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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旅遊教育訓練研討會 

主辦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承辦單位：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環境教育與資源研究所 

 

依據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國土及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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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通工作分組版本之「生態旅遊白皮書」，以

及「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國土及交通分組—生態旅遊地遴選及輔導工作計

畫(核定本)」辦理。為辦理生態旅遊地遴選及輔導工作，營建署自 94~96 年分別

辦理 3 次遴選及輔導作業，為賡續生態旅遊政策之執行，本年度續辦「97 年度

生態旅遊地遴選及諮詢服務團」。 

本計畫就是為了研擬一套生態旅遊地評選準則，藉由合理的評選指標，遴選

出適當的生態旅遊地，以規劃進行生態旅遊活動。當然，最終的目標是希望藉由

生態旅遊的方式，讓遊客實地去看、去聽、去觸摸、去感受，真正落實鄉土教育，

也藉由親近這片土地，了解這片土地，產生對人與其所居住的地方的認同，並引

發其主動、積極地關心周遭的生活環境，進而真正落實生態旅遊「基於自然」、「環

境教育與解說」、「永續發展」、「喚起環境意識」及「利益回饋」等五個面向，顯

現生態旅遊的精神。 

有鑑於此，營建署及本計畫期能針對具有台灣資源特色，且適合做為推廣之

生態旅遊地，進行評估與遴選；並在考量五大面向之重要精神下，提出整體系統

性規劃構想及後續執行之操作原則，讓良好的生態旅遊模式得以落實，創造更具

有深度、廣度的環境體驗機會，期望藉由本次研討會與大家分享計畫階段成果，

並獲得相關建議與指教。 

 

 

 

 

 



 
 

70 
 

日    期：98 年 02 月 20 日（星期五） 

◎ 時    間：上午 8：00 至下午 4：40  

◎ 地    點：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台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1號） 

             公誠樓第三會議室 

◎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98 年 02 月 18 日止 

◎ 報名方式：填妥後列報名表後，請傳真至：（02）2381-5125 楊佳璇小姐收 

電話：（02）2311-3040 轉 3153，電郵地址：envir2@tmue.edu.tw 

◎ 注意事項： 

1.本會議預計開放報名人數為 150 名，報名人數額滿即截止報名，不便之處，

敬請見諒。 

2.因會場座位及資料數量有限，會議當天敬請準時報到，相關資料以報名成

功者優先領取，每人限領一本（不得代領），發完為止。 

3.本活動完全免費（含會議資料、中餐、茶點）。 

4.欲辦理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時數者，請於報名表處詳細整齊填寫身份證

字號，並以當日簽到記錄為依據。 

◎ 交通方式：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 7號出口  

公車站 1：(市立教育大學站)  252、662、644  

公車站 2：(一女中站)  

2-1 262、3、0 東 

2-2 臺北客運、15 路樹林、指南 3、聯營 270、235、662、663 

2-3 聯營 204、241、243、244、236、251、662、663、644、706、

235、532、630  

公車站 3：(市立教育大學附小站)204、235、630、644、532、706、662、

663、241、243、244、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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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區位置圖》 

 
 

《報名表》 

姓   名：                   身份證字號：                                     

服務單位：               職   稱：                

聯絡電話：                   傳   真：                         

e-mail：                                                               

用餐方式：□不拘  □素食  □其它                   

（為共同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環保筷、杯子） 

 

聯絡人   楊佳璇小姐  

電話：（02）2311-3040 轉 3153              

傳真：(02)2381-5125   

（需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認證者必填）



1

生態旅遊的傳承

王鑫

1

誰的生態旅遊

政府 / 資源管理者
保育、教育、促進產業發展

業者

遊客

保育人士

2

引言

在天人合一哲學的影響下，中國人
的旅遊活動傾向遊山玩水、寄情山
水、甚至遊仙尋道(山海經，穆天子
傳，列子湯問篇，神仙傳，博物志)、傳，列子湯問篇，神仙傳，博物志)、
找尋靈藥(訪山中不遇)等。這些特性
可以從山水遊記(桃花源記、醉翁亭
記、滕王閣序)、山水文學、山水畫、
山水詩詞、園林造景中讀出。

3

中國人遊山玩水的旅遊行為經常
是懷抱著人文情懷或是浪漫情懷
的。在各種遊記中，留下了無盡
的傳說故事，傳承著祖先修身養的傳說故事 傳承著祖先修身養
性、勵志的儒、道思想和詠頌纏
綿情意的生離死別、浪漫抒情篇
章。

4

遊山玩水又能跳出人文或是浪

漫情懷的是少數畫家(北宋 郭熙

山水訓)、文學家(清 魏源 遊山山水訓) 文學家(清 魏源 遊山

吟)以及後來的徐霞客(遊記)等。

5

什麼是生態文明呢？有人舉例說：
就像峨嵋山頂蓋大佛、麗江街上
酒吧一條街、大雁塔前會跳舞的酒吧 條街 大雁塔前會跳舞的
五彩噴水池、張家界的百龍旅遊
戶外觀光電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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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11 12



3

生態文明是不是在原始大自然環
境裏蓋上人為的印記？把大自然
變成文明化！變成文明化！

13 14

眼中之竹 外物入目

胸中之竹 形象蓄心

手中之竹 畫作成手手中之竹 畫作成手

鄭板橋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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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2

23

生態旅遊的精髓

Spirit of Ecotourism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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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reational development is a job not 
of building roads into lovely country, but 
of building receptivity into the still 
unlovely human mindunlovely human mind.  

─Aldo Leopold , in " A Sand County 
Almanac" 

25

保育美學──Aldo Leopold
出城的人愈多 ，每個人所能享有的
平靜、 獨處、野生動植物和風景便
愈少， 而且必需到更遠的地方才能
享有這些。

於是

修築新的道路深入偏遠地區，然後
開發更多偏遠地區以便吸納更多道
路帶來的人潮。

26

從事自然資源保護的人員，協同
無數自然資源保護組織，努力供
應尋求自然的大眾所需索，或者
鼓勵大眾想要他們提供的事務。

─Aldo Leopold , in " A Sand County 
Almanac" 

27

看看

戶外活動者可能會尋找、發現 、捕捉和
帶走的實物─

有獵物和魚類等野地產物，以及獵物的
頭、 生皮、相片和標本之類象徵成就的頭 生皮 相片和標本之類象徵成就的
紀念物。

這一切事物都建立在”戰利品”的觀念
上。

─Aldo Leopold , in " A Sand County Almanac" 
28

當我們把道路、營地、步道和廁所
當作公園遊憩設施建設的時候，我
們便犯了一個錯誤。

這些設施就像是被倒入已經夠稀的
湯裏的水。

─Aldo Leopold , in " A Sand County Almanac" 

29

增進“感知”nature awareness
才是休閒學裏唯一真正具有創造
力的部分。

而人們並未真正了解它在”改善而人們並未真正了解它在”改善
生活”方面所具有的潛力。

─Aldo Leopold , in " A Sand County Almanac"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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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遊憩並不是指去野外，而是
指我們對野外的反應。

生態科學使我們的心靈之眼產生生態科學使我們的心靈之眼產生
了變化。

─Aldo Leopold , in " A Sand County Almanac" 

31

生態旅遊唯一的真正發展，就是培
育感知生態美的能力。這是國家公
園提升國民素質的途徑 ─王鑫

對於感知的尋求而言，一窩蜂地去
追求休閒遊憩是無益的 沒有必要追求休閒遊憩是無益的，沒有必要
的。

─Aldo Leopold , in " A Sand 
County Almanac" 

32

休閒遊憩的發展不是要建造通往
美麗鄉野的道路，而是要為依然
可厭的人類心智培養感受力。

─Aldo Leopold,in "A Sand County Almanac" 

33

生態旅遊
與

國家公園國家公園

34

生態旅遊一詞，本是國際自然保育
聯盟世界保護區委員會倡導的積極
自然保育行動，用來取代絕對隔離
人為影響的保留區土地管理型態人為影響的保留區土地管理型態。
源自美國黃石國家公園的保護區管
理方式，是將居民完全移出，以求
保障野生動植物的自然生長空間。

35

這種將人排除的保護區管理方
式，明顯的忽略了原住民、當地
居民等的權力，也因此遭受不同
程度的排斥，使保護大自然的工
作遭遇相當的困難。管理的績效
也難令人滿意。保護區彷如孤
島，很不自然的存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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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人士經過多年的深思熟慮，推出

了生態旅遊的新作法。希望改採積極

的保育行動，藉由精心規劃的生態旅

遊，帶領遊客深度認識自然的奧秘和遊 帶領遊客深度認識自然的奧秘和

原住民、當地居民的文化生活，並積

極地對當地的社會、經濟、環境付出

貢獻。

37

期望這樣的作法，不僅能達

到保育的原意，也能同時帶

給地方適量的經濟收益。

38

如果原住民或當地居民確實從生
態旅遊的推廣中獲得合理的利潤，
那麼我們就獲得了原住民、原居那麼我們就獲得了原住民 原居
民對保育的支持。他們就成了保
育前線的保姆。

39

The International Ecotourism Society 
(TIES) defines ecotourism as : 
“responsible travel to natural areas that 
conserves the environment and 
improves the welfare of local people”improves the welfare of local people

「一種負責任的旅行，顧及環境
保育並維護地方住民的福利。」

40

生態旅遊是一種旅遊的形式，主要建基
在一地的自然、歷史，以及土著文化上
（含原住民的或該社區的文化）。生態
旅遊者以欣賞、參與和培養敏感度來跟
旅遊地區產生互動。在這裏，旅遊者扮旅遊地區產生互動。在這裏，旅遊者扮
演一個非消費者的角色，將自己融合在
當地的自然環境之間，並透過勞動或付
費（花錢）的方式，對當地保育和住民
做出貢獻。

41

所以，生態旅遊包含對當地自然環
境及文化的欣賞和倡導重視保育議
題。另外，生態旅遊也包含國家及
區域環境管理的意義，自認有責任
促進地方居民的生活 在方法上促進地方居民的生活。在方法上，
可藉由補助、立法和實施行動計畫
著手，參與土地管理並促進社區發
展。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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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生態旅遊的優點，在於：

最小的環境衝擊；不破壞、不損害並維護永續發

展的生態系；

以最小的衝擊與最大的尊重態度對待當地文化；

以最大的經濟利潤回饋當地；

給予遊客最大的遊憩滿意度。

建基在相對未受干擾的自然區域；

自身成為對自然區域利用、保護、管理的貢獻

者；

以建立一套適宜的經營管理制度為目標。

43 44

理性與感性

聖潔與沉淪

45

角色分工

教化、娛樂與觀光事業

公園系統 / 風景區系統

46

地方社區 生物多樣性
環境保護人士

整合的永續資源利用

管理、保護區
政策、組織

旅遊

生態旅遊範型
（Ross and Wall, 1999）47

善用政策工具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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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旅遊需要精心的遊程設計

可以鼓勵民間發展認證制度

不該只是指定生態旅遊地

49

生態旅遊遊程設計生態旅遊遊程設計

環境面

辦理行前教育

宣導保育觀念

提醒注意事項

經濟面

鼓勵當地消費

聘請地方人員導遊

固定比例回饋地方

社會面

發現深度內在價值、促進文化交流
50

生態旅遊的精髓：解說

藝術美學/自然美學

生態美學生態美學

形式美學

環境美學

51

新自然美學

包含景觀美學、生態美學、環境
美學三個成分，代表了人對自然美學三個成分 代表了人對自然
進行審美觀照的三個維度。

52

景觀美學强調自然美的象，以美自身爲
美，重視自然外在形象的呈現。

生態美學强調自然美的質，以真爲美，
以知性重解自然；重視科學知識的內容。

環境美學强調自然美的用、以善爲美，
以人的可居性體現其價值。

53

景觀美質

景觀的美質可以分別就主要景觀
組成（地形、植生、水體、人造
物）的生動性、繁雜性、稀少性，
以及整體景觀的統一性、完整性，
予以評定。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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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景元素：線、形、色、質

景觀組成：地形、植生、水體、人
造物

造景原理：對比、軸向、遠近大小、
光線、會聚、並列

景觀的品質：生動性、繁雜性、稀
少性、統一性、完整性

55

西方現代美學家Carlson反對自然的審美
欣賞主要是欣賞自然物的形狀和顔色等
外在形式。

他認為在自然審美欣賞中占據中心位置
的知識應是如地理學、生物學、還有生的知識應是如地理學 生物學 還有生
態學所提供的知識。

他認為將適當的自然審美欣賞建立在科
學知識之上的基本觀點，豐富著環境美
學的研究領域。

56

Carlson進一步主張，爲了正確
地欣賞自然物的表現性質，我們
需要有關于自然物的相關知識，需要有關于自然物的相關知識
需要將自然物放在它的正確範疇
下來感知。

57

自然美的欣賞

自然美與藝術美的差別

1、自然作為審美對象是變動不居的。我
們很難將自己從自然中分離出來

2、藝術的審美經驗主要由視覺經驗和聽2 藝術的審美經驗主要由視覺經驗和聽
覺經驗組成，而痕橫很少用到嗅覺、味
覺和觸覺等感覺。我們所有的感覺在自
然的撞擊下都被激活了。它們互相聯繫
著共同形成我們對自然的整體感受。我
們被自然環繞。

58

3、藝術作品是由藝術家創造的，藝術作
品是有明顯起源的。自然中沒有明顯的
意圖。

4 任何欣賞都意味著價值判斷 藝術家4、任何欣賞都意味著價值判斷。藝術家
創作藝術作品時就將它設計為美的。人
們面對自然物的時候，他們往往只有一
致的讚嘆，而不進行高低優劣的等級區
分。

59

什麼是藝術？

1. 藝術是人類的創造物

2. 藝術是精神產品

3. 藝術具有可感知性和抒情性

4. 藝術的感性形式是一種”幻象”

5. 藝術應能給人以美的享受

潘必新，2008。藝術學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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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欣賞(感知)的模式

包括：

對象模式 object model
景觀模式 landscape model
自然環境模式 natural environment mode自然環境模式 natural environment mode
l(自然環境模式產生環境美學)
參與模式 engagement model
神秘模式mystery model
喚醒模式 arousal model

61

致蝴蝶

請待在我的身邊不要飛走，

讓我再多看你一些時候。

我想，你該有不少話想對我說，

至少你曾為我把童年的記憶留。

在我的身邊飛吧，但請不要飛走！

沃茲華斯

62

賞景與解說的言、象、意

解說的層級

63

”言、象、意”最早指的是

卜辭、卦象、天意（義理）,

前者是表 後者是裏前者是表、後者是裏。

64

涉及

「如何看」

「幡動 風動 心動「幡動、風動、心動」

「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
看山又是山」

65

王秀雄教授（1998）

認為美術作品的第一層次意義與內涵猶
如你在作品所見的主題與圖像所直接表
達的意義，一般人都能見到。

第二層次的意義和內涵，就必須讀者先
具備某些方面的知識了。例如送「蘿蔔」
表示送「好彩頭」等。許多傳統的信號
和符號代表（象徵）的意義是必需先知
道，才能解釋美術作品的意義。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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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層次的意義與內涵是形式、
內涵與時、空背景的統合與敘述。
讀者能從美術作品中讀出背景內讀者能從美術作品中讀出背景內
涵，即作品背後的各種不同時代
與社會狀況。

67

古代中國人的美學思想

意象

意境意境

境界

不重真實性

68

「人知游山樂，不知游山學。人生天地
間，息息宜通天地籥。特立山之介，空
洞山之聰，渟蓄山之奧，流駛山之通。
泉能使山靜，石能使山雄，雲能使山活，
樹能使山蔥。誰超泉石雲樹外，悟入介樹能使山蔥 誰超泉石雲樹外 悟入介
奧通明中。遊山淺，見山膚澤；遊山深，
見山魂魄。與山為一始知山，寤寐形神
合為一。蝸爭羶慕世間人，請來一共雲
山夕。」

69

這是魏源（1794-1857）《游山吟》
的片段。內文所述是他的山水審美
觀。他指出大多數人遊山玩水、接
觸大自然的時候，其實只能獲得表
面的樂趣，膚淺的很。

70

除了感官刺激的舒適和愉悅之外，
很少能深入探究山、川、樹、石、
鳥、獸、蟲、魚等，進一步作知鳥 獸 蟲 魚等 進一步作知
性的學習；更不必說提升精神層
次的心物合一、情景交融了。

71

他撰寫的這段文字，頗能作為你我接
近大自然的時，應當學習的態度。無
疑的，也是自然解說、戶外教學、環
境教育，以及賞山 賞石 賞鳥 賞境教育，以及賞山、賞石、賞鳥、賞
蝶、賞樹、賞花時，必須具備的游山
學。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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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
其旨安在？丘園養素，所常
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
也。……看山水亦有體，以林

泉之心臨之則價高，以驕侈
之目臨之則價低。……」

73

「山以水為血脈，以草木為毛髮，
以煙雲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
得木而華，得煙雲而秀媚。水以
山為面，以亭榭為眉目，以漁釣山為面 以亭榭為眉目 以漁釣
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
而明快，得漁釣而曠落。此山水
之佈置也。」

74

「山水有可行者，
有可望者，有可遊者，

有可居……」

75

郭熙更道出了遊山的體驗，
他說:

「春山煙雲連綿，人欣欣。春山煙雲連綿，人欣欣。
夏山嘉木繁陰，人坦坦。秋
山明淨搖落，人肅肅。冬山
昏霾翳塞，人寂寂。」

76

77

中國人的深層生態學

誰道群生性命微
一般骨肉一般皮
勸君莫打枝頭鳥勸君莫打枝頭鳥
子在巢中望母歸

（唐，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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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造境的文學作品

79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問君能有幾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李煜【虞美人】

80

馬致遠【天淨沙】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平沙。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平沙
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

81

山近月遠覺山小，便道此山大於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若人有眼大如天 還見山小月更闊

王陽明 明中葉

82

王國維(1877-1900) ＜人間詞話＞
治學三境界：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眾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驀然回首) ，那

人正在，燈火闌珊處」

83

結語

我們面臨的挑戰是要不要創造本土
的生態旅遊？

生態旅遊是理性的還是感性的？生態旅遊是理性的還是感性的？

生態旅遊需要通吃自然旅遊、文化
旅遊、襲產旅遊、知性之旅、古蹟
之旅、宗教之旅等等嗎？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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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旅遊是深度旅遊，如果只

作為小眾旅遊，並且嚴守國際

主流的界定 似乎是比較好的主流的界定，似乎是比較好的

抉擇！

85

營建署研訂和推動生態旅遊白皮書的
目標和定位是下列那一項呢 ?

振興災區 ?

促進觀光事業 ?促進觀光事業

提升國土環境景觀品質 ?

保育國家公園資源(確保臺灣觀光資源特
色) ?

86

謝謝 !
Thank you !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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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生態旅遊實務--
以墾丁國家公園社頂生態旅遊地為例

陳美惠/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
1

獲獎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以「遴選生態旅遊地點及成立生態旅遊輔導團」計
畫榮獲97行政院永續獎行動計畫類第一名
社頂部落

榮獲97年度多元就業開發榮獲97年度多元就業開發

方案第五屆計畫執行

特優良單位

社頂部落巡守隊

榮獲97年屏東縣政府

學習典範獎

2

生態旅遊推動原則

尊重自然人文導向

強調教育與解說

在地組織主導

尋求保育與生計的共生

在地組織主導

自然環境與社會文化負面影響最小

回饋社區、永續經營

社區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與培力

(Empowerment)是生態旅遊操作的基礎

3

社頂位置圖

高位珊瑚礁
自然保留區

東海岸

籠仔埔草原

社頂
梅花鹿
復育區

森林遊樂區

4

社頂舊名「龜仔角」，大部分居民具原住民血統

大面積的高位珊瑚礁原始林

→→植物、動物、景觀及人文資源都很豐富植物、動物、景觀及人文資源都很豐富

5

社頂部落的困境

居民常不顧國家法令盜
採、盜獵自然資源以販
售謀利，同時也因濫墾、
違建、擺流動攤販，常
與墾管處 衝突抗爭與墾管處發生衝突抗爭。

墾丁大街的興起、新旅
遊景點的競爭、國內旅
遊型態轉變，社頂的遊
客越來越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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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頂部落的轉機
墾管處依據「9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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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選擇『社頂高
位珊瑚礁森林』為生態旅遊示範地點。

墾管處委託研究計畫

94年：資源調查、解說規劃、遊程設計

95年：社區營造、人力培訓、生物多樣性保育

遊客導入、成效評估

96年：建立顧客關係、健全服務體系、落實組織分

工永續經營 (95-96年委託委託屏科大森林系)

7

生態旅遊的賣點

多樣化的住民文化的住民文化

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

包羅萬象的棲地類型象的棲地類型

多樣化的住民文化的住民文化

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

包羅萬象的棲地類型象的棲地類型

褐樹蛙
蓋硬體 拼人潮 擺攤販 無特色 不永續

8

共識凝
聚

工作會議

聚

組成核
心的工
作人力

9

工藝組長：羅吉成
風味餐組長：李明來
多元就業組長：蔡正榮

解說組長：潘明雄
巡守組長：張中澤
民宿組長：龔忠川

10

家戶拜訪、居民溝通

公開透明

聽取建言

取得認同

11

由保護虎皮蛙開始

每二人一組，無酬勞

解說員須擔任巡守隊員

巡守排班路線：夜間、日
間 毛柿林及籠仔埔路線

組織巡守隊

間、毛柿林及籠仔埔路線
巡守監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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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
月份 95年 96年 97年
1月 20 27
2月 14 23
3月 23 26
4月 21 25

5月 17 30
6月 14 加入

固定物種共8種
隨機紀錄物種44種

日間路線
物候調查
及毛柿林
小苗監測

7月 25 21
8月 22 24
9月 20 22

10月 20 26
11月 15 21
12月 16 26
平均 19.6 20.75 26.2

13

監測指標物
種

總觀
察日

出現
日數

出現百
分比 發現地點

虎皮蛙

0%

10%

20%

30%

40%

50%

60%

7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份

出現率

95年

96年

97年

津田氏大頭竹節蟲

0%

20%

40%

60%

80%

100%

12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月份

出現率

95年

96年

97年

＜巡守紀錄分析＞

95年7月至97年5月巡守統計圖

0

5

10

15

20

25

30

35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天數

月份

95年度

96年度

97年度

種
數

日數 (%)

津田氏大頭
竹節蟲

25 20 80% 發現位置大多在路邊水溝旁，
附著在林投上。

條背螢 25 19 76% 溼地、沼澤

白頷樹蛙 25 19 76% 路邊

虎皮蛙 25 13 52% 大多聽到叫聲很少看到

澤蛙 25 16 64% 大多聽到叫聲很少看到

小雨蛙 25 19 76% 大多聽到叫聲很少看到

龜殼花 25 5 20% 發現位置大多在路邊旁

赤尾青竹絲 25 4 16% 發現位置大多在路邊旁

發光小菇 25 18 72% 雨後出現數量較多 14

＜日間路線物候及毛柿林小苗監測＞15

每條路線都是部落居民
與墾管處及研究團隊共
同踏勘及定線

路線探勘路線探勘

16

培育部落解說員

95年7月至97
年8月共計121
次訓練

室內及戶外課室內及戶外課

以參訪、巡守
輔助教學

17

解說員認證

第一期9人，第二期5人、第
三期2人通過初級解說員認證

由墾管處公開場合頒發證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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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導入

95年8月推出第一條生
態旅遊路線--夜間生態
體驗之旅，由墾管處協
助導入遊客

墾管處「與國家公園有
約」強力推銷社頂生態
旅遊

19

遊客滿意度

在活動結束時，請遊
客填寫滿意度問卷

定期檢討遊客滿意度，
並力求改善

題號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交通 547 4.22 0.82 
解說能力 548 4.49 0.64 
餐點 539 4 33 1 06餐點 539 4.33 1.06 
生態資源 545 4.28 0.74 
知識學習 546 4.33 0.70 
放鬆 548 4.43 0.65 
收費 541 4.40 1.15 
價值 545 4.41 0.96 
整體服務 547 4.48 0.60 

20

遊客承載量
1.夜間生態體驗路線（適合6-9月）：每晚2梯，

每梯40人，每天可接受約80名遊客。

2.日間探索路線（全年皆宜）：每日200人
3.賞鷹私房點（特定9-10月）：每天為60人
4.毛柿林路線（全年皆宜，3-4月除外）：

每天為80人。且建議每年3~4月禁止遊客進入，以利各式每天為80人 且建議每年3 4月禁止遊客進入 以利各式

生物繁衍，以使毛柿林的生態得以休養生息

•依設施承載量(解說員數量、場地設施、路線腹地狀況) 、社

會心理承載量(遊客滿意度)、生物承載量(生物監測)，以及各

遊程的實際操作經驗等資料綜合評估。

•單一窗口貫徹承載量管制
21

計費標準 解說員收入 協會 備註

4×200＝800 800元全數為解說
員

不收基金 4人成行、4人以下按4
人收費

6人以上×200 解說員1000元 餘額協會
基金

30人以上×150
元

解說員1000元 餘額協會
基金

30人以上優惠價

以上為日間、夜間解說收費標準(附點心)

風味餐 每餐每人×150元 金額×10％回饋協會基
金

建立收益
回饋社區
之機制

制定「社頂部落生

態旅遊公約」，詳 金

民宿 (含早餐) 國小以下每人×350元
成人每晚每人×500元

金額×10％回饋協會基
金

毛柿林 ×350 解說員×1500元
接駁車×50元

餘額協會
基金

30人以上優惠價×300
元

4人以下 解說員自行負責 不收基金

梅花鹿×300 解說員×1300元
接駁車×70元

餘額協會
基金

30人以上優惠價×250
元

夏都專案
每人×150元(日
、夜)
每人×300元(毛
柿林)

毛柿林7人以下全由
解說員自行負責、7
人以上比照正常班計
算

餘額協會
基金

態旅遊公約」 詳

細規定參與社頂生

態旅遊產業的權利

與義務，同時訂定

社區回饋機制，讓

生態旅遊經營邁向

制度化，有利於組

織體質的健全及持

續的運作經營。

22

異業結盟：異業結盟：與與
墾丁地區飯店墾丁地區飯店
民宿簽訂生態民宿簽訂生態
旅遊套裝住房旅遊套裝住房

策略聯盟

旅遊套裝住房旅遊套裝住房
專案專案〈〈福華墾福華墾
丁夜未眠、夏丁夜未眠、夏
都夏夜精靈、都夏夜精靈、
統一健康世統一健康世
界界....〉〉穩定客穩定客
源有利長期經源有利長期經
營營

23

媒體與文宣

網站建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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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頂部落生態旅遊遊程介紹

1.夜間體驗路線（適合6-9月來訪）

2.日間探索路線（全年皆可）

3.賞鷹路線（特定在9-10月）（ ）

4.毛柿林神秘之旅（全年皆可，3-4月除外）

5.梅花鹿尋蹤（全年皆可）

25

社頂自然公園生態旅
遊服務中心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飯店業者 社頂部落發展文化促
進會

遊客

單一窗口安排遊程

實際解說服務

導覽活動行前解說

安排DIY活動

社頂部落生態旅遊服務流程

安排民宿住宿

實際解說服務

填寫問卷

安排風味餐

安排DIY活動

26

結合內政部營結合內政部營
建署城鄉新風建署城鄉新風

社區環境
改善

建署城鄉新風建署城鄉新風
貌計畫、勞委貌計畫、勞委
會職訓局多元會職訓局多元
就業開發方案、就業開發方案、
林務局社區林林務局社區林
業計畫業計畫

27

單一窗口、遊客接洽

臨櫃解說服務

「我在墾丁*天氣晴」

行銷經營

我在墾丁 天氣晴」

偶像劇社頂拍攝路線

28

「海角七號 尋鹿去」

日本教師提著行李走過草原黃土

路，阿嘉騎著機車要找友子阿嬤，

二個不同時空交錯的畫面，情書

的告白…

~~我會假裝你忘了我

假裝你將你我的過往

行銷經營

假裝你將你我的過往

像候鳥一般從記憶中遷徙 假裝你已走過寒冬

迎接春天

我會假裝…

一直到自以為一切都是真的！

然後…

祝你一生永遠幸福

~引自海角七號情書內容~
29

1.轉變居民觀念，破除硬體開發迷思，重拾土
地情感

不再要求裝路燈、做牌樓、開步道、建廁所‧‧‧‧

因為 他們已經知道社區發展的關鍵不是這些

夥伴關係的實踐—人與自然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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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維持生態旅遊地自然風貌

經過居民柔性的勸導後，
困擾墾管處多年的私放水
牛問題已獲解決，津田氏

棲地改善，增加生物多樣性

牛問題已獲解決，津田氏
大頭竹節蟲得以正常繁衍。

生態路線中，有部分路線
的路面泥濘，由部落居民
利用周圍所倒下的枯木，
以近自然工法自力鋪設簡
易步道。

31

3. 扼阻捕獵、移除外來入侵種

巡守隊有效嚇阻當地與外地的盜採盜獵者，自95
年7月成立至今，巡護生物資源及社區治安，97年
平均1-5月平均巡守 26.2天，成效顯著。

居民配合度高，公私協力拔除外來入侵種銀膠菊、

砍除銀合歡

32

人際關係的轉變

相互猜忌→互相信任

袖手旁觀→參與其中

夥伴關係的實踐—人與人

袖手旁觀→參與其中

各懷鬼胎→大局為重

冷默疏離→守望相助

‧‧‧‧

33

自我實現

‧‧‧‧都是有點年紀的歐吉桑、歐巴桑，念書學
習是件很痛苦的事，尤其許多的解說圖鑑上的字，
更是小的讓他們看得很吃力，‧‧‧‧，都咬緊牙
根在學習‧‧‧‧。
每天晚上奮力的在各條巡守路線上認真巡守，順便
複習 使這些中文名 臭 長 在他複習‧‧‧‧，即使這些中文名又臭又長，卻在他
們的毅力堅持下，在頭腦裡記憶下來，一般人要記
住這些名字很不容易，更何況是這一群歐吉桑、歐
巴桑。可是他們做到了，‧‧‧‧如數家珍的講出
這些物種的名字、習性、出現的地點，這就是社頂
部落巡守隊厲害的地方。

中高齡、沒有好學歷、以流動攤販為生的一群居民
34

屏東林管處毛柿母樹林
(作業課、育樂課、林政課)
墾管處梅花鹿復育區

(保育課、解說課)
社頂部落接團→傳真墾管處→每
月報表傳屏東林管處
清潔維護及巡護

夥伴關係的實踐-機關內部、政府單位之間

清潔維護及巡護
社頂部落進行毛柿小苗生長監測

35

社頂銀合歡木炭窯
製作

夥伴關係的實踐-機關內部、政府單位之間

屏東林區管理處
『社區林業計畫』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
處提供場地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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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7年多元就業開發方案5名人
力。

多元就業人力進來後，原有團隊
人力明顯展現更堅強的陣容，並
吸引多位新成員加入。

多元就業人力擙援使得整體生態
旅遊活動內容及服務品質更具吸
引力。 37

墾管處：輔導團隊、解說訓練、保育巡守、行銷推
廣、行政管理
林試所恆春研究中心：與部落合作執行巡守工作
勞委會職訓局：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人力資源
畜試所恆春分所：籠仔埔梅花鹿的路線規劃

夥伴關係的實踐-政府單位之間

屏東縣政府：部落景觀及風貌改造，積極推廣社頂
生態旅遊
林務局屏東林管處：與墾管處合作毛柿林遊程，持
續以社區林業計畫支持社頂的發展。

政府單位間的攜手合作，造就今日不一樣的社頂部落

38

鵝鑾里埔頂部落

•優美的風景

•人文歷史

•希臘風格的民宿

•豐富的鳥類和螃蟹資源

區域合作

•豐富的鳥類和螃蟹資源

39

• 目前發展進度

1 資源調查

區域合作

1.資源調查

2.社區溝通

40

水蛙崛部落

• 資源調查及棲地營造

願景：社頂、埔頂、水蛙崛，
由點而線而面串連，形成生
態旅遊區域發展

區域合作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