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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旅遊整體規劃 

及推動發展機制 

郭育任 黃瓊慧 林珊妮*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 

 

摘    要 

玉山、太魯閣及雪霸三座國家公園境內，含括台灣最具代表性的高山環

境，境內群山綿延，自然原始景致保留良好，如可藉由適度的活動行程規劃，

將可提供遊客造訪山林、體驗環境及向自然學習的良好途徑。本計畫透過行動

研究團隊之組成，藉由四次工作坊之辦理，逐步探討玉山、太魯閣及雪霸三座

國家公園之高山生態旅遊資源、遊憩利用現況、發展生態旅遊之課題與對策、

及國外高山型國家公園生態旅遊發展案例，並研擬出「應具豐富的自然人文資

源」、「採用低環境衝擊的交通、宿營及遊憩活動方式」、「當地生態環境不會因

旅遊活動而受到破壞」、「應有良好的環境教育解說軟硬體配套」、「必須顧及遊

客安全」、「必須能落實地方回饋機制」等六項高山地區生態旅遊路線之遴選原

則，據以選出三座國家公園十五條未來適宜發展高山生態旅遊之路線，並訂定

其推動發展機制與優先發展順序，以為後續落實推動之依據。 

關鍵詞：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規劃、行動研究 

一、前言 

台灣高山資源豐富，全島海拔超過 3,000 公尺的高山分佈密度極高，

除孕育多樣而獨特的生態環境外，並提供了野生動植物良好的棲息條

件。二十多年來，在國土政策逐漸由開發轉化為永續利用的過程中，國

家公園區域的劃設，確保了豐富的高山資源得已被保護，其中玉山、太

魯閣及雪霸等三座國家公園境內，含括了台灣最具代表性的高山環境，

境內群山綿延，自然原始景致保留良好，如可藉由適度的活動行程規劃，

將可提供遊客造訪山林、體驗環境及向自然學習的良好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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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為同時兼顧環境教育與遊憩體驗之推動，各國家公園已陸

續與民間單位合作推展生態旅遊行程，其中，中低海拔地區生態旅遊之

推動已有良好發展，因此高山地區生態旅遊活動及行程，如何透過完整

的規劃與配套措施具體推動，則成為現階段訖待研究規劃的重點。有鑑

於此，本計畫期能整合玉山、太魯閣及雪霸等三座國家公園之高山資源，

針對具有台灣資源特色，且適合做為未來推廣之高山型生態旅遊路線，

進行評估與遴選；並在考量生態保育、環境教育與回饋在地社區等重要

精神下，提出整體系統性規劃構想及後續執行之操作原則，讓良好的高

山型生態旅遊模式得以落實於國家公園中，創造更具有深度、廣度的環

境體驗機會。 

二、計畫執行方法 

（一）在資料蒐集及現地勘查方面 

1. 資料蒐集與文獻回顧 

以資料蒐集及文獻回顧等方法，彙整「生態旅遊發展」、「上

位計畫」、「相關計畫」等相關資料，做為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

態旅遊整體規劃及發展執行策略之參考依據。 

2. 現地勘查與環境潛力限制分析 

透過現地勘查，進行玉山、太魯閣及雪霸三座國家公園高

山地區生態旅遊環境潛力與限制之分析，並針對當地之自然環

境、人文環境、景觀資源、遊憩資源及交通動線系統等進行彙

整與探討。 

（二）在行動研究團隊組成與工作坊研討方面 

邀請生態旅遊、登山健行、遊憩規劃管理、解說規劃設計、

社區參與等專家學者及國家公園從業人員組成行動研究團隊，藉

由工作坊型式之滾動式討論，進行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資

源、遊憩使用現況、課題對策與國外案例之探討，並據以發展生

態旅遊路線遴選原則、遴選路線、訂定發展構想與推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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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行動研究團隊人員組成 

（1）營建署國家公園組及玉山、太魯閣、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

遊憩服務、解說教育、企劃經理、保育研究等課室資深同

仁 

（2）生態調查、生態旅遊規劃管理、解說規劃設計、社區參與

及登山健行等專家學者 

（3）計畫工作團隊 

2. 工作坊之辦理 

為擴大國家公園組及三處國家公園管理處同仁之參與，四

次工作坊分別於 97 年 6 月 26 日、7 月 30 日、10 月 3 日及 10

月 23 日假營建署、玉山國家公園管理處、太魯閣國家公園管理

處及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召開，每次並依據下列重要內容進行

研討： 

第一次工作坊 

（1）各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資源（自然、人文、景觀等）

之特色、分佈位置等探討 

（2）現有登山旅遊路線及遊憩使用現況之探討 

（3）現有已推行生態旅遊或適合發展高山地區生態旅遊路線之

探討 

（4）現有相關軟硬體配套（含遊客中心、鄰近社區部落、住宿、

餐飲等，及是否有民間團體、旅行業者辦理相關旅遊行程）

及交通動線系統探討 

第二次工作坊 

（1）發展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之相關課題與對策之探討 

（2）國外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規劃等相關案例探討 

（3）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路線遴選原則探討 

（4）發展生態旅遊之權益關係者探討 

第三次工作坊 

（1）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之發展策略與操作原則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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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路線之遴選 

（3）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發展構想之探討 

第四次工作坊 

（1）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之推動機制之探討 

（2）分期執行建議及後續推動工作之探討 

3. 工作坊操作說明 

（1）每次工作坊依前述各次所擬定之主要議題進行討論。 

（2）說明下次工作坊欲進行討論之主要議題，並列出下一次工

作坊請管理處配合協助事項及需提供之相關資料。 

（3）請各管理處於工作坊結束後 2 週內提供下一次工作坊所需

之相關資料。 

（4）計畫團隊將於辦理各次工作坊之 3 天前，將管理處提供之

資料及工作坊重要議題彙整交予各管理處，做為該次工作

坊之討論資料。 

（三）在生態旅遊整體規劃與發展執行策略方面 

1. 課題與對策探討 

藉由行動研究討論，歸納研析三座高山型國家公園發展生

態旅遊之課題（高山地區生態旅遊活動推動觀念、旅遊路線行

程規劃與遊憩使用、環境教育與資源保育、經營管理與永續利

用、登山安全與山難防制等層面），並具體探討發展國家公園高

山地區生態旅遊之對策。 

2. 相關案例研析 

藉由國外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相關案例之研討與分

析（主要包括生態旅遊路線規劃、旅遊服務設施、生態環境維

護管理機制、鄰近社區之發展關係與地方回饋等），分析其發展

執行推動策略，以為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規劃之參考。 

3. 生態旅遊發展權益關係者（stakeholders）之探討 

探討玉山、太魯閣及雪霸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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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益關係者，檢視其與未來整體生態旅遊推動之關聯性。 

4. 訂定高山地區生態旅遊路線之遴選原則 

結合「自然人文資源特色」、「低環境衝擊的交通、宿營及

遊憩活動方式」、「當地生態環境之保全」、「環境教育及解說軟

硬體配套」、「遊客安全維護」、「落實地方回饋機制」等面向之

思考，訂定高山型生態旅遊路線之遴選原則，作為國家公園高

山地區生態旅遊路線遴選之依據。 

5. 遴選高山地區生態旅遊路線 

依據上述生態旅遊路線之遴選原則，針對三處高山型國家

公園適合發展高山生態旅遊之地區，進行生態旅遊路線之遴選。 

6. 提出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發展構想 

透過高山型國家公園生態旅遊整體規劃及發展執行策略行

動研究工作坊之意見彙整，提出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發

展構想。 

7. 擬定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之推動機制 

依據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之目標、發展策略及操作

原則，擬定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之推動機制。 

8. 後續推動工作內容及分期執行建議 

針對不同生態旅遊路線之資源特色與經營管理可行性，配

合鄰近社區居民回饋機制、遊客需求等相關思維，擬定後續推

動工作內容及分期執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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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旅遊 

之範圍與目標確立 

●生態旅遊相關文獻回顧 
●上位計畫回顧 
●相關計畫回顧 

相關文獻與計畫回顧 

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旅遊

之發展策略與操作原則 

發展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旅遊 

之相關課題與對策研擬 
●高山地區生態旅遊活動與 
傳統登山活動之競合層面 

●旅遊路線行程與遊憩使用層面 
●環境教育與資源保育層面 
●經營管理與永續利用層面 
●登山安全與山難防制層面 

訂定國家公園高山地區 

生態旅遊路線之遴選原則

遴選國家公園高山地區 

生態旅遊路線 

國家公園高山地區 

生態旅遊發展構想 

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旅遊 

之分期執行建議及後續推動工作 

完成高山型國家公園生態旅遊 

整體規劃及發展執行策略 

●高山地區之生態旅遊資源之分析 
●園區內各高山旅遊區帶特色與遊憩使
用分析 

●發展高山地區生態旅遊之潛力與限制

●自然環境、人文環境、景觀資
源現況勘查 

●旅遊路線及發展現況勘查 
●相關軟硬體配套、交通動線系

統現況勘查 

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旅遊資源

分析（玉山、太魯閣、雪霸國家公園）

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現地勘查
（玉山、太魯閣、雪霸國家公園）

國內外國家公園高山 
地區生態旅遊資源 

整體規劃之彙整與分析 
●大陸雲南拉什海自然保護區
●馬來西亞沙巴省京那巴魯山
●非洲吉利馬札羅山 
●尼泊爾聖母峰基地營 

擬定國家公園高山地區 

生態旅遊之推動機制 

探討生態旅遊發展 

權益關係者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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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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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回顧 

（一）生態旅遊之定義與發展原則 

生態旅遊的定義與發展原則，於國內外有多樣的觀點與論述

（詳表 1），行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從國土資源保育的角度訂定之

「生態旅遊白皮書」將生態旅遊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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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林晏州（2008）在彙整各界觀點後，對於生態旅遊之定義為「生

態旅遊是一種負責任的旅遊，是強調人與環境間的倫理相處關

係，透過解說教育，以引導遊客主動學習、體驗生態之美、瞭解

生態的重要性，並以負責任的態度與回饋行為，來保護生態與文

化資源，以達到兼顧旅遊、保育、與地方發展三贏的局面」。 

表 1  生態旅遊定義與發展原則彙整表 

定義者（年代） 生態旅遊定義 發展原則 

Hetzer 
（1965） 

是文化、教育和旅遊業的綜合體，是一種生態性的旅

遊。 

1.達到最小的環境衝擊。 
2.對當地文化衝擊最小。 
3.利用當地的文化產生最大的經濟效益。 
4.提供遊客獲得最大的遊憩體驗。 

Lucas 
（1984） 享受自然地區和觀察自然。 1.低環境衝擊。 

2.對當地社會和環境具貢獻。 

Kurt Kutay 
（1989） 

是一種遊憩發展的模式，經由對遊憩活動及遊憩地點

的良好規劃，除對遊客介紹其環境文化之外，同時也
促進當地文化的提昇。 

在選定的自然區域中，針對遊憩據點與生物資源兩部

分進行規劃。 
1.標示出遊憩、生物資源與鄰近社會經濟區域之相聯

節點。 
2.事先計畫妥善，並謹慎處理營利與環境衝擊的課題。

3.解說活動的設計與導入。 
4.提升當地人的知識、技能與生活品質。 

Ziffer 
（1989） 

一種啟發性的旅遊形式，主要建基於當地自然歷史、
固有文化。 
扮演一種非消耗者的角色使用野生與自然資源。並透

過勞力雇用或其他方式，對當地保育活動及居民有所
貢獻。 

1.應加強遊客欣賞和提倡於保育議題和當地居民的特
定需求。 

2.是一種當地國家或地區的經營管理策略，可藉由經
費的補助、立法、當地民眾參與等規劃方式，經營

管理當地的土地利用方式，進而促進社區發展，以

維持居民的生活。 

Fennell & Eagles 
（1990） 

重點在於自然資源的觀光，遊客不只是追求一種全新
的體驗，還要尋求解說員及觀光經營者的協助與指導。

藉由遊客對當地文化（包含人文與自然）更深刻的瞭

解，及觀光活動所帶來的經濟效益，而達到對當地資

源的保育。 

Stewart et al. 
（1990） 

配合生態系的經營管理並加強對於其他社會政策的相

互瞭解。 

1.要注意結含非經濟性目標。 
2.盡量鼓勵可影響決策的企業團體、土地經營管理

者、社會領導者、有興趣的遊客及民眾來共同參與。

亞太旅遊協會

（PATA）

（1991） 

前往一個未開發的地區，且可由當地自然、歷史、及

固有文化所啟發的旅遊型態。 

1.珍視、欣賞、參與及敏銳的態度和精神。 
2.不消耗任何野生或自然資源。 
3.需對該地的保育活動和地方性需求有所貢獻。 
4.透過管理的方式結合企業與居民力量。 
5.促進土地管理與社區發展。 

Boo 
（1992） 

是一種能提供保育作用的活動，以欣賞和研究自然景

觀、野生動植物以及相關的文化特色為目標。 

1.為保護區籌集基金。 
2.為地方居民創造就業機會。 
3.為社會公眾提供環境教育等方式而有助於自然保護

和持續發展的自然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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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者（年代） 生態旅遊定義 發展原則 

Lemky 
（1992） 

在相對未經幹擾或污染的自然，以特殊的學習目標，
讚賞和享受該地的景觀和野生物，以及存在其中的過

去和現在文化徵狀。 

強調遊客在旅遊進行中的旅遊目的，並以自我學習的
態度，深入瞭解當地的自然環境和人文歷史。 

Canadian 
Environmental 

Advisory 
Council 
（1992） 

重視的是對生態保育有所貢獻性的自然旅行經驗，並

尊重整體社會之完整性的旅遊活動。 
 

Space 
（1993） 

狹義：以自然和古蹟文化為基礎。 
廣義:將固有或當地文化視同為自然資源。 

1.透過旅遊的方式，加強並維持自然系統。 
2.聯結旅遊和自然。 
3.乎衡發展和經濟利益。 

東亞第一屆國家 
公國與保護區會議 

（1993） 

利用在敏感地的旅遊方式和設施，提供的宣傳及環境

教育使遊客能夠參觀、珍視和享受自然和文化區域。

同時不對其生態系統或當地社會產生無法接受的影響
與損害。 

 

Buckley 
（1994） 

是以自然為基礎之產品，與市場的整合，其中包含承

受經營管理的最小衝擊、保存的財政支持與個人的環

境態度和教育。 
 

Stewart 
（1994） 

基於永續利用之觀念，盡量對原有生態體系及文化之

衝擊降至最低的一種旅遊方式。 
 

Andersen 
（1994） 

一種灌輸保育精神和文化改變的旅遊經驗表……，使
人類在環境中的衝擊減至最低。教育遊客且提昇自然

中精神層面的經驗，並養成尊重與重視。 
 

澳洲政府 
（1994） 

以自然為基礎的觀光，包含自然環境教育和解說，且

為生態永續地經營管理。其中「自然環境」涵蓋文化

因素。而「生態永續」包括當地社區適當收益及資源
長期保護；對衝擊及特性是從環境、經濟及社會文化

角度探討。 

 

宋秉明 
（1995） 

一種特殊的遊程規劃，選擇具有生態特色者為對象。

在遊程中瞭解自然生態環境之奧妙，進而產生愛護之
心。 

在接觸環境之過程不破壞資源，而其所產生的經濟利

益亦能做為資源保護之經費來源。 

曹正偉 
（1995） 

存在於任何形式之遊憩活動中，而非僅限於以天然環
境資源為號召的自然區域旅遊。 

以生態保育為本位，並且親近當地文化與自然背景為
目標的遊憩概念和態度。 

洪慎憶 
（1995） 

以自然為基礎，利用永續經營將遊憩衝擊減至最低，
並提高保育工作財物上的支持，及對於個人環境態度

的培養與教育的旅遊方式。簡而言之，即以環境保育

為主要訴求的旅遊方式。 

 

王柏青 
（1995） 

對生態系保育有所助益之旅遊，其內涵應建構於以環

境倫理的理念為基礎，提供環境教育之機能，而達到
環境的永續經營。 

 

國際自然保育 
聯盟（IUCN） 

（1996） 

是一種具有環境責任感、啟發性的旅遊方式，通常選

擇在比較未受幹擾的自然野地。 
旅遊目的是為了享受並欣賞大自然及與之共存的人類
文明。 

促進自然與文化的保育，提供當地居民在社會經濟方

面主動參與旅遊發展的機會。 

Goodwin 
（1996） 

是一種低衝擊的自然觀光，不論是透過直接的保育問
題或間接提供當地社群稅收，以激起在地民眾珍視、

保護其固有遺產以做為收入的來源，都能對物種與植

物的保育有所貢獻。 

透過直接的保育問題或間接提供當地社群稅收，以激
起在地民眾珍視、保護其固有遺產以做為收入的來

源。 

劉吉川 
（1996） 

直接或間接地使用自然環境，強調觀光與自然保育的
重要性。 

生態觀光的效益是多方面的，包括提供遊客活動機
會、當地居民之經濟效益，並使居民之文化生活和生

態環境得以改善。 

郭來喜 
（1996） 

以大自然為舞臺，以生態學思想為指導，以休閒、保

健、求知、探索為載體。旅遊者參與性強，品味高雅，

形式多樣。既使旅遊者獲得身心健康、知識樂趣，又
能增強熱愛自然，保護環境的意識，促進環境優化的

健康型旅遊活動體系。 

 

盧雲亭 
（1996） 

以生態學原則為指針，以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為取

向，所展開的一種既能獲得社會經濟效益，又能促進
生態環境保護的邊緣性生態工程和旅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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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芝良、歐聖

榮 
（1997） 

在自然特色之生態環境中，以對該地所有自然與人文
的生態演替為資源對象，從事欣賞、觀察、研究、尋

樂之旅遊活動。 

以其環境倫理之概念為出發點，提供環境教育、自然
保育、利益回饋之機能，以達到整體永續經營之目標。

王鑫 
（1998） 

一種旅遊的形式，主要建基在當地的自然、歷史，以
及土著文化上（含原住民的或該社區的文化），包含對

當地自然環境及文化的欣賞，和重視保育議題，自認

有促進地方居民的生活、減少損害資源、不造成自然
環境消耗性侵蝕作用的責任。 
在方法上，可藉由補助、立法和實施行動計畫著手，

眾參土地管理並促進社區發展。 

1.以欣賞、參與和培養敏感度來跟旅遊地區產生互動。

2.扮演一個非消費者的角色，將自己融合在當地的自

然環境之間。並透過勞動或付費方式，對當地保育
和住民做出貢獻。 

3.焦點集中在內再價值，而非外在形象。設施的目的
是幫助遊客獲得內在的價值體驗，而不是自成吸引

力；更不可傷及自然環境及景觀。 
4.背後的哲學是以「生物」為中心，不是以「人」為

中心。遊客不應該老想改變環境、美化環境，應當

接受環境的原來面目。 
歐聖榮、蕭芸

殷 
（1998） 

以提供環境教育、自然保育、利益回饋，以及整體環

境永續經營為目標，而到自然地的旅遊。 
 

郭岱宜 
（1999） 

一種以自然為本，並以自然為導向的調整性觀光活動。

仰賴當地資源、強調當地資源保育以及維護當地社區

概念的旅遊。 

除了提供自然遊憩體驗的環境責任型旅遊之外，也負
有繁榮地方經濟，提升當地居民生活品質，同時也具

有尊重與維護當地部落文化之完整性的重要功能。藉

由生態旅遊之發展，或許可以解決資源保育、觀光遊
憩與當地社會發展的三角習題。 

Mohonk 
Agreement 
墨漢克協定 
（2000） 

是一種永續旅遊，著重於自然地區的體驗，此種旅遊
可嘉惠旅遊地環境與社區，並促進對環境與文化的瞭

解、欣賞，與體悟。任何生態旅遊認證計畫，應採行

與永續旅遊相同的基準，（更理想的是以最佳實踐為目
標），而最低標準至少應有： 
1.著重於個人在自然環境中的體驗，以達到更深層的瞭

解與欣賞。 
2.對自然、當地社會、與文化，進行解說以強化環境意

識。 
3.對自然地區或生物多樣性保育有正面且積極的貢獻。

4.對旅遊地社區有經濟、社會與文化上的幫助。 
5.在適合的地區需鼓勵社區參與。 
6.住宿、遊程、與景點，都必預符合旅遊地的規模與設

計。 
7.呈現旅遊地(原住民)文化，並降低對其文化之衝擊。

 

Fennel 
（2000） 

是一種永續觀光的形式，也是一種符合經濟倫理的經

營方式，及主張低衝擊、非消耗性和地方取向（控制
權、利益與規模）。生態旅遊通常發生在自然地區，它

的主要目的在於體驗自然、學習自然；並且對於當地

的保育或保存有所貢獻。 

 

朱芝緯 
（2000） 

一種特殊的旅遊型態，一般選擇具有生態及文化特色
的地方為對象。 
遊客在旅遊的過程中瞭解自然生態及文化的奧妙，進

而提高遊客的環境倫理與愛護之心。 

在從事旅遊活動的過程中，應以對當地的自然生態與
文化衡擊最小為原則，進而達到永續性旅遊的目標。

葉冠瑩 
（2001） 

1.以自然資源為其發展的基礎。 
2.重視資源的長期保育工作。 
3.透過環境解說之方式達到教育之目的。 
4.以永續經營與發展為最終目標。 
5.重視當地社區產生實質利益。 
6.傳統文化的傳成與維護。 

 

李麗雪等 
（2001） 

到脆弱、原始的、受到保護的地區，從事低衝擊及小

尺度的觀光。 

協助教育遊客，為保育提供基金，對當地社區的經濟

發展及政治有直接之助益，關懷尊重不同的文化及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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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者（年代） 生態旅遊定義 發展原則 

生態旅遊協會

（TIES） 
（2004） 

一種到自然地區而具有環境責任感的旅遊方式，兼顧
保育自然環境與當地住民福祉。 

1.最小生態衝擊（包括當地的自然與文化環境）。 
2.建立環境及文化的知覺與尊重。 
3.為遊客及接待者提供正面的遊憩體驗。 
4.經濟收益直接注意於地區保育。 
5.為當地居民提供經濟收益及能力建構與培力

（empowerment）之機會。 
6.提升對當地的政治、環境與社會之敏感度。 
7.支持國際人權及勞工權益原則。 

行政院永續發

展委員會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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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必須採用低環境衝擊之營宿與休閒活動方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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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必須支持當地的自然資源與人文保育工作。 
4.必須儘量使用當地居民之服務與載具。 
5.必須提供遊客以自然體驗為旅遊重點的遊程。 
6.必須聘用了解當地自然文化之解說員。 
7.必須確保野生動植物不被干擾、環境不被破壞。 
8.必須尊重當地居民的傳統文化及生活隱私。 

林晏州 
(2008) 

旅遊地主要是指自然文化為基礎的地區；而旅遊過程

中的遊客、業者、當地居民和經營管理者對環境則都

圍繞在負責任的態度與使用行為上，並進一步得以延
伸出學習效益與回饋意願。 
生態旅遊是一種負責任的旅遊，是強調人與環境間的

倫理相處關係，透過解說教育，以引導遊客主動學習、
體驗生態之美、瞭解生態的重要性，並以負責任的態

度與回饋行為，來保護生態與文化資源，以達到兼顧

旅遊、保育、與地方發展三贏的局面。 

 

資料來源：整理自林晏州，2008；林鈴娟，2004；蔡慧敏，2004；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2004；巫惠玲，2003；黃

惠子，2002；侯錦雄、歐陽慧真，2002；陳明川，2002；林鴻忠，2001；葉冠瑩，2001；李麗雪，2001；
朱芝緯，2000；郭岱宜，1999；王鑫，1998；劉家明，1998；歐聖榮，1998；劉吉川，1996；王育群，1996；
李佳倫，1996；郭來喜，1996；盧雲亭，1996；曹正偉，1995；王柏青，1995；宋秉明，1995；洪慎憶，

1995；左顯能，1993 等。 

（二）生態旅遊之目標、精神、發展原則與劃設標準 

有效整合政府相關部門的資源及計畫，行政院曾於 2004 年公

佈「生態旅遊白皮書」，並提出生態旅遊之目標、精神、發展原則

及分級與劃設標準如下： 

1. 生態旅遊之目標 

生態旅遊白皮書認為政府、企業、民間組織及全民都應積

極瞭解、學習、參與並推動生態旅遊，以協助永台灣願景的實

現，並提出「永續國土保育、增進社會福祉」、「鼓勱自然體驗、

提供健康旅遊環境」、「改善社區文化經濟、推動生態旅遊產

業」、「落實施政目標、健全國民人格」四項生態旅遊目標。 

2. 生態旅遊之精神 

在推動生態旅遊時需整合「基於自然」、「環境教育與解

說」、「永續發展」、「喚起環境意識」及「利益回饋」等五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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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才能顯現生態旅遊的精神。 

3. 生態旅遊發展之原則 

生態旅遊白皮書中提出生態旅遊發展應遵守下列八項原

則，並強調如有任何一項答案是否定的，就不算是生態旅遊： 

（1）必須採用低環境衝擊之營宿與休閒活動方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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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必須支持當地的自然資源與人文保育工作。 

（4）必須儘量使用當地居民之服務與載具。 

（5）必須提供遊客以自然體驗為旅遊重點的遊程。 

（6）必須聘用瞭解當地自然文化之解說員。 

（7）必須確保野生動植物不被干擾、環境不被破壞。 

（8）必須尊重當地居民的傳統文化及生活隱私。 

4. 劃設生態旅遊點及分級 

為使遊客能清楚辨識生態旅遊點，經營者明確瞭解各種利

用與發展限度，資源供給者在進行規劃時有所依據，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必須依循下列標準來選擇生態旅遊點： 

（1）生態旅遊點應具有豐富的自然人文資源。 

（2）生態旅遊點必須採用低環境衝擊的交通設施讓遊客可以抵

達。例如遊客必須沿步道行走一段路後方能到達，或僅可

搭乘地方居民的載具、而不能自行開車進出。旅遊點附近

適當距離外須已有道路及停車設施，不必新闢公路、拓寬

舊路、或興建停車設施。 

（3）生態旅遊點之評選，必須以當地生態環境是否會因旅遊而

受到破壞為首要考量。 

（4）所選之生態旅遊點必須能顧及遊客安全，所有潛在的危險

都須能被有效控制。 

（5）生態旅遊點所在地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必須是能提供有效

管理的單位，俾能妥善監督生態旅遊相關業務的進行，為

旅遊地之環境品質負責。若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即為生態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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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之經營者，則必須能執行旅遊規劃、規範遊客行為、定

期監測及管理相關環境問題。 

（6）生態旅遊點之開發必須以能持續取得妥善管理所需之經費

為先決條件。 

（7）所選定的生態旅遊點，必須有願意遵守相關規範的管理單

位、經營者、與在地社區；旅遊活動不得違背本白皮書對

生態旅遊所訂的八項原則。 

（8）生態旅遊點的設置須能對當地的生態保育有所貢獻。 

另在生態旅遊地的分級方面，生態旅遊白皮書亦指出生態

旅遊是一種必須走入自然並與環境互動的旅遊形式，會因參與

旅遊者之體能狀況而有所差別，乃將生態旅遊地依其困難程度

分為「原始級」、「挑戰級」、「一般級」。 

對於生態旅遊地之遴選標準與分級，林晏州（2008）進一

步提出評鑑機制，他建構涵蓋保育環境資源、永續社區利益、

提供環境教育等面向之生態旅遊地評鑑機制，並提供 7 項評估

準則、37 個評估項目進行權重比例的評分（詳表 2），而生態

旅遊白皮書中的八項原則，亦透過較高的權重反應其重要性，

再依據評鑑結果將生態旅遊地分為「保育級」、「永續級」及「體

驗級」，以兼顧台灣地區資源多元性及提供國人多樣化遊憩體

驗現況。 

表 2  生態旅遊地評鑑準則表 

評估面向 評估準則 評估項目 
1.確保野生動植物不被干擾、環境不被破壞 
2.對於環境生態敏感地區有特別考量 
3.採用低環境衝擊之旅遊活動方式 
4.限制到此區之遊客量 
5.小團體旅遊型態 
6.相關開發與設施符合當地環境特性 
7.積極進行環境復育與節能保育工作 

1.避免生態環境衝擊 

8.進行環境監測 
1.採用低文化衝擊之旅遊活動方式 
2.開發方式需配合當地原有文化與風貌 
3.尊重當地居民的傳統文化及生活隱私 
4.當地居民仍有足夠的設施空間與公共服務 
5.居民生活品質未因旅遊開發活動而下降 
6.使用之土地經合理取得 
7.有反應居民意見與溝通之機制 
8.當地經濟來源不過渡依賴旅遊產業 
9.進行社會文化因子監控 

1.避免使用衝擊，完整

保育自然與人文資

源 

2.避免社會文化衝擊 

10.旅遊從業人員對文化環境之保育有相當的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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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面向 評估準則 評估項目 
1.儘量使用當地居民提供之服務 
2.業者多為當地居民 
3.聘用當地解說員或其他服務人員 

1.活絡當地社區經濟 

4.儘量利用當地生產材料與製品 
1.從事生態旅遊收益轉化為當地保育基金 
2.收益能幫助當地之公共基礎建設及社會福利 
3.業者投入環境維護與保育工作 

2.建立利益回饋社區

與資源保護之機制 
4.生態旅遊收益轉化為當地資源監測研究基金 
1.當地居民支持當地的自然 
2.具有地方社區自發性組織 
3.相關開發與活動足以代表當地傳統與文化 

2.永續社區利益，建立

友善共生之伙伴關

係 

3.凝聚居民向心力、延

續文化傳承 
4.當地居民積極參與 
1.提供遊客深度體驗為旅遊重點的遊程 
2.對旅遊地區之自然與文化襲產提供專業層級之介紹 

1.提供國人深度體驗

國土資源機會 
3.行前及途中給予正確資訊 
1.對環境資源進行解說 
2.解說員提供遊客不同層次與程度的知識與鑑賞 
3.融入環境教育活動 

3.提供深度體驗，提昇

環境意識 
2.提昇國人環境意識 

4.有遊客意見回饋的機制 
資料來源：林晏州，2008，台灣地區生態旅遊永續發展策略 

（三）其他國外學者所提生態旅遊之執行架構 

Buckley（1994）對生態旅

遊所涉及的領域，進行相關的

整理與比較，提出定義生態旅

遊的架構為：以自然環境為基

礎的旅遊、支持保育的旅遊、

環境教育的旅遊、永續經營的

旅遊（詳圖 2）。對此四者而言，

其所強調的理論各不相同，唯

有四者交集，才是生態旅遊完

整架構的展現，但整體而言，

無論是經營管理、旅遊市場、

產品或人，均須圍繞在環境保

育的觀點上。 

圖 2  生態旅遊架構圖

資料來源：Buckley, 1994 

以自然為基
礎的旅遊

環境教育
的旅遊

支持保育
的旅遊 

永續經營
的旅遊 

生態旅遊： 
限制性的定義 

Ross 和 Wall 則於 1999 年

提出評估生態旅遊的架構，主

要的架構元素有：地方居民、

自然資源、旅遊活動與經營管

理組織。他們認為保護區開放 圖 3  生態旅遊之規劃架構圖

資料來源：Ross & Wal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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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生態旅遊時，其旅遊活動與生態保育間的工作之所以成功，

是取決於自然地區、當地居民、旅遊活動及資源保護間的協調，

且良好的經營管理計畫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而檢驗各元素彼此間

關係的強度、及經營管理計畫所扮演的角色，應可以進一步瞭解

生態旅遊的成功與否及缺失（詳圖 3）。 

Boo（1990）則以經營管理

的觀點指出，生態旅遊之成

功，需要整合各相關領域、詳

細規劃且逐步開始，使用教育

及訓練的策略，使當地獲得最

大的利益，同時也要善用評估

與回饋之功能。而各領域的執

行角色包括了遊客、經營管理

者與地方居民或政府（詳圖 4）。  

生態旅遊

永續

利用

資源 

保育 

經營

管理者 遊客 

利益回饋

當地社區

環境教育

環境倫理

圖 4  生態旅遊之執行架構圖 
資料來源：Boo, 1990 

這些相關的文獻，清楚說明完善的生態旅遊規劃，應以環境

保育為核心，具體考量遊客活動與自然資源及地方居民的關聯

性，並應整合遊客、經營管理者、地方居民或政府等相關權益關

係者，運用教育、訓練、評估等機制，落實經營管理及地方回饋。 

（四）生態旅遊機會序列 

生態旅遊機會序列（ECOS）主要是以不同的生態旅遊遊客類

型，制訂由生態專業旅遊者（eco-specialist）到一般的生態旅遊者

（eco-generalist）間的一個序列，其主要中心概念含括（Boyd and 

Bulter, 1996）：  

1. 生態旅遊的發展必須維持自然資源的品質與生態完整，並提供

吸引力，滿足遊客與當地民眾的需求。 

2. 滿足生態旅遊遊客的體驗，不只是體驗自然，還包括與其他團

體、使用者間的互動。 

與其相對應的適當特徵包括：可及性、生態旅遊與其他資源

使用的關係、地區的吸引力、已存在的觀光設施、使用者所需要

的技能與知識程度、社會互動的程度、可接受的衝擊與控制使用

的程度、及環境長期生存所需的管理型態等八個因子（詳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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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生態旅遊機會序列之組成要素說明表 

遊客類型
特徵因子 

………生態專業旅遊者………中間等級………一般生態旅遊者……

困難度 
艱鉅且困難…………….. 

……困難且強健………… 
                            中等至簡單    

運輸工具

水路、步道……………………… 
飛機(滑翔漂浮器)…………………… 

…..….無地表之路面、原木路徑………………… 
…..鋪面路徑…………… 

市場 
個人/朋友體驗……………………………………… 

地方旅遊業者經營(野營、偏遠居住點)…… 
旅行社……… 

可及 
系統 

資訊管道
口耳相傳……………………………………………………. 

廣告、當地旅遊小手冊…………………. 
….旅遊公司團體……… 

可及性 

主要的交通工具 徒步、獨木舟、馬………………………………… 
機械式的運載工具……………………………. 

與其他資源之
使用關係 相關性 

不相容……………… 
……依賴著自然及程度…………………. 

……….大尺度的相容…………. 

提供的吸引力 以自然環境為目的……………………………… 
焦點著重於文化及都市觀點…………… 

與其他生態旅遊之
遊客 

避開或少許接觸…… 
                   一些接觸(旅遊於小型團體之中).. 
                                        接觸頻率高(大型團體) 

社交互動 
與當地居民 

少接觸…………… 
               使用社區居民基礎的服務 

    頻繁接觸(服務或手工藝資源) 

程度 
無發展……….. 

                 在隔離區設置……………… 
                                             中度發展……… 

明顯性 
無………… 

             ……主要趨向自然狀態的外觀….. 
                              …..具明顯的視覺轉變… 

複雜性 不複雜…………… 
                   複雜層級逐漸增加……………………………… 

現存的 
公共建設 

設施 
無……………….. 

               搜尋與求救之粗糙的膳宿(小團體).. 
                     有些方便(旅社)……. 

         非常便利(旅館、渡假別墅) 

技能及知識層級 
專業且大量………… 
             大量至少量…………….. 

                                    最少至不需要……… 

衝擊程度 
無……………… 

              ……..低至中……………………. 
                                            高衝擊度……… 

衝擊的分佈 
少或不普遍……… 

                        普遍出現在小區域………… 
                              廣泛分佈……… 

可接受衝擊及
控制程度 

控制程度 
無控制…………. 

                   最少控制……………………. 
                                  中度至嚴格控制…... 

資料來源：Boyd and Bulter，1996；歐聖榮，2004，玉山國家公園生態旅遊操作模式之研究 

四、課題與對策 

（一）在高山地區生態旅遊活動推動觀念方面 

課題一、一般登山活動之辦理，常假生態旅遊之名，造成民眾觀念混淆 

說明：目前一般登山活動之辦理，常假生態旅遊之名，造成民眾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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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認為將一群人帶到自然環境中即為所謂之生態旅遊，並

未考量生態旅遊需對環境保育有所貢獻及應能回饋地區居民等

重要意涵。 

對策：1. 加強正確生態旅遊觀念之宣導，讓一般民眾及相關從業人員

瞭解高山生態旅遊活動與一般登山健行活動之差異。傳統登

山健行活動旨在欣賞風景、休閒健身及挑戰冒險，多強調名

山百岳之登臨或特殊路線之開發，對沿途環境通常缺乏觀察

學習的過程，而生態旅遊活動則是以瞭解環境生態、體驗自

然人文之美為目的，強調人與環境間的倫理相處關係，在活

動規劃上需具體考量生態旅遊對環境保育之貢獻及回饋地區

居民之意涵。 

2. 適度規劃高山地區生態旅遊活動，藉由良好的路線規劃及解

說設計，引導遊客進行深度學習、體驗生態的美感及重要性，

並透過登山旅遊辦理團體、志工、生態解說員、當地社區等

權益關係者之協助及宣導，擴大影響遊客，進而形成對環境

保育的實際行動支持。 

課題二、高山地區生態旅遊活動辦理門檻較高，難與現行登山活動競爭 

說明：為考量環境教育解說效能及避免造成環境的衝擊，高山地區生

態旅遊活動之辦理應有人數上之限制，除高山嚮導、解說人員

外，應儘可能限制在 10 人以下，由於需聘請生態解說員及分攤

必要費用之人數較少，常會造成整體經費較傳統登山活動高之

情形，因此推動困難性亦較高。 

對策：提昇辦理高山生態旅遊行程之誘因，如生態保護區、史蹟保存

區等需入園管制地區，未來應以生態旅遊活動之辦理為主，短

期則可考量優先核發適當名額（或山屋床位）、以及提供生態解

說員及相關出版品等，以增加生態旅遊活動辦理的意願。 

課題三、生態旅遊活動以體驗環境生態為主要考量，其食宿無法與目前

業者辦理之登山活動比擬 

說明：生態旅遊活動強調環境體驗、不破壞生態，從事該類型活動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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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環境解說瞭解生態特色外，更須力行 Leave No Trace 的精

神，在食宿上以基本生理需求為原則，盡量從輕、從簡，將對

環境之干擾降至最低，因此在過程中的食宿精緻度，無法與目

前業者所辦理之登山活動相比擬。 

對策：1. 在行前做好觀念與認知上的溝通，強調高山地區生態旅遊之

安排，著重當地特色的體驗，而非食宿上的享受。 

2. 儘可能適度安排與鄰近社區部落的接觸，例如可在行程前後

至部落住宿，體驗瞭解部落生活文化、品嚐特色餐飲等，但

在山區中即須因應環境條件，僅以滿足基本生理需求為原則。 

（二）在旅遊路線規劃與遊憩使用方面 

課題一、缺乏高山生態旅遊資源的詳細指認及路線行程的規劃，無法充

份提供遊客深入的遊憩體驗及環境教育機會 

說明：目前國家公園管理處與民間社團配合舉辦之生態旅遊活動，多

只有活動簡章、活動梯次、報名表，缺少詳細的生態旅遊資源

指認及行程特色解說等相關規劃，無法充份提供遊客深入的遊

憩體驗及環境教育機會。 

對策：有別於一般大眾旅遊，生態旅遊應具有深度旅遊的特性，或者

足以提供旅客學習、體驗等深層意涵。未來應針對國家公園高

山地區之生態旅遊資源，進行整體性的資源特色指認與路線行

程規劃，並將歷年的研究資料，適切轉換成可做為生態導覽的

具體內容，配合生態解說員與摺頁或手冊等相關配套，提供遊

客深度遊憩機會，體驗多樣性之路線行程規劃。 

課題二、缺乏生態旅遊路線及行程之分類與分級，遊客在遊程選擇上難

以依循  

說明：目前各國家公園僅依國家公園登山經營管理制度、各步道之景

觀資源、困難度及危險性、宿營狀況及登山者之所需裝備、體

力等內容，進行步道之分類，但尚未針對高山地區生態旅遊路

線及行程提供明確的分類或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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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1. 未來高山生態旅遊之規劃，須考量旅客旅遊體驗時間、體能

限制、環境教育與解說效能等要素，對於已指認的資源，依

其類型特殊性、豐富性進行生態旅遊路線及行程之分類與分

級，提供遊客在不同時間、體能考量及主題特色下選擇遊程

配套方案。 

2. 適切結合相關單位辦理各類型之生態旅遊活動，提供不同興

趣與需求遊客多元化的生態旅遊機會序列（ECOS），體驗台

灣國家公園的高山生態特色。 

課題三、季節性氣候經常影響道路交通，降低旅遊活動可及性及安全性 

說明：台灣高山地區氣候多變，加以颱風、梅雨、降雪等季節性氣候

的影響，經常造成交通受阻或中斷，提高旅遊活動上之困難。 

對策：1. 未來在行程規劃上，應具體考量季節性旅遊需求及氣候對道

路交通之影響，做好交通轉運等配套機制，以增進旅遊活動

的可及性。 

2. 每年颱風、雨季與雪季過後，立即派員完成步道及設施之查

報維修工作，以確保生態旅遊活動辦理之安全性。 

（三）在環境教育與資源保育方面 

課題一、缺乏良好環境教育與解說導覽配套，較難提供深入的環境學習

與遊憩體驗 

說明：各國家公園目前雖設有不同層級之遊客中心、展示館及相關解

說軟硬體，但內容較少配合高山地區生態旅遊進行規劃，致使

遊客難以據以瞭解高山地區環境之特色。 

對策：未來應依據各高山地區生態旅遊路線的資源特色與行程規劃，

發展適當的解說導覽軟硬體，藉由良好的遊程設計，應用解說

員、摺頁叢書、網站資訊、牌誌系統、展示等媒體，提供遊客

深入之環境學習機會。 

課題二、現有大眾化的登山旅遊型態，造成部分環境的承載壓力 

說明：目前國家公園部分高山地區之登山旅遊活動，常有同一時間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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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過於集中同一地點之狀況，如雪季及花季時合歡山之賞雪賞

花人潮，致使超過景點所能承受之環境承載。 

對策：1. 經營管理單位應針對環境承載進行監測評估，包含環境指標

之最低改變限度（LAC）、旅客設施及社會心理承載量等，據

以提出減緩環境承載及衝擊的策略，並適度配合生態旅遊活

動之辦理，逐漸降低相關環境影響。 

2. 推動無痕山林運動，深化登山人士對降低環境衝擊行為的認

識，落實事先做好準備、適當處理垃圾、維護環境風貌、尊重

野生動植物等重要準則。 

（四）在經營管理與永續利用方面 

課題一、缺乏近、中、長期之發展計畫，作為相關軟硬體配套建置依據 

說明：目前各國家公園之生態旅遊發展，多以單一行程作為規劃，缺

乏近、中、長期計畫思維，亦未針對高山地區生態旅遊發展提

出整體性考量，致使相關軟硬體配套建置無所依據。 

對策：依高山型生態旅遊發展的急迫性，對發展項目進行先後排序，

近程計畫主要在建構整體生態旅遊之路線與行程，並由各國家

公園管理處協助在地社區部落及相關權益關係團體成立生態旅

遊發展組織，以備未來長期性經營；而中、長程計畫主要在將

整體性生態旅遊資源系統化，並提供遊客完善之服務系統，進

而全力推展生態旅遊行程，擴及國內外之旅遊市場。 

課題二、缺乏社區與相關權益關係者（Stakeholders）參與經營管理之執

行機制 

說明：目前的高山旅遊行程，缺乏在地社區部落與相關權益關係者的

共同參與，亦未訂定明確之生態旅遊發展執行機制。 

對策：1. 未來應建立良好的溝通協調與互動機制，共同擬定執行與推

動工作計畫，並適度協助辦理專業性的教育訓練活動，讓生

態旅遊發展深入於社區民眾與相關權益關係團體之參與過

程，落實合理的回饋機制與生態旅遊永續經營的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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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步道認養方式，提供社會團體或個人參與國家公園經營管

理機會，妥善靈活調配運用志工資源導入步道管理作業，達

成全民自發聯合保育生態理念與目標，並彌補工務單位人力

不足問題。 

3. 為迎合並運用國內企業團體已認同並致力推行環境保育觀念

趨勢，可應用產業聯盟、區域合作理念及做法，擴展國家公

園經營管理影響層面，提供當地產業發展機會。 

課題三、缺乏良好接駁轉運機制，造成私人車輛長驅直入，造成整體環

境衝擊 

說明：現有部分熱門山區，因缺乏良好接駁轉運規劃，致使一般民眾

開車長驅直入，其帶來之車潮、廢氣、垃圾等，造成整體環境

之衝擊。 

對策：1. 對於國家公園的生態旅遊發展而言，減碳、降低污染、以及

資源回收再利用等機制均是永續發展的重要考量，未來應導

入便捷且低污染的公共交通服務系統，除提供遊客便利的旅

運服務外，並可減少空氣、噪音等汙染。 

2. 於環境較為敏感的區域應進行交通工具管制及參訪人數的控

管，以避免該地區受到過度干擾或衝擊。 

課題四、缺乏整體長期之環境監測計畫，難以提供經營管理之依據 

說明：高山步道多位於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或特別景觀區內，因此遊

客在山區之活動，亦經常造成環境生態之衝擊，然目前缺乏長

期性環境監測，以為相關經營管理之依據。 

對策：1. 每年固定編列經費委請專家持續進行高山生態旅遊路線之環

境監測，將每三-五年之變化資料配合監測指標進行分析，其

結果可適時修正生態旅遊路線分區分級與總量管制規定。 

2. 管理處可與鄰近大學相關科系簽訂合作計畫，提供國家公園

環境作為其研究場所，由土壤、植被、遊憩衝擊等各領域之

教授帶領學生進行環境監測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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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登山安全與山難防制方面 

課題一、高山地區山難事故頻仍，生態旅遊之推動應做好登山安全與山

難救助措施 

說明：山區氣候多變，不熟悉山區環境條件狀況貿然進入常會發生意

外事故，即使有專業嚮導帶隊，亦可能有突然引發高山症、不

慎滑落山谷等各種狀況產生，如何加強登山安全與山難救助是

發展高山地區生態旅遊重要課題之一。 

對策：1. 檢討分析歷年園區山難事故發生原因及研擬因應改善措施，

配合登山安全教育之努力，建立國人正確登山行為觀念。 

2. 協助配合消防署等救難單位及登山研討會等相關宣導，辦理

例行性山難事故救援演練，完善救難裝備與應變計劃，減少

山難意外發生。 

課題二、高山地區相關設施之整建如何兼顧生態影響與登山安全 

說明：高山步道多位於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或特別景觀區內，屬於環

境敏感地區，其整修、整建工程之進行難免會造成環境生態之

干擾，但為考量旅遊安全，對於步道之整建維護仍屬必要，需

考量如何在生態保育與登山安全間取得平衡。 

對策：1. 高山步道設施年度整修作業，應確立步道設施巡查與維護機

制，並檢視釐定整修原則、施作必要性與維護強度等屬性，

就步道各區段環境屬性特性運用適當工法，靈活調整計畫作

為，避免破壞現地環境景觀與資源。 

2. 落實保育巡查人員管理、訓練、執勤業務，做好環境監測與

巡查回報工作，以利高山相關設施與生態資源狀況之掌握。 

3. 管理單位儘早依高山步道設施管理需求時程迫急性議定年度

設施整建計劃，確定園區各條高山步道管理措施強度。 

4. 妥善編列單位年度預算，進行必要性步道設施維護工程，有

效運用並提昇人力工作效能，建立完善管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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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例研析 

（一）大陸雲南省拉什海自然保護區生態旅遊發展案例 

1. 環境特色 

拉什海自然保護區位於中國大陸雲南西北部，地理區域鄰

近由五大山脈切割亞洲四大河川：長江、瀾滄江（湄公河上游）、

怒江（薩爾溫江上游）和獨龍江（伊洛瓦底江支流）之重要生

態地區，這些河川並流而下，河流之間的距離不到 90 公里，形

成河谷與山脊間巨大的高差，成為鳥類等許多物種、自蒙古遷

徙至中國東部或東南亞的重要生態廊道。在自然環境上，因為 7

～9 月的季風交替吹過山脈，將印度洋的濕氣帶入雲南高原，使

得豐富的動植物能生長在高達海拔 4,300 公尺的地區，創造了珍

貴且特有的動植物資源，包括最後遺留下來中國最有價值的原

始森林、北半球最南端的冰川。在人文環境上，有多數依賴這

些自然資源而生存的少數民族，包括中國 55 個少數民族中、在

雲南地區的 13 個少數民族。 

拉什海位於麗江縣城西側約 8 公里的拉市壩中部，是雲南

省第一個以「濕地」命名的自然保護區。"拉什"為古納西語譯

名 ，"拉"為荒壩，"什"為新，意為「新的荒壩」。本地區原為滇

西北古地槽的一部分，中生代燕山運動時隆起成陸，至中新世

成為一個準平原，隨著橫斷山脈造山運動的發展，到上新世末

至更新世初，這個準平原又分割成三個相對高差在 100～200 公

尺的高原山間盆地，即拉什壩、麗江壩、七河壩，其中以拉什

壩海拔最高，壩中至今仍有一片水域，稱為拉什海，湖面海拔

2,437 公尺。 

拉什海實為斷層構造湖，同時又受石灰岩溶蝕構造作用而

成，入湖地表水源有南側的清水河和北側的美泉河，彙水面積

約 265.6 平方公里，湖水原從西北側的溶洞泄出。昔日湖面季節

變化顯著，雨季水位高，最大蓄水量 1.8 億立方公尺，水面 9

平方公里，水深可達 9 公尺；乾季水位下降，甚至乾涸。80 年

代以來，先後興修水利，在落水洞前築起了一個高大的堤壩，

海水再也無法隨意流去，而是從海東黃山哨打通的輸水隧道，

 
 
 

42



 
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旅遊整體規劃及推動發展機制 

 
 
 

流入麗江城區。拉什海由季節湖變成了保持一定水位的高原湖

泊，如鏡的湖面倒映著玉龍雪山，越冬水鳥安然棲息，或翱翔

于藍天白雲之間，構成高原濕地特有的氣息。 

2. 生態旅遊規劃 

生態旅遊規劃方向 

美國自然保育協會（The Nature Conservancy）的保育學家

與當地政府合作，共同確認出優先保育目標、達成這些目標的

關鍵性指標、和減少環境衝擊的重要策略，也共同指認出敏感

的生態區並提出這些區域的經營管理辦法，以「綠色旅遊規劃

（Green Tourism Planning）」、「以社區為基礎的生態旅遊支撐

（Community-Besed Ecotourism Support）」、「遊客衝擊管理

（ Visitor Impact Management ）」、「 生 態 旅 遊 資 訊 服 務

（Ecotourism Information Services）」四項工作做為生態旅遊規劃

的主要方向（Bullock, 2003）。 

生態旅遊行動團隊組成 

為使計畫操作更為完整，當地社區的各種不同權益關係者

共同組成構成綠色旅遊規劃的組織架構，包括拉什海旅遊業

（Lijiang County Tourism）、拉什海保護區管理單位（Lashihai 

Nature Reserve ）、 拉 什 鎮 與 白 沙 鎮 （ Lashi and Baisha 

Townships）、美國自然保育協會（The Nature Conservancy）、和

拉什海水域周邊的村莊等，組成拉什海生態旅遊工作團隊（The 

Lashihai Ecotourism Working Group ），共同進行生態旅遊之規

劃工作。 

生態旅遊行程規劃 

藉由拉什海生態旅遊行動團隊的規劃，將拉什海地區之生

態旅遊行程分為拉什海半日、一日遊及二日以上文海徒步探險

旅遊。拉什海的遊程主要是到距麗江僅有 30 分鐘路程的拉什

海，探訪幽靜的傳統民族村寨；文海徒步探險的遊程則以徒步

或騎馬方式，主要是到海拔約 3,000 公尺的文海湖體驗滇西北自

然風光、傳統民族文化，從麗江沿玉龍雪山邊坡徒步至文海約

需 4～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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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什海水域綠色旅遊經營管理計畫 

拉什海生態旅遊行動團隊，以世界上其他國家訂定保護區

生態旅遊計畫的經驗為基礎，在 2002 年訂定了「拉什海集水區

綠色旅遊經營管理計畫（Lashihai Watershed Green Tourism 

Management Plan）」，主要透過下列重要三個階段與方法，進行

麗江古城周邊的拉什海及文海地區之生態旅遊規劃與操作執

行： 

（1）資源分區（Resource Zoning）：自然保育協會（The Nature 

Conservancy）的學者 Moseley 和他的團隊先進行整個拉什

海地區的調查研究，透過 GPS 將不同資源與價值的位置

和數據進行分類資料庫建置，並疊圖分析包括文化資源、

生物資源和價值等資訊，用來指認需要保護的重要地區。 

（2）解說遊程設計（Design of Interpretative Tours）：在為拉什

海及文海地區設計生態旅遊解說行程的過程中，除了應用

科學知識外，更善用當地資源。28 個當地人進行為期一個

月的生態解說嚮導培訓班中，訓練員包括兩個生物學家，

他們不但教授湖泊生態學和以拉什海湖為棲息地的植

物、鳥類的自然歷史，而且並引導大家討論關於拉什海周

邊村落的傳說和故事。課程結束後的幾個月，受訓的當地

人和美國自然保育協會的人員合作設計當地的生態旅遊

解說行程，透過有趣和動態的模式進行介紹，並持續改善

解說技能，讓參訪的遊客能更詳細的瞭解。 

（3）生態旅館之修復（Ecolodge Renovations）：1995 年，福特

基金會（The Ford Foundation）提供資金給文海村的地方

合作社向村民購買房子，將其轉變成長程徒步旅行的基

地，但因為缺乏旅遊市場的行銷與連結，1994～2000 年間

僅有 152 個客人，以致於能進行建物修繕的經費極少，合

作的領導人向拉什海生態旅遊行動團隊（The Lashihai 

Ecotourism Working Group ）詢問能否可能有資金修繕他

們的房屋，2002 年初，團隊便得到來自日本政府的一筆津

貼幫助他們完成主要的修整工程。整個整修工程計畫有三

個主要目標：A.是對環境無害的、B.是與當地建築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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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C.是在任何季節對遊客都是舒適的。為了達到這三個

目標，邀請了當地著名的納西族建築師參觀房屋並繪製整

修草圖，並從鄰近地區挑選了一位當地建商簽約，整建成

一棟能源、工藝、沼氣和溫室四合一的建築。 

3. 生態旅遊服務及設施 

生態嚮導 

當地負責引導遊客進行各個生態旅遊行程的生態嚮導，必

須通過一個月的生態解說嚮導培訓班課程，課程包括接待服

務、環境資源相關知識、解說技能、經營管理辦法及英語等多

項課程，有能力確保旅遊活動不對當地自然環境產生重大負面

影響，並導正遊客對待當地環境的正確態度與觀念。 

當地民宿--文海下村家庭接待 

目前文海湖東畔的文海下村有 5 家農戶可為遊客提供納西

族家庭接待服務，可解此窺探中國偏遠山村日常生活，體驗農

村人家殷勤待客的熱情。提供此服務的家庭每次可接待 4～5

人，房間為雙人房，設施較為簡陋，但每天供應熱水供遊客洗

漱和飲用。 

文海生態旅館 

文海生態旅館座落於文海湖邊，背靠高聳的玉龍雪山，是

一個依山傍水、風光秀麗且寧靜的休閒勝地，由社區居民自行

經營管理，為中國農村社區經營旅遊的獨特嘗試。 

文海生態旅館是由傳統的納西庭院改建而成，已完成裝修

並安裝了永續能源設施，是到玉龍雪山邊坡或較偏遠的彝族村

進行徒步探線的後援基地，亦可至虎眺峽進行三日徒步探險旅

遊，其服務設施如下： 

（1）共有 12 間重新裝修的客房，大部分可覽湖望山。 

（2）有專為滿足遊客讀寫或社交需求而設置的多功能休息室兼

餐廳。 

（3）有飽覽玉龍雪山景致的景觀庭院。 

（4）配備熱水、淋浴器和沖水式公共衛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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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具可降低環境資源影響的沼氣和太陽能等替代能源系統。 

（6）具備文海民族文化與自然資源資料書籍的閱覽室。 

（7）供遊客借用的望遠鏡。 

（8）由村裡最好的廚師烹製傳統納西族農家飯菜（一般為素

食，可根據遊客要求烹製葷食或其他）。 

4. 生態環境維護與地方回饋 

在旅遊業的發展中，生態旅遊是發展速度最快的一個旅遊

市場，雖然許多旅遊公司都聲稱提供生態旅遊服務，卻無法確

保所參加的旅遊是否真正對環境有益，拉什海、文海的生態旅

遊行程，則實際對當地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文化遺產，有以下貢

獻： 

對自然保護的積極影響 

（1）替代創收：當地村民可通過為生態旅遊公司工作而獲得收

入，不需再倚賴燒炭、打獵、非法伐木及捕魚等破壞性生

產方式獲取收入。 

（2）替代能源和垃圾糞便處理：沼氣、太陽能、風力和水力發

電的利用可減少旅遊開發可能給社區帶來對自然資源的

過度壓力。另外，廢棄物管理措施也是生態旅遊公司運作

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3）資金支持：所有生態旅遊公司都將 10％的淨利潤捐給保護

與社區發展基金，用於當地社區的發展和保護項目。基金

管理委員會由非政府組織、政府和社區代表共同組成，負

責監督和審核利用基金實施社區發展與保護項目之活

動。此外，景點門票收入、保護專項稅收及遊客捐款等，

也是參加生態旅遊可為當地提供資金支持的管道。 

（4）遊客影響及管理：為確保旅遊活動不對當地自然環境產生

重大負面影響，保護區以建立一系列管理錯失，包括進行

功能區劃，以便於分區管理和遊客數量控制、制訂遊客及

旅遊經營者行為規範、成立村落社區生態旅遊監測小組及

實施其他管理規章和多種機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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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社區發展的積極影響 

（1）就地聘用及培訓：社區生態旅遊公司的管理者及其他員工

都聘用當地人，他們皆須通過生態嚮導、接待服務、經營

管理及英語等培訓。 

（2）社區所有並經營旅遊公司：生態旅遊公司為社區所有，並

由當地村民自己管理，讓當地居民自行引導和影響當地的

旅遊發展，使他們的經濟收益最大化。 

（3）社區發展的資金籌集：向遊客提供旅遊服務所得的一部份

利潤，用於社區的發展項目，如微型水電、灌溉、教育和

醫療服務。社區成員享有對計畫實施的社區發展項目之決

定權。 

對自然和文化保護的積極影響 

（1）文化價值的增加：在制訂生態旅遊遊程時側重於對遊客進

行納西族、彝族文化的傳播，提供直接體驗當地風土人情

和傳統文化的機會，當村民看到遊客表現處對瞭解當地文

化風景和民族文化遺產的興趣和熱情後，會加強村林對傳

統文化價值的認同和信心。 

（2）社區前瞻性準則規範要求以及影響監測：旅遊公司之經營

涉及村民對社區保護與發展的構想，由村民自己確定他們

願意讓哪些文化傳統項目得到保護，相對地，相關準則規

範制訂完成後，一旦確認旅遊開發項目對當地傳統文化具

有負面影響，社區就可對這些影響進行評估，從而使其得

到控制。遊客及旅遊經營者行為規範可對減少旅遊開發地

潛在影響起極大的作用。 

（二）馬來西亞沙巴省京那巴魯山生態旅遊發展案例 

1. 環境特色 

東馬來西亞（婆羅洲）沙巴省的京那巴魯國家公園（Kinabalu 

National Park）面積 754 平方公里，位處熱帶多雨地區，園區範

圍由海拔 152 公尺延伸至 4,095 公尺，區內生態資源豐富，有著

保存良好的熱帶雨林、超過 1,200 種的野胡姬、40 餘種橡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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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種的猪籠草（Pitcher Plant），以及極為罕見、世界上最大、花

徑達到 1 公尺的花朵萊福士花（Rafflesia），此外在此亦見到多

種大犀鳥等生物，因其具有世界級環境特色，2000 年被聯合國

教科文組織訂為馬來西亞第一個世界自然遺產（World Herit 

age）。 

京那巴魯國家公園內的京那巴魯山（Mt. Kinabalu）又稱中

國寡婦山，形成至今約有 150 萬年的歷史，是一座活的砂岩山

脈，地殼的造山運動仍不斷進行著，每年持續上升約 5 公釐的

高度，而頂上的花崗岩有著 10 萬年前冰河時期的 U 型谷、擦痕；

京那巴魯山的主峰為羅斯峰（Low's Peak），海拔 4,095.2 公尺，

是馬來西亞沙巴洲最高峰，同時也是東南亞第一高峰。因為附

近山峰都低於 3,000 公尺，京那巴魯山就像是守護神矗立一方，

有著肅然傲視群峰的氣勢，當地住民嘉達山杜順人相信其山頂

是祖先們靈魂棲息處，因而又有神山之俗稱。 

京那巴魯山步道之攀登行程，由登山口（1,829m）至主峰

頂約 8.7 公里，一般遊客約需 2 天 1 夜時間，是當地極受歡迎的

健行路線，每年均吸引眾多各國登山人潮。 

2. 生態旅遊規劃 

生態旅遊行程規劃 

京那巴魯山主要有兩條生態旅遊路線（詳圖 5），一是自

Timpohon Gate 進入，一是自 Mesilau Gate 進入，兩路線於

Layang-Layang Staff Qtrs 交會後經拉班拉塔（Laban Rata）山莊、

Sayat-Sayat 中途檢查站至京那巴魯山主峰羅斯峰（Low's Peak）。 

入山申請管制 

為落實國家公園生態保育方針，及維護京那巴魯山的生態

旅遊品質，京那巴魯國家公園管理單位訂定承載量管制辦法，

需於一週至二個月前預先辦理申請手續，並依拉班拉塔（Laban 

Rata）山莊容量，僅核准每日 164 人次、每年約 4 萬人次進入

京那巴魯山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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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京那巴魯山步道路線圖 
資料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Mount_Kinabalu，本計畫重新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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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生態嚮導 

進入京那巴魯山步道之遊客必須聘請當地嚮導帶領，每 8

名登山者需有 1 名高山生態嚮導帶隊；進入步道前需於登山管

理中心（1,563m）分發嚮導並領取相關證件，由嚮導說明步道

整體環境、登山相關事宜。 

識別名牌與攀登證明書 

為保障登山安全，每名登山者全程需配戴個人識別名牌，

在登上山頂後頒發攀登證明書（証明書上必須有嚮導簽名），自

拉班拉塔（Laban Rata）山莊至山頂前有一處中途檢查站

Sayat-Sayat，通過 Sayta-Sayta 領到的登頂證是彩色的，沒通過

者領的證書是黑白的。 

3. 生態旅遊服務及設施 

交通接駁 

登山管理中心至登山口（Timpohon Gate）共約 4.5 公里路

程，京那巴魯國家公園管理單位提供接駁專車之服務。可作為

目前國內發展高山地區生態旅遊之接駁服務參考。 

解說、指標設施 

登山管理中心廣場立有一座京那巴魯山步道路線圖及相關

環境解說牌誌，步道沿途亦設有路線解說牌誌，顯示目前所在

的地點、高度及離前後休息亭的距離。 

休憩設施 

步道口至拉班拉塔（Laban Rata）山莊間，約每 1 公里設置

一處休憩據點，據點設施包括休憩避雨亭、簡易廁所、垃圾桶、

飲用水等。 

住宿設施 

在步道約 6 公里處（3, 272m）設有大小山莊 5 棟，其中以

拉班拉塔（Laban Rata）山莊容量最大、設備亦最齊全，有 4-8

人的房間共 164 個床位，餐廳（交誼廳）提供飲料與食物，還

有公共盥洗衛浴、暖氣、電話等設施。因為其山莊之維護管理

與膳食提供皆為委外經營，可減低國家公園管理處之人力負

擔，並可提高整體服務品質，可作為國內高山山屋經營管理之

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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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設施 

登山口（Timpohon Gate 約 1,866m）設有登山管制站，約

海拔 3,700 公尺處 Sayat-Sayat 設有中途檢查站，於遊客進出京

那巴魯山步道時核對身份，以確保登山安全；另外，山頂為冰

河時期的花崗岩 U 型谷、擦痕地形，為避免遊客迷失方向或濕

滑摔跤，京那巴魯國家公園管理單位於 Panar Laban 植物叢聚區

一直到頂峰的路徑釘有一條白色粗麻繩，作為引導及攀登輔助

安全繩。 

4. 環境維護與地方回饋 

與鄰近地區之關係 

一般京那巴魯山步道的旅遊行程皆以首府亞庇（Kota 

Kinabalu）為起點，自亞庇往京那巴魯國家公園途中，通常會安

排住宿於約 2 小時的車程禪園渡假村（Zen Garden Resort）。禪

園是最靠近京那巴魯山的休閒山莊，融合了馬來西亞式風味的

建築，分棟錯層、斜簷屋瓦座落於清脆寧靜的高山坡地上，距

離波令溫泉及樹頂吊橋約 45 分鐘，15 分鐘即可到達京那巴魯國

家公園。 

生態環境維護與地方回饋 

（1）聘用當地高山嚮導。 

（2）聘用當地住民挑夫幫遊客背行李。 

（3）聘用當地住民專門維護當地的環境清潔。 

（4）安排住宿於神山國家公園之鄰近地區。 

（三）非洲吉力馬札羅山生態旅遊發展案例 

1.環境特色 

吉力馬札羅山（Mt. Kilimanjaro）是火山噴發形成的高山，

由烏魯峰等 7 作主要山峰組成，位於非洲坦尚尼亞西北方，鄰

近肯亞邊界， 1973 年劃設為吉力馬札羅國家公園（Kilimanjaro 

National Park），其主峰烏魯峰（Uhuru Peak）海拔 5,895 公尺，

為非洲最高峰，「吉力馬札羅」在當地的斯瓦西利語為「白山」、

「水山」或「閃亮」之意，當地的渣卡族（Crater）人視此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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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山。 

吉力馬札羅國家公園面積 756 平方公里，受印度洋季風影

響及海拔高度、降雨量、溫度等變化，全山系形成山坡地帶、

雨林帶、石南與荒野地帶、高地沙漠帶、峰頂寒地帶 5 個區帶，

每區有不同的動植物生態，及高山、冰帽、火山口等獨特的地

形景觀。其中雨林帶與石南荒野地帶（海拔 1,800 公尺至 4,000

公尺）的植被特色與台灣相近，尤其是一些草花植物和台灣的

石松、白花三葉草、大薊、高山芒、籟簫、金絲桃、當歸等相

似，但在 4,000 公尺以上有俗稱冰淇淋樹的 Senecio Kilimanjari、

帝王花 Protea Kilimandscharicara 及 Lobeliadeckenii 等，則為當

地的特有種。還有多種鳥類（至少 15 種）、哺乳類（至少 12 種）、

蝶類（至少 2 種）等動物在此棲息，造就此區豐富多樣的生態

資源。 

吉力馬札羅山之步道設施完善，管理服務良好健全，是世

界七大洲最高峰中最容易攀登的山峰，每年吸引約 15,000 人次

登山遊憩，其中歐美人士最多，台灣人較少；其中最容易體驗、

俗稱可樂路線的瑪蘭谷（Marangu Route）路線約需 5 天 4 夜的

時間。 

2. 生態旅遊規劃 

生態旅遊路線 

吉力馬札羅山包括有 Marangu Route、MwekaRoute、Umbwe 

Route、Machame Route、Shira Plateau 及 Kibo Crater 等數條生態

旅遊路線（詳圖 6），每條步道至少均需花費 4 到 5 天的時間。 

（1）Marangu 路線：是最熱門的路線，全程都使緩坡向上爬升，

且全程都有山屋可住宿，是所有路線中最為容易的，因此

有可樂路線（Coca Cola route）之稱。 

（2）Machame 路線：這條線的起伏頗大，相較於 Marangu 的

困難度高上許多，因此有威士忌路線（whiskey route）之

稱，但風景也相對比較壯麗，更可以觀賞 KIBO 火山南面

的全貌，雖然困難度高且全程都必須住帳棚，仍是所有路

線中第二熱門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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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吉力馬札羅山步道路線圖 
資料來源：http://www.ewpnet.comKili.htm 

（3）Rongai 路線：這也是條容易的路線，由吉力馬札羅山北面

（肯亞的方向）進入，坡度起伏不大，後段會與 Marangu 

路線重疊，但全程皆須住帳棚。 

（4）Umbwe 路線：因為是六條路線中坡度最陡的路線，所以

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登頂，但一般較少人選擇，後段路線會

與 Machame 路線重疊，全程皆須住帳棚。 

（5）Shira 路線：是六條路線中所需天數較長的路線，由吉力

馬札羅山的西面上山，後段路線會與 Machame 路線重

疊，全程皆須住帳棚，其特色是會在 Shira 火山下宿營一

夜。 

（6）Lemosho 路線：是天數最長、坡度起伏最大且所需花費價

格最高的路線，由吉力馬札羅山的西南面上山，後段路線

會與 Machame 路線重疊，也會在 Shira 火山下宿營一

夜，一般較少人走。 

入山申請管制 

至吉力馬札羅山進行生態旅遊體驗或登山健行活動，皆須

於一個月前向國家公園管理處預約申請，依各山莊容量進行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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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管制，需繳交入園費、山莊住宿費、登頂證明費、山難救援

費等各項費用。 

雖其收費制度與國內目前國家公園經營管理方式不同，但

在政府經費與人力逐漸拮据之情況下，採取使用者付費之方

式，由遊客一起來付費管理國家公園與保護區，不失為未來經

營管理可行方向之一。 

高山生態嚮導 

依規定攀登吉力馬札羅山必須有高山嚮導帶領，高山嚮導

非國家公園管理處員工，必須先擔任挑夫 2 年後，取得副嚮導

資格實習帶隊 1 年後，再到國家之嚮導學校受訓 1 年考核通過

後，才可取得嚮導證成為正式嚮導，如有不當行為將會撤銷資

格。 

緊急救難機制 

因吉力馬札羅山海拔近 6,000 公尺，雖然登山服務設施完

善，一般遊客在 4,000 公尺以上仍易發生高山症，少數遊客亦有

失溫等意外發生，因此，為提供充分之登山資訊與即時山難救

援服務，在入園收費時，需預先繳納山難救援費用，步道入口

處設有登山裝備與預防高山症之解說告示牌，山莊除解說告示

牌外亦備有救援推車，如有意外發生可立即由公園巡邏員指揮

嚮導挑夫將傷患運送下山，再由國家公園專屬救護車轉送醫院

醫治。這可作為國內目前在推動山難救助使用者付費制度之參

考。 

攀登證明書 

吉力馬札羅山之攀登證明書有兩種，一種為登頂烏魯峰

（5,895m）之證明書，一種是只到基爾曼岬（5,685m）之證明

書，下山後由高山嚮導簽署後頒發，登山客可在下山後立即拿

到證明書。 

由嚮導親自簽名頒發，提高嚮導應有之責任感與榮譽感，

可作為目前國內有辦理攀登證明書的玉山、雪山、南湖大山等

路線，及未來要辦理攀登證明的相關管理機關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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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態旅遊服務及設施 

解說、指標設施 

除步道入口及山莊設置之登山裝備與預防高山症解說告示

牌誌外，步道沿線設有方向指示牌誌，是以當地火成岩為材質，

與整體環境景觀融合，另外亦印製有整體介紹之資訊摺頁。 

休憩設施 

路線沿途有多處休憩區、簡易廁所，但多未設有涼亭、座

椅等休憩設施，故多數隊伍僱請之挑夫尚須背負桌椅上山。 

住宿設施 

吉力馬札羅山區之住宿以山莊為主，包括曼達拉山莊

（2,700m，60 個床位）、賀龍坡山莊（3,720m，120 個床位，附

設露營地及救難推車等設施）、奇寶山莊（4,700m，60 個床位，

附設露營地及救難推車等設施）等，皆有 1 名公園巡邏員、2～

3 名管理員，配有廚房、餐廳、太陽能發電、廁所等設備。 

其中，賀龍坡山莊是數條路線交會處，亦是登頂當日下山

住宿地點，含營帳至少可容納 200 人，安排六天行程者多在此

作高度適應，是吉力馬札羅山區最熱鬧的營地。 

安全設施 

步道入口處設有登山裝備與預防高山症之解說告示牌，山

莊除解說告示牌外亦備有救援推車，國家公園管理處則配有專

屬救護車。 

4. 生態環境維護與地方回饋 

聘用當地高山嚮導、廚師、挑夫 

國家公園管理處規定須有高山嚮導（Mountain Guide）帶

隊，亦可以付費僱用挑夫及廚師來協助背負裝備糧食及炊煮，

其收益除可回饋地方、協助當地生態環境維護，亦可推動其國

際登山服務。 

（1）當地高山嚮導：高山嚮導負責統籌帶隊、解說、安全維護、

溝通協調等活動中之各項事務，每日薪資約 20 美元。目

前吉力馬札羅山區之帶隊嚮導約有 80 位，除了帶隊外，

須負責沿途登山安全、環境解說及登山行為之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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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聘用當地廚師：廚師負責炊煮及用餐時的服務，每日薪資

約 10 美元。 

（3）聘用當地挑夫：挑夫負責協助遊客裝備、糧食、器具之揹

運，每日薪資約 5 美元，但國家公園管理單位為保護挑夫

之安全及控制山區垃圾量，規定挑夫最多只能背負 25 公

斤重，在登山口要一一檢查秤重，符合重量才可上山。 

雇用當地住民進行步道之維護清潔 

國家公園管理處僱用當地住民，每 20～30 天進行一次步道

之清潔維護，嚮導亦會協助囑咐隊員及挑夫要把任何廢棄物都

帶下山，因此，儘管每日都有上百人在吉力馬札羅山區裡活動，

生態環境仍舊能保持。 

（四）尼泊爾聖母峰基地營生態旅遊發展案例 

1. 環境特色 

聖母峰基地營位在尼泊爾境內喜馬拉雅山區的 Sagarmatha

國家公園範圍內，屬於尼泊爾與西藏交界的地帶，一般通稱為

昆布（Khumb）地區。 

Sagarmatha 國家公園設立於 1976 年，並在 1979 年由聯合

國教科文組織列為世界遺產，國家公園面積約 1,200 餘平方公

里，當地的原住民族為有雷族（Rai）、雪巴族（Sherpas）等， 而

Sagarmatha 一詞即是尼泊爾對於世界第一高峰聖母峰的稱呼，

西方國家稱為埃佛勒斯峰（Mt. Everest）、中國稱則為珠穆朗瑪

峰（Qomolangma）。 

尼泊爾聖母峰基地營健行（NEPAL Everest Base Camp 

Trekking）生態旅遊路線，是 Sagarmatha 國家公園內健行路線

的主軸，除了是尼泊爾境內最受歡迎的健行路線之一，亦為世

界最著名的健行旅遊區域，步道路線沿河流與村莊一路延伸到

基地營。較佳健行季節或高峰季節主要在 9～12 月，其次是在 3

～5 月，整體來說乾季是最佳的選擇，一般安排約 10~18 天的

健行行程，並可以依需求彈性安排 Gokyo 湖區路線，或攀登島

峰等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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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態旅遊規劃 

生態旅遊路線  

尼泊爾聖母峰基地營健行主要生態旅遊路線（詳圖 7）是自

Lukla（2,850m）開始健行，沿著河谷約略向北健行爬升，主要

路線沿途經過 Phakding （2,640m）、Namche（3,440m）、Tengboche

（3,860m）、Dingboche（4,350m）、Lobuche（4,910m）、Gorak Shep

（5,160m），最後到 Kala Patthar （5,545m，最佳展望點）及基

地營（5,346m）。 

生態旅遊規劃管理  

（1）健行許可證：基本上在尼泊爾山區健行必須要辦健行許可

證（Trekking permit），基本費用是 2000 盧比，而尼泊爾

聖母峰基地營健行在進入 Sagarmatha 國家公園則必須向

國家公園申請入山許可證（1000 盧比）及 TIMS（Trekker’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才能入山。目前尚無承

載量之限制，亦未強制要求必須要有高山嚮導隨行，健行

遊客可以自行辦理許可證證件及食宿行程，亦可洽健行或

旅遊公司代辦，不過大多數的健行模式，仍以透過健行登

山公司安排許可證件申請及安排食宿，或自行雇用嚮導及

挑夫處理相關事宜為主。 

（2）登山許可檢查：尼泊爾聖母峰基地營健行的登山管理，沿

途除了在 Jorsalle 的 Ticket counter 辦理入山登記及繳交入

山費用，另外就是在 Namche 的入口處設有臨時的一處檢

查站。 

（3）高山生態嚮導：進入尼泊爾聖母峰基地營健行及進入

Sagarmatha 國家公園並無強制一定需雇用嚮導，一般仍建

議與旅行公司或健行公司聯繫，雇用較具規模公司提供的

嚮導，除了基本的健行導遊與食宿安排以外，在健行安全

上的維護與應變也較有保障。然而，受限於長期不穩定的

國家政局與設社經環境背景，嚮導素質參差不齊，登山服

務制度尚不健全，致使在生態導覽與環境解說服務能力仍

相當欠缺。 

 
 
 

57



 
成果工作坊手冊 

 
 
 

 

 

 

 

 

 

 

 

 

 

 

 

 

 

 

 

 

 

 

 

 

 

 

 

圖 7  尼泊爾聖母峰基地營健行路線圖 
資料來源：http://www.lirung.com/map/map_eve/Everest_Map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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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態旅遊服務及設施  

交通接駁  

一般而言，至尼泊爾聖母峰基地營健行之遊客多由旅行公

司或健行公司代為安排，必須由加德滿都搭乘國內線班機到

Lukla（2,850m）開始健行，惟航程常因山區天候不穩定之影響

而停飛，另外，亦可由加德滿都搭車至 Jiri（約 10～12 小時）

再健行至 Lukla，但則需增加一週以上的行程。 

解說、指標設施  

尼泊爾聖母峰基地營健行路線沿途重要聚落與據點有步道

路線牌示及重要地標牌示，以指示性質居多，至 Phakding 途中

有一處遊客中心，另外，在 Namche 有一處較具規模的遊客中

心，內部有展示與解說設施，是健行路線中最具規模的一處解

說服務據點。 

休憩設施與住宿餐飲設施 

健行步道沿途主要以私人的 Tea House 或 Guest House 提供

休憩、餐飲與住宿服務，步道沿途通常只要有聚落就一定會有

提供餐飲及住宿的服務，幾乎沒有公部門設置之遊憩設施，因

此 Tea House 成在尼泊爾健行為最重要的服務模式。 

Tea House 大多收費低廉，簡單乾淨，餐飲服務也是透過政

府輔導與訓練，以提供登山健行的遊客簡單的山區餐食。 

安全設施 

健行步道在 Jorsalle 及 Namche 的入口處各有一處檢查站，

但 Namche 檢查站僅為臨時檢查站。原則上健行安全的維護仍

以防範高山症為重點，沿途的 Tea House 與隨行嚮導多能針對各

項安全維護提供基本服務，一旦健行遊客性命安全有虞，各個

Tea House 或隨行嚮導可即予聯繫救援直昇機，緊急將傷患運送

至加德滿都就醫。 

4. 生態環境維護與地方回饋  

（1）聘用當地高山（生態）嚮導，如雷族、雪巴族。  

（2）聘用當地住民挑夫幫遊客背行李。  

（3）當地住民維護環境清潔與步道環境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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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餐飲、住宿安排於步道沿途當地居民經營之 Tea House。  

六、高山生態旅遊路線遴選規劃與推動機制 

（一）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旅遊路線遴選原則 

1. 高山生態旅遊活動與一般傳統登山健行活動之比較 

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路線遴選原則之擬定，需考量

高山地區生態旅遊活動與一般傳統登山旅遊之特性差異，以下

依據「活動目的」、「路線規劃與活動行程特性」、「人數與經費

限制」及「其他相關考量」等四大向度進行兩者之比較說明： 

表 4  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旅遊活動與一般傳統登山旅遊活動之特性差異比較表 

 高山地區生態旅遊活動 一般傳統登山旅遊活動 

活
動
目
的

■以瞭解環境生態、體驗自然人文之美為目的，強調人與環境間
的倫理相處關係，在活動規劃上需具體考量生態旅遊對環境保
育之貢獻及回饋地區居民之意涵 

■以登山健行、休閒健身及挑戰冒險為目的，多強調名山百
岳之登臨、或特殊活動或路線之開發，對沿途環境較缺乏
觀察學習的過程 

路
線
規
劃
與
活
動
行
程
特
性 

■行程規劃以體驗路線沿途豐富之自然人文環境特色為主，不特
別著重名山百岳之登臨 

■路線及行程規劃應透過經營管理單位、登山旅遊辦理團體、志
工、生態解說員、當地社區等權益關係者之共同討論與商議

■旅遊行程的安排與路線鄰近的社區部落應有相當程度的接
觸，如行程前後至部落住宿，體驗瞭解部落生活文化、品嚐特
色餐飲等 

■總行走時間一天以 3-4 小時為原則，行程規劃應避免因為趕
路、而無法充分領略環境生態 

■活動過程要求儘可能不破壞生態，強調力行 Leave No Trace
的精神，在食宿裝備上以基本生理需求為原則，盡量從輕、從
簡，將對環境之干擾降至最低 

■路線規劃以名山百岳之登臨、或特殊活動或路線之開發為
主，不特別強調自然人文環境的體驗與學習 

■路線及行程多由登山旅遊的辦理團體或資深嚮導一手規劃

 
■旅遊行程的安排不一定與路線鄰近的社區部落有相當程度

的接觸，行程安排常為自行開車或雇車直接至步道口，馬
上啟程趕路 

■為期儘早完成路線及山岳之登臨，總行走時間一天可能超
過 6-8 小時 

■活動過程以山岳攀爬及技術體能之考量為主，對於可能對
生態及環境干擾的關懷較低 

人
數
與
經
費
限
制

■在不衝擊環境及可提供良好的教育解說的考量下，必須有人數
限制（建議以含高山嚮導及生態解說員外、12 人以下之小型
團體為主） 

■因為有人數限制，所以分攤必要費用之人數較少，易造成整體
經費較高之情形 

■依規定必須聘請高山嚮導，但通常並無生態解說員之伴
隨，亦無人數上之限制 

 
■通常沒有硬性的人數限制，可能一個隊伍人數高達 30 人以

上，共同分攤後所需之經費相對較低 

其
他
相
關
考
量

■現況之既有山屋多為登山活動或救難而設，較難以完全符合高
山生態旅遊行程之住宿需求  

■以環境關懷及生態體驗為主的使用者，通常對於高山地區的登
山經驗及體能較差，須要特殊之準備與訓練 

 

 

 

 

 

2. 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發展考量 

而除上述差異比較外，發展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亦

必須包含下列各層面之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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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文資源層面 

（1）生態旅遊路線的資源特色應含括當地生態資源或物種之豐

富性。 

（2）生態旅遊路線的資源應具有特殊自然文化遺產或景觀的之

獨特代表性。 

（3）生態旅遊路線的規劃應儘可能不衝擊當地自然或文化資

源。 

（4）生態旅遊路線應有可提供環境教育運用之腹地空間。 

當地居民層面 

（1）當地居民應支持當地的自然人文資源保育工作。 

（2）生態旅遊的推動應聘用瞭解當地自然文化之解說員。 

（3）推動過程應尊重當地居民的傳統文化及生活隱私。 

（4）推動地方社區自發性組織，訂定社區發展生態旅遊守則。 

（5）從事生態旅遊活動所得的收益，可轉化成為當地社區的保

育基金。 

旅遊活動層面 

（1）採用低環境衝擊之宿營與遊憩活動方式。 

（2）適度限制到此區域之遊客量。 

（3）盡量使用當地居民之服務與載具。 

（4）提供遊客以自然及文化體驗為旅遊重點的行程。 

（5）運用解說員的引導與環境教育活動的融入，提供遊客不同

層次與程度的知識、鑑賞及自然與文化體驗。 

（6）遵守小眾旅遊的原則，並訂定遊客生態旅遊守則。  

3. 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路線遴選原則 

依據林晏州（2008）「台灣地區生態旅遊永續發展策略」研

究成果，透過生態旅遊地評鑑準則（3 個面向共 7 項準則、37

個項目）填列生態旅遊地評分表，並加以權重計算後，玉山、

太魯閣、雪霸等三處國家公園之大部分高山地區應列為保育級

之生態旅遊地，因此，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路線之遴選，

 
 
 

61



 
成果工作坊手冊 

 
 
 

應解釋為在保育級生態旅遊地區中適合發展高山生態旅遊行程

之路線遴選。 

參酌上述國家公園高山生態旅遊活動與一般傳統登山健行

活動之比較、以及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之發展考量，計

畫團隊透過工作坊之共同討論，研擬出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

旅遊路線遴選原則，做為未來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實質

發展時的依據與參考。茲將遴選原則及相關內容說明如下： 

所選之生態旅遊路線應具豐富的自然人文資源 

（1）所選之生態旅遊路線是否具有當地豐富的自然資源及人文

資源？ 

（2）所選之生態旅遊路線是否具有特殊自然文化遺產或景觀的

之獨特代表性？ 

必須採用低環境衝擊的交通、宿營及遊憩活動方式 

（1）遊客是否可步行或藉由地方居民的接駁、而不必自行開車

至步道口？ 

（2）在步道口附近之既有道路品質及停車設施是否完善，可以

不必新闢公路、拓寬舊路、或興建停車設施？ 

（3）是否可適度限制到此區域之遊客量，並採用低環境衝擊之

宿營與遊憩活動方式？ 

必須以當地生態環境是否會因旅遊活動而受到破壞為首要考量 

（1）沿途環境中是否有珍貴野生動植物、敏感或瀕危物種會被

干擾？ 

（2）是否經過生態保護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或自然保護區等保護留區？ 

（3）路線特性如坡度、海拔、地形、地層穩定度及土壤狀況等

是否能配合旅遊需求？ 

（4）開發及旅遊行為是否會影響當地及下游地區的環境及生物

的生存？ 

（5）植被狀況如森林或樹林、灌叢、草生地等是否對踐踏敏感

或因此受到嚴重破壞？是否會因踐踏而土壤流失、或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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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或導致地表植物大量破壞？  

（6）生態旅遊路線的規劃是否儘可能不衝擊當地自然或文化資

源？ 

所選之生態旅遊路線必須有良好的環境教育解說軟硬體配套 

（1）所選之生態旅遊路線是否具有可提供環境教育運用之腹地

空間？ 

（2）路線起迄點及沿途是否設有遊客中心、解說牌誌或其他解

說軟硬體，得以提供適當的環境教育解說？ 

（3）所選之生態旅遊路線使否已完成環境資源（自然及人文）

調查，建有完整的環境教育解說資料庫？ 

（4）是否提供遊客以自然及文化體驗為旅遊重點的行程？ 

（5）是否遵守小眾旅遊的原則，並訂定遊客生態旅遊守則？ 

（6）經營管理單位是否有熟悉路線整體環境資源之生態解說人

員，可以引導遊客深度體驗環境？ 

（7）是否運用解說員的引導與環境教育活動的融入，提供遊客

不同層次與程度的知識、鑑賞及自然與文化體驗？ 

所選之生態旅遊路線必須能顧及遊客安全 

（1）路線起迄點及沿途是否已設有登山服務（管制）站、山屋、

營地等相關服務設施，得以提供營宿、遊客入山之安全管

控？ 

（2）因進行生態旅遊行程需緩慢前進、仔細觀察及體驗環境，

往往會較一般登山行程更為耗時，可能無法抵達既有滿足

一般登山行程之住宿、炊煮的營宿地點、水源地，沿線是

否有符合生態旅遊時程所需之宿營腹地？ 

（3）路線中所有潛在的危險（高山氣候、雪季、地層穩定度及

土壤狀況等）是否能被有效控制或預防？ 

所選之生態旅遊路線必須能落實地方回饋機制 

（1）生態旅遊路線之當地居民是否支持當地的自然人文資源保

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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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態旅遊的推動是否聘用瞭解當地自然文化之解說員？ 

（3）推動過程是否尊重當地居民的傳統文化及生活隱私？ 

（4）是否能推動地方社區自發性組織，並訂定社區發展生態旅

遊守則？ 

（5）從事生態旅遊活動所得的收益，是否可轉化成為當地社區

的保育基金？ 

（二）玉山、太魯閣、雪霸國家公園高山生態旅遊路線之遴選規劃 

1. 高山生態旅遊路線之遴選 

玉山、太魯閣、雪霸國家公園管理處工作團隊人員，依據

前述六項原則之相關考量，填列高山生態旅遊路線遴選說明

表、初步遴選出路線後，再透過兩次工作坊進行溝通討論，共

遴選出下列15條國家公園高山地區生態旅遊路線，做為未來3-5

年之推動目標。 

玉山國家公園高山生態旅遊路線 

遴選出玉山主峰線、八通關日治越嶺道（西段）、鹿林山、

麟趾山步道、中之關古道、八通關日治越嶺道（全線）等路線。 

太魯閣國家公園高山生態旅遊路線 

遴選出合歡群峰步道、清水大山-大禮大同步道、錐麓古

道、蓮花池步道、奇萊主北線等路線。 

雪霸國家公園高山生態旅遊路線 

遴選出雪山主東峰線、品田-桃山-池有線、志佳陽線、大霸

群峰線、北坑溪古道等路線。 

2. 高山生態旅遊路線行程規劃與發展順序 

為期三處國家公園管理處在行程規劃及路線發展順序選定

時，得以具體考量行程規劃、路線安排、困難度、資源特色、

年齡層、季節性及國際推動可行性等相關因素，行動研究團隊

並擬具下列操作說明：  

生態旅遊行程之規劃考量 

（1）生態旅遊路線公里數及所需天數：雖為同一條路線，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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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不同社經背景、不同體能及不同年齡層之遊客對象，

針對其生態旅遊行程需求安排，提出適合之生態旅遊路線

公里數及所需天數。 

（2）生態旅遊之路線安排 

◎聯外交通工具之選則以大眾運輸、交通轉運系統為優先

考量。 

◎以瞭解環境生態、體驗自然人文之美為目的，強調人與

環境間的倫理相處關係，在活動規劃上需具體考量生態

旅遊對環境保育之貢獻及回饋地區居民之意涵。 

◎旅遊行程的安排與路線鄰近的社區部落應有相當程度

的接觸，如行程前後至部落住宿，體驗瞭解部落生活文

化、品嚐特色餐飲等。 

◎每天總行走時間以 3-4 小時為原則，行程規劃應避免因

為趕路而無法充分領略環境生態。 

◎活動過程要求儘可能不破壞生態，強調力行 Leave No 

Trace 的精神，在食宿裝備上以基本生理需求為原則，

盡量從輕、從簡，將對環境之干擾降至最低。 

◎行程規劃以體驗路線沿途豐富之自然人文環境特色為

主，不特別著重名山百岳之登臨。 

生態旅遊路線之困難度考量 

以一般民眾之體能與路線環境條件為考量，將該生態旅遊

路線之困難度區分為低、低-中、中、中-高、高等五級，讓遊客

據以作為參加該生態旅遊行程之體能考量，並有助於進行相關

行前準備。 

生態旅遊發展類型之考量 

（1）依資源區分：可分為史蹟型、景觀型、原住民文化型、生

態觀察型等，依該生態旅遊路線之整體環境資源條件特性

區分，作為生態旅遊行程活動安排之參考。 

（2）依年齡層區分：可分為大眾型、親子型、青壯型、銀髮族

等，依適合參與該生態旅遊路線活動行程之年齡層區分，

作為該路線生態旅遊行程參與對象之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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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季節區分：可分為全年型或季節型，依適合參與該生態

旅遊路線活動行程之季節區分，作為生態旅遊行程規劃之

參考。 

做為國際或國內發展之優先順序考量 

（1）以各國家公園整體發展與經營管理需求為考量，遴選未來

3-5 年內適合推動執行高山地區生態旅遊之路線，並擬定

其優先順序。 

（2）國內型路線主要以適合進行環境教育、生態體驗、自然觀

察活動之路線為主要考量，國際型路線則以環境資源特色

具台灣代表性、並適宜推廣至國際之路線為主要考量（國

內型路線亦可能同時為國際型路線，其差異主要在國內外

遊客所需之生態旅遊相關配套與發展模式之不同）。 

（3）在推動執行上，建議以相關配套較為完備之路線為優先，

可先發展國內型生態旅遊路線，待推動執行模式趨於成熟

後，再逐步推動國際型生態旅遊路線。 

三處國家公園管理處國內型與國際型高山地區生態旅遊路

線之推動順序詳表 5。 

表 5  玉山、太魯閣及雪霸國家公園國內型與國際型高山地區生態旅遊路線說明表 

國家公園 玉山國家公園 太魯閣國家公園 雪霸國家公園 

類型 國內型 國際型 國內型 國際型 國內型 國際型 

1 鹿林山、麟
趾山步道 玉山主峰 合歡群峰 合歡群峰 雪山主東峰 雪山主東峰 

2 中之關古道
八通關日治
越嶺道西段 

清水大山-大
禮大同步道

奇萊主北 品 田 、 桃
山、池有 

品 田 、 桃
山、池有 

3 八通關日治
越嶺道西段

-- 錐麓古道 錐麓古道 志佳陽線 大霸群峰 

4 玉山主峰 -- 蓮花池步道 -- 大霸群峰 -- 

高山生
態旅遊
路線及
優先發
展順序 

5 八通關日治
越嶺道 -- 奇萊主北 -- 北坑溪古道 -- 

（三）高山生態旅遊推動發展機制 

1. 在團隊組成及伙伴結盟層面 

高山生態旅遊推動發展團隊之組成 

邀請資源調查、生態旅遊、登山健行、遊憩規劃管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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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發展等專家學者、國家公園從業人員及組成行動規劃團隊，

透過工作坊型式之滾動式討論，進行各高山地區生態旅遊路線

細部行程之規劃，以及經營管理策略之擬訂，包括落實社區參

與、推動社區培力計畫、高山生態嚮導、輔導地方發展生態旅

遊、評定遊客承載量、訂定環境解說導覽機制、強化環境監測

等工作。 

生態發展權益關係者之合作與協商 

行動規劃團隊應探討各高山地區生態旅遊路線發展之相關

權益關係者，檢視其與未來整體生態旅遊推動之關聯性，適度

透過管道進行相關工作之協商與合作，如國家公園所在之地方

政府可參與當地交通轉運及鄰近山村補給等之輔導，以及其他

為推動生態旅遊而需配合之相關地方事務；辦理登山健行之專

業旅行社可負責相關生態旅遊行程之募集及推動等。 

2. 在遊程規劃與遊客體驗層面 

多元化遊憩機會與環境體驗之提供 

未來生態旅遊的推展應朝向各種不同的遊憩體驗面向規

劃，由資源特色（如資源類型、資源脆弱性、可及性與豐富性

等面向）及遊客特性（如遊客體能、可負擔之費用、專業知識、

年齡等面向）所相互構築而成的不同旅遊層面，提供多元化遊

程與環境體驗之選擇。 

多樣性生態旅遊資訊管道之發展 

根據 Andrusiak & Kelp （1983） 所發展的資訊流向模式

（Information Flow Model），遊客接受資訊的過程主要可分為旅

遊前、旅遊期間、以及旅遊後的獲得與回饋。未來應藉由生態

旅遊網站、解說出版品（手冊、摺頁）及報章雜誌、電視廣播

等資訊管道，提供遊客旅遊前、中、後段期所需之生態旅遊資

訊，以為行程安排與遊憩體驗之參考。各國家公園網站應有生

態旅遊選項，提供詳細之高山地區生態旅遊路線地圖、路程時

間及行程建議、活動辦理與申請說明、特定活動時間與報名…

等相關資訊。 

 

 
 
 

67



 
成果工作坊手冊 

 
 
 

鼓勵生態旅遊經營業者朝小尺度、專業性且為套裝行程的發展 

小尺度的生態旅遊事業之經營造成較少的負面衝擊，相對

於大尺度的發展，小尺度的事業也可以提供相對比較專業的且

深入的體驗，並且可以擁有較高層級的服務水準。另外，套裝

行程的發展為生態旅遊事業所必須，對遊客而言，套裝行程的

好處可以在有限時間內進行多樣化的旅遊活動。 

3.在環境教育與人員培訓層面 

高山嚮導及生態解說員之引導 

藉由高山嚮導及生態解說員之引導與環境教育活動之規

劃，啟發以體驗、瞭解、欣賞與享受大自然為目的的環境學習

過程，在行前及途中給予正確資訊，且為遊客營造與環境互動

的機會，除對旅遊地區之自然及文化襲產進行專業解說外，並

指導相關山林生活技能，提供遊客不同層次與程度的知識、識

覺、鑑賞及大自然體驗，引領遊客融入自然生態環境中，體認

人類必須與自然生態永續共存，進而啟發或提昇其對生態保育

的意識。 

良好解說媒體之建置與發展 

在生態旅遊行程中，適切導入各類型解說媒體之規劃，如

運用各國家公園之遊客中心或鄰近社區部落之活動中心，做為

各高山地區生態旅遊之起始點，提供該旅遊路線之完整資訊，

包括整體環境資源特色介紹、路線長度、注意事項…等，並適

度利用解說影片、燈箱、模型、解說摺頁等媒體，引導遊客認

識高山環境資源特色。 

工作人員培訓 

生態旅遊的解說導覽員或嚮導可以說為環境資源與遊客互

動的媒介，透過解說導覽員或旅遊嚮導的口述傳達與活動帶

領，讓遊客的活動不僅為單純的資源欣賞或利用，而是多了相

互間的互動及瞭解，包含了遊客與資源、遊客與當地居民或者

為遊客與遊客間。因此解說導覽員或嚮導在生態旅遊企畫中扮

演相當重要的穿引角色，因而需具備基本的專業能力，如對資

源的瞭解、領導能力、溝通技巧、危機應變能力等。故需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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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訓練或再訓練計畫，並且鼓勵當地居民的參與。 

經營管理的訓練與移轉 

國家公園對生態旅遊的操作最終應落實且給予民間團體經

營的空間，但為避免私人大企業的壟斷、保障原住居民的利益，

應輔導當地居民參與或經營生態旅遊產品，使其可從生態旅遊

中獲得最直接與實質的利益。 

4. 在環境保育與遊客管理層面 

承載管理與入園管制之落實 

為落實國家公園生態保育方針及維護生態旅遊品質，國家

公園管理處應訂定承載量管制辦法，依各生態旅遊路線之山

莊、營地容量，規劃每日進入該步道之旅遊人次，並依長期步

道監測結果，調整修正承載管理。 

山區交通轉運接駁系統之發展 

為減少一般車輛長驅直入山林，造成廢氣排放、噪音污染

等現象，應逐步發展山區交通轉運系統，運用綠色運具、輔以

解說配套，並輔導在地居民擔任接駁專車司機提供接駁服務，

一以達成節能減碳、環境教育、安全保固等功能，二以回饋當

地經濟收入。 

減少不當遊客行為之衝擊 

不當之遊客登山行為經常造成山林環境之衝擊，應配合無

痕山林（Leave No Trace）準則與行動概念之推動，教導遊客做

好事前充分規劃與準備、在可承受地點行走宿營、適當處理垃

圾維護環境、保持環境原有風貌、減少用火衝擊、尊重野生動

植物及考量其他使用者等事宜，減輕不必要的環境傷害。 

5. 在社區參與及回饋機制層面 

強化社區參與之推動 

生態旅遊發展應尊重地方社區之生存及發展權，相關工作

人員，如高山生態嚮導、解說導覽人員、巡邏人員與保育人員

等，應優先考慮僱用社區居民，並應防範生態旅遊遊程對地方

社區所造成之社會與文化衝擊。生態旅遊產品的開發應基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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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社區的傳統知識、價值觀和才藝技術，並由社區民眾來決定

願意與遊客分享地方文化的那一部份。推動社區參與應注意下

列原則的掌握： 

（1）及早邀請社區參與社區相關範圍內之生態旅遊規劃工作。 

（2）提供充分的資訊及說明，讓社區居民瞭解並做出正確的決

定。 

（3）容許充裕的時間來凝聚共識。 

（4）居民對整體土地的利用應有共識並形成一共同默契與約

束。 

利益回饋機制之建立 

生態旅遊推動初期可由國家公園管理處主導辦理，收益盈

餘作為培訓當地原住民生態解說員、輔導部落整體環境改善等

使用，未來交由伙伴團體辦理後，可要求生態旅遊收益之固定

比例，繳交作為地方回饋基金，除持續挹注用作生態解說員培

訓、部落整體環境改善外，更作為該生態旅遊路線之環境維護、

當地環境保育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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