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育研究工作報告 

依照本次工作坊議題，將研究計畫的擬定與流程及相關之創新工

作整理說明，並摘要保育研究工作年度計畫介紹如下: 

 

一、委託案件的擬訂原則： 

國家公園保育研究工作由於牽涉許多專業領域的職能，因此需賴

專家學者的參與與協助，而研究計畫的擬定與執行更關係到後續保育

相關工作的推動與執行成效。為此本處非常重視研究計畫自計畫的擬

訂到成果執行的各個層面。委託案件係依據對歷年研究回顧及檢視的

結果與現況需要而訂。 

 

（一）歷年研究回顧及檢視：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針對民國74年至民國98年所完成的215

件保育研究計畫、55件企劃經理計畫、230件環境維護計畫、10件

解說教育計畫、24件遊憩服務計畫及9件建管計畫，進行審視與仔

細的檢討分析，從中瞭解本處整體研究計畫及經營管理工作的疏漏

與缺失，並尋得改進的具體方向，期望能對未來陽明山國家公園整

體保育及經營管理工作做最佳、最適當的設計與規劃。 

因此，本處從歷年研究回顧及檢視中發現：（一）應利用國家

公園計畫通盤檢討的時機，重行檢視國家公園設置的成效，並納入

國家公園計畫第3次通盤檢討執行；（二）每年應自行持續性回顧歷

年的研究、相關資料與學者專家建議，仔細反省、確認缺乏或不足

之處，俾利擬定短中長期保育研究及經營管理計畫之參考；（三）

確實參考「國家公園中長程保育政策及成效評估機制之建立」研究

報告書之內容；（四）各課室應去除本位，以管理處整體為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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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時時思考國家公園的核心價值與願景；（五）應有整合型計

畫，請1位具有整體視野的主持人，邀集3到5位專家學者共同執行

本處重要計畫；（六）研擬推動國家公園環境教育中心；（七）交通

及遊憩系統整合—步道、人車分道及自行車道分級；（八）竹子湖

地區環境改造及入口意象整體規劃；（九）應建立數位環境教育資

源整合平台；（十）應加強建築管理與園區建物美化；（十一）辦理

資訊倉儲管理與整合GIS應用等，為本處現階段最需推動之方向。 

   本處除依據上述十二項反省及方向外，也進一步審視『陽

明山國家公園歷年保育研究檢討暨保育研究近長程計畫』（民國85

年）、『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育研究計畫檢討與展望』（民國94年）、『

陽明山國家公園中長期發展計畫(98年至105年)』（民國97年）、『陽

明山國家公園管理處99年度重要工作報告』（民國98年）及『陽明

山國家公園管理處100年度重要工作報告』（民國99年）等重要資料

，以做為保育研究與經營管理需求計畫擬訂時之參考依據。  

另外，特別針對本處歷年保育研究報告進行回顧檢討，發現在

自然與人文資源調查研究這區塊，我們應加強努力的方向有：1.本

處以區域整合及學門整合方式辦理研究調查及監測工作仍需持續

進行。2.確實配合自然資料庫繼續進行基礎資料之建置。3.持續進

行地質地形、動植物資源及人文史蹟之資源保育計畫與監測工作。

而陽明山國家公園係以火山地質為特色，為環境保育與維護應長期

進行火山地質監測計畫。4.執行推動全球環境變遷之影響、生物多

樣性計畫及棲地零碎化保育工作。5.加強人文資料檔案文獻之蒐集

。 

（二）即時納入現況資訊 

當年度的環境政策、狀況及資源變化亦即時納入為計畫擬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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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使案件能立即反應解決環境議題，並與國際保育潮流緊密接

軌。 

圖一、委辦案辦理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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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辦案辦理流程 

本處委辦案之辦理流程如圖一，由各課室擬訂計畫項目與計

畫內容，交由保育課彙整後辦理「陽明山國家公園先期審議處內

會議」，本處各課室人員共同討論，案件修正、通過後，再邀請

專家學者進行「陽明山國家公園先期審議會議」，廣納各方意見

，透過專家學者對國內相關研究工作的瞭解，提供本處訊息，以

與其他研究單位之研究計畫區隔，不但節省公帑並達到研究資源

共享，縮短研究期程的目的。審核後修正計畫方向或內容。提送

營建署先期審議會議，通過後據以執行。 

 

三、執行中之保育計畫簡介 

（一）陽明山國家公園陽金公路以東地區資源調查(含脊椎動物，無

脊椎動物，植物，水系水文及汙染現況之調查等)  

以區域或工作整合方式辦理研究及監測工作，並以學門間

整合方式，由不同領域之專家進行全園區基礎資料之建置與更

新。以期完成陽明山國家公園陽金公路以東地區之動、植物與

人文及水文等資源調查，並將資料建置於陽明山國家公園自然

資料庫內，做為資源保育與經營管理之用。 

本計劃增加之數位化資料，如調查物種之分類、資料、特

徵、分布資料、地理分布圖、生態照片，以及人文、水文資料

等，以供生態教育推廣使用。 

（二）陽明山國家公園桫欏科植物植群生態之研究 

受華盛頓公約保護的筆筒樹，祖先始自中生代侏儸紀，在

台灣擁有高密度族群量，並以台灣北部為中心向鄰近地區輻射

分布，是研究生物地理學、植物演化重要的樹蕨類植物。惟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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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山區近來陸續發現植株枯死現象，有學者提出疑似受氣候變

遷及病害造成筆筒樹族群面臨生存威脅。本處除在苗圃栽種筆

筒樹幼苗進行保種，為深入瞭解筆筒樹生物學特性及罹病原因，

亦於99-100年度辦理「陽明山國家公園桫欏科植物植群生態(及

病理)之研究」，初步成果：  

（1）完成陽明山地區筆筒樹分布圖，利用正射影像標繪4萬多

棵筆筒樹立木。 

（2）棲地偏好分析，顯示筆筒樹偏好分布於陽明山海拔200-800

公尺、中度坡率、平坦地、北向及東北向與溪谷地帶。 

（3）由筆筒樹各斷面切片培養出多種病菌，是否為單一病菌危

害造成死亡仍需接種試驗；亦不排除受到環境改變使筆筒

樹樹勢衰弱而易於得病。 

 

（三）陽明山國家公園大屯火山群環境監測計畫 

整合大屯火山群及特別景觀區之各種地質監測計畫，工作

內容如下： 

1.火山土壤氣體及地球化學成份變化監測。 

2.微震及地表地殼變形監測。 

3.大地電磁法監測（深部地層之火山活動及構造）。 

4.地溫監測（噴氣孔之溫度監測及展示）。 

5.土石流潛勢區位移監測（火山地震或颱風暴雨後，土石

流、山崩及地滑等現象之監測）。 

對陽明山國家公園大屯火山群火山活動及相關地質現象進

行長期調查與監測。期望配合各項監測系統之建立，對本園區

火山地下結構及變化有深入認識，並提供火山噴發之預警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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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陽明山地區常民（民俗）文化調查 

彙整並分析陽明山國家公園歷年與民俗相關之研究資料，

統合本區民俗文化之現況與過去之研究成果，提供本園區民俗

文化後續調查之參考。以陽明山地區信仰祭典為基點，對民間

信仰、節慶活動及民俗有關文物進行調查，探究陽明山地區常

民生活之現象，提昇民俗文化之能量。探析陽明山地區的民俗

文化與國家公園要素之關聯。提出陽明山地區民俗文化具特殊

性及具發展解說或活動之潛力點，提供本處後續推廣生態旅遊

之參考。 

（五）陽明山國家公園古氣候之調查 

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內的火山口、湖泊、其他代表性及

重要地點，鑽取好的標(樣)本，從古花粉調查及其他技術方法

，並配合野外實地勘查，來探討研究陽明山國家公園昔日的古

氣候、古植被…等，重現千百年前環境。並與現在植被分布作

詳細之比較分析，期望整合自然與人文，將古代人類的活動（

考古…）等，亦納入結果之判讀。 

（六）陽明山國家公園之蝶類物候、資源調查與監測 

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對特定環境進行蝶類與大型蛾類資源

普查，特別對外觀相似之小型蝶種進行詳細鑑定，以期能建立

完整名錄及蝶種物候資料，並將調查記錄結合衛星影像、建立

GIS相關資料，做為未來國家公園昆蟲資源及其植被環境相關經

營管理之參考，以及作為生態教育推廣的資料。此外，將選取

代表性區域劃設樣區進行蝶類發生物候調查並找出具代表性的

蝶類群聚指標物種，作為未來生態教育運用與環境監測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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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陽明山國家公園包蘀矢竹物候及採筍效應之研究 

包籜矢竹大多分布於本區域內，88~89年發生大面積開花現

象，開花後矢竹植株枯死，由種子萌發的竹苗進行更新，96年

初步觀察發現新生竹叢之棲地邊緣已遭白背芒占據。98-99年度

辦理「陽明山國家公園包籜矢竹及採筍效應之研究」，期了解包

籜矢竹生態、自然與人為干擾的影響，並進行環境因子監測，

成果如下： 

1.相較於稜線，溪谷的竹稈數密度較低、竹稈數量較少、平均

高度較高、直徑較大、硬度較低。 

2.為資源永續利用及經營，向風坡的矢竹林應避免任何形式之

人為干擾，以有效保護包籜矢竹的族群結構，避免矢竹草原

生態系統的消失。 

3.長期採收竹筍對於溪谷包籜矢竹族群沒有顯著影響，但會降

低稜線上的竹筍產量。 

（八）夢幻湖台灣水韭原棲地保育監測及維護工作 

以保育台灣水韭為目的，針對氣象、水質、地文進行夢幻

湖各項環境因子之監測工作，並處理池底裂隙，防止滲漏，進

行水韭區外復育管理與環境監測並進行環境教育推廣工作等，

並將與園區居民及學校建立良好夥伴關係之實施計畫，亦納入

本年度重點工作。 

（九）進行長期動物生態廊道監測工作 

為保護園區小動物免受車撞，減少路殺（road kill）情形

，本處於陽金公路及百拉卡公路設有動物穿越廊道，持續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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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工作，並將即時影像與精彩畫面展示於遊客中心，灌輸遊

客正面之動物保護觀念。 

 

（十）委託研究生案件 

為推動保育研究工作，提攜後進，為保育工作培育人才鼓

勵研究生參與國家公園之相關研究工作。 

1.99年度(第一次)研究生研究計畫計2位申請者申請通過。 研

究期程均自99年3月17日至100年6月30日，計畫名稱分別為 

(1)「陽明山國家公園『共有資源』管理機制之研究」文化大

學地學所范佐東執行，探討共有資源治理中的保育與發展整

合議題，以及不同關係權益人間的利益分歧，以闡明地區經

濟、社會政治因素對集體行動的影響及互動。 (2)「陽明山

國家公園土壤厚度與土體含水量之研究」文化大學地學所林

俊宏執行，檢測園區土壤及土體含水量，建立土壤性質和土

壤含水量之分布圖，提高本處對土體環境的掌握。 

 2.99年度(第二次)研究生研究計畫僅1位申請者申請通過，計

畫名稱為(1)「陽明山國家公園入侵種植物的調查與監測」文

化大學景觀所王姿婷執行，調查陽明山7種主要外來入侵植物

生長區域，監測季節性變化，做為園區經營管理參考。 

 

（十一）與環境資訊協會合辦生態工作假期 

為推廣保育觀念、處理外來種生態危機，與環境資訊協會自

94年起開始合辦「Eco Working Holiday陽明山生態工作假期暨

志工服務及解說培訓計畫」，於二子坪及雍來礦場跡地進行外

來種植物移除暨環境監測，移除大量李氏禾、苦草、水蘊草

 8



等外來植物，清除之外來植物採取自然堆肥方式處理，除提

供原生樹種天然養分，同時達成棲地復舊目標。98、99年度

已有518人次參與。 

（十二）與中國文化大學共同合作執行大屯山區降雨密集觀測系統 

已於本園區之小油坑管理站、金山陽金公路界碑附近、

鹿角坑、磺嘴山生態保護區、竹篙山及萬溪產業道路旁瓷土

採礦區入口附近等6處地點設置雨量筒，供長期觀測降雨資訊

。長期雨量變化可供本處各種委託案監測比對使用，進行在

地資料之蒐集以為環境變遷監測之用。 

（十三）遊客滿意度問卷調查 

為了提升本處為民服務的品質，了解遊客進入本處園區

的服務導向，本處完成98年度遊客滿意度問卷調查報告，並

持續辦理99年度遊客滿意度問卷調查工作，.第1季遊客滿意

度問卷調查共計收回1587份問卷，99年配合性別主流化增加

調查項目並進行性別間之差異分析，其中男性與女性的問卷

調查比率為45.4：54.6，滿意度結果分析如下，解說設施平

均達98.8%、公共設施平均達98.1%、遊客服務平均達99.3%

、心理體驗平均達97.0%。第2季遊客滿意度問卷調查共計收

回1477份問卷，性別主流化增加調查項目並進行性別間之差

異分析，其中男性與女性的問卷調查比率為44：56，滿意度

結果分析如下，解說設施平均達98.5%、公共設施平均達97.9%

、遊客服務平均達99.4%、心理體驗平均達95.5%。第3季遊客

滿意度問卷調查共計收回1563份問卷，性別主流化增加調查

項目並進行性別間之差異分析，其中男性與女性的問卷調查

比率為45：55，滿意度結果分析如下，解說設施平均達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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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平均達97.6%、遊客服務平均達99.4%、心理體驗

平均達95.6%。 

 

四、創新作法 

保育研究工作須從紮根做起，在研究團隊合作、保育理念宣

導各方面，皆有所改變創新。 

（一）思維上的創新 

心靈上求新，大人不失其赤子之心，常保心靈的年輕，以接

受新的觀念、事務與科技。並保有健康、年輕的身心是進步的動

力。 

（二）推動整合型計畫 

基於園區屬大屯火山群彙，具獨特生態系統，各項動植物與

生態環境因子環環相扣，必要進行整合型研究計畫，於98年起推

動整合型委託辦理案，由多位專家學者共同執行研究工作，以團

隊之合作及腦力激盪，進行研究工作之方向調整及研究資源整合

，以較少的經費取得較佳的研究成果。 

自98年起推動整合型委辦案：「大屯火山群環境監測計畫」，

整合(a)微震及地殼變形監測(b)火山氣體監測(c)大地電磁法監

測(d)地溫監測4項火山監測工作。99年度除繼續推動「陽明山國

家公園大屯火山群監測工作」及並由涵蓋自然生態、人文等不同

領域之專家共同執行「陽明山國家公園陽金公路以東地區資源調

查（含脊椎動物、無脊椎動物、植物、水系水文及污染現況之調

查等）」。 

（三）保育研究成果的活化與利用 

1.於研究計畫合約規定，請受託單位提供重點解說文稿素材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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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供本處改寫為通俗文稿。 

2.展示研究計畫之高科技儀器設備或作螢幕展示，將研究與環境

教育結合，讓民眾透過視覺效果，獲得深刻的印象。如火山監

測及動物廊道之即時資訊與影像。 

3. 每年3月舉辦前年度保育研究成果發表會，邀請園區中小學校

長、教師、村里社區居民、NGO團體及本處同仁、解說志工參

加。98年共執行10件委託研究暨保育計畫，包括4件委託研究

案、6件委託調查計畫案。 

（四）運用ICT的行動創新 

為持續推動自然資料庫之建置與運用，落實資料數位建檔之

工作目標，野外工作隨時攜帶GPS將相關工作書面資料、巡查路

線、攝影資料與資料庫結合。 

（五）主動式的保育宣導 

1.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育研究成果大眾講座    

化被動為主動，以積極態度將大台北地區民眾視為推動保育

宣導對象，跨出國家公園進入社區辦理大眾演講，積極推動保育

宣導。演講內容涵蓋地質、人文、動植物與氣候變遷、與環境教

育課題，與民眾共同分享專家學者研究之精華。讓民眾與專家學

者能面對面互動，達到宣導保育理念之目的。 

99年在台北市立圖書館總館、陽明山菁山自然中心、台北市

立圖書館西湖分館辦理，共辦理18場「走過4分之1世紀的腳印」

系列講座。4~6月與台北市立圖書館總館合辦6場，參加人數共有

746人次。7~9月於菁山自然中心舉辦6場，參加人數共有468人次

。10~12月於臺北市立圖書館西湖分館辦理6場大眾講座，正辦理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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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舉辦「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小學一日保育志工體驗之旅」活動 

為推廣生態保育理念，落實深根教育，針對園區學童舉辦此

活動，內容包括：至夢幻湖關心棲地監測計畫、到菁山自然中心

了解本處保育研究工作環境及內容、參觀野生動物標本館、了解

生態廊道之工作與重要性等，並協助移除天溪園、夢幻湖周邊巴

西水竹葉外來種植物。 

配合活動編印活動手冊，以加強師生學習印象，瞭解保育工

作內涵，對於國家公園保育研究及生態理念有更深一層的認識與

關懷，凝聚夥伴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