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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無 置疑是一個綠色的世紀， 著地球人口不斷

的增加，暖化現象日趨嚴重，環境保護議題益受重

視，地球的資源也越來越顯珍貴，而國家公 在此相關議題中

明顯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 她 有臺灣最珍稀的自然資源與最

多樣的物種，有最完整的自然生態體系，也是最好的原始基因

庫 除了欣賞她的美，如何與時俱進，結合科技，為後 子孫

留下世世 永續美好的環境，將是我們最高的任務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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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政策說明

國家公 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

生物多樣性及史蹟，並提供國民育樂及研究而劃設

之區域 臺灣自1972年制定 國家公 法 之後，

相繼成立墾丁 玉山 陽明山 太魯閣 雪霸 金

門 東沙環礁與台 共計8座國家公 ；為有效執行

國家公 經營管理之任務，於內政部轄下成立國家

公 管理處，以維護國家資產

貳、執行成果

一 國家公 都會公 多元化經營管理

一 國家公 法修法進度

1.辦理全面修法進度：國家公 法修正案立法院

第7 第5會期內政委員會於99年5月31日完成

初審，全文44條計通過23條，保留21條 保留

條文中，涉及原住民族權益部分及保育課題部

分，其主張與當地 民利益相左，未來與當地

住 民強化夥伴關係並於立法院朝野協商戮力

溝通，以為國土保安及及生態保育政策推動

2.修訂國家自然公 法源：於99年12月8日總統公

國家公 法修正案，修訂國家公 法第6條

第8條及增訂第27之1條，將國家公 分級分

類，增加 國家自然公 分類，賦予國家自

然公 的法源依據

二 推動國家 自然 公 成立辦理進度

1.完成 壽山國家自然公

可行性評估及範圍劃設

說明書 草案 推動

壽山國家自然公 計畫

書 圖 草案 ，並

請行政院核定中，以推動

我國第1座國家自然公

2. 澎湖南方四島海洋國家公 可行性評估及範

圍劃設說明書 草案 及 北方三島海洋

國家公 可行性評估及範圍劃設說明書 草

案 經內政部國家公 計畫委員會議審議通

過，賡續辦理提 行政院核定等事宜，俾以為

後續研擬國家公 計畫書圖作業之依據，促進我

國國家公 之生態保護及環境資源永續經營

3.進行高美濕地資源調查，並召開多次諮詢會議

整合民意後，完成 高美濕地劃入台 國家公

可行性評估 告 ， 內政部國家公 計畫

委員會組成專案小組進行審查， 極推動濕地

生態之保育

三 為保護臺灣高山地區生態廊道之完整性及一

致性，依據行政院核定之 97年至100年國家

公 中程計畫 ，辦理中央山脈生態廊道環

境資源調查：99年7月完成 能高山區生態旅

遊資源永續經營之調查及規劃案 99年11月

完成 關山區生態旅遊資源永續經營之調查及

規劃案 ； 丹大山區自然及人文環境資源調

查案 及 大武山區自然及人文環境資源調查

案 持續辦理中，預計100年3月31日前完成

四 內政部於98年10月29日訂定 國家公

區域內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基

準 ，99年度墾丁 玉山 太魯閣及雪霸等

國家公 管理處均 設置管理會，並依規定

召開會議，確實落實國家公 之共管機制

二 國際保育宣導與技術交流

一 99年9月8日至9月18日與財團法人希望基金會

共同主辦2009 比利時 列肯堡國際健走40

週年主題國--臺灣 宣傳活動，以國家公

為主軸，宣揚我國保育理念與成果

二 完成第14 海峽兩岸國家公 暨保護區研討

舊城東門綿延的城牆 國定古蹟
攝影‧康村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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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方來台進行交流參訪；

以及完成第15 海峽兩岸國家

公 暨保護區研討會，我方赴浙

參訪交流

三 完成南非開普敦生態交流計畫，

開普敦 政府總務主任陪同1名學

員來台，拜會本署及各相關單位，

於陽明山及墾丁國家公 管理處進

行為期6週課程

三 國家公 解說教育宣導

一 國家公 季刊每期出刊3,000冊，中英對

照，99年度獲頒 第二 國家出版獎―優良

政府出版品評選 入選獎，從61個機關所薦

送695種政府出版品中脫 而出

二 完成改版製作8個國家公 中 英 日文版

之簡 5,000本與摺頁14,000份；完成壽山國

家自然公 簡 及摺頁中英文版計8,000份，

以宣導壽山之美； 行國家公 學 4期計

2,080份；完成 我們共同的未來－國家公

DVD影片攝製案2,000片； 國家公 -生

態探索 國際媒體宣導委託案2,000片

三 辦理 國家公 菁英願景座談會 ，參加人

員以國家公 組暨各管理處課 站及室一級

主管為主，共81人參與

四 辦理2010活力根基－國家公 新進人員培訓

課程，增進國家公 新進人員對國家公 資

源 法規 專業知識等認知，辦理2梯次，共

118人參與

五 辦理國家公 永續論壇，以世界咖啡館的形

式辦理，於99年8月28日至99年10月17日假

北 中 南 東及離島辦理計6場桌長培訓，

共培訓165人次；另於99年10月2日至99年11

月23日假北 中 南 東及離島辦理計6場分

區世界咖啡館論壇，約354人次參與，辦理效

益包含：使參與者感到實質的溝通過程 打

破以往彼此的刻板 象 教育訓練的肯定

抒 管理處同仁自 論點的機會，特別是對

機關業務及行政，內部價值的差異

六 國家公 文物數位典藏(第1期)計畫完成2161

筆國家公 文物數位典藏資料 52位人物專

訪影片製作及購置400分鐘歷史新聞資料；

99至100年(第2期)計畫持續數位化文物(約

180,000MB) 10位人物專訪並增購320分鐘歷

史影音資料，並建置於 臺灣國家公 百年

風華 網站(http://npda.cpami.gov.tw) 建置完

成生物多樣性地理資訊系統共5,086筆資料

七 完成臺灣第一座國家自然公 全民命名活動

及Logo 標準 體徵選活動

四 建國100年活動宣導

一 98-100年國家公 系列活動 起跑記者

會，原訂於98年8月下旬舉辦，但因8月8日莫

拉克颱風重創南台灣，配合 災人力的投入

並考量社會觀感，延至99年2月5日假台北

青少年育樂中心 Y17 5樓流行廣場舉辦

二 辦理四季馬拉松賽：依春季3月14日墾丁國家

公 夏季8月7日陽明山國家公 秋季10

月9日金門國家公 冬季11月6日太魯閣國

家公 之 序辦理

三 峰造極：自民國99年3月6日起至100年9月

10日止，遊客自行選擇攀 所列國家公

內9座山峰 墾丁國家公 ：南仁山；玉山

國家公 ：玉山主峰；雪霸國家公 ：雪山

主峰 大霸尖山；太魯閣國家公 ：奇萊北

峰 南湖主峰 合歡東峰；陽明山國家公 ：

七星山；金門國家公 ：太武山 之七 峰，

預定100年10月10日舉辦大會師活動

四 永續國家公 國

家公 護者 2冊專書於99年

11月出版，記錄國家公 展史

中，影響深遠的人物及事件

國家公園新進人員培訓課程│
國家公園永續論壇

五 國家公 公共設施節能減碳計畫

一 國家公 內基於維護環境 保育研究 生態

教育推廣與協 國民體驗自然環境等任務

下，不免於外的設置部分公共設施，公共設

施之建置 使用也往往是資源使用 耗能與

溫室氣體排放之主要來源之一，遂推動國家

公 公共設施節能計畫逐步完成國家公 公

共設施之節能減碳目標，使公共設施生命週

期能兼顧環境保護 利用替 能源及保護水

資源，俾利與環境共生共榮

二 99年度藉 節能減碳輔導團委託專業服務，

協 辦理陽明山國家公 公共設施節能減碳

個案潛力調查 各國家公 公共設施書面審

查 實勘 建議國家公 公共設施節能減碳

政策方向 評估標準及採用技術 教育訓練

等，以建立各國家公 節能減碳推動方向及

模式，使公共設施生命週期能兼顧環境保

護 利用替 能源及保護水資源，俾利與環

境共生共榮 另透過國家公 節能減碳計畫

推動教育訓練，增進國家公 從業同仁間經

驗交流及對節能減碳之瞭解與重視

六 各國家公 整體改善無障礙環境計畫

一 為因應臺灣高齡化及身心障礙者之需求，希望藉

自然休閒增進行動不便者生活品質，針對國

家公 內之無障礙設計進行檢視計畫，逐步進

行無障礙改善計畫 在不違反國家公 設立宗

旨前提下，規劃設計時除需考量身心障礙者

老人 孕婦 兒童及暫時意外受傷等不同族群

之需求外，亦需兼顧保護自然 景觀 生態體

系等因素，讓更多不同需求的人皆可親近國家

公 之自然環境，並使生態永續不受破壞

二 本計畫內容包含：緣起 計畫目標 計畫範

圍 現況說明及短期計畫(1~3年) 中期計畫及

計畫區域(4~5年) 願景與預期改善效益等

七 都會公 開 計畫－衛武營都會公 開

一 衛武營都會公 係將原衛武營營區之改

建，全區面 計約65公 ，其中46公 做為

都會公 建設範圍，並規劃10公 商業區予

以標售籌措經費，爰 本署先行編列開 經

費新台幣7.5億元委託高雄縣政府執行，並俟

都會公 建設 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及

高雄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闢建完成后方進行土

地標售歸墊國庫

二 本都會公 開 建設 含先期作業 規劃設

計及工程施做 自96年起執行，迄至99年4月

24日 行政院吳敦義院長及高雄縣楊秋興縣

長共同主持開 典禮正式啟用

三 衛武營都會公 完成後，具有生活 生態

防災 經濟 社會及教育效益

參、未來展望

一 落實國家公 定位策略，持續推動國家公 法全

面修法業務，並依行政院核定之 97年至100年

國家公 中程計畫 及國家公 計畫，持續推動

健全國家公 保育體系 環境教育深化及

生態知識平台建構 夥伴關係建立及世界接

軌 及 國家公 組 效能提昇 等重點計畫

二 持續辦理國家公 計畫通盤檢討及計畫委員會

審議業務，並加強與 區內 民之協調溝通，

以兼顧國家公 環境保育宗旨與(原)住民合作夥

伴關係之建立

三 持續推動壽山國家自然公 成立及環境教育事宜

四 持續應用世界咖啡館會議模式於國家公 相關

教育訓練及溝通協調會議中，以集結各界腦力

激盪，產出創意好點子，並與鄰近社區建立良

好溝通管道，建立和諧之夥伴關係

五 藉 國家公 資料庫之建立及數化典藏，逐步

建構國家公 數位典藏之資料管理 檢索 推

廣及網路展示教育架構，建立我國國家公 資

源網路，並快速與其他單位甚或國際組 共同

合作互相交流

六 推動 國家公 公共設施節能計畫 及 各國

家公 整體改善無障礙環境計畫

衛武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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