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魯閣國家公園輔導西寶聚落產業轉型邁向有機生態村 

曾偉宏、聶士詔、賴美麗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太魯閣國家公園位於臺灣本島東部，地處中央山脈北段，地勢南、北均高，漸向中央傾

降，立霧溪流域由西向東注入太平洋。園區除立霧溪主支流河谷地及平坦河階外，其餘多屬

陡峻山地。轄區內聚落，主要有西寶、洛韶、梅園、竹村等地，分佈於中部東西橫貫公路（省

道台八線）沿線，社區居民延續開闢東西橫貫公路時供應蔬果之任務，以慣行農法耕作迄今；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太管處）針對土地永續利用與生態保育理念，亟思協助與

輔導在地居民以友善利用土地的方式發展其產業，引導園區聚落永續發展。 

太管處自 2005 年起陸續與西寶聚落居民進行相關培力計畫，包括生態旅遊村的空間規

劃、農閒期植物染工藝的培力、生態旅遊影片論壇、現有建物門廊的公共空間美化等，協助

西寶聚落朝向生態旅遊及社區總體營造的方向發展。自 2010 年起，太管處與西寶聚落的互

動轉由「住民生活」的觀點切入，從「當地產業」的視角出發，正視西寶地區以農業為生的

產業基礎，且因長年使用化學農藥及肥料對環境造成的危害，因此改變當地居民的栽種管理

方式成為首要之務，有機農業的推動成為本區輔導產業轉型的重要關鍵。 

目前西寶地區已有 7 戶居民、面積約計 7 公頃農地通過有機驗證，鄰近聚落則有 2 戶居

民，面積約計 4 公頃農地，開始以友善土地的方式轉作。居民因實際轉作有機得到穩定的收

益與保障，對於產業轉型建立信心，體認結合生產、生活與生態的社區經營理念，未來才有

可能朝向有機生態村永續發展。 

本計畫藉由產業轉型，居民經濟收益穩定後，生活改善、人文素質與周邊環境得以漸次

提升，在地社群合作參與生態環境多樣與多元化經營，同時兼顧國家公園的保育和遊憩品

質，創造國家公園與社區聚落永續發展與雙贏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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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依據2004年行政院頒訂生態旅遊白皮書及2005年營建署指示以太魯閣國家公園為生

態旅遊示範地，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太管處）辦理「太魯閣國家公園園區生

態旅遊整體規劃」研究，提出太魯閣整體生態旅遊藍圖與進程，選定西寶為重要示範點，

由國家公園輔導區內社區，建立共識與整合在地資源推動生態旅遊並進行社區培力。 

太魯閣國家公園位於臺灣本島東部，地處中央山脈北段，地勢南、北均高，漸向中

央傾降，立霧溪流域由西向東注入太平洋。園區除立霧溪主支流河谷地及平坦河階外，

其餘多屬陡峻山地。轄區內聚落，主要有西寶、洛韶、梅園、竹村等地，分佈於中部東

西橫貫公路（省道台八線）沿線，社區居民延續開闢東西橫貫公路時供應蔬果之任務，

以慣行農法耕作迄今；太管處針對土地永續利用與生態保育理念，亟思協助與輔導在地

居民以友善利用土地的方式發展其產業，引導園區聚落永續發展。 

鑑於國家公園的成立，對轄區內居民在生活、土地利用與開發上受到國家公園法的規

範與限制，居民為捍衛生存權而與管理處或多或少存在著緊張與對立關係。太管處多年來

積極加強與住民溝通協調，希望能在保育原則下，兼顧社會環境變遷及住民生計需求，建

立彼此間共存榮的合作機制與夥伴關係。自 2005 年起陸續與西寶聚落居民進行相關培力

計畫，包括生態旅遊村的空間規劃、農閒期植物染工藝的培力、生態旅遊影片論壇、現有

建物門廊的公共空間美化等，協助西寶聚落朝向生態旅遊及社區總體營造的方向發展。 

自 2010 年起，太管處與西寶聚落的互動轉由「住民生活」的觀點切入，從「當地產

業」的視角出發，正視西寶地區以農業為生計的產業基礎，評估其長年以來使用化學農藥

及肥料等操作方式對環境造成嚴重危害，改變當地居民的栽種管理方式成為首要之務。有

機農業生產以友善利用土地、善待自然與生命為理念耕種，藉此協助社區產業轉型實踐，

達到經濟與生態雙贏的目標。 

貳、國家公園中程計畫與社區培力 

國家公園中程計畫包括三大定位，即國土保育核心區、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典範、世

界接軌知識平台；四大願景，即保育與永續、體驗與環教、夥伴與共榮、效能與創新（如

下表）。其實施的策略作為則包括保育完整生態系統、強化環境教育與生態美學體驗、促

進住民參與、加強國際交流合作等面向。 

國家公園中程計畫四大願景： 

保育與永續 體驗與環教 

1.建立環境監測系統 

2.加強生態人文研究論述 

3.監控環境生態衝擊 

4.提升保育技能與合作關係 

5.徵收價購敏感區私有土地 

1.提升遊憩安全降低風險 

2.擴增遊憩據點與遊客分流管理 

3.差異性創新解說服務 

4.登山教育與活動推廣 

5.節能減碳與友善服務設施 



 

 

夥伴與共榮 效能與創新 

1.推廣與培力傳承在地文化 

2.與權責機關合作推展業務 

3.異業結盟合作參與計畫 

4.研擬生態敏感地區補償機制 

5.原住民解說嚮導員培訓 

1.大中橫實施計畫 

2.遊客滿意度調查檢討改進 

3.人員跨界思考與整合溝通能力 

4.國際合作觀摩學習 

5.內化國家公園最高選擇權動能 

參、世界社區保育發展與永續發展趨勢 

1992 年 6 月全球 178 個政府於里約熱內盧舉行首次聯合國地球高峰會（聯合國環境

與發展會議），討論全球氣候暖化及多項永續發展（永續環境、永續社會、永續經濟），「永

續發展」已成為全球性議題。我國成立「國家永續發展委員」，公佈「台灣永續發展宣言」 、

「台灣 21 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綱領」、「中華民國永續發展行動計畫」，訂

頒「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劃」、「東部永續發展綱要計畫」、「精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行動計

畫」等。 

英國於 1994 年 1 月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發佈永續發展策略的國家。（聯合國於 1992

年提出永續發展），英國環境食品與鄉村事務部（Department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Affairs, DEFRA）是負責推動永續發展的中央部會，其「永續發展組」（Sustainable 

DevelopmentUnit）負責整合永續發展議題納入政府主要的指導綱要及機制中，並提供永

續發展的意見，導引英國永續發展策略及指標之修訂。英國國會之「環境審議委員會」

（Environment Audit Committee）的主要功用，是在考核行政部門是否將永續發展整合於

政策與決策中。 

世界社區保育聯盟（簡稱 CCAs），於 2008 年 10 月在巴塞隆納舉行的世界保育大會(the 

World ConservationCongress)成立。對社區保育區定義：為原住民族或在地社群，藉由傳

統法規或其他復育方法，保育自然及人為互動具有顯著生物多樣性價值，及豐富人文價值

的生態系。對在生態系多樣性以及相關自然文化資源保育上所扮演的角色，彙整目前所有

的相關研究成果，確認社區保育區聯盟(CCA Alliance)對全球保育有重要的貢獻。CCAs 是

指受到原住民或在地社區以志願或傳統的方法所保育的自然遺址、自然資源和物種棲息

地。保育方式與當地生計和文化價值緊密相關，是世界社區保育發展的主流方式。 

IUCN 環境經濟社會政策委員會(CEESP)的治理包括：公義與權益主題小組 (Theme 

onGovernance, Equity and Rights, TGER)、世界保護區委員會與 CEESP 的原住民、在地社

區公義與生計主題小組(Theme on Indigenous &Local Communities, Equity & Protected 

Areas,TILCEPA) ，均與世界社區保育發展有關。另外 IUCN 於伊朗的永續發展中心

(CENESTA)、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全球環境基金(GEF)的小額助款計畫(Small 

GrantsProgramme)、國際森林研究中心(CIFOR)以及土耳其政府的環境與森林部都參與，

並逐步推動至各會員國，以積極方式協助社區保育發展。 



 

 

Pathak et al.（2005）認為社區保育區成功運作，需具備 4 要件，包括確認土地資源及

所有權、公平透明決策機制、堅實有力在地領導、與外界鍵聯夥伴關係。為實行相關提議，

聯合國會員國指出成立全球性「聯盟」以支持 CCAs 有其必要，並推動聯盟的行動與需

求。未來將展開密集的網絡工作與資金籌備，也會在國際與區域性論壇召開專門會議，尤

其是生物多樣性公約保護區工作小組聚會，行動將在舉行世界保育大會逐步達成。CCA 聯

盟成員會包括社區與當地人民為基準的組織(Community Basedand Indigenous 

Peoples‘ Organizations)、非政府組織、民間社會團體與研究機構。聯盟的目標在於提高

CCAs 的能見度，並提升世人的認同與支持及社區保育發展。 

肆、西寶地區歷年培力計畫： 

在台灣國家公園新視界（葉世文，2011）乙書中，葉前署長世文詳述世界保育發展

的趨勢、國家公園保育歷程及環境美學等所累積的經驗與實務，希望藉此書讓各

界能開始著手從各種角度詮釋國家公園經營管理學的各個面向，讓臺灣國家公園

的永續經營與保育工作，更能符合社會的期待並與時俱進。書中揭示國家公園 7 大

發展趨勢，包括落實節能減碳政策、生態復育與補償重建、作國際行銷品牌、大面積保護

區、成熟科技的應用、開闢新興研究領域、生態社區的輔導等。同時採取滾動式管理，隨

時檢討修正評估計畫適宜性，建立發展成為永續、人文、全民型的國家公園。 

一、社區培力重點： 

針對西寶社區培力重點，幾經相關文獻研究與現況分析，首先定位地區特色，

包括「國家公園友善產業」、「世外桃源的築路人之家」、「原民部落古道尋根之旅」

等，另因當地戶數不多，運作生態旅遊動能不足，需連結志工與社區居民共同參與，

增加未來發展成功機會。國家公園內的農業應符合「環境友善」，有機農業以『健康、

生態、公平、謹慎』為核心目標，因此以有機無毒自然農法取代現有慣行農法，輔

導在地的農產與旅遊市場結合，於東西橫貫公路沿線據點（如天祥、太魯閣等）配

合發展工藝文化、自然農夫市集等定期活動，增加農戶收益與生活品質。建立文化

面的旅遊特殊性，表現「榮民」在本地區的特殊歷史文化意涵，例如：部落地圖、

歷史故事、遷徙史等。在地民宿經營（或稱「榮民之家」），提供體驗隱居生活者或

高山步道活動者等服務；並凸顯核心生態資源，例如：現有步道資源調查，尋找適

合的主題物種引入生態旅遊特質，引導本地成為步道體驗與戶外環境教育的中心等。 

二、社區培力計畫： 

西寶聚落生態旅遊培力計畫自 2005 年開始，包括太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遊整體

規劃研究、西寶植物染研習班、西寶國小環境教育中心寒暑假全國學童研習營、西寶

景觀及建築規劃設計、生態旅遊論壇與影片欣賞、社區生態旅遊環境營造、天祥至西

寶地區生態旅遊遊程規劃、西寶建物門廊及公共空間整體美化等。繼而輔導聚落產業

轉型，從夥伴關係培力、生態旅遊遊程規劃、跨域協調，包括環境美化公共空間整理、



 

 

冬季休耕期種植景觀綠肥、社區服務志工參與部落口述歷史調查、溝通座談、訪視、

關懷、田野訪視、教育訓練、社區組織參與國土復育，種植原生樹苗、除草，推動產

業加值如有機蔬食餐、有機農產品加工 DIY 體驗活動等。 

2010 年執行「西寶及鄰近地區聚落產業轉型培力～創新經營與品質行銷行動 

計畫」，委託專業團隊進行社區居民建立共識，包括基礎資料蒐集、田區評估，熟悉

當地的人與環境等各項資源、條件，評估當地依現況具體實踐產業轉型之可行性起點

及脈絡。接著進行案例分享討論、座談會，包括透由相關成功案例的介紹與討論，建

立居民對轉型有機農業的共識，意識到產業轉型的過程雖艱難又長久，卻能為生命與

環境帶來諸多實質且長遠的益處，讓居民有意願、有信心去嘗試。配合教育訓練，安

排實際操作層面的多元課程，包含理念宣導、相關技術課程及現場指導，增進居民對

有機農業實務操作的認知與觀念的形塑等。此外，密集的互動關懷、提供協助方案，

以幾近每周至少一次的拜訪、互動及電話關懷，增進與居民間的彼此了解及信任，適

時掌握居民的動向並實質予以協助及鼓勵。 

本輔導計畫於 2011 年進入實務操作階段，居民實際嘗試部分田區小面積轉作，

除了持續協助引介資源指導居民有機操作技術外，亦全面評估居民在有機轉作過程中

可能遭遇之難題，擬訂相關配套措施以共同克服困難。工作內容包括，（一）訂定合

作協議、申請有機驗證：居民實際嘗試部分田區小面積轉作，並提出有機驗證申請，

與居民簽訂合作協議予以獎勵。（二）協助銷售：媒合有機通路商支持居民的有機生

產，使其在轉作有機的產銷方面較無後顧之憂。（三）辦理推廣活動：協助居民辦理

市集擺攤及生態議題分享活動，以推廣西寶地區產業轉型的初步成果，帶動社會大眾

予以支持及肯定。 

2012 年本產業轉型輔導進入穩定成長階段，初嚐轉型有機農業的甘美成果，太

管處與西寶居民皆對前景看好，希望能逐步朝向全面轉作有機及營造友善之社區、生

態環境邁進；鄰近地區聚落亦紛紛起而效尤，希望接受太管處輔導相關產業之轉型計

畫。 

    三、發展目標期程： 

        為兼顧園區內居民生活與生態保育政策，建構有機生產環境，凝聚社區意識，訂定

期程與目標： 

（一）短程目標（1～3 年）：持續輔導當地居民產業轉型，從事有機農業生產與品牌建立，

提供產業轉型之相關協助與獎勵。生產面向，包括穩定產業發

展、擴大有機驗證面積、推廣多品項作物種植、提升生產技術

與合作協議、評估拓展行銷通路與倉儲設置之可行性。 

（二）中程目標（4～6 年）：社區生活面向，包括堅定理念信心，持續辦理產業轉型相關

教育訓練與研習活動，如產品加工、餐飲設計、社區與校園有



 

 

機理念推廣，引導參與綠色保育標章規範等。生態面向，包括

營造社區生態，旅遊資源調查、有機田區生態營造、蜜源植物

營造、多樣性景觀綠肥營造等。 

本區未來，持續發展產業特色、建立自有品牌形象，增加產業行銷多樣化途徑、 

擴大營造聚落整體生態環境，符合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目標，營造園區多樣性的生態

樣貌，建構「有機生態村」。 

伍、結語： 

       目前西寶地區已有 7 戶居民、面積約計 7 公頃農地通過驗證，鄰近聚落則有 2 戶居民，

面積約計 4 公頃農地，開始以友善土地的方式轉作。居民因實際轉作有機得到穩定的收益

與保障，加上社會大眾多面向、各單位的肯定與共同支持，對於有機生產建立起信心，也

體認到有機對自身及家人健康、周遭環境與社區印象的正面影響，正視從產業面結合生

活、生態和社會面向的有機農業，為未來當地發展生態旅遊的重要推動力量。 

本計畫藉由有機農業推動，保育與經濟得以共存，引導產業、聚落永續發展，使居民

有經濟收益、改善生活與周邊環境，生物多樣性因著友善的產業操作及社區營造而日漸豐

富，同時兼顧國家公園的保育和遊憩品質，提升國家公園與聚落整體形象。 

太管處希望藉由西寶聚落產業培力轉型，朝向符合生態保育與生計永續使用的方向轉

型，本範例未來可成為園區及周邊社區發展生態旅遊的有利典範。建立國家公園與原住居

民友善土地利用、生計永續發展、互信、互利、共生與共榮的夥伴關係，並活絡地方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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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簡 報報 大大 綱綱
壹、太魯閣西寶社區培力計畫緣起
貳、國家公園中程計畫與社區培力
參、永續發展趨勢與社區培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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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永續發展趨勢與社區培力
肆、英國永續發展推動策略

伍、世界社區保育發展
陸、國家公園新視界－生態社區的輔導

柒、西寶歷年培力計畫
捌、西寶社區與跨域治理培力合作
玖、發展目標期程
拾、結語

壹、太魯閣西寶社區培力計畫緣起
從委辦計畫名稱說起：『西寶及鄰近地區聚落產業轉型培力

創新經營與品質行銷行動計畫』公部門協力－激發力

慣行農業→有機農業 服務＋產品＝社區培力加值

本區發展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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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發展緣起：
依據2004年行政院頒訂生態旅遊白皮書及2005年營建署
指示以太魯閣為生態旅遊示範地，太管處委請台灣大學
林晏洲教授辦理「太魯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旅遊整體規
劃」研究，共同提出太魯閣整體生態旅遊藍圖與進程，
選定西寶為重要示範點，由國家公園輔導區內社區，建
立共識與整合在地資源推動生態旅遊並進行社區培力。

貳、國家公園中程計畫與社區培力

三大定位：國土保育核心區；環境教育與生態
旅遊典範；世界接軌知識平台。

四大願景：保育與永續、體驗與環教、夥伴與
共榮 效能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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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榮、效能與創新。

策略作為：保育完整生態系統、強化環境教育
與生態美學體驗、促進住民參與、加強國際交
流合作面向。

西寶及鄰近地區聚落產業轉型培力創新經營與
品質行銷行動計畫，與上述息息相關。

太魯閣國家公園中程計畫與社區培力

保育與永續
1.建立環境監測系統
2.加強生態人文研究論述
3 監控環境生態衝擊

體驗與環教
1.提升遊憩安全降低風險
2.擴增遊憩據點與遊客分流管理
3 差異性創新解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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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監控環境生態衝擊
4.提升保育技能與合作關係
5.徵收價購敏感區私有土地

3.差異性創新解說服務
4.登山教育與活動推廣
5.節能減碳與友善服務設施

夥伴與共榮
1.推廣與培力傳承在地文化
2.與權責機關合作推展業務
3.異業結盟合作參與計畫
4.研擬生態敏感地區補償機制
5.原住民解說嚮導員培訓

效能與創新
1.大中橫實施計畫
2.遊客滿意度調查檢討改進
3.人員跨界思考與整合溝通能力
4.國際合作觀摩學習
5.內化國家公園最高選擇權動能

參、永續發展趨勢與社區培力

 起源：1992年6月全球178個政府於里約熱內盧舉行
首次聯合國地球高峰會（聯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討
論全球氣候暖化及多項永續發展（永續環境、永續社會

永續經濟） 「永續發展 已成為全球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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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經濟），「永續發展」已成為全球性議題。

 我國成立「國家永續發展委員」，公佈「台灣永續發展
宣言」 「台灣21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略

綱領」、 「中華民國永續發展行動計畫」，訂頒「國
土空間發展策略計劃」、「東部永續發展綱要計畫」、
「精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行動計畫」。



肆、英國永續發展推動策略
 英國於1994 年1 月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發佈永續發展策

略的國家。（聯合國於1992年提出永續發展）

 英國環境食品與鄉村事務部（Department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Affairs  DEFRA）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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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Affairs, DEFRA）是
負責推動永續發展的中央部會，其「永續發展組」（
Sustainable DevelopmentUnit）負責整合永續發展
議題納入政府主要的指導綱要及機制中，並提供永續發
展的意見，導引英國永續發展策略及指標之修訂。

 英國國會之「環境審議委員會」（Environment Audit 
Committee）的主要功用，是在考核行政部門是否將
永續發展整合於政策與決策中。

資料來源：
英國地方永續發展推動策略、機制與現況2005.10

肆、英國永續發展推動策略
 行動：英國在2005年3月實施，落實社區永續

行動，並以「團結能擁有未來」（Together We 
Can Securethe Future）為行動計畫，是英國
最新推動永續發展的主要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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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推動永續發展的主要策略。

 社區永續發展：由政府與社區共同參與，改善
現在與確保未來的社區生活品質；賦予社區發言
與自主權。行動包括節約能源、公平交易與採用
當地食品與材料、使用低碳的運輸方式、廢棄物
再利用、創造更清潔、安全、綠色與健康的社區
，確保生物多樣性，並活絡社區經濟。

資料來源：
英國地方永續發展推動策略、機制與現況2005.10

肆、英國永續發展推動策略
 英國社區永續發展經驗：

一、建立社區資料庫
二、志工積極參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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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志工積極參與社區
三、社區勞動者的參與熱情
四、社區顧問的永續媒合
五、媒合不同社區並分享經驗
六、贊助社區資金等行動計畫
七、全球思考、在地行動

伍、世界社區保育發展
 世界社區保育區聯盟（全球性的社區保育

區CommunityConserved Areas，簡稱
CCAs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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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s聯盟。

 社區保育區定義：
為原住民族或在地社群，藉由傳統法

規或其他復育方法，保育自然及人為互動
具有顯著生物多樣性價值，及豐富人文價
值的生態系。

伍、世界社區保育發展

 緣起：CCAs 在生態系多樣性以及相關自然文
化資源保育上所扮演的角色，彙整目前所有的
相關研究成果，確認社區保育區聯盟(CCA 
Alli )對全球保育有重要的貢獻 聯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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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ce)對全球保育有重要的貢獻。聯盟於
2008年10月在巴塞隆納舉行的世界保育大會
(the World ConservationCongress)成立。

 目的：CCAs 是指受到原住民或在地社區以志
願或傳統的方法所保育的自然遺址、自然資源
和物種棲息地。保育方式與當地生計和文化價
值緊密相關，是世界社區保育發展的主流方式
。

資料來源：國際保育通訊季刊2007.12

伍、世界社區保育發展

 治理：IUCN 環境經濟社會政策委員會(CEESP)的治理包
括：公義與權益主題小組 (Theme onGovernance, 
Equity and Rights, TGER)、世界保護區委員會與CEESP 
的原住民、在地社區公義與生計主題小組(Theme on 
Indigenous &Local Communities  Equity &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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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genous &Local Communities, Equity & Protected 
Areas,TILCEPA) ，均與世界社區保育發展有關。

另外IUCN 於伊朗的永續發展中心(CENESTA)、聯合國開發
計畫署(UNDP)/全球環境基金(GEF)的小額助款計畫(Small 
GrantsProgramme)、國際森林研究中心(CIFOR)以及土
耳其政府的環境與森林部都參與，並逐步推動至各會員國，
以積極方式協助社區保育發展。

資料來源：國際保育通訊季刊2007.12



伍、世界社區保育發展
 Pathak et al. （2005）社區保育區成功運作

4要件：

一、確認土地資源及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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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確認土地資源及所有權

二、公平透明決策機制

三、堅實有力在地領導

四、與外界鍵聯夥伴關係

伍、世界社區保育發展

 願景：為實行相關提議，聯合國會員國指出成立
全球性「聯盟」以支持CCAs 有其必要，並推動聯
盟的行動與需求。未來將展開密集的網絡工作與資
金籌備，也會在國際與區域性論壇召開專門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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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籌備，也會在國際與區域性論壇召開專門會議，
尤其是生物多樣性公約保護區工作小組聚會。行動
將在舉行世界保育大會逐步達成。CCA 聯盟成員
會包括社區與當地人民為基準的組織
(Community Basedand Indigenous 
Peoples｀ Organizations)、非政府組織、民間
社會團體與研究機構。聯盟的目標在於提高CCAs 
的能見度，並提升世人的認同與支持及社區保育發
展。 資料來源：國際保育通訊季刊2007.12

陸、國家公園新視界－生態社區的輔導

 國家公園7大發展趨勢：
落實節能減碳政策、生態復育與補償重建、作國際行銷
品牌、大面積保護區、成熟科技的應用、開闢新興研究

領域 生態社區的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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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域、生態社區的輔導。

同時採取滾動式管理，隨時檢討修正評估計畫適宜性

建立發展成為永續、人文、全民型的國家公園

資料來源：國家公園新視界P53~74、96、165（2011.05）

太魯閣國家公園
計畫公告：

1986年11月12日

成立時間：
1986年11月28日

計畫面積：
92,000公頃

1616

面積(公頃) 佔全區面積比例

生態保護區 61,240 66.57%

特別景觀區 21,690 23.57%

史蹟保存區 40 0.04%

一般管制區 8,750 9.51%

遊憩區 280 0.31%

行政區界行政區界

花蓮縣花蓮縣 秀林鄉秀林鄉

台中市台中市 和平區和平區

南投縣南投縣 仁愛鄉仁愛鄉

柒、西寶歷年培力計畫－輔導聚落產業轉型

一、園區低海拔生態旅遊遊程～同禮舊部落

二、園區中海拔生態旅遊遊程～西寶聚落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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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

三棧

富世

西寶

大禹嶺
同禮

洛韶

往
台
北

西寶聚落簡介
西寶聚落誕生在1957年東西橫貫公路開闢時，

海拔1000公尺，昔日是提供築路人生活蔬果重要
補給站；中橫公路通車後，因交通便利，是往來
東西部人們口中最容易到達的世外桃花源！

1986年底太魯閣國家公園成立，20餘年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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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年底太魯閣國家公園成立，20餘年來
西寶聚落仍舊沿襲往日以耕種為主的方式維持生
計。因長期以慣行農法耕種，土地與人身都遭受
化學肥料的戕害，生計產業與人心都亟需轉型與
改變！

森林小學

景觀綠肥有機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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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位地區特色：「國家公園友善產業」、「世外桃源、築路人之家」
「原民部落古道尋根之旅」、…。

2.連結社區與志工參與：當地戶數不多，運作生態旅遊動能不足，需連
結義工與社區居民共同參與，增加未來發展成功機會。

西寶社區培力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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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家公園內的農業應符合「環境友善」：有機無毒自然農法取代現有
慣行農法，輔導在地的農產與旅遊市場結合，於中橫據點（天祥
、太魯閣等）配合發展工藝文化、自然農夫市集等定期活動，增
加農戶收益與生活品質。

4.建立文化面的旅遊特殊性：表現「榮民」在本地區的特殊歷史文化意
涵，如部落地圖的概念、歷史故事、遷徙史等。在地民宿，或稱
「榮民之家」，提供體驗隱居生活者或高山步道活動者等服務。

5.凸顯核心生態資源：細部地區步道資源調查，尋找適合的主題物種引
入生態旅遊特質，引導本地成為步道體驗與戶外環境教育的中心

三、夥伴關係培力與生態旅遊

生態

好山好水 有
機
農
產

柒、西寶歷年培力計畫－
輔導聚落產業轉型

體制及

夥伴關係

建立

(環境)

生產
(經濟)

生活
(社會)

社區解說社區培力

1 社區讀書會

生態旅遊系統
1.服務系統軟硬體規劃、專家諮詢輔導

2.議定部落公約
3.公共服務系統，遊程規劃
4.解說員培訓與認證制度

5.旅遊地環境監測
6 建立生態旅遊服務平台及維運

四、社區發展生態旅遊培力系統

柒、西寶歷年培力計畫－
輔導聚落產業轉型

太魯閣
國家公園

1.社區讀書會
2.電影欣賞
3.電腦教學

培力
部落
客廳

環境
營造

志工

社區

E化網路

支持

產業文化培力系統
1.工藝培力、輔導產業轉型
2.部落音樂會、文化市集

3.部落文史採集、產業行銷

6.建立生態旅遊服務平台及維運

遊客
1.深度瞭解在地生活文化

2.生態旅遊體驗

服務

回饋

五、西寶聚落生態旅遊培力年度計畫

（一）94年度/太閣國家公園園區生態遊整體規劃研究
（二）95年度/西寶植物染研習班
（三）95～99年度/西寶國小環境教育中心

寒暑假全國學童研習營

柒、西寶歷年培力計畫－
輔導聚落產業轉型

（四）96年度/西寶景觀及建築規劃設計
（五）97年度/生態旅遊論壇與影片欣賞

/社區生態旅遊環境營造
（六）98年度/天祥至西寶地區生態旅遊遊程規劃
（七）99年度/西寶建物門廊及公共空間整體美化
（八）99～102年辦理『西寶及鄰近地區聚落產業轉型培力創新

經營與品質行銷行動計畫 』
（九）樂活西寶探索體驗、太魯閣勇氣young行青年工作坊活動

公
有 私有土地

1.慣行農法
2.有機農法
3.野生動物危害農作物
4.有機蔬食餐、民宿
5.環教、生態旅遊遊程
6.行銷特色品牌

西寶（松莊聚落）
保育政策保育政策

捌、西寶社區與跨域治理培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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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土
地

私有土地

國土

保育

認養

種植

原生

樹苗

太
管
處

農委會
農糧署

花蓮農改場

花蓮縣政府
秀林鄉公所

林
務
局

西寶國小
東華大學

水
土
保
持

農
業
技
術

產
銷
合
作

E
化
網
路

花蓮野鳥學會
台電中華電信

水源
土壤
管理

公共
空間
維護

社區
服務
志工

跨域治理
機關協調
資源整合

社區
協會

原民會
文建會
民意代表

社區公約
遊客守則



西寶培力夥伴關係的跨域協調

社區、NGO
企 業

跨域協調太魯閣國家公園

保育政策

捌、西寶社區與跨域治理培力合作

企 業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文
建
會

農
委
會

林務局
水保局

退
輔
會

花蓮農場

交
通
部

公路局

花
蓮
縣
政
府

秀林鄉公所

經
濟
部

礦物局

勞
委
會

職訓局

多方增取資源資源協調整合

環境美化～公共空間整理

捌、西寶社區與跨域治理培力合作

陽 光 西 寶

老舊門廊

整體美化後門廊

環境美化～冬季休耕期種植景觀綠肥

捌、西寶社區與跨域治理培力合作

元月份 二月份

元月份 三月份

三月份

社區
參與

捌、西寶社區與跨域治理培力合作

借用學校餐廳辦理座談

社區協會辦公室座談 田區現勘意見交流

民宿經營觀摩

拜會太管處

1.口述歷史調查

2.溝通座談

3.訪視、關懷

社區服務志工～

捌、西寶社區與跨域治理培力合作

協助重建部落文史 參與居民意見溝通

農忙期關懷定期溝通座談

社區服務志工～

4.田野訪視

5.教育訓練

6.國土復育～種樹、除草

捌、西寶社區與跨域治理培力合作

協助植樹、除草

田區巡視

資源調查
教育訓練



產業加值～

有機蔬食餐

捌、西寶社區與跨域治理培力合作

西寶之星

賀壽居士

合歡競豔
迴頭彎茄

十全十美有機蔬食餐

產業加值～

有機農產加工

DIY體驗活動

捌、西寶社區與跨域治理培力合作

解說志工認識西寶之旅

有機剝皮辣椒DIY

有機蔬果採鮮認識有機田區

產業加值～

樂活西寶探索
體驗活動

捌、西寶社區與跨域治理培力合作

社區體驗～特色餐飲

有機田區體驗-種苗

田區參觀～有機果樹

為應國家公園經營，土地永續使用與保育生態，兼顧園
區內居民生活，保育與經濟並進，建構有機生產環境，凝聚
社區意識，訂定期程與目標：

（一）短程目標（1 3年）：

玖、發展目標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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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程目標（1～3年）：

持續輔導當地居民產業轉型，從事有機農業生產與品

牌建立，提供產業轉型之相關協助與獎勵。

（二）中程目標（4～6年）：

擴大有機農業生產規模，協助友善環境建構，朝向符

合國家公園經營理念的土地經營方式，改善農地周邊

景觀及社區環境，營造園區多樣性的生態樣貌，建構

「有機生態村」。

一、太魯閣國家公園希望藉由西寶聚落產業培力轉

型，朝向符合生態保育與生計永續利用的方向

轉型 本範例未來可成為園區及周邊社區發展

拾、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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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本範例未來可成為園區及周邊社區發展

生態旅遊有利的典範。

二、建立國家公園與原住居民友善土地利用、生計

永續發展、互信、互利、共生與共榮的夥伴關

係，並活絡地方經濟。

簡報結束 敬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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