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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生態旅遊推動策略

林欽榮

內政部營建署 署長

壹、前言

台灣為位處太平洋邊緣的海島，因為地理與地質因素，地震及颱風發生頻

繁，人為活動常受天然災害影響，加上近年來，全球氣候變化日益顯著，溫度上

升、海平面昇高、乾旱、豪雨及洪水發生頻繁、颱風強度增強，台灣受颱風、海

面上升、海水倒灌及豪大雨影響及威脅次數，將日益增加。然而臺灣地區有 70%

以上之土地為山坡地、海岸及離島等環境敏感地區，代表無法進行大量開發的命

運或者要面對諸多土地使用上的限制，如何在兼顧環境保育、資源保護及地方永

續經營，生態旅遊政策勢必能成為永續發展之重要指導，並能兼顧自然環境保育

之永續發展，以有計畫引導生態旅遊活動朝向健康、生態體驗之方向發展。

生態旅遊的推動是在國土保育有效總量管制下，以生態系土地使用方式，結合社

區與生活環境資源，推動自然及人文之生態旅遊，同時可積極保護國家、區域及

地方社區環境，故生態旅遊的發展是國土保育及永續發展的主要手段，行政院永

續發展委員會國土與交通工作分組於 93 年開始推動生態旅遊。基於維護國土資

源永續利用之前提，生態旅遊對台灣當今整體發展具有重要之意義，我國各國家

公園秉著國土保育及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任務積極推動生態旅遊，除了將園區適合

遊憩之資源更廣泛地提供遊客，提昇遊憩品質及體驗外，並透過國家公園與周邊

社區夥伴關係之建立與當地人才之培訓機制，作為發展生態旅遊相關產業之基

礎，使資源的使用模式更趨合理，並展現國家公園多元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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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一）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國土及交通分組「生態旅遊白皮書」。

（二） 行政院核定之「97-100 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

（三） 各國家公園計畫書。

一、 遠景：透過建立政府、產業界和地方社區工作夥伴關係，並採用最佳和務

實的規劃、經營和行銷，使國家公園發展成為台灣地區領先的生態旅遊地。

二、 目標：

（一） 確保永續環境：增進居民和遊客對當地自然和文化資產的保育觀念。

（二） 確保文化傳承：鼓勵地方社區文化傳承及啟發提地方環境價值觀，使傳

統文化得以保存。

（三） 維持地方經濟：為當地社區、保育組織和主管機關創造經濟利益，適當

提供當地社區新的工作機會和收入。

四、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的定義：

依據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國土及交通分組「生態旅遊白皮書」規定，

生態旅遊定義為「一種在自然地區所進行的旅遊形式，強調生態保育的觀念，並

以永續發展為最終目標」。爰此，國家公園生態旅遊之操作型定義為下列四點：

（一） 遊地點以自然地區為主，同時涵納當地文化資源。

（二） 以資源保育及永續發展為宗旨。

（三） 著重遊客之環境教育和責任感之培養。

（四） 創造地方產業並鼓勵居民共同參與環境保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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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發展原則

依據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國土及交通分組「生態旅遊白皮書」規

定，生態旅遊的原則包括下列八項：

（一） 必須採用低環境衝擊之營宿與休閒活動方式

（二） 必須限制到此區域之遊客量（不論是團體大小或參觀團體數目）

（三） 必須支持當地的自然資源與人文保育工作

（四） 必須儘量使用當地居民之服務與載具

（五） 必須提供遊客以自然體驗為旅遊重點的遊程

（六） 必須聘用了解當地自然文化之解說員

（七） 必須確保野生動植物不被干擾、環境不被破壞

（八） 必須尊重當地居民的傳統文化及生活隱私

貳、國家公園推動生態旅遊之資源現況

一、資源現況

國內七座國家公園，目前所蘊藏之自然景觀資源及人文史蹟資源甚為豐

富，以下分別就地形地質景觀資源、動植物景觀資源、人文景觀資源之概況進行

說明；並就目前各國家公園資源保育研究課題進行分析。

二、 地形地質景觀資源

各國家公園之地形地質景觀皆有各自獨特之處，如陽明山獨具火山群地形，

墾丁則為海岸地形，玉山、雪霸、太魯閣則富有高山地形、峽谷地形，金門屬於

島嶼地形，東沙環礁為完整珊瑚礁地形，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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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國家公園地形地質景觀資源
國家公園

別
資源特色

墾丁國家
公園

墾丁地形可概括分為東西兩部份，中間隔以恆春縱谷平原，西岸珊瑚礁
斷崖臨海，北部為山區，南部為珊瑚礁台地及丘陵地，龍鑾潭位於南北
向延伸的斷層縱谷平原內，平原以東有隆起的珊瑚礁台地與石灰岩洞穴
景觀。鵝鑾鼻台地上有風吹的砂河、砂瀑地形，更有珊瑚礁懸崖與石灰
岩洞、鐘乳石等地形景觀。
墾丁國家公園之地形可分為九類：砂灘海岸、裙狀珊瑚礁、岩石海岸、
石灰岩台地崖、孤立山峰、崩崖景觀、河口景觀、河流及湖泊景觀、山
間盆地景觀。

玉山國家
公園

玉山地區由於海拔高，地形切割劇烈，所造成之地形景觀以高山及深谷
最具特色。
特殊景觀如地形作用所產生之景觀：分水嶺移動(河川襲奪)、河流源頭圈
谷景觀、塌崩地及斷崖景觀、碎石坡景觀…等。

陽明山國
家公園

屬大屯火山群彙地區。
大屯火山群底下仍存在岩漿庫。
其地形可概分為塊狀火山區、錐狀火山區、切割熔岩台地、沉積岩區。
地質以火山活動噴出之安山岩熔岩流和火山碎屑岩為主。
本區已發現或以開採之礦物有金、白土、明礬石、硫化鐵、硫磺、褐鐵、
鋁礬土及放射性礦物等。
土壤分部除大屯山七星山群峰一帶之灰棕壤外，大部分為灰化紅壤，極
少部分為黃壤；而熔岩台地則為火山灰土所覆。

太魯閣國
家公園

全區共有 27 座 3,000 公尺以上之高山列名「台灣百岳」，以南湖大山、中
央尖山、奇萊北峰及合歡山最為聞名。此外，南湖圈谷、立霧溪大理石
峽谷、天然湖泊及高位河階等特殊景觀，及中橫公路兩側以外高山區的
原始風貌尤其引人注目。

雪霸國家
公園

地形以高山及河谷為主。全區高山林立、如大霸尖山、武陵四秀(品田山、
池有山、喀拉業山)、雪山、志佳陽大山、大劍山、頭鷹山、大雪山等高
度均在 3,000 公尺以上，其中雪山為雪山山脈最高峰，是台灣第二高峰。
而大霸尖山素有「世紀奇峰」之稱，山容壯麗。其他的地形景觀如大甲
溪峽谷地形、佳陽沖積扇與河階地形、環山地區環流丘地形、德基地區
肩狀平坦陵地形、河川襲奪等。

金門國家
公園

金門地區各島嶼位於福建九龍江口外，就地質背景而言，屬於閩東變質
岩帶中段，與鄰近的福建沿海地區有相近的岩性特徵，其基底岩層以花
崗片麻岩的分布最為廣泛，局部地區則有混合岩及花崗岩之出露，整體
而言，金門本島的地質單純。
本區所在之金門與列嶼係屬於副熱帶小型島嶼，島嶼地形主要可分為丘
陵、臺地、低地及窪地、水體、沙灘與沙丘。

東沙環礁
國家公園

東沙環礁為一直徑約 25 公里，面積約 500 平方公里的圓形環礁，係由造
礁珊瑚在南海北部大陸斜坡的東沙台階上建造而形成。
環礁中間為一水深 16 公尺以內的潟湖，潟湖中有許多珊瑚丘和淺灘分布。
東沙島位於環礁西側，最高處的海拔約 6 公尺，其外形如馬蹄，周圍海
岸線長約 8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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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動植物景觀資源

國內七座國家公園富藏動植物資源，各國家公園對於稀有動植物之保

育與調查研究皆投注相當多心力，如表 2 所示，顯示各國家公園所擁有之動

植物景觀資源概況。

表 2 各國家公園生物資源
國家公
園別

資源特色

墾丁國
家公園

墾丁國家公園包括恆春半島大部份及南仁山區，擁有全省唯一之熱
帶植物園。
本區之自然植物可分為海濱植物群落(含珊瑚礁植物帶、草本植物
帶、灌本植物帶、海岸林植物帶)及山地植物群落(含水生及濕生植物
帶、草原植物帶、灌叢植物帶、森林植物帶)。
根據調查全區至少有 230 種鳥類、162 種蝴蝶、24 種爬蟲類、43 種
淡水魚類、14 種兩生類及隨處可見之各種昆蟲。

玉山國
家公園

大部分地區仍保持為原始森林，植物生長茂密，自然環境孕育多采
多姿的動物資源。
據調查資料顯示，全區共有 151 種鳥類、34 種哺乳類、17 種爬蟲類、
12 種兩生類、228 種蝴蝶，並在拉庫拉庫溪一帶發現有台東間爬岩
鰍及高身鏟頜魚等兩種台灣特有種魚類，動物種類可謂繁多又珍貴。
位於台灣中部山區，區內峰巒高聳，群壑縱橫，且氣候溫潤，故植
物種類繁富。
自低海拔之闊葉林，以至高海拔之針葉林、高山寒原，其依序變化
明顯可見。
區內之稀有植物可分為三類：臨絕種(玉山衛茅、繡線菊)、易受害者
(台灣紅豆杉、牛樟、台灣金線蓮)、稀有種(南湖耳厥、杜氏耳厥)…
等。

陽明山
國家公
園

本區在複雜的地形與潮濕多與的氣候配合下，形成豐富而多樣的植
被生態類型，而火山岩風化形成的肥沃土壤，更提供植被有利的生
長環境，加上後火山活動的硫氣孔，以及火山物質的分布，形成本
區特有的火山植物型態。
本區植物物種調查顯示低等維管束、藻類等約 50 餘種，苔類 39 種，
蘚類 84 種，地衣 11 種以及高等維管束植物 1309 種。
過去原有梅花鹿、羌、帝雉、黃鸝等野生動物，目前本區除鹿角坑
溪森林區仍有少數哺乳類動物外，大致以鳥類、蝴蝶及爬蟲類、兩
生類為主。

太魯閣
國家公
園

野生動物方面有 34 種哺乳類，144 種鳥類，兩棲類及爬蟲類約 44
種，912 種昆蟲類，溪流生物 30 種。動物生態資料之分布情形可概
分為中橫公路沿線、砂卡礑溪神秘谷、梅園及蓮花池、合歡山區、
高山地區等路線。
植物生態資源因地形複雜，海拔差異大，種類十分豐富，至少有維
管束植物 1,224 種；本區森林覆蓋之區域約佔百分之七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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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
園別

資源特色

雪霸國
家公園

植物資源方面，本區內有維管束植物 1,103 種，稀有植物 61 種，如
台灣山薺、高雄柳、棣慕華鳳仙花(世界僅產於此)、南湖柳葉菜、管
草蘭、松葉蘭等。另外翠池之玉山圓柏林是全省此類森林面積最大
的，雪山主峰下之冷杉林及觀霧僅有之台灣擦樹純林極具保存價值。
雪霸國家公園之動物資源甚為豐富，發現有 32 種哺乳類動物，97
種鳥類，14 種爬蟲類，6 種兩生類，16 種淡水魚及 89 種蝴蝶，其中
彌足珍貴的瀕臨絕種之動物如櫻花鉤吻鮭、台灣黑熊、帝雉、山椒
魚及升天鳳蝶等。其中櫻花鉤吻鮭是全世界僅有的陸封型鮭魚，同
時也是世界分布之最南緣的鮭魚，目前僅存於雪霸國家公園之大甲
溪上游，更顯示其珍貴，而被譽為台灣國寶魚之首。目前業於七家
灣溪兩側地區劃定為「櫻花鉤吻鮭復育保護區」，積極進行保育及復
育工作。

金門國
家公園

金門的林相有 5,939 公頃的保育林地，含 542 種植物。熱帶闊葉林型
的重要數種有：樟樹、楝樹、榕樹；海岸防風林樹種有：潺槁樹、
朴樹等，其中木麻黃與相思樹是大面積造林的人工樹種。
金門島由於地理位置特殊，屬副熱帶大陸性及海洋轉換型氣候，為
候鳥遷徙中繼站，鳥類資源豐富，已發現的鳥類有 283 種，密度之
大，冠於台閩地區，以鷸科 31 種最多，鶇科 17 種次之，常見到的
喜鵲、蒼翡翠、鸕鶿、鵲鴝等在台灣均不易或不曾出現的鳥種。

東沙環
礁國家
公園

東沙島的調查共記錄有 110 種植物，物種組成和生育地可分為 (1)
水生植物帶；(2)草本植物帶，(3)海岸灌叢帶等三大類。
2001 年 10 月至 2002 年 3 月鳥類調查，共記錄到 21 科 49 種，包括
保育類鳥類為灰面鷲、魚鷹、小燕鷗和紅尾伯勞等。
海洋資源共發現 11 種綠藻,、7 種褐藻、10 種紅藻和 2 種海草；62
科 396 種魚類；珊瑚 17 科 52 屬 107 種；48 科 141 種的軟體動物

四、 人文景觀資源

針對人文景觀資源部份，目前國內六座國家公園，皆有史蹟遺留，而

金門國家公園又以人文景觀資源為其主要資源特色，各國家公園之人文景觀

資源分述，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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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國家公園人文史蹟景觀資源

國家公
園別

資源特色

墾丁國
家公園

恆春半島地區已發現七十處史前遺址，最早可溯至五、六千年前，多
分布於海岸低地、開闊緩斜的坡地或封閉的溪谷河口，其中以鵝鸞鼻
第一、第二史前遺址、墾丁遺址、龜山遺址及南仁山石板屋最具代表
性。

玉山國
家公園

早期為鄒族與布農族生活領域，目前區域內僅有布農族原住民。
具史料及實地調查，目前遺存之史蹟尚有陳有蘭溪流域與拉庫拉庫溪
流域之瓦拉米、黃麻等遺址，附近發現石器與陶器等史前遺跡與遺
物。另有清朝所遺留之八通關古道。

陽明山
國家公
園

大屯火山區之古代聚落遺址，散見於園區的早期傳統建築及饒富意義
的古道、地名等等，呈現草山之豐富人文特色。
其產業活動遺跡山藍、茶葉、牛隻；古道遺跡有金包里大路、淡基橫
斷古道、鹿角坑溪古道…等；另有傳統民宅、草山御賓館、草山公共
浴場、陽明書屋、中山樓…等。

太魯閣
國家公
園

目前已發現之史前遺址有立霧溪河口岸邊之「富世遺址」，及立霧溪
河口至燕子口間之希達岡遺址、布洛灣遺址、巴達岡遺址和大沙溪河
谷遺址，此外有北路(現已重行改建為蘇花公路)，合歡越嶺古道及其
支線等人文史蹟。

雪霸國
家公園

本園區內目前已無原住民居住，但範圍內遺有頗複雜而豐富的人文史
蹟資源。大霸尖山是賽夏族傳說中的祖先發祥地，亦是泰雅族自其核
心區域向外移徙的重要孔道。另在二本松、雪見及七家灣溪附近分別
發現較泰雅族活動時限更早的史前時代先民遺留。

金門國
家公園

金門自宋、明以來，屢為忠賢志士避禍之處，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在
民國 38 年以後，國共之間的戰役有古寧頭戰役、八二三炮戰等。因
長期戰爭而遺留之史蹟與戰地係重要歷史及文化資產。而金門島開發
甚早，其民宅、古蹟、文物亦頗具特色。

東沙環
礁國家
公園

東沙大王廟與忠烈祠。
東沙海域被認為是世界上沈船遺址最豐富的地區之一，國際上許多海
洋考古研究者對之具有高度研究興趣，未來極具國際海洋考古合作研
究之潛力。

二、遊憩資源及活動

國家公園自然景觀及人文景觀資源，在經國家公園管理處許可下之部份遊

憩行為，可提供民眾體驗國家公園所蘊藏之資源，就各國家公園提出之遊憩資源

及活動彙整，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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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國家公園遊憩資源及活動
國家公
園別

遊憩資源 遊憩活動

墾丁國
家公園

具有熱帶性氣候及多變化地形，構成獨特
之自然環境景觀，熱帶原始林、高位珊瑚
礁、瓊麻、野生動植物等遍佈全區，加上
東西南三面環海，清澈碧綠海水、白色沙
灘，奇形怪狀之珊瑚礁岩及罕有之海洋生
態景觀等，本區之遊憩資源豐富。

本區之遊憩活動以遊憩
資源之利用為基礎，可
分為陸上、水域、文化
古蹟三類遊憩活動。

玉山國
家公園

具地理及地形上獨特之優勢，其自然景觀
及動植物生態體系保存相當完整，且遭破
壞性低，尤其又具有清代所築之八通關古
道之歷史遺跡與高山原住民聚落等文化資
源，故極具遊憩、學術研究及教育之功能。
全區依環境資源特性區分為資源核心區、
東部園區、南部園區、溪北園區等四區。

依區內資源特性與環境
狀況分析，可分為資源
性活動與遊憩性活動兩
部份。

陽明山
國家公
園

陽明山國家公園之遊憩資源可概分為山
岳、地熱噴氣孔、水體、植群、田園農場、
人為開發之遊憩場所、特殊建築物等七類。
而其步道系統又可分為大屯群峰線、七星
山線、磺嘴山頂山內雙溪線、101 甲縣道(百
拉卡公路)線、北磺溪沿線、竹子山小觀音
山線、人車分道等路線。

以觀賞地形地質景觀、
觀賞動植物景觀、眺
望、攝影…等消極性鑑
賞活動，以及登山、健
行…等積極性鑑賞活動
為主。

太魯閣
國家公
園

全區依地理位置、地形及遊憩資源特性，
參照山岳稜脊、河谷及等高線等自然界線
與公路等人為界線可區分為清水斷崖地
區、砂卡礑溪地區、陶塞溪地區、內峽谷
地區、外峽谷地區、三棧溪地區、奇萊太
魯閣大山地區、合歡山地區、南湖中央尖
山地區、無名畢綠山地區等十分區。

依國家公園之資源特性
與環境狀況分析，可將
遊憩活動概分為野生動
物觀察、植物生態及景
觀觀察、地形地質及其
景觀觀察、溫泉浴…
等。

雪霸國
家公園

本區不但具有特殊的地理環境和地形景
觀，更具有特殊的地質背景。
本區不適宜作高密度的土地利用，因此依
環境現況配合地理特性與遊憩體驗區可分
為武陵四秀地區、雪山地區、大劍山地區、
大雪山地區、雪見地區及大霸尖山地區等
六區。

區內的遊憩活動可利用
現有獨特優美之自然及
人文資源做賞景、健
行、登山、環境教育與
學術研究等各類活動。

金門國
家公園

依本區自然資源及史蹟文化資源之現況及
其分布，具有旅遊潛力之資源可區分為古
寧頭區、太武山區、古崗區、馬山區及列
嶼區等五個分區。

本區之遊憩活動多以古
蹟人文景觀資源探索為
主。

東沙環
礁國家
公園

五年後始開放生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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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研究、規劃與管理

國家公園區內有關生態旅遊相關研究、規劃與管理，除實質面之設施建設

面積與數量之外，設施服務與管理方面可分為遊憩服務與解說服務兩類，其現行

工作重點分述如下。

(一) 遊憩服務：

1. 建立園區內緊急救難遊客與遊憩設施之安全維護，以確保遊客安全。

2. 加強遊客遊憩各項服務及管理措施，以提供高品質遊憩環境。

3. 維護園區環境清潔及植栽美化，以提昇整體景觀美質。

(二) 解說服務：

1. 積極訓練國家公園專業人才，並統合台灣六座國家公園資訊、圖書等工作。

2. 建立解說教育系統，製作各種解說宣導品及數位影音多媒體影片等宣導媒

體。

3. 推動與國家公園有約系列活動及環境教育活動，增進遊客對國家公園與大自

然之認識。

4. 建立義務解說員制度，培訓義工，以解決解說人力之不足。

五、 相關研究：

各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相關研究案，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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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相關研究案
單位 年度 計畫名稱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94-95
墾丁國家公園社頂生態旅遊路線整體規劃

研究(一)、(二)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93 玉山國家公園生態旅遊操作模式之研究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93 陽明山國家公園生態旅遊路線及解說規劃

91
合歡山區生態旅遊資源、活動模式及區域之

系統規劃

92 合歡山生態旅遊細部規劃

92 太魯閣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細部規劃案

93
太魯閣國家公園砂卡礑及大禮大同社區生

態旅遊行動計畫之研究（一）

94
太魯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旅遊整體規劃研

究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96

太魯閣國家公園大禮大同地區生態旅遊遊

程之規劃研究～以跟著獵人走-目擊式狩獵

活動為例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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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雪見地區發展生態文化旅遊運作模式研究

93
大霸尖山北稜以共同經營模式發展生態旅

遊之研究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94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旅遊整體規劃研究

93 島嶼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評估研究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94 金門國家公園生態旅遊整體規劃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94 東沙海域生態資源基礎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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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生態旅遊路線：

自聯合國 2002 年生態旅遊年以來，各國家公園管理處隨後擬定生態旅遊

整體計畫，並初步完成國家公園區內生態旅遊點之遴選，其為：

（一） 墾丁國家公園：社頂部落生態旅遊線

（二） 玉山國家公園：瓦拉米步道(卓溪部落)

（三） 陽明山國家公園：魚路古道(八煙社區)

（四） 太魯閣國家公園： 大同大禮生態旅遊線(同禮部落)

（五） 雪霸國家公園：雪見生態旅遊線。

（六） 金門國家公園：傳統建築及鳥類觀察路線。

參、策略架構

近年來各國家公園積極思考並發展多元化的經營方式，期待給民眾耳目一

新的感覺，例如高山路跑、音樂季等活動，雖然有效提升造訪遊客數，但對於生

態環境亦造成相當影響。以統計資料來看，前往國家公園從事休閒活動的人數，

從民國 82 年的 560 萬餘人次、83 年的 681 萬餘人次，逐年以百萬人次的幅度增

加，民國 90 年以後，每年造訪國家公園的人數均約在 1,500 萬人次上下，如圖 1

所示。龐大的遊客對園區的經營管理與自然生態保育產生相當大的壓力。

各年度國家公園遊客人數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88年 89年 90年 91年 92年 93年 94年 95年 96年

單位:千人

圖 1 國家公園遊客人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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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旅遊無疑是有效舒解國家公園遊客量及結合地方居民共同維護永續

國土的一個重要的典範與作法，為了擬定國家公園生態旅遊推動策略，擬從生態

旅遊理論架構基礎著手，進行策略分析，最後研擬推動策略。

一、理論架構基礎：

生態旅遊的元素包括經營管理組織、自然資源、當地居民與業者及旅遊活

動，如圖 2 所示：

生態旅遊發展至今，已成為開發中國家在取得永續發展、保護區、區域與

社區發展之政策與策略，而國家公園及保護區通常是生態旅遊最普遍實踐的目的

地。依據 Miller & Kaae（1993）及 Boyd & Butler（1996）指出，生態旅遊機會

序列（ECOS）的擬定，不僅可提供管理單位明確施政參考、當地民眾互動與參

與及旅遊業者依循之規範外，亦可給予國家公園生態環境更佳之保障，如圖 3

所示。

旅遊活動
遊客

自然資源
當地居民
旅遊業者

環境保護

完善資源使用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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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提
供
環
境
教
育

增
加
保
育
稅
收經營管理經營管理

組織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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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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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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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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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分
區

監
測
研
究

強
迫
管
制

服務的維 持及提供
遊客衝擊 的管理

圖 2：生態旅遊概念架構
資料來源：Ross and Wall(1999)



29

生態觀光推動成功的條件是公私部門必須密切合作，在自然生態環境惡化

之下的觀光產業，是無法生存的。因此，有關相關之權益關係人必須對於他們所

處之角色負應儘的責任。在許多國家，公部門負責的是環境目標的擬定，公共設

施等基礎建設的規劃興建、環境影響衝擊評估、觀光遊憩區位規劃及經營管理法

令規章及決策等事項。而私部門主要則提供消費性服務及產品。有關公私部門的

成員及其角色，如表 6 所示。

低人類責任點 高人類責任點
所有旅遊都是

生態旅遊
不可能有
生態旅遊

環境特徵：可及性高,鄉村體驗→可及性中,半原始→可及性低,高度原始

環境保存：減少環境衝擊→ →→ →棲地保護 →→ →常保環境健康

遊客態度遊客態度：追求滿意體驗→→願意學習→態度改變→生活行為改變

遊客行為遊客行為：不關心→→想多瞭解環境→改變休閒方式→集結志同道合
→ 對於環境保育有建議

消極的/淺層的/一般使用者
生態旅遊

積極的/深層的/專家
生態旅遊中間

ecotourism opportunity spectrum

圖 3 生態旅遊機會序列

資料來源：Miller & Kaae（1993）及 Boyd & Butler（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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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公私部門在生態旅遊推動應有的角色

公部門 私部門

1. 環境保護

2. 公共建設(道路、機場、鐵路、電力及衛

生建設)

3. 安全及執法

4. 追蹤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品質

5. 通達路徑規劃

6. 可接受限度改變(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的擬定

7. 資訊提供(解說、遊客中心)

8. 衝突排解

1. 住宿及飲食提供

2. 交通(汽車、巴士、飛機等)

3. 資訊提供(手冊、遊程建議)

4. 媒體(影片、書籍、錄影帶等)

5. 基地推廣及廣告。

6. 消費產品(紀念品、摺頁、相關設施)

7. 個人服務(娛樂)

資料來源：Eagles and Higgins,1998, P35.

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的推動，應以永續發展為政策目標，並在土地及資源承

載量(Carrying Capacity)為基礎，活動型態朝生態旅遊與自然資源保育朝生物多樣

性方向發展之原則下，建立承載量管制基準，進一步對設施發展強度(如建蔽率、

建築高度限制、容積率與景觀計畫等)與導入活動量採取適當的總量管制策略，

以作為未來國家公園生態旅遊推動機制之基礎，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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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國家公園推動生態旅遊之總量管制承載量建構概念示意



31

二、策略分析：

設立國家公園主要目的，是為達到保育自然生態環境、提供育樂之遊憩環

境以及提供自然科學之研究與教育之場所。為達到上述三項目的，並使國家公園

生態旅遊與自然資源永續利用，在規劃分析上，可由以自然資源保育與監測、伙

伴關係、深化體驗及環境管理四大構面，針對國家公園發展生態旅遊的內部優勢

與劣勢，配合外部環境的機會與威脅，研擬出國家公園生態旅遊推動之 SWOT

矩陣，並延伸交叉策略分析，如表 6 所示。

表 6 國家公園生態旅遊 SWOT 分析矩陣
內部因素

外部因素

優勢（S）

S1. 園區內生態豐富，物種
繁多。

S2. 提供民眾與專業人士之
研究與認識。

S3. 保存有價值之歷史古蹟
建築。

S4. 提供國人科學、教育、
遊憩、研究之場所。

弱勢（W）

W1. 國家公園區內，生態旅遊遊
程涉及許多單位，不易管理
與發展。

W2. 較缺乏長期生態監測系統。
W3. 遊客人數成長，漸深入生態

敏感區
W4. 民眾對於國家公園生態旅

遊的定義及認知不清。
機會（O）

O1. 週休二日，國內旅
遊人數增加。

O2. 歷年來的保育研
究資料豐富。

O3. 提供解說人員。
O4. 提供生態旅遊服

務的諮詢管道。

SO 策略：

SO1. 配合國內旅遊，促進國
人保育觀念。

SO2. 配合各管理處，提供相
關研究資訊之管道。

SO3. 舉辦深化體驗活動。
SO4. 配合嚮導解說，了解園

區物種。

WO 策略：

WO1. 擬定生態旅遊管理計畫及
建立經營制度。

WO2. 配合相關研究團體建立環
境監測制度。

WO3. 利用解說志工與社區嚮導
制,增加民眾對國家公園之
暸解。

WO4. 利用各種管道（網路、意
見箱等），提供溝通管道。

威脅（T）

T1. 遊客量年趨增
加，且時空分布不
均

T2. 國人缺乏生態保
育觀念。

T3. 生態旅遊遊程品
質待加強。

T4. 民眾參與機制未
完善。

ST 策略：

ST1. 擬定各分區承載管制機
制及管制遊客量之配套
措施。

ST2. 倡導生態保育之重要。
ST3. 了解遊客需求，配合資

源條件，系統規劃旅遊
遊程。

ST4. 建立並落實民眾參與之
管道與機制。

WT 策略：

WT1. 限制不當開發與利用計
畫。

WT2. 界定明確之活動範圍。
WT3. 建立完整之自然及人文資

料庫。
WT4. 擬定生態旅遊白皮書各種

行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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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策略研擬

（一）資源保育與監測

國家公園內含有許多珍貴之自然資源，內容概分為地形地質景觀、動植物

景觀、人文史蹟景觀、海洋生態景觀(墾丁、東沙及綠島)等四類，各國家公園之

自然資源保育與研發之策略主要有：

1. 因地制宜，發展各國家公園不同型態之生態旅遊。

2. 審慎規劃及遴選生態旅遊路線。

3. 建立生態旅遊操作模式與整體規劃。

4. 擬定生態旅遊人數之總量管制。

6. 推廣導覽解說人員，以專業帶領民眾，以利落實園區生物多樣性保育和資源

永續利用。

7. 保護古蹟遺址與舊有聚落並延續其相關人文之文化建設，避免遭致破壞。

8. 建立完整生態物種資源資訊與資料，以利保育研究。

9. 因應生態旅遊的導入，建立完整之環境衝擊評估與自然資源監測機制。

（二）伙伴關係

因應跨界(beyond boundary)利益的潮流趨勢，國家公園資源保育觀念，從早

期的禁止資源的使用，到後來與當地住民參與管理的機制之提出，透過生態旅遊

的串連，結合原住民的生態智慧於國家公園自然資源的管理，進而建立兩者間的

伙伴關係，以利於國家公園整體之永續發展，其策略為：

1. 透過合作關係促進民眾參與經管及保育活動機制，建立有效溝通平台。

2. 強化國家公園與在地居民之關係，鼓勵在地居民參與經營管理與資源保育維

護等工作。

3. 鼓勵民間企業、社區及保育團體參與管理與保育工作，落實參與式管理。

4. 生態旅遊遊程擬定與檢討過程應再強化「民眾參與」之溝通機制。

5. 輔導地方或原住民社區，傳承發揚地方文化特色。

6. 創造地方居民之生活、生產及接觸生態環境的機會。

7. 引導周邊城鎮發展遊憩服務設施，帶動地方發展。

8. 應發展與與當地社區或傳統習俗和諧之旅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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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鼓勵推廣及保存傳統文化產品、手工藝品及風俗習慣，不使其頹廢或標準

化。

10. 政府部門應該發行生態旅遊過程中應遵守當地習俗之相關行為規範，避免遊

客做出與當地居民不容許或不愉快的行為。

(三) 深化遊憩體驗

1. 確立生態旅遊發展層級，適地引導相容之遊憩活動。

2. 建立國家公園「生態」及「知性」之旅遊模式，提供深度遊憩體驗。

3. 結合相關遊憩資源與資訊，建立地方性、區域性、全國性生態旅遊遊憩服務

網路。

4. 加強全國性解說宣傳，增進全民保育之共識與行動。

5. 結合學校及社區活動，全面推動環境保護觀念。

6. 建立解說志工制度，擴大解說服務。

7. 發展離峰時間之生態旅遊模式，妥適利用留薪休假及學校假期，調整遊客時

段上之分布，降低遊憩壓力。

(四) 環境管理

1. 生態旅遊的發展，應依其所需，適度且適量開發並建設相關設施。

2. 緊急醫療系統之建置，強化自然原野地區旅遊安全之預防措施及救援設施。

3. 「遊憩區」應朝「服務區」之概念發展，僅提供必要之服務功能。

4. 遊憩區之設置及其設施發展強度，應建立環境承載量管制基準，針對不同條

件之遊憩區導入不同活動量及活動性質，作為設施發展之許可依據。

5. 全面性檢討設施功能與運作，強化園區無障礙及安全設施之利用。

6. 推動減少廢棄物的產生及減少水及能源使用之生態旅遊活動，維持國家公園

區生物多樣性，保護稀有或特殊資源。

7. 擬定各遊程之生態旅遊承載量，降低對環境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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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套措施

（一） 國家公園生態旅遊地評鑑

評選出國家公園區內具有整合豐富的自然生態、景觀、人文及產業等資源能

力的生態旅遊地，藉由生態旅遊活動的發展，有助於當地環境品質改善，並帶動

社區其他產業發展，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

（二） 籌組國家公園生態旅遊輔導團

籌組「國家公園生態旅遊地評鑑小組」暨訂定各項推動、考核事宜，以輔導

國家公園區社區能結合在地的力量經營生態旅遊。

五、結語

（一）強化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保育，有效提升國家公園保育功能

行政院核定「97-100 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其中生態旅遊的推動是未來的

焦點計畫之一，各國家公園園區因其所處位置及資源型態不同（例如玉山、太魯

閣、雪霸位屬群山深峻交通可及性低、墾丁及陽明山位都會區近郊、或如金門離

島首座人文型國家公園、東沙環礁海洋資源型等），在國家公園保育核心價值前

提下，未來將持續結合所有在地、區域的民間企業及保育團體等夥伴們力量，挹

注更多資源與活力，發展生態旅遊模式，讓國人可以更方便的親近體驗國土生態

美學，加深國民環境教育，並將保育觀念轉換為具體行動，成為全方位國土保育

的先驅志工。

（二）透透永續教育，增強遊客及社區居民對於自然保育態度養。

關於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的策略將化為實際可行之執行計畫，擬定完整遊憩管

理計畫，提供合理必要的服務設施，整合生態保育研究成果於生態旅遊、環境教

育宣導及解說教育內容，以提升整體解說服務成效，同時用以促進地區的環境、

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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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伙伴關係，創造當地就業機會。

台灣國家公園地處偏遠，自然資源暨獨特又敏感，在維繫生態系穩定與永續

經營的前提下，在地居民的經濟生活的營造與維繫如何與敏感的生態系共存，「生

態旅遊」似乎提供一項可行的出路，並且提供了兼顧保育與利用的可能機會，再

配合及貫徹監測環境變動的機制，將可達到「生態」、「生活」及「生產」的永續

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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