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園

祕徑太魯閣／葉展瑋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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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政策說明

務連結情形，及思考跨域加值與地方共榮發展
等課題，以研擬財務改善方案，全案將於 104

「國家公園」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生

年 4 月完成。

物多樣性及史蹟，並提供國民育樂及研究而劃設之

（四）督導墾丁、陽明山及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研提

區域。臺灣自1972年制定「國家公園法」之後，相

墾丁等 3 個國家公園整體發展計畫及財務創新

繼成立墾丁、玉山、陽明山、太魯閣、雪霸、金

方案，期於國家公園整體財政狀況下，思考國

門、東沙環礁、台江及澎湖南方四島等共計9座國

家公園財務改善方向，本案已於 103 年 10 月

家公園及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為有效執行國家公園

陳報行政院核定中。

經營管理之任務，於內政部轄下成立國家公園管理
處，以維護國家資產。

二、國際交流與人才培育
（一）103 年 11 月 11-20 日派員赴澳洲參加「國際自

貳、執行成果

然保育聯盟第 6 屆世界公園大會」；103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15 日派員赴美國國家公園哈

一、國家公園、都會公園多元化經營管理

伯斯菲利中心參加國家公園人才培訓。

（一）海洋資源的維護與保育，是當前國際上的重

（二）配合環境教育法之實施，本署公園組、壽山

要趨勢，也是我國永續發展政策的重要方向。

處、高雄及臺中都會公園計 12 名通過環境教

澎湖南方四島及周邊海域擁有豐富的海洋資

育人員認證。

源與建全的珊瑚礁生態系，同時具備特殊的
玄武岩地質景觀與橫渡黑水溝的重要人文歷
史紀錄，爰報奉行政院 103 年 3 月 10 日院臺
建字第 1030010925 號函核定澎湖南方四島國
家公園計畫，本部並於 103 年 6 月 8 日公告，
及於 103 年 10 月 18 日揭牌運作，成為臺灣第
9 座國家公園，同時也是第 2 座海洋型國家公
園，代表我國對海洋資源永續與保護的重視。
（二）本署於 103 年度辦理國家公園計畫規劃作業手
冊（含書圖製作要點及通檢要點）計畫專業服
務案，擬藉由訂定國家（自然）公園計畫之
研擬及通檢完整標準作業流程、規範完備之民
眾參與程序，統一計畫過程中需整備資料等
內容，提供國家（自然）公園計畫業務同仁
參考運用，提升規劃品質。全案將於 104 年 5

太魯閣合歡山東峰／王嘉新攝

月完成。
（三）本署於 103 年度辦理「國家公園整體發展願景

三、國家公園解說教育宣導

與經營管理策略之研究專業服務案」，係因應

（一）「國家公園」季刊，4 期，每期發行量 3,000 本，

中央政府組織調整之變革、全球環境之變遷

並發行電子雜誌；亦發行 1 年 2 期之國家公園

及國家公園整體發展需要，而為國家公園下一

學報。辦理「國家公園環境教育教案實踐計

階段整體施政願景目標及業務推動提出方針，

畫」，出版「墾丁奇幻漂流記」及「鮭寶魚兒

並檢討國家公園署成立後與其他機關橫向業

的願望」等 2 本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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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閱臺灣國家公園」影片榮獲第７屆葡萄牙國
103年國家公園週創新遊憩系列活動記者會

（二）墾丁、玉山、陽明山、太魯閣、雪霸、台江及
金門等 7 處國家公園及臺中、高雄等 2 處都會
公園通過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
（三）國家公園解說與保育資料庫整合

際觀光影展最佳亞洲影片獎

助作業，提升整體入山入園的申請作業。
（四）「飛閱臺灣國家公園」影片，103 年報名參
加 第 7 屆 葡 萄 牙 國 際 觀 光 影 展（ART&TUR
2014）榮獲最佳亞洲影片獎最高殊榮。

1. 辦理「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地理資訊系統資

（五）辦理「103 年度國家公園週創新遊憩系列活

料庫建置計畫（6）」，利用 GIS 完成國家

動」，規劃 38 條健走路線及 22 個創新遊憩活

公園內 800 種脊椎動物、350 種蝴蝶、3,000

動，吸引民眾親近國家公園。

種維管束植物及 1,050 種海域生物資料的分

（六）辦理「內政部營建署補（捐）助民間團體辦

布資料庫，亦建置以上生物類群之國家公園

理國家公園夥伴關係及資源保育監測推動計

名錄與物種知識庫內容及展示平臺。

畫」，103 年度共核定 18 案，核定補助金額

2. 辦理「臺灣國家公園電子報發行及中英文入

共計 212 萬 5,035 元。

口網站系統維運專案」，國家公園主題網為

（七）督導辦理 103 年度內政部服務品質獎（第一線

臺灣 9 座國家公園的入口網站，截至目前中

服務機關）書面初評及輔導台管處及海管處參

英文網站總瀏覽量達 419 萬 7,000 人次，訪

加第 7 屆政府服務品質獎參獎作業。

客造訪數達 191 萬 5,000 人次，電子報訂戶
達 8,357 人次。
3. 國家公園數位典藏網站至今已收錄 60 餘件之

四、為因應組織改造國家公園署成立，辦理國
家公園署推動相關事務

歷史事件及逾 5,000 筆的文物資料，透過人

（一）101 年 5 月 16 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1 會期司法

物影音專訪、虛擬博物館及地理資訊系統建

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2 次聯

置等，累計瀏覽量約 63 萬人次。

席會議審議環境資源部及所屬組織法案，各案

4. 辦理「國家公園入園入山線上整合系統擴充
建置」案，透過系統的資訊整合與自動化輔

名稱及條文均已宣讀完畢，另續逐條審查。
（二）配合政府組織再造，加強移撥同仁之技術專長轉
換訓練，103 年度賡續辦理「國家公園 環境維護
教育訓練」及「國家公園企劃經理教育訓練」。

五、建置「智慧國家公園ICT創新應用服務系統
資料庫」
（一）建立國家公園共通平台資料庫，採用分散式資
料管理架構，提供本署國家公園組及各管理處
（站）透過標準進行資料交換分享以及網路應
用服務，降低各管理處（站）之資料維護管理
成本，並且有效協助各處（站）應用系統發展
墾丁船帆石／黃恆裕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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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國家公園

（二）開發國家公園 ICT 應用服務系統：將 ICT 系

（二）本計畫內容包含：緣起、計畫目標、計畫範圍、

統結合各式創意技術，以多元化、活潑生動

現況說明及短期計畫（1~3 年）、中期計畫及

的方式，將國家公園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人

計畫區域（4~5 年）、願景與預期改善效益等。

文歷史、自然環境、多媒體、解說資料、活

（三）配合前述計畫期程於 103 年度選擇具有設置無

動及景點資訊等資源，有效的發揮觀光導覽、

障礙設施潛力之區域，提出設置無障礙設施計

教育解說以及生態研究等各領域之加值效益。

畫，將環境無障礙列為設計目標；並籌畫從

並配合第四代電子化政府「open data」概念進

104 年起每年提供 1 條國家公園無障礙步道，

行，朝向規劃資料供應介面，提供民眾方便迅

預計於 108 年全數完成，屆時將能提供長達

速獲取國家公園資料的管道。

10 公里以上之優質賞景步道。

六、國家公園公共設施節能減碳計畫

參、未來展望

（一）推動國家公園公共設施節能計畫逐步完成國家

一、落實國家公園定位策略，持續推動國家公園法修

公園公共設施之節能減碳目標，使公共設施生

法業務，並依行政院核定之「101 年至 104 年國

命週期能兼顧環境保護、利用替代能源及保護

家公園中程計畫」及國家公園計畫，持續推動

水資源，俾利與環境共生共榮。

「健全國家公園保育體系」、「環境教育深化及

（二）訂定適用於臺灣 8 座國家公園及 1 座壽山國家

生態知識平台建構」、「夥伴關係建立及世界接

自然公園籌備處之公共設施節能減碳指標與

軌」及「國家公園組織效能提升」等重點計畫。

規範，並建立適用於不同類型國家公園之碳排

二、持續辦理國家公園計畫通盤檢討及計畫委員會審

計算程式，藉由試算新建、整建或維護工程所

議業務，並加強與園區內居民之協調溝通，以兼

造成之碳排量，作為規劃設計時材料選擇之參

顧國家公園環境保育宗旨與 ( 原 ) 住民合作夥伴

考方向。

關係之建立。
三、持續推動國家公園及國家自然公園環境教育事

七、各國家公園整體改善無障礙環境計畫

宜。

（一）為因應臺灣高齡化及身心障礙者之需求，在不

四、藉由國家公園資料庫之建立及數位典藏，逐步建

違反國家公園設立宗旨前提下，逐步進行無障

構國家公園數位典藏之資料管理、檢索、推廣及

礙改善計畫，除於規劃設計時考量身心障礙

網路展示教育架構，建立我國國家公園資源網

者、老人、孕婦、兒童及暫時意外受傷等不同

路，並快速與其他單位甚或國際組織共同合作互

族群之需求外，亦兼顧保護自然、景觀、生態

相交流。

體系等因素，讓更多不同需求的人皆可親近國
家公園之自然環境，並使生態永續不受破壞。

太魯閣合歡山／徐肇男攝

五、推動「國家公園公共設施節能減碳計畫」及「各
國家公園整體改善無障礙環境計畫」。

陽明山國家公園／邱男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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