化對生態環境所造成的損害，若有關單位能持續監測環境，

最後調查出適合作為預警指標的物種，便能趕在損害發生前，有效預測其變化的趨

勢，提出保護物種與棲地之相關因應措施，一方面將影響與衝擊控制到最小狀態，

另一方面也能符合生物多樣性公約就地保育物種的原則。 

2.掌握重要物種與重要棲地資訊，研擬生態資料庫 

除了掌握重要物種的變動情形，針對物種的棲地環境進行調查，是應注意的工

作重點，現有許多單位針對物種的棲地資源進行長年性的調查。若能在陸域、海域

及淡水地區蒐集到更多、更有效的棲地資訊，並建立完善的工作體系及資料庫，便

能提供減緩與調適暖化的防範措施，進一步減輕災害衝擊，也能藉由經驗及資料的

累積，建構出相關分析與評估模式。 

3.持續監測重要物種之空間分佈與生物行為 

物種的空間分佈、遷徙路徑，以及常態性的生物行為都是可以瞭解暖化造成環

境衝擊的資訊比較來源，因此，將空間分析或地理資訊系統技術應用到空間資料庫

的建立，在持續進行下，將可有效監測並比較環境變遷與生態衝擊之狀況。 

4.運用不同技術預測環境變遷與衝擊以擬訂最適改善方案 

基礎資料的現地調查，配合地理資訊系統的應用，再加上自然、氣候與人文預

測因子的確立，對於預測未來的生態衝擊與環境變遷趨勢有相當大的助益，有效的

預測也有助於相關單位在衝擊與變遷發生前，事先提出因應的對策，目前所有管理

處都進行過基礎調查與地理資訊系統的建立，後續只要進一步搭配相關因子的確

認，善用地理資訊系統，便能研擬出最適之防範與改善方案。 

議題二：因應極端氣候之環境衝擊，導入環境復育措施  

在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下，極端氣候的出現頻率逐漸增加，將有可能造成短期

性的環境衝擊與重大災變，如：土石流造成之山坡地崩塌、水系流域之洪氾、氣溫

上升造成森林大火等，都會在短期間內對國家公園在生態及景觀上有著不可回復之

重大損害，同時，國家公園更可能因此失去其所擁有維護珍貴生態資源之功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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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國家公園應擬定極端氣候對環境破壞的因應措施，加速恢復並維持國家公園內

之重要資源。 

因應對策：建立完整的環境敏感區保護策略 

1. 環境敏感地之劃定與監測 

國家公園之環境敏感地區多為永久樣區、生態保護區、脆弱地區等，皆屬重點

生態保護地，一但發生重大損害或破壞，皆可能造成永久不能回復之情形，因此，

建議國家公園盡可能劃定出環境敏感地與可能受損害之區域，藉由長期密集的監

控，以便在災害發生時能有效掌握相關資訊，為敏感地區做出最及時的應對策略。 

2. 擬定區內資源之保護計畫 

國家公園可針對可能遭受衝擊之物種及生態資源，在評估過後制定事先的長期

保護計畫，強化生態性的穩定，減少資源因不可避免之災害而有急速滅絕、消失之

虞，達到生態圈永續經營之目的。 

3. 遭受破壞地之保育及復育 

目前國家公園對於已遭受破壞之區內環境相關對策及實施進度，像是步道兩側

之生態影響等，有鑒於未來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極端化災害，對於環境影響是相當龐

大的，例如瞬間的暴雨造成山坡地流失、洪氾使河床兩側環境受損。國家公園後續

可著手擬定未來因不可避免之災害衝擊後的掌控機制及復育對策，一方面在災害發

生時試圖將損害降至最低，另一方面則是以最快、最迅速的方式，在短時間內能將

清除因極端氣候遭受破壞之環境，加速自然演替，讓生態與環境回復至最接近原始

之狀態，加速環境之復育工作。 

議題三：持續跨單位之合作關係，連接全球暖化可能造成之生態廊道裂痕  

全球暖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洪水氾濫、水質改變等等都造成棲地的縮減與改

變，而孕育最多生物物種的國家公園將是減緩暖化影響的示範區域，儘管台灣目前

因暖化造成之棲地破碎較不多見，但長期氣候變遷與極端氣候之發生仍有可能造成

生態廊道之破碎，而國家公園區內存在數個管理單位，雖劃入國家公園範圍內，仍

面臨不同機關之業務權責。如林務局依森林法之林地管理、礦務局依礦業法之礦業

管理、農委會依野生動物保育法之野生動物保護區之管理、漁政及民宿管理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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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在各單位積極的合作下，環境保護行動成效有目共睹，防範未然，跨單位的持

續合作將可以預防並減緩暖化造成之環境破壞。 

因應對策：持續推動跨部會的合作建立完整的保護區系統 

跨部會、跨單位的合作模式是現代國家資源與環境保育的重要措施。台灣近幾

年因應世界趨勢與需求，積極推動跨部會合作之環保策略，強調機關組織與人力資

源整合，目前之成效已相當顯著，未來，建議可持續性地積極接軌國際並強化資源

保護與經營之橫向串連，串連生態廊道，預防棲地破碎，並減少棲地破碎後恢復環

境的成本。 

二、育樂遊憩面向 

議題：依循國家公園育樂發展之目標，導入對環境友善之經營管理措施。 

國家公園本身兼具著環境保護與遊憩使用的示範角色，發展遊憩活動不可避免

地會對環境造成影響甚至於衝擊，然而人為的使用與部分設施的開發，必然會造成

溫室氣體的排放及其他汙染，儘管國家公園的溫室氣體排放，相較起其他人為使用

要來得微乎其微，作為減緩暖化的行動者與宣傳者，有關單位應避免未來過度的遊

憩行為及人為開發，並研擬對環境友善之經營方案。 

因應對策：研擬減少環境衝擊、節能減碳之育樂與遊憩經營模式 

1.發展減緩環境衝擊的遊憩經營模式 

在對環境產生最小衝擊的前提下，必須研擬出可以減緩環境衝擊的遊憩經營模

式，對環境友善，維持資源的永續使用，減少棲地因遊憩需求之開發而遭受破壞顯

然是現階段不可或缺的方式。然而各個國家公園之環境特色皆不相同，如何研擬適

合各國家公園因應暖化的遊憩管理方案，是未來應重視的發展重點。 

2.落實節能減碳之理念到相關之設施發展與建設上 

國家公園可率先作為節能減碳之示範，因此建議增加能源使用效率，推廣園區

綠色接駁工具（如自行車），建議採用低溫室氣體排放量之交通工具，發展取代化

石燃料的代用能源，建構節能之電力系統，採用省電燈泡。而相關之建設與設施必

須符合綠建築、永續設計或節能省電之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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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減少園內不必要廢棄物處理過程 

減少園內之廢棄物，減少隨手筆記紙、日曆等物品的使用，提供遊客的回收行

為的資訊，鼓勵能再回收帶回家。 

4.擬定合乎保育目標之遊憩衝擊評估模式 

國家公園內的遊憩活動所造成的衝擊，對於生態環境存在著一定程度的影響。

以墾丁國家公園來說，近年來民眾在海域活動上不斷的開發，同時在遊客人數上無

法確實做到有效的控管，使得原本豐富的海洋生態環境遭受到相當大的破壞。因

此，為能確保國家公園內物種的生存空間受到妥善的保護，國家公園未來應以物種

保育為首要目標，積極擬定出各項評估遊憩衝擊的模式，並藉由劃設保育區來減緩

人為活動對生態環境的破壞。 

三、環境教育面向 

議題：結合社區夥伴力量，教導遊客共同減緩全球暖化之衝擊 

減緩暖化，無論是節能減碳或是其他保護措施，單就國家公園本身能作的努力

確實有限，擴大環境保護工作的範疇與參與對象將更能減緩氣候變遷帶來的環境衝

擊，國家公園保育之目標應依循「生物多樣性公約」強調生物多樣性對社區健康和

福祉貢獻之原則，與當地住民生計、生活型態、傳統風俗等結合，建構夥伴關係，

讓國家公園與社區一同發展事業經營體，進一步將保育的觀念由地區傳遞到遊客。 

因應對策：藉由培養地方人才及教育遊客減緩暖化事務，以增益夥伴共生關係，達

到行動之最大效益。 

1.結合 NGO 及地方團體共同經營國家公園 

結合地方與非營利組織所共同推動與執行，包含政府、在地社群、在地居民，

私人產權所有人，以夥伴共生關係之方式共同經營國家公園，一方面維持資源的永

續發展，另一方面則可增加國家公園與地方財源的多樣性。 

2.導入住民參與減緩暖化與永續經營 

國家公園內之住民應是減緩暖化的合作夥伴，有關單位應積極培訓在地人才，

將利益與知識回饋給當地，減少地方居民因經濟需求而開發環境資源進而增加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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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的排放，並傳遞土地永續利用之觀念，使國家公園與住民達到共生互惠之目標。 

3.以環境解說教育之概念宣導減緩暖化之觀念 

國家公園應具有的教育意義應徹底落實在每一個人上，以「取自大地，用自大

地」的觀點由國家公園與地方教導地方民眾應節能減碳以保護環境的觀念。國家公

園可將歷年的保育研究成果融入各項環境解說服務及資源保護的宣導中，擬訂完善

的解說計劃，提升對民眾宣導之服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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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行動計畫之發展基礎與主軸架構  

建構因應氣候變遷之行動計畫需要參考多方面專業領域學者之意見、國內外保護區

趨勢之確認、國家公園中長程計畫之依循，以及瞭解目前國家公園所做的努力，從不同

角度結合方能達成，也因此，本計畫以前一節所訂定之課題與對策作為基本架構，參考

座談會意見，結合 IUCN 因應氣候變遷之研究建議，加上 CFP 所提出之行動措施，藉此

建構行動計畫之主軸，主軸分成保育研究、育樂遊憩，以及環境教育三大面向，以下將

針對面向內容及對應之專責單位說明。 

一、保育研究面向 

在保育研究方面，台灣國家公園之發展趨勢及課題與探討之內容是行動計畫研

擬的基礎，氣候變遷長期影響評估及因應策略研擬計畫、IUCN2004 年的研究報告

與 IGBP、IHDP 與 GTOS 逾 2005 年共同發表的研究報告（詳見第三章）則是主要被

參考作為建構保育研究計畫之資料，茲將研擬的執行方向說明如下，詳見表 4-1： 

（一）有效確認重要物種族群 

此方向最主要的目的在於建構一因應暖化之監測機制與資料庫，藉以作為未

來環境及生物衝擊、改變及預測之基準，此部分因屬於研究性質，其專責單位主

要為各處之保育研究課，工作項目包含：1. 全球氣侯變遷監測系統建置計畫；

2. 指標性物種資料庫建立計畫；3.指標性物種監控系統建置計畫；4. 檢視指標

物種與環境變遷之關係。 

（二）掌握重要物種與重要棲地資訊，研擬生態資料庫 

主要是針對全球暖化後生物棲地遭受破壞或產生改變之前，能夠充分了解重

要物種及其棲地的相關資訊，以便在損害發生時能及早做好對應策略，此部分因

屬於保育及土地使用性質，專責的單位為各處之保育研究課，工作項目包含：1. 

環境變遷監測與預警計畫；2. 植生綠帶分佈面積變遷調查與改善方針；3. 移除

外來入侵物種等三個部分。 

（三）持續監測重要物種之空間分佈與生物行為 

最主要的目的是維持生態系的平衡，藉以強化生態系緩衝暖化與氣候變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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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此部分因屬於研究性質，專責的單位可為各處之保育研究課，工作項目包

含：1. 定期監測與分析族群之數量及分佈改變；2. 生態指標及預警系統之建

立；3. 進行指標物種復育及保育工作。 

（四）運用不同技術預測環境變遷與衝擊以擬訂最適改善方案 

此方向最主要目的在於應用相關軟體配合生態資料庫之資訊，期望能建立一

套預測模式，以對未來生態環境能有充分的認知，該專責單位為各處之保育課，

工作項目則是生態棲地預測模式之建立。 

（五）環境敏感地之劃定與監測 

針對未來因暖化後，各生態棲地可能因氣候變遷所造成的變動，提出劃設保

護區的評估及對策之研擬，其專責單位可為各處之企劃經理課及保育研究課，工

作項目包含：1. 保護區邊界之調整調查與分析；2. 評估增設保護區之可能性。 

（六）擬定區內資源之保護計畫 

此方向納入考慮的是國家公園非生物資源的保護與監測方針，此部分屬於執

行保育工作之性質，專責的單位為各處之保育研究課，工作項目包含：1. 地質、

水質、土質監測系統之建立；2. 特殊地景地貌之維護；3. 流域與集水區之管理。 

（七）遭受破壞地之保育及復育 

此執行方向主要針對氣候變遷下生態環境可能遭受的損害及影響，提出改善

方針及復育計畫，該專責單位主要為各處之保育研究課，其工作項目為：1. 復

育因暖化而遭受破壞或改變之棲地；2. 劣化棲息地之調查及改善計畫。 

（八）藉由跨部會的合作與串連構成完善之保護系統 

台灣國家公園在各保護區域的權責單位各分屬不同機關，以致整體保護網絡

無法發揮最大效益，此執行方向主要為連繫起各權責單位之執行力，利用跨部會

合作將生態保護網絡串連並形成一完整系統，專責單位可為各處之保育研究課與

企劃經理課，其工作項目為：1. 發展永續農業,林業,漁業之新技術；2. 土地使

用分區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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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行動計畫保育面向說明表 
目標 對策 執行方向 工作項目 內容說明 專責單位 

全球氣侯變遷監測系統建置計畫 訂定因應暖化所必須監測的所有關鍵項目 

指標性物種資料庫建立計畫 
普查及確認哪些物種屬於暖化指標性物種，並加以

歸納入新建構之資料庫 

指標性物種監控系統建置計畫 建議監控指標性物種的監控流程與步驟 
有效確認重要物種族群 

檢視指標物種與環境變遷之關係 
分析暖化現象下，指標物種與,環境及棲地之間的

相互關係 

環境變遷監測與預警計畫 針對暖化後可能改變之環境進行調查,分析及預估 

植生綠帶分佈面積變遷調查與改善方

針 
調查綠地面積改變之原因並擬出改善策略 掌握重要物種與重要棲地

資訊，研擬生態資料庫 

移除外來入侵物種 
調查並評估是否移除外來入侵物種，避免對暨有生

態系統產生衝擊 

定期監測與分析族群之數量及分佈改

變 

定期監測族群之改變，分析監測之資料提出因應之

維護對策 

生態指標及預警系統之建立 調查暖化指標物種，並分析過去與未來之趨勢 

持續監測重要物種之空間

分佈與生物行為 

進行指標物種復育及保育工作 針對暖化指標物種進行復育及保育工作 

建構完整之生態資料庫

與監測分析模式 

運用不同技術預測環境變

遷與衝擊以擬訂最適改善

方案 

生態棲地預測模式之建立 以不同專業技術建構可預測未來生態分佈之模式 

各處之保育

研究課 

保護區邊界之調整調查與分析 
因應暖化後保護區範圍改變之調查，及因應策略之

研擬 環境敏感地之劃定與監測

評估增設保護區之可能性 調查，並評估特別保護區之設置 

地質,水質,土質監測系統之建立 訂定地質,水質,土質之監測系統， 

特殊地景地貌之維護 已維持原有特殊景觀面貌為原則訂定景觀計畫 擬定區內資源之保護計畫

流域與集水區之管理 調查水體與集水區之面積與分佈，訂定警戒標準 

復育因暖化而遭受破壞或改變之棲地 針對暖化後造成之棲地破壞進行調查及復育 

建立完整的環境敏感區

保護策略 

遭受破壞地之保育及復育
劣化棲息地之調查及改善計畫 調查因暖化造成劣化之棲地，並擬定改善方針 

各處之保育

研究或企劃

經理課 

發展永續農業,林業,漁業之新技術 
藉由發展多項產業新技術來維持或穩定物種間數

量的平衡 

保

育

研

究 

跨部會的合作建立完整

的保護區系統 

藉由跨部會的合作與串連

構成完善之保護系統 
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 目前各國家公園範圍擴大之可行性預估 

營建署國家

公園組、保

育研究課或

企劃經理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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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育樂遊憩面向 

行動策略面向所欲推動的工作項目參考來源為 CFP 因應氣候變遷所研擬之策

略，以及國內現階段不同單位推動之抗暖化行動策略，搭配現階段國家公園各項工

作之專責單位權屬，提出下列之育樂遊憩的執行方向，詳細說明見表 4-2。 

（一）發展減緩環境衝擊的遊憩經營模式 

為求能將國家公園內之遊憩活動對環境所造成之衝擊降至最低，此執行方向

主要目的為利用生態旅遊之遊憩模式，在各處大力推廣下，期望在遊憩活動的進

行中，能環境做到最大回饋之目的，其工作項目主要為推動生態旅遊計畫，專責

單位則分屬各處之遊憩課。 

（二）落實節能減碳之理念到相關之設施發展與建設上 

節能減碳為目前減緩暖化之首要目標，國家公園為了做到減緩暖化之典範，

其自身對於節能減碳則必須徹底落實到園內的每一個層面，此執行方向包含了四

個層面的工作項目，其分別為：1. 依循綠建築指標；2. 建立大眾運輸系統；3. 

節能省電系統建置計畫；4. 減低溫室氣體行動計畫。在綠建築指標方面，其應

屬位階較高之工程標準，建議由國家公園組之環境維護或遊憩服務課推動；而大

眾運輸系統方面，因包含交通管制、動線計畫等，故將其歸納到企劃課之工作項

目；節能系統之工作項目亦多屬節能管制標準、更換能源系統等，因此將其歸納

到各處之環境維護課。 

（三）減少園內不必要廢棄物處理過程 

此執行方向主要是希望能將國家公園內的廢棄物排放減至最低程度，利用各

項制定方針及徹底落實資源回收，達到廢棄物減量之目的，此方向因多屬實際執

行業務，因此建議由各處之企劃經理課及環境維護課執行之，廢棄物管理的工作

項目包含：1. 擬定廢棄物處理流程；2. 排除具危險性之廢棄物；3. 回收及再

生資源；4. 減少廢水排放四個工作項目。 

（四）擬定合乎保育目標之遊憩衝擊評估模式 

在因應氣候變遷的前提之下，國家公園應修正原先對於遊憩衝擊的制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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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以抗暖化來保育生態環境為主要目標，重新評估各項遊憩容納量，為求國家

公園環境能夠永續經營，其工作項目包含：1. 制訂及更新遊憩容納量；2. 制訂

遊憩衝擊之因應方式。專責單位則交由各處之遊憩服務來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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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行動計畫育樂遊憩面向說明表 
目標 對策 執行方向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說明 專責單位 

發展減緩環境衝擊的

遊憩經營模式 
推動生態旅遊計畫 

應用及擬訂多項生態旅遊方案與周邊配套措施，藉以降低遊憩活

動所帶來的影響 
各處之遊憩服務課 

建築或基本設施之改善及新建必須符合綠建築指標 

區內之建築及其他設施工程必須符合永續設計之精神 依循綠建築指標 

減少人工地盤，必須之人工地盤應加以綠化 

各處之環境維護課 

執行以大眾運輸系統代替自小客車使用之交通配套計畫 

建立各重要景點間以接駁公車串連之策略 建立大眾運輸系統 

建立區內遊園自行車動線系統計畫 

各處之企劃經理課 

建立專屬國家公園之節能標準 

在所有結構上設置能源計量表 

園區內所有需要能源之設備逐年替換成節能設施 

園區內之燈泡一律採用節能燈泡 

節能省電系統建置計畫 

推廣及規定部分設施電力使用太陽能 

各處之環境維護課 

規定室內溫度達到一定溫度才能開冷氣 各處之企劃經理課 

落實節能減碳之理念

到相關之設施發展與

建設上 

減低溫室氣體行動計畫 
研究窗戶對建築能源效率的影響 各處之環境維護課 

制定一套國家公園廢棄物減量的標準程序。 
擬定廢棄物處理流程 

與攤販合作，以確保廢棄物可以被有效使用或回收再利用。 
各處之環境維護課 

排除具危險性之廢棄物 研擬並執行有害廢棄物管理計畫 

透過來源減少,堆肥,回收與氧化的方式管理廢棄物 

透過增加回收與廢棄物管理的過程達到減少投入掩埋場的廢棄物

量 

在適當的地區安裝更多的垃圾回收箱 

回收及再生資源 

購買使用回收資材再製之產品 

所有的水龍頭安裝有感應器之裝置 

減少園內不必要廢棄

物處理過程 

減少廢水排放 
設置示範性的生態廁所與無水小便斗 

各處之環境維護課 

制訂及更新遊憩容納量 
將可能造成暖化之影響納入遊憩容納量，重新審視遊憩經營之方

向 

育

樂

遊

憩 

研 擬 減 少 環 境 衝

擊、節能減碳之育

樂 與 遊 憩 經 營 模

式 

擬定合乎保育目標遊

憩衝擊評估模式 制訂遊憩衝擊之因應方

式 

評估及預測遊憩衝擊後之影響，並提出應對措施，使遊憩經營能

永續化 

各處之遊憩服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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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教育面向 

    環境教育面向之工作項目以提升國人對於環境保護之觀念為主要訴求，其

包含了環境教育之宣導、尋求合作同盟之協助及建立社區夥伴關係達到永續經營

等。下列為環境教育之執行方向，詳細說明見表 4-3。 

（一）以環境解說教育之概念宣導保護環境之價值觀 

此執行方向為期望以環境教育之宣導，提升國人對於環境保育之價值觀，以

國家公園扮演推廣環境教育之角色，培訓員工對於抗暖化資訊之認知，再進一步

藉由各項遊憩活動或宣導媒介將正確觀念傳達給民眾。其工作項目包含有：1. 員

工訓練；2. 推廣消費及使用綠色環保產品；3. 遊客教育；4. 宣傳媒介。專責

單為則以各處之解說教育課為主，遊憩服務課作為輔助之角色。 

（二）結合 NGO 及地方團體共同經營國家公園 

國家公園在固定的營運經費限制下，對於園區內的發展與各項推廣策略會有

相對難度，此執行方向主要是期望推動國家公園與營利組織或地方團體之長期合

作關係，將環境教育推廣之層級深入至民眾的生活中，同時藉由合作夥伴的關

係，共同分擔國家公園之經營負擔。其工作項目則是在於建立長期合作關係，專

責單位以各處之解說課為主。 

（三）導入住民參與減緩暖化與永續經營 

園區內之住民也是國家公園的一項重要資產，此執行方向主要是期望建立國

家公園與在地居民的社區夥伴關係，藉由對在地居民的教育宣導，使其認知到永

續環境之重要性，並進一步讓住民能參與專業培訓，作到對當地社區之回饋。其

主要工作重點則是建立社區合作，專責單位則分屬各處之解說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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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行動計畫宣傳教育面向說明表 
目標 對策 執行方向 

工作 

項目 
工作內容說明 專責單位 

確認所有公園員工瞭解把暖化對環境造成的衝擊 
員工訓練 

將暖化議題納入公園工作人員訓練中 
各處之解說教育課 

國家公園以身作則，園區內多採用環保商品（再生紙,環保筷,省電燈泡等） 

區內多項設施及告示皆使用綠色設計來宣導綠色消費之益處，使國家公園宣

導綠色消費更具整體性 

推廣消費及

使用綠色環

保產品 
設計符合環保標章的國家公園特色商品，藉由民眾消費達到宣導之效用 

各處之企劃經理與

解說課 

將暖化議題納入導覽手冊中，宣傳減緩暖化的訊息讓遊客清楚知道公園做了

什麼 

整合暖化議題到遊客教育課程中，突顯什麼是公園解決暖化問題該作的事 

鼓勵遊客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遊客教育 

將減緩暖化訊息納入適當的公園指示標誌。 

各處解說教育課 

在國家公園網站中設置在日常生活中減緩暖化的議題 

設置減緩暖化之互動網站遊戲 

以環境解說教育之概

念宣導保護環境之價

值觀 

宣傳媒介 

設計解減緩暖化的解說宣傳品（生活用品,小冊子,摺頁等） 

各處之解說教育課 

合作發展相關教育及解說素材，藉由各種管道加以推廣環境教育之重要性。
結合 NGO 及地方團

體共同經營國家公園

建立長期合

作關係 藉由與企業或地方團體之合作關係，使國家公園能有更充足的資源及經費運

用。 

在社區宣導保護環境減緩暖化議題 

培訓在地居民，使其能參與國家公園專業事務。 

環境

教育 

藉由培養地方人才

及教育遊客參與抗

暖化事務，以增益夥

伴共生關係達到行

動之最大效益 

導入住民參與減緩暖

化與永續經營 
社區合作 

教育當地社區維護自然資源所能獲得的利益，及提倡永續環境的收獲 

各處之企劃經理與

解說教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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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未來各國家公園可推動之行動計畫方向 

因應全球暖化之現象，未來國家公園應當執行的部分應是針對暖化造成氣候變遷改

變環境之現象提出適當的「因應對策」，執行單位應當瞭解國家公園可以作些什麼，並

且針對因應暖化的工作項目提出建議，本計畫回顧國家公園歷年所推動之工作，以 IUCN

及 CFP 所提出之未來發展方向做為基準，檢討過去之研究，藉此提出未來各國家公園可

推動之工作方向。除上述所提之工作，本計畫同時於民國九十七年十一月至十二月至各

管理處進行說明與訪談，藉以確認未來行動計畫之可落實性，說明如下： 

一、共通與整合型行動計畫面向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因應氣候變遷的議題，所扮演的角色應為整合各

管理處所應進行的先驅與共同性計畫，本計畫參考各處過去曾進行的計畫，建議由

署裡或各處共同研擬並確認共同性行動計畫的專責單位與內容，而這些計畫的方向

包含了「運用不同技術預測環境變遷與衝擊以擬訂最適改善方案」、「藉由跨部會的

合作與串連構成完善之保護系統」，「海岸與海洋地區廢棄物處理研究」，「高山地區

廢棄物處理研究」四大項目，未來可持續及推動之方向茲分項如下： 

 運用不同技術預測環境變遷與衝擊擬訂最適改善方案 

 藉由跨部會的合作與串連構成完善之保護系統 

 高山地區廢棄物處理研究 

 海洋地區廢棄物處理研究 

表 4-4  未來可推動之共通與整合型計畫方向說明表 
面向 未來推動方向 計畫項目 

運用不同技術預測環境變遷與衝擊以

擬訂最適改善方案 
生態棲地預測模式研究計畫 

發展永續農業,林業,漁業之新技術 

保育研究 

藉由跨部會的合作與串連構成完善之

保護系統。 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 

高山地區廢棄物處理研究計畫 
育樂遊憩 減少園內不必要廢棄物處理過程 

海岸與海洋地區廢棄物處理研究計畫 

遊客教育 
環境教育 

以環境解說教育之概念宣導保護環境

之價值觀 宣傳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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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由於墾丁國家公園境內涵蓋了海域的部份，對於未來暖化所造成海平面上升的

影響是首當其衝的，因此，建立一套有效的預警機制有賴於參考指標性物種的生活

情形，藉由觀察其可能的族群變動或數量的增減，來推估環境變遷的可能性，進而

擬定相關的配套措施。對於區內住民因生活所需而開發的大量遊憩活動，國家公園

可提供更多的就業機會，藉由培訓及教育在地居民，使國家公園環境能夠永續經

營。在減緩全球暖化之目的下，未來可持續及推動之方向茲分項如下： 

 有效確認重要物種族群 

 掌握重要物種與重要棲地資訊，研擬生態資料庫 

 外來種防制及海岸林復舊 

 運用不同技術預測環境變遷與衝擊以擬訂最適改善方案（共通性推動方向） 

 擬定區內資源之維護計畫 

 遭受破壞地之保育及復育 

 藉由跨部會的合作與串連構成完善之保護系統（共通性推動方向） 

 減少園內不必要廢棄物處理過程 

 擬定合乎保育目標之遊憩衝擊評估模式 

 以環境解說教育之概念宣導保護環境之價值觀 

 導入住民參與減緩暖化與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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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未來可推動計畫方向說明表 
期程經費(千元) 專責單位 來源說明 面向 未來推動方向 計畫項目 

99 年 100 年 101 年   
指標性物種評估及確認計畫 1200  1200 本計畫研擬 
氣侯變遷監測系統建置計畫 
（氣象站設立及維護計畫） 

1600   本計畫研擬 

指標性物種資料庫建立計畫  900 900 本計畫研擬 
生物多樣性研究與調查計畫   1600 本計畫研擬 
指標性物種監控系統建置計畫   1800 本計畫研擬 
檢視指標物種與環境變遷之關係   1800 本計畫研擬 

環境變遷監測與預警計畫   1600 本計畫研擬 

氣候變遷之衝擊辨識 

生態棲地預測模式之建立   1600 本計畫研擬 
劣化棲息地之調查計畫 1000   本計畫研擬 

保育研究 

氣候變遷之調適策略 
劣化棲息地之改善計畫  1000 1000 

保育研究課

本計畫研擬 
與建污水處理系統建置計畫 40000 40000 40000 本計畫研擬 

育樂遊憩 氣候變遷之遊憩經營 
遊客教育   1600 

環境維護課
本計畫研擬 

小計 43800 41900 53100  
    

珊瑚礁預警系統建購與操作觀測 2400  2400 
土地內外來種〈含銀合歡、小花蔓澤蘭、香澤蘭及銀膠菊等〉移除

計畫 
5000 5000 5000 

棲地復育計畫 3000 3000 3000 
海洋資源維護計畫 1000 1000 1000 

保育研究 氣候變遷之衝擊辨識 

進行 12 村里社區景觀風貌再造  1200 1200 
氣候變遷之調適策略 完成海洋資源保護區劃設   1200 

淨海計畫 700 700 700 

保育研究課

宣傳媒介 800 800 800 
環境教育媒材分眾推廣計畫   2400 
制訂及更新遊憩行為及規範計畫 1200   

育樂遊憩 
氣候變遷之遊憩經營 

社區深度精緻旅遊培力 16000 16000 16000

遊 憩 服 務

課、環境維

護課 

國家公園中程計畫 

小計 30100 27700 33700
總計 73900 69600 8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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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玉山國家公園是台灣早期成立的國家公園之一，歷年來的遊客人數隨著國人對

於休閒生活的重視更是逐年攀升，但大量遊客的遊憩行為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

卻是不可回復的損害，因此，玉山國家公園應針對人為活動所造成的生態衝擊，重

新審視遊憩容納量之訂定，擬定環境回復之對策，針對遭受破壞之區域，投入修補

行動，並藉由宣導環境保護的概念，提升民眾對環境之價值觀。 

 玉山國家公園同時是目前七座國家公園中，對指標性物種投入非常多研究的

單位之一，建議有關單位未來應持續性的掌握物種棲地的變化情形，配合指標性物

種之研究，研擬環境變遷之預警機制。以玉山國家公園目前建立的生態研究成果來

看，建議未來可應用相關軟體配合已建立的資料庫，進行環境變遷模擬、物種棲地

變動趨勢等研究，對於未來減緩暖化所造成之影響，能有顯著的研究成果及幫助，

同時評估各項適宜的管理方案。玉山國家公園在減緩全球暖化之目的下，未來可持

續及推動之方向茲分項如下： 

 

 掌握重要物種與重要棲地資訊，研擬生態資料庫 

 持續監測重要物種之空間分佈與生物行為 

 運用不同技術預測環境變遷與衝擊以擬訂最適改善方案（共通性推動方向） 

 遭受破壞地之保育及復育 

 藉由跨部會的合作與串連構成完善之保護系統（共通性推動方向） 

 落實節能減碳之理念到相關之設施發展與建設上 

 以環境解說教育之概念宣導保護環境之價值觀 

 結合 NGO 及地方團體共同經營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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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未來可推動計畫方向說明表 
面向 未來推動及執行方向 計畫項目 期程經費(千元) 專責單位 來源說明 

   99 年 100 年 101 年   

指標性物種評估及確認計畫 1500   本計畫研擬 

生物多樣性研究與調查計畫   1600 本計畫研擬 
掌握重要物種與重要棲地

資訊研擬生態資料庫 
環境變遷監測與預警計畫 500 500 500 

保育研究課 

本計畫研擬 

運用不同技術預測環境變

遷與衝擊以擬訂最適改善

方案 

生態棲地預測模式之建立 1500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

公園組 
本計畫研擬 

生態指標及預警系統之建立   1500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

公園組 
本計畫研擬 

定期監測與分析族群之數量及分

佈改變 
500 500 500 本計畫研擬 

保育研究 

氣候變遷

之衝擊辨

識 

持續監測重要物種之空間

分佈與生物行為 

進行指標物種保育工作   2200 

保育研究課 

本計畫研擬 

依循綠建築指標 1200   本計畫研擬 

建立大眾運輸系統 500 500 500 本計畫研擬 

舊建築物改善計畫 1100 1100 1000 本計畫研擬 
育樂遊憩 

氣候變遷

之遊憩經

營 

落實節能減碳之理念到相

關之設施發展與建設上 

節能省電系統建置計畫  1800  

環境維護課 

本計畫研擬 

氣 候 變 遷

之 教 育 學

習 

以環境解說教育之概念宣

導保護環境之價值觀 遊客教育 5000 5000 1000 解說教育課 本計畫研擬 

建立長期合作關係 500 500 500 本計畫研擬 
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之新興產

業 

結合 NGO 及地方團體共同

經營國家公園 
推廣消費及使用綠色環保產品   1800 

企劃經理課 
本計畫研擬 

小計 12300 9900 11100   

 

保育研究 氣候變遷

之調適策

略 

藉由跨部會的合作與串連

構成完善之保護系統 

園區環境改造-擴大玉山國家公園

範圍計畫 
500 500 500 保育研究課 國家公園中程計畫 

總計 12800 10400 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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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陽明山國家公園以區內的火山岩地質為首要特色，但氣候變遷下地質的變異程

度是否會有劇烈影響，則是未來可持續及研究的重點。由於陽明山國家公園鄰近大

台北都會區，假日絡繹不絕的遊客人數勢必會園內生態造成不小的衝擊，而周邊許

多的遊憩活動及民宿餐廳等開發亦會增加溫室氣體之排放，因此，國家公園方面除

了自身做到節能減碳之原則，更應加強宣導致周邊環境，使汙染降至最低，對於已

遭受破壞或受損之地區，應加強調查與制定維護計畫，以保護生態區域之完整性。 

陽明山國家公園目前對於物種棲地的掌握僅限於基礎調查的部份，動物方面多

脊椎動物物種仍未作資料的蒐集與建立，而在特定地區植生的部份仍可繼續加強。

因此，未來應盡快完成物種資料庫的建立，同時確立各指標性物種，為求能更有效

率的掌握環境及物種的生存情形。此外，應用相關軟體來輔助環境監控，並期望能

達到預測之效果，作為因應對策之參考。陽明山國家公園在減緩全球暖化之目的

下，未來可持續及推動之方向茲分項如下： 

 有效確認重要物種族群 

 掌握重要物種與重要棲地資訊，研擬生態資料庫 

 持續監測重要物種之空間分佈與生物行為 

 環境敏感地之劃定與監測 

 遭受破壞地之保育及復育 

 發展減緩環境衝擊的遊憩經營模式 

 落實節能減碳之理念到相關之設施發展與建設上 

 結合 NGO 及地方團體共同經營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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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未來可推動計畫方向說明表 
期程經費(千元) 面向 未來推動及執行方向 計畫項目 

99 年 100 年 101 年 
專責單位 來源說明 

確認重要物種族群計畫 2500 2500 2500 本計畫研擬 
有效確認重要物種族群 

生物多樣性研究與調查計畫  1600  本計畫研擬 
環境變遷監測與預警計畫 1500 1500 1500 本計畫研擬 掌握重要物種與重要棲地資

訊，研擬生態資料庫 移除外來入侵物種 500 500 600 本計畫研擬 

氣候變

遷之衝

擊辨識 
持續監測重要物種之空間分

佈與生物行為 
定期監測與分析族群之數量及分佈

改變 
4000 4000 4000 

保育研究課 

本計畫研擬 

保護區邊界之調整調查與分析 400 400 400 本計畫研擬 
環境敏感地之劃定與監測 

評估增設保護區之可能性 1500   本計畫研擬 
復育因暖化而遭受破壞或改變之棲

地 
  1500 本計畫研擬 

保育研究 

氣候變

遷之調

適策略 遭受破壞地之保育及復育 
劣化棲息地之調查及改善計畫   1800 

保育研究課與企

劃經理課 

本計畫研擬 

節能省電系統建置計畫 
10000  10000 企劃經理、解說

教育與遊憩服務

課課 

本計畫研擬 

育樂遊憩 
氣候變

遷之遊

憩經營 

發展減緩環境衝擊的遊憩經

營模式 

舊建築改善計畫 15000 15000 10000 環境維護課 本計畫研擬 

環境教育 
氣候變

遷之新

興產業 

結合 NGO 及地方團體共同

經營國家公園 建立長期合作關係 
600 600 600 企劃經理課 本計畫研擬 

小計 36000 26100 32900  
 

推動生態旅遊計畫 500 500 500 
育樂遊憩 

氣候變

遷之遊

憩經營 

發展減緩環境衝擊的遊憩經

營模式 建立遊憩承載量計畫 700 600 600 
企劃經理、解說

教育與遊憩服務

課 

國家公園中程計畫 

小計 1200 1100 1100 
總計 37200 27200 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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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太魯閣國家公園屬花東地區之重要景點，絡繹不絕的人潮湧入，必定使區內之

生態環境有一定程度之影響，所以針對已破壞地區之回復工作，則是未來應加強的

重點工作之一，此外，針對未來可能因暖化造成環境破壞的區域，應重新審視其遊

憩容納量之評估，適時調整並更新。 

以太魯閣國家公園目前建立的生態研究成果來看，建議未來可應用相關軟體配

合已建立的資料庫，進行環境變遷模擬、物種棲地變動趨勢等研究，對於未來減緩

暖化所造成之影響，能有顯著的研究成果及幫助，同時評估各項適宜的管理方案。

此外，對於區內住民之宣導教育及培訓亦為未來可加強的重點，利用社區合作關係

來共同經營永續環境，便可達到共生共榮生態圈之目標。太魯閣國家公園在對抗全

球暖化之目的下，未來可持續及推動之方向茲分項如下：  

 

 持續監測重要物種之空間分佈與生物行為 

 運用不同技術預測環境變遷與衝擊以擬訂最適改善方案（共通性推動方向） 

 遭受破壞地之保育及復育 

 藉由跨部會的合作與串連構成完善之保護系統（共通性推動方向） 

 減少園內不必要廢棄物處理過程 

 擬定合乎保育目標之遊憩衝擊評估模式 

 落實節能減碳之理念到相關之設施發展與建設上 

 以環境解說教育之概念宣導保護環境之價值觀 

 導入住民參與減緩暖化與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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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未來可推動計畫方向說明表 
期程經費(千元) 面向 未來推動及執行方向 計畫項目 

99 年 100 年 101 年 
專責單位 來源說明 

全球暖化氣候變遷敏感之物種分析

與界定計畫 

1600 1600 1600 本計畫研擬 

生態指標及預警系統之建立 500 500 500 本計畫研擬 

生物多樣性研究與調查計畫   1600 本計畫研擬 

持續監測重要物

種之空間分佈與

生物行為 

進行指標物種復育及保育工作   2400 

保育研究課 

本計畫研擬 氣候變遷之

衝擊辨識 
運用不同技術預

測環境變遷與衝

擊以擬訂最適改

善方案 

生態棲地預測模式之建立 

  1500 
營建署國家公

園組與保育研

究課 

本計畫研擬 

復育因暖化而遭受破壞或改變之棲

地 

1500   本計畫研擬 

保育研

究 

氣候變遷之

調適策略 

遭受破壞地之保

育及復育 
劣化棲息地之調查及改善計畫 1200   

保育研究課與

企劃經理課 
本計畫研擬 

制訂及更新遊憩容納量 1000   本計畫研擬 擬定合乎保育目

標之遊憩衝擊評

估模式 
因應遊憩衝擊行為研究計畫 

  1200 

遊憩服務課 

本計畫研擬 

舊建築物改善計畫 2000   本計畫研擬 

建立大眾運輸系統 10000 10000 10000 本計畫研擬 

節能省電系統建置計畫   1200 本計畫研擬 

育樂遊

憩 

氣候變遷之

遊憩經營 落實節能減碳之

理念到相關之設

施發展與建設上 
減低溫室氣體行動計畫   1200 

環境維護課 

本計畫研擬 

員工訓練 400 300 300 本計畫研擬 

推廣消費及使用綠色環保產品 1000   本計畫研擬 

遊客教育 1000 1000 1000 本計畫研擬 

氣候變遷之

教育學習 

以環境解說教育

之概念宣導保護

環境之價值觀 
宣傳媒介 1000 1000 1000 

解說教育課 

本計畫研擬 
環境教

育 

氣候變遷之

新興產業 

導入住民參與減

緩暖化與永續經

營 

社區合作 

800 800 800 企劃經理課 本計畫研擬 

小計 22000 15200 24300  

 

保育研

究 

氣候變遷之

衝擊辨識 

持續監測重要物

種之空間分佈與

規劃建置中央山脈國土核心區生態

系等知識資料庫建置 

  1500  國家公園中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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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經費(千元) 面向 未來推動及執行方向 計畫項目 

99 年 100 年 101 年 
專責單位 來源說明 

生物行為 高海拔生態系焦點物種保育監測及

資料建置計畫 

  1500  國家公園中程計畫 

國家公園國土復育計畫 600 500 500   氣候變遷之

調適策略 

遭受破壞地之保

育及復育 生物多樣性棲地環境營造 500 500 100   

太魯閣峽谷段交通轉運計畫 400 400 400   育樂遊

憩 

氣候變遷之

遊憩經營 

擬定合乎保育目

標之遊憩衝擊評

估模式 
國家公園生態旅遊產業發展計畫 

400 400 400   

環境教

育 
氣候變遷之

新興產業 

導入住民參與減

緩暖化與永續經

營 

培力成果發表辦理生態旅遊體驗活

動 

500 500 500  國家公園中程計畫 

小計 2400 2300 4900   

總計 24400 17500 2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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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 

雪霸國家公園對於生態物種的基礎調查已落實的相當良好，未來若能將原有的

豐富研究成果，配合相關軟硬體之應用，進而達到棲地變化之模擬成果，便可對於

物種及環境達到有效的掌控，進而建立預警機制，也能及早提出因應之最適方案。

對於園內各項發展設施及建物，未來可加強依循減緩暖化之原則，進一步改善與推

動節能減碳之概念。 

雪霸國家公園在減緩全球暖化之目的下，未來可持續及推動之方向茲分項如

下： 

 

 持續監測重要物種之空間分佈與生物行為 

 運用不同技術預測環境變遷與衝擊以擬訂最適改善方案（共通性推動方向） 

 環境敏感地之劃定與監測 

 藉由跨部會的合作與串連構成完善之保護系統（共通性推動方向） 

 落實節能減碳之理念到相關之設施發展與建設上 

 減少園內不必要廢棄物處理過程 

 以環境解說教育之概念宣導保護環境之價值觀 

 結合 NGO 及地方團體共同經營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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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未來可推動計畫方向說明表 
期程經費(千元) 專責單位 來源說明 面向 未來推動及執行方向 計畫項目 

99 年 100 年 101 年   

指標性物種評估及確認計畫 1500   本計畫研擬 

生物多樣性研究與調查計畫 800 800  本計畫研擬 

定期監測與分析族群之數量及

分佈改變 

  2800 本計畫研擬 

生態指標及預警系統之建立   1010 本計畫研擬 

持續監測重要物種之空間

分佈與生物行為 

進行指標物種復育及保育工作  500 500 本計畫研擬 

運用不同技術預測環境變

遷與衝擊以擬訂最適改善

方案 

生態棲地預測模式之建立 

  1200 

保育研究課 

本計畫研擬 

保護區邊界之調整調查與分析 1600   本計畫研擬 

保育

研究 

氣候變遷之

衝擊辨識 

環境敏感地之劃定與監測
評估增設保護區之可能性   1500 

企劃經理課 

本計畫研擬 

依循綠建築指標 500 500 500 本計畫研擬 

節能省電系統建置計畫  1600  本計畫研擬 

減低溫室氣體行動計畫  1500  本計畫研擬 

交通轉運設施興建計畫   20000 本計畫研擬 

育樂

遊憩 

氣候變遷之

遊憩經營 

落實節能減碳之理念到相

關之設施發展與建設上 

重大災害搶修計畫   30000 

環境維護課 

本計畫研擬 

員工訓練   1200 本計畫研擬 

推廣消費及使用綠色環保產品   1500 本計畫研擬 

遊客教育   1500 本計畫研擬 

氣候變遷之

教育學習 

以環境解說教育之概念宣

導保護環境之價值觀 

宣傳媒介   1200 本計畫研擬 

環境

教育 

氣候變遷之

新興產業 

結合 NGO 及地方團體共同

經營國家公園 
建立長期合作關係 

  1800 

解說教育課 

本計畫研擬 

小計 4400 4900 64710  

   

台灣櫻花鈎吻鮭復育計畫  750 750 氣候變遷之

衝擊辨識 

持續監測重要物種之空間

分佈與生物行為 觀霧山椒魚復育計畫  1500  
保育研究課 

保育

研究 

氣候變遷之

衝擊辨識 

運用不同技術預測環境變

遷與衝擊以擬訂最適改善

方案 

武陵地區徵收土地後植樹造林

復育計畫 

  1200 

 

國家公園中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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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經費(千元) 專責單位 來源說明 面向 未來推動及執行方向 計畫項目 

99 年 100 年 101 年   

環境

教育 

氣候變遷之

新興產業 

結合 NGO 及地方團體共同

經營國家公園 

推動與原住民共管建立夥伴關

係計畫 

10000 10000 10000 
企劃經理課 

小計 10000 12250 11950  

總計 14400 17150 7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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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 

金門國家公園範圍同樣也涵蓋了海岸的部份，在未來暖化所造成海平面上升後

的所造成之影響是首當其衝的，因此，有關單位加強對於環境敏感地之監控，並評

估是否有需劃定之區域，以便擬定相關的配套措施。而預警機制之建構，可藉由相

關軟體加以輔助，像是地理資訊系統(GIS)等，配合各種生態資料庫之相關數據，

進一步模擬未來族群或是棲地環境之分佈變化。金門國家公園在對抗全球暖化之目

的下，未來可持續及推動之方向茲分項如下： 

 

 有效確認重要物種族群 

 持續監測重要物種之空間分佈與生物行為 

 運用不同技術預測環境變遷與衝擊以擬訂最適改善方案（共通性推動方向） 

 環境敏感地之劃定與監測 

 擬定區內資源之維護計畫 

 遭受破壞地之保育及復育 

 藉由跨部會的合作與串連構成完善之保護系統（共通性推動方向） 

 發展減緩環境衝擊的遊憩經營模式 

 落實節能減碳之理念到相關之設施發展與建設上 

 以環境解說教育之概念宣導保護環境之價值觀 

 結合 NGO 及地方團體共同經營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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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未來可推動計畫方向說明表 
期程經費(千元) 面向 未來推動及執行方向 計畫項目 

99 年 100 年 101 年 
專責單位 來源說明 

鳥類族群監測計畫  1500  本計畫研擬 

生物多樣性研究與調查計畫  1600  本計畫研擬 

指標性物種資料庫建立計畫 1800   本計畫研擬 
有效確認重要物種族群 

檢視指標物種與環境變遷之關係  1200 1200 本計畫研擬 

定期監測與分析族群之數量及分佈改變  1000 1000 本計畫研擬 持續監測重要物種之空間

分佈與生物行為 進行指標物種復育及保育工作  1500  本計畫研擬 

氣候變遷

之衝擊辨

識 

運用不同技術預測環境變

遷與衝擊以擬訂最適改善

方案 

生態棲地預測模式之建立 

 1600  本計畫研擬 

環境敏感地之劃定與監測 保護區邊界之調整調查與分析  1600  

保育研究課 

本計畫研擬 

地質,水質,土質監測系統之建立 1200   本計畫研擬 

特殊地景地貌之維護   2000 本計畫研擬 

保育研究 

氣候變遷

之調適策

略 
擬定區內資源之維護計畫 

劣化棲息地之調查及改善計畫 1800   

保育研究課 

本計畫研擬 

依循綠建築指標 1200   本計畫研擬 

建立大眾運輸系統 1600   本計畫研擬 

節能省電系統建置計畫 1800   本計畫研擬 

減低溫室氣體行動計畫   1500 本計畫研擬 

育樂遊憩 氣候變遷

之遊憩經

營 
落實節能減碳之理念到相

關之設施發展與建設上 

舊建築改善及再利用計畫 1100 1100 1000 

環境維護課 

本計畫研擬 

員工訓練 400 400 400 本計畫研擬 

推廣消費及使用綠色環保產品 1600   本計畫研擬 

遊客教育  750 750 本計畫研擬 
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之教育學

習 

以環境解說教育之概念宣

導保護環境之價值觀 

宣傳媒介 500 500 500 

人事室、解說教育

課 

本計畫研擬 

小計 13000 12750 8350  

 

環境敏感地之劃定與監測 完成太武山生態園區   1500 保育研究 氣候變遷

之調適策

略 
擬定區內資源之維護計畫 配合軍方排雷後辦理海岸排雷區植被復育 

 1600 1600 

保育研究課 

推動生態旅遊深化計畫  1200  育樂遊憩 氣候變遷

之遊憩經

營 

發展減緩環境衝擊的遊憩

經營模式 
規劃自導式生態步道 

 1200  

遊憩服務、保育研

究、解說教育課 

國家公園中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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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經費(千元) 面向 未來推動及執行方向 計畫項目 

99 年 100 年 101 年 
專責單位 來源說明 

辦理環境保育觀念紮根工作，地區小學策展 400 400 400 

辦理國土復育理念宣導活動 600 600 600 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之教育學

習 

以環境解說教育之概念宣

導保護環境之價值觀 
製作生態旅遊相關解說出版品 600 500 500 

人事室、解說教育

課 

小計 1600 5500 4600  

總計 14600 18250 1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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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 

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剛成立的單位，無論是在物種及環境的調查成果上都比不

上其他國家公園長期所累積的結果，因此，未來在生物物種基礎資料庫的建立上，

將會是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最基本的工作項目。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處於四面環海的地理區位，未來最大的環境變遷就是因暖化

所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對於區內環境及生態將會有不小的衝擊影響，因此，相關單

位應及早擬定因應計畫，對於可能遭受破壞之區域，研擬恢復及復育計畫，減低物

種變動或滅絕之可能性。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是新興成立的國家公園，在整體的定位上仍以珊瑚礁的復育

為主，俟各項復育措施考核指標，顯示復育措施已達到一定成果後，方考慮推動後

續之生態旅遊與環境教育工作，因此建議在 101-101 年後的行動計畫期程中，仍應

落實資源保育之目標，在短期內不進行人為遊憩使用之發展，因此，在育樂遊憩面

向的執行方向上，建議海洋國家公園可朝擬訂各項管理準則或方針為首要，例如廢

棄物管理及排放準則、建物及設施開發指導方針等。海洋國家公園在減緩全球暖化

之目的下，未來可持續及推動之方向茲分項如下：  

 有效確認重要物種族群 

 掌握重要物種與重要棲地資訊，研擬生態資料庫 

 持續監測重要物種之空間分佈與生物行為 

 運用不同技術預測環境變遷與衝擊以擬訂最適改善方案（共通性推動方向） 

 環境敏感地之劃定與監測 

 擬定區內資源之維護計畫 

 遭受破壞地之保育及復育 

 藉由跨部會的合作與串連構成完善之保護系統（共通性推動方向） 

 落實節能減碳之理念到相關之設施發展與建設上 

 減少園內不必要廢棄物處理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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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未來可推動計畫方向說明表 
期程經費(千元) 

面向 未來推動及執行方向 計畫項目 
99 年 100 年 101 年 

專責單位 備註 

有效確認重要物種族群 生物多樣性研究與調查計畫  1600  保育研究課 本計畫研擬 

掌握重要物種與重要棲地資

訊，研擬生態資料庫 

東沙遙測影像地理資訊處理  2000 2000 企劃經理課 本計畫研擬 

建立珊瑚礁生態早期預警系統   3000 本計畫研擬 

建立東沙海域長期觀測區及標準作業程序 1800   

 

本計畫研擬 

保育

研究 

氣候變遷之

衝擊辨識 

環境敏感地之劃定與監測 

東沙海岸復育改善 13000   環境維護課 本計畫研擬 

綠色能源規劃設計  750 750 本計畫研擬 落實節能減碳之理念到相關

之設施發展與建設上 東沙能源替代設施之規劃 3000   本計畫研擬 

擬訂廢棄物處理流程 1500   本計畫研擬 

回收及再生資源  1200 1200 本計畫研擬 

育樂

遊憩 

氣候變遷之

遊憩經營 

減少園內不必要廢棄物處理

過程 

減少廢水排放  600 600 

環境維護課 

本計畫研擬 

小計 19300 6150 7550  

 

東沙陸域生態資源調查與監測  2000 2000 有效確認重要物種族群 

東沙環礁海域生態資源調查與監測   4000 

東沙環礁海域魚類的空間分布和群聚特性調查研究   2000 持續監測重要物種之空間分

布與生物行為 東沙環礁底棲藻類、軟體動物、甲殼動物、棘皮動

物等生物種類組成及分佈特性調查研究 

 2000 2000 
 

氣候變遷之

衝擊辨識 

運用不同技術預測環境變遷

與衝擊擬訂最適改善方案 

全球暖化東沙環礁因應對策之研究 900 900 900 

擬定區內資源之維護計畫 建立東沙水文、水質、海流、地形、地質之基礎資

料 

 3500 3500 

東沙環礁珊瑚礁群聚調查分析與復育策略研究 1800   

東沙外來入侵種移除  900 900 

保育

研究 

氣候變遷之

調適策略 

遭受破壞地之保育及復育 

東沙原生植被復育  1500 1500 

保育研究課 

 

育樂

遊憩 

氣候變遷之

遊憩經營 

發展減緩環境衝擊遊憩經營

模式 

東沙海洋生態旅遊評估規劃 2000   解說教育課 

國家公園中

程計畫 

小計 4700 10800 16800  

總計 24000 16950 2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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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環境變遷資訊之模擬與宣傳展現構想 

本章就國家公園環境變遷所蒐集到的初步資料針對棲地環境、物種生態及微氣候環

境等幾個主題，將其發展成不同解說之媒介，第一節提出解說與宣導平台之概念、構想

與建議，作為國家公園未來可推動之解說宣導基礎，第二節說明環境變遷教育解說手冊

的內容，第三節則針對環境變遷模擬與環境教育互動遊戲進行說明，第四節則針對解說

宣傳品內容構想提出說明，分述如下： 

第一節  發展概念與構想說明 

一、環境變遷資訊應用與宣導之原則 

為了讓環境變遷的資訊可以廣為應用與宣導，在資訊上必須有”分層化”的考

量，針對不同的年齡層或專業程度提供不同資訊的形式。例如：中小學生所提供的

資訊形式可能以圖表居多、而較專業程度使用的可能是數位圖形、統計數據或文

獻。另外，在解說宣導品的設計上，應考量下列原則，以達到宣導之成效： 

(一)機能性 

未來在解說宣導品的設計上，機能性是重要的基礎，亦是解說宣導品會不會

被保留下來的重要因素之一。若是解說宣導品具有測量溫度的功能，或是可以遮

陽、發電、照明等等，具有實際可用的機能性，那解說宣導品自我展現的機會便

會增加許多。 

(二)關係性 

如何呈現全球暖化對環境變遷的影響或是減碳觀念的推廣，讓產品呈現關係

是重要的，如此才能將產品成為解說宣導品而非紀念商品。 

(三)趣味性 

同樣地，趣味性仍是一個重要的創意發想原則。只有富含趣味性才能引人注

目，增加了解解說宣導品背後所要表達觀念之機會。 

(四)經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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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節省經費，增加解說宣導品的數量，讓更多的人可以接觸，經濟性的考

量亦是在設計產品時的一項重要原則。 

(五)精緻性 

精緻與美感是不可或缺的，如此才能讓人不捨丟棄，且在潛移默化中提昇美

感素養。 

(六)紮根性 

教育從小做起，為了培育具有全球暖化意識的未來主人，解說宣導品的目標

鎖定在中小學生，以中小學生可接受的邏輯思考、熟悉的表現方式、喜愛的人物

主題來設計。 

(七)環保性 

若本身解說宣導品的材質與做法就不環保，就對全球暖化產生負面衝擊，那

麼再多、再好的解說內容設計都是白做的。 

二、環境變遷資訊具體化 

在解說媒介資訊之建立上，將所蒐集及調查的資料具體化是基本原則。藉由生

態資料庫的建立，使具體化的物種資訊與氣候預測結果讓民眾能真實地感受全球暖

化之威脅。同時，生態資料庫能清楚的展現出各項指標性物種歷年的變化情形，使

保育工作能更有效的進行，本計畫建議國家公園管理部門未來針對資料庫之建立可

朝向之方向如下： 

(一) 物種資訊 

在物種資訊的資料庫未來建議以動植物為主，內容分為基礎資訊及應用成

果，在基礎資訊部份包含有棲地資料(歷年氣候資料、環境特徵)、族群數量資料

(歷年總數量、每季變化情形)、分佈變遷資訊(歷年分佈範圍)、指標性物種導覽

(物種簡介、指標性與氣候變遷之關係)；在應用成果部份則包含有重要研究成果

(研究報告、研究計畫等)、資訊應用展現(應用成果)兩項。 

(二) 環境資訊 

環境資訊資料庫可結合國內各國家公園及各縣市之氣象站統計資料，包含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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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濕度、降雨量、蒸發量以及日照時數等資訊，另一部分則是地質環境相關

資訊，包含有土壤、水文、地震活動等。 

針對生態資料庫的呈上，建議可應用相關軟體加以輔助，使民眾在搜尋資料

時能簡單明瞭的操作，節省搜尋的時間，同時，增加操作軟體的趣味性也是未來

應重視的項目，如此才能引起民眾對於網站資訊的好奇與好評。例如，以 Google 

Map 搜尋模式的真實航空圖來說，目前台灣在 Google Map 上在中央山脈的位置

已有 3D 的導覽效果(如圖 5-1)，國家公園方面可朝著這個方向，建構屬於國家

公園之導覽系統，除了在環境區位的展現外，可加入物種棲地分佈的資訊，使民

眾能了解物種分佈的位置，同時，更可參考 Google Map 其中一項功能，也就是

點擊圖示後，會出現棲地的環境現況與物種的相關資訊(如圖 5-2)，使民眾在家

就能與國家公園深入接觸，彷彿置身其中。 

 

圖 5-1 Google Map 導覽圖 

 

圖 5-2 Google Map 詳細資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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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變遷資訊生活化 

將資訊落實到民眾生活中，利用軟體解說或教育的方式，使民眾在平時就能輕

鬆的學習並吸收到抗暖化的相關方法，生活化大致上以貼近民眾的生活訊息為主

軸，網站可不定時更新許多相關的資訊。 

為使解說媒介內容能吸引民眾注意，並貼近生活上在抗暖化相關資訊的宣導，

可針對生活化的主題：食、衣、住、行這四個重點加以利用，其分別說明如下： 

(一) 食 

“一天不吃肉，可以減少排放四公斤的二氧化碳”，在提倡減碳的時代裡，素

食主義可有效改善二氧化碳的排放量，因為像牛隻就會排放氮氧化物、甲烷等溫

室氣體，因此，在「食」的部份，網站可宣導一些素食養生的概念，提供民眾健

康輕食的相關訊息。此外，也可以介紹國家公園內某些非保育種的食用植物，教

導民眾如何做出美味的素食料理。 

(二) 衣 

新衣物的製成代表著能源和資源的消耗，其中有些衣物的來源是合成材料，

更是石油製品。另外，棉花田雖佔全球耕地的 3%，卻消耗了全球將近 25%的農藥。

因此，未來在「衣」的部份可加以宣導民眾在衣物處理的抗暖化觀念，並且可與

相關創意產業合作，推行可回收衣物，同時設計國家公園形象圖騰與抗暖化標語

(圖 5-3)，藉以提高民眾對國家公園的興趣及印象。 

 

圖 5-3 創意設計 T 桖 

(三) 住 

可積極推廣綠色建築節能減碳的概念，介紹國內外綠建築成功的案例，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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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民眾瞭解落實綠色生活及綠色建築可以為國家公園與氣候變遷帶來什麼樣的

影響，並向民眾展示國家公園在綠色建築上的執行成果。另外也可提供民眾自行

計算住家能源產生的二氧化碳量(圖 5-4)，使民眾能夠更瞭解各項電器用品所消

耗的能源及二氧化碳的排放量，同時配合國家公園物種的介紹，例如減量多少可

避免什麼樣物種的滅絕。 

 

圖 5-4 二氧化碳減量計算網頁 

(四) 行 

在「行」的部分，可宣導民眾搭乘大眾運輸系統的好處，此外，由於最近國人對於

自行車的休閒運動有著高度的興趣，因此可藉由這項潮流，宣導騎自行車在節能減碳上

良好的效果，同時，建議也可以提供自行車的相關資訊，增加網站的多元化。有關單位

宣導各國家公園內所舉辦的自行車深度之旅(圖 5-5)，民眾在騎自行車的過程中可達到

運動養生的目地，也能藉由解說服務對國家公園及生態物種有更深一層的瞭解。 

 

圖 5-5 宣導自行車之旅遊 

(五) E 化 

目前電子報在網路發達的社會裡，已有逐漸取代傳統報紙的趨勢，影響著每一個家

庭，因此建議未來在資訊生活化的部份可朝向不定時或定時生活電子報的發行以提供民

眾訂閱，讓民眾可隨時瞭解食、衣、住、行四個重點項目上與氣候變遷或國家公園相關

活動的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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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電子報示意 

三、環境變遷資訊遊戲化  

為提高民眾或學童能夠參與國家公園及節能減碳的活動，可利用環境變遷的相

關資訊，藉由生動有趣的圖畫，將繁瑣且專業性的文句、數據及觀念，提供給民眾

瞭解節能減碳所帶來的效益。利用”寓教於樂”的概念，讓民眾在遊戲中感受到自己

可以減緩全球暖化發揮的力量。 

四、環境變遷資訊獎勵化 

在遊戲或上網的資訊建制中，可以導入導勵的措施，如有獎問答、過關獎品等，

提昇學習參與之興緻。 



第五章  環境變遷資訊之模擬與宣傳展現構想 

 5-7

第二節   環境變遷教育解說手冊內容說明  

一、封面設計與規格說明 

（一）封面設計理念 

導入台灣國家公園景致，展現環境持續性受到相關單位有效持續性控管，以

維護自然環境、棲地復育、物種網絡串連、減少人為開發為基礎，並展現國家公

園完善保存本土生態豐富性。 

（二）規格說明  

1.內頁規格︰ 

A5(148X210mm)。 

2.字型規格： 

華康中圓體 12 級、Arial Unicode MS。 

3.內頁顏色： 

彩色。 

4.封面顏色︰ 

彩色、膠裝。 

二、內容大綱簡要說明 

說明本計畫將內容分成五部曲，各部曲內容如下頁說明： 

（一）首部曲  

1.台灣的國家公園 

簡述「國家公園」的定義與全球的發展歷程，並介紹台灣自 1961 年至今陸

續成立了墾丁、玉山、陽明山、太魯閣、雪霸、金門與東沙環礁共計 7座國家公

園。 

2.七個國家公園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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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七個國家公園的資源特色，並輔以照片說明。 

（二）二部曲 

簡單說明造成全球暖化化的原因來自於溫室氣體的排放，而溫室氣體來自於

工業開發、林木砍伐、汽機車化學物質排放...等。 

1.溫室氣體為什麼會造成全球暖化 

說明從太陽輻射出來的光線原本波長較小，越過大氣層時可穿透具有與玻璃

一樣效應的二氧化碳、甲烷、臭氧、等氣體而抵達地球表面，然而抵達地球表面

的陽光經地表反射後波長較長，會被二氧化碳所阻擋，不容易散失於大氣外，以

致地球溫度逐年增高。 

2.是哪些因素造成溫室氣體 

以圖輔文說明溫室氣體主要來自於化石燃料燃燒過程中經氧化而成，工廠、

汽車排放之氮氧化合物及碳水化合物， 將光化學作用後合成產生。 

（三）三部曲 

1.標題：氣候變遷對全球氣候的影響 

說明氣候變遷已對氣候與環境因子產生影響，例如地表受冰雪覆蓋的區域減

少、降雨分佈不均。在溫度與降雨的作用下，海平面上升成為嚴重的威脅。 

2. 標題：氣候變遷對全球植物的影響 

包含了植物的生長環境高度持續向上擴展、植物物候改變、全球暖化導致作

物減少、氣候變遷改變了淡水的水質、海平面上升減少紅樹林的分佈五大項的說

明。 

3. 標題：氣候變遷對全球動物的影響 

包含了動物生理週期的改變、動物的棲息行為產生改變、全球暖化造成珊瑚

白化三大項的說明。 

4. 標題：氣候變遷對台灣民眾的影響 

說明極端氣候對於台灣民眾生命與財產影響之頻率已逐漸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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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標題：氣候變遷對台灣生態的影響 

  針對沿海生態環境方面、植物方面、動物方面作說明。 

（四）四部曲 

1. 標題：說明國家公園在全球化情況下所擔任之角色定位 

（1）定位 

減緩調適全球暖化之積極守護、行動，以及傳遞者 

（2）角色 

 國家公園應充分掌握全球暖化與環境變遷之趨勢 

 國家公園應竭力維護所有可降低暖化現象之自然資源 

 國家公園應扮演減少溫室氣體減緩調適暖化之典範 

 國家公園應喚起社區與民眾了解全球暖化對環境資源之衝擊 

2. 標題：國家公園過去作了哪些對抗暖化的努力？ 

主要說明國家公園過去對「保護自然環境、復育生態棲地、串連生態廊道、

減少人為開發」所做的努力。 

（五）續曲 

1.國家公園的行動計畫 

綱要性說明國家公園未來的行動計畫，分成： 

（1）確認暖化指標物種，持續監測、因應，建立預警系統 

（2）環境敏感區之劃定與監測，復育棲地與環境景觀 

（3）依循綠建築指標改善及興建園內公共設施 

（4）推動綠色運輸，建立大眾運輸、接泊車及自行車道配套系統 

（5）採用節能系統或替代性潔淨能源(如太陽能、風力等) 

（6）以園區資源「零浪費、零廢棄」為目標，逐年實施減廢工作 

（7）推動符合生態旅遊精神之生態旅遊服務業執行綠色消費，園區內採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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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標章或綠色設計之商品 

（8）以環境解說教育推廣全球暖化之觀念與調適策略 

（9）與企業、地方團體或社區合作，培訓住民參與永續經營之事務 

2.調適暖化之生活實踐 

（1）食： 

「吃在地、吃當季」，減少運輸所帶來的二氧化碳含量。 

（2）衣： 

 兒童舊衣贈送與布料在利用。 

（3）住： 

 購買「節能標章之電器」。 

（4）行： 

 股勵共乘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5）育、樂： 

生態導覽解說旅遊、校園環境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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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環境變遷模擬與環境教育互動遊戲  

本計畫之網站架構以氣候變遷之研究為基準，依研究之重點發展後續的互動遊戲網

站與成效評估，網站內容包含環境變遷模擬及預測模式相關研究研究彙整與 2.互動遊

戲，第一部份主要介紹氣候變遷之議題與相關研究，而第二部份則是將氣候變遷之議題

生活化，發展成為互動遊戲網站，二部分的呈現方式整合成為互動遊戲網路，茲將程式

內容說明如下： 

一、環境變遷模擬及預測模式相關研究部分 

環境變遷模擬及預測模式相關研究部分主要包含氣候變遷情境之說明、全球大

氣-海洋耦合模式（coupled atmosphere-ocean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s, 

AOGCMs）、預測物種分布的模式建立方法，以及台灣地區氣候變遷相關應用研究彙

整四大部分說明，此部分因較偏研究之面向，為了讓使用者對此一議題較有興趣，

將會在遊戲階段性完成後提供予使用者下載，資料架站上網目的在於讓使用者瞭解

近年來全球與台灣都對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問題作了許多研究方面的努力，並且

提供給對相關議題更有興趣的使用者查詢，主要提供下載之內容如下： 

（一）氣候變遷情境說明 

在 2001 年出版的「溫室氣體排放情境特別報告」（The Special Report on 

Emissions Scenarios, SRES）中，依據全球未來的社經變化，假設 4類可能的

情境，分別如下（徐嘉君、林淑華，2008）： 

1.A1 情境 

假設全球經濟大幅成長，市場經濟導向，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差距消失，人

類大幅投資教育與提高生活水準，科技的成長與資訊流通順暢。 

2.A2 情境 

全球經濟成長幅度不等，而導致工業國家與開發國家的收入差異仍大，科

技與人口流動較不暢通，強調家庭或族群生產力，人口成長率為 4個情境中最

高者。 

3.B1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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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環境與社會意識高漲，並結合全世界的力量來追求永遠發展。經濟

發展程度適中，科技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世界各國的貧富差距縮小。 

4.B2 情境 

世界各國的人類對於環境與社會的永續發展日趨重視，政府政策為有環境

意識的公民所影響，全球化的腳步減緩，而地域性的決策機制顯得更受重視。 

（二）全球大氣-海洋耦合模式（coupled atmosphere-ocean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s, AOGCMs）說明 

由於其往往忽略小區域地形效應的影響，因此需發展降尺度模擬

（downscale），其方法有三種（徐嘉君、林淑華，2008）： 

1.高解析度 GCM 

利用全球 AOGCMs 模式模擬所得到的資料作為邊界條件，驅動大氣環流模

式（atmospheric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 AGCM），以進行高解析度全球

氣候的模擬。 

2.動力降尺度（dynamical downscaling） 

擷取 AOGCM 模式的區域結果以及邊界條件，進行區域氣候模式（regional 

climate model, RCM）的模擬。 

3.統計降尺度（statistical downscaling） 

以統計方法尋找現有小尺度的觀測值與大尺度 GCM 變數之間的相關性，並

假設此相關性在未來仍成立的情況下，進一步運用於 GCM 未來氣候推估。 

（三）預測物種分布的模式建立方法 

最常被使用的方法為 GLM（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其可以正確地預

測現今的分布狀況，但卻無法處理複雜的分布曲線，因此便衍生而出 GAM

（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s）。雖然 CART（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 Analysis）相對前面兩種方法，較不常被使用，但卻利於呈現物種間的階

層關係。而 ANN（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雖然被使用的比例近來有增加

的趨勢，但相對來說，較難說明因果關係。而以人工智慧為基礎的 GAPP（Gen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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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 for Rule-set Prediction）和屬統計物理界的 MaxEnt（Maximum 

Entropy），在近年更廣為使用（李培芬、端木茂甯，2007）。 

（四）全球暖化對環境變遷的影響 

此部分主要以圖示及文字說明全球暖化對環境變遷的影響，包含氣候變遷預

測模式下國家公園的溫度（如圖 5-10），對生態環境與物種的衝擊等，造成的衝

擊如下： 

1. 珊瑚大量白化 

1998 年的全球海水表溫異常造成全球許多海域的珊瑚大量白化，台灣南

部墾丁海域、綠島、蘭嶼及東沙的珊瑚也發生大量白化，尤其是東沙環礁內廣

達數百平方公里的珊瑚礁，在此事件中大量死亡(載昌鳳，2008)。聖嬰現象伴

隨的降雨異常，使珊瑚礁區的海水鹽度產生劇烈改變，都曾經引起珊瑚白化(載

昌鳳，2008)。 

2.昆蟲習性的改變 

臺灣本土的蝶類分布有向北部和中、高海拔擴散的現象(李培芬，2008)。

蝴蝶的生物活動時間也受影響，牠們活動較旺盛的時期應為春、夏季，受到暖

冬影響，很多民眾冬季在雪霸國家公園仍可看到蝴蝶在公園飛來飛去。 

3.鳥類的遷徙 

海拔 3,500 公尺以上的鳥類，增加了 2 ~ 3 種。在這些鳥類中，有 6 種

的海拔分布向更高海拔延伸，這 6 種鳥分別是白眉林鴝、灰鷽、煤山雀、火

冠戴菊鳥、深山鶯和褐頭花翼畫眉，顯示臺灣鳥類的海拔分布上限朝更高海拔

移動的現象(李培芬，2008)。 

4.生物多樣性熱點上移與縮短 

李培芬、許嘉恩、許皓捷、吳姍樺(2005) 利用氣候變遷 RSM2 的預設情

境，推估出生物在氣候變遷下的可能分布傾向。在本文中，以研究氣候變遷對

鳥類和兩生類生物多樣性分布熱點(Hotspots)的影響為主。結果顯示，在氣候

變遷的預設情境下，鳥類的生物多樣性分布熱點，有往高海拔位移的趨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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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兩生類而言，則呈現原區退縮的現象。 

5.保護區因水位上升縮小 

黑面琵鷺出現在台南縣七股，該區也是全世界目前已知最多黑面琵鷺聚集

的區域，未來氣候變遷後將對黑面琵鷺造成負面的影響(李培芬，2008)。從環

保署本（92）年的研究指出：黑面琵鷺現有保護區超過 1/3 棲地面積將被海水

淹沒，保護區功能將大為減低。 

 

圖 5-7 網站資料：國家公園氣候預測 

(資料來源：李培芬、許嘉恩、許皓捷、吳姍樺，2005) 

（五）台灣地區氣候變遷長期推估研究彙整 

此部分主要是長期氣候變遷推估之研究蒐集與彙整之呈現，受影響的部份為

項目生物、森林與生態環境，彙整表如表 5-1 所示。 

（六）可以減低暖化的行動計畫 

將分成食、衣、住、行、育、樂六個方面宣導，告訴人們怎樣作可以減緩全球暖化

對環境造成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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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台灣地區氣候變遷相關應用研究彙整表 
類別 小類 研究名稱 研究內容 推估模式 研究成果 

生態 生物 櫻花鉤吻鮭氣候

變遷衝擊評估與

季節性氣候變異

預警系統（童慶

斌、李明旭、楊奕

岑，2006） 

1. 針對大甲溪上游

除七家灣溪以外

的溪流進行水溫

以及族群數的模

擬。 
2. 將水溫模式配合

季節性的氣候預

報資料，進行短期

氣候變異對於櫻

花鉤吻鮭棲地水

溫之衝擊分析。 

1. 經物理性水溫模式進行模擬，將實測水溫

資料進行適當棲地分佈分析，以 17℃作

為臨界水溫。 
2. 利用數值高程模型（DEM）建立河川網

絡，進而計算河段上每個網格點受到兩岸

地形遮蔽的情形，配合現場觀察將周圍植

物遮蔽的現象考量至模式中。計算河川網

格能量平衡的物理量包含短波幅射、長波

幅射、蒸發散、潛熱等，配合相關水理參

數：河寬、水深、坡度，以及植生參數：

葉面積指數（LAI）、輻射衰減係數

（attenuation coefficient），透過數值方法

求解每一網格、每一時間點的水溫。 

1. 水溫模擬結果在高山溪的部分

顯示，櫻花鉤吻鮭的「適當棲

地」，在長期氣候變遷的衝擊之

下，將會有縮減的情形。 
2. 在適當的氣候以及流量預報資

料之情況下，水溫模式可以合

理的模擬出年水溫變化的趨

勢，模擬結果將成為櫻花鉤吻

鮭生態預警系統之重要依據。

3. 高山溪的不適當棲地長度從短

期的 1700 公尺，中期的 1950
公尺到長期的 2100 公尺，可見

在長期氣候變遷之衝擊下，將

造成櫻花鉤吻鮭可以生存的棲

地空間被嚴重壓縮。 
4. 大甲溪上游四條支流中，受到

氣候變遷影響最小者為司界蘭

溪，全年水溫增溫不到 15%，

為最適合進行域外放流之溪

流。 

 

生態 生物 氣候變遷對台灣

淡水魚多樣性之

衝擊評估（白梅

玲、李培芬、端木

茂甯，2006） 

1. 建立原生初級淡

水魚的分布模式

來評估氣候變遷

所造成的衝擊。 
2. 比較數種不同方

法所建立的模

式，嘗試找出適合

應用於全球變遷

研究的方法，並以

分析特有魚種、保

1. 分布模式 
（1） 邏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 
（2） 判別分析（discriminant function 

analysis） 
（3） 耐受範圍（range）分析 
（4） 累計分布函數（cum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差值法 
（5） 模糊分類（fuzzy classification） 
（6） 遺傳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s） 

Stockwell ＆ Peters 針對生物分布預

1. RMS2 模擬情境下的魚種豐

富度較之目前平均每網格減

少約 4.8 種。現今魚種最豐富

的低海拔地區（＜500m）豐

富度大幅下滑，每網格種數平

均減少約 7 種，中海拔地區

（1000~2000m）魚種豐富度卻

出現微幅增加。2000m 以上之

高海拔地區原本豐富度就低

且相關調查資料較少，以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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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小類 研究名稱 研究內容 推估模式 研究成果 
育類魚種的分布

改變，預測淡水魚

多樣性熱點的推

移。 
3. 結合已知的初級

淡水魚分布資料

庫與環境因子資

料庫，建立數種不

同模式，以導出各

魚種分布與環境

因子的關係。 

 

測發展了軟體 GARP（Genetic 

Algorithm for Rule-set Prediction） 
2. 將現今與 RSM2（區域光譜模式，

Regional Spectral Model, RSM，RSM2
採 15×15 公里）模擬情境下的環境因子

分別代入表現最佳的模式，可導出各物

種目前與模擬情境下的分布。 

候變化所帶來的改變不明顯。

2. 在 RSM2 模擬情境下，高豐富

度的區域向高海拔處移動了

約 300 公尺。 
3. 未來二氧化碳倍增所造成的

氣候暖化，將導致台灣初級淡

水魚生物多樣性降低。 

生態 生物 建立氣候變遷對

我國海域珊瑚衝

擊預警指標與機

制（戴昌鳯、吳岱

穎，2006） 

1. 蒐集整理國際間

對於珊瑚礁預警

系統的模式與架

構，作為擬定我國

海域設立預警系

統的參考。 
2. 整理國際間文

獻，找出珊瑚白化

溫度閥值與緯度

間的關係，進而推

算我國海域中的

珊瑚白化溫度門

檻值。 
3. 依據國際珊瑚白

化預警指標，分析

我國海域珊瑚面

臨白化與死亡的

危機。 
4. 利用氣候模式

CGCM2 SRES A2
與 B2 情境所模擬

1. 珊瑚白化溫度閥值分析 
利用線性迴歸分析珊瑚白化溫度閥值

與緯度間的關係 
y=-0.085x+31.317 
y 代表珊瑚白化溫度閥值；x 代表緯度 

2. DHWs（degree heating weeks）指標 
DHWs=高於珊瑚白化閥值的溫度（℃）

×週數 
NOAA（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依

照過去的研究經驗，將珊瑚白化閥值設

定在 29.3℃。 
當 DHWs＞8，則該地點將會面臨嚴重

的珊瑚白化與死亡。 
3. CGCM2（The Second Generation 

Coupled Global Climate Model）模式 

1. 台灣海域設定的珊瑚白化溫

度閥值為北部 29.2℃、澎湖

29.3℃、南部 29.5℃。 
2. SRES A2 情境主要是模擬在

2100 年時，全球人口成長到

15 億。 
在 2050 年之前，台灣海域的

珊瑚白化危機較小，各海域的

DHWs 數值都未達到導致珊

瑚大量白化的程度。但在 2030
年以後，台灣海域溫度將逐漸

出現超過閥值的現象。雖不至

於導致珊瑚大規模白化與死

亡，但仍可能面臨低度至高度

的白化危機。直至 2080 年以

後，無論是北部、南部或澎湖

海域，DHWs 數值幾乎年年都

會超過 8，珊瑚在這樣的狀態

下無法繼續生存。至 2100
年，DHWs 值 

3. SRES B2 情境為在較注重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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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小類 研究名稱 研究內容 推估模式 研究成果 
的水溫變動資

料，預測未來台灣

海域出現珊瑚白

化的機會。 

保的狀態下，2100 年的人口

大約為 10.4 億。 
台灣南部海域到了 2070 年左

右，DHWs 數值才有升高的趨

勢，並且其數值低於 4.0，甚

至到了 2100 年，期間也只發

生過 2~3 次的高溫事件，導致

DHWs 數值超過 8。這樣的狀

況說明，不但高溫現象是零星

的，同時在面臨白化危機後，

仍有讓珊瑚恢復的時間。 

生態 森林 台灣檜木林於氣

候變遷衝擊之模

擬（邱祈榮、黃愷

茹，2008） 

1. 利用氣溫因子的

溫量指數來建立

台灣檜木林的分

布函數，透過此種

分布函數應用模

糊函數概念計算

出各地檜木潛在

分布值，以模擬在

不同的長期氣候

情境下，台灣檜木

林潛在分布的變

化情形。 
2. 純就環境因子角

度說明檜木林可

能分布區域，並非

現有檜木林的分

布狀況。此外，並

不考慮林相的競

爭作用，因此在潛

在分布面積的估

計方面，可能會有

所落差。 

1. 以逐步迴歸方法（Stepwise），分別建立

月平均溫度的多元迴歸式。 
2. 利用迴歸方程式推導出各月份的平均

氣溫圖，同時依據各測站的溫量指數

值，配合海拔高度、緯度等，推算溫量

指數圖： 
WI=447.754-0.00008594Y-0.05769Z 
WI=溫量指數，Y=二度分帶縱座標 
Z=海拔高度，相關係數 r 為 0.917 

3. 由大氣環流模式（Coupled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CGCM2）經降尺度

（downscaling）過程設定氣候預設情

境，輸入氣象資料，合成模式。其後運

用模糊隸屬函數，將溫量指數分布圖轉

算成檜木林的模糊函數值，可視為潛在

分布值。 
4. 溫室氣體排放情境特別報告（Special 

Report on Emissions Scenarios，SRES）

是利用經濟、人口、工業與環境的發展

趨勢來估計，依全球性或區域性不同發

展，分成 A1、A2、B1、B2 四種情境。

計畫採用 A2 及 B2 情境進行模擬，在

SRES 預設情境下，可分別得到短期

1. 以檜木林高潛在分布值為

例，可看出每增加 1 度，其面

積佔全島面積比將由 9.91%降

至 2.31%，減少約 77%的區

域。綜合而言，當溫度上升，

檜木林潛在分布大幅減少。 
2. 另以 SRES-A2 長期模擬情境

檢視結果時，其高潛在分布值

的區域，將由 9.91%降至

5.24%，減少 47%的區域。綜

合而言，當溫度上升或不同情

境模擬，檜木林高潛在分布區

域都將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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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小類 研究名稱 研究內容 推估模式 研究成果 
（2010~2039 年）、中期（2040~2069
年）、長期（2070~2099 年）之氣溫差值，

經座標相關位置進行空間內差後，加入

各網格氣溫資料，計算出不同情境下的

全省溫量指數分布情形。 

生態 環境 全球暖化對水資

源之影響與調適

（童慶斌、陳思

瑋，2007） 

1. 以系統動力模式作

為評估工具，建置水

資源系統供需模擬

模式，並透過流量的

驗證證明模式之正

確性，以確保能合理

的評估在氣候變遷

下水資源系統變化

的情形。 
2. 以新店溪、大漢溪流

域供水系統作為研

究案例，說明氣候變

遷衝擊評估流程。 

1. 氣候情境部分借重全球環流模式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s, GCMs），但

由於其尺度較大，只能用於設定氣候變遷

預設情境，必須再配合氣象資料合成模

式，進行蒙地卡羅模擬（Monte Carlo 
Simulation），結合集水區流量與供水系統

模擬模式進行試驗分析。 
2. 集水區流量模擬模式部分採用 GWLF

（Generalized Watershed Loading 
Functions）中流量模式作為流量預報之分

析工具。 
3. 定義供水環境承載力，當總需水量小於環

境承載力時，指標定為 1，表示其符合永

續發展，而總需水量大於環境承載力時，

指標值從 1 遞減為 0。研究假設若總計畫

需水量超出環境承載力的 10%時，永續

發展指標（SDI）為 0。 

1. 雖然部分情下供水承載力有下

降趨勢，但在假設達成預定售

水率與跨區支援等改善措施

下，短期而言供給仍可滿足需

求。 
2. 在短期氣候變遷下仍符合水資

源利用的永續性，但並不代表

以目前水資源箹統氣候變遷下

是完全不缺水的，由於供水承

載力分析依據為年缺水指數為

1，其隱含了平均每年約缺水

10%，故永續發展指標等於 1
並非意味著完全不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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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教育互動遊戲網站展示部分 

環境教育互動遊戲網站以氣候變遷研究作為基礎，將內容轉變成為較淺顯易懂

之內容提供予大眾，互動程式設計內容以減低溫室效應氣體來源作為主軸，以丟雪

球擊中污染物得分作為呈現，內容共分成四個部分，文字說明如下： 

（一）遊戲開頭畫面 

分成三個部份，首先說明全球暖化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並教育使用者如何盡

一己之力減緩全球暖化，第二部份則說明活動之內容，包含了遊戲闖關、問卷填

寫與獎品抽獎，第三部份則為活動時間、抽獎時間與公布時間的說明，遊戲開頭

畫面詳見圖 5-8。 

 
圖 5-8  遊戲開頭畫面 

（二）遊戲操作說明頁(設計) 

此頁說明為了減緩全球暖化，必須點選人物募集對員，並在時間內通過九宮

格投球考驗，募集完所有的隊員後才能組成環保尖兵小隊，可挑選的人選中有些

並不願意成為隊員，而按下遊戲開始『Start』後，便進入遊戲畫面，當使用者

選擇到願意加入的隊員後才會進入九宮格投球遊戲，詳見圖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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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遊戲操作說明畫面 

（三）遊戲操作過程 

使用者必須選擇一名隊員進行遊戲，而隊員中有分成重要之物種，或是破壞

環境的隊員（見圖 5-10）在選擇每一位成員後，將會進行投擲遊戲，螢幕上的

九個格子會放上影響或增加氣溫及二氧化碳的物品，遊戲者依序控制上下左右之

方向投擲九宮格（見圖 5-11），而到最後將會集滿五位對員組成環保戰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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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人物選擇畫面 

 

圖 5-11   九宮格投擲畫面 

（四）遊戲完成畫面(設計) 

遊戲結束後，可重頭再玩一次或進行填寫問卷的單元，會有相關的暖化文獻

內容提供給使用者下載（見圖 5-12），在遊戲結束後，隨即進入網路問卷的內容，

在問卷完成後會有「填問卷抽大獎」之說明（見圖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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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文獻下載畫面 

 

圖 5-13 填問卷抽大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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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教育互動遊戲網站使用後評估及成效評量 

環境教育互動遊戲網站活動時間持續二個星期，上網參與遊戲總人次為 384

位，扣除重複身份輸入者，有效參與人數為 330 位。其中男性 148 位(44.85%)；女

性 182 位(55.15%)；年齡分佈以 23-32 歲最多，共有 105 位(32.01%)，其次為 33-42

歲(87 位，佔 26.53%)、43-52 歲(73 位，佔 22.26%)、53-62 歲( 23 位，佔 7.01%)、

13-22歲(21位，佔6.40%)、12歲以下(15位，佔4.57%)及63歲以上(4位，佔1.22%)。             

網站使用後評估及成效評量之問項如表 5-2 及 5-3 所示，分為宣導遊戲使用滿

意度及對全球暖化議題之認知與行為調查二部分，從非常不滿意(1 分)至非常滿意

(6 分)共六個等級。調查結果在宣導遊戲使用滿意度之調查方面，從五個問項之平

均分數可以看出，不管在”遊戲文字說明方式清晰”(4.66)、”圖片展示恰

當”(4.75)、”色彩搭配完美”(4.90)、”讓我更認識全球暖化對生物環境之衝

擊”(4.78)及”讓我更瞭解如何避免環境遭受破壞”(4.82)方面，網站使用後之滿意

度都是接近滿意的狀況。另外，在對全球暖化議題之認知與行為調查方面，從非常

不同意(1 分)到非常同意(6 分)共分為六個等級。從調查結果中可以看出，不管是

玩完宣傳遊戲後”我意識到全球暖化會對國家公園的生態環境造成影響”(4.98)、”

我意識到全球暖化會對人類的生活環境造成影響”(5.04)、”我更支持國家公園環境

保育的觀念”(5.20)、” 我會開始從事一些節能減碳的行動來保護環境”(5.16)及” 

我會開始勸導別人從事一些節能減碳行動來保護環境”(5.10)之問項，使用者皆反

應出同意至非常同意之態度，表示本宣導遊戲在全球暖化議題之認知與行為宣導

上，具有一定的效果。 

表 5-2  宣導遊戲使用滿意度調查表 

 非

常

不

滿

意

不

滿

意

不

太

滿

意

有

點

滿

意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 本宣導遊戲文字說明方式清晰    

2. 本宣導遊戲圖片展示恰當    

3. 本宣導遊戲色彩搭配完美    

4. 本宣導遊戲讓我更認識全球暖化對生物環境之衝擊    

5. 本宣導遊戲讓我更瞭解如何避免環境遭受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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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對全球暖化議題之認知與行為調查表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不

太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玩完此宣導遊戲後，我意識到全球暖化會對國家公園的

生態環境造成影響 
      

2. 玩完此宣導遊戲後，我意識到全球暖化會對人類的生活

環境造成影響 
      

3. 玩完此宣導遊戲後，我更支持國家公園環境保育的觀念       

4. 玩完此宣導遊戲後，我會開始從事一些節能減碳的行動

來保護環境 
      

5. 玩完此宣導遊戲後，我會開始勸導別人從事一些節能減

碳行動來保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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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解說宣傳品內容構想  

一、解說宣傳品設計原則 

（一）以日常生活用品作為解說宣導品之主要發展重點 

建議可選擇偏向實用性高的物品，例如像是印有國家公園圖騰的筆記本、筆

筒、筆袋，或是以各項環保商品為主，例如隨身水壺、利用回收纖維製成之衣物

等。 

（二）以環保材料與設計作為減緩全球暖化之示範 

作為減緩暖化之示範，宣傳品之設計也應以避免浪費資源作為前提，並可回

收利用作為原則，可回收之紙類製品，方便攜帶與收放之設計，都可以減少資源

的浪費。 

   
圖 5-14 實用型宣導品示意 

   
圖 5-15 生活化宣導品示意 

二、因應暖化之解說宣傳品內容 

本計畫以環保筆筒作為解說宣導品之呈現，相關之說明如下： 

（一）筆筒尺寸與材料 

筆筒尺寸為長 8公分、寬 8分，高 12 公分，材料為不透水紙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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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筆筒外觀說明 

配合計畫之需求，將宣導品配合環境變遷簡易測量工具共同設計成多功能之

解說宣傳品。解說宣傳品之有一部份材質溫度計結合生態資訊圖文，一方面可測

作為簡易溫度測量工具，另一方面則說明當溫度升高時，不同環境的動植物會會

遭受衝擊而消失或出現衝擊：並把溫度升高一度，可能會減少或對生態產生之國

家公園指標物種圖文加以顯示。 

1.第一面：溫度計面文字說明 

造礁珊瑚生長最適溫度在 18-30℃，即使超過 1-2℃都可能引起珊瑚白化。

櫻花鈎吻鮭生長臨界水溫 17℃，氣候變遷衝擊將會影響『適當棲地』的空間與

時間。（溫度片長 9.8cm，寬 1.7cm） 

2.第二面：冷氣使用說明面文字說明 

此面主要說明如何有效使用冷氣，相關說明與示意如圖 5-16。 

 
圖 5-16   冷氣使用面說明 

3.第三面：減緩全球暖化口號 

此面主要說明全球暖化可能造成的衝擊，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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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從我做起 

聯合國 2007 年對 2100 年全球預測，氣溫將上升攝氏 1.1-6.4 ℃、海平面

則上升 18-59 公分。乾旱、颱風等天災的強度都將增強，北極冰層則在夏天可能

完全融解。對於生態與人類的生存影響甚巨，只有你我攜手同心節能減碳，才能

為減緩全球暖化盡一已之力。 

內政部營建署  與您共盡一份心 

4.第四面：減緩全球暖化口號 

此面主要說明如何落實環保活動以減緩全球暖化，相關說明與示意如圖

5-17。 

 
圖 5-17  環保活動面說明 

 
圖 5-18  筆筒外觀全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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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整個計畫執行之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蒐集國內外全球暖化之相關研究與因應策

略，以提出台灣國家公園未來調適暖化之行動策略，並且希望經由解說教育手冊、解說

品及網路互動等方式之宣導，達到推廣調適全球暖化之觀念與知識。計畫執行期間除二

次專家學者座談會外，期初、期中及期末報告也有多位學者專家蒞臨指導，並且提供不

同角度的看法與建議，而在行動計畫擬定後，也分別至 7 個國家公園管理處進行座談，

本計畫在許多專家學者、各管理處人員之互動研討中才能順利地付梓完成，其中有許多

本計畫所得與各方所建議之內容，分別歸納成以下之結論與建議，以利後續研究與計畫

之參酌。 

第一節  結論 

本計畫從相關文獻與研究的蒐集分析、各專家學者與管理者的座談討論中發展出下

列結論： 

一、全球暖化氣候變遷是不可避免之趨勢與議題 

針對全球暖化或氣候變遷這項議題，有部分學者認為是自然變異，也有人認為是

人為影響，不論是自然演變或是人為衝擊，許多氣候變遷的情境模擬研究都揭示了全

球暖化與溫室氣體之關係，也都顯示出全球氣溫上升、南北極冰層融化、極端氣候出

現的規模與頻率會愈來愈趨嚴重。因此，這個不可避免之發展趨勢與議題是世界各國

所重視的，而不只是一項地域性的議題。台灣在面對這樣的問題當然不能自外於國際

社會，國科會、經建會、農委會、環保署、國家公園等單位多年來皆已進行許多相關

之研究與行動措施，相信台灣必能為調適全球暖化之衝擊盡一份心力。 

二、台灣地區與國家公園已面臨全球暖化之威脅 

從台灣學者的相關研究中可知，台灣地區二倍 CO2 的情境下，台灣各地普遍有增

溫的現象，增溫的幅度大約在 1.2~3.9℃間(林沛練等，2001)，而短延時(D=1、3 小

時)的極端強雨事件發生頻率有增多的趨勢(盧孟明、林昀靜，2008)，許多研究結果

皆顯示，台灣夏季的降雨強度、豪大雨頻率以及年降雨量持續增加，每逢颱風、甚至

只是午後雷陣雨的對流雲系作用，就能造成山區土石流等嚴重災害。若全球持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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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南北極冰山融解，將造成全球海平面上升，對於台灣的西南沿海低窪地區、東北

蘭陽平原沿海地區，更將造成被海水淹沒的危機，顯見台灣地區亦已面臨全球暖化之

威脅。另外，從李培芬、許嘉恩、許皓捷、吳姍樺(2005)的研究中可知，氣候變遷對

生態保護區的影響是全面的溫度上升，年雨量則有部分區域增加、部分區域減少的現

象，台灣的中部高海拔區域溫度上升最多，年均溫最上升達 2.3℃；高海拔型的保護

區衝擊最為嚴重，雪霸國家公園年均溫上升平均 2.13 ℃最高，墾丁國家公園年均溫

上升平均近 2 ℃，但墾丁國家公園的年雨量減少 80 公釐，而雪霸國家公園則增加 215 

公釐，這些溫度的改變都可能對台灣的國家公園的物種生態、生物物候等造成衝擊，

除此之外，具有海域之墾丁及東沙環礁國家公園除面臨水溫上升、海水鹽度改變、臭

氧層破壞太陽輻射等造成珊瑚白化或死亡之威脅外，尚需面對海平面逐年上升之衝

擊，這些都是國家公園目前或未來所需因應之議題。 

三、台灣國家公園因應全球暖化之角色與定位 

本計畫將台灣國家公園因應全球暖化定位為「減緩調適全球暖化之積極守護

者、行動者及傳遞者」，其應扮演之四個角色為： 

(一) 充分掌握全球暖化與環境變遷之趨勢 

(二) 維護所有可降低暖化現象之自然資源 

(三) 樹立減緩溫室氣體調適暖化之典範 

(四) 結合社區與民眾了解全球暖化對環境資源之衝擊 

四、台灣國家公園因應全球暖化之議題與行動計畫 

本計畫針對台灣國家公園提出以下五項議題與行動計畫，以因應全球暖化與氣

候變遷之衝擊： 

(一)掌握全球暖化變遷資訊，導入生態監測機制與預警指標 

1.有效確認重要物種族群 

2.掌握重要物種與重要棲地資訊，研擬生態資料庫 

3.持續監測重要物種之空間分佈與生物行為 

4.運用不同技術預測環境變遷與衝擊以擬訂最適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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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應極端氣候之環境衝擊，導入環境復育措施 

1.環境敏感地之劃定與監測 

2.擬定區內資源之保護計畫 

3.遭受破壞地之保育及復育 

(三)持續跨單位之合作關係，連接全球暖化可能造成之生態廊道裂痕 

持續推動跨部會的合作建立完整的保護區系統 

(四)依循國家公園育樂發展之目標，導入對環境友善之經營管理措施 

1.發展減緩環境衝擊的遊憩經營模式 

2.落實節能減碳之理念到相關之設施發展與建設上 

3.減少園內不必要廢棄物處理過程 

4.擬定合乎保育目標之遊憩衝擊評估模式 

(五)結合社區夥伴力量，教導遊客共同減緩全球暖化之衝擊 

1.結合 NGO 及地方團體共同經營國家公園 

2.導入住民參與減緩暖化與永續經營 

3.以環境解說教育之概念宣導減緩暖化之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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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計畫執行過程中有許多學者專家與管理者參與討論，從中也有許多良好之觀點值

得做為後續計畫與研究之建議： 

一、克盡國家公園保育環境生態之角色與任務 

國家公園保有許多珍貴的自然生態資產，做好環境生態的保育工作即是對減緩

全球暖化盡一份心力。唯有保存更多的綠地資源與物種生態才能避免地球綠塊逐漸

喪失之趨勢，減緩溫室效應之威脅。 

二、致力推廣全民節能減碳之理念與行動，以減緩全球暖化 

國家公園在減緩全球暖化之角色中，教育宣導是不可忽視的一環。雖然個人力

量有限，但聚沙成塔、積少成多，多一個人減少對地球的碳的付出，全球暖化的趨

勢便有減緩的可能性。 

三、針對氣候變遷可能影響之物種進行研究、預測與監測 

國家公園歷年來針對物種之研究、預測與監測工作不遺餘力，資料與研究成果

之累積皆有目共賭，未來在相關的研究與工作上，只需增加氣候變遷可能對國家公

園物種或生態之角度進行研究、預測與監測工作，即可對調適氣候變遷盡一份心力。 

四、建立正確因應氣候變遷之態度 

在進行計畫期間，有部分人提到就算預測到海平面上升、溫度上升對物種之衝

擊，或者監測到極端氣候對環境之破壞，那又怎樣，有何行動策略可以改變，而就

算我們減少對地球碳量的付出，全球性的問題那是我們小小的一份力量可以改變或

加以扭轉。其實這樣的意見都可能發生，也都可能是事實，但是若是什麼都不做，

那就只會加速惡化全球暖化的速度，增加氣候變遷的威脅。所以就讓國家公園成為

調適暖化激成漣漪的石塊，以其為中心逐漸擴大影響層面，讓每個人都從自己做

起，共同為減緩全球暖化盡一己之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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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評選會議記錄辦理情形 

會議時間：97 年 5 月 16 日上午 9 時 30 分 

會議地點：內政部營建署 1 樓 105 會議室 

主持人：林委員兼召集人義野 

評選委員意見摘要： 

評選委員意見摘要 辦理情形 

1.本計畫任務重大意義深遠，如著力在氣候變遷的影響，則

有相當的困難度，若聚焦在環境教育上或許可行；本計畫研

究人員以景觀規劃設計和經營管理為主，應可勝任以環境教

育為主的走向。 

敬悉。 

2.本計畫如聚焦在環境教育，則在程式設計、媒體影音或動

畫的成本投入太少，應有所調整。 

已調查如經費表。 

3.資料收集方面，除一般氣象資料，可納入颱風侵襲、寒害

或熱浪等對物種易造成重大傷害的類別。 

遵照辦理。 

4.先驅計畫在規劃部分應多加說明，尤其是 4年計畫的走向

和願景。 

遵照辦理。 

5.服務建議書部分字詞建議修正。 遵照辦理。 

6.先驅計畫應著重基礎資料之收集與呈現，包括目前已有之

玉山、墾丁之遙測照片，以及政府、學界已有之資料等。 

會針對國家公園及政府與學界目前已完成之研究計

畫等相關資料進行蒐集與分析。 

7.本計畫研究範圍應包含 7處國家公園。 遵照辦理。 

8.行動計畫方面應包含多種面向，例如國家公園對二氧化碳

固定量之貢獻、未來綠建築概念之推廣等。 

遵照辦理。 

9.本計畫目前團隊成員仍略有不足之處，未來應請教不同專

長如動物、生態、大氣等專家學者以求周延。 

遵照辦理。 

10.本計畫具有巨觀微變的特質，貴團隊宜考量資料的收

集、分析方式。 

遵照辦理。 

11.本計畫重點有二：一為 98-100 年行動計畫，二為環境教

育部分，請重新調整二者比重。 

遵照辦理。 

12.請納入委員意見修正工作計畫書，並配合工作項目調整

經費。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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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期初會議審查記錄 

會議時間：97 年 8 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會議地點：內政部營建署 1 樓 105 會議室 

主持人：黃代理署長景茂 

評選委員意見摘要： 

審查委員 委員意見 本計畫意見回覆及修正情形 

柳委員中明 1. 建議先確認國家公園的定位，一為國家公園是為何成

立?二為國家公園在何種條件下會喪失其資格? 

2. 先思考前一部分，在規劃未來三年之工作： 

(1) 長期監測各國家公園的特色指標，應就長期緩慢

改變與短期極端事件兩方面做監測。 

(2) 建立長期變遷紀念館，收及長期改變與極端事件

影響兩方面之文字、圖片等資料。 

(3) 上述兩資料，將能協助各國家公園遊憩與教育的

功能。 

(4) 進行長期變遷下的模擬預測，前提是由氣候單位

提供未來氣溫、降雨等之長期與短期資訊，以及

海水位上升等，來進行當地綠地、生態等改變之

模擬。 

(5) 提出各國家公園之＂消失條件＂，如海水位上升

多少，氣溫上升多少等，再據以進行預警指標的

建立。 

(6) 至於是否各國家公園當進行＂保護工程＂，以保

護國家公園，須定一個非常重要的評估議題，是

否應讓國家公園自然消失，還是要人為保護，這

是非常需要各界探討。 

3. 有關詳細水文資料，請洽水利署索取。 

4. 有關環境變遷係因氣候抑或人文所引起的，此部分不

易完全釐清，先予澄清。 

5. 氣候變化若有收集 30 年內之資料，此部分在國家公園

內之資料較侷限，建議長期具有之資料與自動測站之

資料，相互對照做交叉分析較佳。 

1.感謝委員意見，，攸關於國家公園之

資格與條件之建議會列入計畫考量。 

2.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攸關於變遷之資

料，本計畫將會慎重考量，將其納入解

說的素材，至於其他模擬與預測之項

目，現階段將提出先文獻整理與相關議

題討論之。 

3.遵照辦理 

4.感謝委員，本計畫之推動立基點為全

球暖化，因此以氣候變遷為探討重點。

5.感謝委員意見，攸關氣候之資料將會

確認分析之重點後持續進行。 

張委員哲明 1. 期初報告中之相關文獻回顧，來源和引述稍不清楚，

宜在回顧如 IPCC 預估 2100 年溫度和海面上升之資料

1.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已依建議修正

IPCC 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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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委員意見 本計畫意見回覆及修正情形 

(IPCC 預估 2100 溫度 1. 1-1. 6℃(1.8-4℃)和

18-58cm)。 

2. 目前國內研究多屬近 5 年內之研究，偏重生態監測或

調查，較無影響的部分，未來如何將國科會和國家公

園學報研究成果轉化利用到國家公園之應用(盡量找

尋各國家公園指標物種可能較有助族群暖化的影響)?

3. 應盡量收集各國家公園過去的災害案例，含長期性和

短期性的影響，以便採取適當保護對策，如鳳凰颱風

侵襲導致雪霸國家公園櫻花鉤吻鮭數量流失。 

4. 本報告書中所提出引用之氣象資料，其測站代表性不

足和資料長度不足，在詮釋上宜慎用，如太魯閣用花

蓮站與雪霸用宜蘭站。 

5. 本計畫文宣用預測程式模擬，宜參酌國科會氣候變遷

模擬成果和各國家公園的相關研究。 

6. 後續計畫龐大，涉及大量人力、經費和時間，目前所

擬訂的各國家公園推動方向，應進一步討論，使能聚

焦在各國家公園因全球暖化所造成的衝擊，俾能採取

適當保護行動，如長期監測項目等。 

7. 期初報告書請修改： 

(1) 第 2-2 頁，缺氧改成厭氧，將光化作用改成→經

光化作用。 

(2) 第 2-5 頁，60 萬年來改成→65 萬年來，請再核

對 IPCC 2007 年之報告。 

(3) 第 2-25 頁，ICPP 改成→IPCC。 

(4) 第 2-27 頁，第一段部分和第 2-26 頁重複。 

2.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後續會探討相

關之研究成果作為國家公園之利用。 

3.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將會針對委員

提出之概念納入策略研擬之部分。 

4.遵照辦理，攸關氣候之資訊降會在後

續補充。 

5.感謝委員意見，計畫團隊將會參考國

科會之研究成果作為本計畫之基礎。 

6.遵照辦理，本計畫會持續與不同領域

專家學者及各處討論後續推動之計畫。

7. 遵照辦理。 

 

陳技士玄武 1. 國家公園歷年氣候資料，因國家公園範圍廣大，也有許

多微地形、氣候，報告書整理之資料是否包括此部分?

2. 第 4章第 1節，國家公園在全球暖化之角色與定位，前

半段內容與前面章節重複。 

3. 本計畫所收集之研究報告，僅為委託研究部分，而各國

家公園除重要委託研究案外，尚有委託辦理相關研究。

4. 第 2-35 頁，國家公園在全球暖化所扮演的角色，此乙

節未切題。 

5. 補充說明，珊瑚礁因暖化所產生的白化問題，目前墾丁

處已辦理珊瑚礁復育工作。 

6. 建議將取得的氣象資料做進一步交叉分析。 

1. 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依照合約，

僅針對氣候進行調查。 

2. 感謝委員意見，本期初報告計畫已

作修正。 

3. 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後續會繼續

補充資料 

4. 感謝意見，本計畫會納入考量，讓

國家公園扮演之角色更為切題。 

5. 感謝委員，本計畫後續將修正 

6. 遵照辦理 

玉山國家公園

管理處 

1. 有關玉山園區內之氣象資料，玉山處有多年的微棲地

氣象站資料，可供參考。 

1 感謝委員提供資訊 

2.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也認為宣傳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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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委員意見 本計畫意見回覆及修正情形 

蘇課長志峰 2. 國家公園以往以「防止人類破壞環境、保育野生動物

棲地」等目的為成立宗旨，到近年來由「全球暖化氣

候變遷」議題突顯國家公園的功能，而生態被破壞導

致氣候暖化以深入大眾且與其生活息息相關，故保護

國家公園也能得到全民共識。因此，宣導設置國家公

園的優勢、爭取預算的支持或設置更多國家公園管理

處，應是此計畫重要目的。 

3. 為宣導國家公園設置的好處，應與更多異業結盟進行

研究，例如國家公園的功能對國人平均壽命增長、舒

緩精神壓力，對全國經濟提昇，增加國人經濟收入等

研究，以共同抵抗全球暖化造成人民的損失。 

是一重點與主要目的，本計畫後續會往

此一方向進行。 

3.本計畫將納入考量 

陽明山國家公

園管理處 

詹副處長德樞 

1. 報告書中以竹子湖氣象站代表陽明山園區內的氣候變

化，然於測站的背風面與迎風面雨量差別大，其詮釋

與代表性宜考量。 

2. 有關箭竹生態系的縮小，係起因於全球暖化或是其生

命週期的變化，尚未有定論。 

3. 指標性物種的監測，請學會再收集各國家公園管理的

研究報告。 

1. 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後續將會補

充相關氣象內容 

2. 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將會蒐集相

關研究報告探討之。 

 

太魯閣國家公

園管理處 

陳課長俊山 

1. 有關全球暖化對環境的影響，請釐清。 

2. 對於環境敏感區，可探討哪些區域是已劃設為國家公

園?哪些地區為劃設為國家公園?此兩區域因全球暖化

之衝擊，差距為何? 

3. 太魯閣園區內留有台電建立的水文站，受託單位可收

集此部分資料做回顧。 

4. 受託單位所收集的資料請進一步做串聯，並將環境是

受自然或人文或氣候的干擾作離清。國外是否有相關

案例，請參照且與國內資料作回饋。 

1. 遵照辦理 

2. 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將會針對此

一議題詳加思索 

3. 感謝提供氣候資料來源 

4. 感謝意見，本計畫將會參考國外案

例 

雪霸國家公園

管理處 

于技正淑芬 

 

1. 有關雪霸園區氣溫、雨量之收集，所用的氣象站來源

在宜蘭平地，而雪霸園區內有觀霧、武陵、佳陽等地

區氣象站，建議以園區內氣象站資料較適合。 

2. 未來研究議題部分，學會所建議雪霸之工作項目已進

行中，且逐漸統合各環境因子作整體分析來看生態的

變化。對於個別環境、動物之監測，較不易整體看出

變化，因為各因子會相互影響。 

3. 未來建議方向部分請修正，而櫻花鉤吻鮭族群變遷已

有資料。 

1. 感謝提供氣候資料來源 

2. 感謝委員指正，本計畫將會針對雪

霸之未來議題修正。 

3. 感謝委員指正，本計畫將修正對於

櫻花鉤吻鮭族群研究之敘述。 

金門國家公園

管理處 

徐解說員怡德 

1. 所收集的氣象資料未能完全反應、代表金門園區內的

氣候資料。 

2. 未來調查方向，在金門園區內因人為因素的影響很

1.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會修正氣候分

析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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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委員意見 本計畫意見回覆及修正情形 

大，今年本處亦會作相關研究。 

海洋國家公園

管理處 

王技佐俊堯 

1. 請於文獻收集分析中，增加已明確之暖化影響與如何

改善之案例，例如 98 年聖嬰現象，世界各地區因海水

溫度上升而白化死亡之情形與改善策略及若干陸域案

例，亦請於行動計畫中研擬出因應方向。 

2. 第三章國家公園可推動之方向中，列有「擬訂遊憩衝

擊評估模式」應非屬於全球暖化相關議題，建議刪除。

3. 觀於氣象資料收集之問題，應以區域性較大尺度之方

向來看，而非僅侷限於某個氣象站之資料。另外，氣

候資料應包含歷年颱風資訊(如發生在西太平洋之颱

風數)、侵台數目及強度等，以瞭解極端氣候型態之變

化趨勢。 

1. 遵照辦理 

2. 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將修正內容

3. 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以受暖化影

響較大之項目為主要研究對象，因

此以溫度及雨量為主。 

林科長玲 1. 本案計畫目標並非替各國家公園收集氣候資料與研究

調查報告及研擬如何因應暖化的作法。 

2. 本計畫中，國家公園在未來要作的部分主要設定在研

擬 98-100 年行動計畫，藉以喚醒社區民眾及遊客對全

球暖化對環境影響的重視。後續的執行進度，係將行

動計畫編輯成手冊，主要分成兩部分： 

(1) 第一部分：以暨有資料及案例為主，提供各管

理處業務人員參考，內容包含分年之工作重點

項目、具體措施，並搭配本年度計畫中所歸納

之研究成果、案例、國外經驗等文獻，逐年提

出建議行動方案，如教案、活動企劃及網站企

劃等。 

(2) 第二部分：參考最近研究成果與國際趨勢新擬

訂之計畫提供本署作為日後施政方針及 98-100

年計畫招標文件製作之依據。 

3. 請學會依契約規定於期中簡報提出 98-100 年行動計

畫，並召開座談會和各管理處討論是否可據以執行。

遵照辦理，本計畫會檢討定位，同時依

據委員意見努力完成後續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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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期中會議審查記錄(第一次) 

會議日期：97 年 9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會議地點：本署 B1 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林組長義野 

委員意見與回覆： 

審查委員 委員意見 本計畫意見回覆及修正情形 

（一） 

柳委員中明 

 

1.三大面向、任務及工作項目的優先排序，均需與各國

家公園溝通討論。 

2.在期末報告前，應與各國家公園討論已在進行的計

畫、需要修改加強的計畫（包含經費），如此，才能在

98 年立刻進行。 

3.在既有的計畫之上，需要保留一個持續性規劃修正核

對的計畫，以為 3年之後續作伏筆。 

4.在「環境變遷教育解說手冊」中第三部曲的內容，請

與相關學者討論修改內容，以免遊客對其產生疑問誤

導之嫌。 

（1） 溫度上升：並非 2℃，請詳査資料，而全球增溫

的 2-3 倍，措辭請修整。創下...此句不認同，

請修正。 

（2） 玉山國家公園鳥類是否增加 2-3 種？ 

（3） 「對人類生存影響」此句太強烈。 

 

1.遵照辦理，本團隊將與各國家公園進行

訪談 

2.感謝委員意見，本團隊將與各國家公園

討論已在進行的計畫以利後續執行。 

3.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針對持續性之項

目提出期程說明，詳見 4-18-4-38 頁。 

4. 遵照辦理，本計畫已修正內容，詳見

5-12 頁與 5-13 頁 

（二） 

周委員昌弘 

 

1.本報告原則上內容相當充實，唯報告中  很多地

方的內容參考之資料沒有文獻 之引用，這對原始作者

會構成不尊重甚 至被認為抄襲之嫌，故建議在期末報

告 時一定要修正，如 p2-6 均無出處，似此現象太多。

例如引用資料來源：營 建署國家公園資料，無年代亦

無期刊或第幾報、幾頁等均需載明。 

2.有些數字如海拔 607.11 公尺，應以阿拉伯數字

不以國字表示，以便容易閱讀。 

1. 遵照辦理，本計畫已補充文獻來源，

詳見附錄 9參考文獻 

2. 遵照辦理，本計畫已修正數字寫法。

3. 遵照辦理，本計畫已依據文獻來源據

實描述。 

4. 遵照辦理，本計畫已附錄說明，詳見

附錄 5。 

5.感謝委員提醒，本計畫之行動計畫已針

對不同需求列入 98-100 年之計畫，詳見



附錄三 

 附 7

審查委員 委員意見 本計畫意見回覆及修正情形 

3.內容陳述雖然豐富，但因無文獻，所以不便查證

所言是否正確。如“CO2 能逐 漸消失＂，引自許晃雄

（1998），但我相信許教授之結論絕對不會是這樣說

的，因此引用並陳述時不要改變原作者  之說法。 

4.附 35 第一欄上沒有作者，宜加入。 

5.國家公園之目的及任務，應將保育、觀光遊憩及

研究之重要性有所區別，各國家公園特色不同其行動方

案亦有不同。 

6.建議國家公園的最高處如玉山或合歡山上建立

一個CO2的長期監測以了解未來台灣的CO2量是否如國

外報告一樣之增加趨勢，換言之我國應該有自己的數

據，才能預測未來台灣暖化的情形。 

 

報告書 4-18～4-38 頁。 

6.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已列入行動計畫

中，詳見 4-22 頁 

 

（三） 

張委員哲明 

 

1.資料回顧評估變遷趨勢和預期影響，應註明資料來源

如 nature 是哪一期？  IPCC 是哪一年？以及其資料和

數據確認。 

2.暖化對國家公園環境資訊之模擬與展現，本計畫可能

引用國科會研究計畫氣候變遷結果，以及各公園氣象分

析，以推估對國家公園的影響，未來在氣候變遷對國家

公園影響宜有所差異（各公園 氣象資料一橫量其代表

性，資料分析如溫度、長期趨勢分析，而非僅長期變

化）。 

3.國家公園環境變遷資訊之應用與宣導，在宣導文宣和

動畫應有不同層次，如一般和進階版，俾表示不同的深

度與廣度。 

4.行動計畫方案，應將參考之國外國家公園資料做分析

整合，建立一套或分別適合不同特點之國家公園之行動

方案。 

5.建立成效評估機制，除文宣動畫點閱率外，亦應加入

專家評估，俾能彰顯計畫成果。 

6.國家公園在未來發展觀光計畫的同時，亦應在環境教

育方向導入“總量管制觀念＂，俾能兼顧經濟發展和環

1.感謝委員提醒，本計畫已列入修正，詳

見 2-5 頁。 

2. 遵照辦理，本計畫已補充用國科會研

究計畫氣候變遷結果。 

3.感謝委員意見，網站之建置分為研究、

資訊與遊戲三部份，詳見 5-18～5-22 頁。

4. 遵照辦理，本計畫已整合國外國家公

園資料，詳見報告書 3-83 頁。 

5.感謝委員意見，評估機制後續將會邀請

專家共同評估。 

6. 遵照辦理，本計畫已列入總量管制觀

念之計畫，詳見 4-18～4-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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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育。 

 

（四） 

戴委員昌鳳 

 

1.針對本計畫的五項目標（p1-3），雖有數據但並未提

出具體成果： 

（1）國家公園歷年氣候資料分析評估變遷趨勢與

預期影響，期中報告書僅收集資料，並未做統計分析，

亦未做評估（附錄三）。 

（2）建立全球暖化對國家公園環境變遷之模擬與

展現，本報告亦未收集國內已有之模擬研究，加以整

理，遑論字行模擬與展現。 

（4）因應氣候變遷行動計畫方案，目前提出之方

案稍嫌籠統，應更具體些。其次，關於“預警＂應是重

要項目但未提及（p4-18）。 

2.各國家公園可推動之行動計畫，大致雷同，應建立珊

瑚礁白化預警機制及因應策略…等。 

3.參考或引用文獻未詳列，應補充。 

4.研究團隊收集了很多資料，但尚未加以整合分析，應

整理出與國家經營管理有關之資訊，並予以評析。 

5.在行動計畫方案中，建議加強氣候變遷與遊憩活動對

國家生態資源衝擊評估，並經由加強遊憩活動管理，減

輕氣候變遷的可能衝擊。其次，預警機制或系統之建立

與因應策略或方案亦很重要。 

1.感謝委員提醒，本計畫針對氣候變遷進

行統計分析後發現並不顯著，因此針對

20 年各月份進行分析，詳見附錄 4。 

2. 遵照辦理，本計畫已補充用國科會研

究計畫氣候變遷結果。 

3. .感謝委員提醒，本計畫已補充預警之

內容，詳見報告書 4-18～4-38 頁。 

4. 遵照辦理，本計畫已針對不同國家公

園提出各自之行動計畫，詳見報告書4-18

～4-38 頁。 

5. 遵照辦理，本計畫已整合相關資料並

於第四章行動計畫中提出。 

5. 遵照辦理，本計畫已列入減輕遊憩衝

擊之計畫，詳見 4-24 頁。 

（五） 

李委員培芬 

 

1.報告書中用了許多研究者的研究成 果，請列出文獻

的引用。 

2.報告書中有一些描述似有問題，如「這些氣體僅能靠

自然分解的過程逐漸消失」（p2-2），請改善。 

3.各國家公園可推動之行動計畫方向，應該考慮各國家

公園在資源上之特色，並應分陸、海域之情形而有不同

之建議。 

4.現有的行動計畫太粗放，且對各國家公園之現況和發

展並不清楚，加上所建議之內容有些過於理想又有些缺

1.遵照辦理，本計畫已補充文獻來源，詳

見附錄 9參考文獻 

2. 遵照辦理，本計畫已修正，詳見 2-2

頁。 

3. 遵照辦理，本計畫已依不同國家公園

資源補充計畫。 

4. .感謝委員提醒，本計畫後續將到各管

理處訪談，藉以研擬更明確之計畫。 

（1）生態資料庫之確認同樣將與各管理

處討論後調整之。 

（2）本計畫已修正 GIS 之相關敘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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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須改善： 

（1）生態資料庫：其內容為何？若僅有重要物種

（如何界定），可能要明確，要建立哪些資訊需明確。

植栽之內容似為園藝之內容？外來種對國家公園之衝

擊似乎也只有幾個國家公園較為嚴重。另請注意其適用

對象。 

（2）GIS 僅為工具，無法做為預測變遷之模式，光

有 GIS 無法發揮其功能。 

（3）資料保護計畫應包含生物和非生物性之內容。

（4）目前的行動計畫仍缺乏有 community 和

ecosystem/landscape 階 層的想法，須改善。 

（5）有關「結合 NGO 和地方團體共營」 之議題和

建議，須依據各國家公園之特色和現況，以及現有的使

命而調整。例如東沙環礁國家目前 5年  內為嚴格的復

育期，似乎不適合共管。 

5.請注意行動計畫的時程和優先順序。 

6.解說教育手冊之內容，請加入除了物種外的生態衝擊

說明，否則這手冊會有誤導的問題。另外，造成全球暖

化的原因（p5-15）並不是很明確，請修正。 

以更全面性之方式預測變遷，詳見報告書

4-28～4-38 頁。 

（3）遵照辦理，目前已列入生物與地景

維持之部分 

（4）遵照辦理，計畫已提出與地方團體

合作以及保護特殊地景之項目。 

（5）感謝委員提醒，本計畫已修正東沙

環礁國家公園計畫內容，詳見 4-38 頁 

5. 遵照辦理，目前已列入時程 

6. 遵照辦理，目前已補充相關內容 

（六） 

龍委員世俊 

 

1.本計畫著重國家公園因應全球暖化下之行動方案，目

前探討國家公園本身氣溫等氣象條件之變化，但有些國

家公園並沒有自己本身之氣象資料，建議未來行動方向

中，可考慮建立本身簡單之氣象監測站，以實際監測國

家公園之氣象資料，作為未來探討全球暖化對國家公園

之基礎。 

2.報告中提出七個國家公園對環境與生物監測在進行

中，經本計畫整理這許多報告後，是否可提出目前已知

在各國家公園可作為指標物種之建議清單，提供署內及

各國家公園參考。 

3.p3-13 至 p3-20，初擬日後國家公園之研擬議題，但

並未說明以何種原則選擇或理由來擬定這些研究議

題，以致於十分突兀，建議在此多做說明。 

1.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已於行動計畫中

列入氣象變遷監測系統計畫，詳見 4-18

～4-38 頁。 

2. 感謝委員意見，此部份本計畫將與各

管理處討論後列出。 

3.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已於 4-1 頁說明

議題研擬方式。 

4.感謝委員提醒，關於各國家公園的計

畫，本計畫是以行動計畫架構檢視各國家

公園目前較為缺乏的補充之，現已補充共

有的行動方向以及各國家公園特有的方

向，詳見報告書 4-18～4-38 頁。 

5. .感謝委員提醒，本計畫針對氣候變遷

進行統計分析後發現並不顯著，因此針對

20 年各月份進行分析，詳見附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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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4-8 行動計畫之主軸架構，有些在 p4-18 各國家公

園行動計畫方向中並未列入，原因為何？建議可分別列

出各國家公園共有的行動方向，以及各國家公園特有的

方向，並列出優先順序。 

5.p2-14~p2-21 氣溫比較並未做統計分析，國內資料並

列出 reference，p3-8 蘇“惠＂貞應為蘇“慧＂貞，請

更改。 

 

 

 

（七） 

國科會 

 

1.建議本計畫應先確立執行本案的定位，尤其是在行政

院國家永續會現行的「因應氣候變遷暨京都議書因應小

組」與國家永續會生物多樣性分組行動計畫等上位計畫

的框架中，國家公園在氣候變遷影響的角色為何？ 

2.雖說是先驅計畫，無法進行深入探討，但建議就國家

公園業務重點與各國家公園的保育重點項目在氣候變

遷下所可能遭受的衝擊與可能存在的脆弱性等進行了

解，作為後續工作之參考。否則難以呼應 p2-34 中國家

公園為保育核心的定位。 

3.報告書中有些敘述失之主觀，如 p3-9 中提出「國外

的相關研究在…落實的相當徹底，…相較於台灣目前的

研究成果，確實是落後了一大差距」若能提出件數或經

費作為佐證，可增加客觀性。 

4.國科會相關研究的彙整上，若以「氣候變遷」作為搜

尋基礎，確實已完成絕大部分文獻，但氣候變遷對生物

/生態系/生物多樣性的影響研究，並不必然以「氣候變

遷」作為關鍵字，反而會是偏向基礎性的研究，如分佈、

環境梯度變化、耐受力等，都可列入探討的範疇。 

5.在文獻整理上： 

（1）附 29 頁，若執行團隊可將相同主持人、相同

計畫，依不同年度整理時，可更有系統。 

（2）p3-21 表中借用國科會、國家公園研究與國家

公園計畫，但未列其他部分（農委會、環保署）的計畫，

建議補強。 

1. .感謝委員提醒，本計畫參考相關之計

畫與政策後，研擬相關議題，詳見 3-86

～3-99 頁 

 

2. 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已針對各國家

公園進行之業務與計畫進行趨勢分析與

建議，詳見 3-17～3-38 頁。 

3.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中過於主觀之敘

述以進行修正。 

4.感謝意見，本計畫以補充氣候變遷之相

關研究，詳見第二章。 

5.文獻整理建議 

（1）遵照辦理，本計畫已將相同主持人、

相同計畫，依不同年度整理，詳見附錄 5

（2）遵照辦理，本計畫已修正該部份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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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3-8 國科會相關研究彙整中，提及了環保署與農

委會，建議分開陳述。 

（八） 

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 

 

1.林務局近年在因應氣候變遷部份著重碳減量的部

份，希冀本計畫有整體規劃可作為本局後續之參考。本

局的研究重點在評估森林的碳吸存效應及後續之推動

與參考，也收集各國林業政策及議題，建置碳管理參

考。未來鼓勵企業造林並配合環保署政策推動，後續著

重企業造林如審議與認證部份。 

2.有關全球暖化的調適政策，經建會刻進行「氣候變遷

長期影響評估及因應策略研議計畫」是站在一個較高的

面向去研擬國家因應策略，建議計畫團隊可參 考。 

1.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已參考「氣候變

遷長期影響評估及因應策略研議計畫」進

行本計畫之內容編撰。 

（九） 

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林業試驗

所 

 

1.林試所在氣候變遷的研究於3-4年前開始參與碳吸存

的研究，主要是有關土壤及根源碳吸存、碳庫的調查與

分析，目前已有報告產出。近年擴大至森林敏感性物

種、入侵種的研究方面，利用模式分析，與電腦模擬未

來森林敏感性物種的變化與入侵種入侵趨勢，並參與國

際研討會。未來將擴展至高山寒原土壤物種及高冷地區

土壤受暖化的影響等研究面向。 

2.有關附錄東沙環礁家公園活溯至 95 年，其他國公園

部分僅至 94 年，已知雪霸已有 97 年的研究報告，團隊

我收集的資料並非最新的，請再暸解。 

3.近來歐美國外有關暖化的研究相當多，今年法國有一

研究案例是調查阿爾卑斯山某植物在過去100年間海拔

上升 17 公尺之資料，相較於國內無此方面之研究報告

產出，但應該已有相關研究刻 正進行中，此部分請參

考。 

1.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針對各國家公園

的計畫已進行補充，目前已補充到 97 年

2.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已列入參考。 

（十） 

墾丁國家公園

管理處（書面

資料） 

 

1.p2-4 過去 100 年台灣地面平均氣溫已上升 2度，是全

球增溫的 2-3 倍；這樣的資料可信度如何？是否有正式

的文章發表？如果此種現象存在，表示暖化仍受微氣候

之影響，那理論上高山型的國家公園，其暖化現象應該

不明顯。 從各國家公園之氣候資料，是否可得此種結

果？ 

2.氣候資料之分析，僅以圖表示方式呈現，並無進行實

質的統計分析。文中並提及 20 年的氣候資料，前 10 年

1.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以針對委員所提

建議修正內容， 

2.氣候變遷之資料經統計分析後發現不

顯著，因此改以分析 20 年間每月數量之

趨勢，詳見，附錄 4。 

3.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所研擬之行動計

畫已列入環境教育之面向，詳見報告書

4-18～4-38 頁。 

4.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在進行訪談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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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委員意見 本計畫意見回覆及修正情形 

雨後 10 年之資料比對，氣溫有明顯差 異；未進行統計

分析，如何說服氣溫是否有顯著差異？建議氣候資料應

進行統計分析。如何從氣象資料之分析，推估出未來的

變遷趨勢，以及對各個國家公園，產生可能的預期影響

是什麼？在報告書中未顯現。此一部份為本案的研究目

標之ㄧ，應該補充並加強。 

3.p2-33，國家公園三大主要目標，應修訂為四大目標，

新增「環境教育」乙項並詳細說明其內涵；如此方能與

第四章連結。 

4.p4-27 表 4-4 中“擬定區內資源之維護計畫＂項內，

共提出三項工作項目，個人認為此三項與全球暖化環境

變遷，無 直接關連應予修正。 

調整相關計畫。 

 

審查委員 委員意見 本計畫意見回覆及修正情形 

（十一） 

玉山國家公園

管理處 

 

1.計畫團隊所收集的研究計畫或至 93 或   至 94 年，建

議統一收集 96 年的研究報告。 

2.建議進一步收集玉山的詳細氣象資料，並作深入探討。

3.動物監測在玉山、太魯閣及雪霸國家公園區內，已有

山椒魚的監測，後續亦有 「國家公園氣候變遷指標動物

族群（以山椒魚為例）監測」。 

1.感謝委員意見，氣候變遷之資料經統計

分析後發現不顯著，因此改以分析 20 年

間每月數量之趨勢，詳見，附錄 4。 

2.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已修正內容，詳

見 3-17～3-38 頁。 

（十二） 

陽明山國家公

園管理處 

 

1. 在保育面向部分國家公園落實物種監測調查。 

2. 解說教育部份，希冀國家公園（從業人員）自我反

省並以身作則，在情境上引導遊客容易接受，俾利

環境教育的推廣。建議環境教育的推廣模組可透過

（1）生態解說即透過環境學習；（2）生物多樣性活

動；（3）自然體驗即情境是引導學習方式進行。 

 

1.感謝委員提醒，關於環境教育之細

部計畫後續將會至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

處訪談後修正補充之。 

（十三） 

太魯閣國家公

園管理處 

 

1. 國家公園內哪些現有行為會加劇區域暖化效應，其

加成作用的影響對象是哪些？哪些是最嚴重的。建

議先釐清加劇行為之後，才能提出有國家公園特色

的行動或管理方案。 

2. 全球暖化除溫度的改變外，其衍生效應包含自然營

力的改變，例如加速侵蝕等作用，其對國土保育有

何影響，建議可論述。 

1.遵照辦理 

2.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在第二章已說明

暖化提高海面，造成保護區之縮減，詳見

報告書 2-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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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委員意見 本計畫意見回覆及修正情形 

 

（十四） 

雪霸國家公園

管理處 

 

1.本處在期初審查會議中已提供雪霸園 區內有武陵、觀

霧及佳陽等氣象站，但計劃團隊尚未收集此部份資料，

請改正。 

2.報告書中 p3-15、3-16 研究議題第 2-項提及櫻花鉤吻

鮭，此部分是本處的點已持續進行中，且已有水質的監

測， 此部分請修正。 

1. 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已於氣象站蒐

集資料，相關之合作氣象站因資料未審核

不公開，後續將會持續與其溝通取得。 

2. 遵照辦理，本計畫已修正，說明可持

續進行該項計畫 

（十五） 

金門國家公園

管理處 

 

金門國家公園部分，在潮間帶陸化問題嚴重，請計畫團

隊將此問題納入。 

1. 遵照辦理，本計畫補充此一議題，詳

見 2-33 頁 

（十六） 

海洋國家公園

管理處 

 

1. 行動計畫應更明確外，並應建立控管機制，以確保

行動計畫的落實。 

2. 行動計畫中營建署的角色建議列入，如建立大尺度

的監控或預警系統。 

 

1. 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將會慎重列入

考量。 

2. 遵照辦理，本計畫已補充此一方向，

詳見報告書 4-18～4-38 頁。 

（十七） 

盧簡任視察 

 

1. 在背景資料分析（第二章）後建議增加１項，即分

析結果後對國家公園衝擊之結論。 

2. 全台氣候變化與各國家公園的測站，例如在高山型

與海洋型國家公園不同，海拔高度亦不同，其關連

性未做出，建議宜作深入分析，以得到較具說服力

的結論。 

3. 報告書前至後應與行動計畫緊緊相扣，才能和經建

會規劃之「氣候變遷長期影響評估及因應策略研議

計畫」做連結。 

 

1. 遵照辦理，本計畫已補充內容，詳見

2-34 頁。 

2. 遵照辦理，本計畫以加強此部份，氣

候變遷之資料經統計分析後發現不

顯著，因此改以分析 20 年間每月數

量之趨勢，詳見，附錄 4。 

3. 遵照辦理 

（十八） 

林科長玲 

 

1. 本次期中報告書依照本案契約書（邀標書）規定，

缺乏行動計畫使用後評估及成效評量方法請補充。

2. 行動計畫應單獨以手冊型態另行編輯，內容分成 2

部分（詳如契約）： 

（1） 以既有資料及案例供各管理處業務人員參考，包

括工作重點方向與各項具體措施，並應逐年提出

建議行動方 案。 

（2） 參考最新研究成果與國際趨勢新擬  

1. 遵照辦理，目前已補充使用後評估及

成效評量方法，詳見第六章 

2. 遵照辦理，本計畫已研擬手冊內容規

格。 

3. 遵照辦理，本計畫已補充氣候變遷預

估之相關文獻 

4. 遵照辦理，本計畫已補充 IUCN 之相

關文獻，詳見第三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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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委員意見 本計畫意見回覆及修正情形 

      定之計畫，供本署作為施政方針及  

      98-100 年計畫招標文件製作之依  

      據。 

3.有關資料使用手冊與環境變遷簡易測 量之工具部

分，請計畫團隊補充與修正。另委員提出國內有氣候變

遷與測模式相關成果，請先 search 適用國家公園的部

分，並補充之。 

4.期初審查會議委員提供之建議，計畫團 隊並未完

全納入，例如王鑫老師提及全 球暖化對社經的影響未列

入，請加派人力投入本計畫。 

（十九） 

陳技士蓓真 

1.本次研擬的計畫，未明確的指出 98-100 年逐年要進

行的工作項目，並執行項目未完全切題且未適用於不同

特性之各國家公園，請改正。另請計畫團隊至 各國家公

園管理處收集資料與訪談，以確立未來可行的作法。 

2.在行動計畫各面向，請計畫團隊將管理處不同課室職

掌先查明。 

3.互動式網站中未見氣候變遷之預測模式，僅見闖關遊

戲，請改正。 

4.有關環境變遷教育解說宣導品、解說手冊之設計，應

將收集之資料、調查結果簡化、圖像化，供不同年齡層、

不同專 業領域的使用者參考與應用，此部分請 修正。

 

1.遵照辦理，本計畫已參考國家公園中程

計畫列入工作項目，後續將與各管理處訪

談後持續修正內容。 

2.遵照辦理，攸關更明確之職責將與各管

理處確認後修正。 

3. 遵照辦理，本計畫已補充，詳見第五

章第三節 

3.遵照辦理，計畫已修正相關內容，詳見

第五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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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會議審查記錄(第二次) 

會議日期：97 年 10 月 29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會議地點：本署 B1 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林組長義野 

委員意見與回覆： 

審查委員 委員意見 本計畫意見回覆及修正情形 

（一）李委員培

芬 

1. 在第四章行動計畫與內容研擬上，建議調整內容如

下： 

（1） 先談整體和共同性內容，就各國家公園所共同需

要的者先談，再談各國家公園因為生態特色的內

容所必須執行的重點。 

（2） 相對於全球變遷的課題，本計畫所規劃的時程非

常短，因此，能作的內容其實很有限，建議能依

此特性調整內容和執行的前後順序、優先性。 

（3） 目前的資料可能有欠缺，如外來種的資料，或需

要整理，如物種分佈資料，98-100 年的計畫內容

需依此狀態而調整，否則將有不易執行的問題。

（4） 目前的內容比較屬於物種層級，在生物多樣性的

其他內容似欠缺，請補充。 

2. 在長程的課題上，建議研究單位提出相關的因應作

法。 

3. 有關「造成全球暖化的原因」，「在溫室氣體會合會產

生全球暖化」處，仍有不清楚或不完整的地方，建議

修改。 

4. 簡報中所提到的各國家公園物種與現況有不相符之

處。 

5. P.3-31 應用 IKONOS 衛星影像於「地形地質圖面之繪

製」似乎不合理，請查明。 

6. P.3-33「金門國家公園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似乎

與現況不符。 

7. P.3-35 有關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資源調查的內容，似與

事實不符。 

8. P-1.2 研究範圍在金門部份，相對位置有需調整。 

（1） 感謝李老師的寶貴意見，在

行動計畫中，各管理處的計

畫都已經補充列出出屬於共

同性的計畫方向與各自的計

畫，內容煩請詳見報告書

4-13 頁 

（2） 感謝委員意見，在行動計畫

中已經列出期程與優先順

序，相關內容煩請詳見報告

書 4-15~4-31 頁。 

（3） 感謝委員的建議，外來種與

物種分佈的相關計畫會在與

管理處進行訪談後與各管理

處一同討論調整之。 

（4） 感謝委員建議，會在與管理

處進行訪談後與各管理處一

同討論可行性調整之。 

2. 感謝委員的建議，有關於長期發

展的課題已列於第四章第一節

的部份，詳見 4-3 頁。 

3. 感謝委員的建議，此部份將列入

慎重考量。 

4.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計畫將會修

正。 

5. 感謝委員的建議，該項目已刪

除。 

6. 感謝委員的建議，此部份將列入

慎重考量，原 3-33 頁之部份已

將海洋資源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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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計畫將會慎

重進行修正。 

8.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計畫將會修

正。 

（二）柳委員中

明 

1. 行動計畫不應只針對各國家公園，其中屬於共通性，

跨部會協調、長期規劃及評估等都建議納入「國家公

園組」由其進行整合。 

2. 建議各國家公園的行動計畫分為以下 5大類： 

（1） 氣候衝擊影響面 

（2） 氣候衝擊調適面 

（3） 創造新興產業面 

（4） 教育面 

（5） 休憩經營調整 

3. 建議子計畫應列出各年所需經費，各年成果考評點，

以利各國家公園瞭解所有經費與所需完成工作。 

4. 建議國家公園組，將考量氣候變遷衝擊納入長期國家

公園建置工作中。 

5. 氣象預測資料建立，可與中央氣象局分別建置，建議

國家公園可以規劃長期經費建置之。 

6. 環境教育手冊部份，以澎湖為例較不適合，因以大眾

較知悉的例子，如 2003 歐洲大熱浪，2005 年卡崔納

颶風等。 

7. 氣象資料，可搜尋大氣資料庫應該可得到研究團隊需

要的資料。 

1. 感謝委員的建議，此部份將列

入慎重考量。 

 

2. 遵照辦理，行動計畫的大方向

與委員所提的五大面向符合，

相關內容還請詳見報告書第四

章 4-15 到 4-31 頁。 

 

 

 

3.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計畫已經

列出計畫所需經費，計畫內容

詳見報告書第四章 4-15 到

4-31 頁。 

4. 遵照辦理。 

 

5. 感謝委員意見，氣象預測資料

之建置已列入「全球氣侯變遷

監測系統建置計畫」的內容中。

6. 感謝委員的建議，手冊中案例

的部份將列入慎重考量，並也

補充相關國外的案例。 

7.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計畫將會

慎重進行修正。 

（三）墾丁國家

公園管理處 

8. 報告書第附 198 頁之表格應往上移。 

9. 第附 199 頁至第附 206 頁之表格，應該要有表頭，

才知道是什麼表格。 

感謝委員意見，內容已經進行修正，

各國家公園皆已經列入標題，請委員

詳見報告書附錄 185-211 頁。 

（四）玉山國家

公園管理處 

1. 有關氣象資料，雪霸以宜蘭氣象站資料表示，太魯

閣以花蓮氣象站表示，其可性度方面似有疑慮，而

玉山國家公園內有氣象站、阿里山及嘉義氣象站，

若取得這 3 部份氣象資料，則本研究作為後續參考

的可信度較高。 

2. 氣候改變造成植物開花、結果習性不同，此部份是

比較容易看得到差異的，建議可以提列。而玉山國

家公園已進行國家公園氣候變遷指標動物族群（以

1. 感謝委員意見，因為氣象的資

料較多，同時有太多造成氣候

差異的因素，加上部份資料取

得不易，本計畫現階段會先蒐

集目前的部份，待後續計畫將

會持續蒐集更多資料。 

2. 感謝委員意見，內容已經進行

修正，然計畫團隊與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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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椒魚為例）監測 討論後認為指標物種可能也不

僅為山椒魚，所以建議未來可

以持續進行其他指標物種的監

測。 

（五）陽明山國

家公園管理處 

1. 有關陽明山國家公園的氣象資料，因園區微氣候變

化大，以竹子湖氣象站作代表，應考量是當否。 

2. 未來環境教育結合部份，建議加入生物多樣性實地

體驗，如此，可推展的更好。 

1.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氣候的資

料會受許多實質因素影響而有

差異，到底要以什麼地點作為

基準事實上也尚未有定論，因

此本計畫現階段先以竹子湖氣

象站作為階段性資料。 

2. 感謝委員的建議，環境教育的

部份將列入慎重考量，本計畫

現階段將優先以全球暖化為重

點主題提出環境教育面向之行

動計畫項目 

（六）太魯閣國

家公園管理處 

1. 有關環境手冊之「國家公園過去作了哪些的努力」

是很重要的章節，並應聚焦其以往工作減緩氣候暖

化的可能貢獻（與其他相似區作比較），或緩化衍生

衝擊的減輕，也應呈現於第二章第四節之後論述。

2. 附錄七，各國家公園之研究計畫整理建議可不分年

度全部納入，如僅以 86-96 年為分析對象，則應於

表前說明清楚。 

1. 感謝委員的建議，環境教育手

冊的的部份將列入慎重考量並

調整之，「國家公園過去作了哪

些的努力」的部份以已列於

3-12 頁後，而關於與其他未成

立國家公園的區域作比較方

面，因非屬本次計畫內容，本

計畫建議可以在後續研究進

行，或列於行動計畫中。 

2. 感謝委員意見，內容已經進行

修正，各國家公園的計畫都已

列出為 86到 94 年的計畫。 

（七）雪霸國家

公園管理處 

1. 表 4-1 到 4-3 工作內容專責單位部份與國家公園分

工並不相符，建議到各管理處座談時，邀集各課室

一同討論較妥適；另課室名稱已修改，請收受託單

位配合修改。 

2. 環境教育手冊內容文字過於僵硬，類似政令宣導，

建議文字再修正成較軟性些，以符合環教宗旨。 

1. 感謝委員意見，工作內容專責

內容部份已經與各處討論後進

行修正。 

2. 感謝委員意見，內容已經進行

修正。 

（七）海洋國家

公園管理處 

1. 宣導手冊代表物種應再檢討，建議介紹對環境變遷

敏感度大的物種以契合主題。 

2. 宣導品建議精緻化，避免一次使用又丟，對環境不

友善。 

3. 推動計畫項目及期程，有些不適當之處，建議修訂，

如東沙列有「流域集水區之管理」項目，應刪除。

1. 感謝委員建議，環境教育手冊

的的部份將列入慎重考量並調

整。 

2. 感謝委員意見，這紀念品方面

已經考量可以回收、精緻又易

收藏的方向，目前是可收式筆

筒為主。 

3. 感謝委員意見，內容已經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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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詳見報告書第四章

第 4-31 頁。 

（八）盧簡任視

察淑妃 

1. 資料蒐集、分析及詮釋，建議更嚴謹地說明（措辭），

避免以小詮釋大，以單點詮釋全面。 

2. 行動計畫之建議 

（1） 各國家公園共通性的項目先談再談個別性國家

公園的部份，建議將敏感物種、敏感區域匡列出

來，並於到國家公園座談時，釐清列出，納入行

動計畫中。 

（2） 國家公園統合部份，應進行的行動計畫，亦請研

提。 

3. 有關網站及環教解說手冊內容部份： 

（1） 初步構想已研提，請充實內容。 

（2） 網站可與國家公園組的統合平台來處理 

（3） 環教手冊則以管理處實際推動角度來研擬操

作，並和各管理處研擬。 

1. 感謝委員意見，內容已進行修

正。 

 

2. 感謝寶貴意見，在行動計畫

中，各管理處的計畫都已經補

充列出出屬於共同性的計畫方

向與各自的計畫，內容煩請詳

見報告書 4-15 頁後 

 

 

3. 遵照辦理，計畫內容的部份還

請委員詳見報告書第五章第

二、三、四節。至於環教手冊

的部份，已經與各管理處聯繫

並調整之。 

（十）林玲科長 1. 建議學會至各管理處進行訪談時，可邀請柳中明老

師、李培芬老師一同出席，以利計畫更完整。 

2. 文獻出處仍有些部份不完整，請修正。 

3. 學會研提環境教育互動式網站，與本書邀標書需

求仍有落差，請再修正。另環境教育手冊、簡易

測量工具、互動式環境教育網站，請召開工作會

議作最後確認。另所引用的動植物照片版權問

題，請各管理處協助取得。 

4. 研擬的行動計畫請依委員及各管理處意見修正調

整後，將行動計畫提供管理處各課室參考，邀請

各課室一同座談。 

1. 遵照辦理，本計畫在訪談過程

中有邀約兩位老師一同到各處

進行訪談。 

2. 感謝委員意見，文獻部份已經

進行修正。 

3. 感謝科長寶貴意見，網頁部份

已經與組裡溝通後連上網路，

同時也已進行工作會議討論相

關細項，動植物的照片也都列

出出處。 

4. 遵照辦理，行動計畫的討論已

於九十七年十一及十二月之間

到各處進行訪談。 

（十一）賴技士

麗巧 

 

1. 建議與 98-100 年國家公園的中程計畫有關連。 

2. 行動方案之探討除環境監測、環境教育之外，建議

增加綠能源、綠色運具、綠營建等之利用。 

3. 跨部會的合作應具體說明。各處的專責單位為何？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建議改為海洋國家公園。 

4. 建議見微知箸，在全球暖化情境下的行動計畫亦應

考量個別國家公園內環境敏感地區或原住民部落，

氣候變遷災害防治的風險管理機制的建置。 

5. 依本計畫工作內容所述，行動計畫需詳列具體措

施、經費、預期成果等，建議務實評估。 

1. 遵照辦理，行動計畫的研擬參

考國家公園的中程計畫，屬於

中程計畫細項之計畫皆有備註

說明。 

2. 遵照辦理，綠能源、綠色運具、

綠營建之項目已經列於行動計

畫中，包含舊建築的修繕與利

用大眾運輸工具等。 

3. 感謝委員意見，關於東沙環礁

國家公園建議改為海洋國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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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已修正。 

4. 感謝委員的建議，氣候變遷災

害防治的風險管理會列入各處

的行動計畫中，如環境變遷監

測與預警計畫。 

5. 感謝委員的建議，行動計畫的

具體措施、經費、預期成果等

部份將列入慎重考量。 

(十二)陳技士

蓓真 

 

1. 行動計畫初稿已擬訂，請依本案時程至各國家公園

管理處做深入訪談，確認研提之行動計畫是否符合

各處需求，或有窒礙難行的部分。 

2. 學會擬訂使用後評估及成效評量，這部分必須和網

站建置一起完成上網才有評估的時間。而該評估係

進行網站及實地評估，建議此部分可分成 3 部分：

技術、功能和行為評估，目前所提的調查表似乎以

技術（表 6-1，尤其問項 1-4）和行為（表 6-2）為

主，建議如下： 

（1） 增加功能方面的問項，或調整表 6-1 的

問項 5-7 以評估解說媒體的功能。 

（2） 考量網路使用者填寫問卷的耐心有限，

問項可酌減，建議以 ＂有利於日後改進參考＂ 

的問項為原則，例如字體大小在網頁設計上已

略有規則可循，也許可省略；又如解說媒體的

效果，建議以 ＂使用前後是否有增加原本不懂

的知識＂ 等為主要評估方向即可。 

1. 遵照辦理，行動計畫的討論已

於九十七年十一及十二月之間

到各處進行訪談。 

2. 感謝委員意見，評估的內容部

份已經調整為技術、功能和行

為評估，而細項的部份也都進

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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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期末會議審查記錄  

會議日期： 98 年 2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會議地點：內政部營建署 105 會議室  

主持人：林組長義野 (盧淑妃代 ) 

委員意見與回覆：  

審查委員 委員意見 本計畫意見回覆及修正情形 

（一） 

張委員哲明 

1. 解說教育手冊包括國家公園簡介、氣候變遷

影響、角色定位和行動計畫，架構尚稱完整。

在各國家公園資料的搜集整合已較完善，未

來如有後續更新，可在動植物生態方面與地

球暖化下之影響層面充實。 

2. 在未來行動計畫中，指標物種的建立仍是重

要，將可作為未來評估地球暖化影響的依據。

3. 本報告宜條列應做工作項目及確認各工作項

目是否已完成，俾告訴審查委員和委託單

位，本計畫已完成。 

4. 本報告應加入摘要（中文）和結論，才是一

完整的報告，俾利閱讀。 

1. 感謝委員建議，與全球暖化相關的影響

層面其實還有很多，本會也很贊同未來

應逐步進行並更新相關之訊息。 

2. 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已修正行動計

畫，於每一個國家公園都增列關於確指

標物種的評估計畫，爾後才進行後續的

計畫。 

3. 感謝委員寶貴建議，本計畫會在摘要及

第一章的部份說明清楚工作項目。 

4. 遵照辦理。 

（二） 

邱委員祈榮 

1. 手冊若再版，應註明資料來源與圖說，以說

明圖片的精神。 

2. 期末報告書附 34-115 頁： 

(1) 建議濃縮或是單獨成一檔案，直接給署

這邊電子檔，建議不納入報告書中。 

(2) 有關太魯閣及各國家公園的測站，請載

明測站名稱，並將中、長期變化繪出作

趨勢說明。 

(3) 在降雨量資料有些很突出的部分，建議

找尋造成的原因，例如颱風。 

(4) 雨量、氣溫等資料，建議在縱軸的尺度

應一置，以利各國家公園資料之比對。

3. 附錄五，文字請縮減。 

1. 感謝委員建議，關於手冊的資料來源與

說明已經修正。 

2. 感謝委員的意見，本計畫也認同委員的

意見，將氣候資料的部份調整編排縮減

頁數，而在報告書前面都曾提及每一個

測站的名稱，而本計畫也會於附錄再加

以說明；在降雨量的部份，本研究同樣

會加以確認突出的原因，並重新調整不

同國家公園所有氣候資料的橫縱項單

位。 

3. 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會針對內容再加

以調整。 

4. 遵照辦理，行動計畫已依委員建議調整

各年度經費與三年總經費。 

5.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會將本計畫研擬

之部分與國家公園中程計畫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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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委員意見 本計畫意見回覆及修正情形 
4. 行動計畫部分，建議整理成一總表與各處總

經費表。 

5. 報告書中所提行動計畫，有些已被列入國家

公園中程計畫中，而因應全球暖化研提之計

畫有哪些？應分別詳列，以利區分。 

6. P4-16 建議將「環境教育媒體大眾推廣計畫」

與「宣傳媒介」部分，應說明此兩部分係因

應全球暖化所研提之計畫。 

7. 行動計畫中，有關各名詞的使用，建議更

specific，名稱勿過大。 

8. 建議行動計畫研擬因是在既有工作上，強化

其與全球暖化之關連。 

9. 建議本報告書可研擬衝擊評估，俾利提出國

家公園未來的建議，如環境監測地點的設置。

10. 有關移除計畫，其是否與氣候變遷有關，建

議刪除。 

11. 本案行動計畫應以“調適”為出發點作考量。

12. 本案應摘要出各管理處作了哪些努力。 

6. 遵照辦理 

 

7.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之行動計畫已與

各管理處討論過，委員建議範圍過大計

畫將儘可能調整為比較確認、清楚的計

畫。 

8. 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將會參考既有工

作內容整理之。 

9.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已於行動計畫中

列入關於環境監測的計畫，煩請過目報

告書 4-15-4-32 頁。 

10. 感謝委員建議，移除計畫是針對生物多

樣性的議題來發展的，從大方向來看還

是有關聯性，因此必須保留其內容。 

11. 遵照辦理 

12. 感謝委員意見，各管理處做出的努力本

計畫針對保育部份已於第三章提出說

明，詳見 3-11～3-29 頁。 

（三） 

周委員昌弘 

1. 引用本人的研究部分，請再確認。 

2. 附錄十參考文獻附 229 頁，有關“周昌弘、李

政諦、黃琮竣、李彥屏、王國維、林彥宇”，

其中“林彥宇”是否參與該案研究計畫，請查

明。 

1. 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會再次詳盡地檢

查相關研究的部份。 
2. 感謝委員意見 

（四） 

墾丁國家公園管

理處 

1. 以本計畫所列管理處未來可推動計畫來看，

除原有中程計畫外，似乎無法全部納入本案

之建議內容。 

2. 建議報告最後增加“結論與建議”章節。 

1. 感謝委員意見，關於行動計畫的部份已

於各管理處進行討論，本計畫同時也會

再次檢視討論的內容再來進行修正。 

2. 遵照辦理。 

（五） 

玉山國家公園管

理處 

1. 附 44 頁，二.“玉山-氣溫”，附 50 頁“B 玉山-
降雨量”(B 字請刪除)，建議增加“資料來源：

玉山北峰”(雖在 2-16 頁已說明)，同樣地，各

處的氣溫及降雨量附表亦請增列資料來源。

2. 2-17 頁，建議“15)”日照時數請刪除，以符合

各處僅列氣溫、降雨量之資料(資料統一呈

現)。 

3. 附 206 頁，自然環境基礎保育調查事項中在

海域與陸域部分，民國 91-95 年之資料請增

列氣象與水質網(95 年)。其係玉山小型研究

計畫，該網資料已登錄 91-96 年塔塔加、南

1. 遵照辦理。修正內容請見附 44 頁，附

50 頁。 

2. 感謝委員提出錯誤之處，本計畫已刪除

2-17 頁的部份。 

3. 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將會補充入相關

研究計畫的部份。 

4. 感謝委員對手冊的建議，本學會將再次

修正以達需求。 

5. 關於氣候資料的部份，將會重新編排縮

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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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委員意見 本計畫意見回覆及修正情形 

安、梅山、天池地區 4 站微氣象資料，並有

該 4 站水源之水質、排雲山莊、東埔一鄰水

源水質及荖濃溪、楠梓仙溪、拉庫拉溪、沙

里仙溪(分養鱒場上、下游)之水質等豐枯水

質的 6 年資料。另再增加一本 96 年玉山國家

公園氣象與水質調查自行報告(可見玉山網

站線上圖書館查詢)。 

4. 教育手冊部分，建議文稿及圖片再修正，可

詢問各處解說教育課，以茲周延。 

5. 同 1，另建議附表 32-115 頁，請再濃縮，如

1-4 月資料放入 1 頁即可，減少紙張用量或刪

除(因原文已說明)。 

（六） 

陽明山國家公園

管理處 

 

1. 手冊請加強，本處提供學會 3 張照片作手冊

使用，但未見使用。 

2. 手冊第 7 頁有一張台灣藍鵲照片，資料來源

為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不恰當。建議手

冊可以多些圖表。 

1. 感謝委員對手冊的建議，本學會會參照

貴處給的資料修正。 

2. 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會審慎列入參

考。 

（七） 

太魯閣國家公園

管理處 

 

1. 太管處在未來推動的行動計畫部分，因為本

人未參與實際的訪談會議，如內容均為該訪

談會議結論所確認，本人無法作最終確認動

作。 

2. 解說教育手冊，內容仍需作進一步確認，請

與本處保育課進行聯絡與更新。 

1. 感謝委員的客氣建議，本計畫確實已到

管理處訪談後修正此一計畫。 

2. 感謝委員意見，關於手冊的部份將會再

修正。 

（八） 

雪霸國家公園管

理處 

1. 到雪霸訪談的紀錄中，雪霸參加座談的人員

所在課室及職稱嚴重誤植，請再 check 是日

簽到表，而相關會議紀錄請再確認。 

2. 氣候變遷解說手冊內，雪霸資源部分圖片僅

放置 2 張，部分圖片例如帝鴙、河烏來源為

何？之前本處提供鴛鴦或山椒魚未見使用。

3. 未來可推動計畫方向中，“生態指標預警系統

之建立”及“進行指標物種復育及保育工作”
兩部分於座談會中建議刪除，但報告書中未

見刪除。 

1. 感謝委員的修正，很抱歉這部份是團隊

粗心的地方，本計畫會修正完整。 

2. 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會針對貴處之前

提供的櫻花鉤吻鮭列入手冊中。 

3. 感謝委員意見，此部份後來與柳老師討

論過，柳老師與長官後來決議保留，請

委員詳見訪談記錄。 

（九） 

金門國家公園管

理處 

1. 期末報告書 4-27，金門國家公園範圍內涵蓋

的海域部分，有誤，因金門國家公園並未包

含海域，僅有海岸，請修正。 

2. 報告書 3-29 成果統計表，數字有誤，本處可

提供正確資料供其參考修正。 

3. 手冊重要資源特色，建議水獺改為鳥類，如

1. 感謝委員意見，關於海域的部份將會修

正。 

2. 感謝委員的建議，還請貴處提供正確資

料。 

3. 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會審慎列入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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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委員意見 本計畫意見回覆及修正情形 

單一鳥種以鸕鶿為代表，冬候鳥目前已達

10,500 隻。 

4. 本處指標物種經多年研究之經驗，指標物種

已確定應包括公虫植物、鱟、螢火蟲，如更

深化之研究植物之開花結果、動物(如鳥類之

繁殖次數、生理變化)、候鳥北遷南遷的時間

變化是否變化很大或不同。 

5. 氣象資料可向金門農試所及金門氣象站索

取，統計的資料會較為客觀。 

4. 感謝委員提供指標物種之建議，本計畫

將會針對此一建議調整行動計畫內容 

5. 感謝委員意見，氣候資料本計畫會審慎

列入參考。 

（十） 

海洋國家公園管

理處 

解說教育手冊文字及美編均有待改善。 感謝委員意見，行動計畫文字與美編本計畫

會審慎列入參考。 

（十一） 

林科長玲 

1. 本案依契約規定係需繳交 300 字以內的中英

摘要，請老師再把結論擬出。 

2. 本案收集豐富的國外國家公園資料，如英

國、美國及日本等，值得本署及各管理處參

考與借鏡。 

3. 本案契約係一擴充採購，經甲乙雙方協議，

今詢問團隊的意見是否有意願再承接，提請

討論。 

4. 本署角度係建立綜合型政策計畫推動，若各

處建議由本署作整合型的政策訂定與計畫擬

定，會參照各管理處意見，自由各管理處執

行推動，後續再作分工。 

5. 手冊部分有召開工作會議請老師及各管理處

同仁作審視，照片亦請各處提供版權無虞之

照片，文字部分也請李彥希老師與引用文獻

之老師聯繫確認同意使用，但是仍有未進完

善部分，請李老師這邊將照片標示攝影者資

訊。 

6. 手冊原設定係以鄰近社區作宣導，並寄給各

管理處 50 份，以簡易文字為主，故以解說教

育之推動作起，而在編輯、保育、解說與嚴

重錯誤部分，請老師團隊修正。 

1. 遵照辦理 

 

2. 感謝委員 

 

 

3. 感謝委員說明此部份將會行文通知。 

 

4. 感謝委員對於行動計畫的建議，相關的

內容會再調整，而關於行動計畫中較屬

於綜合性計畫由署裡整合的部份，本計

畫建議應是各處與署討論後再來確認。

5. 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將會修正手冊照

片的部份。 

 

 

 

6. 遵照辦理。 

（十二） 

賴技士麗巧 

1. 報告書 2-31，「盈」利性，請修正為「營」利

性。報告書 3-9、3-26、3-26「東沙環礁」國

家公園，請修正為「海洋」國家公園。 

2. 報告書 3-26「…金門國家公園未來走向主要

1. 遵照辦理，修正部份請見報告書 2-31、
3-9、3-26、3-26。 

 

2. 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已修正觀光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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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 委員意見 本計畫意見回覆及修正情形 

朝觀光化發展為目的…」，有關觀光化建議慎

酌，應以傳統建築文化保存及歷史戰役史跡

維護為方向。 

3. 報告書 4-3，議題三因應對策，建議參酌

「97-100 年國家公園中程計畫」中論述推動

國家公園署，設立研究中心或環境教育中心

等內容，除持續性推動跨部會合作之外，借

鏡國外及中程計畫思考國家公園管理位階。

是否能在減緩全球暖化之議題有所助益。 

4. 手冊照片解析度應注意，有些有物種有些沒

有應統一，建議條列式。手冊非小型論文，

引用學者資料部分建議重新編寫，活潑化。

5. 報告書 4-20、4-22、4-25、4-26 企「畫」請

修正為「劃」。 

6. 附 1 主持人請修正為「林委員兼召集人義

野」。 

 

字眼，請見報告書 3-26 頁。 

 

 

3. 感謝委員意見，行因應對策方面在期初

時以與各委員討論過內容，因此暫時先

以促進各處合作為主要方法。 

 

 

 

 

4. 感謝委員意見，引用的部份將會列入考

量。 

 

5. 遵照辦理。 

 

6. 遵照辦理。 

（十三） 

陳技士蓓真 

 

1. 依據本案合約，期末報告書缺少成效評估的

資料，請補充。 

2. 成果報告書建議依照內政部委託研究計畫作

業規定附件七格式書寫。 

3. p3-8、p3-10，收集了行政院各部會暖化相關

研究，P3-11 收集國家公園學報研究資料，但

是國家公園成立二十多年，並非僅保育成果

有目共睹，在解說教育、遊憩服務等均有貢

獻，建議可再加強此部分作未來的執行、經

營管理規劃。 

4. P3-81 在三、國內外針對氣候變遷推動之行

動策略比較，建議請老師提出國家公園已進

行與可進行的行動策略，藉以區分國家公園

與公家機關各部會的差異，顯示出國家公園

亦做相關的努力。 

1. 遵照辦理。 

 

2. 遵照辦理。 

 

3. 感謝委員建議，本計畫因應全暖的議題

為一較新的議題，大多數的研究還是保

育為主，研究的議題為主，因此在此次

工作以保育工作的蒐集為主，後續建議

可以繼續蒐集其他面向的內容。 

 

4. 感謝委員意見，國家公園已進行與可進

行的行動策略的比較部份將會審慎列

入考量並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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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國家公園近年氣候資料分析  
 

墾丁國家公園（資料來源：恆春氣象站） 

1. 氣溫 綜觀墾丁國家公園氣

溫在過去 20 年的記錄

中分佈狀況平均，但若

以 10 年做分隔來看大

致上可發現近 10 年

（ 1997-2006 ） 的 溫

度，是高於過去 10 年

（ 1987-1996 ） 的 趨

勢。 

2. 濕度 濕度分佈上依右圖所

示，可看出墾丁國家公

園全年濕度大約介於

百分之 60-90 之間，濕

度最高仍以集中夏季

（6-7 月）但全年相差

不高的現象。 

3. 降雨

量 

墾丁國家公園降雨量

分佈依右圖所示，除

1-3 月份較為平均外，

自 5-12 月降雨分佈較

為混亂，各月份幾乎都

有過多的雨量記錄出

現，最高雨量發生於

1998 年 6 月份單月降

下近 1100 公釐雨量記

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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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蒸發

量 

墾丁國家公園蒸發量

較大且平均，如右圖所

示可看出全年蒸散量

平均介於 100-200 公

釐之間。 

5. 日照

時數 

依右圖所示可看出墾

丁國家公園日照量

大，約介於 100-250 小

時之間，日照量最大月

份出現在 7-9 月接近

300 小時，最低月份在

2-3月也有 100-200 小

時。 

 
玉山國家公園（資料來源：玉山北峰） 

1. 氣溫 綜觀玉山國家公園氣

溫在過去 20 年的記錄

中分佈狀況大致平

均，一月最低均溫約在

-4-2 度之間，七月最高

溫約在 6-10 度之間，

則其中以 1995 年出現

過高溫度，一月均溫 5
度 9-10月均溫為 14度
較為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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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濕度 濕度分佈上依右圖所

示，可看出玉山國家公

園近 20 年濕度分佈有

落差加大的趨勢，以

10 年做分割來看的

話，過去 10 年相對濕

度多落於百分之 70-90
之間，近 10 年則落於

百分之 30-90 的濕度

不等。 

 
3. 降雨

量 
玉山地區降雨量分佈

依右圖所示，除 12 月

與 1 月份較為平均，其

他月份降雨分佈較為

混亂，各月份幾乎都有

過多的雨量記錄出

現，最高雨量發生於

2006 年 6 月份單月降

下近 1600 公釐雨量記

錄。 

 
4. 蒸發

量 
玉山地區蒸發量如右

圖所示，大致可看出蒸

散量介於 50-150 公釐

之間，其中以 2006 年

蒸散量為-100 公釐最

為特殊，估計是與降雨

量異常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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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照

時數 
依右圖所示可看出玉

山地區日照落差度

高，且有日照時數漸增

的趨勢，日照量最大月

份出現在 10-12 月接

近 300 小時，最低月份

在 2-3 月約 60 小時。 

 
 

 
陽明山國家公園（資料來源：竹子湖氣象站） 

1. 氣溫 綜觀陽明山氣溫在過

去 20 年的記錄中大致

上無過大落差，但若以

10 年做分隔來看卻可

發 現 近 10 年

（1997-2006）的溫度

高 於 過 去 10 年

（1987-1996），20 年中

最高年平均溫出現在

1998 年，而最低年均溫

則出現於 1995 年。 

 
2. 濕度 濕度方面從右圖中可

以初步了解陽明山國

家公園地區歷年相對

濕度之紀錄，依圖所示

陽明山地區相對濕度

較高各年度分佈情形

也較為平均，並無過大

的落差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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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降雨

量 
降雨量方面可明顯發

現近 10 年內逐漸有產

生特殊過量的降雨記

錄，如 2001 年及 1998
年則分別於單月出現

超過 2000 公釐以上的

雨量，高於同月的其他

年份 1000 公釐以上，

天氣的逐漸變異可由

此看出。 

 
4. 蒸發

量 
陽明山地區蒸發量如

右圖所示，大致可看出

並無特殊趨勢，蒸散量

分佈仍以春夏季漸昇

秋冬漸低，以 1993 年

平均最高，2001 年平均

最低。 

 
5. 日照

時數 
依右圖所示可看出陽

明山地區日照落差度

高，且無趨勢走向，日

照量最大月份出現在

7-8 月，最低月份在

9-10 月，歷年記錄中最

高日照度年份出現在

2003 年的七月 220 小

時，最低年份出現在

2005 年的 10 月僅不到

1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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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資料來源：花蓮氣象站） 
1. 氣溫 從右圖中可以初步了

解太魯閣國家公園地

區近 5 年氣溫之紀錄，

由圖顯示太魯閣地區

平均年溫度以 2002 年

最高，2004 年最低，七

月最高溫度皆低於 30
度，一月最低溫則於 15
度以上。 

2. 濕度 濕度分佈上依右圖所

示，可看出太魯閣地區

全年濕度大約介於百

分之 70-80 之間，較特

殊以 2003與 2004年秋

冬兩季之間出現濕度

突昇與突降的現象。 

3. 降雨

量 
太魯閣地區降雨量分

佈依右圖所示，可看出

自 2002 年開始有逐年

增加的的趨勢，2005
年 9月份的單月 700公
釐降雨為近五年來單

月及全年降雨最多之

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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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蒸發

量 
太魯閣地區蒸發量如

右圖所示，大致可看出

並無特殊趨勢，蒸散量

分佈仍以春夏季漸昇

秋冬漸低，以 2003 年 7
月單月蒸散量最高，

2004 年平均最低。 

5. 日照

時數 
依右圖所示可看出太

魯閣地區日照落差度

高，且無趨勢走向，日

照量最大月份出現在

7-8 月，最低月份在

9-10 月，歷年記錄中最

高日照度年份出現在

2003 年的七月 340 小

時，最低年份出現在

2004 年的 3 月的 50 小

時。 

雪霸國家公園（資料來源：宜蘭氣象觀測站） 
1. 氣溫 綜觀雪霸地區氣溫在

過去 20 年的記錄中分

佈狀況平均，但若以 10
年做分隔來看大致上

可 發 現 近 10 年

（ 1997-2006 ） 的 溫

度，是高於過去 10 年

（1987-1996）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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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濕度 濕度分佈上依右圖所

示，可看出雪霸國家公

園全年濕度大約介於

百分之 70-90 之間，較

特殊以 1995與 1987年
秋冬兩季之間出現濕

度突昇與突降的現象。 

3. 降雨

量 
雪霸地區降雨量分佈

依右圖所示，可看出除

1988 年有出現較大降

雨量記錄，最大降雨出

現於 1997與 1998年分

別於 10 月與 1 月份單

月降下的 1800 公釐雨

量的特殊記錄。 

4. 蒸發

量 
雪霸地區蒸發量如右

圖所示，大致可看出並

無特殊趨勢，蒸散量分

佈仍以春夏季漸昇秋

冬漸低，以 1988 年 7
月 單月蒸散 量最 高

1996 年平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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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照

時數 
依右圖所示可看出雪

霸 地區日照 落差 度

高，且有日照時數漸增

的趨勢，日照量最大月

份出現在 7-8 月接近

300 小時，最低月份在

9-10 月低於 2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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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門國家公園（資料來源：金門氣象站） 

1. 氣溫 金門地區氣溫在記錄

中分佈狀況平均，7月

最高溫約為 25-30 度

之間，1月最低溫約為

10-15 度之間。 

2. 濕度 濕度分佈上依右圖所

示，可看出金門國家公

園全年濕度大約介於

百分之 70-90 之間，以

夏季 6-7 月最潮濕，冬

季 11-12 月最乾燥。 

3. 降雨

量 

依近 3 年金門地區降

雨量分佈圖所示，雨量

有較大落差的趨勢，以

2006 年為例最大降雨

出現於 5 月單月降下

近 500 公釐雨量的特

殊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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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蒸發

量 

金門地區蒸發量如右

圖所示，大致可看出並

無特殊趨勢，蒸散量分

佈仍以春夏季漸昇秋

冬漸低，以 2004 年蒸

散量最高 2006 年平均

最低。 

5. 日照

時數 

依右圖所示可看出金

門地區日照落差度

高，其中 2005 年落差

最大，最高月份超過

250 小時最低則不到

5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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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行政院各部會氣候變遷衝擊與因應政策計畫  

國科會相關計畫 

作者 年代 篇名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呂學榮等  2006 氣候變遷對台灣漁業之

衝擊評析與因應策略研

究(I) 

針對台灣漁業特性，分析氣候因素對

個別資源狀態造成的影響。 

針對環境因數影響最甚的淺海養殖，

進行氣候變遷影響力度之評估。為提

供在地球暖化現象下所引起海象及氣

候異常提供之預警，降低養殖產業風

險並提升經濟效益，以達到產業永續

發展目標。 

分析氣候因素對個別資源狀態造成

的影響(包括鰻苗採捕業、魩仔魚漁

業、燈火漁業及鰹鮪圍網漁業之正

鰹漁獲)，以及全省沿岸漁業漁獲魚

種組成之變動(生態指標)，並對東北

角之鹽寮灣海域，進行小區域之觀

察，以瞭解漁業資源變動與氣候變

遷的關係。 

針對淺海養殖進行氣候變遷影響程

度之評估，並選定指標性物種（牡

蠣），藉由過去海域之環境資料，對

該因子對指標性物種之生產力變化

進行判讀，建立評量指標及量化衝

擊程度。 

在牡蠣生產期間，不論氣候型態為

何，若發生高溫的頻率越高，將導致

牡蠣產量遞減。同時，經常性的高溫，

將導致平均溫度遽增，進而降低牡蠣

產量。此外，在生產期間，若溫差效

應愈大，將有利牡蠣產量的提升。 

漁獲平衡態顯示，漁業對各階層魚類

之利用失衡，1993 年後漁業已朝生態

系下層利用，但東部海域下降主要原

因為大型魚來游率減少，西部則為底

棲魚群的減少。 

生態指標顯示，在 1963~2005 年間全水

域漁獲平均營養位階呈逐年上升，在

1980 年達最高(MTL=3.87)，之後呈震

盪下降， 1980 年之後 MTL 下降速率

=0.02/yr。 

宋鴻樟等 2006 氣候變遷對台灣公共衛

生的衝擊及脆弱度評估

與因應策略(I) 

該研究重點即考量台灣地域特性，量

化過去氣象事件對台灣族群健康的衝

擊。 

建立族群健康脆弱度指標，進而建立

氣候變遷所產生的健康衝擊評估模

組。 

套用未來氣候模擬結果，推測台灣可

建立並評估自然災害衝擊指標（人

類發展指標、公共衛生指標、環境

衛生指標）在台灣之適用性。 

利用過去有關氣候對健康影響之研

究成果，建立氣候變遷所產生的本

土族群健康脆弱度指標暨健康衝擊

評估模組。 

極低溫和極高溫均可增加心血管疾病

的死亡危險，但未必都顯著，以中風

和肺炎/流感有較高危險傾向。 

颱風期間腸胃炎急診/住院危險有增加

的傾向，但腸胃病門診就醫反而較

少，皮膚感染、感染性眼疾及精神疾

病急診/住院也有增加的傾向。 



附錄六 

 附37 

國科會相關計畫 

作者 年代 篇名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能的健康損失，最終將提出建議以供

決策參考。 

套用未來氣候模擬結果，推測並量

化台灣可能的健康損失，最終將提

出降低氣象災害對族群健康影響的

關鍵性因子等政策性建議以供決策

參考。 

停水期間就醫率的部分則顯示，腸胃

炎、感染性皮膚病、感染性眼疾及精

神疾病門診就醫量增加發生於停水結

束後 10 日內。 

李培芬等 2006 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生

態系統影響研究(II) 

利用氣象模擬資料，以臺灣的陸域與

臨近海域生態系統為範圍，分成近

（2020 年）、中（2050 年）、長（2100 

年）程等時間點。 

探討生態氣候分區之溫度改變。 

探討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的東沙島受到

海平面上升之衝擊。 

探討全世界稀有性八色鳥在臺灣分布

上的可能改變情形。 

以臺灣的陸域生態為範圍，彙整國

內過去的相關研究資料與報告，並

收集國際間相關的研究報告，整理

相關之研究成果與現況。 

引入各子計畫之氣候預測資訊，將

時間點區分成短、中、長程三種，

從生態氣候分區、沿海生態系統與

中低海拔生態系統與高山生態系統

等四種指標進行研究。 

運用敏感度分析，探討氣候變遷對

於臺灣的生態衝擊的不確定性。並

參考國際間的作法，研擬減輕衝擊

之對策與調適策略。 

在生態氣候分區之溫度改變上，所有

的模式均顯示各個生態分區在長程

時，均會有明顯的溫度增加情形，但

是，部分模式也顯示在短程或中程

時，其改變的情景並不見得明顯。 

在海平面上升之衝擊上，東沙環礁國

家公園的東沙島受到非常明顯的影

響，只要海平面上升 1 公尺，將淹沒

非常多的區域，現存的運作會受到明

顯的衝擊。 

在八色鳥的分布上，其分布範圍有先

朝中高海拔上升但隨後面積縮小的可

能性，長程時，分布面積有明顯的縮

小。 

李培芬等 2005 氣候變遷對陸域生物多

樣性之衝擊評估及因應

策略研究 

以建立空間分布模式的方式，探討氣

候暖化對台灣原生初級淡水魚的衝

擊。 

使用 2×2 公里網格系統的野生動物

分布資料庫與環境因子資料庫，利

用數種不同的方法建立物種分布與

環境因子間的關係模式。 

氣候暖化將造成台灣初級淡水魚生物

多樣性的降低。 

魚種豐富度的空間變化呈現「低海拔

劇減，中海拔微幅增加，高海拔變化

不顯著」的型態。 

和過去所建立的繁殖鳥類與兩生類預

測結果比較，三類群的物種在氣候暖

化時均出現分布範圍縮減、多樣性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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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相關計畫 

作者 年代 篇名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低的趨勢。 

李培芬等 2004 氣候變遷對陸域生物多

樣性之衝擊評估及因應

策略研究 

探討氣候變遷對台灣陸域生物多樣性

（鳥類、兩生類及保護區）的衝擊，

並提出因應策略。 

結合 2 × 2 公里網格系統的野生動

物分布資料庫及生態與環境因子資

料庫。 

利用邏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完

成生物與其環境因子的關係模型。 

此生物多樣性的維護，需要對各種類

別的物種擬定不同的調適策略。 

在氣候變遷的衝擊下，政府需整合各

種資源，將氣候變遷的議題成為所有

自然資源經營管理的核心議題，作為

保護生物多樣性的調適策略。 

李國添等 2000 台灣環境變遷與全球氣

候變遷衝擊之評析---子計

畫(VI)：台灣環境變遷與

全球氣候變遷衝擊之評

析---漁業及海域生態  

本研究乃整理台灣重要之漁業變遷資

料及海域生態之監測資料，以求深入

了解目前台灣週邊海域漁業與生態之

變遷景況，並期能供作擬訂對策之參

考依據。 

試圖重建過去數十年台灣漁業變遷

之資料，並配合今昔之衛星遙測等

相關海洋環境資料，透過時序列等

統計分析，來探究臺灣週邊海域中

主要指標漁業資源之時空變動特

性。 

整理台灣海域的魚類組成資料，並

分析其結構變遷現狀，以求深入了

解目前台灣週邊海域漁業與生態之

變遷景況，並期能供作擬訂對策之

參考依據。 

近年來週邊海域正值高水溫期，而烏

魚漁獲量則處於低水準之資源狀態，

且烏魚之漁獲位置亦有改變，這可能

是因海洋環境的變遷，而使得烏魚之

洄游路徑改變，進而使得烏魚之產卵

率及活存率隨之降低。 

由東北角海域三個測站的魚類監測資

料，可以發現台灣海域的魚類群聚組

成正在改變之中。 

吳明進等 2004 全球氣候變遷對台灣區

域氣候與水資源衝擊之

評析(Ⅳ) 

主要探討台灣地區未來氣候變化趨

勢，以及其對於水資源所產生的衝擊

與影響。 

使用 NCEP/RSM 區域氣候模式作全

球尺度氣候的降尺度模擬，評估全

球變遷對台灣區域氣候的衝擊。 

45km 解析度的模擬和之前所做東亞

地區 50km 解析度的模擬的結果類

似，降水的分佈和 NCEP/Reanalysis 類

似但呈現較小尺度的特徵。 

15km 解析度台灣地區的模擬顯示降

水集中於台灣西南部且嚴重低估。顯

然 p-diffusion 雖然改進冬季降水的預

報，但對於夏季則過度平滑而造成降

水嚴重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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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相關計畫 

作者 年代 篇名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吳明進等 2003 全球氣候變遷對台灣區

域氣候與水資源衝擊之

評析(III)  

探討如何利用全球/區域氣候模式以及

水文模式系統，經由資料分析和數值

模擬，評估全球氣候變遷對台灣區域

氣候和水資源衝擊。 

使用美國環境預報中心(NCEP) 區

域 波 譜 模 式 (RSM)97 年 版

(97Version)作 NCEP/NCAR 全球再

分析資料(NCEP/NCAR Reanalysis)的

動力降尺度模擬。 

RSM1/S-diffusion 模擬東亞的降水和

NCEP Reanalysis 模擬的降水型態上類

似，傾向於在陸地上高估，在海洋上

則低估。 

RSM1/P-diffusion 模擬的降水型態和

RSM1/S-diffusion 一致，但在複雜地形

的極端降水則顯著地平滑，降水量也

縮減。 

兩種類型 RSM1 的模擬，在 3 月~10

月都顯示陸地低壓過深，太平洋副高

過強且西伸，伴隨中國華南地區西南

風太強導致長江以南地區過多的降

水。 

RSM2/S-diffusion 在模擬台灣的降水

類型在冷季和觀測相近，降水量則全

年嚴重高估。 

RSM2/P-diffusion 的降水模擬在冷季

有顯著改善，但暖季則否，一般傾向

於嚴重低估。 

吳明進等  2002 全球氣候變遷對台灣區

域氣候與水資源衝擊之

評析(II) 

該研究主要是採用此新 diffusion 

scheme 的 RSM97-v 來模擬台灣長期

區域氣候特徵，借此來了解台灣夏季

主要降雨機制。 

利用 Juang and Kanamitsu (1994) 及 

Juang et al. (1997)建立之區域波譜模

式(RSM) 和 Juang et al. (2003) 新的

Diffusion scheme 來模擬台灣夏季

(MJJA)之區域氣候特徵。 

在亞洲區域的降水模擬結果中 RSM 

的模擬結果大致和 NCEPReanalysis 的

降水分佈特徵類似。 

在台灣區域的降水模擬結果中，RSM 

模擬降水分佈特徵和實際觀測值相

近，但是所模擬的降水量明顯徧少。 

從台灣全島之日降水時間序列圖中，

RSM 模擬大致可以正確掌握住日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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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相關計畫 

作者 年代 篇名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水變化趨勢。 

RSM 模擬大致能掌握住受颱風影響

所產生的大降水，但模擬的降水量則

是過多或是過少。 

在 6、7、8 月期間所發生的大降水，

在 RSM 的模擬結果中傾向徧少。 

吳明進等  2001 全球氣候變遷對台灣區

域氣候與水資源衝擊之

評析(I) 

探討全球氣候變遷的歷史。 

透過氣候數值模式模擬過去和目前的

氣候狀態以了解氣候變遷的機制。 

透過假設溫室氣體的變化情境來展望

未來的氣候變化。 

使用全球尺度的大氣 NCAR-CCM3

模 式 連 結 NCEP/RSM-96V 和

NCEP/RSM-97V 區域模式的氣候模

式系統進行不同模式解析度。 

將不同氣候模式模擬輸出輸入於

GWLF 水文模式模擬台灣北中南東

四個集水區的河川流量之變化。 

結合氣候模式與灌溉用水評估模式

模擬農業用水之變化。 

二種版本的 RSM 模式與 CCM3 比較在

解析度相同時仍顯示顯著差異，反應

不同模式物理對全球氣候模式的影響

RSM 模式多傾向於在東亞有較多降

水。 

台灣區域氣候季節和地理分佈特徵可

以高解析度 RSM 巢結於 CCM3 的特徵

中被突顯出來。 

雖然低解析度模式皆預測未來台灣地

區降水增加，氣溫升高，但高解析度

模式預測溫度升高，降水的變化有顯

著區域和季節上的差異。 

新版的 RSM97-V 相當幅度的改進區域

降水的模擬能力。 

吳明進等 2000 台灣環境變遷與全球氣

候變遷衝擊之評估---水資

源(II)  

研究目的為透過資料分析和氣候及水

文模式模擬，評析氣候變遷對台灣地

區水資源之衝擊。 

使用 CCM3/RSM 氣候模式系統作

280km × 280km(RSM0) ， 50km ×

50km(RSM1)和 15km×15km（RSM2）

三種解析度的區域模式 1 倍 CO2 和

2 倍 CO2 冬夏季各 10 年的模擬實

驗。 

台灣地區降水季節和地區的分佈在高

解析度模式中可以突顯出來，但降水

強度特別是冬季可能被高估。 

二氧化碳加倍可能導致各地氣溫，特

別是冬季西南海岸地區溫度升高將更

顯著，且伴隨著東北部降水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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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氣候模擬的輸出，輸入於 GWLF 

水文模式評估北、中、南、東四個

集水區河川流量受大氣二氧化碳加

倍所導致全球變遷的影響。 

一般中至大雨降水頻率增加，冬季降

水更加夏季化。 

CCM3 和 RSM0 皆預測各地河川流量

皆將增加，而 RSM0 預測中部增加最

多。 

對水資源以全球模式結果所作的樂觀

評估可能要保守一點。 

柳中明等 2006 氣候變遷下東亞與台灣

地區極端降雨頻率之分

析與預估(II) 

在未來不同國際政經發展的情境下，

以氣候模式模擬結果進行推估，是目

前國際間分析評估未來氣候變遷的主

要方法，該研究之變遷分析主要是用

2071-2100 年的日降雨量模擬代表未

來可能的氣候狀態，探討這段時期的

平均與極端降雨特性與先前的分析有

何不同。 

分析模式模擬極端降雨的能力，以

及未來可能的變化推估。 

所有不同氣候模式所模擬現今氣候

（1961-1990 年期間）的極端降雨指

標將以觀測資料加以驗證比較。 

推估極端降雨指標變化的不確定

性，包含不同溫室氣體排放假想情

境、不同氣候模式、不同系集模擬

成員以及極端統計方法等因素。 

台灣附近的夏季降雨量有低估的情

形，主要是因為日降雨的強度不足，

冬季的降雨則是略為高估，與降雨頻

率過高有關。 

以 Gamma 分布趨近觀測與模擬日降

雨機率分布特性發現，台灣附近的

Gamma 分佈參數估計結果則是與觀

測相近。 

赤道太平洋的雨量大幅上升，主要的

原因是近地表的水氣量在全球暖化時

增加，使熱帶的穩定度下降，但其他

熱帶與副熱帶地區的降雨量在未來反

而可能減少。 

熱帶與副熱帶區域在冬半球有明顯降

雨量減少，而原因還是可以用熱帶環

流的加強解釋。冬季高緯度的雨量增

加也與降雨頻率的上升比較有關。 

柳中明等 2006 MM5 區域氣候變遷模擬

之研究 (II) 

使用NCAR/PSU MM5來進行東亞地區

不同氣候情境之區域氣候降尺度模

擬，配合其他子計畫之結果，期能達

藉由收集全球氣候模式之模擬資

料，以進行區域氣候降尺度之模擬。

有明顯的增溫，在 2040 會有 2~3°C 的

增溫，到 2090 年則會達到 4~5°C 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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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協助永續會「全球變遷研究服務與

本地變遷模擬推動」服務計畫，建立

「區域氣候變遷模擬與預測資料庫」。

區域氣候模式大約需要 1.5~2 個月

才能完成一季（四個月）十年的模

擬，所以一個年度可以完成六組（一

季十年）的模擬，三個年度可以完

成 18 組情境。 

該研究模擬使用全球氣候模式對不

同氣候情境所模擬出來的結果做為

區域氣候模式之初始場與邊界場，

資料的時間間隔仍為 12 小時，空間

解析度則為 T42，即 128 x 64 個網格

點，大約 2.8° x2.8°經緯度。 

溫。 

主要增溫區域在海拔低於 1500 米之丘

陵及沿海平原地區。年平均降水量則

會減少，主要發生在北部及東部地

區；但前 5%豪大雨事件的降水量，佔

全年降水量的百分比則會增加。 

B2 情境的影響程度，結果顯示其衝擊

與 A2 的情境類似，在 21 世紀中期，

兩者的衝擊程度大致相同，到了 21 世

紀末期，B2 情境的增溫只有 10~20%

小於 A2 的情境。 

柳中明等 2006 RSM 區域氣候變遷模擬

之研究(II)  

藉由全球/區域模式系統之模擬，探討

全球溫室氣體增加對東亞及台灣地區

區域氣候的影響。 

分析 DKRZ 使用 ECHAM4-OPYC 

全球模式模擬的 1990-2000 年與

IPCC-SRES-A2、B2 情境 2040-2050 

與 2090-2100 年 1 至 12 月東亞及西

太平洋地區資料。 

結果顯示 21 世紀中，東亞地區氣溫升

高，且降水地區移動。 

逐月氣溫和降水特別是溫度的分佈特

徵和觀測接近，顯示模式系統具有相

當的可信度。RSMCVS1 降水的模擬傾

向於高估。 

未來溫度和降水變遷的幅度在 A2(放

任)和 B2(控管)的情境下有所差異。 

21 世紀中東亞地區的溫度將較

1990-2000 年高，高緯陸地地區增溫尤

為顯著。暖化趨勢持續至世紀末。增

暖的幅度，冬季大於夏季，陸地大於

海洋，高緯大於低緯。 

柳中明等 2006 區域氣候變遷對紫外線

輻射衝擊評估及因應策

期 望 以 數 值 模 擬 方 式 ， 來 探 討

1990~2000 年間夏季七月，東亞近地面

紅斑權重紫外線輻射通量(mW m-2)的

主 要 採 用 UVSPEC 模 式 模 擬

1990~2000 年間七月的近地面紅斑

權重紫外線通量，並轉換成紫外線

青藏高原上空為低臭氧量區，此乃與

當地夏季地面受熱空氣舉升，有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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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研究(II) 變化。 指數(UVI)，定量探討 UV 受總臭氧

與雲的影響情形。過程中，採用

NASA TOMS 的臭氧遙測資料與

MM5 模擬之雲分布資料。 

的關係。 

經由 MM5 模擬出之雲量分布圖，顯示

海洋區雲量大，且似乎是與熱帶低壓

的移動相關聯。 

柳中明等 2003 大陸沙塵暴之氣候變遷

因素探討與對台灣之空

氣品質影響分析(II) 

探討影響亞洲沙塵暴的大氣運動與機

制及大尺度氣象場的變化趨勢。 

利用沙源區空氣胞倒退路徑進行研

究。 

採用氣象場與中蒙中央區特強與強

沙塵日數的長期變化相關，來探討

大範圍氣象場的變動趨勢。 

蒙古氣旋的長期變化，乃受西伯利亞

氣團暖化影響，而趨向不利於中蒙沙

塵暴頻繁發生的態勢。 

全球暖化應有利於抑制蒙古氣旋的減

弱，但不利於亞洲沙塵暴發生頻次的

增加。 

南北向與東西向氣溫梯度的改變，似

並非造成 1976 年前後大尺度氣象場變

化的主因。猜測或許可與北半球低頻

擾動間找到關聯。 

柳中明等  2002 大陸沙塵暴之氣候變遷

因素探討與對台灣之空

氣品質影響分析(I) 

探討各沙塵暴發生區的年際與年代際

變化，期以了解不同地區沙塵暴發生

的氣候特徵。 

探討沙塵暴多發與少發時期的氣象環

境差異。 

整理過去案例，並利用美國 NCEP 

再分析資料進行分析。 

西伯利亞上空乾冷極地大陸氣團在春

季期間是否頻繁進入中國，並造成東

向強風通過沙源區，是影響沙塵暴多

發或少發的主因。 

低壓槽或高壓脊頻繁移入，應是與全

球大氣環流的變動有關。 

強與特強沙塵暴的出現頻次，不僅具

年際變化，也具年代際變化特徵。 

綜觀氣候特徵仍不利於沙塵暴發生，

2000~2009 年間似乎並不會成為另一

個強與特強沙塵暴的多發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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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仲島 2006 台灣地區劇烈降雨與侵

台颱風變異趨勢與辨識

研究(I) 

颱風是台灣最常發生也最嚴重的災害

性天氣，這些導致災害的總雨量與降

雨強度一次比一次增加。這些看似越

趨頻繁與劇烈的颱風活動令氣象研究

人員及關心氣侯變遷的專家學者都意

識到是否跟人類活動引起的全球暖化

與氣候變遷有關? 

針對侵台颱風劇烈降雨的降雨強度進

行氣候變異分析及自動雨量站及傳統

測站長期雨量分析。 

區分自動雨量站與傳統測站所觀測

之年雨量、日雨量與劇烈降雨之氣

候變異特性。 

建立 1970~2006 颱風降雨變異趨勢

分析方法。 

比較分析強降雨颱風與侵台颱風強

度之關係。 

因自動雨量站增加可觀測到更劇烈的

降雨頻率與強度。 

2000～2006 這段時期發生強降雨颱風

的頻率較 1970~1999 年期間明顯增

多，另一方面與洪澇災害及坡地災害

有直接相關的颱風降雨延時之降雨指

數亦呈現 2000 年以後發生頻率較高

的氣候變異趨勢。 

2000 年以後呈現的強降雨颱風的頻

率與降雨強度增加現象以及侵台颱風

強度變化趨勢，除需考量可能的氣候

突變因素的可能外，年代際變化扮演

的角色與氣候因子仍不容忽視。 

周昌弘等  2006 氣候變遷對台灣生物多

樣性衝擊之評析及因應

策略(I) 

 

氣候變遷對台灣生態系之衝擊息息相

關，該研究將各領域所得研究資料經

相互討論並提出因應策略以提供政府

相關單位之參考，以降低全民生命財

產之損失。 

氣候變遷對台灣高山植物多樣性衝

擊之評析：探討臺灣高山植物現

況、合歡山新人崗植物調查及標本

查證、高山植物樣本採集、從植物

物種找出生物指標（bioindicator）以

充分反應氣候變遷對生物之衝擊結

果。 

分析氣候暨環境變遷對動物多樣性

衝擊之族群分子指標。 

台灣潮蟲和尖尾潮蟲在分布上有很大

的重疊。兩者有共域現象。若將來台

灣氣候變遷則上述潮蟲之分布將有顯

著的變化，也將使動物多樣性發生改

變。 

台灣高山植物在 4 個不同海拔分布

中，隨著海拔高度由 2000 m 上升至

3000 m 時，植物種類的數量，有明顯

下降的趨勢。 

若氣溫上升造成植物分布界線向上遷

徙時，嚴重可能造成許多物種面臨族

群減少甚至滅絕危機。 

對於原生物種，人為干擾的衝擊已遠

大於氣候變遷，故人為開墾，農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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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消失對族群都是有極大的殺傷

力。 

施學銘等 2000 台灣環境變遷與全球氣

候變遷衝擊之評析---海岸

環境 

探討台灣東部海岸在聖嬰事件時海水

面的變化。 

從潮位及波浪資料建置總海水面高度

作為海岸後置線的參考 

利用中央氣象局等單位的歷年潮位

及波浪資料，進行潮位極值分析與

交相關分析。 

 

1957~2000 六次的聖嬰事件海水面變

動中，東部海水面下降的平均幅度約

為 50~100mm。 

交相關分析中顯示，海尾面會提早 4~5

個月反應聖嬰事件。 

從測站資料分析中得知，高雄與富岡

海水面變化對聖嬰的反應較其他地區

直接且大。 

花蓮海岸總海水面高度最高(8.17m)，

侵蝕潛能最大。 

柯文雄等 2005 PRM 區域氣候變遷模擬

之研究(I) 

針對 1990-2000 及 2040-2050 年的四季

進行模擬比對。研究在全球變遷的 A2 

情境下，東地區的氣候變化結果為何。

配合 ECHAM4.6 模式針對 A2 情境

模擬的結果，進行東亞地區的動力

降尺度，進行二個十年（1990-2000 

及 2040-2050）的完整模擬，針對其

四季進行比對與分析。 

模擬方式採分斷進行，每年的積分

分成三段進行，每次積分四個月，

分別為 1~4、5~8 及 9~12 三個模擬。

證明了本模擬系統可以準確模擬出現

今氣候的結果與特徵。 

在未來（2040-2050）氣候模擬中，東

亞地區有明顯增溫的情形，其中以夏

季最為明顯。 

柯文雄等  2002 PRM(普度區域模式)應用

於台灣地區短期氣候預

報和氣候變遷的研究 (II)

利用普渡區域模式進行模擬，進行大

氣環流及地表變數的驗證，同時亦利

用氣候統計方法評估模擬結果，以便

了解 PRM 模擬東亞夏季季風的能力。

利用先進的美國普渡區域模式

（Purdue Regional Model, PRM）過去

在中尺度與氣候模擬相當優秀的能

力，針對東亞地區的區域特性，加

上模式所具有的完整物理過程，進

行時間與空間解析度提升的工作。 

PRM 在東亞夏季季風的模擬，不論是

氣候平均、年際變化或季內振盪，都

有相當令人滿意的表現。 

在 1991~2000 年的年際變化模擬方

面，PRM 模擬降雨分布的型態相關係

數表現的相當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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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季內振盪方面，模式模擬的 30~60 

天低頻訊號，在南海地區的強度與相

位均與觀測資料相似。 

許晃雄等  2000 台灣環境變遷與全球氣

候變遷衝擊之評析---子計

畫 I：氣候變遷(II) 

探討台灣地區歷史氣候變遷以及 IPCC

模式推估之未來氣候的可信度。 

蒐集各項觀測資料如：平均氣溫及

雨量、颱風路徑、海冰及海面水溫

等。 

採用線性回歸分析、經驗正交函數

分析探討各項氣候變化的關係。 

利用日本 CCSR、美國 GFDL、

NCAR、英國 HCCPR、德國 MPI、澳

洲 CSIRO、CCCma 等七個氣後模式

模擬資料，評估台灣鄰近地區未來

的氣候變化。 

台灣季節變化的溫差呈現增加趨勢，

夏季增溫比冬季大。北部的日均溫低

為 13 度的天數顯著減少。 

過去一百年內，台灣西部豪大雨的強

度逐年減弱，東部則逐漸加強。 

過去一百年內，台中與恆春的 50cm 土

壤溫度呈現明顯的增溫現象。 

過去五十年內，亞洲季風逐漸減弱，

使大氣環流變遷對水氣量的影響比暖

化導致水氣量增加的機制還明顯。 

IPCC 模式顯示，溫室氣體含量的增加

是造成過去百年來全球各地平均溫逐

漸上升的主要因素。 

許晃雄等 2000 台灣環境變遷與全球 氣

候變遷衝擊之評析---子計

畫 I：氣候變遷(III) 

探討台灣的歷史氣候變遷以及 IPCC 

模式模擬大尺度氣候變遷結構的能

力，並利用 IPCC 模擬結果，探討影

響未來氣候的主要氣候型態。 

蒐集各項觀測資料如：平均氣溫及

雨量、颱風路徑、海冰及海面水溫

等。 

採用線性回歸分析、經驗正交函數

分析探討各項氣候變化的關係。 

利用日本 CCSR、美國 GFDL、

NCAR、英國 HCCPR、德國 MPI、澳

洲 CSIRO、CCCma 等七個氣後模式

模擬資料，評估台灣鄰近地區未來

的氣候變化。 

台灣發生高溫的頻率在 20 世紀中，逐

漸升高，年溫差有逐漸增大的趨勢。 

相對於氣溫的系統性變遷，月雨量與

日雨量變遷較為不明顯。 

台北、台中降雨強度無明顯的系統性

變化；花蓮、台東降雨強度有增強的

現象。 

異常氣候的發生常導因於劇烈的年際

變化，不見得與氣候變遷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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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前半段的颱風季雨量明顯高

於後半段，而且颱風季也比較早發

生，從世紀初到世紀末，相差了約 10 

天。 

陳朝圳等 2006 氣候變遷對台灣森林之

衝擊及脆弱度評估與因

應策略(I) 

探討全球暖化效應於台灣森林產生之

影響。並應用地理資訊系統配合氣象

資料及漸變情境(SRES)之模擬結果，

評估氣候變遷對於森林植群帶空間分

布的衝擊影響。 

利用 GIS 套疊、分析與展示的功

能，獲取台灣檜木林分布的區域資

料。 

應用數值高程模型進行空間分析，

進而計算相關的數值地形模型資

料。 

利用 SRES 預設情境屬於溫室氣體

排放情境，亦即預測未來可能之經

濟、人口、工業與環境的發展趨勢。

檜木林生育地之適生面積會由 19.5%

減低為 6.8%，得知適宜檜木林生長之

生育地會受到氣候變遷影響而縮減。 

不同林型對其生育環境的氣候因子有

不同的需求。 

氣溫的變化會間接的影響森林的空間

分布，且森林分布的海拔高度也相對

增加。 

針對暖化可能產生之影響制定相關的

政策及策略來進行調適及建立良好的

監測系統以進行長期變遷之監測。 

曾仁佑等  2005 MM5 區域氣候變遷模擬

之研究 

氣候情境模擬：使用不同全球氣候模

式所模擬之未來三個十年的氣候變遷

情境，進行三個不同季節：夏、秋、

冬季的長時間區域氣候變遷模擬。 

探討區域氣候之降尺度模擬能力與區

域氣候預報之準確度。 

探討地形對區域氣溫與降水變化之影

響。 

探討區域氣候變遷對降水與氣溫變化

之影響。 

探討區域氣候環流的變遷與區域氣候

使用 NCAR/PSU MM5 來進行東亞地

區不同氣候情境之區域氣候降尺度

模擬，配合其他子計畫之結果，期

能達到協助永續會「全球變遷研究

服務與本地變遷模擬推動」服務計

畫，建立「區域氣候變遷模擬與預

測資料庫」。 

台灣地區在 IPCC SRES A2 的氣候情

境下會有明顯的增溫，在 2040 會有

2~3°C 的增溫，到 2090 年則會達到

4~5°C 之增溫。主要的增溫區域在海

拔低於 1500 米之丘陵及沿海平原地

區。 

年平均降水量則會減少，主要發生在

北部及東部地區；但前 5%豪大雨事件

的降水量，佔全年降水量的百分比則

會增加。 

因為全球之增溫，導致影響台灣地區

之季風槽減弱，而季風槽的減弱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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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模擬差異。 

進行極端氣候發生機率的初估。 

進行不同模式區域氣候模擬結果之比

較分析。 

能是由於太平洋副熱帶高壓籠罩的時

間增長，或是經過本區的熱帶氣旋數

目減少或強度減弱等因素所造成。 

曾仁佑等 2002 CCM3/MM5 對短期氣候

變化與區域氣候變遷模

擬之研究與應用(II)  

建立全球與區域氣候模式系集模擬之

能力。 

建立區域大氣化學模擬能力。 

探討區域氣候變化對大氣化學場之影

響。 

評估區域氣候與大氣環境之變化對台

灣水資源、空氣汙染、森林生態等之

衝擊。 

第一年在測試與驗證 NCAR/MM5 

對台灣附近地區之區域氣候系集模

式之能力。 

第二及第三年為建立區域氣候模式

之長期氣候特任，及進一步建立全

球氣候模式系集模擬結果與區域氣

候系集模式間之耦合。 

第四年進行區域氣候模式對短期氣

候變化及對不同氣候情境變遷的模

擬，以提供其他子計畫對台灣地區

整體農工商漁牧業、水資源規畫與

自然環境等之衝擊研究與應用。 

降尺度之模擬的確可以提高綜觀尺度

擾動之強度，特別是在東亞陸地上。

但對於不是由模式邊界移入之強烈系

統（如颱風），則無法做適當的模擬。 

對模擬結果以 EOF 分析的方法進行

MOS 式之迴歸重組分析，可以有效的

提昇區域氣候之降尺度模擬能力與區

域氣候預報之準確度。 

對多年期積分之結果分析，發現區域

氣候模式可以有效的把握住東亞夏季

季風之年際變化、準兩年振盪、及十

年際擾動。 

童慶斌等 2007 建立氣候變遷對環境與

生態永續性衝擊預警指

標與機制 

台灣遭受空氣污染與熱島效應影響，

使得增溫現象嚴重。該計畫由永續發

展之理念出發， 評估環境與生態遭受

氣候變遷衝擊並建立永續性預警機

制。探討啟動可調適策略之回饋機制， 

做為永續性管理之決策支援。 

河川水質部分，分析頭前溪流量的

趨勢變化，建立短期預警指標。 

空氣污染部份，運用統計檢定方法

分析空氣品質趨勢，並建立指標分

析現況空氣品質與推估未來變化。 

海域珊瑚部份，參考國際研究訂立

珊瑚白化的預警指標 DHW， 並修

正台灣北部、澎湖及南部海域的珊

瑚白化閥值，並進一步驗證DHW 值

的適用性。 

建議流域管理應於接管工程執行後提

供相關資料， 作為評估配套方案之規

劃依據。 

空氣汙染部份，建議環保署執行全國

長期預警機制，定期更新「氣候變遷

對空氣品質衝擊評估模式」結果，並

留意局部地區(縣市)的特定污染物大

氣涵容能力，未來在特定時期是否可

能因氣候變遷而惡化。 

發現台灣陸域生態系的生物在全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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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域生態部份，以鳥類監測資料建

立短期預警系統， 並與往年建立的

長期預警系統結合， 探討氣候變遷

下台灣陸域生態系變遷與可調適策

略。 

遷的衝擊下將會朝較高海拔遷移且物

種多樣性下降等現象。 

因應氣候變遷對台灣海域生態的衝

擊， 建議推動設立台灣海域的珊瑚礁

預警系統，並與美國 NOAA 主導設立

的珊瑚礁預警系統(CREWS)連線，即

時監測台灣珊瑚礁海域的環境變動。 

童慶斌等 2006 水庫系統在變遷氣候中

之脆弱度評估與支援決

策技術發展 

探討水庫系統受氣候變遷影響可能遭

受的衝擊， 並建立評估工具以量化的

方式評估水庫系統之脆弱度。 

利用多個全球環流模式（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s, GCMs） 與配合不

同降尺度方式設定未來氣候情境。 

利用 GWLF 模式及 FLO2D 模式， 分

別模擬在不同氣候變遷預設情境下

水庫之連續日入流量與極端降雨導

致之極端時流量， 評估氣候變遷水

庫供水能力與減洪能力之衝擊與影

響。 

在不同的氣候變遷預設情境下， 水庫

未來之供水能力可能的確受到影響， 

而有供水不足的情況發生， 水庫應儘

量提高蓄水量。 

在極端降雨事件發生時， 水庫水位有

可能超過壩頂而對水庫造成影響， 因

此在未來水庫之減洪操作方式可能需

要儘量調低防洪起始操作水位。 

探討氣候變遷對降雨沖蝕指數之影響

在年降雨沖蝕指數方面， 結果顯示未

來也有明顯增加的情形。 

童慶斌等 2006 台灣地區乾旱變異趨勢

與辨識研究(I) 

探討台灣氣象乾旱的歷史趨勢及在氣

候變遷情境下的變異趨勢，氣象乾旱

的探討項目包含：雨量(年、季節、月)、

不降雨日數(總數、最大連續日數)及標

準化降雨指標。 

文獻回顧 

長期雨量變異趨勢分析：年雨量、

月雨量及季節雨量變化趨勢探討。 

採用標準化降雨指標(SPI)來定義氣

象乾旱狀況。 

所分析之 SPI3 序列，僅針對輕微乾旱

情形(SPI3<0)進行分析討論，未來若能

再針對SPI3<－1.0 及SPI3<－1.5 進行

乾旱特性分析，則可對於各區域不同

乾旱程度的變異趨勢能有進一步了

解。 

建議後續可針對各 GCM 模式與降尺

度方法之資料進行深入分析，期望對

各降尺度方法之特性與不確定性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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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進一步的了解。 

大氣環流模式的不確定性可能隨時間

而增加，建議可僅就未來短期進行更

深入的未來情境雨量及未來氣象乾旱

特性的探討。 

童慶斌等  2006 建立氣候變遷對我國海

域珊瑚衝擊預警指標與

機制 

 

台灣海域珊瑚礁受到人為污染和氣候

變遷的衝擊，已呈現衰退和破壞的徵

兆，因此發展珊瑚礁預警系統，以保

護珊瑚礁生態系的永續，是十分迫切

的工作。 

該計畫的目標為擬定我國設立珊瑚礁

預警系統的架構和機制，並建立適用

於我國的珊瑚礁預警指標。 

國際珊瑚礁預警系統資料蒐集。 

分析台灣海域珊瑚白化閥值。 

台灣海域水溫資料分析與珊瑚礁危

機評估。 

氣候變遷模式溫度資料分析與珊瑚

白化程度在不同氣候變遷情境下之

評估。 

由美國 NOAA 所主導建構的珊瑚礁早

期預警系統，定期發布預警訊息，已

成為國際間主要的珊瑚礁預警系統，

其運作模式值得參考。 

台灣北部海域的珊瑚白化溫度閥值為

29.2℃，澎湖海域為 29.3℃，南部海域

則為 29.5℃。 

珊瑚礁在此期間處於接近白化的水溫

環境，當出現異常氣候現象，就會導

致珊瑚大量白化，觀測記錄則指出台

灣南部海域在低於此指標值時，就已

出現白化現象，可能是人為干擾和污

染加速了珊瑚白化所致。 

適度地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抑制全球

暖化的程度，可以減緩珊瑚礁生態系

的衰退。 

童慶斌等  2006 建立氣候變遷對河川涵

容能力永續性預警指標

與機制 

該研究目的在建立長期氣候變遷預警

指標與機制， 並探討啟動可調適策略

之回饋機制， 以支援永續性管理之決

策。 

著重在河川涵容能力之問題上， 延續

已探討之氣候變遷對河川涵容能力衝

建立河川涵容能力永續性預警指

標。 

指標模擬分析工具之驗證與不確定

性分析。 

分析指標變動與可控制之範圍以建

由於氣候變遷導致水溫上升與枯水期

流量減少，進而造成 BOD5 濃度上升

與河川 BOD5 污染涵容能力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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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評估。 立啟動預警之門檻值。 

結合氣候變遷衝擊評估方法建立長

期預警機制。 

確認長期預警與短期預警間之關係

與相關問題，作為後續計畫推動之

參考。 

童慶斌等  2006 建立氣候變遷對空氣涵

容能力永續性衝擊預警

指標與機制 

探討如何選擇空氣涵容能力預警指標

與分析工具，並建立預警機制，推動

永續發展之重要工作。 

以空氣品質統計模式發展「氣候變

遷對空氣品質衝擊評估模式」，模擬

並推估台灣地區氣候變遷後，未來

的空氣品質及空氣涵容能力。 

以此氣候變遷衝擊評估模式為根

基，建立長期空氣涵容能力永續性

預警機制。 

經分析氣象、空氣品質、空氣污染排

放等相關記錄資料，以瞭解空氣品質

隨氣候的改變情形後得知，北部空品

區的四縣市空氣品質受氣候變遷影響

的趨勢大約一致。 

未來大部份空氣品質會因為氣候變遷

而有微幅改善(濃度減少)，亦即大氣涵

容能力會微幅增加。 

未考慮不同高度對於空氣品質濃度貢

獻量之差異，及對排放源的資料依賴

較大，若無較詳細的調查資料，會影

響其準確性。 

童慶斌等 2006 建立氣候變遷對陸域生

態衝擊衝擊預警指標與

機制 

 

探討氣候變遷對於台灣的生態衝擊與

不確定性，並參考國際間的作法，分

析國內減輕衝擊之對策與調適策略，

歸納整理台灣尚欠缺的研究與資料，

建議未來科學研究可以推動之項目與

方向。 

以鳥類為研究主體。預計選定都市

生態系、低海拔生態系、中低高海

拔環境梯度、中至高海拔原始林生

態系，為建立基礎鳥類生態資料的

地區，作為監測氣候變遷對於台灣

生態影響之位置。 

以固定格式，將調查座標點、鳥類

分布、豐度、群聚組成、多樣性指

調查共發現 29 科 53 種鳥類，其中繁

殖鳥類共 44 種，包括留鳥 32 種、夏

候鳥 3 種，以及外來種 9 種。 

都市公園綠地的鳥類群聚之優勢種為

麻雀、白頭翁、綠繡眼，以及珠頸斑

鳩。 

留鳥之優勢種為麻雀、白頭翁、綠繡

眼，以及珠頸斑鳩，與整體鳥類群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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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環境特徵等資訊建檔。 相同。 

夏候鳥的優勢種為家燕；外來種的優

勢種則為家八哥、輝椋鳥，以及白尾

八哥。 

童慶斌等  2005 氣候變遷對河川與空氣

涵容能力衝擊與調適策

略 

探討河川水質與涵容能力之主要影響

因子， 評估其受氣候影響之可能性， 

進而根據氣候變遷情境， 評估對水質

與涵容能力的衝擊。 

分析台灣地區水質與空氣品質現

況，並藉以瞭解主要關鍵影響因素。

以過去研究所建立氣候預設情境，

合成水質模式與空氣污染模式分析

所需氣象資料。 

將目前與未來不同氣候情境之合成

氣象資料分別帶入水質與空污評估

模式中探討氣候變遷之衝擊。 

最後根據衝擊評估結果建議水質與

空氣污染管理之相關調適策略。 

顯示氣候變遷會導致水溫上升、枯水

期流量減少、及 BOD5 濃度上升，進

而造成 BOD5 污染涵容能力下降。 

未來豐水期泥沙含量有增加趨勢，更

值的注意的是泥沙沖蝕量與帶入水體

泥沙量， 受極端值影響更為顯著。 

氣候變遷後大氣涵容能力的變化皆小

於 8%， 且大多是涵容能力增加， 只

有 SO2 涵容能力減少約 4.7%。 

童慶斌等 2005 櫻花鉤吻鮭氣候變遷衝

擊評估與季節性氣候變

異預警系統 

針對氣候變遷對櫻花鈎吻鮭主要棲地

-七家灣溪主流之水溫與族群數量進

行探討與分析模式建立，並獲得合理

評估結果。 

將水溫模式應用於評估另一櫻花鉤

吻鮭現存棲地─高山溪之水溫外，

並模擬大甲溪上流四條具有域外放

流潛勢支流之水溫，分析氣候變遷

對於不同支流的影響，用以找出在

氣 候 變 遷 衝 擊 之 下 脆 弱 度

(vulnerability)最小的溪流。 

以自行研發、撰寫之物理性水溫模

式來評估氣候變遷對於櫻花鉤吻鮭

其他棲地水溫的影響。 

在長期氣候變遷之衝擊下，將造成櫻

花鉤吻鮭可以生存的棲地空間被嚴重

壓縮。 

在大甲溪上游四條支流中，受到氣候

變遷影響最小的集水區為司界蘭溪，

全年的水溫增溫都不到 15%，年平均

增溫約為 7.8％，為最適合進行域外放

流之溪流。 

童慶斌等 2004 台灣區域氣候分析與氣

候變遷預設情境之設立

探討台灣氣候過去變遷之特徵及造成

氣候變遷可能機制，並評估未來的可

利用中央氣象局局屬之測站資料分

析前後期台灣區域溫度、平均降水

在未來的可能氣候變化趨勢分析顯

示，自 2000 年後東亞地區未來之海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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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風險評估 能變化情形，及提供相關資料與相關

科學家進行氣候變遷對水文環境變

化、水資源管理及生物多樣性之衝擊

評估及因應策略研究。 

及日降水強度的變化。 

在未來氣候的預報方面，則是使用

IPCC 網站所提供之預報資料，探討

東亞及台灣地區未來之氣候趨勢演

變。 

將顯著隨時間增加，於 2060 年後增加

趨勢更為明顯，對台灣地區年降水多

數模式預測有減少的趨勢。但模式間

的差異很大，顯示降水預測的不確定

性較高。 

童慶斌等 

 

2004 氣候變遷對水文環境及

水資源管理之衝擊評估

及因應策略研究 

除了探討氣候變遷衝擊外， 亦分析評

估過程可能遭遇之不確定性， 希望藉

以擬定因應對水文及水資源系統之衝

擊及降低評估不確定性之調適策略。

利用過去已建立的模式與方法，進

一步蒐集完整 IPCC 提供的氣候變

遷預設情境，藉由較多預設情境之

分析，並考量風險評估之觀念，評

估未來氣候變遷對於水文與水資源

系統的衝擊影響之可能風險分佈，

或不同預設情境影響之衝擊變化區

間。 

建議探討長期規劃受氣候變遷影響之

程度與風險管理策略；建立短期預警

系統與風險管理系統，即早偵測氣候

變異與其衝擊。 

依台灣各氣象站選擇適合當地的模擬

模式， 較能合理反應當地因氣候變遷

產生之衝擊。 

張倉榮等  2006 沿海低窪地區淹水受氣

候變遷影響之評估方法

與調適策略研究(I)  

 

為求能瞭解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災害

防治策略的影響，國科會規劃「氣候

變遷對災害防治衝擊調適與因應策略

整合研究」，該計畫為整合計畫之子計

畫五，其計畫目的為針對沿海低窪地

區淹水受氣候變遷影響提出有效的評

估方法與調適策略。 

第一年蒐集統合各項資料與統計，

期望研擬出一套能掌握沿海低窪地

區之水利特性，又能納入氣候變遷

極端變異特性的評估方法。 

第二年將建立沿海低窪地區淹水評

估方法，並進行 10 年後淹水潛勢模

擬及災損分析，經過「易淹水地區

水患治理計畫」治理後，進行 50 年

後淹水潛勢模擬及災損分析。 

第三年將結合氣候變遷極端暴雨情

境移轉與最高海平面水位，模擬受

災情形並根據災害損失與風險程

度，提出兼具工程與非工程面向之

有效調適策略 

嘉義縣市西部地區北港溪、朴子溪及

八掌溪等流域之水文與地文特性以及

河川治理狀況與嘉義縣市洪患情況息

息相關。 

國外對於調適策略的原則有：（1）同

時考量長期及短期（2）政策配套（3）

與法規同步（4）基於科學證據（5）

執行需有彈性（6）永續性（7）溝通

性（8）經濟、社會及環境全面性考量。 

淹水損失評估具有高度的區域性，如

要引用相關災損研究成果時，需做合

理之調整。 

該研究所建立之淹水模式提供可靠之

淹水潛勢資料，並且淹水模式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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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參數可應用於嘉義縣市其他降雨

條件之淹水模擬。 

張靜貞等  2006 氣候變遷對天然災害防

治資源配置之影響以及

風險管理決策模式之規

劃研究 （I） 

檢討現行天然災害防救制度之資源供

需問題。 

利用成本效益概念，探討氣候變遷的

不確定性對於現有制度所可能造成之

長期影響。 

分析財務規劃在風險管理決策模型所

扮演之角色與重要性，從而建立一套

天然災害風險管理之決策模式。 

探討如何提供經濟誘因與資源，引導

地方居民與企業有意願去配合政府之

減災政策與從事防災投資，並建立地

區性的天災害風險管理網絡系統。 

彙整學術界或國際組織在氣候變遷

與天然災害之關聯性研究的相關文

獻與資料。 

檢討我國現行的天然災害防治系統

資源配置（包括資金、人力等之投

資）之需求與供給之間是否有顯著

之落差（Resource Gap）。 

分析氣候變遷對於防災資源落差是

否會造成繼續擴大之影響，繼而研

判目前的資源配置是否能夠很有效

率且公平地處理長期氣候變遷所帶

來的額外衝擊。 

建議的天然災害風險管理決策模式為

災害風險評估模組及成本效益與風險

財務分析模組。 

根據歷史資料與迴歸分析所做之總體

性分析，初步結果顯示瞬間最大風速

與 24小時最大累積雨量與災害總損失

呈現顯著且正向之關係。 

在其他因素不變的情況下，颱洪事件

之累積雨量每增加 1%時，經濟損失

（直接與間接）的金額將會增加

1.35%。 

全球暖化雖然對於我國災害損失有某

種程度之影響，但最主要之影響還是

來自於損失不確定（即標準差）之擴

大。 

張哲明等 2003 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空

氣污染潛勢衝擊之評析

(III)  

探討台灣大氣擴散潛勢分佈，以評析

短期氣候變化或區域氣候變遷對大氣

環境和大氣污染潛勢之衝擊。 

蒐集全台灣 1990 至 2003 年氣象資

料。 

分析 1990 至 2003 年台灣北部、中

部、南部和東部等地區之大氣擴散

潛勢分布。 

以 TCM 大氣擴散模式結合聯合頻

率分析以及標準煙囪組排放資料，

模擬台灣北、中、南、東部不同氣

候條件和短期氣候變遷對大氣污染

氣候變化影響中部、東部和南部地區

大氣擴散潛勢變化趨勢，而致逐年有

利或些微有利擴散。 

平均最高濃度每年減少率分別約為

3.56％、2.15％和 0.52％。 

北部地區大氣擴散潛勢變化趨勢則逐

年不利擴散，其平均最高濃度每年增

加率約為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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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勢之影響。 

配合總計畫針對 1998 年 5 月至 8 

月之時段作為模擬目標，評估模式

之表現及適用性。 

詹錢登等  2006 氣候變遷對坡地土砂災

害之衝擊評估(I) 

瞭解氣候變遷對坡地土砂災害的影

響，建立氣候變遷與坡地土砂災害風

險評估模式，從而研提適當調適策

略，以利國家防災應變之參考，並以

災情事件頻傳的陳有蘭溪作為主要研

究區域。 

針對陳有蘭溪流域之歷年降雨量、

土地利用情形及坡地災情資料等進

行收集及初步分析。 

利用 GIS 之空間分析與水文模組等

建立所需集水區之水文、地文資

料，應用成大防災研究中心之流域

土砂管理模式，分析相關資料，推

估集水區之產砂量，並與水利署內

茅埔水文測站相比對。 

針對坡地土砂災害，建立其頻度及

規模之風險分析模式，並預期建立

能夠反應非常態性氣候之統計分布

的坡地土砂災害模式。 

藉由前二年之研究成果，建立氣候

變遷與土砂災害趨勢之評估方法及

境況模擬，並且建立其風險管理模

式，及研擬因應之調適策略。 

陳有蘭溪流域之年最大時雨量及年最

大一日雨量之統計，都有隨年增加的

趨勢。 

陳有蘭溪流域自賀伯颱風過後災情有

明顯增加之趨勢，正與氣候變遷之極

端降雨特性頻率增加，所造成該區災

情有一定的相關性。 

以幾場颱風作為模式之推估事件，分

析逕流量及土砂生產總量，並以內茅

埔水文測站之實測流量資料做比對，

顯示模擬結果非常接近於實際流量。 

禚漢如等 2002 水文逕流模式之發展與

在區域氣候預報和氣候

變遷上之應用(II) 

整合國內現有之各個全球與區域氣候

模式，進行系集式之預報與模擬，以

得到一組最合適之氣候變數場，提供

給下游計畫進行區域氣候變遷衝擊評

析之依據。 

全球氣候模式模擬之系集分析。 

區域氣候模式系集模擬。 

進行短期氣候變化與區域氣候變遷

對環境衝擊評析研究。 

進行台灣及鄰近地區短期氣候變化

三個區域氣候模式對於高低層高度場

的模擬都模擬出相同的夏季特徵，只

是 MM5 與 RSM 兩模式對於太平洋

高壓勢力的模擬似乎明顯比 EC 分析

場強。 

MM5 與 RSM 兩個區域模式對於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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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區域氣候變遷的觀測分析以了解

實際氣候變化之特性，並進行模式

模擬之驗證。 

風風速的模擬明顯有偏強的情形，而

PRM 模式所模擬的西南風則與EC 分

析場較為接近。 

三個區域氣候模式對於夏季高層環流

的特徵以及南亞高壓的變化情形都掌

握得相當理想。 

三個區域模式對魚季水場的模擬都有

偏多且位置偏北的情形，其中陸地塊

的降水又明顯又比海面上多， 

盧孟明等  2006 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降

雨及海水位變異影響之

研究 

 

從防災面向評估全球暖化對台灣的降

雨及海水位的影響。 

根據 IPCC AR4 模式結果評估氣候變

遷對台灣災害性雨量和海水位變異的

影響，探討臺灣的雨量與海水位變異

如何受到氣候變遷影響。 

使用以多個全球模式多組預報為基

礎的機率預報降尺度方法。 

根據大尺度環流指數、天氣型態、

測站的暴雨強度、延時和頻率，利

用貝式統計，建立機率預報降尺度

方法。 

雨量方面模式大致可掌握東亞地區雨

季的開始與結束，但無法合理模擬年

雨量的年際變化特徵。 

第一年度僅完成了梅雨季指標的初步

分析，並決定以西南氣流指標(SWFI)

代表適合暴雨發生的環流指標。 

颱風渦旋辨識方法可辨識的西北平洋

颱風活動大約佔全年 57.8%，對於颱風

不活躍年的辨識能力優於颱風活躍

年。 

謝正倫等  2006 氣候變遷對現有防洪設

施之衝擊評估及調適策

略(Ι) 

河寬與溢堤風險之關係。 

堤防高程與溢堤風險之關係。 

自然力變異對溢堤風險影響。 

研究流程與模式架構。 

傳統洪水量及水理分析方法，包括

雨型選擇、無因次單位歷線法、水

理分析之方法說明。 

相關參數選取方法及模式設定步

驟，包括目標函數建立及隨機變數

與其限制條件選取方法及模式設定

敏感度分析的結果顯示，T100 二日暴

雨量對分析結果影響最大，集水面積

及粗糙係數次之，水力坡降最小。 

河寬對溢堤風險增量與洪水位增量之

趨勢相當，若資料足夠建議改以風險

降低壓縮率來選取最佳河寬較符合實

際安全性變化關係。 



附錄六 

 附57 

國科會相關計畫 

作者 年代 篇名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步驟說明。 

參數敏感度分析，包括分析模式承

受變數對演算結果的影響程度。 

參數率定與模式驗證，包括參數率

定及驗證本模式精度，所遭遇困難

與解決方法說明。 

若 T100 二日暴雨量 cov 小於 5%，對

河防安全尚不造成影響，但 T100 二日

暴雨量 cov 大於 5%，對河防安全將造

成直接影響。 

戴昌鳳等  2005 氣候變遷對我國海域珊

瑚礁生物群聚之衝擊評

估及因應策略研究 

探討氣候變遷及異常氣候對珊瑚礁生

態系的衝擊。 

建立台灣海域珊瑚礁生物群聚結構

與海表水溫及海水濁度的關係，探

討水溫升高和降水異常對珊瑚礁生

態系的整體影響。 

推估氣候變遷對台灣沿海珊瑚礁生

態系的可能衝擊，進而分析評估結

果的不確定性，並研擬適當的因應

策略。 

在氣候變遷的衝擊之下，北部及東北

部的珊瑚群聚將在短期內變好，中及

長期都將逐漸被 s-物種取代，成為逆

境忍受者優勢的群聚；南部及東部海

域則將在短期內轉變為逆境忍受者優

勢的群聚，珊瑚礁生態功能將逐漸喪

失，將更易受到氣候異常的衝擊。 

戴昌鳳等 2004 氣候變遷對珊瑚及其他

稀有海洋生物之衝擊評

估及因應策略研究 

針對利用遺傳規劃法建立海域珊瑚的

生境模式，用以模擬氣候變遷對珊瑚

礁衝擊的各項不確定性加以探討，以

提高預測的準確性，據以研擬台灣海

域珊瑚礁保育的因應策略。 

珊瑚生境模式的建立與氣候變遷衝

擊模擬流程。 

不確定性探討。 

氣候變遷對珊瑚礁衝擊的調適策略

分析。 

因珊瑚物種分布與海表水溫呈現相同

的梯度，顯示海表水溫是影響珊瑚分

布的重要因子。 

台灣海域珊瑚在氣候變遷衝擊下的改

變更為明顯，預測長期（2085 年）衝

擊下，除了澎湖東南部海域仍保有接

近一百種珊瑚之外，全台礁區的珊瑚

物種數都大幅降低。 

氣候變遷衝擊下的珊瑚礁保育調適策

略主要為：設置海洋保護區、資源培

育和復育及海洋污染防治。 

蘇慧貞等 2006 氣候變遷下之異常天氣 探討台灣異常天候事件所導致之台灣 持續更新彙整異常溫度事件對於人 利用主成分分析配合以空間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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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相關計畫 

作者 年代 篇名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事件對台灣民眾健康之

衝擊評析與因應策略 

民眾直接與間接之健康危害衝擊。 

依各疾病之特性結合人口社經指標、

環境因子、地理分布等因素，劃定潛

在敏感地區。 

整合量化異常天候事件對於台灣地區

整體健康損耗及整體族群脆弱度評估

與分布，以作為台灣地區環境衛生、

公共衛生及醫療資源調配之重要考

量。 

類健康危害之衝擊與各國因應方案

參考文獻。 

分析 1994 年以後中異常溫度事件

(熱浪與寒潮)發生的時期及全台影

響區域。 

探討 1994 年以後空氣污染物濃度

之變化，及探討異常溫度事件衍生

氣象因子對空氣污染物濃度之影

響。 

探討異常溫度事件(熱浪與寒潮)間

接影響空氣污染濃度組成，對於空

氣污染相關疾病之影響。 

探討異常溫度事件間接影響微生物

生長及傳播途徑，對相關傳染性疾

病之衝擊影響。 

探討異常溫度事件直接對各類疾病

就診人次之衝擊影響。 

探討不同人口組成、社經指標及其

他環境潛在危險因子之地區分布對

異常溫度事件之健康衝擊敏感程

度。 

結果顯示，不管是極端熱危害或是極

端冷危害，對於台灣地區衝擊性較大

的均為非都市地區之民眾。 

相較於呼吸道疾病死亡率，極端溫度

事件對台灣地區民眾之心臟血管疾病

死亡率影響較大。 

熱危害指數大於第 90 百分位及風寒

指數低於第 10 百分位，均會導致 65 

歲以上老年人因心臟血管疾病死亡之

相對風險顯著增加，並呈現一劑量效

應關係。 

分析的 1994-2004 年間，大部分的情

況愈暖和的日子愈多整體心臟血管呼

吸道死亡率是呈現下降趨勢的，僅有

史上最熱的 1998 年超過了反曲點而

上升。 

可以預期冬天死亡的人數將能明顯降

低，夏季死亡人數則相對提高，整體

暖化，對於台灣地區導因於極端溫度

事件的死亡人數可能反而是有益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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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相關計畫 

作者 年代 篇名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曲 新 生

等 

2005 氣候變遷對鯖鰺圍網漁

業衝擊之研究(I) 

探討氣候變遷對花腹鯖族群量之影響。 從 12,688 尾花腹鯖體長資料，利用 FiSAT

軟體，推算花腹鯖成長方程式之參數。 

以年級群解析法解析各年級群之資源變

動。 

本研究中花腹鯖漁獲體長偏低、極限

體長變小、K 變高，顯示花腹鯖有小

型化現象。 

1982~2004 年花腹鯖之年間加入量呈

高度震盪變動之現象。 

發生四次反聖嬰現象花腹鯖加入量

資源呈遞增影響。 

呂 學 榮

等 

2006 氣候變遷對太平洋鮪資

源之影響研究 

分析我國鰹鮪圍網漁獲不同成群特性

之正鰹魚群量的變動。 

瞭解 WCPO 近年來的海溫變異與正鰹

漁況的關係。 

將日別漁獲資料依作業報表所填報之群

性區分。 

進行 1 度方格的網格化處理，彙算不同群

性之網格化 CPUE 資料。 

透過圖像套疊與數值統計，探討水溫變異

對正鰹漁場推移的影響。 

受到 ENSO 現象影響而產生年間變

異，漁場經度重心與 SOI 值呈現高度

的相關。 

1994~2004 年之 SST 及 SSTA 統計結

果顯示，SST 平均值為 29.4 度，顯示

漁場位置隨暖池中心移動。 

以 29度等溫線與 97~04年三種不同群

性之經度位置進行時序列交差相關

分析，結果呈正相關。 

呂 學 榮

等 

2003 氣候變遷對中西太平洋

鮪資源及漁場變動之影

響研究 

探討鮪資源量上的變動是否反應氣候

信號之影響。 

以 WCPO 全區及各分區之鮪魚漁獲率及

資源量資料，與 SOI 及 PDO 進行序列分

析。 

將之與太平洋 SST 時序列資料進行相關

分析，解析 WCPO 各海域 SST 及漁況之

常期變動與氣候信號之關係。 

時序列分析發現當 El Nino 發生頻繁

時期，亦即在 PDO 的暖相期間，環境

條件有力於黃鰭鮪與正鰹，不利於長

鰭鮪及大目鮪。 

本地鮪漁況顯示，PDO 的冷相期間，

長鰭鮪及大目鮪約佔 32%，在 PDO 的

暖相期間驟降到約 10%。 

近海鮪釣漁場表水溫資料亦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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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相關計畫 

作者 年代 篇名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PDO 之變化週期，1977 年有明顯之表

水溫轉變，與漁況轉變契合，ENSO

之影響則反而較不明顯。 

李 國 添

等 

2006 氣候變遷對鯖鰺圍網漁

業衝擊之研究(II) 

探討台灣東北部鯖鰺湧昇漁場與潮境

漁場之水文環境受氣候變遷及其對花

腹鯖 CPUE 之影響。 

蒐集利用美國 IGOSS 公開網路之平均月

別表面水溫值等衛星遙測資料。 

計算月別 CPUE 當作資源量指標，分成聖

嬰、反聖嬰、平常年，計算各時期 1~12

月的鯖鰺 CPUE 平均值。 

利用廣義可增模式探討單位努力漁獲量

與地理及環境因子的相對關係。 

結果顯示，反聖嬰年表水溫比聖嬰年

高。 

湧昇漁場反聖嬰年水溫低於月均表

水溫 3 度之水層明顯湧昇約至表層。 

湧昇漁場顯示，隨氣候變遷，冷水渦

的範圍大小亦有變動之趨勢。 

反聖嬰時期潮境漁場表水溫度梯度

值較低，及潮境鋒面較弱。 

隨聖嬰、反聖嬰年黑潮流勢強弱變

化，反聖嬰期之漁場在偏西北而漁場

之 CPUE 值較高，在東南之漁場 CPUE

值較低。 

李 國 添

等 

2005 我國南方黑鮪延繩釣漁

場特性及與氣候變遷關

係之研究 

分析我國南方黑鮪漁場作業特性及氣

候變遷對釣漁場之影響。 

蒐集相關資料如：觀察員收錄之溫深儀資

料、SBT 鮪釣漁獲資料、中印度洋表面水

溫、南方振盪指標等。 

利用 CPUE 時空分佈變動分析，瞭解 SBT

之 CPUE 月別時空分佈變動。 

根據泛線性法以變方分析的概念探討漁

業中各變動因子對資源量的影響。 

分析結果顯示，作業期間 95%鈎深分

佈於 50~200m，平均環境水溫 14~19.4

度。 

我國 SBT 捕獲量自 1995 年後劇增，

與 1995 年以前落差頗大。 

台灣及日本的 SBT-CPUE 與 SST 皆有

明顯負相關，推論中印度洋之

SBT-CPUE 的變化可能與南部海域冷

水團擴張效應有關。 

李 國 添 2004 氣候變遷對沿近海漁業 探討台灣東北部指標魚種-鎖管，是否受 蒐集漁業活動資料、衛星遙測資料、海洋 東北部海域呈現高水溫時期時會比



附錄六 

 附61 

農委會相關計畫 

作者 年代 篇名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等 之影響 到海氣因子變遷之影響。 環境資料等。 

以各標本船之日別漁獲資料及 GIS 系統

加以整合，考察東北部海域鎖管漁業作業

之月別變動情形。 

利用平均月別表水溫影響圖計算黑潮反

流的海域面積。 

低水溫時期的鎖管資源來得豐饒。 

反聖嬰年時，鎖管資源相對增加且漁

場位置向東北移動；聖嬰年時，資源

量減小向西南漁場移動。 

研究結果得知鎖管會因棲息水溫不

同而影響其生長速率。 

李 國 添

等 

2003 氣候變遷對沿近海漁業

之影響 

探討烏魚資源量是否受到海氣因子變

遷之影響。 

蒐集台灣週邊海域相關氣壓氣象觀測值。

利用主成分分析簡化出影響漁獲量之因

子。 

運用時間序列分析解析烏魚漁獲量與氣

壓的週期特性。 

配合衛星遙測技術以解明海洋環境與烏

魚漁獲量變動關係。 

結果顯示烏魚漁獲量變動具有 20 年

與 30 年之長期變動週期，與 3.5 年及

2.3 年的中期變動週期。 

漁獲量長期變動趨勢與大陸冷高壓

呈同步同向之變動趨勢。 

主要漁汛期間，持續型冷高壓盤據台

灣的天數與烏魚漁獲量呈現高度的

顯著關係。 

柳 中 明

等 

2006 東亞地球溫暖化影響評

估及損害危險機制解析

研討會 

希望藉由研討會的辦理，瞭解各國針對

氣候變遷之研究現況及相關政策之參

考，達到學術交流之目的。 

透過專家學者專題報告及發表，提出抑

制全球暖化之有效因應對策，供產官學

研各界參考。 

籌備研討會並設計活動內容。 

聘請講座專家。 

彙編研討會議程及報告專集。 

舉辦研討會。 

日後應多加促進東亞學者與本地相

關領域及跨領域學者之學術研究交

流。 

使相關研究由個別研究延伸至系統

整合，研究區域由個別地區到東亞區

域，以確實達成國際學術合作與交

流。 

陳 圭 宏

等 

2006 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水

稻生產影響之情境模擬

研究 

利用空間解析度高的區域氣候模擬資

料，探討未來氣候變遷環境下，氣候變

化和災變性天氣狀況對地區性水稻產

量之影響，以及相關調適措施之效應。

取得 SDSM V3.1 及 HadCM3 CGCM3 全球

氣候模式之大氣環流預測資料、NCEP 重

分析資料、和台灣地區氣候資料。 

進行各氣候區域氣候迴規模式之配適驗

結果顯示，相對於氣候參考年，平均

溫增暖趨勢明顯，低溫頻率呈穩定減

少趨勢，夏季炎熱氣溫頻率增加幅度

驚人。 

日平均雨量增減趨勢不明顯，不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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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年代 篇名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證。 

利用統計降尺度技術攢聲可供作物模式

使用之區域氣候資料。 

進行未來區域氣候特性分析。 

頻率增減趨勢也不明顯，豪雨頻率沒

有增減趨勢，日照強度有增強趨勢。 

陳 瑤 湖

等 

2006 氣候變遷對淺海養殖漁

業衝擊之解析 

探討氣候變遷對淺海養殖漁業中文

蛤、牡蠣及九孔養殖業的衝擊。 

了解採用生產力之背景原因。 

以 76~05 年間三項人文因子、八項氣後因

子、及八項海況因子為自變數、以各養殖

生物之生產力為依變數，循逐步回歸方式

以獲得最適自變數組合的複迴歸實驗模

式。 

實驗模式顯示與文蛤生產力及前一

年的價格呈負相關，與苗價呈正相

關，與氣候標準差呈負相關。 

牡蠣生產力與最高氣溫、氣溫標準

差、及最大雨量呈正相關。九孔生產

力與最大降雨量及氣溫標準差呈負

相關。 

大尺度的氣候變遷並未顯示聖嬰-反

聖嬰現相與此三種貝類的生產力有

關。 

馮 豐 隆

等 

2004 5S 在＂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推動方案＂有關「土地

利用及森林」策略評估之

應用(I) 

探討各先進國家與及在氣候變化綱要

公約的試驗階段共同減量活動已經有

許多良好的碳管理策略與森林計畫之

經驗，作為我國因應公約之決策基本資

訊。 

以每年遙航測資料，作影像整合處理，推

算台灣地區綠地及森林地覆種類分佈面

積。 

以永久樣區資料建立台灣主要森林地覆

的生長量及生長模式。 

推算土壤 CO2 吸存及釋出量。 

木材製品之使用量、腐蝕分解量對 CO2

釋放、吸存貢獻。 

建立台灣森林變遷及林木生長於 IPCC 土

地利用及森林部門之溫室氣體清冊。 

建議需有逐年遙航測資料，推算往後

每年台灣綠地及森林地覆種類分佈

面積。 

建立台灣主要林型生長模式，並推估

1990~2040 年的生長量。 

收集台灣 1990 年至今伐採之森林種

類、腐朽率、生命週期。 

宜將近年設置調查之永久樣區位置

屬性資料，予以整合呈樟樹經營歷史

空間變異資料庫，以深討以樟樹為例

之台灣生態系經營。 



附錄六 

 附63 

農委會相關計畫 

作者 年代 篇名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提供土地利用規劃管理與森林經營

管理策略擬定與溫室氣體減量之參

考。 

提供氣候變遷對土地利用及林業部

門之衝擊評估依據。 

提供溫室氣體減量措施之擬定、決策

之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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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相關計畫 

作者 年代 篇名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王 曉

中等 

2002 加拿大環境資訊分析及

資源目錄建置計畫 

針對加拿大的環境發展資訊做作有系統的整

理，積極建置加拿大環境資訊及資源目錄。 

分析環境技術及環保產業動態趨勢，蒐集分析

加拿大環境法令及政策動態走向，以了解加拿

大在環境前瞻環境技術相關資源之進展。 

並建立中文化專業介面導覽連結，並提出發展

未來環境資訊及資源目錄可行策略建議。 

利用四個搜尋引擎：CANADA、YAHOO、

YAHOO、GOOGLE 及 EXCITE 做資料初步蒐

集。 

依內容的充實性、網頁內容、網站的親和性及

品質等挑選網站。並將網站內容的分類及中

譯，方便大眾容易瀏覽及閱讀。 

進行網頁設計，提供永續發展、環境科技、氣

候變遷、搜尋引擎及快速連結等項目。 

建議我國可考慮整理其他國際環

保合作之重點國家的環境資訊，為

網站資料與目綠並中文化，以利資

訊系統。 

建議應寬列經費，並允許出國調查

訪問及參與重要國際會議，方能獲

得第一手的資料，才能提出具體有

效的策略。 

我國未來在外交策略上，可考慮進

行加國的方式，將環保技術及產業

納入與他國推廣及經貿援助項

目，創造新的外交園地及彰顯我國

環保成就。 

曲 新

生等 

2004 因應聯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策略規劃及實務

推動 

主要探討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並藉由經

驗吸收擬訂國家未來因應之策略，進一步提出

實務上可實行之相關建議。 

組團參加公約相關會議促進國際交流。 

規劃我國可持續且實質參與公約活動之方式

與未來管道。 

規劃及擬訂現階段因應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

公約策略。 

溫室氣體排放清冊。 

加強因應氣候變遷資訊傳播。 

於 COP10 代表團總結報告提出十

二項具體政策建議，成果豐碩。 

建議我國持續自願性減量與教育

宣導，配合行政管制、經濟誘因等

各種因應工具依序實施。 

建議以執行計畫方式，將 topdown

計畫視為各 bottom-up 計畫之管

理者，促進計畫間資訊的交流與應

用，為我國最佳運作方式。 

曲 新

生等 

2003 因應聯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策略規劃及實務

推動 

為配合我國對因應 UNFCCC 議題廣度與深度

的需求，延續過去既有的因應工作內容，並擴

增因應的範疇至國際法與國內法規，規劃研擬

協助環保署邀集各相關部會組團參加公約相

關會議，促進國際交流。 

邀集國際法學或相關領域專家，規劃我國可持

碳匯已成為當今各國最熱中之減

量途徑之一 

能源與交通已成為已開發國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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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相關計畫 

作者 年代 篇名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我國在 KP 生效後之政策措施。 續且實質參與公約會議之方式及管道。 

組成專家小組，協助規劃及擬定我國因應聯合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策略。 

依公約規範，逐年編撰溫室氣體排放清冊。 

檢討國家通訊；加強因應氣候變遷資訊傳播 

主要排放源 

分析日本與英國的國家體系，均遵

守京都議定書的規範，配合其國

情，已經發展出一套完整的溫室氣

體統計架構，相當值得我國規劃國

家體系時之參考。 

森林統計分類應酌情考量將 IPCC

之分類納入，以利我國未來森林碳

吸收量之正確統計和提供減緩溫

室氣體良好決策資訊之品質。 

儘早成立政府高層級因應氣候變

遷協調機制；積極建立我國溫室氣

體清冊國家體系。 

何 興

亞等 

2004 氣候變遷對台灣環境衝

擊之互動式虛擬實模擬

展示宣導 

主要探討相關軟體模擬氣候變遷之衝擊，並以

互動式展示宣導將成果呈現。 

將氣候變遷、全球暖化造成海平面上升及極端

氣候發生機率增加，結合水理數值模式的計

算，將其對環境之影響，以虛擬實境及多媒體

影音方式展現。 

依據 HADCM3 氣候模式模擬，推

估本世紀末海平面可能上升

88cm，尖峰降雨量平均增加 1.5

倍，河川尖峰流量平均增加 1.6倍。 

根據氣候變遷所造成之衝擊，針對

洪、旱災接踵而來的異常現象，以

及沿海保護區因海平面上升而流

失等主題拍攝影片。 

林 能

暉等 

2006 鹿林山背景站測試採樣

分析與國際合作之參與

及推動研究專案工作計

畫 

過去環保署對於汙染物之測站多為代表地區

性之特性，目前仍無代表區域型或跨洲際之觀

測點，因此環保署乃策劃推動鹿林山測站建

置，並以聯合國全球大氣觀測網規範為參考藍

本。 

整合降水化學、微量氣體、大氣氣膠、大氣汞、

大氣輻射等主要領域專長研究者進行相關儀

器功能測試、維護、資料分析，建立長期資料

庫。 

推動與美國環保署、太空總署、海洋大氣總署

期末報告監測資料顯示，CO 平均

為 72 ppb，O3 平均為 23.7 ppb，

PM10 平均為 8.7 μg m-3。 

污染物月平均濃度變化趨勢顯

示，由 4 月份逐漸降至 7 月份，

6-7 月份之月平均濃度普遍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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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相關計畫 

作者 年代 篇名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合作，進行技術交流與資料交換。 低，然後逐漸升高至 10 月達此段

採樣期間之最高。 

范 建

得等 

2006 以政治、經濟與法律層

面探討後京都時期因應

方案計畫 

探討及研析後京都時期關鍵因素。 

掌握與參與重要國際及研究機構針對後京都

時期之探討。 

整合及建置國內因應後京都時期制度。 

歸納分析對於台灣有重大影響的發展經驗或

趨勢，明確釐清未來研提因應對策時所須考量

的關鍵因素。 

藉由掌握與參與重要國際及研究機構針對後

京都時期之探討，進而歸納出我國可以據以建

構國內相關制度的參考。 

本計劃將重行推動能符合我國利益的資料庫

建置；且具體的就我國建立管制架構與推動國

際合作的具體方式及其內容加以研究。 

彙整國際油價變化趨勢，認為歐洲

碳市場在 2006 上半年受油價與天

然氣價格的影響較高，但後續受到

過度分配的政策面影響，導致碳價

格崩盤的結果。 

以溫室氣體管制法架構下的交易

法規，搭配法律通過前的行政命令

與契約安排，啟動協助國內減量先

驅者保有減量實績的國內碳交易

制度。 

建議釐清重行提出國家通訊之性

質與影響，以確保我國遵守義務不

致損害國家利益。 

建議瞭解現階段我國國家清冊資

料呈現受限之原因，以利後續提出

改善，並完成中美洲友邦相關碳市

場合作計畫構想。 

黃 啟

峰等 

2006 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整體因應策略研析 

目的為配合環保署辦理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

公約之相關事宜。 

重新訂定因應溫室氣體減量的國家方針促進

我國社會經濟與自然資源之永續發展。 

協助環保署參與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會

議及活動，建立長久聯繫及合作之國際管道。

評估國內因應溫室氣體減量情景與成本，提供

成本效益（有效性）分析。 

彙整研析國際最新趨勢，提供決策之建議。 

更新及檢視溫室氣體排放清冊、程序及體系，

建構符合公約需求之資料庫。 

目前如加拿大政府立場、美國各州

排放減量行動、中國與巴西之再生

能源發展等，已經自行採取一些氣

候變化因應行動，這些行動都顯示

氣候議題已經邁入一個新里程與

新階段。 

歸納各國與國際智庫建議未來因

應氣候變化之架構，包括下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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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相關計畫 

作者 年代 篇名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掌握 IPCC 報告進展，提供最新科學證據。 

推廣減緩溫室效應及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資訊傳播。 

計畫執行單位應每月與環保署進行工作進度

報告，並派駐相關人員一員配合計畫之推動。

項：擴大與連結國際排放交易市

場、促進經濟部門的創新改革、推

動低碳與高能源效率的產品開發

和應用、減少毀林之大型國際計

畫、制訂國家的調適策略及參與國

際談判。 

本計畫參考美國 EIA 之 AEO2006 

能源價格進行預測分析，，我國

2025 年 CO2 排放量範圍介於

568~666 百萬公噸 CO2。 

童 慶

斌等 

2004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國家

通訊衝擊調適資料建制-

氣候、水文、生態部分

(二) 

目的即在透過資料收集與分析，與進一步模擬

研究，提供我國「國家通訊」有關衝擊與調適

策略中有關氣候、水文、生態資料之建置。 

第一年以氣候與水文資料建置為主，氣候資料

分析工作項目包括氣候變遷預設情境設立、台

灣區域氣候資料分析模擬與預報；衝擊評估與

調適策略分析項目則包括集水區流量、農業灌

溉需水量等。 

第二年為評估我國陸域生態、沿海海域生態、

沿海與遠洋漁業各作業漁場受氣候變遷之衝

擊，並研擬適應策略。 

台灣近年來有 1.極端高溫發生頻

率增加，2.最低溫顯著上升，極端

低溫發生頻率減少，3.豪大雨出現

頻率增加，4.侵台及影響台灣颱風

數增加的趨勢。 

台灣繁殖及特有種鳥類多樣性最

高區域也有向高海拔推移的趨

勢。兩生類因年均溫升高而全面減

少，局部區域的較大種數減少， 則

來自年雨量的減少。 

受氣候變遷影響， 檜木林分布有

減少趨勢。 

顯示高海拔的生態保護區受氣候

變遷的影響較低海拔為劇。 

未來高溫高流量頻率增加， 櫻花

鈎吻鮭將遭受魚群數量變少以及

棲地縮減等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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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相關計畫 

作者 年代 篇名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重要野鳥棲地以西南沿海、北部淡

水河口和東部蘭陽溪口附近被淹

沒程度較為明顯。 

未來黑面琵鷺保護區超過 1/3 的

面積將會被淹沒， 所設立的保護

區之功能會大為減低。 

長期氣候變遷的衝擊下， 台灣海

域大多數地區的珊瑚物種豐富度

將明顯降低。 

童 慶

斌等 

2002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國家

通訊衝擊調適資料建制

─氣候、水文、生態部

分(一) 

目的即在透過資料收集與分析，與進一步模擬

研究，提供我國「國家通訊」有關衝擊與調適

策略中有關氣候、水文、生態資料之建置。 

第一年以氣候與水文資料建置為主，氣候資料

分析工作項目包括氣候變遷預設情境設立、台

灣區域氣候資料分析模擬與預報；衝擊評估與

調適策略分析項目則包括集水區流量、農業灌

溉需水量等。 

第二年為評估我國陸域生態、沿海海域生態、

沿海與遠洋漁業各作業漁場受氣候變遷之衝

擊，並研擬適應策略。 

分析 1942-2001 年資料，全省各地

氣溫增加，降雨則各地增減不一，

各月份亦有差異。 

模擬顯示豐水期流量增加，隱含著

洪水災害增強的可能性；枯水期流

量減少，可能乾旱情形可能嚴重

化；且豐枯水期差異變大，將造成

水資源調配的困難。 

因豐枯水期的流量差異變大，將增

加水資源調配以及供水系統操作

的困難。 

分析結果顯示，台灣全區之地下水

補注量以長時間來看有漸減的趨

勢，且在豐枯水期有極端化的傾

向，豐水期時補注量增加而枯水期

時之補注量則減少。 

盧 誌 2005 因應聯合國氣候變化綱 探討溫室氣體減量法、全國能源會議各部會所 協助環保署邀集相關部會及單位組團參加締

約國及相關會議；蒐集研析國際最新趨勢，適

模擬結果得知，每公噸 CO2 的邊

際減量成本仍較目前國際碳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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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相關計畫 

作者 年代 篇名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銘等 要公約策略規劃 提措施與各層面政策關聯性研究。 

以減緩我國溫室氣體排放成長率至 OECD 國

家相同水準為策略方向，以 MARKAL-MACRO 

模型進行總體經濟之衝擊影響評估。 

時表達我國立場，建立溝通管道。 

彙整研析因應國際環境事務之執行成果，並擬

訂因應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策略，並評估

未來可能規範情景之衝擊。 

加強因應氣候變遷資訊傳播。 

計畫執行單位應每月與環保署進行工作進度

報告，並派駐相關人員一員配合計畫之推動。

每公噸 CO2 減量成本高出甚多。 

政府應加速推動「溫室氣體減量及

因應氣候變遷推動方案」及「溫室

氣體減量法」立法程序。 

國內相關部會及研究機構應積極

建立符合 UNFCCC 國際規範的脆

弱性與衝擊評估方法及指標，據以

研擬妥適因應策略。 

落實產業部門溫室氣體盤查與登

錄制度，與國際接軌之國內排放交

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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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國家公園學報整理 

國家公園學報 

篇名 作者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台灣地區國家公

園永續經營管理

指標之研究：以玉

山國家公園為例

(12-1) 

黃 文

卿、林晏

州 

探討台灣地區國家公園推向永續

化之經營管理指標評量系統 

可以衡量之永續指標項目，並以

玉山國家公園為案例操作。 

以文獻分析以獲得永續指標評量系統 

採用質性研究深度訪談、遊客問卷調查、管

理人員和志工問卷調查、AHP 階層分析等。

提出適用於台灣國家公園管理人員自我評

量之指標系統 

建議該指標評量系統能進一步納入公部門

之國家公園管理體系內及計畫中充份應用

之。 

屏東市校園栽植

的木本植物調查

與分析(12-1) 

蘇 明

洲、高慧

蓮 

探討屏東市區內各校園中的木本

植物調查。 

查詢校址、地理位置、校地面積及相關資料，

洽各校徵求同意入校調查。 

到學校調查與拍攝幻燈片：依植物調查表逐

條填寫調查。 

查驗所調查的植物：依 Flora of Taiwan、臺灣

樹木誌、臺灣高等植物彩色圖誌等文獻定出

植物種類的科名、種名。 

屏東市區內各校園中的木本植物無論在植

物多樣性或特有種及原生種的種植上，都

嫌不足有待加強。 

七家灣溪流域櫻

花鉤吻鮭幼魚歷

年族群變動與降

雨量的關係(12-2) 

曾 晴

賢、楊正

雄 

分析自 1994 年以來的七家灣溪

流域內櫻花鉤吻鮭幼魚族群變動

情形。 

於每年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及隔年 4 月至

6 月上旬之間，依當年度氣候與水文情形調

整時間，進行兩次全面性族群數量密集的野

外調查。 

每年 1~3 月與 10~12 月兩段時間的降雨量

大小與時間對族群變動影響最大，若累積

月降雨量超過 200 公釐以上即會造成幼魚

族群的大幅減少。 

1997 年以後的豪雨頻率與強度更顯著增

加，造成櫻花鉤吻鮭的幼魚死亡率上升及

加入率下降，兩者差距並有增加趨勢，幼

魚族群因此嚴重更新不良，並造成各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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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學報 

篇名 作者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群數量大幅降低。 

竹子湖人工濕地

植物資源調查與

監測(12-2) 

陳 志

雄、周雪

美、張永

達 

對於竹子湖發現之台灣水韭，基

於保育訴求，對此人工溼地進行

為期近一年的植被調查。 

設立樣區，監測此區域的植被變

化情形。 

記錄竹子湖樣區的植物種類，以及觀察其植

群分布與演替狀況。以普查的方式記錄所有

維管束植物種類並記錄優勢種在樣區的位

置。 

樣區內植物的消長現象並不明顯，且溼生

植被的交會帶亦無因季節而有明顯變化，

顯示竹子湖人工濕地微環境因子改變並不

大。 

調查結果與夢幻湖區的台灣水韭原棲地植

被加以比較，發現兩地的濕地植被組成及

結構具相當大的差異。 

高山溪防砂壩改

善工程之實施與

現況(12-2) 

葉 昭

憲、連惠

邦、段錦

浩 

探討七家灣溪支流高山溪之連續

性河川棲地環境，因完成高山溪

的四座防砂壩所進行壩體開口改

善工程之現況與實施情形。 

以現地探勘、調查等方式收及研究所需的相

關資料。 

三號壩以上之河段其河床多已形成以巨礫

為披覆的穩定抗沖覆蓋層，因而河道已經

趨於穩定狀態。 

三號壩以下之河段則因剛完成改善工程，

因此明顯之河道變化尚可能維持一段時

間。 

數據證明，高山溪防砂壩體改善工程可提

供櫻花鉤吻鮭移動至適當棲地之通道連續

性條件。 

健行步道遊憩容

許量之研究(12-2) 

吳 孟

娟、林晏

州 

探討遊憩區步道的容許量測定方

法，利用描述性部份的經營管理

參數與衝擊參數的既成事實調查

分析，找出其間的相關性，以訂

出一客觀的預測模式，並且利用

問卷訂出評估水準，以求得步道

的容許量。 

調查步道的覆蓋度、土壤硬度，並調查步道

鋪面、坡度、寬度與遊客數量。 

問卷調查求得遊客對於國家公園、森林遊樂

區與一般遊樂區的步道衝擊可接受改變限

度，得到使用水準。 

步道之鋪面、坡度、寬度與遊客數量皆與

衝擊量有關，這些經營管理參數的交互作

用與衝擊量有關。 

國家公園與森林遊樂區的可接受衝擊程度

為覆蓋度減少率 40%以下，而若位於一般

遊樂區之中，則其能接受衝擊程度可提高

至覆蓋度減少率 60%以下。 

陽明山國家公園 張 永
陽明山國家公園具有相當高的生

物多樣性，及極高的研究價值。

參考國內外已經進行多年之長期生態研究結

果，利用問卷調查法以國內長期生態研究相

「生態系多樣性」所列各項研究項目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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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學報 

篇名 作者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長期生態規劃之

初步研究(12-2) 

達、黃鈞

蕙、賴奕

佐、黃生 

因鄰接台北都會區，受龐大休閒

遊憩活動之影響，使得長期生態

研究更顯其必要性。 

關之專家學者為對象，初步調查這些專家學

者對規劃陽明山國家公園長期生態研究之意

見，包括研究項目、監測對象(指標物種)、

監測之強度及頻度，及各項研究之優先順序

等。 

較獲得專家學者之認同。 

「物種多樣性」之各項研究項目中，填答

人會特別提到某些物種，除有可能是個人

之特別關注某特定物種外，也可能與個人

之專長相關。 

經費之支持是未來長期生態研究是否能持

續執行之關鍵因素，配合政府經費分配及

使用之政策，所擬定的長期追蹤的資料記

錄指標，如動、植物之基礎調查或生態系

之調查等，或許不需要以計劃方式存在，

但是卻必須有長程性的資料累積和研究型

資料庫之建立。 

大雪山地區植群

生態之調查研究

(13-1) 

歐 辰

雄、呂金

誠、林鴻

志 

為期大雪山地區保育措施之擬定

與執行，該研究針對此地區之植

群進行調查與分析。 

設置 43 個樣區，利用矩陣群團分析法(MCA)

歸納植群類型，分析其特性及組成，探討族

群結構與演替趨勢。 

共記錄樣區內植物種類 73 科 146 屬 213

種，其中蕨類植物 17 科 26 屬 38 種；裸子

植物 2 科 6 屬 9 種；雙子葉植物 48 科 96

屬 143 種；單子葉植物 6 科 18 屬 23 種。

玉山國家公園瓦

拉米地區生態資

源與經營管理之

研究Ⅰ、瓦拉米地

區植物生態資源

之研究(13-1) 

郭 城

孟、張和

明 

探討如何有效維護與保存玉山國

家公園區內資源，並提供國民休

閒與環教的場所，同時又能兼顧

當地原住民社會的發展，甚至相

輔相成。 

以植被類型分析作為棲地環境變異的依據進

行野外調查，其調查的方法是於重要林分如

成熟常綠闊葉林、針闊葉混淆林、臺灣胡桃

林等林分中劃設 10×10 ㎡小區，進行現況調

查，包括組成物種、層次結構、物種優勢度

等，作為植被分類之依據。 

植物生態特殊、稀有植物眾多、應設置永

久樣區。 

瓦拉米地區豐富的植物資源是玉山國家公

園最適合設立永久樣區的地點之一，若能

積極設立永久樣區進行資源調查與長期監

測，除可保存本區之生物多樣性與生態多

樣性外，並能對本區各生態系統運轉機制

充分了解，作為未來規劃與管理的依據。

國家公園區內地 陳宏宇 , 
國內從民國 73 年起，開始將一些 圖幅評估的分析流程主依據各項調查結果， 以 GIS 格式數值化的方式將各項調查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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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學報 

篇名 作者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質災害敏感之評

估研究-台北縣地

區為例(13-1) 

林俊全 , 

宋聖榮 

國家公園計畫等各種自然環境之

保育計畫列入整體土地利用的規

劃中，並逐年漸進的探討環境敏

感地區之相關土地的劃設準則,

以及其管理制度，唯這些敏感區

之探討多半偏向於特殊景觀、生

態保育及資源保護地區等方面的

進行。本文以陽明山國家公園台

北縣轄區範圍內之區域作為一探

討案例。 

以套繪的方式來進行。 

將地質災害圖內屬於災害分類的資料，以及

環境地質圖內屬於侵蝕、地熱、及礦坑等資

料先行圈繪，然後不連續面投影分布圖及坡

度分布圖則依序進行套疊分析。 

將具潛在性破壞模狀及坡度陡峭之區域圈繪

出來，土壤厚度分布圖，坡向分布圖以及邊

坡穩地分析資料則予以輔助參考，而基地內

所匯整之地質材料強度資料、地層剖面圖及

地下水深度分布圖則提供評估上的比對。 

果圖建置成各不同圖幅的資料庫，非常適

宜再利用其圖幅套疊的方式，來更進一步

進行地質災害敏感的評估工作。 

藉由此資料庫的建立，可以提供給該基地

在土地利用規劃時，以及地質災害的防治

工作上，一套完整而確實的地質環境背景

資料。 

上述資訊的建立可以讓地質災害的損失減

到最小的地步，並使土地能夠達到永續經

營的目標。 

雪霸國家公園鴛

鴦 的 繁 殖 行 為

(13-1) 

孫 元

勳、李靜

峰、劉彥

廷、陳惠

玲、姜博

仁、吳幸

如 

在雪霸國家公園境內的大甲溪上

游及七家灣溪、有勝溪觀察鴛鴦

(Aix galericulata)的配對、擇偶、

求偶、交配、巢位利用和育雛等

繁殖行為。 

在七家灣溪與有勝溪放置籠型陷阱，將捕捉

到的個體套上鋁質腳環與塑膠色環，測量其

基本形質與特徵。 

配對雄鴨與單身雄鴨的體重、喙長、自然

翼長和跗蹠長等形質無顯著差異。 

鴛鴦秋季即已配對和出現交配行為，配對

比例以 1~3 月間最高，4 月起逐漸下降，7~8

月已無配對行為。 

在已分手的 8 對鴛鴦裏，6 隻雌鴨找到新配

偶，但只有 1 隻雄鴨找到新配偶。 

有勝溪比七家灣溪有較多的母鴨成功繁

殖，可能和殘留的原始林面積有關。 

陽明山國家公園

包籜矢竹族群之

復舊監測(13-1) 

韓 中

梅、黃生 

對陽明山國家公園內包籜矢竹之

種子苗進行檢測，以推斷其復舊

之時程。 

包籜矢竹種子苗生長狀況之監測。 

野外樣區之設立。 

資料分析。 

矢竹灌叢植群組成變化之監測。 

在不同樣區中，包籜矢竹種子苗之覆蓋度

均超過 90%，並且隨著種子苗高度及覆蓋

度的增加，地表如疏葉卷柏、阿里山赤車

使者等均受影響。 

陽明山國家公園 李銓、 探討陽明山國家公園預約解說服 以人口統計變數、生活型態、遊客專長性、 研究結果可解釋遊客在專長性、涉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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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學報 

篇名 作者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預約解說服務之

遊 客 特 性 研 究

(13-1) 

黃 旭

男、陳慧

如 

務遊客之特性，包含基本人口統

計、遊客專長性、遊客涉入、生

活型態與解說服務滿意度等，並

以遊客涉入進行市場區隔。 

遊客涉入來描述陽明山國家公園預約解說服

務之遊客特性。 

探討解說服務滿意度是否因遊客特性之不同

而存在顯著差異，以做為市場區隔變數之選

擇依據。 

使用因素分析與集群分析，以遊客涉入程度

進行國家公園預約解說遊客的市場區隔。 

以不同遊客涉入區隔之基本統計資料、生活

型態、遊客專長性等遊客特性，研擬解說服

務品質改進策略。 

活型態及服務滿意度之特性。 

可將遊客劃分為五個區隔市場，並對此五

個區隔市場研擬有效的解說服務策略。 

研究結果可提供國家公園管理研擬有效解

說服務之有用資訊。 

蘭嶼達悟族之森

林作業方式對林

分結構、組成之影

響(13-1) 

王 相

華、張勵

婉、高瑞

卿 

探討蘭嶼達悟族之森林作業方

式，重點如下﹕ 

瞭解達悟族的傳統森林作業方式

森林作業方式對當地森林結構、

物種組成及物種多樣性之影響 

瞭解達悟族之森林作業方式有何

可取之處? 以及是否符合生態經

營法則及永續經營之精神? 

研究者配合族人入山經營果樹林及用材林之

同一時間，到現場訪談、紀錄其經營管理及

作業方式。 

經由現場勘察，在島內不同部落家族經營的

果樹林及用材林地內，經隨機選擇設置 32

個 30m x 10m 之樣區(plot)，樣區內紀錄胸徑

1cm 以上木本植物之種類和胸徑，以及胸徑

1cm 以下之林下幼苗之種類及數量。 

除少數用材樹種呈現幼樹過少之更新不良之現

象外，達悟族之林業經營方式基本上符合現代

林業經營所強調的生態經營法則及永續經營之

精神。 

達悟族人在森林資源經營上，擁有永續利用的

概念，對原始森林內的資源，不會恣意使用，

造成資源的枯竭。 

台灣西北內陸區

森 林 植 群 分 析

(13-2) 

陳 俊

雄、蘇鴻

傑 

該研究選擇台灣西北氣候區為研

究範圍，且特別以 1200 公尺以下

為調查對象來做植群分析，期能

填補台灣植群資料之不足。 

利用各項前人研究的結果，加上研究者本身

對研究樣區各項環境因子的調查，並採用植

群生態多變數分析法之分類法中的矩陣群團

分析法來將樣區分群，再檢視所分之樣區群

間，環境因子有無顯著差異。 

另採用分布序列法之降趨對應分析來計算樹

種及樣區之序列軸坐標。以其結果及圖示來

將西北內陸區的楠櫧林帶植物社會，分為四個

林型；分別為錐果櫟－昆欄樹林型，長葉木薑

子－烏心石林型，青剛櫟－黃杞林型，澀葉榕

林型。 

得知影響西北內陸區楠櫧林帶之主要因子為海

拔高度、全天光空域及地形位置。 

分析植物社會的族群構造，樹種大都呈現反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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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作者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作為植群分型及相關環境因子之初步判斷，

最後的分型仍是回歸列表比較法之原則，並

以優勢種及特徵種聯合命名。 

型的曲線分布，代表研究所描述的西北內陸區

植群社會，為演替後期之極盛相階段的植群社

會。 

玉山國家公園地

質動態與環境長

期監測研究－以

天池地區長期山

坡變形現象之研

究為例(13-2) 

張石角 探討南橫天池地區，因歷經數次

火燒，為一片草生地景觀。其地

表凹凸等微小地形得以彰顯，而

揭露出天池地區約四十公頃範圍

內之「類喀斯特」地形。喀斯特

地形以陷穴、盲谷、洞窟和地下

排水系統等為其特色，乃石灰岩

等受地下溶解、溶洞塌陷而成。

其現象竟出現於變質砂頁岩分布

區的天池地區，實不得不令人稱

奇，而遂有此研究計畫。 

以現地探勘、調查、資料蒐集等方式收集研

究所需的相關資料。 

發現南橫天池位於一脊雙嶺所夾之淺谷

內，其山脊和淺谷多凹穴和盲溝，各為地

表水入滲系統，不與區外水系連接；天池

乃凹穴中規模最大且長年有水者。 

凹穴與盲溝都是地下水侵蝕造成地下孔

洞，使地面塌陷而成。而此地區地表水之

所以幾乎全部入滲成地下水，而地下水又

容易侵蝕成地下空洞，乃因本地區高傾角

板岩層之順向坡產生「重力屈膝褶曲和塌

陷作用」所致。 

天池地區地下水系、凹穴、盲溝等地形特

殊而典型。建議應將相同成因之此類地形

稱之為「天池地形」。 

玉山國家公園步

道遊憩承載量及

經營管理策略之

研究(13-2) 

林晏州 透過相關理論研究、現況環境調

查，擬訂一套合適且簡便之步道

遊憩承載量之評估模式，並分析

步道之最適承載量，以作為未來

檢討遊客管制措施之依據與參

考。 

利用調查分析遊客量與植被覆蓋度減少率之

相關性。 

針對玉山國家公園的登山者與遊客進行問卷

調查，調查受訪者對於各種不同植被覆蓋度

之接受度。 

綜合建議高山步道與遊憩區步道之最適遊憩

承載量。 

發現遊客量與植被覆蓋度高度相關。 

登山者與遊客對於高山步道與遊憩區步道

可接受之覆蓋度減少率為 40%以下。 

高山步道之最適遊憩承載量為每年不超過

16,962 人，遊憩區步道之最適遊憩承載量

則為每星期不超過 3,290 人。 

建議使用需求大之地區管制遊客人數，考

慮依環境資源及當地氣候的狀況，彈性調

整登山遊客數量，必要時進行短時間的封

山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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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作者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生態工法應用於

國家公園之研究

(13-2) 

鄭 奕

孟、林永

發 

探討台灣生態工法應用現況與國

家公園生態工法之執行現況與應

用成果，歸納適用於國家公園工

程設施之具體作法，繼而提出生

態工法於規劃設計、施工與材料

使用之原則，並分析目前生態工

法於執行上所面臨之瓶頸與問

題。 

以文獻回顧法，蒐集生態工法與國家公園相

關文獻資料，瞭解台灣於生態工法領域上應

用之現況。 

探討國家公園生態工法之案例，分析比較應

用生態工法之現況、作法及優缺點，探討適

用於各國家公園生態工法之類型。 

透過專家訪談訪問國家公園管理單位，探討

生態工法於現階段執行上之問題，並加以彙

整與分析。 

各國家公園資源特色不同，生態工法運用

之範圍與作法亦有所差異，因此須考量自

然資源與生態環境之特性，選擇適合之施

作方式，以達到自然生態保育之理念。 

生態工法執行之前，應依規劃目的，給予

最適當之解決方法，以積極的態度執行生

態環境復育、保育工程。 

對於生態工法應用於國家公園之研究建議

如下：建立生態工法執行模式、生態資料

庫之建立。 

金門島栗喉蜂虎

繁殖生物學研究

(13-2) 

袁 孝

維、王力

平、丁宗

蘇 

針對金門的夏候鳥栗喉蜂虎

(Merops philipennus)其繁殖生物

學進行研究。 

在全金門島以繫放與上標、形值測量、行為

觀察等方法，比較該年度或過去曾經使用的

營巢地進行觀察與調查，主要地點包括大地

海濱、田埔水庫、青年農莊、山西海濱、昔

果山、環保公園及夏墅海岸等地區發現之營

巢地 

栗喉蜂虎在 3 或 4 月出現在金門繁殖，多

分布在金門的東半島。 

雄鳥在喙及中央尾羽上顯著大於雌鳥。採

行集體繁殖，為一夫一妻制。 

栗喉蜂虎平均產下 4 -5 枚卵，約 22 - 26 天

孵化， 83%的雛鳥在 9 天內孵出，具有同

步繁殖的情形。雛鳥在巢中約 20 -24 天，

離巢後，在遷徙之前仍會與親鳥在一起學

習覓食一段時間。 

原住民與國家公

園 共 同 管 理 經

驗：加拿大與澳洲

個案之探討(13-2) 

紀駿傑 針對國家公園與原住民的「共同

管理」制度之發展歷史、現況與

問題，進行介紹與討論。 

對庫瓦倪國家公園與烏魯魯─喀

塔凸塔國家公園進行深入介紹與

分析討論，包括共管制度的緣

起、制度設計、理念，以及實際

以文獻討論分析。包括官方文獻和學者之個

案研究，以及相關的原住民與國家公園關係

之文獻為主要資料來源。 

分別於 2001 年與 2002 年夏天拜訪兩個國家

公園，並針對當地原住民以及國家公園管理

員進行短期的訪問研究。 

國家公園的共管機制能夠有效的建立，主

要的原因歸納為以下幾點：社會文化與政

治基礎、部族共有之土地權的取得、傳統

生態知識的重要性、國家/政府與原住民社

群的互信與合作。 

許多原住民社區可能需要時間重新發展出

可以集結社區意志與力量的機制，重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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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作者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執行的方式與成效。 習他們所處地區的生態知識。 

應從成立「諮詢委員會」開始做起，讓原

住民有參與經營管理的管道。可為他們的

社群權益發聲，確保他們的文化延續。 

應用 IKNOS 衛星

影像於墾丁國家

公園植群圖繪製

之研究 

(13-2) 

陳 朝

圳、鍾玉

龍 

為解決植群生態分布缺乏空間性

資 料 之 問 題 ， 該 研 究 結 合

IKONOS 衛星影像與影像分類技

術，繪製墾丁國家公園內植群之

空間分布圖，並探討高解析衛星

影像之人工判釋與自動判釋之差

異，建議未來植群圖資料更新之

作業方法。 

以高解析度之 IKONOS 衛星影像為材料，進

行正射糾正。 

以衛星影像波譜特性及 NDVI 影像，進行人

工判釋及監督性分類，繪製網格式及向量式

之植群圖。 

比較人工判釋及監督性分類之差異。 

正射糾正之 X 座標誤差為 0.98m，Y 座標誤

差為 0.82m，小於一個像元單位（1m×1m），

符合國家公園經營規劃之精度要求。 

依據 IKONOS 衛星影像之分類特性，建立

區內海濱植物群落、乾燥林植物群落、季

風雨林植物群落、相思樹植物群落、混生

林植物群落、草生地、農耕地、建成地、

水域及裸露地等十種植群性與土地利用

型，其自動分類之準確度約為 81.98%。 

生物多樣性資源

之休閒遊憩價值

(14-1) 

林 晏

州、陳玉

清 

探討生物多樣性資源的休閒遊憩

價值，以遊客對遊憩地點的選擇

行為所獲得之標準化的效用函

數，進而比較各環境屬性的相對

權重值，再以邊際替代率換算出

其遊憩價值。 

以五個影響遊客對旅遊地點選擇行為的環境

屬性，組合出 18 種不同環境特色的模擬方

案，選擇陽明山國家公園遊客進行抽樣與問

卷訪談，並應用聯合分析法分析效用函數。

遊客選擇遊憩據點時，最重視植物物種多

樣性，其次為動物物種多樣性及人文資源

豐富度。 

遊客對於多樣且豐富的植物物種願意多支

付 1673 元，對於多樣且豐富的動物物種願

意多支付 1397 元，對於人文資源多樣且豐

富時則願意多支付 1321 元。 

生物多樣性資源的豐富度與多樣化均會增

加遊客的願付費用，而生物多樣性資源具

有休閒遊憩價值。 

合歡山區登山步

道土壤沖蝕之研

劉儒淵 調查與分析登山遊客之踐踏對太

魯閣國家公園合歡山區各主要登

山步道沿線土壤沖蝕之型態與結

以步道土壤沖蝕量為指標，採用步道截面重

複測量方法，設置步道截面之固定觀測樣區。

針對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山地區的三條主要

各步道之土壤沖蝕程度因遊客使用密度與

其他環境條件的不同而呈現明顯的差異。

合歡東峰步道由於承受的遊客踐踏壓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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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作者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究(14-1) 果。 

定期調查監測各步道寬度之擴

張、凹陷及沖蝕程度之變化，探

討影響步道劣化之因子，並與步

道沿線之植群衝擊效應相互對

照。 

登山步道遭受遊客踐踏衝擊所產生的土壤沖

蝕效應與程度，分別進行兩次之調查監測，

同時探討其與遊客數量、步道沿線環境及植

群衝擊調查介量間之關係。 

大，為三條步道中沖蝕程度最嚴重者。 

北合歡山步道之年平均沖蝕量 99.3 cm3/

㎝，步道寬度擴張率 1.52%。 

石門山步道沿線因有若干平行步徑而分散

登山遊客，其步道截面之年平均沖蝕量僅

96.5 cm3/㎝，唯步道寬度擴張率達 3.66％。

宜蘭縣南澳鄉金

洋及澳花部落泰

雅族民族植物初

步調查(14-1) 

林 麗

君、董景

生、邱文

良、王相

華 

該研究主要在於記錄宜蘭縣南澳

鄉澳花與金洋二部落內泰雅族人

對植物的使用方式；。 

對二部落及三位不同成長背景之

報導人的植物利用方式做一比

較，期能作為日後更進一步探討

的參考資料。 

開放性的深度訪談、文獻回顧、參與觀察及

野外植物採集並實地訪談。 

訪談內容記錄方式有現場筆錄、錄音及錄影

三種，並於金洋部落收集泰雅族器物，藉此

了解植物應用在日常生活中的情形。 

共記錄到 1595 筆民族植物用途資料，分屬 78

科 214 種植物，總數約佔該地區植物相的 32%。 

澳花部落使用於食用、藥用、祈福祭儀等用途

之植物種數占該部落植物總數比例高於金洋部

落。 

賽德克亞族 GM02 報導人提及食用、藥用植物

佔其所提植物總數的比例較高，泰雅亞族賽考

列克支群 KM01 報導人、泰雅亞族澤敖列支群

的 KM02 報導人則以日常用品及建築植物的使

用比例較多。 

原住民保留地發

展生態旅遊之潛

在市場分析－以

南投縣信義鄉巴

庫拉斯原住民保

留地為例(14-1) 

楊 文

燦、洪玎

螢 

該研究以部落或村里外之原住民

保留地為對象，從所研擬之活動

節目安排與潛在遊客參與意願及

願付金額等面向，來探討原住民

保留地發展生態旅遊之市場可行

性。 

於 2002 年暑假期間選擇大台中都會區居民

為問卷調查之對象，共取得有效樣本 267

份，來分析原住民保留地發展生態旅遊之潛

在市場。 

潛在遊客受訪者的調查結果顯示：他們對保留

地生態旅遊活動和服務的支持與付費意願，初

步證實此一市場基本上是存在的。 

未來在推動原住民保留地生態旅遊時，主力市

場對象可以鎖定大自然愛好者。 

保留地以發展生態旅遊的新利用方式，是值得

發展的戶外遊憩活動。 

雪霸國家公園整 邱 守
建立一「雪霸國家公園整合式地

理資訊系統」，提供管理處相關業

將雪霸國家公園的資料庫以整合式方法建

置，將現有資料轉檔、編修，並整合政府單

建立「雪霸國家公園整合式資料庫」，增加資料

之可利用價值，達到資料共享之目的，並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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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式地理資訊系

統 建 置 之 研 究

(14-1) 

榮、劉怡

萱、陳美

心、周天

穎 

務人員進行相關環境地理資料之

即時查詢、設施管理、保育研究、

環境監測等之應用。 

位資料。 

規劃整合式地理資料庫，開發雪霸國家公園

整合式地理資訊系統。 

務需求為導向開發「雪霸國家公園地理資訊系

統」。 

藉由 GIS 之位相關係與屬性資料之連結，可提

供進一步之空間分析、空間統計等需求基礎，

有助於提升相關業務之執行與處理效率，落實

資訊化作業管理之目標。 

陽明山國家公園

人工林植群變遷

(14-1) 

王 義

仲、黃曜

謀、林志

欽 

調查陽明山人工林現況，用來指

示人為干擾及自然演替而產生的

植群變化。 

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內之人工林共設置 34 個

10×10m2 樣區。紀錄胸高直徑超過 1cm 之木

本植物名稱、胸高直徑及株數，草本植物則

紀錄覆蓋度及其名稱。 

為瞭解造林樹種之變遷，該研究著重於人工

林植群之變遷，故以造林樹種為主觀分型依

據。 

共紀錄維管束植物 84 科 155 屬 199 種，其中包

括 10 種人工栽種樹種，其中最重要的人工造林

樹種以柳杉、琉球松、楓香、樟、相思樹為主，

散佈於大屯山、七星山等區域。 

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目前栽種之人工造

林，均無法完成天然更新，若不加以人為干擾，

勢必在未來會隨著演替作用的進行，逐漸被其

它樹種所替代。 

墾丁國家公園臺

灣梅花鹿之族群

分佈(14-2) 

陳 順

其、王穎 

擬了解野外族群目前之數量及分

布概況，以利管理單位擬定未來

之復育計畫。 

復育區外方格之穿越線痕跡調查。 

夜間目擊調查。 

自動照相機調查。 

復育區鹿口調查。 

復育區內及區外痕跡之比較。 

鹿群分佈於小尖石山以東，南至埔頂、北至老

藤丘，範圍約 2700 公頃，總數介於 75 至 238

隻間，密度約每公頃 0.04-0.09 隻，顯示區外之

承載量仍大。 

痕跡密度較高的區域為大圓山東北及港口山東

南地區，目擊數量較多者為籠仔埔周邊地區。 

另於 7 月在復育二及四區進行鹿口普查，調查

結果分別為 111 及 36 隻，其密度分別為 3.88

及 1.76 隻，由其植被被破壞之情況顯示該區已

超限使用，有必要採取管理措施。 

金門太武山水韭 張 永
報導金門太武山水韭的植株及孢

子形態、染色體數，並與台灣水

利用形態學及解剖學等方法，研究該水韭

根、莖、葉之形態等特性，水韭孢子之形態

該水韭的葉長約 9 至 18 公分，球莖 2-3 瓣，大

孢子為散彎紋，250-310 μm；小孢子為刺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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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態研究(14-2) 達、郭章

儀、賴明

洲 

韭的資料進行比較，以瞭解其相

關性。 

則利用掃瞄式電子顯微鏡進行觀察及照相。

染色體的觀察則以根尖壓片法進行。 

32-34 μm，染色體數 2N=22。 

水韭的棲地範圍窄小，面積約 10 平方公尺，水

深約 10 公分，棲地環境惡劣，面臨生存危機，

因此，該物種的保育應積極進行。 

玉山國家公園遊

客旅遊動機、期

望、體驗、滿意度

與重遊意願之研

究(14-2) 

吳 忠

宏、黃宗

成、邱廷

亮 

針對前往玉山國家公園之遊客做

深入的探討，並分析遊客之社經

背景、旅遊特性、動機、期望、

體驗、滿意度、重遊意願及其間

之關係，以提供決策者做為未來

經營管理與資源保育之參考。 

問卷設計乃針對玉山國家公園遊客做實地訪

查，找出契合本研究之變項，並送請玉山國

家公園相關主管及學者專家做最後的修正。

抽樣方法以玉山國家公園園區內，新中橫、

南橫、塔塔加、上東埔、石山、梅山、中之

關、天池遊憩區等遊憩點之遊客為受訪對

象，並以自編問卷進行調查。 

受訪者對玉山國家公園之重遊意願與其旅遊動

機、對服務設施之行前期望與實際體驗環環相

關。 

若要培養遊客對玉山國家公園之重遊意願，需

提高其旅遊動機、對服務設施之行前期望、實

際體驗與滿意度。 

太魯閣國家公園

遊客之步道選擇

行為(14-2) 

曾 柏

瑋、林晏

州、黃文

卿 

探討太魯閣國家公園內遊客對健

行步道選擇決策行為。 

將大眾型景觀步道以及可提供較

為深入體驗之步道作比較，研究

遊客對步道環境屬性之認知及其

對步道選擇行為之影響。 

利用因素分析將遊客對各動機之同意程度萃

取成數項共同因素，用以分析不同人口特性

變項分群間之差異情形，進而利用動機因素

做為區隔分析基礎，再就各分群。 

以遊客對步道環境屬性認知為自變項，步道

選擇決策行為為應變項，進行羅吉特分析，

建立其步道選擇模式。 

遊客可依動機不同分為三群，三群間遊客特性

有顯著差異；而對於步道環境屬性，三群遊客

皆重視步道環境令人感覺孤獨寧靜。 

休養生息群之遊客最重視的屬性亦為步道環境

令人感覺孤獨寧靜；輕鬆新奇群則較重視動植

物生態具有特色，不喜歡的屬性為步道困難度

高；而健身隨性群之遊客，除上述因素外，僅

重視步道自然度高。 

除困難度高之屬性為負效用外，當遊客給予砂

卡礑步道較高之評值時，則其愈可能選擇砂卡

礑步道。 

大屯火山群潛在

岩漿庫研究：微震

監測之初步結果

林正洪 因大屯火山群地表地熱活動仍然

明顯，大屯火山群是否復活的可

能性，不僅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科

學問題，更關係大台北附近民眾

利用五個地震儀，來測量微小地震的時空分

佈，並試圖由記錄之地震波型，辨識地震震

源之種類，是否包括有岩漿活動造成之地震。

陽明山國家公園內之七星山附近，有明顯的微

震活動存在；且約略集中於七星山及大油坑附

近，大多數之微震震源深度均小於五公里內。 

分析連續地地震記錄，更發現有些微震，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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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的生命財產安全。該研究利用五

個地震站所組成之小型微震網，

來觀測陽明山國家公園內，七星

山附近之微震活動。 

短時間內發生於很小的地區內，這現象與一般

火山地熱區所觀測之群震現象相同。 

比較每日之連續地震記錄，發現有些不尋常的

連續振動訊號。目前雖無法直接判識其振動之

來源，但卻與國外其他火山地區，所觀測之岩

漿相關活動類似。故很值得於未來研究，作更

進一步探討。 

人為活動對墾丁

國家公園海域生

態衝擊之長期監

測研究及生態與

環境資料庫建立

(14-2) 

孟 培

傑、陳正

平、鍾國

南、劉銘

欽等 

調查及評估各種人為活動因子對

墾丁國家公園珊瑚礁海域及生態

環境的衝擊，希望就人為活動對

海域的衝擊研擬解決對策，以期

結果能提供決策單位作為參考。

調查各種人為活動因子對墾丁國家公園珊瑚

礁海域及生態環境的衝擊。 

為保育墾丁海域珊瑚礁生態環境，結合具有

地理座標屬性之高解析度海床影像—以側掃

聲納系統與水下攝影系統，進行墾丁海域現

生珊瑚礁分布調查。 

建立珊瑚礁所在位置與珊瑚礁之現況等地理

資訊資料作為計畫的背景資料，以比對人為

因子對海域的衝擊。 

加強珊瑚礁保育之教育宣導，建立遊客正確之

保育觀念。 

設法能管制海岸土地或山坡地之開發利用，特

別要加強在水土保持部份的規範與管理，並力

求落實行取締與管理工作。 

落實執行取締非法汙水排放與管理工作。 

訂定海上遊憩活動管理辦法，並規劃完善之沿

岸遊憩設施及範圍，減少人為活動的破壞。 

武陵地區水質調

查研究(15-1) 

于 淑

芬、林永

發、官文

惠、林幸

助 

探討武陵地區目前已存有櫻花鈎

吻鮭之七家灣溪、高山溪及目前

已無櫻花鈎吻鮭之有勝溪三條溪

流水質狀況比較，並嘗試以溪流

內之附生藻類作水質探討。 

在七家灣溪、高山溪及有勝溪共設置 14 個樣

點，測定水質理化項目有水溫、導電度、溶

氧量、酸鹼度、濁度、硝酸鹽氮、亞硝酸鹽

氮、氨氮、磷酸鹽及矽酸鹽等。 

生物部分則採集底棲附生性藻類。 

WQI 值顯示各溪流水質為第一級優良水體，其

中高山溪水質最佳，七家灣溪次之，有勝溪水

質最差。 

GI 值最高為高山溪、七家灣溪次之、有勝溪最

低，且有勝溪三個樣點其 GI 值有 6 個月以上

GI 值都偏低，顯示水質較差。 

在 2003 年各個月份中，冬季枯水期普遍 GI 值

均較夏季豐水期來得低。 

雪山東峰玉山箭 廖 敏
玉山箭竹為臺灣高海拔草生地主

要組成，然其開花物候之研究尙

於觀察樣區內隨機選取 200 枝玉山箭竹開花

竹稈標定為樣枝，樣枝間距依 Hsiao & 

5□11 月為開花期，授粉方式有小花打開及

小花不打開二種。2002 年 5 月觀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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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開花物候之探

討(15-1) 

君、邱清

安、歐辰

雄、呂金

誠 

付之如缺，適逢雪山東峰玉山箭

竹火燒後有開花情形，該研究針

對其進行物候調查及更新機制加

以探討。 

Rieseberg(1994)之結論進行實驗設計，每一樣

枝間距均超過 1 m 以上。 

自 2001 年 8 月至 2003 年 10 月，開花時期每

二週調查一次，非開花期則每月調查一次，

記錄其物候及樣株生長狀況。 

樣枝可從去年已開花之部位繼續長出花

芽，然而在花序尚未完全抽出之前即已開

花，但小花子房尚未授精，隨即乾枯。 

果熟期自 10 月開始，至翌年 1 月止。開花、

結實情形以 2001 年最好，並逐年下降，直

至 2003 年已無結實，僅 11 個樣株存活。 

至今尚未發現種子苗建立，未來仍須針對

玉山箭竹營養系方面進一步探討，以期瞭

解玉山箭竹繁殖及更新方式。 

陽明山國家公園

不同地區蜘蛛多

樣性之比較(15-1) 

卓 逸

民 、 曾 

伶、 

莊 智

元、鄭任

鈞 

探討陽明山國家公園內之蜘蛛多

樣性、群聚結構及功能群組成是

否有所差異。 

在樣區中進行空間異質度之測量

以了解造成多樣性差異之機制為

何。 

採集樣區分別位於大油坑的硫磺區、擎天崗

草原、七星山的長草草原、冷水坑的森林、

鹿角坑森林保護區、竹子湖的柳杉純林及陽

明書屋。 

以穿越線法設置六個大小為 5 公尺見方之採

樣點，六個小樣點間隔至少為 30 公尺以上。

從 2003 年 2 月起至 2004 年 1 月止進行每月

一次之調查及採集。 

全年共採得蜘蛛個體 8714 隻，其中成熟個

體有 2802 隻，包括 27 科，75 屬，246 個型

態種。 

較為優勢的四個科依序為狼蛛科、皿蛛

科、姬蛛科以及崖地蛛科。 

棲地中以鹿角坑之物種多樣性最高，大油

坑在各種多樣性指數中其值皆最低。 

各地區間之蜘蛛功能群組成有顯著差異；

優勢物種有不同之棲地偏好，但具有類似

之生殖週期。 

陽明山國家公園不同類型森林會因其接受

不同程度之干擾和經營管理造成不同之植

被結構，而導致不同之蜘蛛組成。 

臺 灣 地 區

Holdridge 生命帶

邱 清

安、呂金

誠、林博

以 Holdridge 生命帶系統為例，使

用臺灣各月平均氣溫、降水分布

圖為分析材料，以 ArcGIS 計算

Holdridge 生命帶的 3 個氣候參

使用通過檢定程序之長期氣象資料，結合迴

歸分析與地理統計方法(Geostatistics)推估而

得之 100 m 網格的各月平均氣溫、降水分布

圖為材料，以地理資訊系統軟體 ArcGIS 8.1

由於 Holdridge 系統將水平緯度帶與垂直海

拔帶之氣候指標值視為相同意義，但山區

與全球性帶狀氣候之典型仍有所不同

(Lydolph, 1985)，因此應用於全球尺度的



 

 附83 

國家公園學報 

篇名 作者 探討議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結果 

之繪製(15-1) 雄、廖敏

君 

數，劃分出 13 種生命帶，並與前

人研究相比較。 

最後對氣候–植群分類模型在臺

灣應用時可能存在的問題加以討

論。 

及 Spatial Analyst 模組為操作平台，進行氣候

參數計算、植群類別劃分與製圖。 

Holdridge 生命帶系統並不適用於亞熱帶高

山島嶼的臺灣。 

對臺灣而言，目前首要工作應是逐一繪

製、實作研究各種氣候–植群分類系統或

指標，找出適於本地的方法，以做為未來

潛在植群圖、氣候變遷等研究的基礎。 

應用 SPOT 衛星影

像探討墾丁國家

公園地景層級之

植群變遷(15-1) 

陳 朝

圳、鍾玉

龍、吳守

從 

以 1993、1997 及 2001 年之 SPOT

衛星影像為材料，進行不同時期

之植群型分類，建立不同分區之

植群型空間分布後，以地景生態

指數探討各植群型於不同時期之

變遷，並對墾丁國家公園之經營

管理提出相關建議。 

以建置不同時期墾丁國家公園植群型之空間

資料為首要，經由植群型的定義，各植群型

地面訓練樣區之選取，到衛星影像之植群型

分類。 

分析各土地使用分區地景層級之植群型變

遷，其中包含了地景生態指標之計算及地景

變遷分析。 

以 10 月份生長季節之衛星影像，利用最大

概似法進行植群型分類，可得較佳的分類

結果。 

由地景變遷分析結果得知，墾丁國家公園

區內各期間之地景層級植群型在多樣性、

均勻性與排列性上均有日趨複雜之趨勢。

經由 Shannon＇s 多樣性指數之 t 值檢定結

果顯示，地景層級之植群型變遷達顯著差

異，顯現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在遊憩壓力

與開發密度高之區域，有必要加強經營管

理與生態監測工作，以確保維護生態系之

穩定。 

太魯閣國家公園

高山地區植被類

型之分類(15-2) 

周 富

三、楊智

凱、廖俊

奎等 

調查太魯閣國家公園內海拔 2000 

公尺以上高山地區的植被類型，

特別是未曾被調查過的路線。 

收集太魯閣國家公園之相片基本圖，並將植

被的形相區分成不同的多邊形，在不同土地

利用型的多邊形內，設置 20 m × 20 m 或 20 

m × 40 m 或 30 m × 30 m 的方形樣區，記錄

其樹木名稱，測量胸高直徑。並將收集得到

的資料加以整理分析。 

將太魯閣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的植被類型分

為 4 個群系 8 個林型 8 個亞型。 

經由 8 個林型與海拔高之間的直接梯度分

析，結果顯示 4 個群系與各林帶的海拔分

布範圍，分別為 I.高山灌叢群系 (高山植群

帶)：3200-3600 公尺、II.針葉樹林群系 (冷

杉林帶、鐵杉林帶)：2800-3200 公尺、III.

針闊葉樹混合林群系 (鐵杉雲杉林帶)：

2400-2800 公尺、IV.常綠闊葉樹林群系 (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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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帶上層)：2000-2400 公尺。 

以生態觀點探討

小型島嶼之最高

道路密度--以金門

為例(15-2) 

林世強 以生態之觀點探討金門可容忍之

最高道路密度，主要以大型掠食

性動物可存活繁殖之容許道路密

度為主要依據，推算出如金門之

小型島嶼相對應之道路密度。其

結果可作為該地區道路規劃之重

要指標。 

直接將適合大陸型生態之道路密度 0.6 

km/km2 套用於小型島嶼中以推論島嶼道路

密度之合適性。 

以某一理想島嶼之生態為標準，利用物種密

度與島嶼面積之關係推算金門道路密度為

0.26 km/km2，此計算方法考慮物種之擁擠

度，適當緩和物種之存活密度，在小型島嶼

內提供大型完整之空間。 

以最大之小型島嶼為標準，綜合模式一與模

式二之參數：ρ及物種密度，利用模式二之

推導方式推算金門道路密度為 0.32 km/km2。

以最大型原生動物所能存活之最高道路密

度為道路規劃之評估基準，並作為整體島

嶼建設之依據。 

若現有道路密度過高時，應考慮關閉部份

影響生態或使用率低之道路，並復育原有

生態。 

城鄉與聚落之開發應以集約為原則，避免

過於分散而導致增加道路之開闢。 

道路之開發應多考慮以高架或隧道方式建

造，而在道路設計時，應將生物廊道適當

加入。 

改變現有道路之路線或車流動線，以避免

影響鄰近動物之活動與繁殖。 

若道路開發已不可避免，則應有其生態減

緩措施或補償措施，以維持生態面積總量

之平衡。 

立霧溪流域水質

特性(15-2) 

許文昌 本研究針對立霧溪流域進行水質

監測，監測項目包含水溫、電導

度、酸鹼值、溶氧、生化需氧量、

懸浮固體物與水溶性離子物種，

量測結果並以我國環保署使用的

河 川 污 染 程 度 指 標 (River 

Pollution Index ,RPI)評估立霧溪

流域水質污染程度。 

於立霧溪流域進行水質監測，採樣點規劃概

分為兩大類：背景測點與污染監測測點。水

質監測的分析項目包含：水溫、酸鹼值、電

導度、溶氧、懸浮固體物及水溶性離子物種

等。 

其中水溫、酸鹼值、電導度於採樣現場量測，

水中溶氧量則於現場固定溶氧後帶回實驗室

進行後續分析，水中懸浮固體物及生化需氧

在未受暴雨影響的晴天日，立霧溪流域各

監測點水質多屬於『未(稍)受污染』程度，

當流域內有顯著降雨發生時，溪水中懸浮

固體物濃度激增十至數百倍，導致溪水水

質呈現『中度污染』程度。 

暴雨逕流對於表土的沖刷作用為導致立霧

溪流域水質惡化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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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則以採樣瓶採集水樣後帶回實驗室分析。

金門栗喉蜂虎營

巢地及生殖族群

變遷監測(15-2) 

王 怡

平、袁孝

維 

目前並沒有針對金門地區栗喉蜂

虎棲地的變化及族群數量做年間

之比較，該研究目的在紀錄金門

栗喉蜂虎營巢地的分布並估測生

殖數量，評估栗喉蜂虎營巢地的

變遷及生殖族群數量的動態變

化，並比較兩種生殖族群數量估

測及結果。 

於栗喉蜂虎生殖季開始時，在栗喉蜂虎以前

曾經繁殖的地區及推測可能築巢的環境，以

機車或汽車沿道路搜尋蜂虎可能營巢的地

點，標示於地圖上，先拍照存證，並不定時

前往觀察。 

若發現蜂虎挖洞痕跡或蜂虎活動則記錄之並

以衛星定位儀（GPS）紀錄經緯度座標，之

後每月進行復勘一至兩次，並確認其在整個

生殖季的使用情形。以直接數算法來計算營

巢地最小生殖族群量。 

某些營巢坡面的蜂虎生殖數量逐年減少，

可能和營巢坡面上植被生長和舊有巢洞留

存導致可營巢空間受限有關。 

在生殖族群數量計算上採直接數算法，並

於 2004 年另外使用間接估算法計數，三年

的直接數算法結果為 800、500 及 500 隻，

可能隨著金門島上大型營巢地的減少，使

得營巢地變得分散而不易被調查人員搜尋

到，造成觀察數量下降。 

2004 年間接估算法數量約為 2400 隻，和

直接數算法差異甚大但較接近蜂虎在夜棲

地直接數算的結果，可能因為觀察時不易

見到營巢地大部分的個體導致。 

陽明山國家公園

土壤重金屬含量

及地質特性對土

壤性質影響之研

究(15-2) 

余炳盛 該研究之目的為研究陽明山國家

公園主要公路—陽金公路沿線以

及部分重要遊憩地區土壤有無受

到重金屬污染之情形。並嘗試探

討其原因。 

期望建立陽明山國家公園地區主

要火成岩層(岩性)岩石及其化育

土壤之砷、鎘、鉻、銅等重金屬

含量背景資料庫。 

分析陽明山國家公園陽金公路沿線、區內主

要遊憩點，以及具典型岩性地區土壤及相關

火成岩層之重金屬含量。 

建立本區域主要火成岩及土壤重金屬等元素

含量背景資料。 

陽明山地區土壤微量元素的含量，深受地

質環境所影響。土壤背景值中砷與銅的含

量普遍較高，砷的背景含量常超過環保署

監測基準，甚而高於管制標準，而銅的背

景含量也多高於食用作物的監測基準。 

陽金公路沿線各樣品的砷含量明顯較高，

部分樣品超過管制標準或監控基準。 

十處遊客較多的重點地區樣品也是砷含量

偏高，包含冷水坑、小油坑、竹子湖、陽

明書屋、擎天崗以及七星山的樣品均超過

監控基準，而其他地區砷含量也都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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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SPOT 影像進

行金門島土地覆

蓋 變 遷 監 測 —

1995 年、2000 年、

2001 年(15-2) 

楊婉如 以台灣地區有長期拍攝的 SPOT

衛星影像進行土地覆蓋變遷的判

釋，並輔以社會、經濟、政策、

人口等因子的變遷探討在 1995～

2001 年間，金門島在區域尺度上

的土地利用變遷狀態，並可了解

SPOT 影像在此地區之土地資源

管理上的適用性。 

該研究以 1995 年、2000 年、與 2001 年冬季，

共三個時期的 SPOT 衛星影像進行變遷偵

測，並以行政區域圖等資料和現地對照的方

式進行判釋正確度的評估依據。 

以所取得之三個時期的影像中，以目視判斷

可見不同時期間同類地物所呈現之色調不

一，故經過初步的幾何校正與輻射校正處理

後，先以光譜分佈圖分析主要判釋類別的各

波段光譜值，發現直接以光譜反射值的變化

代表變遷偵測不易界定可靠的閾值，乃採用

分類後比較法進行變遷偵測，評估 SPOT 影

像在此地應用的可行性。 

在土地管制規定下，金門島並未有大規模

的農地或林地轉為其他用途的現象，大型

的建設則以政府部門的投資，包含交通等

公共設施的興建為主，民間的投資案並未

在原有的聚落之外形成大規模的新開發

區。 

在 SPOT 衛星的適用性上，發現此影像在此

地的應用難以避免結果混淆的情形發生，

因此在保育規劃上的應用可行性不高，未

來或可應用時間、空間解析度較高的「福

衛二號」影像進行變遷偵測資料庫的建

置，以作為環境監測的基礎。 

七星山 2001 野火

對夢幻湖水質之

影響(16-1) 

王 立

志、王怡

平、尤靖

雅、陳俊

雄 

監測夢幻湖水質變化，以評估

2001 年野火對國寶—台灣水韮的

生存可能衝擊。並依集水區水流

路徑，監測雨水、穿落水、土壤

水及湖水間水質變化，以進一步

了解湖緣森林的緩衝機制。 

依集水區水流路徑，於保護區內架設湖水、

雨水、穿落水及土壤水收集器。以每周一次

為原則，進行水樣採集。 

依水質分析標準方法(APHA,1995)，水樣先行

測定酸鹼值及電導度，進而比較各森林層次

水化學變化及差異，並顯示此一生態系的環

境特性。 

比較過去其他相關研究結果顯示 2001 年野火

前後水質條件，尚在夢幻湖水水質變異範圍之

內，並未顯示明顯影響，依台灣水韮耐受性評

估，短期內將不至於影響台灣水韮的生存，而

湖緣多層次之芒草及森林植群亦可能提供重要

的緩衝功能。 

東沙環礁的珊瑚

群聚(16-1) 

戴 昌

鳳、鄭安

怡 

對於東沙海域的廣大潟湖和環礁

外圍的珊瑚礁現況所知仍很少，

該研究目的在於調查東沙海域珊

瑚礁現況，增進對東沙環礁生態

系的瞭解，並做為東沙國家公園

分區規劃及資源管理的基礎。 

在各調查地點採用國際珊瑚礁總體檢的調查

方法(Hodgson,1999)，記錄底質類型的出現頻

度，並針對珊瑚礁地形及種類分佈做詳細調

查，同時分析珊瑚群聚的情形。 

東沙珊瑚礁是一典型的環礁，有發育完整的礁

平台、島嶼、潟湖和南北水道。 

東沙環礁的外部珊瑚群聚，造礁珊瑚種類多、

覆蓋率高，主要以桌形和分枝形的軸孔珊瑚為

主體架構物種，顯示東沙環礁外部的珊瑚群聚

屬於健康狀態。 

建議未來若經由人工移植珊瑚分枝或群體的方

式，自環礁外圍取得適當的種原，辦運至環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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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種植，將可大幅加速珊瑚群聚的復原。 

高雄都會公園土

壤環境監測(16-1) 

張 簡 水

紋、陳守

泓、王敏

昭 

為了解高雄都會公園基地覆土層

之土壤環境品質，以及土壤環境

對植栽安全與生長之影響，故監

測本園區之土壤環境。 

於民國 93 年度針對高雄都會公園一、二期園

區之土壤重金屬及水體採樣調查，以及一期

園區風險評估所需參數之初步探討與測定。

提供公園方整體經營管理、環境教育及遊客

解說之參考外，更提供管理單位未來經營管

理之依據。 

重金屬含量均未超過食用作物農地之監測基準

值。園區之地下水質分析顯示重金屬濃度均甚

低，且低於地下水汙染之第一類管制標準值。 

園區土壤環境若適逢降雨時期，可能會使地勢

較低區域土壤之重金屬或可溶性鹽類增加；若

於夏季時期高溫且日射量大，易導致土壤水分

蒸發量大，使土壤溶液中之鹽類聚集於表土，

對植物之生長造成影響。 

陸域動物廊道型

式之探討(16-1) 

林世強 動物廊道之設置在國外已行之有

年，但我國在提倡生態工法之

際，對於廊道之規劃設計仍十分

缺乏，因此，該研究針對各種穿

越道路之動物廊道型式與設計進

行評估，並探討動物特性與廊道

之關係。 

整理出六種常見動物廊道之型式，並探討各

類動物對廊道之偏好程度，以做為工程設計

之參考。 

針對部分動物而言，廊道之設置位置，周邊

生態環境之維護，可能較廊道本身之型式及

其大小更為重要， 

探討或設計動物廊道前整體之生態調查應是

最基本之要求，如此方能獲致最適宜之規劃。

廊道之施作應考量不同動物對廊道的偏好

各異，儘量針對該地區原有動物之特性而

設置。 

當有多種陸域動物棲息時，應優先考量稀

有或保育類動物以及生態基石動物，其他

像是生態敏感度較高之動物或大型動物也

應納入。 

單一廊道提供給多種動物通行時，仍以大

型廊道為優先，並配合適宜之植被、土壤

與隱密性吸引小型動物使用。 

柵欄之設置原則：(1)車流量高，或動物穿

越道路成功率低之路段；(2)物種數量穩

定，或數量上升，或動物必須使用道路兩

側之資源時，則不應設置柵欄。 

太魯閣國家公園

三棧溪流域常綠

周 富

三、楊智

調查太魯閣國家公園三棧溪流域

常綠闊葉林之植被類型，並以多

變數分析法找出各植群型與環境

共設置 44 個樣區，記錄樣區的位置、海拔

高、坡度、坡向、土壤含石率、岩石地比例、

微地形狀況等 7 項環境因子，出現在樣區中

本研究地區之植物組成與植被類型之空間

分布與海拔高及微地形狀況呈顯著的相關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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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葉林植群生態

之研究(16-2) 

凱、廖俊

奎 

因子的關係。 且胸高直徑 1 公分以上的木本植物名稱，並

量其胸高直徑。 

記錄地被層的植物名稱，並估計其覆蓋度。

使用降趨對應分析法來呈現 44 個樣區在空

間上的分布情形，並與 7 項環境因子求相

關；植被型之分類則採用雙向指標種分析法

及列表比較法。 

植被型之分類可分成 3 個林型及 7 個亞

型，分別為 A.九芎-大葉楠林型：A1.大香

葉樹亞型、A2.烏心石亞型、A3.山龍眼亞

型；B.薯豆-錐果櫟林型：B1.黃杞亞型、B2.

星刺栲亞型、B3.西施花亞型、B4.台灣灰木

亞型；C.玉山木薑子-狹葉櫟林型。 

太魯閣國家公園

合歡山地區雪季

遊憩容許量之研

究(16-2) 

王 皖

麟、林晏

州、  黃

文卿 

探討合歡山雪季遊憩使用量對遊

客擁擠感受之影響情形，以評估

合歡山雪季期間之社會心理容許

量。 

以車輛計數調查、遊客問卷調查及經營管理

者訪談來收集所需的相關資料。 

與合歡山雪季之相關經營管理者進行訪談調

查，了解經營管理者所能接受的遊憩使用衝

擊程度，作為決定各項體驗品質指標標準之

參考依據。 

列出四項擁擠感指標，將各項指標區分為 9

個等級，請受訪者考慮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

山地區的經營管理目標及實際狀況，其認為

應維持遊客各項擁擠感受在何種程度以下。

雪季期間每半小時約可開放 263 輛車進出

合歡山地區，而區內總車輛應維持在 350

輛車左右，建議經營管理單位可採用車輛

管制方式控制合歡山地區之遊憩使用量。

太魯閣國家公園

砂卡礑溪及步道

兩棲類生物多樣

性(16-2) 

楊 懿

如、施心

翊 

太魯閣國家公園每年都有眾多的

中外遊客慕名而來，隨著遊客的

增加，以及居民的活動，生態環

境可能受到影響，因此必須進行

長期監測，建立生態資源資料庫

及環境預警制度，以確保太魯閣

國家公園的永續經營。 

依太魯閣國家公園砂卡礑溪流域及步道區域

之不同屬性分為水域、步道及五間屋舊部落

(人為開墾地)等三個調查樣區。 

利用穿越線及定點觀察方法，調查砂卡礑橋

至三間屋步道和溪流流域的兩棲類生物資

源，了解各種兩棲類在各類棲地的分布狀況。

溫度可能是影響兩棲類活動的重要因子，

當溫度過高或過低時，兩棲類活動的能力

便降低，此外夏季颱風可能是影響兩棲類

活動的另一項因子。 

砂卡礑步道及砂卡礑溪上下游地區的兩棲

類組成具有明顯的差異，上游地區的兩棲

類個體數明顯高於下游地區，物種分布亦

有差異，與上下游步道環境組成呈現相同

的趨勢，顯示不同環境類型可能是影響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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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類組成差異的一項因子。 

地方依附在生態

旅遊地管理上的

意涵－以陽明山

國 家 公 園 為 例

(16-2) 

林裕強 試著從人地關係的觀點，探討遊

客地方依附程度的強弱對於生態

旅遊地的管理可能有的意涵。 

調查母體界定為前來陽明山進行旅遊的遊

客，調查其對於當天參訪地區的地方依附程

度，以及行為意圖、負責任環境行為。 

問卷主要分成四個部分，分別為：1.地方依

附程度；2.關於遊客行為意圖；3.負責任環境

行為；4.基本遊客統計資料。 

高年齡、高收入、退休及家庭主婦族群，

或是從事生態旅遊的遊客有較強的地方依

附程度。 

依附程度較強的遊客伴隨而來的是有較高

程度的負責任環境行為，以及比較願意重

複到訪該地、會對親朋好友推薦該地方、

並較願意支付費用等較強的行為意圖。 

地方認同與行為意圖、負責任環境行為之

間的相關程度比地方依賴還高。 

自然保護區經營

管理效能評估初

探－以宜蘭縣無

尾港野生動物保

護區為例(16-2) 

盧 道

杰、王牧

寧 

以宜蘭縣無尾港野生動物保護區

為個案，嘗試引進WWF RAPPAM 

methodology，並藉由操作的過

程，探討台灣自然保護區經營管

理效能評估可能遇到的問題。 

以文獻回顧、訪談與焦點團體等質性研究方

法收集資料，並邀集權益關係者舉辦參與式

工作坊，試操作世界自然基金會的保護區經

營管理效能快速評估與設定優先法 (WWF 

RAPPAM )，並進行經營管理效能評估的探

討。 

由於基本資料缺乏，使 WWF RAPPAM 難

以順利操作；然參與式工作坊卻能有效促

進各權益關係者的互動與對話，進而形塑

共識，對保護區的經營管理架構做出修改

與貢獻。 

要施行參與式的取徑，需要更多的時間來

舖陳。 

奇萊宿營地登山

客之接觸規範與

擁擠知覺關係之

研究(16-2) 

高 儷

嘉、許義

忠 

了解低密度使用區遊客是否具有

接觸規範，及其與擁擠知覺的關

係。 

登山旺季及假日時主管單位面對

登山客擁擠知覺、飲用水源、排

泄物處理、以及遊憩品質的挑

戰，均需要設法解決宿營地數量

是否符合需要的課題。 

採問卷調查方式，於 2004 年 10 月及 2005 年

7 月對參加奇萊主北峰行程之 30 名登山客進

行問卷測試，目的係要了解受訪者填答的困

難。 

登山客具有個人接觸規範者約有七成。 

登山客擁有相似的社會接觸規範且共識程

度頗高。 

影響社會接觸規範的社經背景與登山經驗

變項，會因不同宿營地有所不同。 

約有五成強的登山客覺得奇萊宿營地頗為

擁擠或非常擁擠。 

當登山客知覺接觸數量超過個人接觸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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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擁擠知覺則增強。 

奇萊山莊登山客擁擠知覺可接受程度曲線

呈雙峰微幅上揚趨勢，但成功山屋登山客

則呈單峰上揚尾端持平趨勢。 

探索國家公園解

說員環境教育與

環境解說專業成

長需求與課程架

構(16-2) 

周儒、 

蔡 慧

敏、王喜

青 

以瞭解國家公園解說員環境教育

與環境解說的專業成長需求為基

礎，探索解說員執行解說與教育

服務時所需要具備的基礎專業能

力。 

研擬提出可能的專業訓練課程架

構，作為國家公園體系未來推展

環境教育與環境解說業務人員專

業成長之參考。 

採用焦點團體訪談、問卷調查及專家群體作

為主要資料蒐集的方法，其中解說員需求問

卷共發出 130 份，回收 60 份，有效問卷為

52 份，有效回收率 40%。 

請七位相關領域學者專家對本研究各階段性

之發現與諮詢結果提供專業的意見。 

建議應以初級的「國家公園環境傳播、教

育與解說」；中級的「環境教育教學活動設

計」；高級的「解說媒體規劃設計與發展」

等八項為優先選擇作為解說人員的專業訓

練課程。 

管理單位應要求解說員在一定的時間內進

階進修，並要填補資深人員與新進人員之

間的空隙，好讓經驗可以沒有斷層的傳承

下去。同時也要給解說員休養及充電的時

間，才能維護解說員的服務品質。 

對研究者對落實專業成長課程之建議：1. 

依解說員對課程的需求，發展專業成長課

程內容、2. 提供解說員多元的訓練方式，

排除專業成長阻礙鼓勵專業成長、3. 課程

內容的建立與充實。 

太魯閣國家公園

中低海拔土地利

用 變 遷 之 研 究

(17-1) 

徐 國

士、陳紫

娥、姜聖

華 

瞭解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沿中橫

公路兩側土地利用變遷過程及其

歷史背景，藉此建立土地利用變

遷資料庫，以為國家公園管理處

經營管理之策略參考。 

在土地放領與輔導會農場建立之經過，以文

獻查詢為主，訪問為輔。 

環境變遷方面以林務局農林航空照片為基

圖，利用農林航測所出版 1/10,000 相片基本

圖及田野調查資料劃定本研究區內之已開發

土地利用，以確定本研究之調查對象，並檢

討研究區內土地利用變遷的情況。 

土地資源的利用與地貌條件及交通易達性

密切相關，開發區概以公路兩側及鄰近地

區之平緩階地為主，主要為農耕與遊憩兩

類用地，公路沿線皆有遊憩據點，天祥以

上始有蔬果之農業活動，較具規模如西

寶、蓮花池。25 年間土地開發利用情況有

下降趨勢，應與廢耕、逐年收購已被放領

的土地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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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調查是以衛星定位儀(GPS)定位輔以數

位相片建立樣區資料庫，，以瞭解生態環境

變遷情況。 

建議適宜區位規劃(1)解說教育場地與生態

旅遊區；(2)進行長期生態環境監測。 

太魯閣國家公園

昆蟲群聚與功能

之研究(17-1) 

孫 旻

璇、呂至

堅、陳建

仁等 

於太魯閣國家公園範圍內將台 14

甲線及台 8 線沿線之各種植被帶

之林型，進行實地昆蟲資源調

查，藉由多樣性指數的呈現來了

解昆蟲的組成及其與環境間之關

係，同時調查各種植被帶的優勢

種及可能的指標種。 

於太魯閣國家公園範圍內區分出各種主要植

被帶之林型，蒐集相關資訊，並進行實地昆

蟲資源調查，藉由多樣性指數的呈現來了解

昆蟲（鱗翅目、鞘翅目為主）的組成及其與

環境間之關係。 

調查各種植被帶的優勢種及可能的指標種，

並與歷年的昆蟲調查成果作比較分析，以提

供管理處最佳的管理與經營方針。 

於六個主要樣區發現蝴蝶的多樣性差異頗

大，蛾類的豐富度以中海拔的碧綠一帶最

為豐富，各個植被林型的鞘翅目昆蟲的組

成也有明顯不同。 

調查至十月底止已記錄到不少保育類、特

有及稀有的物種，建議可以針對園區內一

些主要的熱點做長期的監測或是針對某些

分佈於太魯閣國家公園境內生態習性不明

確的重要物種進行深入的調查及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境

內紅檜之微衛星

DNA 研究(17-1) 

黃 啟

俊、林其

永、王國

雄等 

以紅檜作為研究物種，瞭解其族

群遺傳結構，藉此瞭解過去人為

干擾對其分布及遺傳多樣性所造

成之影響，並據此提供合適之保

育策略。 

在新中橫、南橫等地區進行採樣，主要針對

具有林務局編號之老樹及巨木進行採樣，以

每 10 公尺為最小間距進行族群隨機採樣，每

一個體以矽膠取幼嫩葉片乾燥，並利用 GPS

記錄每一個體之經緯度位置及加以編號。 

回到實驗室並以液態氮將葉組織研磨成粉

狀。利用 CTAB 方式將在液態氮下磨成粉末

的植物組織分離出 genomic DNA。 

增幅微衛星 DNA。 

以 Polyacrylamide gel 電泳判斷 PCR產物片段

長度及 band 條數。 

紅檜野外族群仍維持高度遺傳歧異度，其

中又以南橫地區檜谷的族群遺傳歧異度為

最高，可考慮作為保育遺傳多樣性的熱點。

紅檜雖然曾受到過去砍伐影響而降低老樹

數量及分布，但仍保有較高之遺傳歧異

度，因此針對紅檜擬定保育策略時，首重

於維持野外族群數量及棲地完整性以降低

外在因素干擾。 

微衛星DNA的高度變異是以區分紅檜巨木

個體及族群，提供了紅檜的分子身份證。

雪霸國家公園雪

山登山口入園管

黃 有

傑、張桂

國家公園在實際執行時若能依據

承載量、登山安全、生態保護及

遊憩體驗等因素有效管制遊客，

利用專家深度訪談及模糊德爾菲法，針對限

制管理與申請入園程序及方法之相關議題，

獲取專家學者的意見，並藉以建立時間調整

半數以上遊客同意時間調整的管理，並認

為時間調整除可對「生態保育」、「遊憩承

載量」、「登山安全」及「經營管理」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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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措施調整評估

之研究(17-1) 

嘉、羅紹

麟 

將可兼顧環境保護及研究、遊憩

的多重目標，因此制定適當的入

園管理措施有其必要性。 

考量因素及問項、申請入園程序與方法，進

而建立遊客問卷之內容，探尋登山遊客之意

見，提供管理單位參考。 

正面助益外，亦不會對「遊憩體驗」造成

負面影響。 

登山遊客較注重作業流程的透明化及候補

機制的建立，並認為床位安排及申請日期

的調整應可再做改善；較不認同的意見則

是規定專業嚮導員隨行與抽籤決定申請的

方式。 

陽明山國家公園

之火山地震活動

(17-1) 

林 正

洪、柯士

達、蒲新

杰 

根據最近地震之觀測及噴氣所含

氦同位素之分析研究，顯示台灣

北部地底下，依舊存在有岩漿庫

之可能性。故大屯火山群是否復

活的可能性，不僅是一個值得研

究的科學問題，更關係大台北附

近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測震網以監測陽明山國家公園之大屯山地區

火山活動所引起的地震為主要目的。為能蒐

集微小之地震波信號，並連續觀測該地區之

地震活動，測震網採用高解析度的數位式地

震記錄器，並以高效能的資料擷取系統作分

析研究。 

陽明山國家公園內之七星山及大油坑下

方，有明顯的微震活動存在，大多數之微

震震源深度均集中於二至五公里附近。 

比較每日之連續地震記錄，常發現一些不

尋常的連續振動訊號。例如地震波形類似

螺絲釘狀（Tornillos）及單頻水滴狀之震動

訊號。 

發現另一種更為強烈且連續性之爆發性火

山地震訊號。初步定位顯示這些來源亦落

於七星山及大油坑地區之淺部地殼。初步

推斷可能與岩層裂縫中液態或氣態物質，

突然增加或減少壓力所造成之振動有關。

這些現象與國外其他火山地區，所觀測之

岩漿相關活動類似。 

陽明山國家公園

蝙蝠多樣性之現

況研究(17-1) 

李 玲

玲、黃俊

嘉 

利用網具捕捉、棲所調查、超音

波偵測器監測及訪談等方式，調

查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翼手目動物

的種類、分布及相對豐度之狀

況，協助陽明山國家公園建立園

區內翼手目動物基本資料，做為

自 2006 年 3 月底至 11 月中以棲所調查、網

具捕捉、超音波偵測器監測和訪談等方式進

行蝙蝠相普查，以掌握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翼

手目動物之種類、分布與相對豐度。 

台灣葉鼻蝠和台灣小蹄鼻蝠為陽明山地區

數量最優勢的穴居性蝙蝠。 

台灣大蹄鼻蝠雖數量較少，但共調查到 18

個日棲所，使陽明山成為目前此物種已知

棲所數量最多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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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進行翼手目動物保育與管理

工作的基礎。 

摺翅蝠和鼠耳蝠 sp.1 在園區內較不普遍，

僅各發現數個日棲所。 

建議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應建立良好之

蝙蝠回報系統，可更有效率地獲得蝙蝠種

類、棲所與分布等資料。 

園區內具有多個穩定的蝙蝠棲所，建議可

於桃仔腳橋涼亭、陽明書屋和中興賓館內

設立解說牌等設施，讓民眾更了解蝙蝠之

習性；此外亦建議針對易受干擾的蝙蝠棲

所，研擬相關保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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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國家公園研究計畫整理 

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86-94 年相關研究計畫 
動物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6 基礎調查 墾丁國家公園珊瑚群聚變遷之研究（主持人：戴昌鳳） 
87 基礎調查 墾丁國家公園珊瑚群聚變遷之研究(第二年)（主持人：戴昌鳳） 

88 下-89 基礎調查 墾丁國家公園鄰近海域鯨豚類生物調查研究（主持人：王愈超） 
88 下-89 基礎調查 墾丁國家公園陸域野生哺乳類動物調查研究（一）（主持人：裴家騏） 

90 基礎調查 墾丁國家公園陸域野生哺乳類動物調查研究（第二年）（主持人：裴家騏） 
90 應用發展 阿瑪斯號貨輪重油污染事件調查─墾丁國家公園海域生態之生物群聚變遷分析（主持人：

方力行） 
91 基礎調查 墾丁國家公園陸域野生哺乳類動物調查研究（第三年）（主持人：裴家騏等） 
91 基礎調查 台灣梅花鹿遺傳基因分析之研究（主持人：王穎） 
92 基礎調查 墾丁南灣及其附近海域印太洋瓶鼻海豚（Tursiops aduncus）分佈、移動及豐度之保育研究

（主持人：王愈超） 
92 技術發展 墾丁國家公園及鄰近地區台灣梅花鹿追蹤調查研究（主持人：陳怡君等） 
93 基礎調查 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魚類相多樣性調查及其保育研究-稀有魚類相（主持人：陳正平） 
94 基礎研究 墾丁國家公園烏、白頭翁擴散暨烏頭翁保護區劃設之可行性研究(一)（主持人：劉小如） 
94 基礎研究 墾丁國家公園墾丁地區大冠鷲（Spilornis cheela hoya）繁殖及棲地利用之調查研究（主持

人：周大慶） 

   
植物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6 應用發展 墾丁國家公園原生樹種保育與環境美化之應用(二) （主持人：張焜標） 
87 應用發展 墾丁國家公園原生樹種保育與環境美化之應用(三) （主持人：張焜標） 
90 基礎調查 墾丁國家公園外來種植物對原生植群之影響以銀合歡為例 （主持人：呂福原、陳民安） 

地質水文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90 基礎調查 阿瑪斯號貨輪重油污染事件調查─墾丁國家公園龍坑及其周遭地區海域海床之地形地貌調

查（主持人：宋國士） 
人文史蹟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8 下-89 基礎調查 墾丁國家公園史前文化遺址現況調查及地理資訊系統檔案建立（主持人：李匡悌） 
規劃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6 應用發展 墾丁國家公園台灣梅花鹿野放後之族群監測及生態環境影響研究（第二年）（主持人：王

穎） 
87 應用發展 墾丁國家公園台灣梅花鹿野放追蹤調查研究─梅花鹿經營管理策略之探討（主持人：王穎） 
87 應用發展 梅花鹿復育成果及展望研討會（主持人：王穎） 

88 下-89 應用發展 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分區檢討建議報告書（主持人：戴昌鳳） 
90 基礎調查 阿瑪斯號貨輪重油污染事件調查─墾丁國家公園陸域野生脊椎動物之影響評估（主持人：

裴家騏等） 
90 基礎調查 阿瑪斯號貨輪重油污染事件調查─墾丁國家公園珊瑚（礁）及大型底棲動物損失評估（主

持人：方力行） 
91 基礎調查 墾丁國家公園南灣海域長期生態研究計劃─人為活動對海域生態衝擊長期監測研究（二）

及生態與環境資料庫建立（主持人：邵廣昭等） 
91 基礎調查 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長期生態研究─人為活動對海域生態衝擊長期監測研究（主持人：邵廣

昭等） 
91 應用發展 阿瑪斯號貨輪擱淺地區生態資源監測復舊計畫（主持人：方力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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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86-94 年相關研究計畫 
91 技術發展 應用遙感探測於墾丁國家公園計畫各分區長期植群生態變遷之調查與研究 （主持人：陳

朝圳等） 
91 技術發展 墾丁國家公園陸蟹產卵生態構法及保育技術探討（主持人：許海龍等） 
92 基礎調查 墾丁國家公園南灣海域長期生態研究計劃─人為活動對海域生態衝擊長期監測研究（三）

及生態與環境資料庫建立（二）（主持人：方力行等） 
92 技術發展 應用遙感探測於墾丁國家公園計畫各分區長期植群生態變遷之調查與研究（第二年）（主

持人：陳朝圳等） 
93 基礎調查 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長期生態研究計劃─人為活動對海域生態所造成之衝擊研究 (四)與環

境教育之應用(一) （主持人：方力行） 
94 基礎調查 墾丁國家公園海域長期生態研究計畫—人為活動對海域生態所造成之衝擊研究（五）、環

境教育之應用（二）基本生態資料之建立（二）與環境生態資料庫資訊系統之建立（一）

（主持人：方力行） 
94 基礎調查 南仁山森林更新動態、物候及氣象之長期監測（主持人：楊月玲） 
94 基礎調查 墾丁國家公園海域底棲無脊椎動物之變遷—以棘皮動物為例（主持人：趙世民） 
94 應用發展 墾丁國家公園生態旅遊路線整體規劃研究（主持人：陳東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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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資源保育研究計畫發展歷程 
調查對象 民國 76 年～80 年 民國 81 年～85 年 民國 86 年～90 年 民國 91 年～95 年 

綜合調查 海藻生態影響 1-1 永久樣區調查 1-4 
植物生態調查及

環境應用 
1-6 

長期植被變遷

與演替調查 
1-9 

一覽表 
豆科植物資源

調查研究 
1-2 樹種保育 1-5 樹種保育 1-7 

稀有植物族群

生態調查 
1-10 

植物 

特有及稀有植

物 

研究 

1-3   環境美化 1-8 
永久樣區生態

調查 
1-11 

分佈生態調查

研究 
2-1 復育研究 2-4 復育研究 2-7 

分佈生態調查

研究 
2-10 

棲地利用研究 2-2 棲地利用研究 2-5 棲地利用研究 2-8   動物 

野放族群監測

與環境影響 
2-3 

野放族群監測

與環境影響 
2-6 

野放族群監測與

環境影響 
2-9 

野放族群監測

與環境影響 
2-11 陸域 

地 形 地

質 

地質古生物調

查 
3-1 地形研究調查 3-2 地質地貌調查 3-3  

海洋生物生態研究 4-1 
海洋生物生態

研究 
4-3 

重油污染事件調

查研究 
4-5 

海 洋 生

物 生 態

研究 

4-7 

自然環

境基礎

保育調

查 

海域與河

域 

藻類生產力營養研究 4-2 

珊瑚礁、甲殼

十足類群聚變

遷研究 

4-4 

珊瑚礁、甲殼十

足類群聚變遷研

究 

4-6 

珊 瑚

礁、甲殼

十 足 類

群 聚 變

遷研究 

4-8 

考古調查報告 5-1 文化遺址調查 5-3 

人文史

蹟 

文化遺址調查 5-2 古蹟現況調查 5-4 

  

  
生態區整體 

發展計畫 
6-2     

生態展示中心規劃 6-1 
水土保持 

監測計畫 
6-3 

梅 花 鹿

野放 

監 測 研

究 

6-5 

海域

長期

生態 

研究

計畫 

6-6 
經營管

理 

  
地理資訊系統

建立 
6-4     

其他 遊憩活動分區使用適宜性 7-1    

  資料來源：國家公園中長程保育政策及成效評估機制之建立，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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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86-94 年相關研究計畫 

動物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6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帝雉族群動態不同生育地生態學之研究（二）（歐保羅） 
86 基礎調查 國家公園螢火蟲復育計畫（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87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台灣黑熊之生態與人熊關係之研究（一）（王穎） 
87 基礎調查 考察美國黑熊野外調查及族群管理（陳隆陞） 
87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帝雉族群動態不同生育地生態學之研究（三）（喬雅玲） 
89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台灣山鷓鴣一般習性之調查（羅宏仁） 
89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台灣黑熊之生態與人熊關係之研究（二）（王穎） 
90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台灣山鷓鴣一般習性之調查（二）（孫元勳） 
90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台灣黑熊之生態與人熊關係之研究（三）（王穎） 
91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大分至南安地區野生哺乳動物之相對豐富度調查（陳怡君） 
91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之高山島嶼生態學哺乳類保育遺傳研究（林良恭） 
91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地區遊憩對動物相之影響（陳建志） 
91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南橫公路之玉山國家公園路段鳥類調查（本處義務解說員） 
91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內台灣小黃鼠狼(Mustela formosana）之棲地環境及活動行為研究（蘇志峰） 
92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大型哺乳動物監測計畫（吳海音） 
92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食蟲目遺傳多樣性研究及蝙蝠現況調查計畫（林良恭） 
93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地區環境監測及蝴蝶鑑定資料庫建立（陳建志） 
93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中大型哺乳動物監測計畫（吳海音） 
93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楠梓仙溪地區中大型哺乳動物族群之先期監測計畫（黃美秀） 
93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西北園區蝙蝠調查計畫（林良恭） 
93 基礎調查 東埔地區兩棲爬行動物群聚組成之調查計畫（蘇志峰） 
94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東部園區台灣黑熊及偶蹄目動物群聚研究（吳海音） 
94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地區指標生物之監測（陳建志） 
   

植物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90 基礎調查 翠巒錦簇（一）新中橫、塔塔加及玉山區植物解說（呂福原） 
90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內發現之中國新種植物-Thisma chungchihkuanensis sp. Nov(Thismiaceae)玉

山水玉簪（許重洲） 
91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楠梓仙溪流域植物資源調查（楊國禎） 
91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關山越嶺古道中之關段森林植物調查與分析（許重洲） 
91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關山越嶺古道中之關段森林植物調查與分析（許重洲） 
92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南橫中之關地區闊葉林永久樣區設置及調查計畫（謝宗欣） 
92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楠梓仙溪上游地區關地區闊葉林永久樣區設置及調查計畫（楊國禎） 
93 基礎調查 台灣產特有種玉山杜鵑之保育遺傳學及親緣地理研究計畫（蔣鎮宇） 
93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南橫地區外來植物調查計畫（謝宗欣） 
94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楠溪流域上游地區闊葉林永久樣區設置及調查計畫（邱少婷） 
94 基礎調查 塔塔加地區森林火災後植群演替及重要木本植物生態生理特性之研究（廖天賜） 
94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新中橫沿線外來種植物調查計畫（謝宗欣） 
94 基礎調查 「台灣產玉山黃菀複合群之遺傳多樣性研究計畫」 

地質水文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9 基礎調查 東埔溫泉及鄰近地區地質環境與溫泉利用調查研究（李春生） 
91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地質動態與環境長期監測研究－以天池地區長期山坡變形現象之研究為例

（張石角） 
91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集集大地震後東埔玉山區地形地質調查與構造地質分析之研究（胡賢能） 
92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天池湖泊水深量測及水底地形圖繪製（蘇柏林） 
93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西北園區中新世麓山代古沉積環境研究（楊舜行） 
93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南橫梅山口山坡崩塌裸露岩石區監測預警系統之規劃（黃景川） 
93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東埔梅山及天池地區航空照相規劃及特殊地形地質判視基礎圖資之

建立（史天元） 



附錄八 

附96 

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86-94 年相關研究計畫 

94 基礎調查 觀高至東埔地景地貌立體圖資製作及地質地形資料分析 
人文史蹟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8 基礎調查 拉庫拉庫溪布農族舊部落調查研究（黃俊銘） 
89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集集大地震後環境與歷史遺跡之變異調查暨電子文化與自然資源地圖之研

究（一）（林城謙） 
90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集集大地震後環境與歷史遺跡之變異調查暨電子文化與自然資源地圖之研

究（二）（林城謙） 
90 基礎調查 拉庫拉庫溪流域人文史蹟遺址保存或復舊工程之整體規劃（黃俊銘） 
90 基礎調查 拉庫拉庫溪流域日治時期遺址原地保存之可行性研究與初步規劃（黃俊銘） 
91 基礎調查 自然資源保育與原住民族發展兼顧之管理機制研究（賴明茂） 
94 基礎調查 玉山國家公園西北園區史前史及民族學研究（何傳坤） 

規劃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6 應用研究 國家公園景觀道路經營管理之研究（林文和） 
87 應用研究 「生態設計」在國家公園環境工程之應用（吳文雄等） 
87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遊憩活動對遊憩設施承載量之調查分析（鍾銘山等） 
87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瓦拉米地區生態資源與經營管理之研究（郭城孟） 
88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承載量研究報告（林文和） 
89 應用研究 日本國立公園經營管理之研究~兼論與台灣國家公園之比較（林文和） 
90 應用研究 布農族聚落社區總體營造研究計畫（明立國） 
91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園區生態工法之研究（張俊彥） 
91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東埔、梅山地區遊憩衝擊暨經營管理策略之研究（顏家芝） 
91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高山步道遊憩承載量調查研究（林晏州） 
91 應用研究 自然資源保育與原住民族發展兼顧之管理機制研究（賴明茂） 
91 應用研究 「台灣地區國家公園的永續經營管理指標之研究」以玉山國家公園為例（黃文卿） 
92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永續經營及利用之研究（呂雅雯） 
92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遊憩設施與遊客行為互動調查（吳忠宏） 
92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高山環境廢棄物及排遺處理之研究（林明瑞） 
92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電子文化與自然資源地圖（三）（范毅軍） 
92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遊憩區發展空中纜車之研究（陳彥輔） 
92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西南園區（南橫公路）生物多樣性之研究（一）（許重洲） 
92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高山生態廁所設置標準之研究（陳國帝） 
92 應用研究 建立玉山國家公園緊急醫療救護系統研究計畫（高偉峰） 
92 基礎研究 台灣世界遺產潛力點玉山國家公園研究資料蒐集、書目彙編（金恒鑣） 
93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高山步道生態工法與原住民工作保障之研究（林裕修） 
93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生態旅遊操作模式之研究（歐聖榮） 
93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遊憩區承載量及管理策略之研究（黃志成） 
93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園區自導式步道解說系統之建立-以玉山主峰線為例（李瑞宗） 
93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短中程（93~96 年）生物多樣性設施發展計畫（郭蘭生） 
93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楠梓仙溪林道生態資源與經營管理之研究（楊國禎） 
93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台灣黑熊保育網站規劃及建置（黃美秀） 
93 應用研究 九十三年度玉山主峰線乾式生態廁所應用及環境監測計畫（陳國帝） 
94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歐聖榮） 
94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玉山生態系結構功能之整合評析研究（林良恭） 
94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珍貴原生植物之育種研究暨梅山原生植物園之經營管理規劃研究（鍾仁彬） 
94 應用研究 台灣黑熊保育網站〈兒童及英文版〉建置及教育手冊規劃（黃美秀） 
94 應用研究 玉山前峰與庫哈諾辛山登山步道遊客承載量之研究（劉儒淵） 
94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梅山遊客中心發展策略研究（吳清雄） 
94 應用研究 玉山國家公園天池遊憩區解說系統規劃之研究（許重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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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資源保育研究計畫發展歷程 
調查對象 民國 76 年～80 年 民國 81 年～85 年 民國 86 年～90 年 民國 91 年～95 年 

綜合調查一覽表 
特有及稀有

植物研究 
1-1   

特有及稀有植物

研究 
1-3 永久樣區調查 1-5 

         

植物 
瀕危植物保

育 
1-2   樹種保育 1-4 外來植物調查計畫 1-6 

遷徙及棲地 

環境調查 
2-1 

分佈生態調

查研究 
2-3     

  

生態習性、族

群變動與監

測 

2-4 
生態習性、族群變

動與監測 
2-6

生態習性、族群變

動與監測 
2-7 

動物 

生態習性、

族群變動與

監測 

2-2 
特稀有種生

物調查 
2-5     

  
地理資訊系

統架構建立 
3-2 

地質、地層構造 

研究 
3-4

地質、地層構造研

究 
3-6 

地質、地層

構造研究 
3-1       

陸域 

地形地質 

  
災害敏感地

調查與防範 
3-3 

地形發育過程 

研究 
3-5

災害敏感地調查與

防範 
3-7 

環境監測與

水質調查 
4-2 

山椒魚生態 

研究調查 
4-4

自然

環境

基礎

保育

調查 

海域與河

域 
環境監測與水質調查 4-1 

山椒魚生態 

研究調查 
4-3 

水棲昆蟲長期生

態監測系統建立 
4-5

氣象與水質調查  4-6 

傳統聚落調查 5-1       

古道調查研究 5-2   文化遺址調查 5-5 史前遺址調查 5-7 

人文史蹟調查研究 5-3   原住民史蹟調查 5-6 原住民共管機制 5-8 

人文

史蹟 

傳統聚落建築調查 5-4       

保育研究站計畫 6-1 
旅遊資訊規

劃系統 
6-4 

景觀道路 

經營管理 
6-6 生態工法研究 6-8 

遊憩區整體發展計畫 6-2     
遊憩承載量調查研

究 
6-9 經營

管理 

野生動物與資源經營管理 6-3 

地理資訊系

統中長程發

展 

6-5 
生態資源 

經營管理 
6-7

生物多樣性永續經

營 
6-10 

其他  

國家公園保

育中長程計

畫草案 

7-1   

  資料來源：國家公園中長程保育政策及成效評估機制之建立，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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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86-94 年相關研究計畫 
動物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6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水棲肉食甲蟲相及分類學研究 
86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猛禽生活史及生態研究(二)－從撿拾路旁動物遺體探討猛禽的分佈 
86 應用研究 菁山自然中心國藍館暨蘭園溫室委託經營管理及研究 
86 應用研究 陽明山國家公園昆蟲資源調查-解說篇 
86 應用研究 陽明山國家公園動物資料庫與自然保育監測系統之建立（二) 
87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內台灣藍鵲合作生殖之研究 
87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菁山自然遊憩區蝶相及其蜜源植物之研究 
87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蟬科(Cicadidae)分類學研究 
87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猛禽生活史籍生態研究 
87 應用研究 陽明山國家公園螢火蟲復育展示計畫 
87 應用研究 陽明山國家公園動物資料庫與自然保育監測系統之建立 
87 應用研究 陽明山國家棄養動物與外來種生物對環境影響研究 
88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螢火蟲復育展示計畫-生態與監測研究 
89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磺嘴山生態保護區動物相調查研究? 
89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磺嘴山生態保護區動物相調查研究? 
89 基礎調查 陽明書屋昆蟲資源多樣性調查研究 
89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猛禽生活史及生態研究 
89 應用研究 陽明山國家公園龍鳳谷遊憩區流浪犬之社會結構與行為互動 
90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昆蟲資源調查及監測計畫 
90 應用研究 道路設施對野生動物影響及改善方式 
91 應用研究 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內棄野犬調查研究? 
91 應用研究 公路對陽明山國家公園野生動物的影響及改進建議 
92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蜘蛛多樣性、群聚結構及生活史資料之調查? 
92 基礎調查 磺嘴山區草原生態系之經營管理研究Ⅰ-擎天崗草原土壤昆蟲相調查 
92 應用研究 陽明山國家公園流浪犬族群變動，棲地選擇與對區內生態系的影響? 
92 應用研究 公路對陽明山國家公園野生動物的影響及長期監測 
93 基礎調查 委託學術機構參與國家公園保育研究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湖沼枝額蟲 (Branchinella 

kugenumaensis, Ishikawa)之生活史研究? 
93 基礎調查 委託學術機構參與國家公園保育研究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鹿角坑溪與雙溪蛙類群聚結

構與動態之研究 
93 基礎調查 外雙溪流域水生微生物的調查與監測? 
94 基礎調查 委託學術機構參與國家公園保育研究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湖沼枝額蟲之族群生態研

究? 
94 基礎調查 委託學術機構參與國家公園保育研究計畫--陽明山國家公園之捲葉象鼻蟲築巢行為與生

物學之研究 

   

   
植物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6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施工區植生復舊方法之試驗研究 
86 基礎調查 鐘萼木的家族遺傳研究及解說規劃 
86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公園大屯山區蜜源植物調查 
87 基礎調查 鐘萼木族群擴張之棲地選澤策略 
89 基礎調查 陽明山包籜矢竹族群生態及遺傳研究 
89 基礎調查 冷水坑濕地台灣水韭移植與調查暨水文水質與湖泊變遷調查計畫 
90 基礎調查 台灣水韭棲地及其族群遺傳之生態研究 
90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長期生態研究規劃-夢幻湖生態系及環境變遷之研究 
90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磺嘴山生態保護區植物相調查 
90 應用研究 採筍活動箭竹生產力之影響研究 
90 應用研究 冷水坑溼地復育對植群生態影響之研究 
91 基礎調查 陽明書屋主要優勢樹種生長週期調查研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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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86-94 年相關研究計畫 
91 應用研究 陽明山區包籜矢竹更新監測及繁殖生態研究 
91 應用研究 冷擎步道及七星山北步道生態資源調查研究 
92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全區蕨類植物資源調查 
92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之長期生態研究－植被變遷與演替調查 
92 基礎調查 陽明書屋森林公園主要優勢樹種生長週期調查研究【二】 
92 基礎調查 夢幻湖生態保護區台灣水韭保育與植群演替監測計畫 
93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包籜矢竹天然更新監測及生育地生態研究 
93 應用研究 夢幻湖水生生態系及水韭棲地復育監測計畫 

   

   
地質水文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6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地景據點登錄與管理計畫 
86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溫泉與南磺溪水化學之初步研究 
87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大屯火山群之氦氣及其同位素地球化學研究 
87 技術發展 陽明山國家公園地景查詢系統 
89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火山噴氣與溫泉水氣之地球化學研究 
89 應用研究 園區聚落與民舍周圍地區潛在災害調查與預警之調查研究 
89 應用研究 大屯橋附近土石流災害地質鑽探岩石元素等分析工作報告 
89 應用研究 陽金公路大屯橋段上邊坡崩坍區第二階段防災整治處理規劃設計研究 
90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氮同位素氣體監測計畫 
91 基礎調查 建置陽明山國家公園地質災害資料庫之調查研究（Ⅰ） 
91 基礎調查 大屯火山群火山氣體監測調查研究 
92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大屯火山群潛在岩漿庫之探討研究 
92 應用研究 陽明山國家公園火山地形之展示研究計畫 
93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土壤重金屬含量調查及其地質意義之探討 
93 基礎調查 大屯火山群潛在岩漿庫及微震觀測網長期監測計畫 
93 應用研究 陽明山國家公園地質風景記事調查研究計畫 
94 基礎調查 大屯火山群潛在岩漿庫及微震觀測網長期監測計畫(三 ) 
94 應用研究 陽明山溫泉地熱資源與利用調查 

   

   
人文史蹟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6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老口述歷史記錄－西北分區訪談記錄 
86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老口述歷史記錄－湖底座談會、竹子湖座談會 
86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老口述歷史記錄－東北分區訪談記錄 
86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原住民史蹟調查與耆老口述歷史記錄－十八份頂湖座談會、菁嚳山猪湖

座談會 
86 應用研究 陽明山國家公園魚路古道人文及自然資源之調查研究（一）-植群觀資源於解說規劃上應

用 
87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大屯山區遺址之研究 
87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大屯山區遺址之研究 
87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全區古道調查 
87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金包里大路南向路段人文史蹟資源調查 
91 基礎調查 大屯山、七星山系硫磺礦業史調查研究 
91 基礎調查 金包里大路(魚路古道)沿線考古遺址調查研究 
91 基礎調查 大屯山、七星山系聚落史調查研究 
91 應用研究 陽明山人文生態旅遊資源調查研究 
92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面天坪古聚落考古學研究 
92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日治時期溫泉聚落及歷史建物調查 
92 應用研究 金包里大路北段(八煙--磺港)研究調查與復舊計畫 
93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七星山天坪及竹子湖考古遺址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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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86-94 年相關研究計畫 
93 基礎調查 淡基橫斷古道自然及人文資源調查 
94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大屯山區考古遺址調查(二) 
94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清代暨日治時期產業開發史調查研究 

規劃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6 技術發展 菁山自然中心國藍館暨蘭園溫室委託經營管理及研究 
87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遊園公車與步道關係之研究 
87 應用研究 陽明山國家公園自然資源地理資訊系統資料庫之建立 
88 應用研究 陽明山國家公園國蘭館暨蘭園溫室委託經營管理及研究 
89 應用研究 菁山自然中心生態展示園設置之評估 
90 基礎調查 七星山麓火災跡地環境監測計畫 
90 基礎調查 夢幻湖生態保護區火災後水質及環境監測計畫 
90 應用研究 陽明書屋自然及人文資源應用於步道規劃及環境教育活動研究 
91 應用研究 生態學院課程之建構-以天溪園為實習場所 
91 應用研究 陽明山國家公園生態旅遊路線及解說規劃 
92 應用研究 菁山生態教育園展示設置調查及評估計畫 
94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生態旅遊整體規劃案 
94 應用研究 陽明山國家公園生態旅遊地環境衝擊調查與監測 

   

   
其他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6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遊客對原生植物視覺景觀偏好研究 
90 基礎調查 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育研究計畫檢討 
94 基礎調查 竹子湖地區自然與人文資源細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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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01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資源保育研究計畫發展歷程 
調查對象 民國 76 年～80 年 民國 81 年～85 年 民國 86 年～90 年 民國 91 年～95 年 

綜合調查 頻危植物復育 1-1     植被變遷與演替調查 1-5 

一覽表   
稀有植物族群

生態調查 
1-3

稀有植物族群生態

調查 
1-4 特有及稀有植物研究 1-6 

植物 
稀有植物族群

生態調查 
1-2       

      族群特性研究 2-6 

生態習性、族

群變動與監測 
2-1 

生態習性、族群

變動與監測 
2-3   特稀有種生物調查 2-7 

    
生態習性、族群變

動與監測 
2-5 

生態習性、族群變動與

監測 
2-8 

分佈生態調查

研究 
2-2 復育研究 2-4   文獻蒐集研究 2-9 

動物 

      長期監測系統的建立 2-10 

      地質、地層構造研究 3-6 

地形發育過程

研究 
3-1   

特殊地質、地形景

點登錄與管理 
3-4 火山地質研究 3-7 

  地質資料庫建立 

3

-

3

  
災害敏感地調查與防

範 
3-8 

地質、地層構

造研究 
3-2   

災害敏感地調查與

防範 
3-5 地質查詢系統研究 3-9 

陸

域 

地形地質 

      地形分類及成因 3-10 

台灣水韭移植 

調查研究 
4-3 

台灣水韭保育與監測

研究 
4-5 

自

然

環

境

基

礎

保

育

調

查 

海

域

與

河

域 

魚道規劃研究 4-1 水生動物生態調查

4

-

2
濕地復育 4-4 

微生物 

調查與監測 
4-6 

  
原住民生活形態習

俗調查 

5

-

2

古道調查研究 5-4 
人文史蹟 

調查研究 
5-7 

人文史蹟調查研究 5-1  
人文史蹟 

調查研究 
5-5 史前遺址調查 5-8 

人

文

史

蹟 

  原住民史蹟調查 

5

-

3

史前遺址調查 5-6 
歷史價值設施區位與

設計解說 
5-9 

    
生態展示原設立評

估 
6-3 

解說巴士規劃 

與研究 
6-6 

溪釣場規劃經營管理 6-1 蘭園委託經營經理

6

-

2

七星山監測計畫 6-4 
休閒活動之 

效益評估 
6-7 

    
自然資源地理資訊

系統建立 
6-5 

遊客中心設施 

整體規劃 
6-8 

經

營

管

理 

      
遊客總量管制 

與設施規劃 
6-9 

國有土地使用現況調

查 
7-1 

其

他 
   

山坡地開發與環境保

育政策探討 
7-2 

  資料來源：國家公園中長程保育政策及成效評估機制之建立，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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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86-94 年相關研究計畫 

動物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6 應用研究 太魯閣國家公園聚落附近野生動物族群之經營管理（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林曜松） 
86 基礎調查 國家公園螢火蟲復育研究計劃（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楊平世） 
87 基礎調查 太魯閣國家公園砂卡噹溪臺灣絨螯蟹族群分佈調查計畫（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陳天

任、游祥平） 
87 基礎調查 太魯閣國家公園蝶相監測（臺灣大學植物病蟲害學系 楊平世） 
88 基礎調查 立霧溪人工壩體對水域生態之影響（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蘇霩靄） 
88 基礎調查 太魯閣國家公園立霧溪流域淡水蝦蟹調查計畫（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 陳天任、游祥平） 

88 基礎調查 太魯閣國家公園砂卡礑溪黃魚鴞之覓食生態調查計畫（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學系 孫
元勳） 

88 基礎調查 太魯閣國家公園螢火蟲相調查（臺灣大學植物病蟲害學系楊平世） 
88 基礎調查 高山小黃鼠狼之分佈及族群特性研究（東海大學生物學系 林良恭） 
89 基礎調查 太魯閣國家公園關原地區三種共域鳥種之巢箱位置選擇及其生殖表現（師大生物研究所 

王穎） 
89 基礎調查 太魯閣國家公園莫氏樹蛙生殖及生態學研究（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管理研究所 夏禹九、楊

懿如、溫華霞） 
89 基礎調查 太魯閣國家公園水棲昆蟲相及相關生態研究（花蓮師範學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黃國靖） 
89 基礎調查 野生動物普查計畫（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學系 裴家騏） 
89 基礎調查 立霧溪流域大和米蝦及大和沼蝦之生物學研究（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 陳天任、游祥

平、趙子維） 
91 基礎調查 太魯閣、雪霸國家公園生態廊道之研究－有勝溪上游動物相的調查（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

會 吳海音） 
91 基礎調查 太魯閣、雪霸國家公園生態廊道之研究－目標物種的認定與其生物特徵的需求（中華民國

國家公園學會 吳海音） 
91 基礎調查 蘇花公路沿線動物資源調查暨解說文稿（花蓮縣野鳥學會 楊懿如） 
92 基礎研究 太魯閣國家公園內中大型野生哺乳類族群監測計畫（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

所 裴家騏） 
93 基礎調查 太魯閣國家公園三棧溪流域動物族群估測及監測模式之建立（慈濟大學 張永州） 
93 基礎調查 太魯閣國家公園高山地區動物資源及動態調查研究（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吳海音） 
94 基礎研究 太魯閣國家公園兩棲類及水棲昆蟲調查監測計畫（花蓮縣野鳥學會 楊懿如） 
94 基礎研究及

應用研究 
太魯閣國家公園中低海拔地區動物資源動態調查研究及資料庫建立（國立臺灣大學林曜

松 ） 

   

   
植物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8 基礎調查 合歡山台灣冷杉群落樹齡結構與草原推移之研究（自行研究;莊貴瑜） 
88 基礎調查 太魯閣國家公園青剛櫟族群生態與保育生物學研究（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管理研究所徐國

士、劉威麟） 
89 基礎調查 太魯閣國家公園石灰岩環境蕨類植物資源調查研究（台大植物系郭城孟、翁茂倫） 
89 基礎調查 合歡山台灣冷杉永久樣區之植群分析（花蓮師範學院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張惠珠） 

89 基礎調查 中橫公路沿線太魯閣櫟族群生態之研究（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管理研究所 徐國士、陳慧芬） 
91 基礎調查 太魯閣、雪霸國家公園生態廊道之研究－有勝溪上游土地利用、人為活動與植被現況的調

查（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夏禹九） 
91 基礎調查 太魯閣、雪霸國家公園生態廊道之研究－生態廊道概念與國外案例的整理及有勝溪上游空

間資料的分析（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夏禹九） 
91 基礎調查 蘇花公路沿線植物資源調查暨植物解說文稿（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李瑞宗） 
93 基礎調查 太魯閣國家公園高山地區植物資源及基礎調查研究 (台灣生物多樣性保育學會 楊遠波) 
93 基礎調查 太魯閣國家公園低海拔地區植物永久樣區監測計畫（花蓮縣野鳥學會 張惠珠） 
93 基礎調查 太魯閣國家公園石灰華區內微生物遺傳多樣性之研究（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徐源泰） 
94 基礎調查 太魯閣國家公園三棧溪流域植物資源及基礎調查研究（台灣生物多樣性保育學會 楊遠波） 
94 應用研究 外來植物分佈播遷機制與衝擊評估計畫（慈濟大學 劉嘉卿，王湘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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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86-94 年相關研究計畫 

94 應用研究 原生植物培育及太魯閣台地景觀綠美化之規劃研究（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邱文良） 

   

   
地質水文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6 基礎調查 東台灣太魯閣地區地殼之上揚及穩定度（英國普茲茅斯大學地質系 David petley） 
87 應用研究 地貌繪圖應用於新地體構造區之危險性評估（英國普茲茅斯大學地質系 David petley） 
89 應用研究 立霧溪人工壩體對地質地形及地理景觀之影響（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系 張瑞津） 
89 基礎調查 太魯閣國家公園南湖大山圈谷群古冰河遺跡研究初步調查（台灣大學地理學研究所王鑫，

楊建夫） 
91 基礎調查 蘇花公路沿線地質資源調查暨地質解說文稿（國立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研究所 陳文山） 

   

   
人文史蹟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7 基礎調查 錐麓古道沿線農業墾植暨植物利用之研究（中華工學院景觀建築系李瑞宗） 
87 基礎調查 錐麓古道沿線聚落暨建築之調查研究（中華工學院景觀建築系 李瑞宗） 
88 基礎調查 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聯絡古道歷史沿革與景觀資源之研究（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 李

瑞宗） 
89 基礎調查 太魯閣古道人文景觀變遷與農業墾殖之研究（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 李瑞宗） 
89 基礎調查 清代北路(蘇花古道)調查研究報告（楊南郡） 
91 基礎調查 砂卡礑部落地圖繪製計劃（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裴家騏） 
93 基礎調查 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段部落變遷之研究（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盧道杰） 

   

   
規劃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8 應用研究 太魯閣國家公園學童環境教育活動歷年發展研究（自行研究,游登良、賴美麗、陳淑寶） 
90 應用研究 東賽德克人之狩獵文化與國家公園經營管理 (自行研究,鄒月娥) 
91 應用研究 太魯閣國家公園攀岩場之規劃與設計（台灣攀岩運動訓練有限公司王世鼎） 
91 應用研究 高山公廁生態工法與水源維護方式之研究（工業技術學院 陳國帝） 
91 應用研究 合歡山登山學校設置及經營管理之規劃（中華阿爾卑斯攀登協會 歐陽台生） 
91 應用研究 世界各國高山型國家公園遊憩型態發展之探討 (黃德雄) 
91 應用研究 合歡山區生態旅遊資源、活動模式及區域之系統規劃（臺灣環境資訊協會 陳章波） 
91 應用研究 原住民與國家公園或自然保護區共管之發展歷史、現況與個案之探討（中華民國永續生態

旅遊協會紀駿傑） 
91 應用研究 國家公園組織隸屬架構之研究（中華民國永續生態旅遊協會 宋秉明） 
91 應用研究 環境資源部所轄屬之公園暨遊憩資源管理之組織架構與執掌研究（中華民國永續生態旅遊

協會 宋秉明） 
92 基礎研究 太魯閣生態保育哲學（臺灣環境資訊協會 賈福相） 
92 應用研究 國家公園的原住民工作人員對其職場角色的認同與衝突之探討－以太魯閣國家公園為例

（自行研究,賴美麗） 
92 應用研究 展示館解說評估—以太魯閣國家公園人與自然館為例（陳淑寶） 
93 應用研究 太魯閣國家公園布洛灣遊憩區使用後評估之研究（自行研究,黃文卿） 
93 應用研究 太魯閣國家公園影像資料庫建立及環境變遷之研究（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李培芬） 
93 應用研究 太魯閣國家公園峽谷段遊憩環境衝擊之研究與遊客調查分析（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林

晏州） 
93 塵用研究 太魯閣國家公園合歡山地區生態遊憩還境衝擊之研究及遊客調查分析（中華民國國家公園

學會 顏家芝） 
93 應用研究 太魯閣國家中橫沿線峽谷段景點調查及解說系統規劃（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郭育任） 
94 應用研究 國家公園舉辦大型活動效益評估之研究--以太魯閣國家公園為例（自行研究,黃文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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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86-94 年相關研究計畫 

94 基礎研究 太魯閣國家公園的生態經濟效益分析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George L. Peterson, 林晏

州，Patricia A. Champ) 
94 應用研究 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劃研究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林晏州) 
94 應用研究 太魯閣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變遷與環境監測計畫（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徐國士）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資源保育研究計畫發展歷程 

調查對象 民國 76 年～80 年 民國 81 年～85 年 民國 86 年～90 年 民國 91 年～95 年 

綜合調查 植物群落調查 1-1 永久樣區調查 1-3 
永久樣區監測 

計畫 
1-6 

永久樣區監

測 

計畫 

1-8 

一覽表   植物群落調查 1-4 植物群落調查 1-7 
外來植物衝

擊評估 
1-9 

植

物 

稀有植物族群生

態調查 
1-2 

特有及稀有植物

研究 
1-5     

野生普乳類 

調查研究 
2-1 

野生普乳類 

調查研究 
2-3 族群特性研究 2-5 外來種影響 2-8 

    
分佈生態 

調查研究 
2-6 

兩棲類及昆

蟲 

監測計畫 

2-9 
動

物 

分佈生態 

調查研究 
2-2 

分佈生態 

調查研究 
2-4 物種復育 2-7   

峽谷發展與潛在

災害研究 
3-1 

地質永久觀測站

之規劃 
3-4 地質景觀研究 3-6   

地質、地曾構造研

究 
3-2       

陸域 

地

形

地

質 地形發育過程研

究 
3-3 

災害敏感地調查

與防範 
3-5 

地形地質文獻

資料研究 
3-7   

魚道規劃 4-1 

自然環

境基礎

保育調

查 

海域與河域  

溪流動物研究 4-2 

溪流動物研究 4-3 
溪流動物監

測 
4-4 

原住民生活形態、習俗調查 5-1 傳統聚落調查 5-4 古道調查研究 5-6 
原住民共管

機制 
5-8 

古道調查研究 5-2 
原住民生活形

態、習俗調查 
5-5 

原住民史蹟調

查 
5-7   

人文史

蹟 

原住民史蹟調查 5-3       

古道規劃 6-1 遊客行為研究 6-3 

公共設施管理計畫 6-2 
經營管

理 
  

遊憩區細部計畫 6-4 

公共設施管理

計畫 

6-5 

 

其他     

資料來源：國家公園中長程保育政策及成效評估機制之建立，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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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6 基礎調查 七家灣溪水棲昆蟲監測調查（台灣大學楊平世） 
86 基礎調查 特稀有種生物之生態調查－寬尾鳳蝶之生態研究Ⅱ（台灣大學楊平世） 
86 基礎調查 櫻花鉤吻鮭族群生態之調查及育種場位址之評估（清華大學曾晴賢） 
87 基礎調查 櫻花鉤吻鮭族群監測與生態調查(一)（中華民國自然與生態攝影學會曾晴賢） 
87 基礎調查 櫻花鉤吻鮭種魚蓄養及魚苗繁殖場規劃設計（中華民國人際關係發展學會蔡西銘） 
88 基礎調查 櫻花鉤吻鮭族群監測與生態調查(二)（中華民國自然與生態攝影學會曾晴賢） 
88 基礎調查 七家灣溪鴛鴦族群生態調查（一）（屏東科技大學孫元勳） 
89 基礎調查 七家灣溪鴛鴦生態族群調查及錄影帶拍攝(Ⅱ)（屏東科技大學孫元勳） 
89 基礎調查 櫻花鉤吻鮭族群監測與生態調查(三)（中華民國自然與生態攝影學會曾晴賢） 
89 基礎調查 兩棲類山椒魚生態調查研究（師範大學呂光洋） 
89 基礎調查 寬尾鳳蝶復育研究（詹家龍、羅錦文） 
90 基礎調查 櫻花鉤吻鮭族群監測與生態調查（四）（中華民國自然與生態攝影學會曾晴賢） 
90 基礎調查 七家灣溪鴛鴦生態族群調查（三）（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孫元勳） 
90 基礎調查 雪山東峰火燒後鳥類族群變化研究（周大慶） 
91 基礎調查 櫻花鉤吻鮭族群監測與生態調查(五)（中華民國自然與生態攝影學會曾晴賢） 
91 基礎調查 七家灣溪鴛鴦生態族群調查（四）（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孫元勳） 
91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兩生爬蟲類調查研究—武陵地區（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呂光洋） 
91 基礎調查 台灣櫻花鉤吻鮭種內基因多樣性之研究（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郭金泉） 
91 基礎調查 櫻花鉤吻鮭晶片植入技術之研究（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黃沂訓） 
91 基礎調查 太魯閣、雪霸國家公園生態廊道之研究—有勝溪上游動物相的調查（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吳海音） 
91 基礎調查 櫻花鉤吻鮭棲息地水生昆蟲監測調查（明新技術大學趙仁方） 
91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昆蟲相之調查研究—雪見地區（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唐立正） 
92 基礎調查 櫻花鉤吻鮭族群生態調查（六）（中華民國自然與生態攝影學會曾晴賢） 
92 基礎調查 櫻花鉤吻鮭天敵之研究（屏東科技大學孫元勳） 
92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水生昆蟲研究（二）（中興大學郭美華） 
92 基礎調查 以鱗片和鱗序推論台灣陸封櫻花鉤吻鮭魚類年齡和成長（海洋大學林正輝） 
92 基礎調查 台灣櫻花鉤吻鮭族群種內基因多樣性之研究（二）（海洋大學郭金泉） 
92 基礎調查 台灣櫻花鉤吻鮭標識放流系統之研究（海洋大學黃沂訓） 
92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兩生爬蟲類之調查－雪見地區（師範大學呂光洋） 
92 基礎調查 台灣鮭魚人工復育技術（廖林彥） 
93 基礎調查 櫻花鉤吻鮭族群監測與動態分析（中華民國自然與生態攝影學會曾晴賢） 
93 基礎調查 櫻花鉤吻鮭天敵之研究（二）（屏東科技大學孫元勳） 
93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水生昆蟲研究（三）（中興大學郭美華） 
93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昆蟲類調查研究—武陵地區（中興大學楊正澤） 
93 基礎調查 七家灣溪蛙類及蝌蚪族群研究（中興大學吳聲海） 
93 基礎調查 七家灣溪非昆蟲底棲無脊椎動物群聚組成（中興大學盧重臣） 
93 基礎調查 台灣櫻花鉤吻鮭族群種內基因多樣性之研究（三）（澎湖技術學院郭金泉） 
93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鴛鴦生態行為調查（張燕伶） 
93 基礎調查 台灣櫻花鉤吻鮭標識放流系統之研究（二）（海洋大學黃沂訓） 
93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哺乳類調查研究—大雪山地區（屏東科技大學裴家騏） 
93 基礎調查 自動照相機應用於中大型野生動物族群監測之研究（中華民國自然與生態攝影學會黃美秀） 

93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鳥類監測模式之研究—以雪見地區為例（台灣大學李培芬） 
93 基礎調查 園區魚類資源調查—雪見地區（中華魚類學會陳正平） 
93 基礎調查 台灣櫻花鉤吻鮭移地保育之研究（廖林彥） 
93 基礎調查 台灣櫻花鉤吻鮭人工飼料配方與製作（海洋大學劉擎華） 
94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長期生態監測暨生態模式建立－櫻花鉤吻鮭族群監測與動態分析（中華民國自然與

生態攝影學會曾晴賢） 
94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長期生態監測暨生態模式建立－溪流鳥類群聚生態監測（屏東科技大學孫元勳） 
94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長期生態監測暨生態模式建立－昆蟲群聚與功能結構分析（中華植保學會楊正澤） 
94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長期生態監測暨生態模式建立－水棲昆蟲長期生態監測（台灣昆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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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長期生態監測暨生態模式建立－兩生類生活史及食性研究（中華民國環境與溪流學

會） 
94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較大型哺乳類及雉科鳥類之族群監測（屏東科技大學裴家騏） 
94 基礎調查 開發台灣櫻花鉤吻鮭分子標記及原始生殖細胞移殖之技術（郭金泉） 
94 基礎調查 櫻花鉤吻鮭年齡鑑定研究（海洋大學黃沂訓） 

   

   
植物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6 基礎調查 野火對環山、雪山地區植群之研究Ⅰ（環境綠化學會陳明義） 
86 基礎調查 觀霧地區植群生態調查及植栽應用之研究（中興大學歐辰雄） 
86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民俗植物之研究（中興大學歐辰雄、劉思謙） 
87 基礎調查 野火影響環山、雪山地區植群之研究Ⅱ（中華民國環境綠化協會陳明義） 
88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雪山主峰線植群調查與植栽應用之研究（中興大學呂金誠） 
89 基礎調查 苗栗野豇豆族群調查研究（中興大學歐辰雄） 
91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植群生態調查—大雪山地區（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歐辰雄） 
91 基礎調查 雪山東峰火燒後植群之變化（邱清安） 
91 基礎調查 雪山東峰火燒後玉山箭竹開花之研究（中興大學呂金誠） 
91 基礎調查 武陵火燒後植群之變化（中興大學呂金誠） 
92 基礎調查 雪山東峰玉山箭竹開花之研究（二）（中興大學呂金誠） 
92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植群生態調查—尖石地區（中興大學歐辰雄） 
92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火燒後植被之變化（中興大學劉思謙） 
92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溪流藻類生產力之限制營養鹽研究（中興大學林幸助） 
93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溪流生態系苔蘚植物的生物量調查研究（台灣發展研究院賴明洲） 
93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溪流藻類生產力之限制營養鹽研究（二）（中興大學簡麗鳳） 
93 基礎調查 武陵火燒後植被變化監測研究（中興大學劉思謙） 
93 基礎調查 雪山東峰玉山箭竹開花之研究（三）（中興大學呂金誠） 
93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植群生態調查—大小劍地區（中興大學歐辰雄） 
93 基礎調查 環境生態指標之探討－觀霧地區大型真菌相調查（中華民國自然與生態攝影學會王也珍） 
94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長期生態監測暨生態模式建立－七家灣溪濱岸植群監測 
94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植群生態調查—南坑溪地區 
94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珍貴原生植物育種之研究 
86 基礎調查 大甲溪上游史前遺址及原住民活動調查（中央研究院劉益昌） 
87 基礎調查 大甲溪上游史前遺址及早期原住民活動調查(二)（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劉益昌） 
89 基礎調查 雪見地區發展生態文化旅遊運作模式研究（世新大學黃躍雯助理教授） 
90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雪見地區泰雅文化重現之探討（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黃雅莉） 
92 基礎調查 泰雅族生態智慧之探討－以雪見為例（世新大學林益仁） 
93 基礎調查 大霸尖山北稜以共同經營模式發展生態旅遊之研究（靜宜大學鐘丁茂） 
93 基礎調查 泰雅族生態智慧之探討－以雪見為例（二）（靜宜大學林益仁） 

   

   
地質水文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6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地層及地質構造之研究（中央地質調查所張徽正） 
87 基礎調查 七家灣溪河床棲地改善之試驗研究（中華水土保持學會葉昭憲） 
87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災害敏感地區之調查與防範研究(大雪山地區)（中華民國工程環境學會徐美玲） 
87 基礎調查 雪山圈谷群第四紀冰河遺跡研究（一）（台灣大學楊建夫） 
88 應用研究 七家灣溪河床棲地改善之試驗研究（中華水土保持學會葉昭憲） 
88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特殊地質、地形現象景點登錄與管理研究（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李建堂） 
88 基礎調查 雪山圈谷群第四紀冰河遺跡研究（二）（台灣大學楊建夫） 
89 應用研究 七家灣溪河床棲地改善之試驗研究（三）（中華水土保持學會葉昭憲） 
89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特殊地質、地形現象景點登錄與管理研究（二）（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李建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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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災害敏感區 921 震災後調查與防範研究（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張石角教授） 
89 基礎調查 雪山圈谷群第四紀冰河遺跡研究（Ⅲ）（台灣大學地理系博士班楊建夫） 
90 應用研究 七家灣溪河床棲地改善之試驗研究（四）（中華水土保持學會葉昭憲） 
91 應用研究 七家灣溪河床棲地改善之試驗研究（五）（中華水土保持學會葉昭憲） 
92 應用研究 高山溪河道及物理棲地調查研究（逢甲大學葉昭憲） 
93 應用研究 高山溪河道變化及物理棲地調查研究（二）（逢甲大學葉昭憲） 
93 基礎調查 園區景觀道路評估－以雪見地區為例（中華大學李麗雪） 
94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大鹿林道東線（觀霧至大霸尖山登山口）受災路線修建之調查規劃（張石角） 
94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長期生態監測暨生態模式建立－環境改變對河道地形及物理棲地變化趨勢之影響

（逢甲大學葉昭憲） 
94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步道之土壤侵蝕監測(1)-以雪山東線,四秀線為例（李彥樑） 

   

   
人文史蹟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6 基礎調查 大甲溪上游史前遺址及原住民活動調查（中央研究院劉益昌） 
87 基礎調查 大甲溪上游史前遺址及早期原住民活動調查(二)（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劉益昌） 
89 基礎調查 雪見地區發展生態文化旅遊運作模式研究（世新大學黃躍雯助理教授） 
90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雪見地區泰雅文化重現之探討（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黃雅莉） 
92 基礎調查 泰雅族生態智慧之探討－以雪見為例（世新大學林益仁） 
93 基礎調查 大霸尖山北稜以共同經營模式發展生態旅遊之研究（靜宜大學鐘丁茂） 
93 基礎調查 泰雅族生態智慧之探討－以雪見為例（二）（靜宜大學林益仁） 

   

   
規劃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6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地理資訊系統之建立(四)（屏東技術學院伍木林） 
87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地理資訊系統之建立(五)（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伍木林） 
88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業務應用模組開發(一)（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伍木林） 
88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衛星遙測系統之建立（中央大學陳乃宇） 
89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業務應用模組開發(二)（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伍木林） 
89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衛星遙測系統之建立（二）（中央大學陳乃宇） 
90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地理資訊系統整合研究（逢甲大學周天穎） 
91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地理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二）（逢甲大學周天穎） 
92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服務品質滿意度之研究（中華大學吳卓夫） 
92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遊憩承載量之研究（中華大學楊錫麟） 
92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地理資訊系統整合研究(三)（逢甲大學周天潁） 
93 基礎調查 遙測與地景生態分析應用於雪霸國家公園之研究（逢甲大學雷祖強） 
93 基礎調查 原住民觀光休憩產業永續經營之研究－以雪霸國家公園雪見地區為例（二）（中華大學吳卓

夫） 
93 基礎調查 國家公園資源承載與遊憩品質之研究－觀霧遊憩區為例（中興大學歐聖榮） 

   

   
其他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6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溪流水源水質監測系統之規劃與調查(三)（台灣大學陳弘成） 
87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溪流水源水質監測系統之規劃與調查(四)（台灣大學陳弘成） 
88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溪流水源水質監測系統之規劃與調查(五)（中華民國溪流環境協會陳弘成） 
88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登山步道及聯外道路交通系統之規劃研究—以生態旅遊之觀點探討之（台灣區

域發展研究院賴明洲） 
89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溪流水源水質監測系統之規劃與調查(六)（中華民國溪流環境協會陳弘成） 
89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九二一震災後衛星影像變遷偵測與分析（中央大學張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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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 86-94 年相關研究計畫 

89 基礎調查 雪山主峰線登山步道承載量之計量研究（芬蘭國立赫爾辛基大學景觀系博士班學生薛怡珍研

究生） 
90 基礎調查 高山溪防砂壩改善前後棲地變化之調查研究（廖林彥） 
90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資料庫之建立（邱清安） 
91 基礎調查 太魯閣、雪霸國家公園生態廊道之研究—目標物種的認定與其生物特徵的需求分析（中華民

國國家公園學會吳海音） 
91 基礎調查 太魯閣、雪霸國家公園生態廊道之研究—有勝溪上游土地利用、人為活動與植被現況的調查

（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夏禹九） 
91 基礎調查 太魯閣、雪霸國家公園生態廊道之研究—生態廊道概念與國外案例的整理及有勝溪上游空間

資料的分析（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夏禹九） 
91 基礎調查 高山溪拆壩後環境監測及武陵地區水質調查（于淑芬） 
91 基礎調查 國家公園生態工法案例研究（中華大學吳卓夫、余文德） 
91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生態系監測與模式建構規劃（中興大學林幸助） 
92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工法模式之建立—以雪見地區為例（中華大學鄭奕孟） 
92 基礎調查 原住民觀光休憩產業永續經營之研究－以雪霸國家公園雪見地區為例（中華大學余文德） 
92 基礎調查 七家灣溪沿岸土地各利用型態對溪流生態影響之研究（中興大學王敏昭） 
92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水質調查及環境監測（于淑芬） 
92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氣候環境之研究（邱清安） 
93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環境生態模式可行性研究（中興大學林幸助） 
93 基礎調查 七家灣溪濱水區植生緩衝帶配置之研究（中興大學林昭遠） 
93 基礎調查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工法模式之建立（二）（中華大學鄭奕孟） 
93 基礎調查 山地氣候區劃分與潛在植被分布模擬－氣候植群分類系統的應用（邱清安） 
93 基礎調查 應用生態工法規劃雪見地區水資源之應用（明志科技大學官文惠） 
93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水質監測及水質評估（于淑芬） 
94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長期生態監測暨生態模式建立－溪流生態系食物來源與模式建構（中興大學林幸

助） 
94 基礎調查 武陵地區長期生態監測暨生態模式建立－水質參數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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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資源保育研究計畫發展歷程 
調查對

象 
民國 76 年～80 年 民國 81 年～85 年 民國 86 年～90 年 民國 91 年～95 年 

綜合調

查 
  

特有及稀有植物

研究 
1-1 

植群生態調查

及環境應用 
1-3 

特有及稀有

植物研究 
1-5 

植

物 
  

沿線步道植被調

查 
1-2 植物群落調查 1-4 

植被變遷與

演替調查 
1-6 

特稀有種生物調

查 
2-1 

繁殖及棲地利

用 
 

分佈生態調查研

究 
2-2 

特稀有種生物

調查 
 

生態習性、族

群變動與監

測 

 

生態習性、族群

變動與監測 
2-3 

分佈生態調查

研究 
 

動

物 
 

復育研究 2-4   

長期生態監

測系統的建

立 

 

地質、地層構造

研究 
3-2 

陸

域 

地

形

地

質 

  
災害敏感地調查

與防範 
3-1 

特殊地質、地形

景點登錄與管

理 

3-3 

 

  魚道規劃設計 4-3   

櫻花鉤吻鮭畜

養、繁殖與監測
4-1 河床棲地改善 4-4 

櫻花鉤吻鮭

畜養、繁殖與

監測 

4-8 

  
櫻花鉤吻鮭畜

養、繁殖與監測
4-5   

溪流水源水質監

測系統 
4-2 

水棲昆蟲長期

生態監測系統

建立 

4-6 
溪流水源水

質監測系統 
4-9 

自

然

環

境

基

礎

保

育

調

查 

海

域

與

河

域 

 

  
溪流水源水質

監測系統 
4-7   

人文史蹟調查研

究 
5-1 史前遺址調查 5-4   

史前遺址調查 5-2   
人文史蹟調

查研究 
5-6 

人

文

史

蹟 

 

原住民生活形

態、習俗調查 
5-3 

地理資訊系統

建立 
5-5   

  
保育監測系統規

劃 
6-1 

業務應用模組 

開發 
6-4   

  
地理資訊系統建

立 
6-2   

原住民遊憩

資源永續經

營管理 

6-6 

經

營

管

理 

  遊客承載量研究 6-3 
地理資訊系統 

建立 
6-5   

衛星遙測系統

之建立 
7-2 

其

他 
  

水質監測系統規

劃 
7-1 

登山道路

及聯外道路 
7-3

生態評估模

式之建立 
7-4 

  資料來源：國家公園中長程保育政策及成效評估機制之建立，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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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 86-94 年相關研究計畫 

動物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6 基礎調查 金門近海地區哺乳動物調查研究（李玲玲） 
87 基礎調查 金門國家公園昆蟲相調查研究（陳建志） 
87 基礎調查 金門國家公園兩棲爬行動物調查報告（呂光洋） 
88 基礎調查 金門國家公園鳥類生態紀錄研究（劉小如） 
89 基礎調查 金門地區水獺族群之調查研究（莊西進、李玲玲） 
89 基礎調查 金門國家公園昆蟲多樣性之研究（合作研究）（黃生） 
90 基礎調查 金門國家公園魚類相調查（陳義雄） 
91 基礎調查 栗喉蜂虎營巢地環境因子研究報告（袁孝維） 
92 基礎調查 金門哺乳動物相調查（陳擎霞） 
92 應用研究 栗喉蜂虎營巢地維護與評估（二）（袁孝維） 
93 基礎調查 金門地區蜘蛛相調查（卓逸民） 
93 應用研究 金門佛法僧目鳥類調查（劉小如） 
93 應用研究 金門栗喉蜂虎營巢地復育及生殖生態學研究（袁孝維） 
94 應用研究 鸕鶿生態調查研究（丁宗蘇） 

植物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6 基礎調查 金門國家公園原生植物資源調查研究報告（楊遠波） 
86 基礎調查 金門沿海海濱植物相調查研究（張惠珠） 
91 基礎調查 金門國家公園土壤調查分析及植生適應性研究（郭城孟） 
92 基礎調查 金門國家公園土壤調查分析及植生適種研究（二）（郭城孟） 
92 基礎調查 金門濕地及水韭之分類與生態調查研究（張永達） 
94 基礎調查 金門地區民俗植物調查（呂金誠） 
94 應用研究 金門國家公園珍貴原生種樹木、花草之育種研究（陳永修） 

地質水文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5 基礎調查 金門國家公園環境敏感區調查及保育系統之規劃研究（張石角） 
人文史蹟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6 基礎調查 金門國家公園八十六年度人文史蹟調查研究－海山行客（許維民） 
88 基礎調查 金門島史前遺址調查研究（一）（陳維鈞） 
89 基礎調查 金門國家公園傳統聚落之調查研究：從使用管理維護的觀點提出細部計畫－以珠山、歐厝為

例（江柏煒） 
89 基礎調查 金門島上民防隊事蹟及國共戰役調查研究（許維民） 
92 基礎調查 金門戰事紀錄及調查研究（戚常卉） 
92 基礎調查 金門小型產業調查研究（許維民） 
92 基礎調查 金門城古城牆遺址調查（江柏煒） 
93 基礎調查 金門城古城牆遺址調查(二)（江柏煒） 
94 基礎調查 金門移民適應與遷移調查研究（史前期）（郭素秋、劉益昌） 
94 基礎調查 金門戰事紀錄及調查研究(二)（江柏煒） 
94 基礎調查 金門傳統漁業調查研究(林金榮) 

規劃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89 基礎調查 金門國家公園生態環境監測架構之建立（陳章波） 
90 基礎調查 金門國家公園傳統建築活化利用案例與維護補助研究（李重耀） 
91 基礎調查 金門地區水體水質基本資料之調查研究（孟培傑） 
91 基礎調查 金門國家公園環境長期監測（莊西進） 
92 基礎調查 金門永續發展客觀因素分析建議（黃世明） 
92 基礎調查 金門國家公園環境長期監測（二）（莊西進） 
92 基礎調查 金門傳統建築白蟻防治及維護管理研究（李國忠） 
93 基礎調查 金門國家公園環境長期監測（三）（莊西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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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應用研究 島嶼生態旅遊與環境教育評估研究（蔡慧敏） 
94 應用研究 金門國家公園生態旅遊整體規劃（郭育任） 
94 基礎調查 金門國家公園環境長期監測（四）(顏重威) 
 

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資源保育研究計畫發展歷程 
調查對象 民國 76 年～80 年 民國 81 年～85 年 民國 86 年～90 年 民國 91 年～95 年 

綜合調查一

覽表 

植

物 

  植物群落調查 1-1 植物群落調查 1-2 

生態習性、族群變動與

監測 
2-1 

生態習性、族群變

動與監測 
2-4 

遷徙及棲地環境 

調查 
2-2   

動

物 
 

分佈生態調查研究 2-3 分佈生態調查研究 2-5 

分佈生態調查研究 2-6

陸域 

地

形

地

質 

    

自然環境基

礎保育調查 

海域

與河

域 

 潮間帶生物研究 4-1 
兩棲爬行動物 

調查 
4-2  

古蹟修復工程 5-1 古蹟修復工程 5-5   

傳統聚落建築調查 5-2 
傳統聚落建築

調查 
5-6 

傳統聚落

建築調查 
5-9 

史前遺址調查 5-3 史前遺址調查 5-7 
史前遺址

調查 
5-10 

人文史蹟  

考古調查報告 5-4 考古調查報告 5-8 
考古調查

報告 
5-11 

生態旅遊

規劃 
6-2 

生態環境 

長期監測 
6-3 經營管理   

生態環境 

長期監測 
6-1 

景觀復舊

計畫 
6-4 

其他     

  資料來源：國家公園中長程保育政策及成效評估機制之建立，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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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資源保育研究計畫發展歷程 

調查對象 民國 76 年～80 年 民國 81 年～85 年 民國 86 年～90 年 民國 91 年～95 年 

綜合調查一覽表 植物群落調查 1-1 

植物 

   

頻危植物保育 1-2 

分佈生態調查研究 2-1 

生態習性、族群變動與

監測 
2-2 動物    

特稀有種生物調查 2-3 

陸域 

地形地質     

自然環

境基礎

保育調

查 

海域與

河域 
珊瑚礁調查與監測 4-1 

人文史蹟    人文史蹟調查研究 5-1 

公共設施先期規劃 6-1 
經營管

理 海洋研究站經營

管理規劃 
6-2 

  
生態經營管理長

期性規劃 
6-3 

其他    
遙測空間基礎資料處

理 
7-1 

  資料來源：國家公園中長程保育政策及成效評估機制之建立，2007 

 

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 

其他類 

年度 研究類別 計畫名稱 

94 基礎調查 東沙國家公園陸域生物資源調查 
94 基礎調查 東沙海域生態資源基礎調查研究 
94 基礎調查 東沙國家公園土地使用及海域使用分區調查 
94 基礎調查 東沙海域古沈船遺蹟之調查研究 
94 基礎調查 東沙島建築物及公共設施先期規劃 
95 基礎調查 東沙海域文史資源調查研究 
95 基礎調查 東沙景觀生態資源規劃研究 
95 基礎調查 東沙海域環境調查及測站規劃 
95 基礎調查 東沙海域珊瑚礁生態資源調查與監測(一) 
95 基礎調查 東沙島海岸環境變遷調查分析 
95 基礎調查 東沙島陸域動植物相調查研究 
95 經營管理 東沙島環境整理及原生植栽復育規劃 
95 經營管理 東沙國際海洋研究站經營管理規劃 
95 經營管理 東沙海洋生態系經營管理之長期性規劃 
95 經營管理 東沙遙測影像空間基礎資料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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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專家座談會議紀錄 

為了能將全球暖化對國家公園環境變遷影響之議題聚焦到可以推動工作項目，本

計畫於民國 97 年 8 月 13 日邀請動植物保育、地理資源、景觀生態之學者進行第一場

座談會，並於民國 97 年 8 月 31 日邀請景觀、遊憩、解說、觀光之學者進行第二場座

談會，藉由不同專業領域專家學者之意見交流與整合，回饋修正並研擬出國家公園在

因應全球暖化所應發展之方向，座談會內容說明如下： 

一、第一場座談會 

（一）時間 

民國九十七年八月十三日星期三 

（二）地點 

內政部營建署市鄉局二樓會議室 

（三）參加人員 

內政部營建屬國家公園組、林科長、陳蓓真、王鑫教授、李玲玲教授、裴

家騏教授、趙榮台副所長、歐聖榮教授、張俊彥教授、劉思謙教授、李彥希助

理教授。 

（四）座談會學者建議 

1.台灣大學地理環境資源學系 王鑫老師 

 欲釐清(identify)生物多樣性造成威脅的(research)研究例子，是相當不易的。

採取焦點團體法較容易抓取重點。 

 主題需有概念架構(concept framework)，來做定位。 

 建議從國際文獻吸收新知，閱讀國際上保護區全球變遷報告書的(reference)參考

文獻，來糾正主題的遺漏或缺失。IGBP(International Geosphere Biosphere 

Program國際地圈-生物圈計劃研究進展和展望計畫) 報告書的global change and 

mountain region，講述高山地區全球變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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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網參考IUCN 6個commission＆ecosystem management的報告。Ex: security take 

area in the face of the global change issues。不僅是討論氣候變遷，還有

討論社經變遷。 

 review與主題相關之農委會＆國科會的報告書 

 國際發展要掌握，邏輯才會清楚。 

2. 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裴家騏老師 

 在第一年協助國家公園，把環境及資源建設業務化。運用現有條件去進行資源監

測。 

 積極培訓專業人才，並使之在地化（如高山型國家公園－與原民會合作培訓原住

民人才，執行長期業務）。具在地語言能力人才的培訓不但能協助未來資源建設，

還可能發掘過去歷史資料。而過去的歷史資料，可以釐清近代的改變或是過去的

現象。 

 發展歷史性資料分析的方法，以及傳統知識的收集。借由歷史性資料從中抽絲剝

繭釐清造成變遷之因素。 

3.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業試驗所 趙榮台副所長 

 因應影響不一定要做research。建議在管理方面做改變 

 不談全球暖化國家公園永續經營模式也可用，必須釐清全球暖化在計畫案中扮演

什麼樣的角色？ 

 國家公園是否可以減緩溫室效應，但保育經營管理是可以持續進行的。 

 以玉山開花季節變遷為例，保育科人員可以利用眼前常見的指標，簡單觀察資料

做研究。 

 因應對策－根據過去10、20年所做調查、觀測的資料比對，哪些是可做因應，哪

些是可以解決。 

4. 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 李玲玲教授 

 節能減碳、因應暖化的議題，全球都在推動，把它對應到國家公園做宣導，那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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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定位的問題在那裡？只能希望進到國家公園的遊客遵守特定的行為，如利用

大眾運輸工具、走路、少開車，和管制進園人數。 

 從國外的環境變遷去思考台灣應該考慮的事項，是會有些落差，要考量台灣整體

因應氣候暖化方面有哪些要優先考慮，如水土沖刷。 

 從產出的角度來說－這些報告產出，如生態、廣植森林、保護區內休閒活動之控

管，這些不是監控，是短期經營管理的目標，與全球暖化有點差距。 

 把國家公園保護區當成系統，要有主軸的掌握，考慮垂直、水平的變化。 

 監測－不見得每一項每年都要做，可以是前後比較，區域比較。 

 教育網圈－希望民眾在國家公園內的整體行為。 

 增強生態系，擴大保護區範圍。 

5.劉思謙老師 

 針對暖化，目前有在做案例，可以上網參考一些資料 

 生態方面建議持續收集資料。 

6.張俊彥老師 

 先了解全球暖化、國家公園環境變遷（物種、環境、土地利用）的問題，來建立

資料，不急著找解決方案。 

 分析變化：以生態角度來看，先訂定幾個目標，根據不同國家公園未來的經營管

理、保育目標、回顧資料，加以整合，將題目縮小。 

7.林玲 科長 

 建議參考全球國家公園主要保護區的政策變遷和策略。以台灣角色，參考國際的

做法。 

 希望期初簡報能夠將國際保護區趨勢匯整、提出議題，達成階段性目標。以提供

後續98~100年的行動計畫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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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單位針對計畫內容進行報告，簡要說明計畫之目的 

專家學者分別針對計畫內容發表意見，同時進行意見整合與達成共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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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場座談會 

（一）時間 

民國九十七年八月三十一日星期日 

（二）地點 

台中市西屯區中港路三段 128 巷 20-5 號 

（三）參與人員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 侯錦雄教授、中興大學園藝系 歐聖榮 教授、東海大

學景觀學系 黃章展 副教授、師範大學地理系 李素馨教授、台中教育大學永

續觀光暨遊憩管理研究所 吳忠宏教授 、台灣大學園藝系 張俊彥 教授、虎尾

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系 李彥希 助理教授、虎尾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系 顏宏旭 助

理教授、台灣造園景觀學會 助理 謝宗恒、台灣造園景觀學會 助理 林永哲 

（四）座談會學者建議 

1.中興大學園藝系 歐聖榮教授 

 計畫必須說明議題與對策是如何得到的，同時必須說明是從哪些資料分析到的結

果， 

 建議應該說明議題用內容分析法或是與專家學者討論後得來的 

2. 東海大學景觀系侯錦雄 教授 

 計畫應該定位在國家公園面臨暖化後，所應推動的「因應對策」 

 必須去思考國家公園因應暖化在作些什麼，又可以作些什麼？  

 節能減碳很多單位都在做，國家公園與一般單位不同的是，他是一個示範與宣傳

者。 

3.師範大學地理系 李素馨教授 

 事實上國家公園實質上能改善暖化的是有限的。 

 指標性物種很難是一個單一的物種 

 建議應該從保育、遊客、環境開發行為來探討更符合生態、節能的行動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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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應該可以找一些國外的案例來討論與學習 

4.台灣大學園藝系 張俊彥教授 

 針對未來的行動計畫，建議應該先進行資料庫的建置，才可以瞭解可能產生的衝

擊、環境產生何種改變，以及未來要如何預測。 

 建議可以用IUCN跟CFP的內容作為架構，然後找專家學者來評估行動計畫 

 行動計畫的分類可依照國家公園法的規定，依照現行國家公園的相關課室專責編

列計畫與工作 

5. 台中教育大學永續觀光暨遊憩管理研究所 吳忠宏教授 

 計畫題目很大，應該把主軸拉回國家公園可作些什麼？ 

 遊憩與教育的議題還是該提出來探討。 

 去思考一下國外的案例，哪些可以作，哪些沒辦法在台灣執行，才會具體。 

6.東海大學景觀學系 黃章展 副教授 

 課題應該具體一點，比如地理資訊系統的軟硬體建議都應該寫出來 

 可能必須瞭解全球暖化對台灣氣候產生什麼影響，才能串連計畫的各個項目。 

 建議後續行動計畫，必須具體建構資料庫，才可以作後續的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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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單位針對計畫內容進行報告，說明計畫之定位與議題 

專家學者分別針對議題發表意見，探討後續行動計畫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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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各處訪談會議紀錄 

一、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一）時間 

民國 97 年 11 月 11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30 分 

（二）地點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會議室 

（三）出席者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處 許文龍處長、保育研究課 陳俊山 課長、解說教育課  

黃志強課長、遊憩服務課 林忠杉課長、企劃經理課  聶士詔 課長、虎尾科技大

學休閒遊憩系 李彥希 助理教授。 

（四）訪談記錄與回應 

意見發表人 意見內容 意見回覆 
在綠建築指標部分，應以落實的行

動計畫為主，例如舊有建築部分如何進

行改善以符合綠建築的規範與原則。此

部分應以環境維護課為主辦單位。 

感謝處長寶貴意見，計畫團

隊會修正行動計畫，增加綠建築

實務改善的部分。 

管理處許處長 

大眾運輸系統的部分，如與鐵路局的合

作，太魯閣號或航空等聯外的大眾運輸

系統，Shuttle Bus 的區內動線整合方式，

應可整體研究考量，並投入落實經費加

以執行，並以六年計畫為考量，每年投

入約 1000 萬之經費。太魯閣峽谷段交通

管理計畫 98-100 年，之後可以補貼制

度，希望 5-6 年可以達到無污染交通工

具的廣泛使用。 

感謝寶貴意見意見，若可透過研

究算出可減少之遊覽車或自行

開車之數量，並得到可以減少之

污染量，對於處理推廣無污染運

具之執行會更有基礎，並且此項

計畫應是最能直接看出減緩全

球暖化成效與貢獻之計畫。 

目前太魯閣分為四個敏感區位，南湖大

山、奇萊山、清水斷崖、石炭岩峽谷地

區，在第一項行動策略部分，應聚焦在

對全球暖化氣候變遷敏感之物種分析與

界定，並進行長期的監測研究，這部分

應是 98 年最急迫的計畫項目，也是最重

要、最基礎的行動計畫項目，經費部分

可能應改為每年 160 萬，三年共 480 萬。

感謝課長意見，這部分的時程的

確應是後續行動計畫多數推動

的關鍵，故應調整計畫時程與經

費。 

高山型國家公園如太魯閣、雪霸、玉山

等對氣候變遷敏感的物種可能有部分會

重複，或許也可以由組內來統籌辦理。

感謝課長意見，這部分經溝通

後，建議可由各管理處自行針對

所轄區域特性，分別進行研究。

保育研究課陳課長 

在敏感物種界定之研究上，在時程上 98 感謝，在預算執行上，請管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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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發表人 意見內容 意見回覆 
年預算已編定，但可先請專家研擬邀標

書，再進行計畫執行，99-100 年即可列

入預算來執行。 

因應執行，本計畫所編列的是

99-101 三年之行動計畫。 

廢棄物處理應是遊憩服務課負責 遵照辦理 
全球暖化對物種、棲地是否真的有影響? 
對國家公園的影響是不是真的確認?  

感謝課長意見，這部分目前確實

還有爭議，也有二方面專家及角

度之看法，但本計畫是從全球暖

化對國家公園之影響角度出

發，並希望透過行動計畫之執

行，更進一步地了解全球暖化之

影響及國家公園對全球暖化之

趨勢可以調適之策略與行動 
在發展農林漁業新興技術部分似乎非本

處業務，是否可考量刪除。 
遵照辦理，這部分若非貴處業

務，將予以刪除。 
減少廢棄物的部分，處理都一直有在執

行，而關於廢棄物處理之議題部分請考

量對全球暖化有影響的、具威脅的廢棄

物，並將項目予以整合辦理。 

是的，計畫將針對具有影響的部

分，進行項目整合。 

解說教育課 黃課

長 

解說教育或員工訓練 50 萬即足夠，遊客

教育宣傳約三年 300 萬即足夠。 
遵照辦理 

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可否配合明年三通

計畫之執行。 
遵照辦理。 企劃經理課 聶課

長 
健全園家公園中央山脈核心保護區系統

計畫，應列入國家公園組計畫。 
遵照辦理。 

容納量的行動計畫可以加入，並請考量

分區制定，及行為對環境之影響分析。

遵照辦理，計畫會列入計畫內容

的說明考量，也請處理在執行此

部分的行動計畫時，可以加上課

長所說之建議方向 

遊憩服務課 林課

長 

生態旅遊計畫在處理也有執行過，主要

是企劃課主辦，但保育、解說及遊憩服

務課也都會配合辦理 

會將主辦單位及相關協辦課室

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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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訪談記錄 

（一）時間 

民國 97 年 11 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 2時 

（二）地點 

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會議室 

（三）出席者 

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 鄭肇家 副處長、海洋國家公園管理處環境維護課 柯景

耀技士、保育研究課陳國永 課長、解說教育課潘振彰 技士、保育研究課許書國

技士、企劃經理課吳怡慧技士、虎尾科技大學顏宏旭助理教授、台灣造園景觀學

會謝宗恆。 

（四）訪談記錄與回應 

意見發表人 意見內容 意見回覆 
必須要考慮計畫的可行性，同時未來

可以推動的內容 
遵照辦理，以與貴處請益較過可

執行的計畫並訂定之。 
鄭肇家 副處長  

項目可能太多了，有些經費也太多，

應該要整合 
遵照辦理，計畫的內容將會修正

並整合 
東沙是一個小島嶼大海域的定位，這

樣的定位應該要有哪一種定位應該要

更清楚，是不是要有明確的保育策略

感謝課長意見，策略的研擬是與

組裡以及各專家學者共同研擬

而成的，今年來處理請益的目的

也是為了瞭解這樣的策略如果

要落實的話，應該要怎麼作才

好。 
珊瑚礁的改善計畫相當重要，應該優

先進行。 
遵照辦理。 

建議應該先列出計畫的優先次序。 遵照辦理。 

保育課  陳國永 課
長 

現在確實面臨了水位下降、移沙的問

題，同時也有海岸線退縮，因此長期

的監測計畫是必要的 

遵照辦理。 

保育課  許書國先生 一些計畫只編列一年可能會有問題，

而有些計畫也與中程計畫重疊，應該

讓計畫名稱更清楚一點。 

感謝寶貴意見，計畫的編列將會

以跨年度作為思考。 

節能減碳的計畫，有些可能不夠

落實，太空泛，這些計畫的意義可能

不大 

感謝委員意見，計畫將會持

續討論到可以執行的內容。 

有很多研究單位在作類似的事情，計

畫團隊應當考量不要做到重複的事情

遵照辦理，計畫團隊會參考國家

公園中程計畫來避免計畫重

複，類似的部份將會調整到國家

公園中程計畫。 

企畫經理課 吳怡慧

技士 

目前東沙有進行 GIS 影像建制的相關

計畫，應該可以納入 
感謝委員意見，計畫已經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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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發表人 意見內容 意見回覆 
環境維護課 柯景耀

技士 
雨水回收、污水處理與太陽能的計畫

都很好，建議計畫團隊可以更落實這

些項目 

遵照辦理。 

解說教育課 潘振彰

技士 
簡單報告，未來三年應該要作的事

情，建議從想作的，應該作的，以及

可以延續的計畫來進行，這樣比較能

落實。 

遵照辦理 

三、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訪談記錄 

（一）時間 

民國 97 年 12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2時 

（二）地點 

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 2樓會議室 

（三）出席者 

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 彭茂雄 副處長、保育研究課于淑芬技正、保育研究課

課邱清安 技士、企畫經理課、環境維護課 邱滄明課 長、企畫經理課 劉金龍課

長、楊政峰技士、虎尾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系 李彥希 助理教授。 

（四）訪談記錄與回應 

意見發表人   意見內容 意見回覆 
交通轉運設施之興建計畫請列在 100
年後，共 2000 萬 

感謝委員意見，計畫會將交通

轉運設施之興建計畫慎重列入

考量並編列之。 

管理處   副處長 

舊建築改善計畫可刪除，改為重大災

害搶修計畫，一年約需 3000 萬。 
感謝委員意見，本計畫將會把

重大災害搶修計畫列入考量。

計畫很多都已在執行中，請修正縮減。 遵照辦理，計畫已執行的部份

會加以修正刪減。 

生態指標及預警系統之建立及進行指

標物種復育及保育工作二項請刪除 
請再議。 

保育研究課 于淑芬技

正 

劣化棲息地之調查及改善計畫與復育

因暖化而遭受破壞或改變之棲地建議

刪除 

遵照辦理 

計畫皆可列入 遵照辦理。 保育研究課課邱清安

技士 與民間建立夥伴關係，請改為推動與

原住民共管建立夥伴關係計畫，約

3000 萬。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這方面會

重新修正並編列之。 

保護區邊界擴大，至第三次通盤檢討

再討論。 
遵照辦理。 企劃經理課 

雪見遊憩區經營管理計畫已在進行，

請刪除。 
遵照辦理。計畫業已刪除。 

遊憩服務課 課長 廢棄物方面請改遊憩服務課辦理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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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發表人   意見內容 意見回覆 
雪霸主要的廢棄物來自登山客的廢棄

物，所以請擬定高山地區廢棄物處理

研究計畫，且建議將此計畫列在署裡

面的計畫，共同處理高山型的國家公

園共同的問題。其它刪除。 

遵照辦理。本計畫已於其他高

山處國家公園行動計畫中列入

計畫中列入高山型的國家公園

計畫。 

本計畫請問未來的管考方式是如何?
請帶回署裡說明。 

遵照辦理。這方面將與署裡慎

重溝通。 
環境維護課 課長 依循綠建築指標，從 99 年開始執行 遵照辦理，計畫已修正。 
柳中明教授 檢討現有綠建築指標，要改善多少或

每年減少多少二氧化碳的量，若有明

確的目標才能有明確的做法與策略。

並建議要保留保育課所要刪除的生態

指標及預警系統之建立及進行指標物

種復育及保育工作，因為全球暖化所

影響的物種必須找出重要的指標物

種，建議還是保留。 

與保育課長協調後，保留此二

項，並改為 100 後進行，經費

各 100 萬。 

 

四、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訪談記錄 

（一）時間 

民國 97 年 12 月 12 日（星期五）下午 2時 

（二）地點 

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 2樓會議室 

（三）出席者 

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李登志副處長、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保育研究課 陳松茂

課長、解說教育課 樊淑文課員、保育研究課陳玄武技士、遊憩服務課 洪楹彬技

士、虎尾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系 李彥希 助理教授。 

（四）訪談記錄與回應 

意見發表人   意見內容 意見回覆 
請考量本計畫題目的因果關係、前後順序。 感謝委員意見，計畫團

隊會慎重將計畫題目考

量清楚，確認前後順序。

管理處  李登

志 副處長 

計畫年期請皆改為 99-101 年，因為 98 多已編列預

算 
感謝副處長提醒，計畫

年期已有進行調整。 
氣候變遷監測系統建置計畫，請加上設立氣象站及

維護費用 
遵照辦理，行動計畫中

已列入氣象站之設立。 
指標性物種資料庫建立計畫改 99-100 年 請再議。 
生態資源調查監測作業已有請刪除。 遵照辦理，已刪除。 

保育研究課    

植生綠帶分佈面積變遷調查與改善方計已有衛星監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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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發表人   意見內容 意見回覆 
測不需要 
水質、土質監測及特殊地景地貌維護計畫不需要 遵照辦理 
土地內外來種移除計畫改為三年 1500 萬 遵照辦理 
栽種原生樹種共計 526000株計畫請改為棲地復育計

畫三年共 900 萬 
遵照辦理 

完成海洋生物資源復育計畫請改為海洋資源維護計

畫三年共 300 萬 
遵照辦理 

劣化棲息地之調查及改善計畫請改為劣化棲息地之

調查，99 年 100 萬 
遵照辦理 

復育因暖化而遭受破壞或改變之棲地，因為還不知

在那裡建議此項刪除，並改為劣化棲息地之改善計

畫 100-101 年共 200 萬 

遵照辦理 

跨部會部分名稱請修改與內容項目不符合 遵照辦理 
取得特別景觀區私有土地部分花費相當大 感謝委員意見，這部份

將慎重列入考量。 
員工訓練已在做且屬人事室請刪除 遵照辦理，行動計畫已

經修正這個部份。 
推廣消費及使用綠色環保產品、遊客教育皆屬行政

室，已在做可刪除 
遵照辦理，行動計畫已

經刪除綠色環保產品的

部份。 
宣傳媒介請改為三年 240 萬 遵照辦理，行動計畫已

經修正這個部份。 
社區合作刪除 遵照辦理。 

解說教育課  
課長 

社區深度精緻旅遊培力計畫請增加至三年 4800 萬，

其屬遊憩服務課。 
遵照辦理。 

制訂及更新遊憩容納量請改為制訂及更新遊憩

行為及規範，並屬於遊憩服務課。 
遵照辦理，行動計

畫已修正為遊憩服務

課。 
廢棄物部分僅需保留完成海底船骸與垃圾移除一

項，並改為淨海計畫三年共 210 萬。 
遵照辦理。 

遊憩服務課  

與建污水處理系統建置計畫三年共 12000 萬 遵照辦理。 

五、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訪談記錄 

（一）時間 

民國 97 年 12 月 26 日（星期五）上午 9時 

（二）地點 

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樓會議室 

（三）出席者 

金門國家公園管理處保育研究課 邱天火課長、保育研究課 李秀燕技士、環境維

護課 顧孝偉技士、遊憩服務課 黎明儀課長。虎尾科技大學顏宏旭助理教授 

（四）訪談記錄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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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發表人 意見內容 意見回覆 
關於鳥類的監測，88-89 年曾經做過調查，到現在已

經十年了，建議是不是可以再來補充調查作一個比

較。 

感謝課長意見，此部份將

會慎重納入考量，可行的

話就會列入列入考量。 
關於暖化的議題，主要也是想要知道哪些動植物在

暖化後變化了，比如生殖行為的改變 
感謝課長意見，行動計畫

裡確實有關於監測物種

行為的相關計畫。 
水質監測很重要，一定要繼續進行。 遵照辦理。 
小金門有一些生痕化石，可能可以作為保育與解說

的重點，而慈湖也有一些養殖的生態， 
感謝課長意見，此部份將

會慎重納入考量，可行的

話就會列入考量。 
計畫中有排除地雷的計畫，現在逐漸在進行，但必

須要去監測軍方是否因為排除地雷而破壞到原有的

植被，這可能與整個保育的內容就有相關。 

遵照辦理。 

保育研究課 課長 

現在主要的方向，還是要與地方的經濟結合。 遵照辦理，會將此一計畫

列入與地方合作的計畫

面向中。 
企畫課管的是土地管理與計畫擬定的部份，主要是

上位的計畫，比較沒有再做推動的工作，建議專責

單位這邊要調整一下。 

遵照辦理，計畫團隊將會

修正此一部份。 

建議生態旅遊的項目可以改到遊憩、保育、解說一

起推動 
遵照辦理。 

綠色載具的推動很重要，一定要持續推動。 遵照辦理。 
在生態旅遊方面，其實可以推動的有限，因為像水

獺是夜行性動物，早上根本就看不到 
 

計畫建議可以先以鳥類

或人文慢行旅遊作為一

開始的發展重點 
國家公園法的內容其實沒有針對像金門這種人文資

源豐富的地方多加規範，所以會有很多不相容的地

方 

感謝意見，此部份將會慎

重納入考量，可行的話就

會列入列入考量。 
在合作的方面，與縣府的合作持續加強才能讓國家

公園的整體發展更好更有效率。 
遵照辦理，會將此一計畫

列入與地方合作的計畫

面向中。 

遊憩服務課 課長 

如果要推動生態旅遊，一些基本的遊憩設施還是要

作，那建議有些閒置的空間可以再利用。 
感謝寶貴意見，這部份將

會以舊建築修繕的方向

進行。 

 

六、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訪談記錄 

（一）時間 

民國 97 年 12 月 29 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 分 

（二）地點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樓 2F 會議室 

（三）出席者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林永發處長、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詹德樞 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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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保育研究課 羅淑英課長、保育研究課 蕭淑碧技士、遊憩服務課 王經堂課長、

企劃經理課 張順發課長、解說教育課 陳彥伯技士、虎尾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系 李

彥希 助理教授、營建署國家公園組陳蓓真技士 

（四）訪談記錄與回應 

意見發表

人 
意見內容 意見回覆 

管理處   處長 國家公園都不相同，請說明合約內容要做什麼? 要
我們自己編列預算嗎? 我認為這個計畫應是上位的

計畫，只要告訴我們管理處未來針對全球暖化所應

進行的方向與策略，而實際的計畫編列應交給各管

理處針對其特色與需求加以編列，而計畫所需之解

說手冊或宣傳品等也應交給各管理處針對全球暖化

研究或執行計畫後之成果再予編製，會比現在更具

體、更加真切。 

列入考量。 

研究計畫之執行要依據這個計畫來推動嗎? 這是無

法涵蓋所有的經費，是否會獨立編列經費，不要產

生經費排擠效應才好。有些項目並不適合放在環境

變遷中，是否敏感地區內可以放在此?有沒有與全變

中心連繫交流?  

感謝課長意見，經費部

分要由組裡來回應。敏

感地區是指受極端氣候

可能影響的地區。有請

全變中心柳主任及李培

芬教授審查指導。 
指標性物種有困難度 所以需要請專家進行研

究 
處理已經做很多火山環境長期監測，請在語句說明

上加以更正。 
予以更正。 

有效確認重要物種族群中四項計畫項目，請以確認

重要物種一項代替，編列 1 年 250 萬元，3 年 750
萬之經費。 

遵照辦理。 

環境變遷監測與預警計畫改為 99-101 年，3 年 450
萬元。 

遵照辦理。 

植生綠帶分佈面積變遷調查與改善方針請刪除 遵照辦理。 
移除外來入侵物種請改為 99-101 年 3 年 160 萬元。 遵照辦理。 
持續監測重要物種之空間分佈與生物行為三項計畫

請改為一項計畫：監測重要物種之空間分佈與生物

行為，99-101 年。1 年 400 萬 3 年 1200 萬元。 

遵照辦理。 

生態棲地預測模式之建立請刪除 遵照辦理。 
遭受破壞地之保育及復育二項計畫請予以刪除 遵照辦理。 

保育研究課   
課長 

核心保護區土地國有化計畫屬中程計畫，所需經費

至少上億。 
列入考量。 

企劃經理課 課
長 

建立遊憩總量管制規定請改為建立遊憩承載量

計畫，98-99 年，1 年 95 萬，2 年 190 萬。 
遵照辦理。 

環境維護課課

長（會後提供資

料） 

依循綠建築指標、建立大眾運輸系統及減低溫室氣

體三項行動計畫請刪除，保留節能省電系統建置計

畫 99 年編列 1000 萬元，舊建築改善計畫改為 99-101
年 3 年共 4 千萬元。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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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訪談記錄 

（一）時間 

民國 97 年 12 月 31 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 分 

（二）地點 

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樓 2F 會議室 

（三）出席者 

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 吳祥堅副處長、企畫經理課課長 吳和融、保育研究課

課長 蘇志峯、解說教育課魏豐哲課長、遊憩服務課邦卡兒 海放南 課長、保育研

究課 楊舜行技士。 

（四）訪談記錄與回應 

意見發表

人 
意見內容 意見回覆 

管理處   副處

長 
變遷的資料建立不容易，署裡有這個計畫很好，編

的十分適切，管理處也需要經費來執行有關全球暖

化的相關課題與研究。 

遵照辦理。 

這是很大的議題，甚至聯合國都很難解決的問題，

若只有研究自己，就算發現了物種受影響，又能怎

麼辦。 

感謝課長的提醒，不管

如何，計畫團隊還是會

希望盡一己之力，朝向

減緩暖化的目的前進。 
植生綠帶分佈面積變遷調查與改善方針請刪除 遵照辦理。 
移除外來人侵物種及成立氣候長期監測站請刪除。 遵照辦理。 
生態指標及預警系統之建立，建議改為生態指標及

衝擊系統之建立，並建議由署裡統整一項計畫。 
列入考量。 

進行指標物種復育及保育工作，建議把復育二字刪

除，因為國家公園除少數例外，不做復育的工作。

遵照辦理。 

生態棲地預測模式之建立，此計畫建議由署裡統籌

執行計畫。 
列入考量。 

遭受破壞地之保育及復育中二項計畫皆予刪除。 遵照辦理，計畫經討論

後已經刪除。 
建立大眾運輸系統、節能省電系統建置計畫及舊建

築物改善計畫，研究可以編列，但建議提前至 99 年。

遵照辦理。 

保育研究課   
課長 

減低溫室氣體行動計畫請刪除。 遵照辦理。 
建議宣傳及員工訓練由署裡來統籌執行。 列入考量。 解說教育課 課

長 遊客教育可以拍攝影片方式，但經費需求較多，

99-101 需要 1500 萬元。 
遵照辦理。 

企劃經理課 課
長 

計畫皆可保留。全球暖化元凶是誰? 各說各話，但

豪大雨確實影響明顯。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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