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移除外來種生態假期活動
2.青少年生態探索營│攝影‧崔學皓
3.單車節活動│攝影‧張榮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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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橫50感 音樂會

2010太魯閣峽谷馬拉松鳴槍起跑

辦理8 委託研究與監測調查計畫，含2件委

託研究案，6件委託辦理案(其中包含3件跨年

度委託辦理案)

十六 辦理98年保育研究成果 表會；並舉辦18場

保育研究成果大眾講座 系列演講，計約

1,520人次參與，宣導國家公 的保育理念

十七 99年度本處與NGO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合辦生

態工作假期，於二子坪 雍來濕地執行外來

種植物移除工作，共計辦理12梯次活動，計

219人次參與

十八 本處同仁參與外來種移除活動，共計辦理4梯

次，共計84人次參與，移除鹿角坑生態保護

區及天溪 生態教育中心之非洲鳳仙花 巴

西水竹葉及大花咸豐草等外來種植物

十九 生態廊道的監測計畫，本處設置二處生態廊道

(5個涵洞，遊客中心陽金公路段2個，百拉卡

公路段3個)，監測工作一直持續進行，到目前

為止 紀錄18種脊椎動物，6千多隻次的動物

穿越廊道，在設生態廊道處之路段上有效減少

35%死亡率

參、未來展望

國家公 是生態保育的實踐者，負有保育 遊

憩及學術研究等任務，除了生態保育外，也是服務

事業，在以 生態永續‧服務有趣 的核心價值前

提下，未來將持續加強與 區學校 住民 NGO團體

等建立經驗交流管道並加強宣導環境教育解說 展現

保育成果，強化民眾對國家公 的認同與支持

壹、政策說明

在國家公 基本理念下， 關懷自然 關

懷人 是太管處經營管理的核心概念，在此概念

下，期使自然生態 社區 民與遊客能和諧共榮，

永續 展

貳、執行成果

一 保育與研究

一 極推動遊憩體驗與資源保護概念，建構潛

在品質指標與標準，並建立遊憩衝擊與監測

系統，為強化國家公 經營管理成效，辦理

VERP 管理模式應用於太魯閣國家公

之研究 等遊憩資源調查與資源保育4個

相關研究案 為因應全球暖化 物種雌性化

及環境變遷等趨勢，藉 長期生態研究及群

體整合型研究，辦理 表性生態系經營管

理 焦點物種保育監測 棲地 育等表性生

態系經營管理等11案 持續推展生態 育工

作，辦理 中海 廢耕地生態 舊作業方式

綜合探討－以蓮花 農墾地為例 取加

入世界遺產，參與國際重要保育合作網及區

域組 ，委託辦理國際保育政策比較 景觀

改善 擴大參與保育行動等 太魯閣卓越計

畫 辦理世界遺產經營典範應用於太魯閣國

家公 管理策略探討計畫 擴增夥伴參與太

魯閣峽谷保育行動計畫第二期及太魯閣峽谷

地形地質作用與演進之測量分析與監測計畫

等計畫案3案

二 為提昇研究內涵及培養保育研究人才，辦理

自行研究及補 合作委辦計畫 鐵 杉林外

生菌根菌多樣性與生態學之研究與監測 奇

萊山區台灣水鹿之活動模式與空間使用 胡

蜂分佈現況

三 入侵外來植物銀合歡 小花蔓澤蘭 銀膠

菊 吊竹草及象草持續監測及防除，全年清

除約30.1公 加強保育巡查，拆除 區內

獵具250付 辦理 生物多樣性保育宣導活

動 共4場，參與人數545人次

四 辦理 新流感期間生物保育措施執行計

畫 ，完成野生鳥類樣本960隻次檢驗監測，

犬隻犬瘟熱病毒監測計執行60隻次 為避免

犬瘟熱透過犬隻感染野生動物，針對區內及

周邊犬隻施打疫苗計811頭次

五 詮釋資料庫建立 錄及管理平台，並陸續完

成研究資料上傳中，累 成果並分享知識

共 錄完成資料250餘筆

六 太魯閣自動傳輸氣象測站四座 位置：南湖

圈谷 小奇萊 碧綠神木 蓮花

二 多元化國家公 體驗活動

一 辦理年度大型活動， 2010太魯閣峽谷音樂

節 ，邀請樂興之時管絃樂團 女高音詹怡

嘉 美聲歌后潘越雲等音樂團體與個人演

出，約1萬人次參加 2010太魯閣峽谷馬拉松

活動，計有1萬名選手參賽 2010太魯閣峽谷

太魯閣
國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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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於關興橋向當年設計造橋的蘇鶴壽老先生拍手致意 步道志工培訓

游登良處長嘉勉蘇花古道修護人員 登山學校活動 中橫公路開通50週年慶祝活動

二 舉辦 太魯閣之美攝影展—第14 攝影比賽

得獎作品展 中橫之美攝影展 川

流台灣—水經注人文展 歐都納世界七

峰攀 隊完攀週年回顧展 太魯閣

之美攝影展 山海情—侯文欽油畫個

展 第15 太魯閣國家公 攝影比賽

等活動，引導民眾體驗國家公 之美

三 舉辦 峽谷天籟--太魯閣部落音樂會系列活

動 22場次，總計約55,615人次參加 配合

部落音樂會 峽谷音樂節 太魯閣馬拉松路跑

活動及春節假期，推出 太魯閣創意文化

集 ，展售社區工藝 音樂 飲食文化等

四 成立國家公 山學校， 山 探索及步道

3大課程架構共完成16梯次活動總計315人次

參加 完成行政中心 學員宿舍等設施建設

及合流訓練基地細部規劃；建置教學平台 網

站 ， 極推廣 山教育 目前訓練據點包括

中橫沿線之蓮花 洛韶 慈 及合歡山

五 辦理洛韶山林藝創中心計畫，完成4 活動，

共120人次參與

三 社區關懷與培力

一 辦理 西寶及鄰近地區聚落產業轉型培力

計畫，推廣有機無毒農業，輔導產業轉型

共計辦理專題演講 座談會等相關活動16場

次，250人次參與 願意配合有機農業轉作計

有7戶，約3公 農地

二 補 工坊培力研習課程，計79人參與 辦理

太魯閣國家公 原住民解說員－傳統音樂

文化訓練 活動，共計27位學員 名參與

協辦社區文化傳承與健 社區活動計41 ，

參與 民約35000人次 辦理 太魯閣國家

公 管理處轄區住民優秀學生獎 學金 活

動，總計有448件 請，139位得獎學生

三 針對擴大就業委外人員舉辦步道修護人才培

訓，實際參與蘇花古道修護工作，落實 在

地參與 的保育模式 計完成750公尺手做步

道，堪稱為生態工法的最佳典範

四 環境教育與解說

一 99年計有約285萬人次進入 區，計約104

萬人次造訪遊客中心及各管理站接受解說服

務，其中帶隊解說約1萬2千人次，22萬7千人

次欣賞多媒體簡

二 深化國家公 保育理念，辦理 2010第七

八 環境教育兒童成長營 2010校外教

學環境教育推廣活動 2010到校服務環

境教育課程 ，共計有30梯次活動計1104學

童參加 辦理 Eye上中橫健行活動 3梯次

總計有106人參與

三 配合中橫開通50週年，辦理中橫50系列活

動，結合在地社區及NGO等民間團體完成

中橫公路開通50週年慶祝活動 中橫

50感 音樂會 等計12 對外活動，總計約

72,000人參加；完成 太魯閣國家公 轄區

人口調查暨中橫開 口述歷史研究 中

橫沿線亭台樓閣調查與整修規劃 等2 研

究調查計畫；出版 東西橫貫公路 解說摺

頁 徵集建檔近450張中橫老照片 完成建

置 中橫50主題網站 等多 工作

四 出版解說叢書及拍攝影片，出版 國家公

護者 及 永續的國家公 ，並拍攝完

成 太魯閣的山林物語 高畫質影片及 魔

法太魯閣 兒童影片，提供不同族群特製化

的體驗

五 遊客安全與服務

一 合歡山雪季聯合勤務自99年1月1日起至2月28

日止，結合警察 醫療單位進行雪季交通

醫療 解說等各 服務

二 配合春節期間2月14至19日中橫公路交通管制

措施，推出免費遊 專車服務，並採用4條路

線運行，廣受社會好評

三 為維護遊客安全，於九曲洞步道 遊客中

心 洛灣 溪畔服務站 天祥等據點免費

提供遊客安全帽，為遊客辦理落石保險，並

接受民間企業捐贈安全帽共4,760 ；於落

石頻度高之區域劃設標線 設置警告牌示，

引導遊客動線 針對高落石風險地區進行刷

坡 護坡工程，辦理災修設計監造開口合

約，以提升災修效率，維護遊憩環境之安全

性；並拍攝遊憩安全影片 編 摺頁加強遊

客安全宣導，有效降低落石傷人之 生

四 建置 太魯閣國家公 熱門景點遊客分流預

約系統 ，針對遊客中心 砂卡礑 長春

祠 燕子口 洛灣 九曲洞 綠水 天

祥 匯德 崇德及大清水停車場等11處熱門

景點，提供線上預約分流平台，以減輕景點

遊憩壓力；總計99年 請7,096筆， 請車數

7,608台， 請人數178,702人

六 營造安全低碳之設施與環境

一 持續加強設施防災整備，完成燕子口步道及

邊坡維護工程 九曲洞步道安全防護試驗工

程 區橋樑 道目視檢測安全評服務等

案，並辦理災修工程設計監造開口合約，以

提升災修效率

二 依國家公 設施減量 安全防災之目標，進

行現有設施改善 完成西寶社區公共空間美

化工程 蘇花公路沿線設施改善整修工程

天祥地區用水及管線修 維護工程 太魯閣

遊客中心簡 室等整修工程，有效提升設施

品質，善用綠建 環保工法，以達節能減

碳之目標

三 持續加強設施管理資料建置，彙整例行維護

設施之書圖，提升設施維護之效率，並進行

設施勘查，記錄設施維護改善情形，以設施

全生命週期管理為目標

參、未來展望

太魯閣國家公 位於串聯台灣中央山脈與海

岸保育軸帶之輻輳地區，應結合區域治理力量，平

衡環境保育 遊憩體驗與社會經濟需求，護 國土

保育目標，推動世界級自然與人文資產之永續

展 近年來遊客量大幅成長，兼顧自然保育 遊憩

安全與服務 減少遊憩衝擊等是重要目標，未來仍

將秉持國家公 之核心價值，依 保育 體

驗 夥伴 效能 四大綱要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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