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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有感於人類成長過快，對環境的需求無度，導致對生態環境與生物多樣性有

所威脅，並將面臨第三次的物種絕跡（Pimm et al. 1995），因此，1986 年部份環

境保育學者，開始倡議一種可兼顧保育與遊憩的活動。世界環境發展組織（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於 1987 年也提出「永續觀

光發展（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之概念，強調自然環境的保護，使資

源得以永續保存與利用，以分別滿足當前人類與後代子孫所需之環境資源；而世

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 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則倡導生態旅遊，透過

遊客行為與地方經營策略之輔導與教育，以兼顧環境保育與遊憩利用，並使資源

與遊憩活動得以永續發展，並與 1990 年成立的生態旅遊學會（The Ecotourism

Society）共同推動提出生態旅遊的概念，而後，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也於其所屬之永續發展部門成立生態旅遊常設單位；因此聯

合國更將 2002 年訂為「生態旅遊年」，以推動全球性之生態旅遊之教育訓練、研

究發展、宣傳等措施，使得生態旅遊（Hall & Kinnaurd, 1994）逐漸受到重視，

並成為當前保育和永續發展的基礎概念之一。

生態旅遊在必要的規範下，進行觀光旅遊地之開發以提供遊憩利用，同時遊

客到訪生態旅遊地，亦被要求遵循生態旅遊遊客守則，是故在低度開發、高度保

育使用的情形下，生態旅遊被視為維護環境品質、保護生態敏感地區的保育方

式，同時透過遊客參與過程的生態體驗以及環境解說服務，提升遊客對於生態環

境保護之瞭解與重視，而生態旅遊地之居民亦經由提供生態旅遊之相關服務，直

接與間接獲得經濟效益，環境本身也透過回饋機制獲得維護，因此，推展生態旅

遊模式從環境保護、民眾教育、地方回饋，以達到環境資源永續發展之願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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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為位處太平洋邊緣的海島，因地理與地質因素，地震及颱風發生頻繁，人為

活動常受天然災害影響，加上近年來，全球氣候變化日益顯著，溫度上升、海平

面昇高、乾旱、豪雨及洪水發生頻繁、颱風強度增強，臺灣受颱風、海面上升、

海水倒灌及豪大雨影響及威脅次數將日益增加。而臺灣地區有 70%以上之土地為

山坡地、海岸及離島等環境敏感區，國人在以上環境敏感地區活動往往造成環境

髒亂，加上土地不當利用，生活及環境污染排放，導致環境劣化，而被劃入環境

敏感區域之社區，即表示無法進行大量開發且要面對諸多土地使用上的限制，因

此如何在兼顧環境保育、資源保護及地方永續經營，生態旅遊政策勢必能成為永

續發展之重要指導，並能兼顧自然環境保育之永續發展，以有計畫引導生態旅遊

活動朝向健康、生態體驗之方向發展。

臺灣地區生態旅遊之推展係因應民眾觀光遊憩需求，並基於自然環境地區之

資源保育，推展符合世界旅遊趨勢之生態旅遊模式。交通部觀光局在 2000 年 11

月舉辦「21 世紀臺灣觀光發展新戰略」會議中宣達未來觀光新目標，在將臺灣

建設為綠色矽島的願景下，將臺灣打造為觀光之島，於 2001 年 5 月由行政院通

過「國內旅遊發展方案」，該方案發展策略之一為「結合各觀光資源主管機關，

共同推動生態旅遊」，而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小組及交通部為了落實這項方案，

配合聯合國發布 2002 年為國際生態旅遊年以及亞太經濟合作(APEC)會議共同發

布的觀光憲章，於 8 月成立專案小組，開始研提生態旅遊計畫，執行生態旅遊年

工作計畫相關措施，結合全省的觀光推展單位及民間社團，大力促銷各地具特色

的生態資源，並訂定生態旅遊白皮書，以期發展生態旅遊的同時兼顧社區利益、

永續經營及生態保育三項原則，自此生態旅遊在政府宣示之下，政府相關旅遊發

展機關、民間團體與組織積極推動生態旅遊模式。爾後考量生態旅遊著重生態環

境保育之特性，故將主要推展業務移交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為有效整合政

府各相關部門的資源及計畫，行政院於 2004 年公布永續發展委員會國土資源分

組版本之「生態旅遊白皮書」以作為推展生態旅遊之辦理依據。期間營建署依據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國土資源工作分組生態旅遊工作項目暨行政院國家

永續發展委員會國土資源工作分組版本之「生態旅遊白皮書」暨「行政院國家永

續發展委員會國土資源分組—生態旅遊地遴選及輔導工作計畫」辦理生態旅遊地

之遴選與輔導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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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依據永續發展委員會國土資源分組版本之生態旅遊白皮書辦理生態旅

遊推動相關作業，在目前國內生態旅遊推動環境下，礙於白皮書嚴苛原則與相關

從事人員認知及定義落差，再加上生態旅遊推動作業法源依據不足，致使生態旅

遊推動之起步階段相關部會人員難抵政策環境不全引發之無助感。有鑑於臺灣地

區環境敏感性，為達國土資源永續發展之目標，本計畫在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計畫經費補助、內政部營建署指導下，爰參考國際生態旅遊政策綱領及先進

國家制定生態旅遊政策之經驗，全面性瞭解國際間生態旅遊的操作性定義，從生

態旅遊政策之擬定與執行等面向進行廣泛之資料蒐集並進行成功案例之剖析，瞭

解落實生態旅遊的成功之道，同時本計畫亦舉辦國內生態旅遊推動相關部會、非

政府組織與專家學者座談，透過推展經驗交流、遭遇困難之共同剖析，從執行面

尋求落實生態旅遊之推展方式，以建立共識，此外亦籌組中央與地方行政人員及

專家學者至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森林遊樂區生態旅遊地觀摩，瞭解國內生態

旅遊推展現況與成效，再輔以專家問卷建立生態旅遊地評鑑準則，以國土資源永

續發展為最終目標，研擬臺灣地區生態旅遊永續發展策略，期在國土保育區有效

總量管制下，以生態系土地使用方式，結合社區與生活環境資源，推動自然及人

文之生態旅遊，積極保護國家、區域及地方社區環境。

本文主要針對生態旅遊地遴選與評鑑機制、生態旅遊地監測機制、執行與管

考等方面，研提臺灣地區生態旅遊永續發展策略，期透過全國性生態旅遊政策研

討會之舉辦宣達雛議，並更廣泛地從管理者、資源提供者、經營者、使用者的角

度，多方意見交流以進行回饋修正，建立更完善之臺灣地區生態旅遊永續發展策

略，以做為未來國內生態旅遊推展之依據。

貳、適用範圍與基本原則

一、策略適用範圍

臺灣地區生態旅遊永續發展策略實施範圍將廣泛包含任何有意願做為生態

旅遊活動使用之公私單位之土地。以國土資源永續利用為前提，依照「國土復育

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之規定，適用範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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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坡地

指依水土保持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劃定公告之地區。[山坡地：係指國有

林事業區、試驗用林地、保安林地，及經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自然形勢、

行政區域或保育、利用之需要，就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劃定範圍，報請行政院核

定公告之公、私有土地：(一) 標高在一百公尺以上者。(二) 標高未滿一百公尺，

而其平均坡度在百分之五以上者]，特別是海拔 1,500 公尺以上或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野生動物保育法、國家公園法及森林法劃設之保護區域之高海拔山區，以

及海拔 500 公尺以上非屬高海拔山區之山坡地之中海拔山區，將限制相關開發

而僅允許生態旅遊相關設施。

（二）海岸地區

係指平均高潮線至第一條省道、濱海主要公路或山脊線之陸域，以及平均高

潮線往海洋延伸至三十公尺等深線，或平均高潮線向海六公里所涵蓋之海域，取

其距離較長者為界，並不超過領海範圍之海域及其海床與底土。

而下列地區得劃設海岸保護地帶：(1)重要水產資源地區。（2）珍貴稀有動

植物地區。（3）特殊景觀資源地區。（4）重要文化資產地區。（5）重要河口生態

地區。（6）其他依法律規定應予保護之地區。海岸保護地帶亦需禁止一切開發採

集等行為，但允許生態旅遊相關之設施。

（三）離島

指離島建設條例第二條所定之地區，即與臺灣本島隔離屬我國管轄之島嶼。

為鼓勵更多國人投入國土保育的行列，因此除敏感地區外，任何有意願投入

國土永續利用發展生態旅遊者，亦將適用於本策略。而藉由完整的生態旅遊地評

鑑機制規範土地與資源利用，並鼓勵更多私有土地所有人與旅遊產業經營者投入

生態旅遊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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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略基本原則

臺灣地區生態旅遊永續發展策略之基本原則條列如下：

1. 國內生態旅遊認證制度以保育國土資源與永續利用為前提。

2. 臺灣地區發展生態旅遊，應從建構生態旅遊地評鑑機制與生態旅遊產業

認證計畫著手。

3. 以權責劃分，內政部營建署負責規劃並執行生態旅遊地評鑑機制，而交

通部觀光局從規範產業的生態旅遊產業認證計畫進行。兩者間之交流則

以行政院為最高指導與決策單位。

4. 配合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劃分之敏感地區，除生態旅遊外，限

制進行其他開發行為。

5. 生態旅遊地評鑑機制與生態旅遊產業認證計畫等均應涵蓋分級標準與

定期檢核制度。

參、職責分工與分級管理

一、中央機關職責分工

國家推動生態旅遊，應設置一專責的中央政府機關統籌規劃，俾使短中長期

政策方向、經費編列與應用、資源統籌規劃等各層面能夠統一，以達最大效能，

各層級政府機關與民眾都有所適從。

由國內生態旅遊發展現況來看，旅遊地資源管理、旅遊相關產業、以及旅遊

行程等層面，所屬之主管機關及目標各異，造成管理上之困難，因此，研提以目

前中央政府單位的權責來劃分，建議負責國土保育之內政部營建署負責規劃並執

行生態旅遊地評鑑機制，而交通部觀光局從規範產業的生態旅遊產業認證計畫進

行。兩者間之交流則以行政院為最高指導與決策單位。中央機關職責分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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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生態旅遊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1. 擬定與執行國家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

2. 擬定與執行旅遊地遴選與評鑑機制。

3. 遴選並公告生態旅遊地。

4. 擬定並統籌旅遊地獎勵辦法。

5. 設立生態旅遊網站以公告生態旅遊地及相關宣導工作。

6. 協調縣市主管機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相關業務。

7. 統籌並協商中央各單位進行合作。

8. 擬定並辦理生態旅遊之教育訓練計畫。

（二）中央主管旅遊機關：交通部觀光局

1. 擬定並執行遊程與相關產業（如旅行社、交通工具、旅館等）之生態旅

遊產業認證計畫。

2. 配合中央主管機關組成之生態旅遊地諮詢小組作業。

3. 負責輔導與執行旅遊業者進出生態旅遊地內之相關業務。

4. 提供獲得生態旅遊產業認證計畫的旅遊業者名單給中央主管機關，以公

布於生態旅遊網站。

（三）其他中央機關（農委會、環保署、教育部、原民會等）

1. 負責輔導與執行生態旅遊地內之相關業務。

2. 配合中央主管機關組成之生態旅遊地諮詢小組作業。

3. 配合中央主管機關宣傳生態旅遊地與產業等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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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旅遊分級管理

生態旅遊的開發程度與開發方式，應配合環境資源特性及開發使用之永續性

進行分級。綜觀國內外各生態旅遊之發展據點，不管在資源特色以及經營管理方

向上都有所不同。例如各政府部門之發展經營目標便不同，而人文與自然導向之

地區與單位需注意之事項也相異。因此，很難有單一之法令規定可以詳盡而適用

於所有之地區。

因此，本計畫參考世界多國代表簽署之默漢克協定與「96 年度台灣地區生

態旅遊永續發展策略計畫」對國內外案例與學術界的研究成果，採用生態旅遊之

連續體概念，區分旅遊地資源與承載量。就生態旅遊地遴選與評鑑機制而言，將

生態旅遊地區分為：深度生態旅遊地、中度生態旅遊地、一般生態旅遊地三種層

級，並明訂各層級之標準。分級僅代生態旅遊連續體概念之階段，並非代表旅遊

地品質之優劣；唯國土敏感地區及保護區等具備特殊資源區域必需要求深度生態

旅遊以達國土保育之效。配合國土復育條例，生態旅遊地分級說明與建議如下：

（一）深度生態旅遊地

高度符合生態旅遊之各項準則，對於環境保育考量較為較完整而嚴格。為了

減低衝擊，對於遊客之限制較高且可提供之服務較少，因此較適於對環境生態有

高度興趣，且具備基本知識與能力之對象。因此國土敏感區及具有珍稀自然文化

資源之地區，如國家公園保護性分區包括：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史蹟保存

區，若要發展生態旅遊，僅能發展深度生態旅遊。

（二）中度生態旅遊地

中度符合生態旅遊之各項準則，對環境保護及遊客限制與服務有一定之水

準。適合對於生態環境有興趣，且有意願配合環境保育之遊客。國家公園之一般

管制區及遊憩區、林務局國家森林遊樂區等以保育為主的區域，若欲發展生態旅

遊，應至少發展為中度生態旅遊地。

（三）一般生態旅遊地

符合生態遊旅準則之基本要求，對環境有基本保護與考量，因而對遊客限制

較少而可以提供較多之服務。可開發較舒適的旅遊設施，適合一般有意體驗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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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環境之遊客，亦可作為環境教育推廣之用。

肆、生態旅遊地遴選與評鑑機制

一、遴選與評鑑準則

生態旅遊地遴選與評鑑準則主要參考默漢克協定與國內外案例，以及學術界

的研究成果，並參酌臺灣當地民情，經多次小組討論，提出臺灣地區發展生態旅

遊地的遴選與評鑑準則，以國土資源永續發展為終極目標，涵蓋保育資源、永續

社區利益、提供環境教育等三大面向，共 37 項目。

為落實遴選與評鑑準則，付予各準則相對權重以調整準則間之相對重要性，

以正確反應各區域符合生態旅遊之程度，於 97 年 5 月邀請政府官員、學術研究

人員，以及非政府組織等相關專業人士參與匿名網路問卷調查，並以層級分析法

(AHP，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藉由各層級指標間兩兩成對比較結果，計算

權重，以評估指標之相對重要性，作為生態旅遊地遴選與評鑑標準。

研究結果最後共獲得 54 份有效問卷，分析後發現所有受測者均對於「避免

使用衝擊，完整保育自然與人文資源」相當重視，給予 44.8%的肯定，而「永續

社區利益，建立友善共生之伙伴關係」與「提供深度體驗，潛移默化環境教育之

實」各佔 27.8%與 27.4%，顯見所有受測者也相當重視社區參與及環境教育在國

內生態旅遊的重要性。而各指標間之整體不一致性指標（overall inconsistency）

小於 0.01，顯見各準則間均具有一定邏輯性而非隨意填答 (不一致性為 1，表示

各準則間為完全無邏輯之隨機排列)；顯示調查所得之權重結果具有相當之可信

度。各項目權重分析結果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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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準則之階層內相對權重

評估面向 評估準則 項目
確保野生動植物不被干擾、環境不被破壞 (0.169)
對於環境生態敏感地區有特別考量 (0.167)
採用低環境衝擊之旅遊活動方式 (0.133)
限制到此區之遊客量 (0.116)
小團體旅遊型態 (0.073)
相關開發與設施符合當地環境特性 (0.084)
積極進行環境復育與節能保育工作 (0.113)

生態避免環境
衝擊 (0.696)

進行環境監測 (0.144)
採用低文化衝擊之旅遊活動方式 (0.078)
開發方式需配合當地原有文化與風貌 (0.077)
尊重當地居民的傳統文化及生活隱私 (0.148)
當地居民仍有足夠的設施空間與公共服務 (0.068)
居民生活品質未因旅遊開發活動而下降 (0.100)
使用之土地經合理取得 (0.079)
有反應居民意見與溝通之機制 (0.128)
當地經濟來源不過度依賴旅遊產業 (0.090)
進行社會文化因子監控 (0.099)

避 免 使 用 衝
擊，完整保育自
然與人文資源
(0.448)

避免社會文化
衝擊 (0.304)

旅遊從業人員對文化環境之保育有相當的自覺 (0.134)
儘量使用當地居民提供之服務 (0.310)
業者多為當地居民 (0.159)
聘用當地解說員或其他服務人員 (0.247)

活絡當地社區
經濟 (0.196)

儘量利用當地生產材料與製品 (0.256)
從事生態旅遊收益轉化為當地保育基金 (0.303)
收益能幫助當地之公共基礎建設及社會福利 (0.205)
業者投入環境維護與保育工作 (0.263)

建立社區與資
源利益回饋機
制 (0.311)

生態旅遊收益轉化為當地資源監測研究基金 (0.230)
當地居民支持當地的自然與人文資源保育工作 (0.319)
具有地方社區自發性組織 (0.200)
相關開發與活動足以代表當地傳統與文化 (0.153)

永 續 社 區 利
益，建立友善共
生之伙伴關係
(0.278)

凝聚居民向心
力、延續文化傳
承 (0.493)

當地居民積極參與 (0.328)
提供遊客深度體驗為旅遊重點的遊程 (0.391)
對旅遊地區之自然與文化襲產提供專業層級之介紹(0.346)

提供國人深度
體驗國土資源
機會 (0.396) 行前及途中給予正確資訊 (0.262)

對環境資源進行解說 (0.156)
解說員提供遊客不同層次與程度的知識與鑑賞 (0.322)
融入環境教育活動 (0.335)

提 供 深 度 體
驗，潛移默化環
境 教 育 之 實
(0.274)

提昇國人環境
意識 (0.604)

有遊客意見回饋的機制 (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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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遴選監控機制流程

生態旅遊地之遴選監控機制流程包括五大步驟：申請、遴選、公告、旅遊地

自行監控、定期評鑑等，其中旅遊地自行監控與定期評鑑兩步驟即為監控機制，

以掌控生態旅遊的品質與環境衝擊，如圖 1 所示。茲說明如下：

圖 1 生態旅遊地遴選監控機制流程圖

（一）申請

申請單位應依據本身發展生態旅遊之條件與意願，以及欲申請的旅遊地等

級，彙整相關文件提交給中央主管機關以為遴選依據。

為證明申請單位的資格以及發展生態旅遊的整體規劃，申請單位應於申請時

彙整相關文件提交給中央主管機關以為遴選依據。文件依重要性可分為必要與補

充文件。必要文件為瞭解申請區域之基礎資料及相關法令規定之文件，以確保申

請案件之合法可理性。包括基本申請文件及其他法令規定文件，而補充文件則主

要為協助評鑑小組瞭解申請單位之其他文件。說明如下：

申請

申請單位研提申請書

與其他文件向中央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

遴選

諮詢小組依據標準與

實際狀況，將適合的

旅遊地分級。

監 控 機 制

公告

中央主管機關進行

公告，並視需求擬定

相關獎勵辦法。
旅遊地自行監控

旅遊地自行監控品質

並提報給目的事業機

關，以為評鑑依據。

定期評鑑

中央主管機關定期評

鑑旅遊地以升級／降

級／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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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申請文件

說明申請區域之環境現況及經營管理方式，同時說明其開發經營方式之合理

與合法性。申請單位應於申請時檢具下列文件，若無相關資料，應由相關主管機

關提出書面說明。

(1) 旅遊地使用之土地所有權狀，若為國有地則需提出土地使用同意書

(2) 旅遊地相關建築物的建照／使用執照

(3) 生態旅遊計畫平面圖或範圍圖

(4) 生態旅遊計畫書

用以說明解釋生態旅遊地之規劃、籌設、與經營管理的方式。計畫書同

時註明欲申請之生態旅遊地級別，並且相關經營管理應符合該級別之精神。

惟保護區、國家公園、高海拔地區及其他特殊敏感地區依其精神，應主動申

請為深度生態旅遊地。

(5) 自我評鑑結果

申請單位應針對本身之開發計畫，依照生態旅遊評鑑標準提出自我評鑑

結果；自我評鑑結果必須符合或超過所申請之級別。

2. 其他法令規定文件

依據現行法條規定於特殊條件地區或特殊開發行為應檢具的相關文件，並需

經主管機關認可。申請單位應自行核報並提供相關資料：

(1)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或評估書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五條規定之開發行為，特別是遊樂風景區、高爾夫

球場、及運動場等旅遊相關設施，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公告者，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通過環境

影響評估後，並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許可後，始得實施開發行

為時。

(2) 污水排放許可

申請範圍如包含工場、礦場、或畜牧場等，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14 條所

規定，事業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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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經審查登記，發給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

文件後。

(3) 水土保持計畫書

依據水土保持法第 12 條規定水土保持義務人於山坡地或森林區內從事

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或整坡作業，或開發建築用地

等行為前，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核定。未經主

管機關核定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得逕行核發開發或利用之許可。

(4) 其他法令規定文件

3. 補充文件

申請單位可補充下列或其他相關文件，方便中央主管機關與諮詢小組掌握申

請單位發展生態旅遊之意願與條件。

(1) 環境調查與遊客衝擊監測報告

(2) 遊客滿意度年度調查報告

(3) 解說員訓練計畫

(4) 社區營造計畫

(5) 棲地復育計畫書

(6) 生態旅遊相關宣傳品

(7) 其他相關資料，以資說明申請單位發展生態旅遊之潛能

（二）遴選與分級

主管機關接受申請，並確認相關必要文件齊備後，邀集專家學者以及各相關

單位代表成立遴選小組，就其專業及職掌，依據生態旅遊地評分表進行現勘遴選

（參見表 2）。

遴選小組於文件審查及現勘後，進行充分之溝通與討論，之後各成員依照評

分表項目進行評分。評分方式為針對各準則項目依照申請案件之符合程度以 0～

10 進行評分，以 0 分為完全不符合至 10 分為完全符合。各準則之原始評分乘以

該準則之權重後再乘以 10，成為該準則之加權得分。加權得分乘 10 主要為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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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成為一般較為熟悉之百分數。

為區分不同程度之生態旅遊地，本計畫採用 50%、65%、75%為分界點。意

即，總得分超過 50 分以上，即符合程度達 50%之申請案件即認可成為生態旅遊

地。而 50 分至 64.99 分之間，即符合程度大於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之生態旅遊

地通過為「一般生態旅遊地」；而 65 分至 74.99 分間則通過為「中度生態旅遊地」，

表示其符合生態旅遊之程度在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之間；加權總分大於 75 分以

上則通過「深度生態旅遊地」。

生態旅遊地遴選得分代表申請案件符合生態旅遊之程度，得分越高僅代表對

於環境居民有較完整之考量，與服務品質、或舒適程度無關。而一般而言，純度

越高之生態旅遊地為嚴格保護自然及文化環境，所能提供之設施及服務應為有

限，因此在「軟性-硬性」的生態旅遊序列上較偏於硬性生態旅遊之一端。反之，

純度較低之生態旅遊地對環境保護採較中庸之態度，反而有機會可以提供較多樣

化而舒適之旅遊服務。

（三）公告

內政部營建署依據遴選小組評估結果，公告生態旅遊地與其級等，並視旅遊

地之需求狀況，擬定並統籌旅遊地獎勵辦法。

內政部營建署統整生態旅遊地與產業等資訊公布於生態旅遊網站，並發布給

各級政府單位與民間機構，以達統一宣傳之效。

（四）旅遊地自行監控

生態旅遊地經營管理單位應隨時掌握旅遊地之環境品質與社會狀況，並採取

必要之舒緩措施。除依循生態旅遊地之遴選標準外，監測指標應掌握監控自然與

人文環境狀況及居民生活品質。而此一監測記錄並將作為中央主管機關定期評鑑

之依據。而評鑑機制應鼓勵生態旅遊地自行發展其他項目，以符合生態旅遊之理

念，並凝聚社區共識，滋養對環境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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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態旅遊地評分表

評估
面向

評估準則 項目 權重
原始
評分
(0-10)

加權
得分
10

確保野生動植物不被干擾、環境不被破壞 .064
對於環境生態敏感地區有特別考量 .063
採用低環境衝擊之旅遊活動方式 .050
限制到此區之遊客量 .044
小團體旅遊型態 .028
相關開發與設施符合當地環境特性 .032
積極進行環境復育與節能保育工作 .043

避免生態
環境衝擊

進行環境監測 .054
採用低文化衝擊之旅遊活動方式 .015
開發方式需配合當地原有文化與風貌 .014
尊重當地居民的傳統文化及生活隱私 .028
當地居民仍有足夠的設施空間與公共服務 .013
居民生活品質未因旅遊開發活動而下降 .019
使用之土地經合理取得 .015
有反應居民意見與溝通之機制 .024
當地經濟來源不過度依賴旅遊產業 .017
進行社會文化因子監控 .019

避 免 使
用 衝
擊，完整
保 育 自
然 與 人
文資源

避免社會
文化衝擊

旅遊從業人員對文化環境之保育有相當的自覺 .025
儘量使用當地居民提供之服務 .016
業者多為當地居民 .008
聘用當地解說員或其他服務人員 .014

活絡當地
社區經濟

儘量利用當地生產材料與製品 .013
從事生態旅遊收益轉化為當地保育基金 .025
收益能幫助當地之公共基礎建設及社會福利 .017
業者投入環境維護與保育工作 .022

建立社區
與資源利
益回饋機
制 生態旅遊收益轉化為當地資源監測研究基金 .019

當地居民支持當地的自然與人文資源保育工作 .038
具有地方社區自發性組織 .024
相關開發與活動足以代表當地傳統與文化 .018

永 續 社
區 利
益，建立
友 善 共
生 之 伙
伴關係 凝聚居民

向心力、
延續文化
傳承 當地居民積極參與 .040

提供遊客深度體驗為旅遊重點的遊程 .026
旅遊地區之自然與文化襲產提供專業層級介紹 .023

提供深度
體驗國土
資源機會 行前及途中給予正確資訊 .017

對環境資源進行解說 .018
解說員提供遊客不同層次與程度的知識與鑑賞 .038
融入環境教育活動 .039

提 供 深
度 體
驗，潛移
默 化 環
境 教 育
之實

提昇國人
環境意識

有遊客意見回饋的機制 .022
加權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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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定期評鑑

中央主管機關定期邀集專家學者以及各相關單位代表成立評鑑小組，就其專

業及職掌，依據生態旅遊地評分表進行評鑑工作（參見表 2），依據評鑑結果調

整等級，並進行結果公告，以確保國土資源之永續經營，鼓勵表現優良並淘汰不

合適者，以維護制度之公信力。

經評鑑評定為等級調整的旅遊地，可立即改善並提出改善報告，於期限內向

中央主管機關提出複查，複查通過者得以恢復原等級。經評鑑評定與複查後，低

於一般生態旅遊地標準的旅遊地，則建議退場，不再具生態旅遊地身份。

伍、生態旅遊地監測機制

經遴選為生態旅遊地後，除需隨時注意其發展是否符合生態旅遊地準則外，

亦需隨時監測當地之環境社會品質，以早期發現潛在衝擊並做為生態旅遊地發展

檢討與定期評鑑依據。

一、監測計畫執行與回報

（一）主要執行者

監測計畫主要由生態旅遊地參與生態旅遊服務之人員（居民）執行，以隨時

檢視生態旅遊活動是否造成生態旅遊地環境的重大改變，具有高度機動性，發現

監測結果有明顯變動時可立刻反應、處理，此外更能培養生態旅遊地參與生態旅

遊服務之人員對環境的關心及重視，發揮在地即時資源永續發展之效。

（二）監測記錄與回報

由生態旅遊地參與生態旅遊服務人員執行監測計畫，記錄方式需由參與人員

共同討論、設計記錄表，確保每一位進行監測的人員都能理解記錄表內各項目之

意義，且具備正確記錄之能力，並定期進行監測，而監測完畢之記錄表需交由監

測小組進行資料彙整、登錄，且需每季向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呈報監測狀況，以

及詳細之完整監測記錄，如遇有重大突發狀況或事故，則需立即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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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測項目

主要由生態旅遊地參與生態旅遊服務之人員執行監測計畫，定期進行觀察並

記錄，故在發展監測項目時，須注意監測項目必須是可以客觀測量且非專業人員

也可以操作。表 3 所發展之監測項目，因考量生態旅遊實際執行狀況，部份監測

項目參考自生態旅遊地現行監測項目，並結合專家意見增加或合併監測項目，經

過工作小組多次討論修正而得出監測項目。

表 3 監測項目

監測環境分類 監測面向 監測項目
空氣品質 臭味
噪音 遊客喧嘩

指標物種種類及數量
動物

新增物種種類及數量
指標物種種類及數量

植物
新增物種種類及數量

土壤 步道植被裸露程度
地質 崩塌狀況
水質 目測水質濁度

資源回收處理情形

自然環境

垃圾處理
垃圾量
居民出席社區參與工作會議之情形
居民抱怨情形社區
人口遷入遷出率
遊客量
遊客抱怨次數遊客
遊客滿意度
旅遊套裝行程價格
紀念品使用當地材料之比例
餐飲使用當地食材之比例

產品

旅遊服務由當地居民來提供之比例
回饋金額比例

回饋
回饋方式與種類

社會環境

設施 設施維護與破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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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測及預警機制

長期監測記錄收集之結果，可建置生態旅遊地的環境變遷資料庫，透過資料

解析以適時啟動生態旅遊預警機制，當監測項目之結果有明顯的變動情形發生

時，立即組成督察考核小組前往勘查，以檢視環境變動情形是否造成生態旅遊環

境之破壞。

經督察考核小組勘查後，若監測結果之明顯變動乃因偶發事件造成，情節較

輕，且不會對環境造成不可回復之破壞，經督察考核小組決議後可通過檢核；若

監測結果變動影響情節較嚴重，可能導致不可回復之環境破壞，督察考核小組得

指示生態旅遊地限期加強改善，並將其列入追蹤考檢名單，加以輔導，擇期再行

考核，屆時仍無法改善則需予以重新分級或退場處理，以避免危及生態旅遊地之

國土資源永續發展目標。

陸、執行與管考

應成立生態旅遊專案計畫，編列預算，由各主管部會推動實施，並由行政院

內政部營建署負責主導。各部會執行管考分工如 4。

表 4 生態旅遊建議行動計畫

策略 說明 主辦機關

確立生態旅遊發展目

標

依據國土資源保育目標，修訂白皮書並

確立生態旅遊政策
內政部

擬定與執行國家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

擬定旅遊地評鑑機制與具體標準
內政部

整合中央政府分工與

資源，制訂政策 擬定遊程與相關產業(如旅行社、交通工

具、旅館等)之生態旅遊產業認證計畫

交通部

生態旅遊地評選公告
接受並進行生態旅遊地之申請評選及公

告工作
內政部

宣導生態旅遊政策

宣導生態旅遊政策、廣納並規劃公私資

源，加強訓練中央、地方、民間之專業

人士，並宣傳正確的概念與成功案例

內政部

交通部

農委會(林務局)
退輔會

原民會

農委會(漁業署)



106

策略 說明 主辦機關

及其他政府機

關

執行旅遊地評鑑機制 內政部

執行遊程與相關產業認證與輔導 交通部

負責輔導與執行生態旅遊地內之相關業

務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

內政部

交通部

農委會(林務局)
原民會

旅遊地自行掌握監控自然環境狀況、生

態旅遊之服務品質、社會文化因子自行

監控指標等

生態旅遊地

執行生態旅遊政策

統籌規劃執行宣導工作與教育計畫
營建署

整合並統籌教育課程
將生態旅遊之精神與相關資訊納入國民

教育
教育部

定期環境完整監測及稽核、公布環境資

訊、推動環境保護機制
環保署

審查生態旅遊地之監控記錄，並於重大

變化時進行必要之協助

生態旅遊地之

主管機關

內政部

交通部

農委會(林務局)
退輔會

原民會

農委會(漁業署)

生態旅遊地之環境監

測

執行自主環境監測 生態旅遊地

依據單位目標宗旨確立所轄生態旅遊地

之發展目標

生態旅遊地之

主管機關
確立生態旅遊發展目

標與計畫
擬定生態旅遊地發展目標與計畫 生態旅遊地

生態旅遊之環境解說

導覽訓練

培訓生態旅遊導覽解說員、頒發証照，

制定管理制度
交通部

緊急醫療系統規劃與建立 內政部(衛生署)生態旅遊地之急難救

助系統之建立 救難系統之規劃與建立 內政部(消防署)

規劃辦理社區營造及文化古蹟復育 文建會強化生態旅遊之社區

參與
規劃辦理青少年生態旅遊營隊、生態旅 青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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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說明 主辦機關

遊地志願服務與服務學習活動

促進客家地區生態旅遊地之規劃與發展 客委會

促進原住民地區態旅遊地之規劃與發展 原民會

籌組中央部會生態旅遊地輔導團 內政部

籌組國內與國際生態旅遊遊程與業者輔

導團
交通部

生態旅遊輔導團之辦

理設置

籌組地方政府生態旅遊輔導團 地方政府

持續推動生態旅遊地

相關政策

訂定中長程生態旅遊地工作計畫及行動

方案
內政部

推動生態旅遊相關研

究

推動考量生態資源管理，社區發展，社

會公平，在地文化等之跨領域整合型研

究，研擬永續性的旅遊發展或非消費行

為的生態旅遊的發展模式及推動策略，

以改善生態旅遊的效率與品質，並減少

對環境與生態資源造成的衝擊

國科會

列管國內生態旅遊負責機關的政策與計

畫並定期執行績效研考
研考會研考並協調生態旅遊

地、遊程、及相關活

動之執行
負責協商處理相關部會推動生態旅遊引

發的爭端與窒礙之處
永續會

柒、結語

臺灣海島先天陡峭的地形變化與地質特性，在全球氣候變遷因素與後天國人

開發壓力下，敏感國土正面臨使用威脅。在追求永續發展願景下，兼顧資源保育、

地方永續、深度體驗之生態旅遊模式因應而生。然而生態旅遊的推動與操作如何

應用於臺灣狀況正是現階段的重大挑戰。國內在中央推動機關不遺餘力的推動執

行下，迄今累積相當豐富的臺灣經驗，從過去主要推展業務移轉的過程，可確認

以生態旅遊作為國土資源保育工具之決心與定調，然而移轉後永續發展委員會國

土資源分組版本之「生態旅遊白皮書」卻限於嚴苛條件，再加上政策環境不全，

致使實際操作遭遇困難，本計畫主要考量國內推展現況與困境，參考國際經驗，

透過三次工作會議，分別邀集政策單位、民間非政府組織、專家學者進行座談意

見交流，亦辦理三次國內生態旅遊地觀摩，邀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專家學者，

建立觀摩與意見交流平台，藉由三次工作會議與觀摩機會，讓主要推動生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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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單位充分交流與溝通，研究單位在從中整理相關意見，並回應到策略建構過

程中。為進一步涵蓋上位策略的全面性，本計畫辦理此次生態旅遊政策研討會，

廣昭意見以再次進行回饋修正，建立更完善之臺灣地區生態旅遊永續發展策略。

本計畫所提臺灣地區生態旅遊永續發展策略雛議，係以國土資源永續發展為

最終目標，訂定策略適用範圍，並劃定中央機關職責分工，藉由分責執行共同推

動生態旅遊，此外本計畫亦透過多次工作討論與專家問卷調查建立生態旅遊地遴

選與評鑑機制，並在國土資源永續發展目標下，提出生態旅遊地監測與預警機

制，建立全面性生態旅遊推動策略。然而在整體國家政策方向下，生態旅遊的推

展重點與分級標準、機關間分工機制、監測項目與預警機制啟動時機等方面，仍

須進一步加以探討，茲將討論面向說明如下：

一、生態旅遊推展重點層級與分級標準

本計畫以國土資源永續發展為最終目標，依據國土復育條例，將生態旅遊地

劃分為：深度生態旅遊地、中度生態旅遊地、一般生態旅遊地三種層級，並明訂

各層級之標準，而各層級生態旅遊地各代表生態旅遊連續體概念之階段。

然而就整體國家政策而言，若將生態旅遊視為國土資源保育之工具，則基於

資源保育與永續發展，應朝向深度生態旅遊地發展，反之若將生態旅遊視為推展

觀光旅遊活動之手段，則推展重點將落在一般生態旅遊地。就目前本計畫研提之

生態旅遊地劃分，係一折衷作法，以連續體概念將生態旅遊地劃分為深度、中度、

一般三層級，因而在不同整體國家政策下均可適用，惟生態旅遊推展重點層級仍

須進一步加以討論，以明訂國家推展生態旅遊之重點層級。此外本計畫以生態旅

遊地遴選與評鑑標準進行評分，並研提 50%、65%、75%為生態旅遊地分級之分

界點，為實際驗證分界點之適宜性，未來可針對等級劃分進行深入研究，針對過

去國內遴選出之生態旅遊地進行試評，再一次驗證分數分界點之適宜性。

二、機關間分工機制

針對生態旅遊推動方面，本計畫建議成立生態旅遊專案計畫，編列預算，由

各主管部會推動實施，並明列執行策略與主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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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各機關間分工合作機制方面，由於推動生態旅遊業務，涉及土地管理、設

施管理、營運管理等機關，且在目前法源不足情況下，生態旅遊僅限於推動與規

劃，相關工作項目尚未明文規範，致使機關間分工不明，因此各機關在各自業務

範疇下，如何詳細分工、配合執行，以各適其所、發揮專才，將是策略計畫以下

之重要分案，建構生態旅遊推動機關分工網路，各司其職。

三、監測項目與預警機制啟動時機

在國土資源永續發展最終目標下，監測計畫將發揮環境預警功能，透過長期

監測與定期回報系統，記錄環境變異情形，以早期發現潛在衝擊並做為生態旅遊

地發展檢討與定期評鑑依據。本計畫主要參考生態旅遊地現行監測項目、專家意

見、工作小組討論，建議監測面向與項目。

然而為反應環境變異，未來應針對監測項目的實際執行性進行檢驗，以找出

具體可行且具備必要性與敏感性的自行監測項目，此外監測除由第一線生態旅遊

服務者或居民擔任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定期委由專業人員執行之環境監測

計畫，定期評鑑生態旅遊地之環境品質。

在啟動預警機制之時機方面，當監測項目出現顯著變動時必須加以啟動，然

而顯著變動之可接受改變程度必須配合不同等級之生態旅遊地而有所不同。深度

生態旅遊地，由於資源珍稀性，因此可接受改變程度將遠小於一般生態旅遊地。

為制定量化之可接受改變程度，未來應配合生態旅遊地監測項目之檢驗，制定生

態旅遊地共通監測項目與不同層級之變動標準，以明訂生態旅遊地預警機制啟動

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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