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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及目的 

2002 年「國際自然保育聯盟世界保護區委員會東亞地區第四屆會議」

中，與會各國人士促請台灣政府將東沙海域，建立為台灣第一個海洋保護

區。2003 年 10 月南非「第五屆世界公園大會」訂定之德班協定喚起各國一

同正視海洋、海岸保護議題，因全世界 12%土地受到保護的同時，卻只有不

到 1%的海洋及海岸受到保護，而任其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暴露在過度開發

中，因而籲請各國政府增加海洋保護區面積，並建立全球海洋保護區的資料

庫。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自 2007 年 1 月 17 日由內政部正式公告成立迄今逾 2
年，設立之初因考量區內海域生態長期遭受各國漁船不法捕魚之破壞，環礁

周圍的珊瑚和生態資源遭受人為嚴重破壞；加以長年隸屬軍事管制地區，區

內相關設施並不完善，因此在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計畫書中乃訂立成立之前五

年為保育復育期，暫不開放一般民眾觀光，以進行資源調查研究、環境復育

及相關設施規劃等經營管理工作，五年之後將依其經營管理結果，評估是否

開放實施小型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生態旅遊係基於「永續發展」之概念，

為一種兼具自然保育及遊憩體驗之旅遊型式，強調不從事破壞及降低資源品

質之活動，而對自然環境、原有生態系及文化衝擊降至最低。然其發展須有

一完備計畫，包含準備期、執行期、監測維護期，爰為能使東沙環礁國家公

園在日後推動生態旅遊有所依據，乃進行「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發展

計畫」，以作為相關人員未來推行生態旅遊及相關配套措施之參考依據，並

使其能真正符合生態旅遊之發展目標。 

本計畫目標在於「以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生態保育為基礎，透過承載量及

生態旅遊規劃，達到國家公園環境教育理念以及宣導國人維護國土之美，同

時並藉由生態旅遊操作規範之擬定以調整後續執行之方向」。依此目標，本

計畫主要具體目的有四： 

一、 規劃東沙環礁國家公園遊客承載量，以達東沙環境永續發展。 

二、 規劃符合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之生態旅遊活動，以因應國際資源保護

利用之趨勢及國人旅遊之需求。 

三、 辦理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生態旅遊教育訓練，確保生態旅遊推行方

向。 

四、 建立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生態旅遊操作規範與機制，提高專業執行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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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範圍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位於南海北部海域，此環礁東北距高雄 240 浬、澎湖

230 浬，北距汕頭 140 浬，西距香港 170 浬、海南島 360 浬，南距南沙太平

島 640 浬、馬尼拉 420 浬(圖 1)。 

東沙島位於東沙環礁之西邊，是東沙環礁中唯一露出海面之陸礁島嶼，

該島位居臺灣海峽南端，東控巴士海峽，西扼海南島、廣東及港澳船艦進出

之門戶，地理位置十分優越，目前行政區域之劃分係由高雄市政府代管中。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原則以東沙島及東沙環礁周圍延伸至外圍 22.2 公里，總

面積 3,536 平方公里。 

「東沙島」面積約為 1.74 平方公里，古稱「南海明珠」，全島由珊瑚碎

屑及貝殼風化形成獨特白沙地質景觀，島內一小潟湖如內海，其面積約為

0.64 平方公里，此小潟湖在退潮時水深不及 1 公尺，全島如同蟹螯狀地形。 

「東沙環礁」古稱「月牙島」係由潟湖及珊瑚礁台組成，直徑約 25 公

里及面積 500 平方公里(圖 1)，具完整珊瑚礁景觀生態資源，為海洋生物樣

熱點地理區位，環狀礁台區長約 46 公里及寬約 2 公里，於低潮時露出水面，

環礁內為水深 16 公尺之潟湖及灘洲組成。環礁外水深 25 公尺，主要由陡坡

及斷崖組成，屬於環礁斜坡區，深海底有古沉船遺蹟、熱帶珊瑚、熱帶魚群、

棘皮動物、甲殼動物、底棲藻類、礁斜陡坡等構成豐富海洋文史生態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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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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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計畫內容與流程 

計畫緣起及目的

生態旅遊相關文獻蒐集

(一)東沙環境資源羅列
(二)生態旅遊發展潛力分析
(三)生態旅遊發展限制分析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生態旅遊發展潛力與限制分析

生態旅遊發展構想
(一)發展願景及構想
(二)發展原則
(三)土地使用分區檢討建議
(四)活動導入及遊程計畫

生態旅遊操作規範擬定

承載量 活動企劃考量因子 國外相關案例

擬定生態旅遊承載量

實質發展計畫

分期分區
發展計畫

交通運輸計畫 導覽解說計畫 廢棄物處理計畫 環境監測及
回饋計畫

執行操作計畫

生態旅遊操作機制擬定 生態旅遊教育與訓練

繳交工作成果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旅遊服務與
安全計畫

計畫緣起及目的

生態旅遊相關文獻蒐集

(一)東沙環境資源羅列
(二)生態旅遊發展潛力分析
(三)生態旅遊發展限制分析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生態旅遊發展潛力與限制分析

生態旅遊發展構想
(一)發展願景及構想
(二)發展原則
(三)土地使用分區檢討建議
(四)活動導入及遊程計畫

生態旅遊操作規範擬定

承載量 活動企劃考量因子 國外相關案例

擬定生態旅遊承載量

實質發展計畫

分期分區
發展計畫

交通運輸計畫 導覽解說計畫 廢棄物處理計畫 環境監測及
回饋計畫

執行操作計畫

生態旅遊操作機制擬定 生態旅遊教育與訓練

繳交工作成果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

旅遊服務與
安全計畫

圖 2  計畫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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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態旅遊相關文獻蒐集 

第一節  生態旅遊的意義及內涵 

近年來，觀光活動的發展，造成環境的破壞，雖觀光產業最初被視為無

煙囪工業，但其對環境的破壞力仍不可忽略。為求在觀光旅遊的同時，確保

脆弱資源遠離傷害，「生態永續發展」的概念逐步推展，生態觀光的概念與

背景開始醞釀成形，另一種形式之旅遊活動，一種兼具自然保護及遊憩體驗

的旅遊活動逐漸盛行，如「負責任的旅遊」、「自然取向之旅遊」、「負責的觀

光」等等。 

一、生態旅遊的定義 

生態旅遊之概念最先由 Hetzer 在 1965 年為求得一個更負責任的旅遊，

定義出 4 個中心主題，分別為：對環境最小的衝擊；對當地文化的最小衝擊

及最大責任；給予當地最大的經濟利益；以及提供參與遊客最大的滿意度

(Holdenl & Sparrowhawk, 2002)。Hetzer 以此為衡量標準，提倡生態上的觀光

(ecological tourism or ecotourism)(Grenier et al., 1993)。 

有關生態旅遊的定義，國內外學者有多樣的觀點(整理如表 1)，有學者認

為生態旅遊是一種旨在觀察與體驗自然的休閒旅遊；部分主張生態旅遊應在

原始、未受干擾的地區，以崇敬的態度，擁有最小的自然生態衝擊的深度旅

遊；Wallace & Pierce(1996)提出生態旅遊如同一個可以求得保護及永續發展

的工具，其概念乃相對於未受干擾的自然區域來作研究或享受、或義務協助

相關的保護或發展工作；The Ecotourism Society 定義生態旅遊為「有目的的

到自然區域(natural areas)旅遊以瞭解其環境的文化及本土歷史；小心的不去

改變生態系統的完整性；產生經濟上的機會，以保護本土資源並有利於地區

人民」(Epler Wood et al., 1991)；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s (IUCN) 
Commission on National Parks and Protected Areas (CNPPA)定義生態旅遊為

「相關於環境方面的有責任旅遊及參訪相對未受干擾的自然區域，為了享受

及欣賞自然(多伴隨著文化特色)，並且可以提升保護之作用；有著低旅遊衝

擊；改善當地人口的社會經濟困境。」(Ceballos-Lascurain, 1996)。 

由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於 2004 年所擬定的生態旅遊白皮書則定義出

下列生態旅遊缺一不可的原則，提供做為國內發展生態旅遊之依據： 

1. 必須使用低環境影響之營宿方式與休閒活動 

2. 必須限制到此區域之遊客量(不論是團體大小或參觀的團體次數) 



 6

3. 必須支持當地的自然資源與人文保育工作 

4. 必須儘量使用當地居民之服務與載具 

5. 必須提供遊客以自然體驗為旅遊重點的遊程 

6. 必須聘用了解當地自然文化之解說員 

7. 必須確保野生動植物不被干擾、環境不被破壞 

8. 必須尊重當地居民的傳統文化及生活隱私 

表 1  國內外生態旅遊定義彙整表 
作者 年代 定義及意涵 

Hetzer 1965 以當地文化、環境最小衝擊、給予當地最大經濟效益及遊客最大滿意程度

為衡量標準。 
Lucas 1984 到自然地區享受及觀察自然，強調低環境衝擊，且對本國社會和環境有貢

獻。 
Ceballos- 
Lascuran 

1987 到相對未受干擾或污染的自然地區進行特別目的的研究、欣賞及體驗其中

的野生動植物景象，並關心該地區內所發現的文化內涵。 
Laarman 
and Durst 

1987 生態旅遊是一種旨在觀察與體驗自然的休閒旅遊。 

Kutay 1989 生態旅遊為一種觀光發展模式。在選定的自然區域中，規劃出遊憩基地以

及可供遊憩的生物資源，並標示出其與鄰近社會經濟區域的聯結。另一方

面，生態旅遊必須有事前的計畫，並且謹慎處理營利和環境衝擊的課題。

它也可以引導遊客深入瞭解地方文化。利用精心設計的解說方案，使觀光

的重點轉移到認識地方智慧。 
Ziffer 1989 生態旅遊是一種啟發性的旅遊形式，主要建基於當地的自然歷史與固有文

化。生態旅遊遊客為了欣賞、參與而到一尚未開發的地區，對野生動物或

自然資源採非消耗性使用，並透過經濟或勞力的方式直接貢獻於基地的保

育活動與居民的經濟福祉。同時，生態旅遊也為一種經營管理的策略，藉

由經費補助、立法、民眾參與等方式，管理當地土地的利用方式，進而達

到社區發展的目的。 
Ziolkowski 1990 生態旅遊為一種低衝擊的觀光，主要在體驗當地文化。 
Boo 1992 生態旅遊為促進保育的旅遊。進一步來說，生態旅遊是以欣賞和研究自然

景觀、野生動植物以及相關文化特色為目標，透過為保護區籌集資金、為

地方居民創造就業機會、為社會公眾提供環境教育等方式，成為有助於自

然保護和持續發展的自然旅遊。 
Boyd and 
Butler 

1993 生態旅遊為負責任的觀光體驗，不僅對保育有貢獻，亦能兼顧社區的完整

性，同時儘可能的採行與環境和諧並存的活動。 
Figgis 1993 生態旅遊係為了增加對自然環境與文化襲產的瞭解與欣賞而到偏遠地區旅

行，同時必須避免對環境以及他人的體驗產生危害。 
Valentine 1993 生態旅遊係以自然為基礎、不從事破壞及降低資源品質的活動、以長遠保

護與使用為原則、採用適當的管理方法制度。 
National 
Ecotourism 
Strategy of 
Australia 

1994 生態旅遊是一種包含教育、解說自然環境與生態永續經營的自然觀光。 

Stewart 1994 基於永續利用之觀念，儘量對原有生態系及文化衝擊降至最低的一種旅遊

方式。 
Blamey 1997 生態旅遊體驗是指個體為了學習、欣賞或體驗自然、文化風采與動植物種

類等意向，而到內心所認定之相對未受干擾且離家 40 公里以上距離的自然

地區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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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代 定義及意涵 
Lawrence, 
Wickins & 
Phillips 

1997 生態旅遊概念之形成可能起因於同時間中對自然環境的普遍及逐步提升的

興趣，且對保護自然環境品質之重要性有一致的認同。市場已逐漸可以接

受參訪及體驗高品質的自然環境之理想，並且保護其避免人類之衝擊。 
Ross & Wall 1999 生態旅遊的基礎目標為自然區域的保護及地區的發展。 
Fennell 2000 是一種永續觀光的形式，也是一種符合倫理的經營方式，即主張低衝擊、

非消耗性和地方性取向(控制權、利益與規模)。生態旅遊通常發生在自然地

區，其主要目的在於體驗自然、學習自然、並對當地的保育或保存有所貢

獻。 
Weaver 2001 就遊客的動機及介於遊客與吸引力之間的實際相互影響而論，生態旅遊的

定義通常為對有關生態旅遊產品的基礎吸引力具有教育、學習、或欣賞等

元素成分。而在這一連串的動機/影響序列中，生態旅遊遊客通常牽涉在致

力於研究的教育過程、或追求環境的學習及隨其而獲的教育。 
Weaver & 
Lawton 

2002 生態旅遊的 3 個主要基本原則：(1)其最初吸引力應牽涉著「自然環境」，並

結合「文化吸引力」，進而形成第二個構成；(2)生態旅遊遊客與環境間相互

影響的基礎在於教育、學習、與欣賞，有別於其他形式的「以自然為基礎

的旅遊」；(3)生態旅遊被期許可以帶來環境、社會及經濟層面的永續性。

劉吉川 1994 生態旅遊為直接或間接的使用自然環境，並強調觀光與自然保育的重要

性。生態觀光的效益是多方面的，包括提供遊客活動機會、當地居民之經

濟效益，並使居民之文化生活和生態環境得以改善。 
王柏青 1995 生態旅遊為對生態系保育有助益的旅遊，其內涵應建構於以環境倫理理念

為基礎，提供環境教育之機能，以達永續經營。 
歐聖榮 
蕭芸殷 

1998 生態旅遊係指人們以提供環境教育、自然保育、利益回饋及整體永續經營

為目標，而到一自然地的旅遊。 
趙芝良 
歐聖榮 

1997 在自然特色之生態環境中，以對該地區所有自然與人文的生態演替為資源

對象，從事欣賞、觀察、研究、尋樂之旅遊活動。其以環境倫理之概念為

出發點，提供環境教育、自然保育、利益回饋等機能。 
黃慧子 2002 以當地資源永續經營為中心，並兼顧環境教育功能與當地經濟體系，期望

達到人與環境之和平相處。 
歐聖榮 2002 完整的生態旅遊精神的體現涵蓋「基於自然」、「永續經營」、「環境意識」、

「利益回饋」等四個理念構面。 
曾彥蓉 2002 由遊客和地區兩方面來解釋，生態旅遊遊客，必須是抱著研究學習或欣賞

「特定」目的，以尊重環境和負責任的態度來接近大自然，不破壞、不浪

費當地的資源。生態旅遊必須是一自然地區，結合地方居民，規劃一些對

環境衝擊最小的旅遊型態，藉由適當的經營管理，規範遊客行為，教育遊

客自然保育的觀念。旅遊發展所帶來的經濟收益也可改善地方居民的生

活，提供保育基金，讓此自然地區的生態與文化資源可以永續。 
生態旅遊白

皮書(草案) 
2004 生態旅遊推動時須整合「基於自然」、「環境教育與解說」、「永續發展」、「喚

起環境意識」以及「利益回饋」五個面向，才能顯現生態旅遊的精神。 
資料來源：歐聖榮，2002；歐聖榮，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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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旅遊之內涵 

生態旅遊的完成包含了「旅遊地的特色」、「參與者的動機」及「旅遊的

運作策略」等三項基礎。Ross & Wall (1999)指出生態旅遊可說為一個錯綜複

雜的現象，牽涉許多行為者來完成，包括旅遊者、居住者、供應者及管理者，

且具有多樣的功能。在生態旅遊中自然區域及當地人口經由旅遊活動的連

結，形成一個共生的關係。生態旅遊被視為一保護自然區域的手段，藉由生

態旅遊活動的進行，而有稅收的產生、環境教育的獲得與當地居民的涉入，

進而達成保護生物多樣性與自然資源以及發展經濟或基礎公共設施等雙重

目的，透過適當的經營管理方式，求得永續之發展。 

Weaver(1999)認為生態旅遊由 3 個核心所構成： 

1. 主要的吸引力是「自然基礎」，其次為文化特色； 

2. 強調在其本身的資源上的研究或欣賞； 

3. 遊客或其他參與者的活動開始以一種負責的態度面對據點的自然或

文化環境。 

Blamey(2001)精鍊出生態旅遊的三個重要核心標準，分別為自然基礎元

素、教育或學習的成分、永續的原則；Weaver(2001)認為除了上述三個核心

標準外，尚包括一個十分重要的基礎觀點，即生態旅遊為一種旅遊的形式，

在構成旅遊的多種目的之下，「休閒/假期」以及「教育」為兩個符合生態旅

遊構成的主要旅遊目的類別；Buckley(1994)指出多數的環境組織認為生態旅

遊必須同時建構於「永續經營」、「支持保育」、「環境教育」、「以自然資源為

基礎」等四個旅遊理念；Ross & Wall(1999)則根據學者 Pedersen 在 1991 年

所提及的生態旅遊之內涵，歸納出生態旅遊應包含的五大功能，分別為保護

自然地區、增建教育學習、創造收入、提升旅遊品質、促進當地的參與。 

綜合上述，生態旅遊可以說是一種以環境倫理為出發點的旅遊，藉由生

態旅遊的進行，將自然環境導向保育與發展共存的永續經營之總體目標，而

在這過程中使自然環境、當地居民、及遊客可以獲得保育/保護、發展、教

育/學習、休閒/假期之獲得等利益。 

三、生態旅遊之概念架構 

生態旅遊不同於一般傳統的大眾旅遊活動，其追求著保育與發展共存的

永續經營。而生態旅遊的成功與失敗往往建立於其所依賴的目標。因此建立

一個有效性及可利用性的架構來評估及定義生態旅遊在環境上的機能與地

位，可以容易達成生態旅遊經營管理層級的目標(Bottrill & Pearce, 1995)。 

Buckly(1994)整理出生態旅遊所涉及的領域，其認為以環境觀點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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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的生態旅遊定義應包括「以自然為基礎」、「支持保育」、「環境教育」、「永

續經營」等四層面的旅遊。 

Boyd & Bulter(1996)提出，對生態旅遊地而言，一個完善的經營管理架

構及原則是重要的。雖然生態旅遊的發展與其他形式旅遊的發展不同，生態

旅遊的規模通常較小、具環境責任、及選擇性市場，通常位於偏遠地區，對

潛在大眾的牽涉、控制與經營管理程度則較高於其他複合、大尺度的大眾旅

遊地。因此 Boyd & Bulter 提出一個經營管理參與及決策的架構，說明了要

決定生態旅遊地的經營管理及現存的其他基礎資源之使用，牽涉著現存於生

態旅遊地中各式樣的資金管理者，包括了旅遊業、資源導向的業者、當地社

區及其他大眾與私人機構。 

Ross & Wall (1999)針對生態旅遊參與元素(自然環境、當地社區、旅遊活

動)與經營管理機關、保護區政策及其他組織如當地 NGOs 或協助發展機構

等具有互相影響的共生關係，提出一架構圖，如圖 3 所示。 

綜言之，生態旅遊可從資源吸引力、使用者及管理三個向度觀之：(1)
資源吸引力包括了自然生態環境及當地居民社區文化；(2)使用者則包括遊

客、社區居民；(3)管理者則以政府、社區、及非政府組織、旅遊服務相關

業者所組成。就整體經營管理架構而言，可歸納出生態旅遊之經營管理主要

係針對環境、遊客及社區三層面所組成。 

 

經營管理
策略組織

經營管理
策略組織

生物多樣性生物多樣性當地社區當地社區

觀光旅遊觀光旅遊

-開發、拓展計畫
-使用分區的實施

-監測/研究計畫
-實施使用管制

-服務的提供
-遊客衝擊管理

經營管理
策略組織

經營管理
策略組織

生物多樣性生物多樣性當地社區當地社區

觀光旅遊觀光旅遊

-開發、拓展計畫
-使用分區的實施

-監測/研究計畫
-實施使用管制

-服務的提供
-遊客衝擊管理

 
圖 3  經營管理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Ross & Wal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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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承載量相關文獻探討 

一、承載量的定義 

承載量的概念最初源自牧場經營上，當一個牧場放養的牲畜頭數不斷增

加，超過土地生長糧草可以供養隻數時，不但牲畜營養與健康受到影響，土

地的生長利也因而受到破壞，因此在牧場經營上乃有最適頭數的經營理念，

亦即「在維持資源永續生產之前提下，所能豢養之牲畜量」(林晏州，2000)。 

在引用承載量觀念至戶外遊憩領域方面，Summer(1942)曾提出遊憩飽和

點(recreational saturation point)觀念，指在長期維護的目標下，一個原野地區

可能容許遊憩利用的最多人數。1963 年 LaPage 首度提出〝遊憩承載量

(Recreational Carrying Capacity)〞之概念，包含美學遊憩承載量(Aesthetic 
Recreational Carrying Capacity)及生物承載量(Biotic Carrying Capacity)兩個

要素，其中美學遊憩承載量強調使大多數遊憩者得到平均滿意程度以上遊憩

體驗之遊憩發展與使用量；生物承載量則指在維持自然環境下，提供遊憩者

利用且不損及滿意體驗時之遊憩發展與使用量。 

在各方學者不斷提出其定義及相關研究後，美國戶外遊憩局(Bureau of 
Outdoor Recreation, 1975)整合過往的研究，將遊憩承載量定義為「一種使用

的水準，在此水準之內不僅能保護資源，且能使參與者獲得滿意的體驗」，

並說明在此概念下遊憩承載量應包含實質承載量與社會心理承載量，進而提

出一套適合遊憩資源保護與遊憩滿意之指標，供遊憩區規劃及經營管理參考

與應用，於此社會心理承載量之概念首次被提出。 

爾後 Shelby & Heberlein(1984)將遊憩承載量定義為：遊憩資源之使用潛

能，當超過此一標準時，各衝擊參數受影響之程度，便超越評估標準所能接

受之程度。而依衝擊參數的不同，定義出四種遊憩承載量；分別為生態承載

量(ecological capacity)、實質承載量(physical capacity)、設施承載量(facility 
capacity)、社會承載量(social capacity)，此概念廣泛被接受與應用，以下就

四種遊憩承載量分述之(Shelby and Heberlein, 1984)： 

(一)生態承載量 

主要衝擊參數是生態因素，分析使用水準對植物、動物、土壤、水

及空氣品質之影響程度，進而決定遊憩承載量。利用對改變作監測、建

立平衡系統以進行調查以及模擬試驗等方式進行測定。其中生態系統參

數包括地表覆蓋率、植物種類比例、觀察到的動物數量、土壤沖蝕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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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參數必須是經營管理參數所能改變之因素，雖然天然植群、野

生動物、土壤、空氣及水等各項環境因子，均可作為遊憩衝擊之調查對

象，然天然植群與土壤對遊憩衝擊具有高敏感度，加上易於觀察，具有

適合作為環境偵測作業中良好指標之特性。且遊樂活動對遊憩地區生態

環境之衝擊，最容易反應在土壤與植群之改變上，也最容易造成遊客之

視覺衝擊，一直以來都常被研究者拿來作為研究的對象。 

(二)實質承載量 

以空間因素當作主要衝擊參數，主要依據未發展自然地區之空間分

析其所能容許進行之遊憩使用量。空間參數例如每段沙灘的露營團體

數、特定區域的人數等。 

(三)設施承載量 

以發展因素當作衝擊參數，利用停車場、露營區等人為設施所能提

供的使用量分析遊憩容納量，如停車場的設施配置比率、遊客/服務人員

比等。 

(四)社會承載量 

以體驗參數當作衝擊參數，主要依據遊憩使用量對於遊客體驗之影

響或改變程度評定遊憩承載量。例如一定時間遭遇團體數、遭遇團體的

大小類型等。其衝擊參數類型包含擁擠感、偏好預見人數、預見人數接

受度、滿意度及可接受改變限度等。 

國內學者林晏州(1988)則定義遊憩承載量為「使遊憩區符合既定經營

目標，該遊憩區在一定時間內能夠維持一定遊憩品質，而不致對實質環

境或遊憩體驗造成不可接受之改變的使用量與使用性質」。王小璘(1989)
亦將遊憩承載量定義為「遊憩區在經營管理目標所提供之遊憩品質和遊

憩機會下，於計畫期限內所能承受遊憩使用，而不致引起自然遊憩資源

或遊憩體驗上不可接受改變的數量」。 

遊憩承載量的概念發展至今經由不同學者不同之角度探討，其涵蓋了多

樣意義。然，遊憩承載量在用辭及研究方法雖有差異，但其主要探討對象應

可概分成實質生態承載量及社會心理承載量兩個層面(林晏州，2002)。 

二、遊憩承載量之相關研究 

1960 年代 Lapage(1963)為首位將容許量用於遊憩的研究，其追求遊憩者

能得到平均滿意程度以上之遊憩資源體驗。其後相關研究陸續出現，至 1970
年逐漸成形，Tivy(1972)以基地惡化為主要評估指標，如遊客數的減少、所

需土地之大小、遊憩品質降低、其他地區可利用性減少、遊憩活動對生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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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響的嚴重性及各種活動的衝突性等因素，其使用矩陣分析進行承載量評

估，但仍須依賴其他研究結果做為客觀評估的基準，否則無法提供規劃或經

營者直接使用。 

此外，Wagar(1964)將經濟學概念導入遊憩承載量，說明遊憩承載量是「考

慮價格之後的使用量需求」。而 Fisher 和 Krutilla(1972)將其定義為「消費者

剩餘價值達最大值時的使用量」，其以「願付價格(willingness to pay)」做為

實質評定的標準，此模式雖然十分簡易便捷，但就遊憩本質而言，能否視為

利益成本，且遊憩行為是否符合經濟學原理，仍有許多爭議。 

而 Lime & Stankey(1971)首次將經營管理目標帶入承載量的議題，並提

到環境資源及預算與遊客滿意度。Schreyer(1976)將社會承載量作為一地區

承載量的評估標準，並認為它與經營管理目標息息相關。 

Hammon(1974)則由遊憩者的滿意度來推定湖泊之遊憩承載量，透過系統

模擬的方式，將推估結果予以量化並呈現，但在模式建立時易受到相關資料

不足的影響，而難以執行。Jackson et al.(1976)則以自然資源指標及土地資源

指標，建立湖泊遊憩承載量評估模式，該模式對於超負荷使用的地區進行確

切的分析，主要以生態承載量進行評估，其中並未考量社會心理承載量及其

他相關經營管理目標。 

Cole(1985)率先利用環境衝擊推估遊憩承載量，藉由資源調查以了解環

境實際衝擊情況，其發現植被、土壤衝擊之空間分佈情形，受高度衝擊者多

半集中於遊憩活動之中心地點，如露營區、步道兩側。而國內相關研究則有

楊武承、錢學陶(1992)以台北市四獸山植群為例，對保護區遊憩衝擊與實質

生態承載量進行研究，其以植群變項為指標，建立遊客量與植物衝擊之關係

式，研究結果得知步道兩旁土壤裸露程度與該步道之縱向坡度及其每週通過

之遊客量有關，並獲得四獸山步道一週內不得超過 20,224 人次之實質生態

承載量標準，提供未來規劃與管理的參考。劉儒淵(1992, 1993)亦以植群變

項為指標，並設定植群覆蓋度減少率、植株高度降低率及植相變異度等衝擊

參數，探討塔塔加地區(1992)、玉山步道沿線(1993)及八通關地區(1993)遊客

踐踏程度對植群衝擊之影響，研究結果指出上述三項植群衝擊參數均可作為

指標因子，且彼此間變化趨勢亦呈一致性，但考量直接觀測與統計等容易

度，認為以植群覆蓋度減少率及植株高度降低率較佳。 

Manning et al. (1996)則運用相片評估法取代傳統現地問卷訪談方式，探

討公園遊客對不同遊客人數之可接受度的調查，後續更廣泛地被運用於社會

承載量之相關研究。 

以生物為指標之遊憩承載量研究則有，魏映雪、李宗霖、陳育欽、楊宗

儒及張聖懿(2003, 2004)以螞蟻為生物指標進行墾丁國家公園龍鑾潭特別景

觀區環境監測，發現人類之活動確實會對螞蟻之棲息產生干擾，遊客多則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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蟻少，由此可知遊憩強度對生物系統確實會產生影響。 

設施承載量之方法亦廣泛被應用於遊憩地區經營管理，例如：中華民國

戶外遊憩學會(2002)承辦嘉義林區管理處委託之計畫，進行阿里山森林遊樂

區整體環境改善規劃，計畫中利用遊樂區每日用水量為參數，估計遊樂區之

承載量。研究結果以每日 2,400m3 為每日用水量的設施容量，推估阿里山之

森林遊樂區之每日最高容量應以 9000 人為最高限度。 

近年來，國內許多研究常用滿意度、偏好遇見人數與擁擠認知等作為社

會承載量測定指標。如：范盛楨(2005)以擁擠知覺做為社會心理承載量之評

估指標，評估玉山國家公園遊憩承載量。研究結果顯示玉山國家公園遊憩區

之擁擠認知主要與步道垃圾量及噪音、基礎設施與不當遊憩行為相關。在承

載量部分，則獲得不同區域之瞬間承載量及每日可容許之承載量，如梅山天

池遊憩區之瞬間承載量為 65 人，而每日可容許之承載量最大為 325 人，梅

山遊客中心之設施承載量為 60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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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旅遊活動企劃相關文獻探討 

一、影響遊客選擇旅遊路線之因素 

有關旅遊路線模式內容以及其影響因素之探討，可由過去學者自 1960
年代後期開始針對到訪特定研究區域的旅客進行實證研究或理論探討，茲將

各研究所列舉之影響因素彙整說明如表 2。 

表 2  影響旅客選擇旅遊路線模式之因素表 
學者 研究場域 影響因素 

Flognfeldt (1992) 
挪威的四種不同

類型的觀光目的

地 

包括客源地、旅遊目的類型、旅遊天數、目的地旅遊

天數、旅伴類型、旅遊距離、旅遊工具類型、目的地

類型、膳宿類型、旅遊季節、旅遊資訊以及促銷等。

Mings & McHuhn 
(1992) 

黃石公園 

旅客的教育程度、所得、旅遊目的類型、旅遊天數、

停留黃石公園旅遊天數、重遊次數、旅遊距離、到訪

其他國家公園平均數量、到訪其他的國家公園以及到

訪選擇的國家公園等因素影響旅客選擇旅遊路線模

式。 

Lue et al. (1993) 多種目的地 
包括旅遊目的數量、旅遊目的類型、旅遊天數、旅伴

數量、旅伴類型、旅遊距離、目的地數量、目的地類

型、目的地鄰近性以及旅遊費用等 

Oppermann (1995) 馬來西亞 
客源地、旅遊目的類型、旅遊天數、停留在馬來西亞

的旅遊天數以及到訪其他的國家等因素影響旅客選擇

旅遊路線模式。 

Stewart & Vogt (1997)
以 Lue et al. 
(1993)實證研究

指出旅客選擇旅遊路線模式主要受年齡、所得、客源

地、旅遊天數、旅伴數量、旅伴類型、旅遊距離、旅

遊工具類型、目的地數量、目的地類型、旅遊季節、

旅遊費用以及促銷等因素影響。 

Flognfeldt (1999) 
 指出客源地、旅遊目的類型、旅遊天數、目的地旅遊

天數、旅伴類型、重遊次數、旅遊安排、膳宿類型以

及旅遊費用等因素影響旅客選擇旅遊路線模式。 

Tideswell & Faulkner 
(1999) 

到訪昆士蘭的國

際旅客 

以所得、客源地、旅遊目的數量、旅遊目的類型、旅

遊天數、旅伴數量、重遊次數、旅遊安排、旅遊距離、

旅遊工具類型、目的地空間結構等作為影響旅客選擇

多重目的地旅遊模式的因素。 
李麗梅和保繼剛

(2000) 
研究大學生旅遊

行為 
影響其選擇目的地的因素包括交通、旅遊距離、膳宿

類型、旅遊時間、旅遊費用以及旅遊安全等。 
 
 

由上述文獻之整理可知，研究場域之不同，影響旅客選擇旅遊路線模式

之因子也不盡相同，僅有少數因子，如旅遊天數、旅遊目的類型兩項因子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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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旅客選擇旅遊路線模式之影響因素歸納表 
特性 因素 

旅遊特性 客源地、旅遊目的數量、旅遊目的類型、旅遊天數、目的地旅遊天數、旅伴

數量、旅伴類型、重遊次數、旅遊安排、旅遊季節、遊客來源地/國籍、個人

屬性、先前旅遊經驗、旅遊目的、旅遊安排類型、對目的地熟悉度、同遊團

體人數、同遊團體類型 
路徑特性 旅遊距離、旅遊工具類型、路徑特色 

目的地特性 目的地數量、目的地類型、膳宿類型、空間結構、旅遊時間、旅遊費用、旅

遊資訊、促銷、旅遊活動、旅遊安全、過夜目的地之數目 
資料來源：Flognfeldt(1992)、Oppermann(1995)、Stewart & Vogt(1997)、Flognfeldt(1992)(1999)、
Tideswell & Faulkner(1999)、Lue et al.(1993)、Debbage(1991)、葉光毅和黃逢章(1989)、麗梅和保

繼剛(2000)、蕭雍勳(2003)、本計畫整理。 

由上述文獻之探討，對影響旅客選擇旅遊路線模式的因素可歸納出客源

地(旅遊特性)、遊客(遊客特性)、連結路徑(路徑特性)及目的地(目的地特性)
等四個主要關鍵點，其中旅遊特性可包括客源地、旅遊目的數量、旅遊目的

類型、旅遊天數、目的地旅遊天數、旅伴數量、旅伴類型、重遊次數、旅遊

安排等九項因素；遊客特性有遊客來源地/國籍、個人屬性、先前旅遊經驗 、
旅遊目的、旅遊安排類型、對目的地熟悉度、同遊團體人數、同遊團體類型

等八項因素；路徑特性有旅遊距離、旅遊工具類型、路徑特色等三種因素，

至於目的地特性則包括目的地數量、目的地類型、膳宿類型、空間結構、旅

遊時間、旅遊費用、旅遊資訊、促銷以及旅遊安全等九項因素。 

 
 
 
 
 
 
 
 
 
 
 
 
 

圖 4  影響旅客選擇旅遊路線模式之因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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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旅遊活動企劃考量因素 

生態旅遊活動由於其對環境保護的特殊考量，應此在遊程企劃的創造需

特別考慮下列因素： 

(一)活動 

活動的歸類依據可以根據：參與者的行為領域(如認知、身體狀況、

情感因素等)；遊客間及遊客與經營者間不同社會群體性質的組合；遊程

所需最多或最少的領導人員如解說員等)；所需專業性層級(如環境設

備、遊客專業技術等級)；活動進行所需之時間(如步道往返所需之時間

等)；活動進行之最適參與者數量；以及活動參與的年齡限制等。 

(二)低污染大眾運輸工具提供 

以旅遊套裝行程作為發展模式，並以步行或僅提供自行車等無動力

機械的交通運具，作為島內主要的交通工具，藉以降低環境衝擊以及設

施承載壓力。 

(三)可利用資源 

除環境資源外，對於工作人員之數量、活動舉辦所需基本經費與空

間等方面之考量。 

(四)選擇性的資源 

可能因環境資源復育而產生分期開放狀況，因此對於同類型企劃進

行的環境資源之替選方案。 

(五)管理層面的考量 

政府相關管理機關對生態旅遊推展的支持度及配合方式，以及當地

人士的參與方式。 

(六)風險管理 

包括企劃的安全性與健康性，更應考慮到過程的合法性且有審慎態

度進行遊程企劃管理。 

(七)適合性 

企劃的安排是否適合所有的參訪遊客。 

(八)有效性 

企劃的進行是否可達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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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適時性 

企劃推展時間的合宜性以及執行的容易度。 

(十)整合性 

不同管理機關、旅遊業者或者其他機構的遊程企劃之結合。 

(十一)永續性考量 

為了更契合生態旅遊的意義及永續經營目標，對於生態旅遊行程企

劃的安排應該包含一些考量：進行活動的環境衝擊程度、當地駐留人員

的涉入程度、環境承載量、其他資源使用的補充與回復、對人造環境的

依賴、環境教育的程度、導覽人員與經營者的檢定及教育、導覽人員與

參與遊客間的比例、導覽人員語言表達的熟練度、隨其而來的法規制度

與稅務。 

三、LNT(Leave No Trace) 

近年來在生態旅遊規劃中，離開無痕跡、無痕山林、無痕旅遊的概念及

推行逐漸受到重視與實踐，其強調從事旅遊活動時，盡可能將遊客對自然環

境的衝擊減到最低。2000 年 LNT 的理念從八大準則修正為七大準則：事先

充分的規劃與準備(Plan Ahead and Prepare)、在可承受地點行走宿營(Travel 
and Camp on Durable Surfaces)、適當維護環境處理垃圾(Dispose of Waste 
Properly)、勿取走任何資源與物件(Leave What You Find)、將火的使用及對

環境的衝擊減至最低(Minimize Use and Impact from Fires)、保育自然環境與

野生物(Respect Wildlife)、尊重其他的山林使用者(Be Considerate of Other 
Visitors)。這些準則在未來的生態旅遊活動推展上將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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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生態旅遊教育與訓練相關資料 

1971 年 IUCN 於瑞士召開「歐洲環境保育教育會議」(European Working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Education)，會中一致同意環境教

育的推行需包含五大活動：(1)必須在於各階層的學校中推行；(2)讓大家有

戶外及實際的環境保育活動經驗；(3)教師的在職訓練；(4)環境教育事物相

關人員的訓練及(5)公共教育採用大眾媒體等。接著 IUCN 在 1972 年與英國

舉辦了「國際環境保育及教育師資訓練課程」，其中提出環境教育的三階段

教育目標：(1)從環境中教學(teaching from the environment)：以環境作為學

習場所，用探討與發現的學習，加強學習過程，並藉此作為教學資源；(2)
教學有關環境(teaching about the environment)：是教導有關環境的知識與相

關概念，並能批判與評估議題； (3) 為環境而教學 (teaching for the 
environment)：在於發展學生的態度與環境倫理，以養成負責任的行為(Palmer, 
1998)。 

環境教育的推廣應「因材施教」，針對不同的對象，給予不同的活動方

案。國家公園在發展環境教育時，更應針對教育對象而進行分類，以發展適

於不同團體與來訪目的的遊客。一般而言，國家公園的服務對象可分為： 

(一) 一般民眾：遊客、社會大眾。 

(二) 社區：鄰近社區居民 

(三) 學校團體：教師、學生。 

(四) 國家公園人員：義務解說員、國家行政人員、資源管理者。 

依據文獻回顧與本研究整理發現，一般環境教育評估內涵大致可依下列

表 4 之層級與類型進行檢討。 

表 4  環境教育評估內涵 
 對象/ 

要項 
次要項 主要內涵 

一般

民眾 
(遊客、社會

大眾) 
 與在地居民的互動，如：協助社區發展與地方民眾參與等。 
 向外提供與推廣國家公園的資訊 

環
境
教
育 

教
育
服
務
對
象 

學校

團體 
(教師、學生)  與當地學校進行交流、提供活動 

 環境教育教材編製 
 觀察活動的設計 
 戶外環境活動的體驗設計 
 室外活動據點與動線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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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要項 

次要項 主要內涵 

國家

公園

人員 

(義務解說

員、國家公

園行政人

員、資源管

理者) 

 環境教育人員訓練 
 主題式題材的設計 
 環境教育教材編製 
 媒體規劃與應用 
 觀察活動的設計 
 戶外環境活動的體驗設計 
 室外活動據點與動線設計 
 環境教育資源的維護與管理 

解說員角色  訓練狀況 
 基礎調查的能力，包括：環境調查、資料蒐集、路線與停留點

的設定 
 個人特色 

解說內容  對解說內容的熟悉度 
 解說內容的主題性 
 解說內容依人時地而調整 

解說

員 

實務技巧  讓遊客參與 
 傳遞正確的訊息 
 安全的引導與解說 
 基本技巧的掌握，包括：提早到達集合點、準時、自我介紹、

準備工具、面對遊客說話、音量、運用機會教育、在適當位置

解說、注意遊客狀況 
 利用團體反應引發個人興趣 
 即時回答遊客疑問 

櫃檯服務  服務台位置的設立 
 服務時間的告知 
 服務態度的友善 
 不能讓遊客等待 
 維持遊客的秩序 

工作人員  穿著制服 
 訓練 
 對基本資料的熟悉 
 對環境的熟悉 

服務

中心 

基本服務  服務態度 
 以遊客立場考慮問題 
 藉由地圖或印刷品解答 
 作紀錄 
 各類資料的提供，包括：交通、通訊、食宿、醫療急救、遊憩

設施 
 利用廣播播音設備 

室內  陳設與該地點相關的內容 
 可以圖形表達概念與說明 
 在遊客中心或展示館進行 
 媒體的使用與維護 
 展示資訊的季節性或時間性的更替 

室外  安全與維護的措施 
 利用實物或真實現象 
 利用各類視聽器材輔助文字或圖表說明 
 展示設計與環境相容 

環
境
解
說
要
項 

展示 

路邊  設立於適宜的位置 
 能無障礙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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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要項 

次要項 主要內涵 

解說

牌 
  外觀的適宜性 

 型式是否自然 
 色彩與環境協調 
 材料便於維護 
 就地取材 
 放置地點的適宜性 
 數量 
 內容必須圖文一致 
 內容要有主題性與組織性 
 整體版面的安排與文字、圖片的大小要便於閱讀 
 定期維護 

視聽

媒體

(實
物、標

本、模

型、圖

書、影

音媒

體、電

腦多

媒體) 

  時間性 
 次序性 
 整體簡介 
 單一主題介紹 
 視覺效果 
 真實性 
 是否有輔助說明 
 資料正確與更新 
 硬體設備的維護與管理 

戶外

據點 
  據點的選定以遊客密集活動的地區為中心 

 據點的解說依據易達性與特殊資源的分布作為優先次序的排列

 加強較好或教重要的景點介紹或使用方式的設計 
 主題式解說配合解說設施 
 確定據點後，調查動線的可能組合以及使用、停留頻度較高的

地區位置 
車道  聯絡區內主要據點 

 路面寬度 
 路況 
 管理與維護 
 是否影響環境 
 提供巴士服務 

自行車道  提供自行車服務 
 引導設施 
 車道設計是否合宜 

道路

系統 

步道  動線設計的適宜性 
 材料的適宜性 
 無障礙空間 
 維護管理 

特殊

對象

服務 

兒童 
老人 
殘障者 
外籍人士 

 各類設施的高度適宜性與無障礙設計 
 引導設施 
 為不同對象設計最快了解區內概況的解說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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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要項 

次要項 主要內涵 

摺頁  封面內容應有所要介紹的主題標題、標誌與具代表性的圖表、

單位全名 
 封底可以放置交通資料、開放時間、所需價格、其他服務項目

與聯絡方式 
 內容應包括：全區配置或路線、相關主題內容、活動內容說明、

活動設施與地點之圖文 
 配合季節或活動更新資料 
 便於攜帶或保存 
 外文解說 

出版

品 

刊物  依出版計畫之重點將其與園區相關之資訊彙整、簡介或詳述 
 保存性或紀念價值 
 輔助外文 
 更正錯誤資料 

(整理自王鑫等，1986) 

各國家公園管理處不定期的舉辦各類型的教育訓練活動，參與者包含了

各解說員/志工、當地社區居民、種子教師、以及對生態保育、解說導覽或

者有關的專業技術有興趣的民眾，本計畫整理自各國家公園網站所公布之教

育訓練活動，見表 5。 

表 5  各國家公園「教育訓練」活動整理表 
國家

公園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春遊季風林-南仁

山之旅 
為使社會大眾認識及了解南仁山生態保護區的人文歷史及動植物

生態，宣導環境保育及推廣環境教育並與大眾分享南國森林的春

天。協助滿州社區解說員進行環境教育解說活動，不僅可加強當

地居民與國家公園之溝通機會，並提升居民認識鄉土及珍惜鄉土

且進行社區營造。 

墾 丁

國 家

公園 

LNT 新環境禮儀

運動」訓練員課

程 

「LNT 新環境禮儀運動」主要任務在於推廣 Leave No Trace(不留

痕跡)理念，並教育戶外活動者、環境管理人員及一般大眾，將健

行、露營、登山探險等戶外活動時，對自然環境的衝擊盡可能減

到最小程度的各項技術。完成訓練者可註冊為 LNT 協會合格訓練

員。 
玉山花草攝影入

門 (2007 玉山花

季系列活動之一) 

聘請熟悉並熱愛台灣山岳攝影之講師許釗滂先生於玉山西北園區

塔塔加遊客中心授課，分享山岳攝影經驗與玉山花草美麗的照

片，並親自教授植物攝影實作課程。 內容包括「攝影入門(室內

課)」、「步道植物觀察及攝影(室外課)」與「花草紀念卡及明信片

DIY」活動。 
97 年度上學期環

境教育宣導活動 
玉管處到校宣導之主題為「台灣黑熊來了」，玉管處除與研究團隊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黃美秀教授共同製作一套動態投影片外，同時

將推動「森林防火」及「防治盜獵」等保育主題，現場亦會帶動

有獎徵答及互動遊戲，及致贈每校乙套解說文宣品，以提升學童

的學習意願與認知印象。 

玉 山

國 家

公園 

玉山獼猴季環教

活動 
獼猴生態攝影展、動態影片  
獼猴生態講座 
彩繪大自然、動動手認識台灣獼猴 
石山駐點解說 
玉管處獼猴及解說志工於寒假期間不定期於石山駐點解說獼猴相

關生態。 
太 魯 志工志願服務基 此場訓練課程，為配合志願服務法的規定，所舉辦之志願服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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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公園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礎教育訓練 礎教育訓練課程， 上完 12 小時的課程後，可以申請志願服務手

冊，領有志願服務手冊後，可以登記志工夥伴個人在擔任志工的

單位。 
蓮花池或梅園竹

村戶外解說訓練 
此課程培訓戶外資源解說相關人員，積極培育在地居民或對自然

環境關心的參與者。 
步道解說訓練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為充實解說員之環境教育與解說能力及園

區生態之認識，辦理一系列環境教育解說訓練課程。邀請明道管

理學院陳維立教授為本處解說員及義務解說員講授「當我們同在

一起：2007 解說新視野之計畫、案例與機會」，課程中除分享及評

析國外優秀的解說作品、美國國家公園解說規劃深度解析及如何

使解說如虎添翼的解說技巧訓練，並實地走訪砂卡礑步道，分享

解說員彼此的解說方法與經驗，提昇本處解說品質。 
太魯閣國家公園

工坊培力活動開

課 

為提供園區周邊社區人士、工坊參與學習訓練的機會，太魯閣國

家公園管理處，持續辦理工坊培力研習課程，課程內容分為基礎

課程「基礎拼布與織品」及進階課程「刺繡與織品」共兩階段。 

閣 國

家 公

園 

2008 原住民解說

員訓練 
來自各太魯閣族社區共 40 名學員，將接受長達 46 小時的解說員

訓練課程，結訓後將在各社區發展生態旅遊活動中，擔任重要的

環境解說工作。 
雪霸森之約，情

鮭新武陵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與中華綠生活休閒發展協會、親山水工作室

為推動國家公園生態保育工作，讓民眾更深入了解生態保育的重

要性，提升民眾對自然生態的體認，進而加強對環境保育的使命

感。 
與國家公園有約-
星空的約會 

由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舉辦的「汶水星空絮語-觀星活動」活動日

期分別訂於 10 月 4 日及 11 月 8 日星期六晚間 6 點半進行，專業

的天文講師耿崇華老師將會帶著大家從浪漫的神話故事出發，拜

訪秋冬銀河散落在天際的星座，到太陽系各行星旅行，讓我們以

天為帳、地為席，融入浩瀚星際的情感，透過大型的天文望遠鏡

一窺星空之美，並在星空電影中，體會在夜空下心靈的愉悅和啟

發。 

雪 霸

國 家

公園 

大窩螢火蟲生態

探索活動 
每年四、五月是賞螢的最佳時機，族群龐大性喜群聚的黑翅螢總

是各地賞螢活動中的主角。大窩地區亦不例外，樹叢間、草叢裡

繁星點點，忽明忽暗，數量繁多，成帶狀閃爍，帶給你無限驚喜。

除了常見的黑翅螢外更有黃胸黑翅螢等較為少見的種類。近幾年

來，生態旅遊蓬勃發展，賞螢活動成為最活絡的項目之一，雪霸

國家公園管理處希望藉由此項活動的推廣，讓民眾懂得欣賞自然

的樂趣，進而了解關懷生態的意義，達到寓教於樂的功能。 
金門國國家公園

第 3 期小小解說

員招訓活動 

金門國家公園擴大解說教育的功能，使地區小朋友能有機會參與

國家公園的服務工作，將於 2009 年 1 月 18 日至 3 月 1 日間舉行

「金門國家公園第 3 期小小解說員」招訓活動。該活動預計招收

30 名國小 5 年級之學童，並由地區各小學推薦適當人選。經入選

參與本活動之學員，將利用寒、暑假期間於乳山遊客中心服務遊

客。 
2008 金門采風 -
古厝、鸕鶿 

本活動由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主辦，專業解說員帶領您深度體會

金門人文、戰役、自然之美，欣賞鸕鶿之美：鸕鶿為金門數量最

多的冬候鳥，慈湖可見最大量的族群，本活動將帶領您於慈堤上

觀看上千隻鸕鶿落日歸巢的壯觀畫面。 

金 門

國 家

公園 

97 年中學生鄉土

資源保育活動 
活動對象為國立金門農工職業學校高三應屆畢業生，活動人數近

四百人，分二梯次辦理。期望透過此活動之辦理，啟發地區學子

之愛鄉情懷，進而培訓成為金門未來生態保育之種子人力。 
 

金 門 小學生認識國家 為讓小學生能夠了解國家公園成立的宗旨和目標，該處自 90 年起



 23

國家

公園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公園活動 開始辦理「小學生認識國家公園活動」，主動帶領全金門縣四年級

學童走入國家公園，進行一日國家公園之美體驗之旅。每年度金

管處都會隨著國家公園新據點的成立，或者不同保育主題的推

動，來推陳出新設計不同的活動主題，因此深獲好評。 
金門國家公園第

2 期小小解說員

招訓活動 

內容有「作個快樂的小小解說員」、「金門國家公園鳥類資源解說」

與「金門國家公園植物生態解說」、「金門潮間帶生態探索」、「據

點解說實務」等。受訓完畢之小解說員將分批至乳山遊客中心實

習，並參加結業考核，通過考核之解說員必須於暑假結束之前完

成 2 天的服勤工作，方能取得結業證書。 
95 年環境教育活

動及課程設計工

作坊 

本活動以培育環境教育種子教師為目標，並發展具有在地襲產特

色的環境教育資源規劃及課程方案，歡迎有志於環境教育推動的

社會大眾踴躍報名。 
湖井頭戰史館導

覽解說培訓活動

湖井頭戰史館導

覽解說培訓活動 

導覽解說培訓活動，使地區旅遊從業人員深入瞭解館內展示手法

及設計內容，提供參訪遊客正確解說資訊，推展解說教育。 

國 家

公園 

金門國家公園水

獺解說訓練 
本活動主要針對本處第一線服務人員及古寧國小在地小學種子解

說員而舉辦的。為推動水獺生態旅遊之旅活動作準備，本處先行

針對第一線服務人員，包括本處解說員、志工、民宿業者與觀光

公車解說員等對象，辦理水獺解說訓練活動。本活動並結合在地

資源，邀請古寧國小中高年級學童一起參加水獺解說訓練活動，

以培訓水獺解說在地小解說員。 
註：本表係參考各國家公園網站之活動訊息初步整裡，包含預計舉辦及已經舉辦之活動，但不代

表各國家公園全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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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國內外相關案例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為台灣第一座海洋型國家公園，具完整珊瑚礁景觀生

態資源，且為海洋生物多樣性熱點地理區位，過去受到各國漁船不法捕魚之

破壞，以及全球暖化對內環礁珊瑚之影響，未來若欲開放推動生態旅遊，必

須審慎考量各項因素，嚴加保育國家公園區生態資源，本計畫因此參考國內

外相關案例，學習他們發展海洋保護區的作法，以下將針對菲律賓圖巴塔哈

珊瑚礁海洋公園(Tubbataha Reefs Natural Park)、澳洲大堡礁海洋公園(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赫德島和麥當勞群島國家海洋保護區(Heard Island 
and McDonald Islands Marine Reserve)、印尼科摩多國家公園 (Komodo 
National Park)、吉列群島(Gili Islands)、馬來西亞彈丸礁(Swallow Reef 或稱

Layang Layang Island)、日本西表石垣國立公園、亞利桑那號紀念館(The USS 
Arizona Memorial)、中途島(Midway island)、龜山島，其各分述如下： 

 

一、菲律賓圖巴塔哈珊瑚礁自然公園(Tubbataha Reefs Natural Park) 

圖巴塔哈珊瑚礁自然公園位於巴拉望島(Palawan)的 Puerto Princesa 城市

東南 92 海浬處(見圖 5)，座落於環繞水底火山間沿線的兩座環狀珊瑚島所組

成的礁脈生態系統中，北環礁和南環礁被四英哩的渠道分隔開來。藉由海洋

生物的種類差異和豐富有極高評價，在 1987 年由巴拉望政府宣佈劃定為海

洋保護區，並在 1988 年成為菲律賓國家公園，而在 1994 年由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認定為重要世界遺產之一。此園區擁有 33,200 公頃寬闊的海域，單以

珊瑚礁群的覆蓋量約 10,000 公頃，孕育了無數的海洋生命，其包含 573 種

魚類、379 種珊瑚(約佔世界珊瑚種的半數)、11 種鯊魚、12 種鯨豚類、綠蠵

龜和超過 100 種鳥類孕育於此(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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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圖巴塔哈珊瑚礁海洋公園位置圖 

 

   
圖 6  圖巴塔哈珊瑚礁海洋公園生態資源照片 

http://www.visitphilippines.com.hk/photo.html 

(一)發展歷程 

》1987 年 9 月 7 日 巴拉望政府宣佈為海洋保護區。 

》1988 年 8 月 11 日 菲律賓總統 Corazon C. Aquino 女士宣布圖巴塔哈珊

瑚礁海洋公園為海洋保護區，隸屬於環境與自然資源部(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DENR)管理。 

》1990 年 非政府組織－環境與自然資源部暨圖巴塔哈基金會(The DENR 
and Tubbataha Foundation Inc.)開始募集資金提供環境保護和教育發展

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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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之一，也是唯一東南亞地

區海洋型世界遺產。 

》1999 年 11 月 12 日  被列為國際重要溼地名單之一。 

》1999 年 11 月 26 日  巴拉望永續發展會(Palawan Council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CSD)訂定圖巴塔哈管理計畫，且設立圖巴塔哈保護區

管理委員會(Tubbataha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Board, TPAMB)。 

》2001 年 8 月 11 日 圖巴塔哈管理辦公室正式成立。 

》2002 年 11 月 圖巴塔哈保護區草案第一次被排定菲律賓國會議程中。 

》2006 年 8 月 23 日 菲律賓總統 Gloria Macapagal-Arroyo 女士將 Jessie 
Beazley 珊瑚礁納入國家公園範圍內，並重新更名為「圖巴塔哈珊瑚礁

自然公園」(Tubbataha Reefs Natural Park)。 

(二)經營管理計畫 

圖巴塔哈管理計畫從 1991年被提出，經過多次會議討論後，終在 1999
年管理計畫訂定完成，整個委員會(TPAMB)組成包含公部門、大學專家

學者、非政府組織、潛水團體、國際保育團體等，甚至海軍及海岸巡防

隊等軍事單位，均參與整個管理計畫之研商(見圖 7)。圖巴塔哈保護區管

理委員會每三個月開會討論一次法令部份，另每個月舉行行政或管理上

之檢討會議。 

巴拉望永續發展會
(PCSD)

PCSD執行長

圖巴塔哈保護區
管理委員會
(TPAMB)

圖巴塔哈管理處
(TMO)

圖巴塔哈駐警站
Cagayancillo

衛星站

執行委員會

 
圖 7  圖巴塔哈珊瑚礁自然公園管理架構圖 

圖巴塔哈珊瑚礁自然公園的經營管理策略為長期管理計畫，每五年

重新檢視管理計畫的適切性，其涵蓋環境保育管理、保育意識提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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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系統研究與監測、永續資源管理等四大類，其各分述如下： 

1.環境保育管理 

(1)維持並提升圖巴塔哈保護區管理委員會(TPAMB)和管理單位的執行能

力。 

(2)訓練專業有素的海洋公園巡警(marine park rangers, MPRs)，且賦予執

法能力。 

(3)海洋公園巡警(MPRs)需具備保護和管理資源之能力，確保環境保護研

究之執行。 

(4)圖巴塔哈珊瑚礁自然公園區內遊憩活動之管理。 

(5)發展並執行一套長期可以提供園區資源保護的資金計畫。 

(6)公園內分區計畫之落實。 

(7)集結不同公部門、非政府團體、產學界等機構，一同研商管理計畫。 

(8)加強相關規章和法規的設立。 

2.保育意識提升 

(1)拓展保育意識課程和活動至大眾活動課程。 

(2)製作圖巴塔哈珊瑚礁自然公園之相關文宣品，推廣給國人使其瞭解珊

瑚礁公園的價值。 

3.生態系統研究與監測 

(1)實施常規性的珊瑚礁和陸域資源監測活動。 

(2)根據生態研究結果以落實未來決策管理。 

(3)積極鼓勵其他研究單位參與生態研究。 

4.永續資源管理 

(1)確立當地資源使用狀況和社經因素。 

(2)落實以社區為基礎之資源管理，並建立當地管理機制。 

(3)實施當地社區永續資源管理計畫。 

(三)法令規章 

根據圖巴塔哈珊瑚礁自然公園法令規章針對人為活動之界定，本計

畫從全部 20 法條中列出供參考(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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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圖巴塔哈珊瑚礁自然公園法令規章 
條文 內容 

第八條 在園區內所有船隻(包含商業潛水團體)不得低於淨重 25 噸。 
第九條 所有潛水業者進入潛水區活動時，必須使用無線電通報。 
第十二條 12.1 進行潛水活動前必須申請入園許可。 

12.2 所有船隻必須配備急救工具和氧氣桶。 
12.4 業餘與專業潛水者比例須為 8:1。 

第十三條 船隻入園費用 
100 噸以下  PHP 3000(約台幣 2,284 元) 
101-200 噸  PHP 4500(約台幣 3,426 元) 
200 噸以上  PHP 6000(約台幣 4,568 元) 
遊客入園費用 
每人 PHP 3,000(約台幣 2,284 元) 
在同一季節中重遊者可享有五折優惠 

(資料來源：http://www.tubbatahareef.org/main/;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Conduct of Activities in 
the Tubbataha Reefs Natural Park and World Heritage Site) 

(四)資金來源 

圖巴塔哈珊瑚礁自然公園初期資金來源非常仰賴於外界團體捐贈，

例如 1996 至 1998 年間獲得野生生物遺產基金會(Wildlife Heritage 
Foundation, WHF)所捐贈 10 萬美元、2000 至 2005 年間世界自然基金會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WWF)菲律賓分會每年捐出 8 萬美元、以及

包含海軍和海岸巡防隊。潛水遊客在 2005 年時收入 6 萬美元，這些經費

都將運用在保育監測計畫、裝備儀器的提升…等。 
 

二、澳洲大堡礁海洋公園(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 

澳洲大堡礁海洋公園是世界最大最長的珊瑚礁群，在 1981 年被聯合國

列為世界遺產，位於南半球，它縱貫於澳洲的東北沿海，北從托雷斯海峽，

南到南回歸線以南，綿延伸展共有 2,011 公里，最寬處 161 公里，幅員覆蓋

350,000 平方公里(圖 8)。有 2,900 個大小珊瑚礁島，自然景觀非常特殊，海

洋生態資源包括超過 350 種珊瑚和超過 1,500 種的魚類。大堡礁的南端離海

岸最遠有 241 公里，北端較靠近，最近處離海岸僅 16 公里。在落潮時，部

分的珊瑚礁露出水面形成珊瑚島。在礁群與海岸之間是一條極方便的交通海

路。風平浪靜時，遊船在此間通過，船下連綿不斷的多彩、多形的珊瑚景色，

就成為吸引世界四方遊客來獵奇觀賞的最佳的海底奇觀(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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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澳洲大堡礁範圍圖 

資料來源：http://www.gbrmpa.gov.au/onboard/home/marine_park 
 

  
圖 9  澳洲大堡礁生態資源照片 

資料來源：http://www.abc.net.au/news/stories/2009/01/02/2457903.htm; 
http://get2oz.com/; http://adventure.howstuffworks.com/great-barrier-reef3.htm 

(一)發展歷程 

》1975年 澳洲政府制訂1975大堡礁珊瑚海洋公園法案(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 Act 1975)。 

》1981 年 被列為世界遺產之一。 

》1982 年 制訂海洋公園法(Marine Parks Act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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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至 1994 年 制訂自然保護法、漁業法、昆士蘭自然保護規範等法

令。 

》1999 年 開始使用分區計畫，分為 Far Northern、Cairns、Central 和

Mackay/Capricorn 等四個區域。 

》2004 年 重新訂立分區計畫(Great Barrier Marine Park Zoning Plan 
2003)。 

》2007 年 大堡礁珊瑚海洋公園管理處(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 
Authority, GBRMPA)三度被世界旅遊及觀光委員會(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 WTTC)提名。 

(二)經營管理計畫 

海洋環保和生態旅遊並進而成功的案例以澳洲大堡礁最為典範，綿

延二千多公里的大堡礁，2004 年時修正先前的分區計畫而制訂成現今的

分區計畫(Great Barrier Marine Park Zoning Plan 2003)，將整個礁區劃分為

保護區(Preservation Zone)、海洋國家公園區(Marine National Park Zone)、
科學研究區(Scientific Research Zone)、緩衝區(Buffer Zone)、保育公園區

(Conservation Park Zone)、棲地保護區(Habitat Protection Zone)與一般使

用區 (General Use Zone)等七大分區 (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 
Authority, 2004a)，各分述如下： 

1.保護區(Preservation Zone, PZ) 

此區旨在保護稀有物種、棲地和特殊景觀，故禁止任何人從事活動，

除非有經過許可的且相關研究調查活動。此區佔整個大堡礁低於 1%。 

2.海洋國家公園區(Marine National Park Zone, MNPZ) 

海洋國家公園區為了保護重要的產卵區和繁殖區，如海草、紅樹林、

深海魚類和珊瑚礁，在此區禁止釣魚、捕魚和採集等活動，但可以從事

帆船、游泳和浮潛等遊憩活動。此區佔整個大堡礁約 33%。 

3.科學研究區(Scientific Research Zone, SRZ) 

科學研究區提供區內的研究調查資料之保護，不受到其他密集遊憩

活動的干擾，能夠準確地收集研究資料適用於未來經營管理方面。此區

佔整個大堡礁低於 1%。 

4.緩衝區(Buffer Zone, BZ) 

雖緩衝區肩負保護和保育大堡礁生態之職責，仍允許輕度遊憩活

動，如拖網捕魚，但深海捕魚為禁止捕獵活動。此區佔整個大堡礁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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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5.保育公園區(Conservation Park Zone, CPZ) 

此區佔整個大堡礁約 1.5%，允許一些釣魚遊憩活動，但必須遵守下

列規則： 

(1)限制性延繩釣魚(Limited line fishing)：每人限定手執一個釣竿。 

(2)拖釣釣魚(Trolling)：每人不得多於三條線，釣鉤數不得多於六個。 

(3)限制性鏢魚(Limited spearfishing)、誘餌網魚(bait netting)。 

(4)限制性捕蟹(Limited crabbing)：不得超過四個捕蟹籠。 

(5)限制性採集(Limited collecting)：包含生蠔、貝類、魚餌等。 

6.棲地保護區(Habitat Protection Zone, HPZ) 

此區是保護比較敏感性物種和棲地不受到遊憩活動干擾，如拖網捕

魚(trawling)是嚴禁從事的活動之一，此區佔整個大堡礁約 28%。 

7.一般使用區(General Use Zone, GUZ) 

一般使用區為限制門檻最低的區域，大部分民眾可從事攝影、聲音

錄製、游泳和限制性的教育活動。 
 

表 7  大堡礁分區計畫活動表 
分區 

 
活動 

保護區 
海洋 
國家公

園區 

科學 
研究區

緩衝區
保育 

公園區

棲地 
保護區 

一般 
使用區

水耕栽培 × × × ×    
誘餌網魚(Bait Netting) × × × ×    
船隻活動、潛水、照相 ×       

捕蟹陷阱 × × × × Β   
採集觀賞魚種、珊瑚 × × × ×    
採集海參、龍蝦 × × × × ×   
限制性採集 × × × ×    

限制性環境衝擊研究        
限制性鏢魚 × × × ×    

手釣(Line fishing) × × × × Β   
網魚(Netting) × × × × ×   

研究        
船運 ×       

觀光遊憩 ×       
傳統使用海洋資源 ×       
拖網捕魚(Trawling) × × × × × ×  
拖釣釣魚(Trolling) × × ×     

註：「 」表可以進行；「×」表禁止進行；「 」表需具核准文件方可進行；「Β」表可從事活動但

具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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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令規章 

澳洲政府在形塑海洋城市時，並沒有設置五彩繽紛的雕塑品或廣告

牆等宣傳物，它以提供便捷的交通和豐富的旅遊資訊、及市民強烈的保

育認知，營造出海洋生態旅遊的特色城市。澳洲政府在原住民部落區內，

非常尊重原住民權益，包括文化公園的設置、展示的文物和介紹的內容，

都需經過社區各部落頭目的審查，並批准土地使用同意權，住民享有文

化園區的股份權益。 

大堡礁海洋公園主要是以分區和管制規則、經營計畫、許可証的核

發和有效執法等來完成管理目標，管理局依照調查研究結果，將全區劃

分為 7 個分區，並以不同顏色來表示(請見圖 10)，每個分區可被利用的

項目和強度都不一樣，民眾和研究者都需遵守，管理局會針對各地點的

自然資源遭受威脅程度，進行各點之經營計畫，以有效阻止自然資源或

保育類動物受到危害。海洋公園內的生態旅遊活動，都是由民間業者經

營，業者負有遊客安全、生態解說、環境監督和資源保育的責任，管理

局的角色是培訓和督導以及核發執照，業者如果有嚴重疏忽或違反規

定，其執照將被取消。管理局員工的教育訓練項目是針對現場可能發生

的狀況，去設計訓練課程，每年訓練的預算約 10 萬澳元(2009 年 6 月匯

率 26.7 元，約 267 萬台幣)，2 至 3 年會再重辦訓練。 

澳洲政府從小學生就開始注重海洋的環境教育，經常引導學生體驗

自然，培養民眾對環境的認知和自然資源保護的責任心，所以民眾非常

遵守法令，也會主動檢舉違法行為。在研究調查方面，澳洲政府更花費

不少經費，他們累積二、三十年的資料，來擬訂資源經營管理計畫，也

擬妥未來 25 年的發展計畫，並預估 2050 年時，珊瑚礁資源將損失 5％。

由此可知調查研究工作，是大堡礁海洋公園永續發展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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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分區計畫圖-以 Townsville 為例 

資料來源：Great Barrier Reef Marine Park Authority, 20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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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金來源 

每年在大堡礁潛水的總人數高達數百萬人次，每個從事水上遊憩活

動的人都必須繳交固定的入園費和稅金來支付管理上的開銷，除此之

外，另一個經費來源來自昆士蘭政府之贊助。或許澳洲的海底廣闊，生

態豐富是他們可以賺取大量觀光收益的條件，但完備的海洋保育措施和

保持海洋生態的完整才應是最大的功臣。 
 

三、澳洲赫德島和麥當勞群島國家海洋保護區(Heard Island and 
McDonald Islands Marine Reserve) 

赫德島和麥當勞群島國家海洋保護區原為英國屬地，1947 年轉為澳洲屬

地，距離澳洲伯斯(Perth)4,137 公里(圖 11)，島上面積 372 平方公里，擁有

101.9 公里長海岸線，基本上沒有固定居民(圖 12)。赫德島(Heard Island)是
所有島中面積最大的島嶼，佔 368 平方公里，由於距離南極洲約 1,000 公里，

島上 80%的土地被冰雪覆蓋，以及全澳洲最高的山－Mawson Peak(2,745 公

尺)，亦為澳洲境內兩處活火山之一。麥當勞群島(McDonald Islands)座落於

赫德島西岸 44 公里處。兩處群島境內都無港口或碼頭設置，所有船隻必須

停泊於外海。 
 

 
圖 11 赫德島和麥當勞群島國家海洋保護區位置圖 

資料來源：http://www.heardisland.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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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赫德島和麥當勞群島國家海洋保護區範圍圖 

資料來源：http://www.heardisland.aq/ 
 

(一)發展歷程 

》1833 年 11 月 27 日 英國船員 Peter Kemp 首次發現此地。 

》1853 年 11 月 25 日 美國船長 John Heard 登陸赫德島，從此之後就以

他的名字命名之。 

》1854 年 1 月 4 日 美國船長 William McDonald 登陸麥當勞群島，從此

之後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之。 

》1947 年澳洲從英國政府接手管理，正式成為澳洲領地。 

》1947 年被列為世界遺產地。 
 

(二)經營管理計畫 

赫德島和麥當勞群島國家海洋保護區隸屬於澳洲環境與水資源部門

管理，孕育豐富自然資源、海豹和鳥類，區內包含 65000 平方公里保護

區和研究區。分區計畫分為主要使用區(Main Use Zone)、遊客使用區

(Visitor Access Zone)、遺產區(Heritage Zone)、野生生物區(Wilderness 
Zone)、限制區(Restricted Zone)、內海區(Inner Marine Zone)和外海區

(Outer Marine Zone)等七區(圖 13)。 

1. 主要使用區 

此區提供適宜性活動，以不衝擊當地環境資源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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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分區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http://www.heardisland.aq/ 

2. 遊客使用區 

遊客使用區提供具吸引力之景點，包含遺址、植生區、野生生物區

和其他壯麗景色，遊客允許的活動包含散步、照相和野生生物觀察。 

3. 遺產區 

遺產區為保護先前歷史遺址，在此區禁止從事建造活動，或任何對

遺址造成威脅之行為。 

4. 野生生物區 

此區包含面積廣大，除主要使用區、遊客使用區、遺產區和限制區

外，野生生物區皆包含在內。提供不受干擾的保育活動，如科學研究、

監測管理活動。 

5. 限制區 

限制區為整個保護區內較具敏感的區域，為避免受到人為活動干擾

或造成遊客安全之疑慮，故設置此區警示，例如火山區。 

6. 內海區 

為保護近海生物資源特設此區，近海 12 海浬以內都包含在此範圍，

區內禁止任何活動。 

7. 外海區 

外海區為內海區的延伸，相關限制活動大致上與內海區相同，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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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低於內海區，容許少量且輕度活動。 
 

四、印尼科摩多國家公園(Komodo National Park) 

位於印度洋及太平洋的交界，峇里島(Bali)東方約 200 海浬處，1991
年列名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襲產的印尼科摩多國家公園(Komodo 
National Park)(見圖 14)，雖然以陸上的科摩多龍著稱，但是水面下的世

界更是讓人驚艷(圖 15)。這個國家公園由科摩多島(Komodo)、Rinca 島

及其他幾個小島所組成，整個國家公園面積將近 2,321 公頃，區內超過

1,000 種以上的魚類、260 種珊瑚、16 種鯨豚類和綠蠵龜，目前島上約有

1 萬 6 千多名居民住於區內。 
 

 
圖 14 科摩多國家公園範圍圖 

資料來源：http://www.komodonationalpark.org/about_komodo_national_park.htm
 

   
圖 15 科摩多國家公園生態資源圖 

資料來源：http://wildlife-indonesia.blogspot.com/2007/07/komodo-indonesia.html; 
http://www.bfdive.com/komodo.htm; 

www.pulau-pangkor.com/diving-in-komod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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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營管理目標 

科摩多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目標包含下列幾點： 

(1)建立健全共管且合作經營管理機制。 

(2)停止所有破壞生態資源之行為，如大量捕魚和珊瑚採集。 

(3)維護魚類數量，禁止在產卵區從事漁業活動。 

(4)在傳統使用區中施行漁業活動辦法，以限定居民大量採集。 

(5)適當施行復育計畫重新回復海洋生物族群。 

(6)發展珊瑚礁復育計畫。 

(7)導入證照制度於國家公園內的活動。 

(8)加入當地民間團體參與經營管理討論。 

(9)建立一套永續經營之財務系統。 

(10)穩定島上人口數且限制人口成長數量，如限制遷入此區的人數。 

(11)限制柴木的砍伐，提供替代能源。 

(12)建立廢棄物處理系統以減少環境污染。 

(13)禁止帶入狗或貓等外來種動植物。 

(14)監測當地重要物種數量，如海龜、魚類。 

(15)維持足夠面積提供羊群放牧。 
 

(二)資金來源 

科摩多國家公園的主要經濟來源仰賴漁業收入，其佔 97%，其包含

龍蝦、蝦蟹、烏賊和海參等海洋生物為園區內的重要經濟收入。另區內

由於受限於土壤貧瘠和淡水缺乏，農業作物難以生產。 
 

五、印尼吉列群島(Gili Islands) 

吉列群島座落在龍目西北方碧藍水域中橫列 3 座蔥鬱的美麗珊瑚小島，

如珍珠斷鏈般的美麗小島，分別叫做 Gili Trawangan(約 340 公頃)、Gili 
Meno(約 150 公頃)和 Gili Air(約 175 公頃)(見圖 16 自左至右)，統稱「吉列

群島」(Gili Islands)，加上海域範圍總面積約 2954 公頃，這裡有著少見特別

的珊瑚礁沙灘，這處人間天堂長年吸引西方遊客、潛水者，提供多處絕佳潛

水點(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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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吉列群島範圍和潛水點圖 

資料來源：http://www.gili-paradise.com/dive-at-gilis.php 
 

(一)經營管理目標 

吉列群島過去成功的經營管理目標包含下列幾點： 

1. 已建立十年策略計畫 1998-2008。 

2. 保護區和漁業開採區的劃設。 

3. 培養年輕教育團體。 

4. 嚴格取締不法捕魚行為。 

5. 在 Gili Trawangan、Gili Meno 和 Gili Air 等三個小島各設置十個浮動

碼頭。 

6. 海龜復育計畫。 

7. 珊瑚礁數量調查清冊。 

8. 製作視聽教材以供室內展示之用。 

9. 劃設緩衝區。 
 

(二)現行法令與未來需求 

吉列群島目前受到漁業法、自然資源保護法、保護區保育法、海岸

管理法、珊瑚管理計畫等相關法令所管轄，未來除在法令上增列保護條

例外，亦積極建立教育訓練機制、管理單位設施的提升、海洋資源保護

區中之保育活動增加、加強與當地的溝通，以及與當地或國際非營利組

織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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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馬來西亞彈丸礁(Swallow Reef 或稱 Layang Layang Island) 

彈丸礁地理位置在北緯 7 度 24 分，東經 113 度 50 分(高潮線上島礁中心

點)，於南中國海、南沙群島東南端，距沙巴(東馬來西亞，Sabah，即前北婆

羅州；North Borneo)首府亞庇(Kotao Kinabalu)直線飛行距離約 340 公里(圖
17)。 

 

 
圖 17 彈丸礁位置圖 

資料來源：www.sabahtravelguide.com/mapguide/layang.asp 
 

彈丸礁的自然地理環境為一標準狹長型珊瑚環礁(atoll)，環礁東西長約 7
公里；南北最寬約 2 公里(平均寬約 1.5 公里)。環礁水面面積約 10 平方公里。

島礁出露水面陸地部份成東北、西南走向，長約 1.3 公里；東北端最寬約 500
公尺；西南端寬僅 200 公尺，陸地面積約 0.1 平方公里(圖 18)。 

 

 
圖 18 彈丸礁鳥瞰示意圖 

資料來源：www.sabahtravelguide.com/mapguide/layang.asp 
 

(一)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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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丸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軍還曾經在島上設立臨時基地，

做為進攻北婆羅洲的根據點，現在是馬來西亞重要的南沙軍事基地與潛

水勝地。它約在 1983 年前後被馬來西亞佔據管理，並於 1993 年在珊瑚

礁上建立小型海軍基地和一條飛機跑道，還在島中興建潛水渡假中心

(Pulau Layang Layang Resort)(見圖 19)，以招來愛好大自然的各國潛水人

士，彈丸礁原先為露出海面的兩座小島礁，後來馬來西亞政府以抽沙填

海的方式連接兩座小島礁而成的(見圖 20)，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彈丸礁

是以人為方式組合起來的小島，是一個小型的天然加人工複合島。 
 

   
圖 19 潛水渡假中心 

資料來源：www.etawau.com/Island/Sipadan/SipadanBig5.htm; 
www.divingworld.co.uk/malaysia-layang.html 

 

 
圖 20 抽沙填海連接兩座小島礁 

資料來源：http://vm.nthu.edu.tw/southsea/english.travel.htm 
 

這座島嶼因為處於亞洲大陸與南太平洋島嶼之間，是候鳥飛越南海

的一個歇腳點，再加上千百年來都沒有人類在這裏活動，所以有著成群

的鳥類在這裏棲息活動，這些鳥類不僅數量多，種類也十分複雜，構成

熱帶海洋特殊的自然景觀，為海鳥的天堂。所以當初西方航海家一來到

這裏，看到這麼多的海鳥，馬上為它命名為燕子島，因此彈丸礁又叫做

「燕子島」。現在馬來西亞政府也特地劃定保護區保存自然生態，提供海

鳥一個良好的棲息地，並吸引旅客來觀光。 

由於彈丸礁是珊瑚礁島，除了擁有碧海藍天的美景之外，最美麗的

景點就是海底婀娜多姿的珊瑚礁及色彩鮮豔的熱帶魚，珊瑚礁生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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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絲毫沒有遭受人為破壞，且熱帶魚的種類繁多，更是世界上少見，

因此馬來西亞政府也針對這項特色發展潛水旅遊觀光業。目前島上有海

水淡化的設備、用柴油發電的系統，同時基本設施良好，可以說是達到

國際水準，再加上設立專業潛水中心，提供各項完善的潛水服務及專業

的指導，收費價格又十分公道合理，因此漸漸受到潛水人士的重視，在

國際潛水界佔有一席之地。而馬來西亞政府在積極發展觀光事業的同

時，也致力於維護當地的生態環境，嚴格禁止其他的海洋活動(除了潛水

活動之外)，因此彈丸礁仍保存原始自然風貌，不會因為開發而影響當地

生態。蔚藍的海水、美麗的珊瑚礁及熱帶魚、再加上海鳥保護區，這種

種因素讓小島成為一個旅遊的新樂園，吸引國際遊客，成為知名的觀光

渡假之島。 

在南海所有島嶼中，彈丸礁是唯一開放國際旅遊的島嶼，所以如果

要前往當地旅遊並不需要特別申請。交通方式與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相

似，遊客僅能乘坐飛機到達，早期坐船也可以到達，不過目前旅遊用的

客船已經停開，只剩下運送大宗補給品的貨船。 

(二)經營管理計畫 

由於彈丸礁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同時又位於盛產石油的海域，再

加上非常接近馬來西亞沙巴州首府，因此在 1983 年前後，馬國政府佔領

這個小島，並改名為燕子島，同時派海軍駐守。在 1993 年，島上的飛機

跑道及渡假中心剛剛完成，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還親自前來這裡視察，

表示馬來西亞政府對這一南沙小島重視，並展現經營的決心，並在 1994
年正式對外開放。  

馬國政府經營的成果相當成功，並採取開放的政策，任何外國遊客

都不需要特別申請，就可以前往觀光。不過馬來西亞政府經營的目的不

在於觀光收入，而是透過觀光的活動向國際宣示「主權」及實際的「行

政管轄權」，同時他們也修正地圖，將彈丸礁納入地方行政管轄系統，表

示這座小島是由馬國所擁有並管理的，積極經營島上的一切來達到鞏固

主權的目的。另外馬來西亞政府也逐漸擴張領土的範圍，逐步佔領彈丸

礁北方的幾座島嶼，準備依照經營彈丸礁的模式加以經營管理，宣示主

權，以強化他們在南海的勢力。 

雖然是個小小的人工島，但是馬來西亞政府卻將它規劃成多元化的

功能，不僅是休閒渡假的好地方，還具備軍事防禦的功能；在小島的東

北方是海軍守備基地，而東南端是填海而成的飛機跑道，供軍民飛機使

用，西北方是環礁內的潟湖，西南為海鳥保護區，中間部分則是做為觀

光旅遊的渡假中心。目前島上的渡假中心是三星級的旅館，有海水淡化

設備、淡水游泳池、潛水服務中心等完善的設施，除了每年的 11 月到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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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1 月，因為受到季風影響無法開放之外，其他月份均對外開放。 

島上許多設施必須是軍方與民間共同使用的，例如碼頭、淡水及電

力等等，馬來西亞政府採取的策略是管理上各自獨立，這種軍民共用設

施的模式好處很多，不僅降低民間投資的經費，節省成本，而軍方大力

支持民間企業的經營，以實際上的行政管轄宣示這個小島是馬來西亞政

府所有。 

(三)資金來源 

彈丸礁自從 1994 年開放觀光以來，資金來源主要仰賴觀光收益，軍

方與政府皆非常支持民間企業投資，馬來西亞政府對於彈丸礁的觀光開

發相當重視之外，另對觀光所帶來的環境衝擊亦非常關切。 
 

七、日本西表石垣國立公園 

西表石垣國立公園是位於日本琉球列島八重山群島(Yaeyama Islands)的
石垣島(Ishigaki island)、西表島(Iriomote island)及附近島嶼、海域的國立公

園，陸地面積 20,569 公頃，海域面積 46,600 公頃(圖 21)。於 1972 年 4 月

18 日由琉球政府成立為國立公園。區域以西表島和石垣島為主，其他包括

石垣島和西表島之間海域的珊瑚礁以及珊瑚礁島嶼：黑島、竹富島、小濱島、

新城島，以及位於西表島西南方的仲之神島。 

西表島地理位置和台灣十分接近，距離台灣東部僅約 200 公里，陸地面

積 284 平方公里、島嶼周圍一圈約 130 公里，住民約有 2,000 人左右。西表

島的緯度和台灣的宜蘭差不多，氣候、氣溫也類似；年均溫為攝氏 23.8 度，

最近的年均雨量為 2,600~2,700 公釐，植物群落類型則是介於亞熱帶和熱帶

雨林之間。西表島上有全日本規模最大的常綠闊葉林以及位於河口的紅樹林

等亞熱帶植物。島上有多樣保護類動物：西表山貓、冠鷲、黃緣盒龜等。附

近海域的珊瑚礁則是全日本規模最大的珊瑚礁群，現已確認有多達 360 種以

上的珊瑚。 

公園原名為「西表國立公園」，在將石垣島的三分之一陸地區域約 7,000
公頃及附近海域約 14,500 公頃的區域列入公園範圍後，改名為西表石垣國

立公園，新增的範圍包括了著名的アオサンゴ群落和白保海域，並更名為「西

表石垣國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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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西表石垣國立公園 

資料來源：www.npaj.or.jp/parks/np/iriomote.html 

(一)發展歷程 

>>1972 年「西表政府立公園」成立，為琉球政府立公園，相當於國立公

園的等級。 

>>1972 年沖繩回歸日本，公園被改制為日本國立公園「西表國立公園」。 

>>1972 年正式確認公園的範圍。 

>>1977 年確認海上範圍。 

>>1990 年公告禁止進入之地區。 

>>2003 年重新評估公園區域及公園計畫。 

>>2007 年將石垣島的部份區域及周邊海域納入公園，並改名為西表石垣

國立公園。 

(二)經營管理計畫 

西表石垣國立公園包含陸域和海域自然資源，經營管理計畫與台灣

國家公園操作相似，制訂分區計畫，以限制遊客可活動之區域。西表石

垣國立公園積極推動園區內生態保育，它擁有全日本規模最大的常綠闊

葉林以及位於河口的紅樹林等亞熱帶植物。島上有多樣保護類動物，如

西表山貓、冠鷲、黃緣盒龜等，以及全日本規模最大的珊瑚礁群，環境

省自然環境局結合民間企業和野生生物保育研究機構力量，推動生態環

境保護，降低遊憩活動開發所帶來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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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金來源 

西表石垣國立公園隸屬於環境省自然環境局管轄，其經費包含來自

政府當局經費、民間企業 7-11 綠基金、西表野生生物保護中心及觀光遊

憩收入。 
 

八、亞利桑那號紀念館(The USS Arizona Memorial) 

亞利桑那號紀念館(The USS Arizona Memorial)，坐落於美國夏威夷州珍

珠港距離檀香山機場西方約二英里的歐胡島旁，佔地(包含陸地的遊客中心)
約略 4.45 公頃。 

 

圖 22 亞利桑那號紀念館座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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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紀念館是遊客在夏威夷旅遊的必經之地，每年的遊客有 150 萬人次之

多，紀念館於 1980 年落成，由美國政府和私人出資建造了紀念珍珠港事件

的紀念館。紀念館造型呈拱橋狀，長 184 英尺，為鋼筋水泥結構，整座紀念

館通體白色，橫跨在亞利桑那號戰艦水下艦體上方。在館中白色大理石紀念

牆上，鐫刻著 1941 年 12 月 7 日在戰艦上獻身的 1,177 名海軍將士的名字。 

(一)發展歷程 

美國人塔克爾·蓋特茲從 1946 年就開始努力爭取在亞利桑那號殘骸

附近建設一個紀念館。不久之後「太平洋戰爭紀念館委員會」於 1946 年

成立，並計畫於夏威夷建立永久性的紀念館。1950 年時任美國太平洋艦

隊司令的海軍上將阿瑟· 萊福德恢復了在亞利桑那旗杆的升降旗儀式。

1951 年和 1952 年，萊福德向國會提出建設紀念館的資金提案，但均由

於當時的朝鮮戰爭開支巨大而被否決。而整個 20 世紀 50 年代，美國上

下一直討論是否將亞利桑那號的殘骸徹底清除。1958 年，當時的美國總

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批准了國家公園的建造。並且立法規定紀念館建設

資金中的五十萬美元為私下籌措，另有二十萬美元為政府資助。亞利桑

那號紀念館最終在 1962 年 5 月 30 日開建，並由德克薩斯州議員，越南

老兵協會主席 Olin E. Teague 和當時夏威夷執政者 John A. Burns 揭幕。

而珍珠港國家歷史文物書店 (The Pearl Harbor National Monument 
Bookstore)的收入亦用來維持紀念館的經營。 

1966 年 10 月 15 日，亞利桑那號紀念館列入美國國家註冊歷史名勝。

1989 年，美國海軍亞利桑那號殘骸被列出國家歷史地標，但紀念館並沒

有被一同列入。紀念館和殘骸被分開列入美國國家註冊歷史名勝。紀念

館管理事務由美國海軍和美國國家公園服務部共同負責，兩者所組成的

管理會於 1980 年 9 月 9 日成立。2001 年，美國國家地理雜誌中提到亞

利桑那號的殘骸由於海水的腐化，造成防水壁和油庫進一步被腐蝕，由

此造成殘骸中的燃油滲出量增大，很可能使珍珠港內出現環境危機。美

國國家公園服務部正試圖用水下機器人或者潛艇對殘骸進行加固，以防

「亞利桑那之淚」繼續擴大。 

(二)相關內容與設施 

亞利桑那號紀念館分成陸地和水上兩個部分，陸地被興建為公園，

而水面上的紀念館位在珍珠港襲擊中被擊沉的亞利桑那號戰艦殘骸之正

上方，是為了紀念在珍珠港事件中殉難的美國官兵而建造的戰爭紀念

館。陸地上的紀念館同時也是遊客中心，臨水而建，是一座外表普通、

有灰色外墻的一層式建築。遊客中心由戶外陳列、展覽廳、書店、電影

院構成。遊客中心的內庭裏，花團錦簇，流水潺潺，等待看電影和坐船

去水上紀念館的遊客人頭濟濟。遊客中心書店出售各種珍珠港事變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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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畫冊、書籍、地圖、戰爭歌曲的唱片、明信片和印有珍珠港圖案的紀

念品，充滿濃烈的懷舊氣息，但只有穿著白得炫目的海軍服維持秩序的

水兵，才會讓人們意識到正身處一座軍港內。 

位於水上的亞利桑那號紀念館是世界上唯一懸浮在海面上的紀念

館，亞利桑那號戰列艦在 1941 年沉沒後，艦體的上層建築和火炮均被拆

除，而艦體仍保留在原位的水下的 12 米處，水面上可見的殘骸僅有艦體

後部第三號主炮炮塔的圓形基座。1962 年 5 月，約翰甘迺迪總統指定亞

利桑那號沉沒處為國家陵園，並在亞利桑那號沉沒處的水上開始興建亞

利桑那戰艦紀念館。紀念館搭建在戰艦兩端的碼頭上，呈拱橋狀，長 184
英尺，為鋼筋水泥結構，整座紀念館通體白色，橫跨在亞利桑那號戰艦

水下艦體上方。 

亞利桑那號戰列艦紀念館由檀香山的建築師阿爾弗萊德．佩里斯設

計主館 184 英尺長，兩端分別由 2 個支點支撐，每個支點連接這主體中

間的下沉部。佩里斯對於這樣的設計解釋為「在這個設計之中的下沉的

中部和強壯健碩站立的尾部表示最初雖然受到重創，但最終仍然勝

利...」。 

紀念館由三個部分組成：紀念館入口區，紀念主館以及陣亡將士名

錄牆(或被稱為「聖地」，"shrine")組成。主紀念館作落在亞利桑那號的遺

骸上，在兩邊和天花板上分別被開了 7 個大窗戶，代表紀念亞利桑那號

沉沒於 12 月 7 日，總共 21 個窗戶則代表 21 聲至高禮炮，象徵對亞利桑

那號和珍珠港陣亡將士的最高致意。在主館可以看見亞利桑那號的殘

骸，而且還能看見原來亞利桑那號滲出的燃油。這些滲出的燃油被稱為

「亞利桑那之淚」(the tears of the Arizona)或稱為「黑之淚」("black tears")。 

陣亡將士名錄牆，或被稱為「聖地」，在水上的紀念主館末端，在牆

上陳列出了全部珍珠港事件中亞利桑那號陣亡的士兵名字。與其它其紀

念館不同的是，亞利桑那號紀念館不僅僅是一個戰爭紀念館，它更是一

個軍人公墓，因為直至現今，殘骸中仍然有 1,102 具陣亡將士的遺體。

美國也沒有再用「亞利桑那號」作為任何船隻的名稱。特別的是，紀念

館中部矗立著一根非同尋常的旗桿。旗桿的下端並非連接在紀念館的結

構上，而是連接在沉睡海底的“亞利桑那”號主桅桿上，以此表示對全部

在珍珠港陣亡將士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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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全景 
資料來源：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b/b1/DN-SD-06-09336.jpg 

美國海軍專用小艇，資料來源：

http://mangrongho.wordpress.com/2 
露出來的遺骸，資料來源：

http://mangrongho.wordpress.com/2 

資料來源：

http://www.ghl.com.cn/tourmall/UUPic/20
09414101458606 

資料來源：

http://www.cnd.org/my/modules/newbb/vie
wtopic.php%3Ftopic_id=29575&forum=1

圖 23 亞利桑那號紀念館相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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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程內容 

亞利桑那號紀念館每天的開放時間是早上 7 點到下午 5 點，除了新

年、感恩與聖誕節日外每天開放，到亞利桑那號紀念館參觀全程需要大

約 75 分鐘，管理單位所安排的遊程時間則是 7 點 45 分到下午 3 點，每

15 分鐘一個遊程。 

遊程進行中會由志工來解說，第一個地點會先進入旅客中心，該中

心由國家公園服務處與海軍共同管理。紀念館中的歷史圖片展覽與影片

播放的主要在說明的戰爭的殘酷(約 23 分鐘)，而後才能進入海上的紀念

館。到海上紀念館的唯一方式就是搭乘海軍小艇，小艇會把遊客從從岸

邊載至紀念館。 

亞利桑那號紀念館是免費索票入場的，唯一的消費是寄放個人包

包。所以參觀票按照先來後到的原則發放，如果遊客不想排長隊，就須

提早於 12 點前參觀(現因害怕恐怖份子的攻擊，因此所有包包都需置放

在遊客中心)。而紀念館對參觀者的年齡也沒有太多限制，唯有 5 歲以下

之孩童必須由成年人陪同，但對衣著有要求，赤足或只穿泳裝者不得人

內。而身高不到 4.5 英尺的兒童也不得入內。另外，此紀念館傳承了一

個特殊的儀式，每艘美國海軍，美國海岸警衛隊以及美國國籍的商船隊

所屬船隻進入珍珠港的時候必須要對亞利桑那號殘骸行禮，被稱為

「manning the rails」。全部水兵立正站在甲板上向亞利桑那號的遺跡集體

敬禮緬懷戰死在亞利桑那號的士兵，而遊客通常會將夏威夷花環或者花

板撒在水面之上以寄託崇敬和哀思。 

(四)經管管理計畫 

亞利桑那號紀念館的管理單位分成五個部門，分別為： 

1. 管理部(Administration Division) 

屬於國家公園內的業務部門，掌管了人力資源、採購、財產管理等

部份。 

2. 解說部(Interpretation Division) 

主要的職責是將該地區的資訊與教育方案傳遞給遊客及臨近的居

民。 

3. 維護部(Maintenance Division) 

相關設施的興建與管理皆屬於此一部門的工作。 

4. 資源管理部(Source Management Division) 

針對國家公園的自然與人文資源提出科學化管理與維護的建議。 



 50

5. 資源與遊客安全部(Resource and Visitor Protection Division) 

提保護國家公園設施與建物之執法單位。 

(五)資金來源 

1. 建設資金來源 

由夏威夷屬地政府於 1958 年出資$50,000，作為初期建造資金；同年

由電視節目《This is Your Life》主播 Samuel G. Fuqua 私下籌集$95,000， 
1961 年 3 月 25 日埃爾維斯普雷斯利(貓王)的音樂會所得捐助$64,000；
艦隊儲備協會簽訂協議的 Revell 模型公司所出售的亞利桑那號塑料模型

所得$40,000；聯邦基金出$150,000，由夏威夷參議員 Daniel Inouye，1961
年提出並通過的相關法律所得。 

2. 營運資金 

主要由國家公園之管理單位所支付，另一部份則由珍珠港國家歷史

文物書店(The Pearl Harbor National Monument Bookstore)的收入所支付。 

九、中途島(Midway island) 

中途島為太平洋中部一群，由“沙島”和“東島”相連而成，形成鉗狀，圍

出一個內湖。地質屬於珊瑚環礁，陸地面積約 5.2 平方公里。位於檀香山西

北 2,100 公里，北緯 28 度 13 分，西經 177 度 22 分，屬波利尼西亞群島。

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美日中途島戰役聞名世界。 

 
圖 24 中途島地圖 

資料來源：http://map.primorye.ru/raster/maps/islands_oceans_p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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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歷程 

1867 年中途島被美國首先發現，1903 年起由美國海軍部管轄，1905
年建成海底電纜連結站，也因此最少住在島上的是維護海底電纜的人(負
責電纜的人員與其家屬)。為了讓島上適合居住，美國運來 9,000 噸表土，

建立了菜園，引進木麻黃與多種植物，也培育了防風林。 

1939 年建航空站和潛艇基地，此後泛美航空開始非飛中途島。成為

美國的重要海軍基地，也因此，島上擁有道路、碼頭、有 45 間房間的旅

館，高爾夫球場、游泳池等。日本空軍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偷襲珍珠港

成功後，日本海軍隨後在 1942 年 6 月 4 日偷襲中途島，在二次大戰期間，

美國政府停止民眾使用中途島，目前仍屬軍事要地。 

1988 年，中途島由魚類和野生動物署接管，設立成為國家野生動物

保護區，開始保育信天翁與其他瀕危物種，同時也設法恢復島上自然狀

況，拆除一些 1950 年代以後建立的建築物，以及因為腐朽而計畫拆除的

建物，並開始移除木麻黃與及他外來植物。 

(二)經營管理計畫 

1. 環境管理 

在中途島由魚類和野生動物署接管後，開始了一連串的環境保護行

動，包含：(1)移除外來植物，改種原生植物；(2)移除東島的樹木，避免

信天翁與其他鳥類被樹枝纏住；(3)定期檢查外來者身上是否有種子，避

免島內傳播；(4)限制交通量；(5)島上電燈量降低，減少對鳥的危害；(6)
恢復部分濕地，給水鳥生存繁殖。 

2. 島上垃圾處理 

島上因早期的開發面積較大，因此設有污水處理設施、焚化爐等相

關設施可供使用。 

3. 生態旅遊經營方式 

在 2002 年以前，中途島鳳凰公司與魚類和野生動物署合作推動生態

旅遊活動，但因為利潤的關係停止合作，2002 年後則由民間保育團體來

繼續推動。目前生態旅遊經營方式包含了人數之限制，每個梯次以 15 人

作一單位，會有一名解說員和一位魚類暨野生動物署職員全陪，負責解

說，並處理遊客與所有問題，中途島提供了相當優質的解說，並規範了

遊客之行為，而除了沿途解說外，每天都會有專題演講，內容包含了生

物、自然、歷史等多種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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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旅遊發展後之環境危機 

近年來因生態旅遊發展的相當成功，遊客踴躍地到中途島從事旅遊

活動，但也因此產生了許多「文明」垃圾，曾有遊客發現自然死去的信

天翁屍體，它們的皮肉內臟已幾近風化完盡，只剩下骨架、羽毛和喙，

但身體“裡面”卻堆滿了塑膠垃圾：打火機、瓶蓋、塑膠小球、尼龍線、

玩具零件...當地人稱這都是它們的父母餵進去的。信天翁在海岸邊撿拾

它們認為是食物的東西來餵養後代，結果成為了讓它們喪命的毒藥。 

(三)資金來源 

目前推動的生態旅遊每一梯次為期八天，收費 4500 美元，除每天每

人回饋給管理單位 60 美金外，費用包含機票、吃、住、導覽解說、浮潛

等各項費用(每人每天約略 500 美元)。 

十、龜山島 

龜山島一名龜山嶼，位於宜蘭東方約十公里之海域，為孤懸於海中之火

山島嶼，外貌酷似浮龜而得名，屬宜蘭縣頭城鎮所轄。由大里向東南看，其

形最似烏龜，首朝東北，尾向西南，全島東西長 3.3 公里，南北長 1.7 公里，

面積約 2.85 平方公里，海岸線長約十公里。 

龜山島地處黑潮暖流終年北流之通道上，因此本海域內的海洋生物，應

該是非豐富，直到目前為止尚未有系統的調查本域海域生態環境。已知本海

域為台灣三大漁場之一，是近海漁撈的主要作業區域，盛產蝦、蟹、花枝、

小卷、赤鱆、馬頭魚等高經濟性魚類。由於許多洄游性魚類往來洄游經過本

海域，主要漁獲有旗魚、鯊、鯖、鰹、飛魚等，使得本海域亦為鏢、釣漁業

之良好漁場。 

龜山島為火山島地質，目前仍有溫泉及硫氣孔等火山活動，但屬於休火

山。其岩層主要是由安山岩質的熔岩流和火山碎屑岩所分別構成。島上最高

點為龜甲山峰海拔 398 公尺，加上 3 米的兩層觀景臺共高 401 公尺，稱為「401
高地」，為台灣離島的第二高山，僅次於蘭嶼紅頭山。島上有兩個湖泊，分

別為較小的龜首湖(潭)和較大的龜尾湖(潭)，另有溫泉、冷泉、海蝕洞、硫

氣孔等景觀。特殊動植物生態及海洋資源相當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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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龜山島位置圖 

資料來源：http://maps.google.com.tw/ 

(一)發展歷程 

據文獻記載，龜山島上始有居民永久定居為 1853 年。龜山島屬於私

人產業可追溯到清朝同治年間，當年為福建林家所有，光緒 2 年時轉讓

給壯圍陳家。龜山島雖是私人產業，卻是個無人島，漁民常到島上休息，

逐漸發展成為村落，以捕魚為主業，也種植花生，土地都是向陳家承租

的。但漁民因為居住上的困難與海上交通不便利而陸續搬遷回台灣本島。 

1977 年，政府將龜山島劃入火砲射擊試驗場的射擊區域，因為軍事

需要而強制遷村，龜山島居民全部搬遷至台灣本島，在頭城大溪建一批

國宅以安置島上住戶。 

1988 年解除戒嚴後，龜山島觀光案經宜蘭縣政府、頭城鎮公所等單

位多年努力，1998 年 4 月宜蘭政府協調國防部同意龜山島開放觀光，並

於 1999 年 12 月同意龜山島納入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行政院

於 1999 年 12 月 22 日重新將龜山島半開放。 

2000 年 8 月 1 日軍方宣布龜山島為特定軍事管制區，為海巡署北部

地區巡防總局管理，龜尾湖解除軍管，正式對外開放觀光，納入東北角

海岸國家風景區，定位為海上生態公園。為避免自由觀光而破壞島上的

生態，登島前需經申請，限制每日登島人數。目前有航線往來頭城鎮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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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港。 

(二)經營管理計畫 

1. 旅遊人數與行為規範 

為維護龜山島生態完整，龜山島採總量管制，預約申請，並於每年

三月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開放登島觀光。龜山島除公告開放區域外，其

餘軍事管制區，即未歸劃設施區域，遊客不得進入。每日登島的總人數

限制為：週一到週五上午時段 300 名，下午時段 100 名；週六日上午時

段 300 名，下午時段 200 名；團體申請為 45 人以下，並僅開放每日 40
名遊客可進入 401 高地及北岸步道生態保護區。 

此外，龜山島內不提供住宿，必須自備食物、飲水、而廢棄物也需

自行隨手攜回，共同維護島上環境。遊客不得任意破壞龜山島原有狀態，

島上任何資料未經許可不得攜出。 

2. 申請登龜山島須知 

一般遊客、團體應於預定登島日前 3 天至 20 天內，利用網站提出申請。

申請時間為每日上午 8 時至晚上 10 時。 

國際觀光客(係指來台從事觀光旅遊者) 可於登島前 3 天申請，不受總

額限制；申請方式應以書面檢附護照及入境簽證影本或旅遊契約等證

明文件，向管理處書面申請登島，並載明團員國籍、英譯姓名、護照

號碼等資料。一般外籍人士(憑居留証或工作證長期居留者)，仍應以

網路方式申請。 

一般民眾登島開放時間為每年 3 月～11 月，9:00 到 17:00，6 月～8 月

為 8:30 到 17:30。 

登島同意證明限當日有效並請妥為保管，遺失或未帶一律不准登島，

轉讓無效。 

登島時應攜帶具照片的身份證明文件，14 歲以下孩童需備妥戶口名簿

或健保卡(手冊)。 

隊員不得更換，更換人員、登島名單中未列之人員及未帶證件者，一

律不准登島。 

一般遊客、團體申請登四○一高地及北岸步道旅遊時，應先取得正式登

島同意證明，並於核准登島通知後至登島日前 7 天，備齊申請書及專

業解說人員有效證明文件，以書面向管理處申請，每日以 40 名為限，

當日額滿為止，並限於上午時段登島；並由專業解說人員協助本處辦

理島上生態環境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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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核准登 401 高地及北岸步道者，於登山前應至安檢站登記上、下山

日期、時間、團體名稱、領隊姓名、聯絡電話、緊急聯絡人電話、搭

乘船舶名稱等資料，並依指定時間回遊客中心報到。 

3. 發展觀光後面臨之環境問題 

近年來因受到過度捕撈和環境變遷的影響，海洋資源面臨匱乏的危

機。 

(三)資金來源 

龜山島維護相關的經費目前由東北角暨宜蘭海岸風景區所支出。 
 

十一、小結 

綜合上述國外相關案例介紹，依據各案例面積、特色、經營管理問題和

資金來源等統整成一摘要表 8，由此可知，可從國外經驗反觀東沙環礁國家

公園未來發展生態旅遊時須注意事項，就分區管理計畫、經費來源及管理機

制等三方面討論。 

(一)分區管理計畫 

 無論是國家公園或海洋保護區皆已實施分區計畫，雖然東沙環礁國

家公園早已施行分區計畫，但受限於國家公園法規定，相關水上遊憩活

動不得從事等規定，本計畫建議若未來欲發展生態旅遊，開放一般民眾

進入東沙，在不危害珊瑚礁、海洋生物資源之原則下，適度提供遊客可

從事水域活動之地點。並持續監測海洋生態資源，確保人為活動不致造

成生態衝擊。 

 另外在案例中之馬來西亞彈丸礁與東沙環境相似，但由於彈丸礁並

非屬於國家保護區或國家公園，因此在經營管理計畫中與國家公園管理

方針相異，不是以保育教育為主軸，則以觀光遊憩發展為導向，故本計

畫認為雖彈丸礁之環境狀況與東沙相似，但在環境經營管理上較不適宜

採用。倘若未來東沙朝向觀光遊憩發展，屆時可將彈丸礁之推廣方式列

入參考。 

(二)經費來源 

 經費為維護環境品質和保護野生生物之重要來源，從國外經驗可以

發現，發展初期都難以有大量資金贊助，本計畫建議初期仍以政府補助

為主，入園費為輔。進入中期之後，延攬環境保育團體、生態機構、旅

行社之贊助，以及觀光收益(包含水上活動稅金、違規罰金)。發展後期

可尋求國際保育團體之支持，逐漸拓展國際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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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機制 

 目前東沙島上主要由軍方和海洋國家管理處兩大管轄單位駐守，從

上述印尼的兩個案例中和馬來西亞彈丸礁，本計畫認為需建立共管機

制，目前海管處駐守人員較為缺乏，建議未來可逐步增列駐守人員，與

軍方培養良好共同經營管理默契，軍方可協助陸、海域巡邏、取締盜捕

魚行為，如同國家公園警察職責，海管處可協助規劃區內之土地劃分、

科學研究之進行和保育工作，雙方共同創造未來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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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案例摘要表 
案例名稱(成立年代) 管轄單位 特色 面積 經營管理問題 遊憩活動與管制 資金來源 

菲律賓圖巴塔哈珊瑚礁自然

公園(1987) 
巴拉望永續

發展會 
珊瑚礁群為主，魚

類、鯨豚類和綠蠵龜 
33,200 公頃 盜捕行為嚴重、水泥浮標影

響珊瑚礁、聖嬰現象和遊憩

活動之秩序維持。 

主要以潛水為大宗，管制

方式船隻和人數控管，僅

能在指定潛水點進行活

動。 

入園費、外界團體捐

贈。 

澳洲大堡礁海洋公園(1975) 大堡礁珊瑚

海洋公園管

理處 

珊瑚礁島為主，魚類

和自然景觀 
350,000 公頃 受到地球暖化影響，大堡礁

有 6成的珊瑚都出現白化現

象，另外水中濃度過高的二

氧化碳也會酸化海水，珊瑚

失去養分。 

潛水、捕魚、網魚等活動

必須在允許的分區內從

事，且具限制性。違法行

為會被求償 1,000 至

55,000 澳元不等罰金。 

昆士蘭政府之贊助、入

園費、從事水上活動繳

稅。 

澳洲赫德島和麥當勞群島國

家海洋保護區(1947) 
澳洲環境與

水資源部門 
火山地形、海豹和鳥

類 
372 公頃 1. 自然環境：受到一些天然

因素影響，如火山活動、海

岸侵蝕、冰層融化和暴風

雨。 
2. 外來種和病害之入侵。 
3. 人為活動對當地生物影

響。 
4. 陸域和海域之污染。 

賞景、步道散步、少量漁

業活動，所有活動都必須

在合法的分區內進行。 

政府經費補助 

印尼科摩多國家公園(1980) 科摩多國家

公園管理處 
科摩多龍、魚類、珊

瑚和鯨豚類 
2321 公頃 面臨大量捕魚活動和人口

數量之壓力 
捕魚、水上遊憩活動和島

上自然賞景，目前正積極

實施捕魚減量。 

97%的收入仰賴漁業。 

印尼吉列群島(1998) West Nusa 
Tenggara 自
然資源保護

辦公室 

珊瑚 2954 公頃 1. 面臨炸魚或毒魚行為，由

於當地居民缺乏生態保育

意識和相關知識，造成使用

不法行為捕獲。 
2. 珊瑚採集，嚴重影響珊瑚

礁生態。 
 

潛水、漁業、島上觀光活

動，實施分區計畫，島上

禁止使用自動車輛，均使

用腳踏車代步。 

主要仰賴觀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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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名稱(成立年代) 管轄單位 特色 面積 經營管理問題 遊憩活動與管制 資金來源 
馬來西亞彈丸礁 馬來西亞政

府與軍方 
珊瑚 陸域約0.1平

方公里

交通方式與東沙相似，僅能

搭乘飛機到達，無法提供其

他交通方式。 

由於區內為一般遊憩區

發展，故均無限制之遊憩

活動。 

主要仰賴觀光收益。 

日本西表石垣國立公園 環境省自然

環境局 
常綠闊葉林、紅樹

林、珊瑚礁 
20,569 公頃 開發活動面臨棲地縮減和

物種滅絕之問題。 
區內採分區計畫，遊客僅

能在規定之遊憩區活動。

政府經費、7-11 綠基

金、西表野生生物保護

中心和觀光收益 
美國海軍亞利桑那號戰艦紀

念館(1980) 
美國國家公

園與海軍 
軍艦遺跡 4.45 公頃(含

陸地之遊客

中心區)

亞利桑那號的殘骸由於海

水的腐化，造成防水壁和油

庫進一步被腐蝕，由此造成

殘骸中的燃油滲出量增

大，造成環境之破壞。 

由遊客參與國家公園所

設定的遊程活動來管

理，遊客必須依照規定進

行配套活動。 

 

中途島(1988) 魚類和野生

動物署 
沙灘、珊瑚礁、信天

翁 
52 公頃 自然死去的信天翁屍體，它

們的皮肉內臟已幾近風化

完盡，只剩下骨架、羽毛和

喙，但身體“裡面”卻堆滿了

塑料垃圾：打火機、瓶蓋、

塑料小球、尼龍線、玩具零

件 

會有一名解說員和一位

魚類暨野生動物署職員

全陪，負責解說，並處理

遊客與所有問題，中途島

提供了相當優質的解

說，並規範了遊客之行為

 

龜山島(2000) 東北角暨宜

蘭海岸風景

區 

海洋生態資源、特殊

地理 
285 公頃 近年來因受到過度捕撈和

環境變遷的影響，海洋資源

面臨匱乏的危機 

週一到週五上午時段

300 名；團體申請為 45
人以下，並僅開放每日

40 名遊客可進入 401 高

地及北岸步道生態保護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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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發展潛力與限制分析 

第一節  環境資源羅列 

一、生態資源 

(一)陸地植被 

東沙島因面積小，全島皆受海洋影響，故島上植被皆為海岸植群，

屬於亞熱帶海岸林植被。植被以低矮的熱帶灌叢為主，分為泛熱帶分布、

熱帶舊世界分布及東南亞、西南太平洋諸島分布三種模式(郭城孟，

2007)。泛熱帶分布的種類有：海馬齒、毛苦參、老虎心、繖楊、可可椰

子；熱帶舊世界分布的種類有：匍地垂桉草、濱大戟、芻蕾草、匍匐黃

細心、脈耳草、馬鞍藤、文殊籃、亞洲濱棗、臭娘子、草海桐、瓊崖海

棠、葛塔德木、檄樹、海人樹、橙花破布子、欖仁、白水木、棋盤腳、

海茄苳、小葉桑；分布於東南亞、西南太平洋諸島的種類有：林投、苦

林盤、止宮樹、白避霜花、銀葉樹。島上的外來植種為銀合歡及木麻黃，

做為房舍之防風植被，形相單一。 

島上植物經多次調查，目前已知有 64 科 210 種植物，其中原生植物

約有 104 種。整體而言，東沙的植物與台灣的恆春半島、蘭嶼、綠島、

澎湖群島類似，大多為泛熱帶性的種類，原生植物中之白避霜花、橙花

破布子及海人樹等在台灣無分布記錄 (2009 年，珊瑚礁發展論壇) 。 

表 9  東沙島特殊植物說明與空間分佈 
植物類型 植物名稱 學名 分布 照片 
潮間帶植物 海馬齒 Sesuvium 

portulacaztrum 
L. 

潟湖的前灘 

 海茄苳 Avicennia 
marina (Forsk.) 
Vierh. 

東岸(機場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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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類型 植物名稱 學名 分布 照片 
 欖李 Lumnitzera 

racemosa Willd. 
機場邊的小潟湖 

 馬鞍藤 Ipomoea 
pes-caprue (L.) 
Sweet 

東沙島後灘 

特殊植種 瓊崖海棠 Colophyllum 
inophyllum L.f. 

東沙大王廟內記錄到

一株老樹。 

 橙花破布

子 
Cordia 
subcorolata Lam

東沙大王廟旁有一小

群生長。 

 白避霜花 Pisonia grandis 
R. Br. 
 
 

在潟湖東岸空基地後

方、中華電信基地台、

勤務官舍前等地發現

零星植株。 

 棋盤腳 Barringtonia 
asiatica (L.) 
Kurz 

栽植於集合場周邊。 

 欖仁 Terminalia 
Catappa L. 

建物造景周圍、海岸景

觀植栽。 

 葛塔德木 Guettarda 
speciosa L. 

分布於全島，數量甚為

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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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類型 植物名稱 學名 分布 照片 
 檄樹 Morinda 

citrifolia L. 
分布於東沙全島。 

 止宮樹 Allophylus 
timorensis (DC.) 
Blume 

除東北部海岸與潟湖

四周數量較少外，常見

於全島各處。 

 海人樹 Surlana maritime 
L. 

分布於東沙島南北沙

脊兩側及潟湖周邊之

草海桐灌叢邊緣或 
形成低矮之海灘灌叢。

 

 白水木 Tournefortia 
argentea L.f. 

分布於東沙島南岸之

海灘灌叢。 
 

 草海桐 Scaevola taccada 
Igaertner) Roxb 

為東沙島普遍之植

種，海灘、海岸皆可見

其分布。 

 

外來植種 銀合歡 Leucaena 
leucocephala 
(Lam.) de Wit. 

栽植於海岸地區、建物

周遭。 

 木麻黃 Casuarina 
equisetfolia L. 

栽植於海岸地區、建物

周遭。 

 大花咸豐

草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a Sch. 

道路旁、林地邊緣都有

大片的生長蔓延。 

資料來源：李培芬，2006。 

(二)海洋植物 

分布於東沙島沿岸及海域，東沙島沿岸大型底棲藻類累計歷年調查

資料，大型固著性藻類已記錄的海藻有 148 種，分屬於 19 目 38 科 88
屬。其中，綠藻有 39 種，褐藻有 26 種，紅藻有 83 種，含具有經濟價值

的龍鬚藻、麒麟菜及海人草等(戴昌鳳，2005)。 

(三)無脊椎動物 

分布於東沙外環礁，由於受外環礁珊瑚覆蓋率較好的因素，常可見

到大型底棲無脊椎動物有紫叢海膽、長硨磲蛤、藍指海星、微孔鍊珠海

星、雜斑指海星、短拳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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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殼類動物 

分布於東沙海域之甲殼動物有 21 科 43 種，其中大型甲殼類動物有 3
科 10 種，最常見且體型最大的陸蟹為甲殼寬近 10 公分的凶狠圓軸蟹，

東沙島沙灘和小潟湖內最常見的種類為角眼沙蟹和粗腿綠眼招潮蟹。 
 

  
紫叢海膽 藍指海星 角眼沙蟹 

圖 26 東沙的無脊椎動物與甲殼類動物 

(五)棘皮動物 

分布於東沙海域，最容易被觀察到的棘皮動物為海星類，例如：饅

頭海星、藍指海星、棘冠海星、呂宋棘海星、鍊珠指海星等(鄭明修，

2008)。在沙質底最容易被發覺到的為海參，以蕩皮參和黑海參較多，迄

今已記錄到的棘皮動物有 13 科 30 種。 

(六)軟體動物 

分布於東沙海域，棲住在珊瑚礁上的黑蝶珍珠蛤、仙履魁蛤(俗種鞋

蛤)、大管蛇螺等。在淺海珊瑚礁上可見到蜘蛛螺、水字螺、黑星寶螺、

黃寶螺、金環寶螺、阿拉伯寶螺、雪山寶螺等，迄今已記錄到軟體動物

有 54 科 204 種。 

(七)魚類群聚分佈 

東沙環礁海域已記錄的魚種有 72 科 577 種，就魚類群聚的分佈而

言，目前東沙環礁各區域之魚類種數呈現：外環礁＞東沙島周圍＞內環

礁的現象。外環礁的魚種數最多，屬尚稱良好的群聚。內環礁的魚種數

最少，並且多以草食性魚類為主，此係受到珊瑚大量白化和死亡的影響

甚大。魚種以草食性為主的鸚歌魚科及刺尾鯛科為最多。東沙海域另有

珍稀魚種如白斑躄魚、條腹天竺鯛、費氏條尾魟...等珍稀魚種。 

(八)珊瑚 

東沙環礁是個少見的發育完整的環礁地形，根據歷年來東沙海域生



 63

態報告調查，至 2008 年在東沙環礁發現的珊瑚種類達 24 科 281 種(含內

環礁之潟湖及外環礁之海域)，其包括石珊瑚 229 種、八放珊瑚 47 種，

及水螅珊瑚 5 種。內環礁潟湖以分枝形軸孔珊瑚為主，環礁外圍以桌形

軸孔珊瑚和軟珊瑚為主。在 1998 和 2007 年受到海水暖化的影響，造成

珊瑚發生大白化和死亡事件，至今外環礁海域的活珊瑚覆蓋率在 70%以

上，而內環礁潟湖區的大多 15%以下，可見環礁潟湖內的珊瑚群聚復原

仍有限。 

(九)鳥類生態 

東沙島的鳥類組成以候鳥為主，特點為種類多、族群量少、變化大，

調查迄今東沙島上的鳥類已有 38 科 183 種，其中僅有 15 種全年可見。

翻石鷸為島上最優勢且代表性的鳥種。猛禽季為 10 月、11 月與 3~5 月，

魚鷹、紅隼、鵟、短耳鴞等都是記錄穩定且易於觀察的鳥種。根據文獻

紀錄，2006 年 8、9 月，水域鳥類以翻石鷸、磯鷸為主要組成；空域鳥

類以家燕為主要組成；陸域鳥類以紅尾伯勞為主要組成。島上鳥類的分

布主要集中在潟湖周圍，一年之中以 3 月和 9 九月為鳥數與量豐度最高

的時節。 

(十)其他陸域生物 

東沙島上的哺乳類動物相除犬、貓外，無中大型哺乳類動物，小型

哺乳動物包括了東亞家蝠、家鼷鼠與大鼠。 

其他陸域生物有軟體動物 13 科 26 種，體型最大且數量最多的是非

洲大蝸牛；而體型纖細、種類繁多的昆蟲則有 73 科 186 種，其中體型最

大的昆蟲是長 10 公分以上，俗稱蝗蟲的日本黃脊蝗，而數量最多的蝴蝶

是幻紫斑蝶海南亞種，其也是體型較大的蝴蝶；蜘蛛有 8 科 11 種，其中

跳蜘蛛科為東沙島上數量最多的物種。 
 

二、人文資源 

東沙島早期便以南海之門戶、戰略要衝之地的軍事地位著稱，因此在人

文性資源分類上多以軍事單位之設施建物與文化遺址者居多，本計畫在此項

資源分類上主要分為精神象徵、現役設施以及其他等三類，其下再細分為五

項(詳見表 10)，將本島具有戰地特色的風光與獨特人文性資源進行歸納，說

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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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東沙島設施建物羅列表 
資源類別 項目 設施名稱 

碑銘地標 

東沙島碑、南海屏障國碑、南海明珠碑、「與陣地

共存亡」牌、「島遠心近」碑、「離家別卿衛國保疆；

辛勞將士全民敬仰」碑、「毋忘在莒」碑、「海軍海

洋測量局基準點」、「海巡署 90-93 基點」 
精神象徵類 

文化遺址與史蹟 東沙遺址、東沙大王廟、長青亭、國軍東沙公墓 

交通運輸設施 東沙機場塔臺、東沙機場候機室、東沙機場、東沙

碼頭作業區、衛星站、氣象空臺站 
設施類 

行政管理設施 指揮部、勤指中心雷達站、東沙漁民服務站、東沙

管理站 

其他  
東沙果園、東沙外來種移除試驗區、國際海洋研究

站、東沙十萬加侖水庫、海水淡化廠、水電中心、

值務官舍、聰良發電廠 

各設施物類別如下： 

(一)精神象徵類 

東沙島分佈於各據點及設施物間之精神象徵物種類眾多，尤其在 20
世紀後半期發展至今所遺留下來之標的物，不僅是島上具有風貌之資源

特色之一，更是本島歷史演變過程中重要的見證之一，本計畫在精神象

徵類別上分為「碑銘地標」以及「文化遺址與史蹟」兩大項，介紹如下。 

1.碑銘地標 

地標界碑主要代表島上精神之標的物，功能上作為地點的宣示以及

精神之宣揚，島上主要有東沙島碑、南海屏障國碑、南海明珠碑、「與陣

地共存亡」牌、「島遠心近」碑、「離家別卿衛國保疆；辛勞將士全民敬

仰」碑、以及「毋忘在莒」碑、「海軍海洋測量局基準點」、「海巡署 90-93
基點」等(參見圖 27)。 

東沙島碑 南海屏障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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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基準點 南海明珠碑 

與陣地共存亡牌 島遠心近碑 

毋忘在莒碑 離家別卿衛國 
保疆辛勞將士全民敬仰碑 

圖 27 東沙碑銘地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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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遺址與史蹟 

在文化遺址與史蹟方面，多半是過去歷史遺留物，以及島上人民精

神與心靈之寄託之設施，包括東沙遺址、東沙大王廟、長青亭、國軍東

沙公墓等(參見圖 28)。 
 

東沙遺址 東沙大王廟 

國軍東沙公墓 長青亭 
圖 28 東沙文化及廟宇類設施建物照片 

(二)設施類 

因受其軍事條件影響，現役設施類成為東沙島上最大之人文性資源

分類，本分類主要將現役運作並具有軍事特色之建物設施歸於此類，因

此，可在細分為「交通運輸設施」以及「行政管理設施」兩項進行介紹，

說明如下。 

1.交通運輸設施 

交通運輸設施包括東沙機場、東沙機場塔臺、東沙機場候機室、忠

義碼頭衛星追蹤站、氣象空臺站(參見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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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機場 東沙機場候機室 

忠義碼頭 氣象空臺站 
圖 29 東沙交通類設施建物照片 

2. 行政管理設施 

行政管理設施為島上掌管整體運作之主軸設施，包括指揮部、勤指

中心雷達站、東沙漁民服務站、東沙管理站、東光醫院(參見圖 30)。 

東沙漁民服務站 東沙漁民服務站前小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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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管理站 東光醫院 
圖 30 東沙政府機關類設施建物照片 

(三)其他類 

其他類之相關設施包括東沙果園、東沙外來種移除試驗區、國際海

洋研究站、東沙十萬加侖水庫、海水淡化廠、水電中心、值務官舍、聰

良發電廠(參見圖 31)。 

東沙果園 東沙十萬加侖水庫 

東沙外來種移除試驗區 國際海洋研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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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淡化廠 聰良發電廠 
圖 31 東沙研究及其他類設施建物照片 

三、視覺景觀資源 

景觀資源具有其不可再生性、不可移動性、相對稀有性以及不可回

復性等特性，而對於周遭景緻之感受來自於觀賞者在視覺上的感動，因

此本計畫針對東沙島全區之視覺景觀資源特質，以資源特性分敘述如下。 

(一)地形地貌部分 

1. 沙岸與沙丘景觀 

本島本身係一珊瑚島，島上覆蓋由珊瑚及貝類等生物碎屑堆積組成

之細沙，平緩之海床、寬闊之潮間帶，以及受到潮汐與季風之影響，讓

東沙島上沙灘海岸與沙丘之景觀發達成為特殊的地形景觀。 

(1)南岸沙灘 

南岸沙灘位於漁服站至南海屏障碑海岸，由於平緩入海的的海岸緣

故，產生較長的潮間帶與寬綽的視野，此種景象在退潮時產生的大片水

草窪地更為顯著，因為視野廣闊的特性也讓此處成為欣賞日出的好地

點，此外較近東南側之沙丘地形因受東北風及西南季風兩者之交互影

響，沙丘會隨著海流影響而遷移，此即俗稱的「龍擺尾」現象，是為東

沙島特殊的地形景觀之一。 

圖 32 南海屏障碑外寬闊海景環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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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南岸東側海岸沙丘景緻(龍尾)環拍 

(2)西南側海岸 

東沙島西南側海岸此處由於珊瑚碎屑及貝殼風化徹底，而具有島上

最細及雪白的沙岸環境，碧海藍天、細緻的白色沙灘及藍天白雲構成難

得一見的優質海岸景觀，在某些沙丘高處可同時環視海灘與潟湖的景

緻，此外因氣候關係造成海草床生長廣闊，在風浪不興與退潮的天氣條

件下，可造成天海難辨的鏡面效果，實屬特殊之景觀體驗。 

圖 34 同時環視海灘與潟湖景緻之環拍 

  
圖 35 東沙島最細白的優質海岸 圖 36 海天難辨的鏡面效果 

(3)西北側海岸 

本島一據點到北水道的西北海岸屬於較粗礫的沙灘地形，此段沙灘

銜接北水道習稱之「龍口」，漲潮退潮所帶來豐富的營養讓此處吸引許多

介殼類、魚類，亦吸引了許多水鳥前來覓食，也讓此成為賞鳥的好地點，

此外也是欣賞夕陽沈入海平面之最佳景點。 

圖 37 海與潟湖交界景緻之環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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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豐富食物吸引水鳥覓食 圖 39 粗礫型的海灘型態 

2. 潟湖景觀 

潟湖景觀主要位於東沙島西半部，潟湖景觀主要隨潮汐起落影響外

貿，東沙島潟湖水淺平均深約 1 公尺，水多平靜，風浪不興，與環礁外

之景觀類型大不相同，因潟湖屬逐漸淤積的環境，可以提供豐富食物來

源吸引魚蝦及水鳥，是賞鳥的重要區域，周圍海岸沙灘常見的原生或歸

化草本植物，如海馬齒(俗名濱水菜)、馬鞍藤等植物所形成之一片綠地

與藍天相呼應之下也成為一幅美麗的景緻，此外潟湖在夕陽餘暉的照耀

之下所產生的不同色澤，更為此處潟湖景緻之重要景觀價值之一。 

圖 40 潟湖景觀環拍 

圖 41 潟湖周邊濱水植物產生之綠地 圖 42 海岸沙灘常見的草本植物海馬齒

(二)文化歷史部分 

由於東沙島並無常駐居民及經濟活動，因此屬於文化歷史部分景觀

資源，主要包括人文史蹟景觀、軍事設施景觀、廊道景觀等項目，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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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 人文視覺景觀 

東沙島上人文史蹟部分與前述之人文性資源設施雖然部分雷同，但

在此處著重與周圍環境所共同營塑出的視覺感受，因此，本計畫對此項

之景觀資源提出如下說明。 

(1)南海屏障碑、漢疆唐土碑、東沙島島碑 

南海屏障碑與漢疆唐土碑設立在視野廣闊的本島最東側，範圍 11
米，高 2.5 米的琉璃瓦凹型迴廊的建物造型用以防風化、碎裂，加強了

保固顯示主權之南海屏障碑，雙腳踏在介紹東沙島之戰略位置，並簡述

東沙島地形、氣候的硬鋪面，面對 270 度視角的廣闊海域產生整體視覺

感受(如圖 43、44)。 

此外，距離南海屏障碑與漢疆唐土碑約 50 公尺處的東沙島島碑，為

海軍東沙島管理處處長杜震於 1954 年 1 月建造，主要敘述東沙島的歷史

沿革，因此同樣被列入一處人文史蹟景觀(如圖 45)。 

圖 43 南海屏障碑 

  
圖 44 漢疆唐土碑 圖 45 東沙島島碑 

(2)東沙大王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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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大王廟為島上重要之信仰設施，廟內供奉「關公」，據說民國 37
年冬「關公」聖像乘獨木舟來到東沙，民國 64 年由駐守東沙官兵建廟奉

祀，香火延續不絕，獨木舟則保存於廟側，此外廟內亦奉祀「南海女神」

媽祖，經過國軍弟兄整理油漆上色，榕樹綠蔭、草皮妝點加上色彩鮮明

的廟宇彩繪，讓此處被列為一重要人文史蹟景觀之一。 
 

圖 46 碧綠如蔭顏色鮮豔的東沙大王廟 

  
圖 47 廟側獨木舟 圖 48 廟內奉祀的南海女神媽祖 

(3)國軍東沙公墓 

島上的國軍東沙公墓位於東沙大王廟左側，墓中現存有名姓舊碑僅

三具，其餘均為無名塚，多屬早期開發或避居東沙島先民的骨骸，聳立

的主碑與周圍井然有序的放射環狀排列的塚位，以及深灰色系的水泥質

感，讓此處自然產生一股肅然之氛圍與視覺景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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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國軍東沙公墓 

2. 廊道景觀 

廊道景觀主要是指包括島上步道、海岸周邊原生林道、機場跑道等

三部分，分敘述如下。 

(1)島上步道 

東沙島上受限於大環境島嶼地形以及軍事考量因素，在必要之據

點、哨點及景點才會有人工所鋪設出的道路，此類廊道系統景緻特徵主

要是以規則式之行道樹種植作為引導，沿步道行進則可欣賞島上自然、

地質以及戰略風光。 
 

圖 50 人工鋪設的步道 

(2)海岸周邊原生林道 

海岸周邊原生林道主要是由沙灘連接島上步道的道路，經過人為的

穿越逐漸形成之道路，因此此類道路大多受到海岸邊原生喬、灌木林如

木麻黃、銀合歡、草海桐等的包覆，並無人為設施及行道樹妝點，屬於

最自然的廊道景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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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受到原生植栽包覆的林道 

(3)機場跑道 

機場跑道為本島最具特色之廊道形式，寬闊筆直的機場跑道在飛機

一週一次例行起降之餘的時間，是提供欣賞朝陽、落日、星象、潟湖等

景緻的優良環境，也是別處環境鮮少體驗之景觀感受。 
 

 
圖 52 機場廊道環景 

3. 軍事設施景觀 

東沙島自古便是立於軍事戰略考量所興建之設施物，隨處可見的據

點、哨站、訓練場所以及醫院等各類型軍事設施皆是為了作為軍方的防

禦工事為考量，也造就出一致性及特色性的建築型型態，因此，本計畫

提及之軍事設施主要以建物外觀之顏色、質感以及與周邊自然環境融合

度進行說明。 

(1)顏色上 

本島建築顏色上以白色、墨綠色為基調，主要應是配合沙灘與樹林

的色調，部分休憩與設施採用洋紅、水藍色的色調如涼亭，戰略設施以

迷彩圖紋進行位置隱匿，島上形成一致性高之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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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白色基調 

圖 54 迷彩圖紋 圖 55 洋紅、水藍色調的休憩設施 

(2)質感上 

軍事設施主要以堅固為首要考量，因此在水泥、磚塊的建築物外直

接塗上上述色調之油漆為主要作法，此外如低矮圍牆、籬笆、水池等設

施建物則採以就地取材的礁岩、石塊、木材等搭建，讓全島的建物設施

充滿具有自然紋路之質感外觀。 
 

圖 56 具有自然紋路之質感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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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就地取材的礁岩、石塊、木材建材 

(3)與周遭環境融合度上 

同樣是以軍事考量的角度出發，島上建物除需要負起瞭望遠端之責

任者，多不超過 2 樓高(6M)因此島上建築物多與周圍原生樹種如草海

桐、木麻黃、林投等喬灌木融為一體，整島建物不論在色系、質感或是

融合度上皆具有較高的一致性。 

圖 58 與周遭環境融合之建築型態 

 
圖 59 東沙島視覺景觀分佈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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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特殊部分 

本計畫認為本島因地域環境特殊，而有許多有別於其他地方之視覺

景觀，因此將其歸納入其他特殊部分之視覺景觀，主要分為氣象景觀、

海底景觀兩部分說明如下。 

1. 氣象景觀 

氣象景觀屬於景觀資源中的瞬間景觀，因氣象景觀具有出現時間或

狀態稍縱即逝的視覺特性，而本島因較少人為阻礙，如建築物、光害等，

因此極適合作為此類視覺觀之觀察，本計畫說明如下。 

(1)日落/日出 

日出與日落造成水體與雲彩的光影變化是本島一具吸引力資源，日

出景緻的欣賞特性需要面向東方置高點或開闊視野處，而日落景緻除開

闊之海平面外更著重夕陽晚霞之映射與倒影，因此面西潟湖與海岸則成

為重要之位置，因此，本計畫認為適宜欣賞日出與日落地點包括下列。 

A.日出：機場跑道東側底端海岸、漁民服務站樓頂、東沙島島碑 

B.日落：機場跑道西側底端(一據點外灘)、候機室外(潟湖岸邊) 
 

圖 60 潟湖夕陽落下景緻 圖 61 夕陽餘暉產生之不同光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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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夜間天文 

東沙夜間無人為光害以及空氣品質較佳因素，因此夜間欣賞星光與

月光的天文活動變成為本計畫納入資源之一，欣賞地點只要空曠非管制

區域皆可。下表詳述各月份可能見到之星象。 

表 11 各月份可能見到之星象 
月份 星象 
12 月 月掩昴宿星團(七姐妹星團) 

流星雨(雙子座、后髮座、小熊座) 
北極星、蟹子、天貓、大熊、小熊、天龍、仙王、仙后、天織 

11 月 流星雨(獅子座、麒麟座) 
北極星、蟹子、天貓、大熊、小熊、天龍、仙王、仙后、天織 

10 月 中秋明月(月圓) 
流星雨(天龍座、獵戶座、御夫座) 
北極星、金牛、御夫、七姊妹、英仙、仙王、仙后、大熊、小熊、織女 

9 月 土星環(極小態) 
行星衝(Isis、天王星、Juno、Massalia) 
流星雨(英仙座) 
金牛、御夫、七姊妹、英仙、仙王、仙后、大熊、小熊、織女 

8 月 行星衝(Psyche、木星、海王星、Thisbe) 
流星雨(英仙座、天鵝座、御夫座) 
北極星、金牛、御夫、七姊妹、英仙、仙王、仙后、大熊、小熊、織女 

7 月 行星衝(Iris) 
流星雨(南魚座、摩羯座) 
北極星、仙王、仙后、天鵝、天琴、大熊、小熊、飛馬、英仙 

6 月 流星雨(牧夫座) 
北極星、仙王、仙后、天鵝、天琴、大熊、小熊、飛馬、英仙 

5 月 流星雨(寶瓶座、天琴座) 
北極星、仙王、仙后、天鵝、天琴、大熊、小熊、飛馬、英仙 

4 月 流星雨(天琴座、船尾座) 
北極星、大熊、小熊、天龍、牧夫、仙王、仙后 

3 月 行星衝(土星) 
流星雨(獅子座、矩尺座) 
北極星、大熊、小熊、天龍、牧夫、仙王、仙后 

2 月 流星雨(半人馬座) 
北極星、大熊、小熊、天龍、牧夫、仙王、仙后 

1 月 流星雨(象限儀座) 
北極星、蟹子、天貓、大熊、小熊、天龍、仙王、仙后、天織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天文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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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月圓時賞月 圖 63 缺乏光害有利星空欣賞 

(3)其他天候 

A.颱風：東沙島因接近赤道且受到環礁圍繞，本島大多陽光普照而且沿

岸平靜無浪，但適逢颱風或海洋氣流侵襲時，造成天候之變化，如火

燒雲，以及沿岸大浪的景緻。 

B.其他：其他天候上造成之特殊景緻歸於此類。 
 

圖 64 颱風前夕的火燒雲景緻 圖 65 其他特殊之天候景緻 

2. 海底景觀 

本計畫中一重要部分為海平面下水底的景觀資源，本島於前面章節

已對相關項目進行介紹，以下將針對視覺景觀特徵部分做說明。 

(1)古沈船遺跡 

古沈船遺跡屬於水下文化遺產的一部份，也可說是水下的人文性景

觀，除具有考古與歷史意義外更具有景觀遊憩與教育等多重價值，依據

Pickford(1995)資料整理可知，自 1609 年到 1863 年共有 8 艘沈船紀錄，

本計畫僅將其列入可利用之人文景觀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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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沈船遺跡區域示意圖 

(2)水下生物 

水下生物範圍包括水平面下各式生物、礁石及其特殊地形地貌，可

說是水下的自然景觀皆屬此範疇，依據實地勘查依據離可細分為本島近

海以及環礁內海域兩類說明如下。 

A.本島近海 

本島近海西北側至西南側一帶，因海棚平緩水流較小，因此海草毯

叢生與貝類豐富，適合戲水及初級潛水選點；本島北側同屬於初級潛水

選點場所，但此處不同於西側在於生物多為熱帶魚類，在視覺感受上活

潑及色彩豔麗；本島東北方海域較深，大型鯛科魚類聚集，深廣湛藍的

海水帶來不同的景觀感受；本島東側由人工圍塑之海灘，藍天白雲淺水

的空間提供戲水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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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本島景觀區域示意圖 

B.外環礁內海域 

此區域位於內環礁海域東側，水深水流速急屬於深潛困難度較高之

場所，大型魚類如金梭魚穿梭其中，與大片海草床共同產生寬敞的景觀

視域。 

 
圖 68 外環礁景觀區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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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旅遊發展潛力分析 

一、內在優勢分析 

(一)擁有多樣且獨特的海洋遊憩資源 

本計畫區為一平緩入海之珊瑚礁，由於海床平緩、潮間帶寬廣，退

潮時可見大片海草、潮流窪地，另一方面，本區之陸地外圍環礁地形完

備，呈現出礁台、潟湖、沙洲、淺灘、水道及島嶼等特殊自然地形景觀；

環礁內部為一水深僅 16 米的水域區，內有許多珊瑚丘、小沙洲及淺灘暗

礁等分佈。內環礁的物種和數量隨著環礁內棲地底質不同而異，在貝類

跟微孔珊瑚礁裡同時也擁有豐富的種類。 

由上述可知，就資源的多樣性與獨特性來說，本計畫區之景觀資源

及生態資源是國內少見保留完整之離島，以國內旅遊而言，未來所欲發

展之生態旅遊活動均能達到教育之目的。以國際觀光而言，除了氣候限

制外，豐富之生態資源足可媲美世界各國成功環境教育島嶼的規範。 

(二)保持低污染與低破壞的環境特性 

截至目前為止(2009 年)，東沙島人為建物大多屬於軍事用途，較無高

度開發所造成之污染，在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成立後，相關法令明文限制

使用及開發海洋資源，使得東沙保有相對於台灣較無污染的旅遊環境，

而環保署在近年也在東沙島上進行空污的調查與監測，藉以維持環境品

質，空氣也明顯地比台灣地區佳。 

因此，相對於台灣本島，土壤貧瘠且不適合開發的東沙島，保有無

大型污染與破壞源的環境特性，具有此一特性的東沙島正是適合發展生

態旅遊的典範，一來可告知遊客環礁資源的珍貴，再者更能有效維持脆

弱的生態環境。 

(三)基礎設施已具規模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成立前，東沙島上的所有基礎建設多為軍方所興

建，島上基礎道路設施完備，軍隊的住宿空間也達二百人，故基礎的生

活設施已具備一定規模。 

目前海岸巡防署計畫撥給東沙管理站部分建物作研究使用，加上未

來若軍隊縮編，將會有更多的住宿空間，而此種簡易、不破壞環境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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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設施正適合作為工作旅遊等類似背包客之旅行模式，更貼近生態旅遊

精神中不破壞在地環境的本質。 

(四)土地所有權皆屬國家 

本計畫區的土地權屬皆為國家所有，目前由海岸巡防署管理，因土

地所有權人均為政府單位或國防部，在土地使用分區的劃分，以及相關

設施的設置較不會涉及到土地徵收或是土地佔用的問題，這樣的環境特

性在未來發展生態旅遊時，只要相關單位維持良好溝通，彼此的資源相

互配合，土地取得的時間將會大幅減少，執行的效率將會更高。。 

二、外在機會分析 

(一)國際間島嶼發展之研究議題持續進行 

國際島嶼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Small Islands Studies Association, 
ISISA)每隔二年召開一次世界會議，主要由相對弱勢的島嶼作為出發

點，結合各區域研究學者及政策執行者，發表論文、探討問題對策、並

增進瞭解與交流。而世界各國五萬多座島嶼，尤其是小型島嶼，由於各

具自然與文化特色，如何活絡當地經濟以及發展島嶼觀光成為重要之發

展議題，因此，攸關島嶼的相關研究將會持續地被熱烈討論。 

(二)海洋環境教育良好平台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目前為國內唯一海洋型國家公園，因環礁內的海

洋生態及珊瑚資源極具獨特性及珍貴性，實為海洋環境教育良好平台。

此外，依據《國家公園法》第 1 條國家公園設立「為保護國家特有之自

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因此東沙環礁國家公

園在強調保育的前提之下，將本島開發生態旅遊之觀念重點於環境生態

旅遊，進而將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發展為理想之環境教育旅遊據點。 

(三)海洋生物多樣性價值廣受國際注目 

海洋生物多樣性在遺傳資源上之利用與生物技術的開發是明日之新

興產業。如 1998 年全球海洋生物技術產值約 2.7 億美金，預估到 2010
年將成長到 8.6 億美金。包括水產養殖之育種，試劑檢驗、育苗、飼料、

製藥費的抗癌、抗病毒、診斷試劑或治療心血管疾病之藥物、以及一些

抗附著物、酵素、清潔劑或黏著劑之特殊化學品等等。目前海洋天然物

之開發速度甚快，第一個研發成功的海洋天然藥物將正式上市。由於海

洋生物的開發潛力無窮，因此各國政府包括台灣莫不積極投入大量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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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金，希望在此明日之星的產業中搶得先機。 

此外在生態旅遊的價值方面，海洋生物多樣性也開始受到大家的重

視，因其收益不但超過漁獲食用之價值，而且同時符合生物多樣性保護

及資源永續利用的原則，譬如潛水賞魚、海底攝影或賞鯨等活動，每年

全球收益可達數十億美金。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之珊瑚礁群生態為海洋國

家公園管理處積極復育與保護之資源，其具有相當大的生技與觀光價

值，也因此，發展具教育性質的生態旅遊是保存這些重要資源的最好方

法。 

(四)工作假期型態成為新興旅遊潮流 

工作假期(Working Holiday)是一種新型態的休假形式，也是一種新型

態的志工服務形式。簡單來說，工作假期就是在工作或學校放假的期間，

參與義務勞動工作，藉由工作來服務社會，並且得到休閒放鬆的休假功

能。這些工作假期多在自然環境中舉行，參加的人來到營隊，不只是玩

樂或是欣賞大自然，還得從事種樹、淨灘、復育植被、割草、建多孔隙

石牆、綠圍籬、建立生態水池等勞動工作，學習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之道，

並為自然環境付出一份心力。在休假時工作，在工作中休假，服務社會，

也服務自己，這就是獨特的工作假期。 

這樣結合環境保護的工作假期旅遊，在國外行之有年，台灣則在 2004
年之後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本計畫之主要任務為發展生態旅遊，同時推

廣環境教育，也因此相當適合發展工作假期，只要交通便利與食宿無虞，

工作假期的潮流更能讓東沙島的環境更為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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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旅遊發展限制分析 

一、環境因子 

東沙島四面環海，島上最高海拔約 7.8 公尺，並無顯著之地形遮蔽，

屬海洋性氣候，雖接近赤道無風帶，但仍有季節性之明顯氣候。下列針

對影響生態旅遊之氣候因子進行分析(資料來源：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網

站)： 

(一)氣溫 

氣溫大多在 21~35℃之間，根據海軍氣象中心統計結果顯示，全年年

平均氣溫為 26.0℃，以 7 月平均氣溫 29.4℃最高，1 月平均氣溫 21.7℃
最低。因其緯度較低的關係，月均溫均保持在 21℃以上。 

(二)降雨 

東沙島降雨量在時間分布上屬冬枯夏豐，年平均降雨量達

1,669.1mm，年平均降雨日數達 125.6 日，主要降雨月份為 5 至 10 月，

其降雨量均達 200mm 以上，且降雨日數達 10 日以上。 

(三)風 

東沙島每年 10 月至翌年 4 月均以東北季風為主，平均風速約在

4.2~7.9 m/sec 之間；到了 5 至 9 月則盛行西南風，大約在 3.4~3.9 m/sec
之間。期間 4 月東北季風逐漸減弱，但主要風向仍為東北向；9 月則為

夏、冬季季風轉換期，此月平均風速較低。而冬季則因東北季風強烈，

影響島內人員移動，或海域遊憩活動之安全性。此外，在風速超過三十

二哩時，更易影響班機起降。 

風向及風速對於沙灘景觀亦有所影響，其影響海潮波向，揚起海草

碎屑堆積於不同沙灘。冬季海草都堆積在北岸的沙灘，夏季則堆積在南

岸沙灘，進而影響沙灘景觀之美質。 

(四)海流 

東沙島海流在夏季時，表面流向為東北向，流速每小時約 0.2~0.5 浬

(約等於 0.37~0.93 公里)；冬季時則受東北季風的影響，流向轉為西北向；

環礁內之水流則受潮汐影響，漲潮時海水由環礁之西側缺口進入環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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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潮時呈相反流向。 

(五)雲量及能見度 

根據東沙島歷年的雲量(八等分)統計分析，平均大都維持在 6.1 左

右。目前東沙島上的飛機均靠目視方式起降，因此能見度則成了東沙島

飛機安全起降的重要判斷標準之一，東沙島歷年之年平均能見度可達

11.34km 之遠。 

(六)颱風 

東沙環礁位在颱風形成或路經的熱帶地區，累計中央氣象局之颱風

歷史資料，每年約有 2 個颱風經過東沙環礁或可能影響東沙環礁，但其

年間的變動性甚大。颱風除了可能造成珊瑚斷裂死亡外，強大風浪也可

能揚起礁區沈積物質，造成海水濁度增加；伴隨颱風而來的大量降雨則

可能改變礁區鹽度，或帶來陸源懸浮物質。此外對於交通往返及運補船

隻皆有可能造成延遲，或是造成島上人員安全疑慮、設施及設備系統受

損。 

就氣候而言，夏、秋兩季較適合進行生態旅遊，夏季適合進行水域活動，

秋季氣溫漸轉涼，溫度宜人。然而另需考量颱風可能對生態旅遊造成之影

響，如交通、運補…等，並做好預先防範及準備工作。就鳥類豐度而言，冬

季不失為觀察候鳥過境之良好時機，可吸引特殊族群前往東沙島進行另類生

態旅遊活動。因此，生態旅遊可就不同季節進行活動規劃，以滿足不同客群

之需求。 

二、交通 

(一)聯外交通 

1. 空運 

東沙機場為一以目視為升降機制的機場，符合飛機降落的天氣標準

為能見度 5,000 公尺及雲幕高 1,500 英呎以上，另東沙的跑道寬 100 英呎

屬窄跑道，側風最大限制為 25 節(乾跑道)/20 節(濕跑道)，因此若遇雨勢

過大或颱風造成能見度或雲幕高其中一項不符落地標準或側風超出限制

則班機不會降落。依現行高雄-東沙航線，若於起飛前有上述狀況則不會

起飛，若起飛後天氣不符標準則飛機會返航高雄。因目視標準為一較高

之天氣標準，且東沙機場附近並無較高之障礙物，因此不影響飛行之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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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往返東沙之飛機僅有空軍所屬之軍機及立榮航空公司之民航

機。現有民航機機型因受限於跑道長度，立榮航空公司僅 DASH8-300
允許降落，其餘噴射客機皆無法於東沙降落，因此最大載客量僅能容納

56 人，載重 600 公斤，單次航班成本為 171,528 元；98 年與海巡署簽訂

之合約除每週四飛航一次外，每月加開班機一次，停留 30 分鐘後返航；

而軍機載客量 70 人，載重 8,000 公斤，每月第二周週二飛航飛航一次，

停留 3 小時後返航。目前航班主要載送駐防人員休假往返，亦載送島上

所需之設備維修人員、研究人員及參訪人員等。 

未來發展旅擬規劃包機或固定航班之方式，但需依照民航局之規範

申請。此外，東沙地理條件特殊，需經由國防部同意後尚可飛行。班次

規劃應著重於當地活動的需要，擬增加航班數量，以每年 5 月到 9 月之

間加開班次。 

2. 海運 

由於東沙島周圍海岸深度 1~2 公尺為廣闊淺礁地形，大型船隻無法

直接靠岸，船隻必需先停泊外海，再以小船接駁人員及物品上岸。目前

海上船務如下： 

(1)軍用補給艦：每年 3、6 及 10 月各一航次，主要運補武器、彈藥、汽

油等管制物資，但實際上則依當季所需運補數量而定。 

(2)民用商船：目前東沙運補作業，租用民間商船之貨輪，配有 12~14 個

貨櫃，內含冷凍及冷藏櫃各一。主要載運生活物資、柴油、機具、車

輛、建材等，另外可搭載 12 人次。高雄至東沙海上航運時間約 24 小

時，每隔 20～25 日一航次。接駁船靠岸後多以人工徒手搬運裝卸貨

物，部份重機械則輔以重機支援吊搬，運補作業視潮汐及貨物內容，

需 1～2 天不等。當趟次成本約 100 萬元左右。 

(3)巡防艇：目前海巡暑配置有第五海巡隊，協助海上查緝的工作，明顯

改善海上不法情事。 

(4)研究船：海管處東沙管理站配有研究船 1 艘，作為執行海洋監測及生

態資料調查工作。 

在海上運輸部份，高雄-東沙航程至少需 16 小時，其受海象條件而有

所增減，加上島外周圍海域為淺礁環繞，大船無法靠岸，須停泊於外圍，

另以小艇接駁方式讓貨物或人員登島。因此，交通時間、海象及安全問

題，將使遊客選擇海運的意願降低，未來若開闢以載客為主的渡輪或海

上觀光航線，海上接駁運送必須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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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島內交通 

島上交通一般以自行車為主，機動車輛方面主要供幹部使用，有機

車、六人座客車、工作貨車、公車。常設車輛分別為空軍及海巡持有，

空軍有 1 台小貨車、1 台救護車，海巡署則有 2 台公車與貨車。而外包

廠商則不定期運送工作所需車輛至島上。通常島上接待外賓使用公車，

然而若規劃生態旅遊，自行車將為首選的代步工具，目前島上現有自行

車數量及品質不足以同時支應遊客，而另需額外添購。 

三、公共服務設施 

(一)住宿 

島上目前可供住宿之設施包含：漁服站－套房 1 間(4 人)、3 間 8 人。

共計 28 人。但需考量相關單位業務探訪、維修及研究調查人員上島，住

宿設施實有不足之虞。 

(二)水資源 

島上現有水資源包含雨水貯水、地下水及海水淡化水等，上述水資

源僅可供灌溉及洗滌之用，日常飲用水則靠台灣本島運補之礦泉水供

應，水源極為缺乏。下列引述並補充修正《東沙島水資源整體利用規劃》

報告書內文說明之： 

1.地下水調查 

初步調查地下水水位約在地表下約 2~3m，海軍氣象站地下水井、海

水淡化廠抽水井、水電中心地下水井與空軍衛星追蹤站為主要抽水井。

海軍氣象站地下水井、海水淡化廠抽水井與水電中心地下水井位在東沙

島高程最高之區域，其中以海軍氣象站地下水井為淡水，其餘皆為半淡

鹹水。海水淡化廠抽水井之地下水作為淡化廠淡化水源，其餘地下水皆

為日常盥洗用，非飲用水。 

島內高程較高及抽水頻繁區域其不透水鋪面相當多，對於涵養地下

含水層幫助有限。 

2. 雨水調查 

島內目前唯一大型雨水蒐集區位於指揮部左前方廣場，將蒐集水源

存放於 10 萬加侖的水槽內如，但目前雨水蒐集水槽有漏水情況現況且集

水設備維護不易，容易造成獲得水量與水質不佳。另外，目前停機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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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設置一雨水截水溝，水源排入小潟湖為主，並無作其他利用。 

《東沙島水資源整體利用規劃》預定將機場兩側做為雨水蒐集規劃

區，將雨水統一蒐集至定點處，統一作為澆灌及廁所沖水使用。並建議

將島上道路規劃成為透水鋪面，初選區域在島上抽水量較大之區域(指揮

部周邊及廣場)，藉由自然入滲涵養地下含水層。 

3. 海水淡化 

目前島上海水淡化機，主要為大宗盥洗用水來源。東沙島海淡廠處

理流程為抽取地下水經淡化過濾後，儲存於兩座一萬加侖之儲水槽，達

滿水後再將淡化之海水導入另一 7 萬加侖的水庫儲存使用。除盥洗用

外，亦利用小貨車載運至廚房以供烹煮，但仍具鹹味。海淡廠一組機組

每日可生產 5,000 加侖用水，兩組機組同時運轉，可滿載出水量達 10,000
加侖(約 45,460 公升)。為改善島上生活用水，海巡署已於民國 91 年 4 月

決標採購海水淡化機，更新原有的淡化機組，全新汰換老舊管線，使各

據點均有淡化水可以使用。 

海水淡化廠滷水最終排放到漁民服務站左後方水槽內。其抽水井水

質鹽度達到 7.9ppt (導電度：14.60 ms/cm)與海水鹽度(32)比較之下，已有

慢慢鹽化趨勢。根據調查資料顯示，區域唯一水井仍屬於淡化情況為在

海軍氣象站後方，鹽度(0.6ppt)、導電度(1,481μs/cm)，兩口井距離約 250m。 

平日盥洗用水尚足以使用，但若遇上島人員數量較多時，如海防人

力充足，加上研究人員及維修人員數量多時，海水淡化機供水管線後段，

將遇供水速度不敷使用之問題。目前亦面臨海巡據點縮減合併，造成單

一據點官兵數量增加，而水塔儲水量不足，遂造成水量不敷使用之問題

產生。此外，飲用水則是利用海運運輸，每年約 6,000 箱。 

未來若因生態旅遊活動增加上島人數，將面臨水源短缺之問題，因

此強化雨水、中水收集利用系統，及改善海水淡化水容量、品質將是未

來首要解決的水資源問題。 

(三)能源資源 

目前能源供應狀況主要以燃油發電為主，現有 4 座發電機組，每座

發電機組可負載 500kW，每日採單機輪流運作 22 小時，緊急時更可兩

台操作一台休息的方式發電，目前夏季尖峰用電量約為 300 kW，離峰用

電量約為 160 kW，冬季尖峰用電量約為 210kW 左右，離峰用電量約為

150kW。目前島上發電機冬季每月燃油量約為 5~6 桶柴油(每桶 200 公

升)，以柴油每公升 24.8 元計；夏季每月燃油量約為 8~9 桶柴油(每桶 200



 91

公升)，最熱月份甚至高達 12 桶，因此每月耗費油價約 24,800～50,000
元不等。目前甚至推及未來應皆無電力不足之虞，但若以永續發展為考

量，仍需配合《東沙能源替代及水資源多元化可行性評估》之規劃，進

行替代能源及節能方案。 

(四)電信通訊 

目前通訊裝備主要為衛星電話，受天候影響甚大，加上機房老舊，

以至於收訊不佳，但是礙於提升設備需耗資大量經費，因此中華電信公

司暫不考量更新設備。軍方網路設備目前是 384K，勉強符合使用，但考

量軍事機密，因此無法與其他單位共用網路。日前海管處東沙管理站已

完成網路架設，但短期內不考慮開放外單位人員使用。然，未來若以國

際研究站及生態旅遊發展圍發展目標，通訊方面建議就電信收訊品質及

網路設備作為主要改善的項目，以提供最新研究資訊及旅遊訊息。 

四、經營管理 

(一)運補 

東沙運補作業由海巡署租用民間商船 24 噸之貨輪，配有 12~14 個貨

櫃，內含冷凍及冷藏櫃各一。主要載運民生物資及裝備，包含生活物資、

柴油、機具、車輛、建材等，多餘貨櫃空間亦協助提供外單位運送物資，

但須於一星期前完成公文遞送之工作。此外可搭載 12 人次。 

高雄至東沙海上航運時間約 24 小時，每隔 20～25 日一航次。接駁

船靠岸後多以人工徒手搬運裝卸貨物，部份重機械則輔以重機支援吊

搬，運補作業視潮汐及貨物內容，需 1～2 天不等。當趟次成本約 100
萬元左右。 

海運單次運送貨櫃數量已達飽和，雖足以供應現況，但，無法大量

運輸遊客之民生物資。目前海巡署運補之飲食供需量平衡，除供應島上

人員需求外，可再支援約 50 名外單位人員。此外，島上物資儲存空間容

量(如冷藏、冷凍櫃)亦不足以負荷多餘之遊客民生物資。 

(二)設備維護 

島上經營管理實務工作全賴各單位官兵協力合作，但由於目前兵役

期程，若兵源充足時，將有大量人力支應全島經營工作，但若遇退伍潮，

將面臨職務交接困難、工作效率降低之問題。此外，島上多項設備之維

護仍需專業廠商處理，但每年 12～4 月份適逢公共工程發包的空窗期，

因此期間島上設備損毀將無法進行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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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棄物處理 

目前島上廢棄物已採分類回收，可回收資源由海運船隻回運台灣處

理。一般垃圾過去集中堆放於一定點(即潟湖鉗角之西北方)，可燃垃圾

以露天焚燒方式處理，繼而掩埋。廚餘部份海巡署餐廳設有廚餘機處理，

處理後交予東沙管理站作為堆肥使用，空軍餐廳則將廚餘倒入潟湖。因

此島上的廢棄物處理問題，為未來需多加關注之課題。 

而人體排遺與盥洗等廢污水均未經收集處理，直接排至海中或放流

滲入地下，恐有污染地下水源之餘。經《東沙島水資源整體利用規劃》

一案初步調查，水質採樣過程發現地下水水中臭味濃度相當高，主要情

況為：1.水井位置與化糞池相當接近，2.將污水抽出至遠方放流，入滲地

下含水層，3.化糞池老舊造成破損部分外漏，導致污染程度日趨嚴重，

化糞池改善工程應為首要工作重點。建議詳細之污水處理及相關方案參

見《東沙島能源替代及水資源多元化可行性評估》一案。 

五、軍事管制 

島上國土防護工作主要分為洋巡跟岸巡兩者，洋巡多是針對近海漁

船進行海域保育動作，岸巡則針對海岸土地巡防。因此上島之外單位人

員，需配合軍方管制防衛措施，針對該次活動區域及活動類型進行報備

或申請，無法隨意走動或任意拍攝(軍事建物均不得拍攝)。 

六、政策法令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內之設施政策以減量為原則，對既有設施再利用

及活化，故發展生態旅遊時相關服務設施不宜進行開發建設，如餐飲、

住宿、服務站…等僅能以現有設施利用為主，無法新興建設。加上，島

上建築使用多屬海巡署管理，因此未來若有生態旅遊相關服務設施之需

求，則需進行單位間之溝通協調，取得相同發展共識，纔能進行後續發

展規劃。 

此外，受到區域政治局勢與軍事管制之影響下，目前東沙島管理單

位有內政部營建署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東沙管理站)、行政院海岸巡防

署(海岸巡防總局南部地區巡防局東沙指揮部及海洋巡防總局第五海巡

隊東沙分隊，以下簡稱海巡署)、中華民國空軍(四三九聯隊東沙基地勤

務派遣分隊)、中華民國海軍(大氣海洋局東沙氣象台)等，並無任何居民

及民間事業。爰此，未來開放生態旅遊必面臨休閒遊憩相關設施規劃與

建設，礙於島上設施皆屬公務用財產，以住宿設施而言，目前屬於海巡

署及高雄市政府管轄，現無法提供對外收費遊憩使用，未來若要開放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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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勢必擬定公有財產管理及收費辦法，才能經營。加上現行政策內政部

不再核准國家公園 BOT 案，因此旅遊業者無法進駐，因此除非現行政策

法令的改變，否則目前在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發展生態旅遊將有其困難性。 

小結 

經由環境資源羅列、旅遊發展潛力分析、旅遊發展限制之蒐集整理後，

本計畫藉 SWOT 分析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發展生態旅遊之優勢、劣勢、機會

與威脅，相關內容詳見下表。 

表 12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發展生態旅遊之 SWOT 分析表 
Strengths Weaknesses 

• 擁有受國際注目之多樣且獨特的海洋遊憩

資源。 
• 具低污染與低破壞的環境特性。 
• 基礎設施已具規模。 
• 土地所有權皆屬國家。 

• 未達珊瑚復育之目標。 
• 環境資源的脆弱性及敏感性。 
• 旅遊相關服務設施不足，包含餐飲、住宿、

水資源…等。 
• 屬軍事管制地區。 
• 缺乏相關管理規章之法令支持。 
• 多單位共管，造成事權不統一之管理問

題。 
Opportunities Threats 

• 國際間島嶼發展之研究議題持續進行。 
• 海洋環境教育良好平台。 
• 發展保育與環境教育並重的旅遊地。 
• 宣導國人海洋生態保育理念。 
• 培育海洋生態保育之種子義工。 
• 工作假期型態為新興旅遊潮流。 

• 旅遊與保育之衝突－遊憩活動對環境產生

之衝擊，包含遊憩活動帶來之環境污染、

對自然區域的生態干擾…等。 
• 氣候之威脅(颱風、東北季風)影響旅遊發

展的穩定性。 
• 交通偏遠，人物運輸成本提高，直接影響

旅遊發展。 
• 其他鄰近島嶼主題明確，觀光發展較為完

善。 
• 整體產業經濟結構尚未穩定，影響旅遊發

展之期程與計畫。 

 

根據上述分析結果，東沙島不宜大量開放，而生態旅遊則以小眾發展，

對象針對科學研究人員或特殊團體(如各地鳥會……)為主，透過申請的程

序，控管人數進入東沙地區進行相關研究調查及環境教育活動。另外在相關

的住宿、餐飲、交通…等服務設施之遠程計畫，須由管理處規劃建設，以免

造成其他單位之負擔，相關策略詳見下節課題與對策之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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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課題與對策 

課題一：東沙島發展定位模糊，後續國家公園發展政策不定。 

說明：東沙早期為軍事用地，現上則有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海巡署、

空軍與海軍等單位，後續的發展因各單位權責因素而有定位不明之

情況。 

對策：整合規劃各單位之相關設施與設備，積極推動「國際海洋生態研

究中心」，設置具規模之海洋資源研究設施環境，並邀請國際海洋

專家前往東沙島進行專業技術指導，使東沙海洋研究能與國際接

軌。 

課題二：「旅遊」發展與「生態」之衝突 

說明：觀光本身帶有毀滅的種子，未經管理的旅遊型態會逐漸朝向商業

發展，導致超過保護區承載量之遊客湧入，造成環境的破壞與資源

的枯竭。 

對策： 

1. 在經營管理者嚴格的把關下推動生態旅遊之發展。 

2. 建立適合的遊憩容納量，設置分區活動管制，並於生態旅遊遊程中提

出導入遊憩機會序列與可接受改變限度管理之觀念。 

3. 利用現有房舍與基地進行整建改建，建物與其他設施並宜集中設置，

避免大規模之土地開發，整建及開發前，需進行環境影響評估，降低

生態環境資源之衝擊。 

4. 島上應減少使用機動車輛，鼓勵使用自行車作為主要交通、運輸與旅

遊之工具。 

5. 加強島上各業務單位與遊客之廢棄物減量及環境教育。 

課題三：監測指標尚未建立，無法掌握資源改變狀況 

說明：因為外來漁船毒魚、炸魚層出不窮，致使東沙島周圍珊瑚礁遭受

破壞的情形愈見嚴重，監測指標未建立無法針對環境破壞問題進行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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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持續蒐集環境資料，建立完整生態資源、環境改變…資料庫，以

提出東沙環境指標物種，以作為環境改變、遊憩使用影響下，島內

生態物種變化之趨勢，提出相對之因應措施。 

課題四：島內相關服務設施略顯不足，生態旅遊發展將有侷限 

說明：生態旅遊之發展受限於東沙交通運輸及島內的相關服務設施。 

對策： 

1. 增設遊客及研究人員之住宿設施。 

2. 水為基本生活需求之一，因此發展旅遊需增加民生用水水量及品質，

建議提昇海水淡化技術、將指揮部前方籃球場及路面改成透水鋪面增

加地下水涵養量、增加抽水位置。 

3. 規劃設置遊客及研究人員使用之公共設施，如食物儲存之冷凍、冷藏

設施、服務站、研究站…等。 

4. 妥當處理固體廢棄物，慎重選擇輸入貨品，進口容器限為可分解、可

回收或可焚化的材質，從源頭進行廢棄物減量，無法處理的廢棄物仍

運回台灣本島處理。 

5. 規劃遊客之交通運輸方式，擬增設航班。 

6. 目前遊客及研究人員之運補仍需透過海巡署，建議建立回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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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生態旅遊操作規範擬定 

第一節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生態旅遊遊憩承載量之評估 

為了維護遊憩區生態環境，並提升遊憩品質，福山植物園、龜山島、烏

來桶后溪、大雪山社區、陽明山國家公園磺嘴山及鹿角坑溪生態保護區、玉

山生態保護區、雪霸及太魯閣國家公園之高山步道，甚至一些國家公園內的

景觀道路，如：陽明山仰德大道、中橫公路太魯閣段等，近幾年陸續實施了

不同類型的承載量管制(carrying capacity control)。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環境資

源具敏感性及獨特性，因此在開放實施小型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活動前，更

需思量參與東沙生態旅遊活動之遊客數量多少是適當的，以及如何限制遊客

的人數。本計畫藉由遊憩承載量之計算，有效地利用科學、更客觀的方法來

訂定此數據，供經營管理單位一個參考依據，並保護現有的環境資源。 

藉由回顧承載量之定義及各類型遊憩承載量評估之研究(詳見本報告書

第二章第二節承載量相關文獻探討)，下列以 Shelby & Heberlein 的四種遊憩

承載量評估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之承載量： 

一、生態承載量 

(一)現況分析 

由於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之經營管理首重東沙環礁之復育及保育，加

上生態承載量以自然科學為基礎，以環境因素為考量，為較客觀之評估

方式，因此生態承載量應為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發展生態旅遊必須納入評

估的方式之一。然而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目前尚未開放，亦未導入遊憩型

之活動，目前島上除長久以來駐防之海巡署軍官，以及國家公園駐島人

員、各項保育監測研究人員外，少有人參訪。故處於旅遊活動尚未開放

之規劃階段時，並無遊憩活動對環境衝擊影響之數據可作為評定基準，

因此生態承載量之方法目前於東沙尚無法進行利用及推估。 

(二)未來發展 

2006 年 12 月 19 日行政院經建會指示『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計畫』為

推動東沙環礁之復育及保育相關措施，優先辦理各資源復育措施，俟各

項復育措施考核指標，顯示復育措施已達到一定成果後，方考慮推動後

續之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工作。於此，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持續進行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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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環境調查與監測，已明確掌握園區內環境與生物多樣性之狀況與變

化。然，面對國家公園的三大主要目標—保育、育樂、研究，未來東沙

環礁國家公園不排除提供環境教育、自然教育及生態旅遊活動。因此，

針對人為活動可能威脅園區內環境與生物多樣性健全之因素，未來亟需

需加以妥善地因應與處理，同時監測與評估經營管理的成效。唯有建立

完整生態監測系統與資料庫(有關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環境監測計畫詳見

第五章第五節)，纔能進一步評估生態承載量，並分析遊客與使用者對東

沙環境之影響。 

生態承載量之評估計畫，擬針對少量使用下環境之改變，觀測衝擊

是否過度，而遊憩活動對自然產生影響包括土壤、植物、動物、水、空

氣及地質等，一般而言對土壤與植物的衝擊影響最明顯。然而，東沙環

礁國家公園環境特殊，不同於一般遊憩區，以土壤來說，東沙島由珊瑚

碎屑及貝殼風化形成獨特白沙地質，故無法以土壤硬化或受侵蝕評估

之，因此從中選擇較適宜之評估因子為植物覆蓋之改變，進行步道受遊

憩活動影響下植被覆蓋度之變化。 

二、實質承載量 

未來發展 

實質承載量以空間因素當作主要衝擊參數，主要依據未發展自然地

區之空間分析其所能容許之使用量。故本計畫依據活動使用類型之劃分

土地利用方式，未來擬規劃建議以中正堂及舊水電中心周邊區域約 1,250
平方公尺作為發展區域(詳見第五章第一節分期分區發展計畫)，估計區

內遊憩容納量。 

以保育區建蔽率 40％、2 層樓計算之，其樓板面積為 1,000 平方公尺，

其中建議『研究設施』與『居室』面積比 3：1，亦即保留 250 平方公尺

作為住宿使用，再以宿舍、招待所之居室面積每 5 平方公尺∕人計算(資
料來源：營建署，建築技術規則第三十七條、營建署，建築物污水處理

設施設計技術規範)，研究中心可容納 50 位人員住宿。 

居室面積＝1,250 m2×40﹪×2×1/4＝250 m2 

250 m2 / 5m2 /人＝50 人 

→實質承載量 50 人 

三、設施承載量 

設施承載量以發展因素當作衝擊參數，本計畫以交通運輸、每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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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水資源等因素影響下所能提供的使用量，分析區內遊憩容納量。 

(一)交通運輸承載量 

1. 現況分析 

(1) 空運 

目前台灣往返東沙島主要有軍機及民航機兩種，其飛航頻率及說明

如下： 

A. 軍機 

目前由中華民國空軍 C-130H 運輸機執行飛航任務，每月第二週之星

期二當日往返，停留時間約 3 小時，主供物資運補及公務使用，其載客

量為 70 人，載重為 8,000 公斤。 

B. 民航機 

立榮航空公司 DASH8-300 載客量為 56 人，載重 600 公斤，每週四

飛航一次，加班機每月一次，停留 30 分鐘後返航。主要提供駐防人員休

假往返，亦載送島上所需之設備維修人員、研究人員及參訪人員等。 

目前民航機及軍機僅可作為駐島人員休假、維護廠商、參訪人員及

研究單位使用，無法額外提供生態旅遊遊客使用，因此若立即規劃生態

旅遊遊客上島，擬以包機方式進行。依照目前機場跑道長度與機場設施

之服務內容，以立榮航空公司 DASH8-300 型 56 人載客量或復興航空公

司 ATR72 型 72 人載客量最為適合，然目前航線由軍方管制，因此需向

國防部申請才能准予航行。 

(2) 海運 

由於東沙島周圍海岸深度 1~2 公尺為廣闊淺礁地形，大型船隻無法

直接靠岸，船隻必需先停泊外海，再以小船接駁人員及物品上岸。也因

此，目前東沙運補作業需租用民間商船之貨輪(配有 12~14 個貨櫃，內含

冷凍及冷藏櫃各一)來載運生活物資、柴油、機具、車輛、建材等，另外

可搭載 12 人次。 

高雄至東沙海上航運時間約 24 小時，每隔 20～25 日一航次。接駁

船靠岸後多以人工徒手搬運裝卸貨物，部份重機械則輔以重機支援吊

搬，運補作業視潮汐及貨物內容，需 1～2 天不等。當趟次成本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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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左右。 

2. 未來發展 

(1) 空運 

A. 包機 

生態旅遊發展初期建議採小眾旅遊擬包機方式，以單一架次載送之

遊客量為倍數，立榮航空公司 DASH8-300 型載客 56 人、復興航空公司

ATR72 型載客 72 人。單次航班往返成本為 343,056 元(6126 元/人)、復興

航空公司約新台幣 350,000 元(4862 元/人)。 

B. 固定航班 

復興航空公司評估長期維持固定航班之運作以每天 1 班計算，1 週需

達 400 人次(粗估固定航班之機票定價約新台幣 5,500 元)，扣除駐防人員

每週約 50 人休假往返，可提供之遊客量約 350 人。 

(2) 海運 

A. 渡輪 

高金輪船股份有限公司評估使用交通船進行台灣、東沙往返的海上

運輸方式，以 300 人次渡輪為例，粗估成本 100 萬，平均單人來回約 3000
元，交通時間約 12~16 小時。此外，至東沙外海後，仍需規劃小船接駁

上島。 

B. 郵輪 

麗星目前在台灣主要使用 1,500 人次的郵輪，除量體太大不適合在東

沙海域附近停泊外，考量東沙承載量亦不適宜。倘若規劃人數較少的 300
～500 人中小型郵輪，則需麗星郵輪台灣辦事處通報總公司調動東南亞

的船隻，視遊程天數、旅遊內容另行估價，國內常有公司行號使用這種

方式辦理員工旅遊。透過電訪，台灣辦事處人員表示粗估費用以麗星郵

輪曾辦理過的旅遊方案作為參考，依不同住宿房型(視內外艙等)而有不

同定價，高雄出發四天三夜的遊程約 14,000~19,000 元不等，五天四夜約

18,000～25,000 元不等。此外，目前麗星所有航程均可直接停靠港口，

因此航行至東沙海域附近後如需登島，因郵輪上無接駁船，島上需另規

劃小船接駁。 

經由訪談高金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及麗星郵輪台灣辦事處得知，兩公

司均有能力及意願承攬台灣往返東沙之渡輪或郵輪旅遊，而渡輪或郵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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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以 300 人之船型為較適宜載客量。此外，由於渡輪搭乘時間長，遊客

搭乘意願值得探討。而郵輪旅遊方式則因費用高昂，因此需提昇遊程內

容之豐富度與吸引力。 

(二)每日住宿承載量 

漁服站：四人套房 1 間、八人雅房 3 間，共計 28 床。 

由於目前東沙島處於建築、設施及設備汰舊更新時期(一些舊有建築

更新再利用)，加上海管處辦公、服務等基礎設施尚未完善，因此亟需施

工、技術、維修等相關人員上島，加上常態性之業務探訪及持續性之研

究調查人員，住宿設施實不足以支應遊客住宿，因此短期內無法發展生

態旅遊。 

倘若在服務設施(解說、餐飲...等設施)完善後，不需大量工程人員上

島，僅考量業務探訪及調查研究人員下，本計畫採用海管處 2008 年統計

東沙上島人數為例，達 572 人次/年，扣除東沙管理站人員 147 人次/年，

外單位及研究員為 425 人次/年，以每年 65 班次往返計算，平均每次航

班約有 4 人上島，以停留 1 周為期，每週 2 次航班，1 周內將同時使用 8
個床位。 

(572－147)/65/往返 2 次 3.≒ 3→4 人 

28－4×2＝20 床 

於此扣除目前赴島洽公或調查研究人員，住宿狀況中程發展可供 20
個床位。然，此為理想狀況非一般性，因此，上島遊客仍需透過海管處

與島上相關單位協商後，尚可進行住宿之安排。 

未來發展考量設施應容易集中管理，故建議未來於可容許使用之『研

究發展區』中(詳見第五章第一節分期分區發展計畫)中正堂及舊水電中

心周邊區域約 1,250 平方公尺新增住宿設施，以供應生態旅遊遊客住宿

需求。 

三、水資源承載量 

(一)現況分析 

東沙群島所居住之人口為軍方之官兵，常駐人員約有 200 人。東沙

島具有獨特的自然生態與人文景觀，應當妥善規劃開發當地作為觀光及

保育基地。整體首重用水部分，地下水源尚稱充裕，但水質較鹹，並不

適合飲用。目前島上設有海水淡化機，解決了長期以來的盥洗用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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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飲用水則以台灣運補之礦泉水供應之。 

海水淡化機每日製造淡化水 10,000 加侖(約 45,460 公升)，以生態旅

遊每人每日 200 公升日常用水計算，約可供應 230 人。目前島上人員約

200 人，在住宿量足夠、交通運輸問題解決後，約可導入生態旅遊遊客

30 人。 

註：生態旅遊每人每日 200 公升日常用水標準，以每人每日合理用水量

國際標準值 250 公升，而生態旅遊遊客以負責任的旅遊方式，估計

每人每日 200 公升用水量為合理標準。未來若嚴格執行環境教育訓

練，應可再將低用水量至 150 公升，以金門地區為例：民國 96 年

平均每人每日用水量為 123 公升 (資料來源：金門自來水廠

http://www.kinmen.gov.tw/Layout/sub_E/index.aspx?frame=99)。 

(二)未來發展 

發展初期在尚未解決水資源短缺之問題前，宜採小眾生態旅遊方

式，限制 30 名以內之住宿遊客量。未來若欲引進更多遊客，建議提昇海

水淡化技術、將指揮部前方籃球場及路面改成透水鋪面增加地下水涵養

量、增加抽水位置以增加島上水資源量。 

四、社會承載量 

社會心理承載量是指不致於造成遊客的遊憩體驗品質下降所可容許

之遊憩使用量，主要是從遊客觀點分析遊憩體驗品質與遊憩使用量之關

係(林晏州，1988)，目前研究中可見之衝擊參數類型包含擁擠感、偏好

預見人數、預見人數接受度、滿意度及可接受改變限度等。然而，東沙

環礁國家公園之生態旅遊處於籌備與規劃階段，未開放旅遊活動，故現

階段尚無法評定社會承載量。但建議後續生態旅遊開放至一定數量時，

遂開始進行偏好遇見人數(含擁擠知覺及滿意度測定)及可接受改變限度

等社會承載量參數評估。 

(一)偏好遇見人數(含擁擠知覺及滿意度測定) 

Shelby 及 Heberlein(1986)認為偏好遇見人數（Contact Preference）對

社會心理承載量而言是一個良好的指標，並據以評定若干遊憩區之社會

心理承載量。遊客數量是透過遇見人數、擁擠、滿意度而影響遊憩品質，

遇見人數與遊客數量直接相關，由於遊憩品質因個人偏好而不同，以偏

好遇見人數作為指標可代表遊憩品質，並容易求得承載量。 

遊客數量 → 遇見人數 → 擁擠知覺 → 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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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後續研究可藉由測量當時在遊憩區中從事遊憩活動遊客數

量，比對利用問卷測量遊客認知的使用人數、擁擠知覺，及整體環境、

各項環境品質、軟硬體設施之品質，以獲得偏好遇見人數協助建立管理

準則。 

(二)可接受改變限度(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 

可接受改變限度(LAC)的原理即將人為的衝擊分為可接受與不可接

受的一種經營管理上的判斷，經營管理者要設定這界線，並藉由各種經

營管理方法來堅守此線(Hammitt & Cole, 1987)。 

因此本研究以遊憩環境之景觀因素及區域遊客人數的改變對遊客個

人之可接受程度的影響進行評估，使用電腦模擬之影像工具進行景觀視

覺評估，測量遊客可接受改變的程度。 

小結 

中程：考量島上官兵及研究人員 200 人原則下，擬提供 20 名生態旅遊

住宿遊客。 

遠程：本計畫考量未來生態旅遊發模式，且需其他配套設施，如研究中

心、住宿設施…等，視島上各項設施發展逐步開放生態旅遊永續發展，擬以

實質承載量及設施承載量提出最高總承載量為 50 人。 

表 13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承載量一覽表 

設施承載量 

交通運輸 

承載量 

 

期程 

生態 

承載量 

實質 

承載量 
空運 海運 

每日住宿 水資源 

社會 

承載量 

監測計畫 無法評估 50 人 12 人 20 人 30 人 評估計畫 
中程 

以 20 名生態旅遊住宿遊客為每日承載量 

逐年評估 50 人 50 人 300 人 規劃/建設 規劃/建設 逐年評估 
遠程 

以包機方式 50 名為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總承載量 

此外，為因應未來生態旅遊活動導入所帶來之環境衝擊，本計畫以每年

進行生態旅遊環境衝擊影響評估之環境監測，同時分析生態承載量及社會承

載量，藉以動態調整承載量，以減低遊憩活動對環境之衝擊。管理單位亦可

視因遊憩使用而改變之環境而調整承載量，藉由謹慎地不斷檢視各區域之使

用情形、實質改變、遊客活動類型、停留時間等，對環境資源、景觀所造成

之影響，以作為進一步修正承載量之依據。唯有透過持續不間斷之長期追蹤

自然資源與環境變化，及時修正該階段所設定之承載量纔能保護美麗敏感的

東沙島嶼環境與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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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規劃符合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之生態旅遊發展構想 

一、發展願景及構想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是一個擁有美麗海洋與潟湖

景觀的島嶼，更是蘊含稀有環礁與珍貴海洋資源的

島嶼，面對如此脆弱、充滿不可回復性自然資源的

環境，如何謹慎地發展，要怎麼作最適合的定位，

對於管理者而言，都是充滿責任感的重要使命，本

計畫透過文獻與案例的蒐集，加上與管理單位、國

內外專家學者共同討論，訂定出「海洋生態研究中

心」與「負責任的生態旅遊」之兩大發展主軸，期

待能在管理單位的引領下，打造出一個與國際接軌

的海洋生態島，不但能以持續性監測與研究調查工

作為海洋保育盡一份力，更希望能藉由海洋生態旅

遊的發展，將海洋保育的觀念，傳遞給更多的人，

結合「研究」與「教育」的發展，是本計畫推動過

程中，最為重要的發展主軸。而這，正是內政部營

建署國家公園組幾十年來致力在「研究」、「保育」

與「育樂」的主要目標。 

 

(一)與國際保育接軌：2020 國際海洋生態研究中心 

在全球暖化氣候變遷，與人為過度使用的情況下，珊瑚礁的快速消

失，已經警告人類必須加緊腳步對海洋生態資源進行必要的保護措施，

而國際組織如世界自然保育聯盟( IUCN)、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等也疾聲呼籲必須重視海洋生態的保護與保育，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的成

立，便是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與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積極要與世界

保育概念接軌的重要努力。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具有成為海洋生態研究中心的關鍵條件：1.特殊的

環礁島嶼生態，在南太平洋，甚至於世界中，珊瑚環礁及候鳥遷徙都是

相當特殊的資源，使得東沙海洋資源的研究價值被突顯出來；2.氣候變

遷的影響，珊瑚礁生態系面臨嚴重的破壞，海洋經濟資源逐年遞減，東

沙的研究調查資料將是重要的環境監測指標；3.未來二十一世紀中葉水

資源的問題浮現，東沙由於資源運送不便，已開始使用海水淡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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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議題，將來都會是國際研究的重要方向。 

基於以上之敘述，本計畫針對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提出「2020 年國際

海洋生態研究中心」之構想，希望在 2020 年，國際海洋生態研究中心能

在東沙環礁國家公園開始運作，屆時，充足的設備將能讓海洋的調查工

作更無後顧之憂，海洋資料庫的建置將能提供具體的環境監測基礎、完

善的住宿與工作環境將能讓更多國際的研究者更深研於海洋環境保護的

研究，與國際合作培養的海洋科技人才將能讓台灣與國際接軌。  

(二)從環境教育出發：負責任、尊重地方的生態旅遊 

一般的生態旅遊，或是以帶動地方經濟為重點，或是以生態保育為

重點，而「負責任」的旅遊型態，是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發展生態旅遊的

重點，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未來要發展的生態旅遊，將從「環境教育」出

發，不僅要改造人的「觀念」，還要改造人的「行為」，這樣的發展主軸，

目的在於讓人們能從一開始認識自然，到尊重自然，最後保護自然，接

著，將這樣的觀念帶回台灣。 

基於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的脆弱資源，負責任的生態旅遊將以學術團

體為主要訴求對象，介紹環境資源是第一步，環境教育的落實才是更重

要的工作：未來，遊客會從生態旅遊規範中，學習如何不破壞自然，並

對自己的旅遊行為負責，同時在遊憩體驗的過程，如自行車與步行環島

裡，學習如何對生態環境友善。在這樣的盼望下，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的

生態旅遊會有一個「認真」的遊憩體驗，人們在遵守規範的前提下將會

接收到最完整的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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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發展構想 

二、發展原則 

生態旅遊不同於一般大眾旅遊的形式是因為生態旅遊以實踐自然資源

的永續、保護當地生物多樣性及其棲地為原則，將旅遊活動的衝擊降至最

低，強調保育的觀念並以永續發展為最終目標。因此在此永續發展的面向

下，本計畫提出下列生態旅遊規劃之構想： 

(一)低度發展 

東沙地區由於其資源敏感性極高，故在生態旅遊的發展構想上，應

特別強調其發展之限制，在開發強度及導入活動強度方面，均應在維護

保育生態的前提下進行。 

(二)降低衝擊 

由於旅遊活動的推展勢必會造成環境的衝擊，惟生態旅遊所強調的

即是將旅遊的衝擊降至最低，以達到一個永續旅遊的目標。 

(三)制定東沙地區的生態旅遊規範 

生態旅遊規範的內容初步擬定涵蓋各參與者以及權益關係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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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單位、參與遊客等。規範的內容以遊客為例，應包括下列面向： 

1.限制及禁止事項 

生態旅遊仍是一種旅遊活動，因此對環境仍存有一定的衝擊，如何

將衝擊降到最低，除了完善的規劃與環境教育的執行等配套措施外，一

定程度的限制與禁止事項的規範是必需的。因此本計畫後續將依照東沙

的生態資源類別制定不同旅遊層級的遊客限制與禁止事項之規範，確立

遊客守則之內容。 

2.旅遊建議 

不同類型的遊客其旅遊行為以及專業性各有差異，因此建議在前往

東沙環礁公園之前就必須讓遊客了解其所應具備的生態旅遊知識與專業

性，以避免環境保育概念不足的遊客大量進入環境敏感區域、或者專業

技能不足之遊客進入困難程度較高的旅遊體驗區(如潛水等活動)。 

3.回饋方式建議 

讓遊客可從規範中得知如何回饋付出的管道，以維護本區的環境生

態，回饋方式毋需限制於金錢上的回饋，建議也可包含勞務上或精神上

的回饋，如成為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的海洋生態環境保育志工，或者於相

關平台宣傳生態保育的概念，此均為遊客回饋的方式。 

三、生態旅遊遊客管制措施 

遊客管理措施依承載量之概念劃分為兩道防線，一是入園管制措施，二

是區內遊憩規劃。入園管制措施分為質的加強與量的限制，質的加強是著重

於環境教育之推廣與遊客資格的限制；而遊憩規劃著重設立防止遊客破壞的

軟硬體禁制設施，說明如下。 

(一)入園管制措施： 

1.環境教育推廣方面 

透過海洋國家公園發行之推廣摺頁與遊客手則，其中推廣資訊包含

園區各項資源介紹與環境教育宣導，而遊客手則說明遊客遵循事項與禁

制行為。同時透過解說志工之導覽、說明，與遊客面對面的溝通，宣導

園區內保育及永續經營之理念，在介紹園區資源時，將園區內宣導的觀

念告知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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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遊客人數及資格之限制 

根據承載量之觀念進行入園遊客人數限，由於東沙環礁公園係屬海洋保

育區，應以自然環境保育為重點，因此在經營管理面向中遊憩功能之比例較

低，在使用實質承載量及設施承載量評估下，訂定中程 20 人、遠程 50 人為

限，同時針對遊憩使用對環境衝擊影響進行監測，並分析遊客導入後生態承

載量及社會承載量，藉以機動調整承載量，減低遊憩活動對環境之衝擊。 

此外東沙環礁公園特殊的環境條件，故在生態旅遊發展的對象考量主要

以培育環境保護種子為主要原則，對象條件設定為從事海洋相關研究工作的

學術團體或是從事環境教育工作者，並具備有相關證明文件者，以及其他經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同意之特殊對象，符合資格條件者除應依規定程序提出

申請外，最終經由管理處審核同意後，方可辦理登島程序。 

(二)區內遊憩規劃 

根據第二章第一節所論述之生態旅遊意義及內涵，生態旅遊必須同時建

構於以自然為基礎、支持保育、環境教育、永續經營等四層面的旅遊方式。

而本計畫亦以環境倫理為衝發點，主要發展模式以培育環保種子為主要目

的，以教育訓練課程帶領為主要旅遊方式，避免因生態旅遊導入而對研究工

作造成衝突，或對環境造成破壞。在此發展模式下進行遊憩規劃、軟硬體設

施規劃，以下分述之： 

1.遊憩規劃 

進行不同使用行為之區域分隔劃設，以減低人為活動對環境的直接衝

擊。此外，訂定園區開放及休園時間，給予生態環境一緩衝或生機復育之時

機，避免人為活動持續之破壞。 

由於東沙處於軍事管制地區，因此遊客進入管制區域，則必須通報及申

請，包括身份、進入區域之起點、終點，進出的日期、時間，進入的方式(騎
車、徒步、浮潛…等)。而自導式步道系統之規劃與設置，在顧及遊客安全

下，限定步道區域，並杜絕遊客進入管制區，發揮步道引導遊客遊憩活動之

功能。 

2.軟硬體禁制設施規劃 

擬建議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後續推廣環境教育時應提供教學動畫提示

遊客不當的破壞所造成之影響，並在生態敏感區域，如潟湖旁設置警告牌，

禁制遊客不當之踩踏。除規範禁止事項外，亦告知遊客所有廢棄物請全數自

行帶回。亦可透過每日一位工作假期之志工進行不同機動路線之巡守，勸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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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不當行為，避免遊客破壞環境。 

四、土地使用分區檢討建議 

(一)土地使用分區現況 

依據國家公園法第 12 條規定，國家公園得按區域內現有土地利用形

態及資源特性，劃分為一般管制區、遊憩區、史蹟保存區、特別景觀區

以及生態保護區等 5 種分區。根據民國 96 年公告之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計

畫，分區總計包含一般管制區、史蹟保存區、特別景觀區以及生態保護

區四類，範圍含括海域及陸域(陸域詳圖 70)，其分區別及面積詳下表。 

表 14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計畫範圍分區面積分析表 
分區名稱 面積(公頃) 

環礁東部海域生態保護區(生一) 43,219.42生態保護區 
環礁西部海域生態保護區(生二) 16,325.98
東沙領海特別景觀區(特一) 272,030.77
南北水道及東沙島周邊海域特別景觀區(特二) 21,914.93
東沙島陸域特別景觀區(特三) 58.27

特別景觀區 

東沙島潟湖特別景觀區(特四) 67.85
史蹟保存區 1.10
一般管制區 49.63
合計 353,667.95

 

 
圖 70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計畫示意圖(陸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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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檢討建議 

本計畫雖以生態旅遊為評估方向，然而在整體的發展目標設定仍以

生態保育為前提，發展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為國際研究中心，因此在分區

劃設部分，應維持現有大部分分區，僅建議未來東岸之沿岸地區有限度

地開放作為沙灘遊憩空間，將遊憩活動行為(如游泳、潛水…等活動項目)
集中於本區，以利管理單位之管理。 

表 15 土地使用分區容許使用行為及建議變更說明 
分區名稱 容許使用行為(國家公園法) 建議變更說明 

環礁東部海域生態保護區(生一) 不建議變更。 生態

保護

區 環礁西部海域生態保護區(生二) 不建議變更。 

東沙領海特別景觀區(特一) 不建議變更。 
南北水道及東沙島周邊海域特

別景觀區(特二) 
不建議變更。 

東沙島陸域特別景觀區(特三) 

建議區別東側沿

岸地區，未來允

許該區有限度地

開放沙灘遊憩活

動。 

特別

景觀

區 

東沙島潟湖特別景觀區(特四) 

第 16 條規定：經國家公園管理處

之許可，得為下列行為： 
1. 公私建築物或道路、橋樑之建設

或拆除。 
2. 纜車等機械化運輸設備之興建。

第 17 條規定：經國家公園管理處

之許可，得為下列行為： 
1. 引進外來動、植物。 
2. 採集標本。 
3. 使用農藥。 

不建議變更 

史蹟保存區 

第 15 條規定：經國家公園管理處

之許可，得為下列行為： 
1. 古物、古蹟之修繕。 
2. 原有建築物之修繕或重建。 
3. 原有地形、地物之人為改變。 
第 16 條規定：經國家公園管理處

之許可，得為下列行為： 
1. 公私建築物或道路、橋樑之建設

或拆除。 
2. 纜車等機械化運輸設備之興建。

不建議變更 

遊憩區 無此類分區。 

一般管制區 

第 14 條規定：經國家公園管理處

之許可，得為下列行為： 
1. 公私建築物或道路、橋樑之建設

或拆除。 
2. 水面、水道之填塞、改道或擴

展。 
3. 礦物或土石之勘採。 
4. 土地之開墾或變更使用。 
5. 垂釣魚類或放牧牲畜。 
6. 纜車等機械化運輸設備之興建。

7. 溫泉水源之利用。 
8. 廣告、招牌或其他類似物之設

置。 
9. 原有工廠之設備需要擴充或增

加或變更使用者。 
10. 其他需經主管機關許可事項。 

不建議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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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境教育課程安排 

(一)一般環境教育課程計畫 

本計畫以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現有環境資源為主，研擬生態旅遊環境

教育課程，區分為不同主題與不同深入程度的課程。未來課程可因應南

海生態保育與人文資產國際研究中心的成立，調整部分課程計畫，融入

海洋科學研究的專業課程，增加生態旅遊學員的旅遊深度。學員在從出

發地出發之前，即可開始進行東沙環境簡介及宣導登島注意事項。表 16
為主要課程計畫之選單，可因應各類狀況加以調整，配合當地氣候狀況，

戶外課程主要活動時間以上午 11 點以前及下午 3 點以後為宜。 

表 16 環境教育課程計畫 
活動

時段 課程安排 室內課程內容 室外課程內容 課程地點 所需時間

(mins) 

認識東沙 東沙地理位置、水土

氣候、地景風貌 
觀看氫氣球釋放、祈

福 

東 沙 管 理

站、氣象台

站 
30

東沙人文巡禮 歷史沿革、文化遺址

與史蹟  
東沙管理站 

30

東沙陸域環島一

周  

至高點眺望 
大王廟、長青亭、國

碑、島碑等重要設施

導覽 

東沙至高點 

60

水資源之利用 
介紹東沙島上的水

資源利用、宣導節約

用水的觀念 

實地參觀十萬加侖

水庫 

十萬加侖水

庫、海水淡

化廠 
40

島上能源利用 
介紹東沙島上能源

來源、宣導節約能源

的觀念 

實地參觀聰良發電

廠及太陽能發電裝

置 

聰良發電廠 
40

沙灘生態導覽  
實地探訪沙灘上的

動植物、淨灘 

東 沙 島 南

岸、北岸及

東岸沙灘 
150

認識東沙珊瑚礁 

介紹東沙環礁公園

境內之珊瑚礁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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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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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東沙島重要潛點分布圖 

(修改自 2007，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計畫，p.142) 

(二)工作假期計畫 

工作假期源自 1920 年，當時法國農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遭到嚴重破

壞，法國和德國青年於是組成工作營隊，幫忙重建農場。之後，世界興

起一股工作假期的風潮。1980 年代，開始有人將這樣的工作營隊形式，

運用在環境保護上。這些工作假期類似夏令營，然而來到營隊不只是玩

樂或是欣賞大自然而已，還必須從事種樹、淨山、復育植被等勞動工作，

藉由在大自然」裡實地的工作與生活，融入當地自然與人文環境，體驗

大自然、舒展身心，學習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之道，並為自然環境付出一

份心力。東沙生態環境敏感，主要旅遊模式可以工作假期的形式安排，

讓遊客來此地可以參與各類環保工作及環境研究工作，工作之餘則進行

其他較為輕鬆之活動行程，擬每月辦理 2 梯次，而各種工作項目安排建

議除可參照表 15 之外，並可納入移除外來種、協助植被復育、秋冬鳥類

調查、海洋生物調查等，未來可依據實際狀況加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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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成本估算 

本計畫一般環境教育課程計畫為三天、工作假期計畫以八天為計算

依據，根據前述各項成本，茲將上述兩種類型之生態旅遊計畫之成本概

估詳表 17： 

表 17 課程成本估算 
一般環境教育課程計畫

(三天) 
工作假期計畫 

(八天) 
項目 計算說明 

20 人 50 人 20 人 50 人 
來回

機票 
20 人：171,528/20*2=17,153 元 
(20 人之航班擬以立榮航空公司

56 人座班機運送遊客所需物資) 
50 人：350,000/50=7,000 元 
(50 人之航班擬以復興航空公司

72 人座班機運送遊客所需物資) 

17,153 7,000 17,153 7,000

住宿 一般課程：220*2 天=440 元 
工作假期：220*7 天=1,540 元 

440 440 1,540 1,540

餐飲 一般課程：160*3 天=480 元 
工作假期：160*8 天=1,280 元 

480 480 1,280 1,280

保險 一般課程：68 元(3 天國內旅遊平

安險) 
工作假期：125 元(8 天國內旅遊

平安險) 

68 68 125 125

回饋

金與

雜費 

約上述費用之 10％～15％ 
1,812 1,012 2,402 1,055

合計(元) 19,960 9,000 22,500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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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質發展計畫 

第一節  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根據上述章節所提出之東沙發展潛力與限制以及規劃構想，本計畫參酌

國外相關案例將東沙島劃分為 3 個活動分區(主要發展核心項目，非國家公

園法定土地分區)，包括軍事核心區、研究發展區、景觀區 3 區，未來待生

態旅遊構想開始推動後，可逐步健全島上設備。 

一、分區發展構想 

(一)軍事核心區 

此區目前主要以現有之海巡署及軍方發展核心用地為主，未來需考

量國防設施及海防需要，應劃定為軍事管制範圍，後續發展仍以軍事用

途為主，保護機場、彈藥及碉堡等軍事設施，限制一般研究人員及遊客

任意進入。 

(二)研究發展區 

此區現況所包含之軍事設施較少，且成為目前研究者主要活動區

域，加上具備碼頭設備，本計畫參考澳洲大堡礁海洋公園以及赫德島和

麥當勞群島國家海洋保護區案例，建議將東沙陸域南岸區域劃設為研究

發展區。 

東沙地理位置特殊，過去一直在南海及西太平洋海洋生物系中佔有

關鍵地位，在國際上特有的珊瑚礁環礁，也為重要的稀有珍寶，成為鄰

近海域重要的研究標的。未來若能積極推動「南海生態保育與人文資產

國際研究中心」的成立並與國內大學合作，不僅能提供作為海洋生態研

究或觀測的據點，對台灣國際地位的提昇也將有所助益，此外，亦能協

助海洋環境教育及生態旅遊的推動。未來可將研究發展工作之主要相關

工作空間及環境設置於此，供研究人員使用，而非限制研究場域於此區。 

1. 研究方向 

未來研究之核心研究項目包括東沙珊瑚礁之復育、珊瑚礁監測及早

期預警系統以及珊瑚礁生態等。而其他的研究項目則可含括東沙沈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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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島嶼生態等。 

表 18 東沙島具研究潛力資源調查分析表 
項目 說明 
1. 海洋生態觀測研究 東沙環礁生態與熱帶海洋生態系的研究。 
2. 鳥類研究 東沙島在遷徙路徑上具有重要地位，而根據多次的鳥類調查結果

顯示，新物種的紀錄不斷在突破，未來可與亞洲大陸沿海國家合

作，進行鳥類的研究。 
3. 東沙海域遺址與文史

研究 
針對島上東沙遺址的研究，以及周圍國家海洋風土與人民生活的

研究，建立資料庫成為教育，與生態旅遊之一環。 
4. 古沉船研究 
 

歷史上東沙海域曾有多艘古沉船，因此可以東沙為基地，接受國

內與國外之研究者申請。 
5. 海洋污染改善相關研

究 
以海洋學、化學及生物學的方式減輕海岸污染現況，以結合教育、

經營管理和學術研究的方式。 
6. 島嶼生態復育 針對島上地表復育與生態恢復狀況，所展開的研究內容。 
7. 島嶼地理與氣候演變

的研究 
如溫室效應的氣候影響，與氣候影響海岸線變化的監測計畫。 

8. 漁業技術 為魚類養殖相關技術的研究，以及相關與類技術與科學研究。 
9. 海中技能訓練 潛水、游泳和水中攝影等技術訓練的課程。 
資料來源：東沙景觀生態資源規劃研究成果報告書，2006；本計畫整理。 

2. 研究設備 

目前漁服站為各研究團隊主要作業集居住之處所，然而作業空間及

設備均不足以供應目前研究所需，且所有權仍為高雄市政府所有，未來

建議於中正堂(約 721 平方公尺)及舊水電中心周邊設置研究中心之建築

主體，所需提供之空間需求及研究設備包括實驗室、儲藏室、海水養殖

設備、潛水作業設備、太陽能研究船等。在其他部分則應增加網路資訊

設備及通訊設備，以健全資訊傳遞之功能。 

表 19 東沙島研究設備增加建議表 
項目 說明 
潛水作業設備及存放、沖

洗空間 
含浮潛及水肺潛水裝備、空氣壓縮機、空氣瓶與調節器等基本器

材的供應。 
研究船隊 鋁製小艇或充氣式小艇方便在淺礁區作業。 

另應配置大型船隻，便於到較遠距離進行研究。 
實驗室 乾式及濕式實驗式各一間，以便研究人員能從事各項觀察或生物

標本處理等工作。 
海水養殖設備 室內、外養殖池是從事行為觀察和控制實驗的必須設備。 
儲藏室 器材儲藏室。 
行政人員辦公室 研究站之管理人員處理行政業務之空間另可彈性作為會議討論之

空間。 
資料來源：東沙國際海洋研究站之經營管理規劃成果報告書，2006；本研究整理。 

(三)景觀區 

將沿岸地區及南岸、北岸沙灘劃設為景觀區，作為保護緩衝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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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區域仍應以申請方式管制遊客行為，僅設置簡易的休憩設施並容許

低密度活動方式。 

1. 潟湖景觀區 

設置簡易碼頭，利用竹筏作為活動的工具，進行生態觀察及研究等

活動。 

2. 北岸沙灘景觀區 

整併或移除西北側不必要之設施，僅留設監哨站功能，減低對該區

域的干擾，並進行生態復育，恢復適於海龜產卵的環境。 

3. 南岸沙灘景觀區 

整併或移除西南側設施及危險設施(如反登陸樁之殘骸)並進行淨

灘，提昇本區的環境品質。 

4. 東岸沙灘景觀區 

於東沙東岸部分海域提供作為海水浴場之休憩活動空間，增加東沙

駐島人員的育樂活動空間。 
 

二、分期發展計畫 

(一)第一期發展計畫 

1. 進行漁服站土地及建物借用程序，提供研究人員基本作業及住宿空

間。 

2. 新建廢污水及廢棄物處理設施，維持東沙周邊環境品質。 

3. 規劃設計東沙島車道、步道及相關遊憩設施。 

4. 健全海洋生態資源保育聯絡網及網際網路和通訊設備等基礎設施。 

5. 積極培訓導覽解說志工，推動生態環境教育。 

6. 與海巡署協商閒置建築物撥用事宜，清點、整併島上閒置建築物，進

行再利用之規劃，並拆除具危險疑慮之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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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期發展計畫 

1. 推動成立「南海生態保育與人文資產國際研究中心」，並運用中正堂

及舊水電中心之周邊腹地作為中心建築主體選址之地點。 

2. 逐年編列預算，添購各式研究船等研究設備。 

3. 島內休憩景點景觀空間改善。 

4. 全區生態暨遊憩導覽解說系統建置。 

5. 整建海淡廠及添購海水淡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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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交通運輸計畫 

一、聯外交通系統 

(一)空運 

1. 現況分析 

東沙機場為一目視機場，跑道長約 1,550 公尺，寬約 30 公尺屬窄跑

道，跑道厚度約 0.23 公尺。目前高雄往返東沙島主要有軍機及民航機兩

種，其飛航頻率及說明如下： 

A. 軍機 

目前由中華民國空軍 C-130H 運輸機執行飛航任務，每月第二週之星

期二當日往返，停留時間約 3 小時，主供物資運補及公務使用，其載客

量為 70 人，載重為 8,000 公斤。 

B. 民航機 

98 年海巡署與立榮航空簽訂之合約，為每週四飛航一次，以及每月

加開班機一次，停留 30 分鐘後返航。由於跑道長度之限制，因此立榮航

空僅 DASH8-300 允許降落，其餘噴射客機皆無法於東沙降落，其最大載

客量僅能容納 56 人，載重 600 公斤，主要供駐防人員休假往返，亦載送

島上所需之設備維修人員、研究人員及參訪人員等。 

2.規劃方針 

目前民航機及軍機僅可作為駐島人員休假、維護廠商、參訪人員及

研究單位使用，無法額外提供生態旅遊遊客使用，加上軍機僅供物資運

補及公務使用，因此未來生態旅遊遊客上島擬規劃下列方式： 

(1)鼓勵航空公司加入營運，以定期航班或包機方式進行。 

(2)上島人數達高峰時，增加航班數，如：5 月到 9 月增加包機數量。 

(3)目前立榮航空載客量僅 56 人，請他家航空公司評估後，提供更大載客

量之機型。 

(4)規劃台北、高雄至東沙之國內航線，提供上島人員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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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由於南海的「非軍事化」政策，未來擬規劃民用航空站。 

3. 發展規劃 

(1)鼓勵航空公司加入營運 

本規劃訪談復興航空公司業務部江經理，評估復興航空公司 ATR72
型飛航東沙的可能性，業務部經理表示東沙之跑道長度及跑道硬度足夠

ATR72 使用。 

包機費用：復興航空公司粗估單架次往返約新台幣 350,000 元整。 

固定航班：若長期維持固定航班之運作需每天 1 班，約 1 週 400 人次，

粗估往返東沙島之機票定價約新台幣 5,500 元。 

(2)增加航班數 

由於每年 5 月到 9 月上島人數大增，除研究人員外，適逢各單位契

約合作之維修廠商例行性工作，加上夏、秋兩季較適合進行生態旅遊，

因此班次規劃應著重於當地活動的需要，5 月到 9 月可增加班機的數量。 

註：航線距離較長時，擬規劃加油設施。 

(3)增加單價次航班載客數與載貨量 

東沙生態旅遊發展採小眾旅遊包機方式，單一架次載送之遊客量，

除立榮航空公司 DASH8-300 型載客 56 人，載貨量約 600 公斤，亦可採

用復興航空公司 ATR72 型載客 72 人，載貨量約 1 頓。 

(4)規劃台北、高雄至東沙之國內航線 

目前飛航東沙航線屬軍方管理，因此台灣飛往東沙航線申請需透過

國防部審核，並非民航局管理之國內航線。由於立榮航空公司與海巡署

簽訂契約，因此立榮航空公司擁有航權，其他航空公司若要航行，必須

透過申請。 

(5)民用機場之規劃 

南海的「非軍事化」政策考量下，未來機場若有軍方移交民航局或

軍民合用之需求，可向民航局提出申請，民航局將協同東沙各管理單位

進行評估、協商，相關單位則包含國防部、交通部、海巡署、海洋國家

公園管理處等，各單位達成共識後簽訂協議書。若機場在軍民共用的使

用狀況下，機場管制與四週禁限建範圍之劃設將屬軍方權責；而若全權

轉移民用，民航局將進行機場後續的移交手續與民用機場規劃。依循過

去移交之相關案例(如蘭嶼機場、澎湖七美機場等)，機場移交分成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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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進行，步驟說明如下： 

移交項目定案 

移交項目的定案需要雙方之開會討論確認，而會議討論之內容則是

確認移交過程中，移交的各階段時程、移交的文件項目、移交的內容與

範圍，以及確認移交對象的權責，於會議討論定案項目後，方進行相關

的執行工作。 

機場資料移交 

為確認未來相關飛安與管理之文件都經過紀錄與存檔，機場資料之

移交之工作必須確實進行。其內容包含機場之詳細內容(包含使用目的、

面積、徵用時間、設施清單)、地理環境概況、建築及營建設施經歷，以

及相關紀錄與證明文件。 

機場用地勘查 

在相關資料移交完成後，兩方單位則應會同業務負責之人員，共同

至現地進行現勘，並針對清單所列出之設施進行檢查，確認環境之現況

與相關設施之完整度，在確認與文件內容之吻合度後，便可進行移交之

手續。 

民航局在完成機場移交手續後，將針對民航機飛航安全之需求進行

現有航、機務之評估、規劃，包含場站及助航設施相關設施之建設。有

關機場各項設施之規劃與建設，乃視各機場基地環境特性而定，且需待

民航局企劃組、場站組現勘後訂定之。 

移交項目定案

移交時間

移交文件

移交範圍

機場資料移交

機場詳細內容

地理環境概況

建築及營建設施經歷

相關記錄與證明文件

面積大小

徵用時期

用地權屬

使用目的

機場用地勘查 會同雙方單位現勘

機場設備檢查

移交對象

設備清單

移交文件簽核  
圖 72 機場移交步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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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運 

1.現況分析 

由於東沙島周圍海岸深度 1~2 公尺為廣闊淺礁地形，大型船隻無法

直接靠岸，船隻必需先停泊外海，再以小船接駁人員及物品上岸。目前

東沙運補作業，租用民間商船 24 噸之貨輪，配有 12~14 個貨櫃，內含冷

凍及冷藏櫃各一。主要載運生活物資、柴油、機具、車輛、建材等，另

外可搭載 12 人次。 

高雄至東沙海上航運時間約 24 小時，每隔 20～25 日一航次。接駁

船靠岸後多以人工徒手搬運裝卸貨物，部份重機械則輔以重機支援吊

搬，運補作業視潮汐及貨物內容，需 1～2 天不等。當趟次成本約 100
萬元左右。 

2.規劃方針 

(1)鼓勵民間企業加入營運，以定期航班或租用方式進行。 

(2)上島人數達高峰時，以交通船作為飛航替代方案。 

(3)規劃海上旅遊遊程，提供上島人員之選擇。 

(5)設置太陽能電動船作為海上研究、接駁工具。 

(4)市場區隔，提供遊客不同體驗方案。 

3.發展規劃 

(1)海上交通船規劃 

高金輪船股份有限公司評估使用渡輪進行台灣、東沙往返的海上運

輸方式，以 300 人次渡輪為例，粗估成本 100 萬，平均單人來回約 3000
元，交通時間約 12~16 小時。此外，至東沙外海後，仍需規劃小船接駁

上島，接駁時間約 20 分鐘/趟。 

(2)規劃海上旅遊遊程 

郵輪 

麗星目前在台灣主要使用 1500 人次的郵輪，除量體太大不適合在東

沙海域附近停泊外，考量東沙承載量亦不適宜。倘若規劃人數較少的中

小行郵輪，則需麗星郵輪台灣辦事處通報總公司調動東南亞的船隻，視

遊程天數、旅遊內容另行估價，國內常有公司行號使用這種方式辦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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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旅遊。透過電訪，台灣辦事處人員表示粗估費用以麗星郵輪曾辦理過

的旅遊方案作為參考，依不同住宿房型(視內外艙等)而有不同定價，高

雄出發四天三夜的遊程約 14,000~19,000 元不等，五天四夜約 18,000～
25,000 元不等。此外，目前麗星所有航程均可直接停靠港口，因此航行

至東沙海域附近後如需登島，因郵輪上無接駁船，島上需另規劃小船接

駁，接駁時間約 20 分鐘/趟。 

郵輪旅遊可進一步規劃海上旅遊遊程，納入台灣離島為旅遊景點(如
綠島、蘭嶼)，豐富旅遊體驗，作為海上旅遊之吸引力。 

太陽能電動船 

建議購置太陽能電動船，作為海上接駁交通工具及科學研究利用。

目前台灣已有多處使用作為觀光遊憩使用，如日月潭、高雄愛河、台南

虎頭埤 ...等。早期太陽能船自國外引進，近年嘉鴻遊艇集團與德國

SolarWaterWorld 公司共同研發，至今已量產外銷。以「SunCat 23」為例，

每艘定價台幣 280 萬元，船長 23 呎(7 公尺長)，船身質料為 FRP 可回收

材質，輕巧可坐 12 人，太陽能面板處理 800 瓦電量，船速可達每小時

12 公里，蓄電量航行 1 天 24 小時。這種無噪音、無污染、無油煙的太

陽能船，更適合在東沙海洋保育的概念下，推廣綠能環保的水上交通工

具。 

二、區內交通系統 

(一)車道 

1.現況 

目前東沙島內道路主要有兩種，主要幹道為 RC 鋪底、AC 鋪面，寬

約 6～7 公尺；一般道路為 RC 路面之車轍道，寬約 4 公尺，部份路況不

佳。此外，漁服站往西向之道路為島上唯一使用透水磚為路面材質之道

路。島上主要交通工具為自行車，另有大卡車、小卡車、箱型車、機車、

動力車、高雄市政府所贈送的公車...等，島上使用車輛隨各單位需求互

有增減。 

島上 AC 路面之主要幹道狀況良好，然而，RC 路面之一般道路及車

轍道因長久高溫曝曬產生龜裂及破損，對於自行車使用者有安全上的疑

慮，應加以修補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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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路面 PC 路面 

 

PC 路面之車轍道 透水磚路面 
圖 73 路面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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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原則 

(1)提升區內 RC 路面之道路品質，包含一般道路及車轍道。 

(2)改善透水磚路面之強度。擬以邊石加置於車道主體磚石外之設計，改

善道路抗壓強度。此外，在邊石之色系考量以顯而易見之顏色，強化

邊界便於辨識。 

(3)建議將島上道路規劃成為透水鋪面，初步建議在島上抽水量較大之區

域(指揮部周邊及廣場)，藉由自然入滲涵養地下含水層。 

3. 改善區段 

選擇島上使用率高破損嚴重之區段進行改善，目前以 PC 路面之道路

及車轍道為優先改善之項目。此外，透水磚路面之強度亦為改善之建議

道路。詳細建議首要改善之區段分布參見圖 74。 
 

圖 74 建議首要改善之道路區段 

(三)自導式步道 

目前島上研究人員、工作人員、軍方閒暇時最常使用之休閒步行路

線為往返南側海灘，本計畫擬規劃自導式步道提供上述人員及未來生態

旅遊遊客一個優良的步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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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自導式步道的目的在於自原野地區開闢而成的小徑，提供遊客

遊憩健身認識環境和接近自然等用途。在步道上有各項解說主題，依據

個人的時間、興趣等，利用解說設施、解說手冊等資源的說明，以瞭解

生態資源的特色。對於東沙島上遊客使用頻率高，而解說人員無法隨時

提供解說服務的步道，建議採用自導式步道的解說方法。 

1. 選線原則 

(1)以既有步道為主，減低環境衝擊，並節省經費。 

(2)選擇可及性及使用頻率較高之步道。 

(2)當步道有地質不穩，危及使用者安全時，考量封閉部份步道路段。 

(3)步道應以自然及人文史蹟資源保育為優先，進行生態環境調查與評

估，利用生態解說制度，並配合環境監測機制，永續經營管理環境整

體。 

2. 設計原則 

(1)順應現有的地形，盡量減少變更。 

(2)使用透水性鋪面，以涵養水質，減少逕流及水土流失。 

(3)盡量減少硬鋪面的使用面積，給大自然及野生動物多一份生存及活動

的空間。 

(4)配合環境使用，採中低強度設計，盡量降低地形困難度，以符合大眾

旅遊。 

(5)不破壞景觀及生態環境下，提供安全、解說等要求較高之服務設施。 

(6)將遊客控制在步道上，避免破壞步道周邊植被與土壤，必要時使用護

欄限制遊客動線，保護較敏感地區。 

(7)為提供在炎熱氣候時賞景休憩所需，擬建議步道旁栽植樹種提供遮

陽，栽植樹種以當地原生種為主。 

(8)利用解說導覽手冊，引導步行方向、說明路段景觀及資源之特性，並

列出遊客注意事項，以減少自然生態及地形地貌之破壞。 

3. 設置地點 

選擇島上使用率較高、動植物豐富、較具特殊代表性之步道做為自

導式步道。詳細自導式步道設置分布圖參見圖 75，設施模擬圖參見圖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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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東沙島自導式步道設置分布圖 

 
圖 76 東沙島自導式步道示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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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旅遊服務與安全計畫 

一、住宿及餐飲計畫 

目前漁服站主要為赴島洽公或調查研究人員主要作業及居住之處所，然

而作業空間及設備均不足以供應目前研究所需，因此本計畫提出以下之住宿

及餐飲計畫。 

(一)住宿計畫 

由於東沙地區的特殊狀況，故其住宿設施的提供狀況目前仍以漁民

服務站，未來應與高雄市政府協商借用事宜，以便整建內部空間，提供

20 位漁民服務站的住宿容納量，提供生態旅遊開始發展中程所需的住宿

量。 

另外則於南海生態保育與人文資產國際研究中心規劃約 50 人之住宿

量，並兼顧研究團隊與遊客住宿需求，同時規劃住宿空間、作業空間與

餐飲空間。 

(二)餐飲計畫 

目前島上主要由海巡署提供外來人員餐飲之服務，然而若要支應遊

客上島之需求，可能面臨運補的物資量及食物儲藏設施不足，故未來建

議利用包機自行運補簡易烹調之食材，並在遊客住宿地點規劃餐飲設備

以及食物儲存之冷凍冷藏設施，除減少海巡署之負擔，更可呼應生態旅

遊之理念。 

二、緊急安全計畫 

由於本計畫區屬生態敏感地區，故整體規劃方向以有限度的生態旅遊為

發展方向。但為確保生態旅遊過程的人員安全，本案針對地區緊急救護需求

研擬旅遊安全計畫，說明如下： 

(一)緊急救難程序 

為因應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發生重大災難時，能及時掌控災情，減少

人員傷害、降低財物損失，建立本緊急通報流程，以便能在意外發生時

利用最短的時間完成各項應變措施。緊急救難程序詳圖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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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 緊急救難程序流程圖 

(二)緊急救護人員配置 

因應生態旅遊活動，每 50 人或每一活動團體至少需配置第一線救護

人員一名。 

(三)緊急救護訓練種類與標準 

1.緊急救護計畫規劃人員訓練：八小時緊急救護規劃訓練。 

2.第一線救護人員訓練：含心肺復甦術、緊急外傷處理，合計十二小時。 

三、陸域設施及水域遊憩活動安全管理巡查計畫 

(一)水域遊憩活動安全管理 

緊 急 災 害 發 生 

海管處東沙管理站 

災情資料紀錄 

東光醫院 

是否後送 

是 否 

海巡署 

緊急救援聯繫 

送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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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域遊憩活動分區管理使用情形。 

2.安全告(警)示牌及救生設備之使用情形。 

(二)巡查頻率 

經公告禁止或限制性遊憩活動水域，原則上每天 1 次。 

(三)巡查方式 

1.沿岸沙灘採自行車、徒步等方式機動為之 

2.各巡查負責單位應規劃巡查路線及頻率，並作巡查紀錄。 

3.巡查人員之巡查結果應依程序辦理通報追蹤作業。 

(四)巡查處理 

1.設施(備)毀損、故障或失竊情形，通知管理單位於 2 日內採取相關警示

措施，並於 1 週內報修。 

2.違反國家風景區管理之案件勸導或依法取締。 

3.巡查時如發現其他機關設置之設施有損壞者，應通報該管機關。 

4.巡查結果載明於巡查紀錄表及巡查紀錄照片，陳單位主管後備查。 

5.巡查記錄表由各管理單位收存，每月簽報核閱。 

(五)檢討計畫 

於每年固定月份召開工作檢討會議，其檢討內容包括各項公共設施

使用情形(年限)、水域遊憩活動安全救生設備及公告水域遊憩活動分區

管理等事項 

四、其他防災措施及管理 

由於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位於南海北部海域，故特應注意颱風入侵，嚴防

豪雨及風災，此外亦需注意防火，以下將防災措施說明如下： 

(一)預防傷害措施與救護人員設備 

1.傷害預防 

依據活動內容性質，需事先選擇具適當之體能狀況者參與活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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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活動過程中因體能無法負荷所造成之意外(如潛水活動)。 

2 救護人員設備 

急救箱或簡易醫療器材及藥品。 

3.安全講解 

針對各活動項目應注意之安全事項進行事前安全講解。 

(二)天候因素考量與措施 

1.遇天然災害狀況發生時，需參酌行政院訂頒「天然災害發生時停止辦

公及上課作業要點」辦理，並得因應東沙地區特殊天候環境影響因素

由管理機關決定。 

2.活動前如預知颱風警報、或不適舉辦之天候者，應視情形順延或取消

活動之進行。 

3.因應島上增加之遊客，應考量緊急狀況時遊客水電、食物之問題，因

此除需規劃有冷凍、冷藏設施，亦需增加防災食物儲存量以因應非預

期之災害狀況發生。 

(三)其他防災措施 

1.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內禁止烤肉或炊食。 

2.既有景點及休憩區設置簡易消防(滅火器)及安全急救(緊急電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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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導覽解說計畫 

生態旅遊以體驗、瞭解、欣賞與享受大自然為重點，旅遊過程需營造遊

客與環境互動的機會，因此在這過程中，解說志工以及各項解說導覽媒體扮

演重要的腳色。在這樣的基本架構下，本計畫提出下列發展構想： 

一、建立生態旅遊解說內容 

根據前述之基地調查結果，可知東沙地區之資源特色主要為潟湖、沙

灘、海洋、珊瑚礁等自然生態資源，故應研擬適合於東沙地區的生態旅遊環

境資源解說內容，提供後續管理單位或解說志工參酌。 

二、解說導覽機制的建立 

讓遊客從旅遊過程中獲得環境保育的概念以及環境知識等，這樣的教育

性意義在生態旅遊的過程中是不可缺少的，生態旅遊據點的解說志工於生態

旅遊過程中不但提供各項環境教育的知識予遊客，同時也肩負起環境維護與

監督的責任，由於目前台灣地區推行生態旅遊活動的時間多屬短暫，大多數

的遊客仍停留在昔日大眾旅遊的模式，因此藉由解說志工的帶領，除了讓參

與遊客可更深入瞭解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各項獨具特色的資源外，也可監督遊

客，避免資源破壞的行為產生。本計畫建議依照海管處的解說志工遴選機

制，協助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之導覽解說工作，並新增導潛人員，以配合生態

旅遊的潛水課程導入，管理處後續應推動之工作包括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解說

志工的培訓、建立解說志工的評鑑依據如解說證照的合格解說志工證明、解

說預約制度的建立等。讓遊客從解說導覽過程中增加環境知識、體會自然的

力量，進而加入環境保育的行列。 

三、解說導覽設施的設置 

解說導覽設施不僅方便展示資訊及理念、輔助或是配合解說志工的解說

呈現、提供更佳的解說服務品質、甚至在東沙島人員缺乏的情況下也能達到

解說之目的下，設置解說導覽設施，顯得格外重要。本計畫建議設置設施包

括標誌牌示、解說牌等，詳述內容如下： 

(一)資訊服務站 

配合目前正在興建中之國家公園東沙管理站，增設簡易旅遊資訊導

覽服務，提供首次進入東沙之研究員或遊客基本資訊，並告知登島所應

遵守之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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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標誌牌示設置 

設置地點的標示牌與方向里程的指示牌的目的在於，指示動線、方

向與距離，使遊客知道身在何處，不會迷失方向，強化旅遊安全。 

1. 設計元素 

組成元素宜適地適材、就地取材與節能減碳為原則。 

(1)木材：生態材料，具彈性，可利用島上生長過剩的銀合歡。 

(2)石材：利用碎石作為標誌牌的基材。 

(3)繩索：搭配木材、竹片等材料，創意運用。 

(4)太陽能 LED 燈：利用太陽能板、蓄電池與 LED 燈材料，不但減少能

源消耗，還能提供夜間辨識方向及照明之用。 

2. 設計原則 

(1)步道入口處應設標誌牌示，告知遊客相關注意事項，並繪明步道路線

圖及步道長度等資訊。 

(2)行進沿線於適當距離設立長度說明。 

(3)需能引起遊客注意但又不會產生景觀視覺壓力。 

(4)不得將牌誌直接釘於自然資源上、不破壞原有景觀和諧。 

(5)避開強風處、地質滑動等危險區域。 

(6)勿直接設置於行進動線上，適當退縮以留設觀看距離。 

3. 設置地點 

標示牌宜設置在重要景點以及各步道出入口處，指示牌宜設置在各

步道出入口、步道交會處以及不易辨別方向的地方。設置模擬圖參見圖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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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東沙島標誌牌示意模擬圖 

(三)解說牌設置 

解說牌示設置之目的在將東沙島內特殊及重要之景觀資源，以及野

生動、植物，以牌示為媒體傳達給遊客，遊客可以經由解說牌的說明，

了解吸收相關知識，以期達到環境教育及解說之目的，增添旅人閱讀的

樂趣及簡易的生態常識。 

1. 設計元素 

組成元素宜適地適材、就地取材與節能減碳為原則。 

(1)木材：生態材料，具彈性，可利用島上生長過剩過的銀合歡。 

(2)石材：利用碎石作為標誌牌的基材。 

(3)太陽能 LED 燈：利用太陽能板、蓄電池與 LED 燈材料，不但減少能

源消耗，還能提供夜間辨識方向及照明之用。 

2. 設計原則 

(1)以天然材質為優先選擇。 

(2)解說牌的大小應與豎立地點四周的環境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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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說牌的設計高度，宜將牌面中心配合中學生或成人的視軸高(眼
高)1.3～1.5 公尺而設。 

(3)採圖文搭配，內容應淺顯易懂，並將解說設施按順序編號，方便使用

者自行尋找。 

(4)文字大小應與牌面大小相配。例如牌面寬度為 180 公分(或 90 公分)
時，文字高度為 4.3 公分(或 2.2 公分)。 

(5)使用強度愈高，標示愈多，並配合人員解說或自導式步道等；使用強

度低之步道或行經脆弱而需保護環境資源者，則在鄰近休憩點及解說

手冊中，以解說志工、摺頁等方式，進行教育宣導與解說。 

3. 設置地點 

依解說牌內容的不同，設置在地點，可分為(1)地理解說牌，設置於

重要遊憩據點，如東沙機場。(2)人文遺址解說牌，設置於東砂基準點、

國軍東沙公墓、東沙大王廟、東沙遺址等。(3)動物解說牌，設置於動物

常出沒的地點，如潟湖點淺灘之鯊魚、漁民服務中心林投林之寄居蟹等。

(4)植物解說牌，設置於特有植物、原生植物處等。詳細設置分布圖參見

圖 79。 

圖 79 東沙島標誌牌設置分布圖 

小結 

本計畫所建議設置之導覽解說設施的目的是一教育活動，扮演未來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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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宣導及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整體環境傳達的多方位及多元化角色，透過這

些設施包括標誌牌示、解說牌、自導式步道(詳見第五章第二節)等的導覽解

說，更能加深遊客對於東沙島內特殊及重要景觀資源，以及生態資源之印

象，也讓遊客瞭解遊覽之動線、方向與距離，使遊客知道身在何處，不會迷

失方向，強化旅遊安全，另傳遞並闡示東沙島特殊景點采風及內涵的深層涵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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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廢棄物處理計畫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是維繫南海與台灣海洋資源的關鍵棲息地，生物多樣

性高又具學術研究價值以及周圍海底又擁有豐富的海洋文史資源的地方，目

前已面臨如何安全處理固體及液體廢棄物之問題，尤其是所產生的垃圾、污

水、或有毒廢棄物，倘未妥善處理，對於地表、地下水、沿海水域皆將迅速

且嚴重破壞。且東沙島海域及陸域長年受外來海飄廢棄物污染，部分海岸及

潮間帶存有眾多廢棄物，海域亦因過去非法漁業等行為累積相當數量之廢棄

物，對東沙海陸海域生態環境之潔淨與健全有很大的危害。 

一、廢棄物量之推估與處理 

現況島上並未推動生態旅遊，未來待住宿問題解決後，初步導入生態旅

遊遊客人數預計為 20 人，依據統計資料平均每人每日排尿量約為 1～2 公

升、排便量約為 200 公克、用水量約為 300 公升、垃圾量約為 0.5~1 公斤(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2007)，由於台灣地區所採用污水量與家庭用水量的比值

約為 0.7~0.9(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07)，以鄉村建議比值 0.8 計算，乘以每

人每日平均用水量 250 公升(經濟部水利署，2008)，則每人每日污水量為 200
公升。本計畫提出對廢棄物之處理方式詳圖 80。 

 

圖 80 東沙島廢棄物處理原則建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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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泄物之處理 

由本計畫推估，遊客每次上廁所排放約 1～2 公升尿液或 200 公克糞

便，而廁所沖洗用水每次約 6~8 公升，初步估計以每日 20 名遊客，每日

排尿量最大約為 40 公升、排便量最大約為 4 公斤、沖洗用水最大約有

160 公斤，總重量高達 204 公斤，建議配合建築物之廁所設置化糞池，

將污水作二級處理，並將排泄物統一收受儲存後，再抽取運回本島處理。 

(二)液體廢棄物之處理 

東沙島上污廢水未經收集處理，直接排至海中或放流滲入地下，恐

有污染地下水源之餘，且島上會抽取地下水經簡單的處理後使用，對人

體或多或少產生危害。而島上廚房之廚餘餿水亦直接傾倒至海邊；化糞

池則處理效果不佳且下滲地下水，同樣嚴重污染島上的地下水源。將來

開放生態旅遊，恐怕更會增加污染問題。根據台灣地區所採用污水量與

家庭用水量的比值約為 0.7~0.9(環保署，2007)，以鄉村建議比值 0.8 計

算，乘以每人每日平均用水量 250 公升(水利署，2008)，則每人每日污

水量為 200 公升。初步估計以每日 20 名遊客，則每日污水量將高達約

4,000 公升，增加如此多的廢污水應該審慎處理，才不致於造成更大污染

源。 

故未來可運用之處理方式包括(1)運用人工濕地技術，將污水引入已

有水生植物生長之濕地或池塘，透過水生植物及微生物的代謝、吸收及

物理性的沉澱等作用淨化污水，不僅處理生活污水問題、豐富生態的多

樣性，還能減少對於地下水及東沙島環境之影響。(2)評估海水淡化影

響，選擇適當區位以調整放流水之排放位置。 

(三)固體廢棄物之處理 

由本計畫推估，以每日 50 名遊客，每人每日 1 公斤，垃圾量最大高

達 50 公斤，針對如此龐大的垃圾，未來應實施之方式包括(1)廚餘堆肥

化：廚餘多具有高度營養之有機物，設置廚餘集中堆肥處理場及增加使

用廚餘分解設施，將堆肥化之有機物作為有機肥料，提供島上苗圃、果

樹營養，才能有效的再利用資源，並回歸有機物質的自然循環。(2)將垃

圾分類：區分可燃及不可燃二大類處理，可回收之廢棄物(如寶特瓶罐、

鐵鋁罐等)則集中送回台灣處理，其餘可燃的廢棄物概以焚燒方式處理，

繼而掩埋，以實現生態島嶼、生態旅遊之願景。(3)慎選輸入貨品：島上

容器限為可分解、可回收或可焚化的材質，從源頭進行廢棄物減量。(4)
集中廢棄物收集點：加強橫向整合的機制，將分散式的管理整併為一體。

(5)海岸漂流廢棄物：東沙島海域及陸域長年受外來海飄廢棄物污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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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海岸及潮間帶存有眾多廢棄物，海域亦因過去非法漁業等行為累積相

當數量之廢棄物，對東沙海陸海域生態環境之潔淨與健全有很大的危

害。建議將來在東沙工作八日遊中，加入淨灘活動，讓遊客來此地也可

以參與各類環保工作，共同為東沙的海灘淨顏，使由珊瑚及貝類碎屑組

成的東沙島白色沙灘美麗重現。(6)軍事廢棄物：東沙島上為強化防務，

曾四處設置反登陸插、反空降插、刺絲和玻璃碎片等阻礙或阻絕性之反

登陸障礙物。由於這類障礙物對於遊客安全威脅甚大，本計畫建議淨灘

清除反登陸障礙物，儘速在腐蝕成碎片前清除，如有必要應使用金屬探

測器等協助，以確保遊客在沙灘或島上安全。而為因應未來開放的生態

旅遊，更應加強守護人員與遊客廢棄物減量及環境教育。 

小結 

目前島上的廢棄物主要是運回台灣，剩下焚燒後掩埋，污水處理則無下

水道系統，有優養化之虞。因此廢棄物、污水的處理是十分重要的課題，所

以應加強遊客之環境教育，確實執行垃圾分類，嚴禁將垃圾海拋，訂定遊客

守則，讓環境污染減至最低。也為了使島上的環境成本降低，應考量島上之

環境承載量，審慎研究和評估，以符合永續發展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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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環境監測及回饋計畫 

一、現況分析 

(一)東沙島海岸環境變遷 

東沙島周圍海岸線長約 8 公里，因屬珊瑚礁地形，島周圍佈滿晶瑩

細緻之米白色珊瑚砂，形成美麗的白色沙灘海岸，先前由於東沙島海岸

發生侵蝕而產生灘退現象，目前因有突堤群設施，海岸侵蝕問題雖已獲

得改善，但因此而導致「龍擺尾」消失，犧牲島上特有的地形景觀資源，

並破壞優美的海岸及生物天然的棲地。 

藍國華(2007)在「東沙島海岸環境變遷調查分析」中指出，東沙島的

環境和生態正面臨著變遷與消失的重大的問題，1.東沙島的海岸因波浪

的長期拍打而發生海岸侵蝕，致使美麗的沙灘正在逐漸的消失中。2.突
堤群的興建與浚挖海沙用於簡易碼頭致使『龍擺尾』的特殊景觀正在消

失中。3.南側突堤群與北側離岸堤群雖能暫時遏止海岸侵蝕，然而外觀

嶙峋之人工結構物卻嚴重的破壞環礁之視野景觀。4.潟湖潮口逐漸淤

積；南側的潟湖岸線則在珍珠颱風(2006 年 5 月 18 日)的暴潮巨浪作用下

形成了一個缺口(目前以當地材料築成一道沙堤)，島內的潟湖可能因為

大自然的力量而淤積或因海岸的變形而消失。5.島外環礁和島內潟湖海

草和生態亦逐漸消失轉變中。因此由其監測的結果建議：1.以潛堤方式

代替離岸堤群，並將突堤消波塊移置為防波堤之消波工，盡量以沒入水

中的人工結構，保護近岸沙灘。2.東沙島內之小潟湖是否會繼續陸化或

者南側沙灘會消失，建議需要有較長期之海岸地形監測，才能更清楚判

斷東沙海岸是否有變遷以及其變遷之特性，而東沙島西側靠近環礁中心

地形變化較複雜，建議加密測線以更能顯示出當地地形。3.潟湖陸化所

造成的生態改變，倘若屬於自然生態演進的一環，則不必刻意以人為方

式來保護，需在意的是，人為因素是否會加速潟湖陸化與海岸變遷，使

得生態遽變造成物種消失，因此，未來在保護海岸的同時，需考量是否

對周遭環境造成影響及影響程度如何。 

(二)東沙海域珊瑚礁生態資源與復育 

東沙環礁由潟湖及珊瑚礁台所組成，具完整珊瑚礁景觀與海陸域生

態資源。1998 年聖嬰現象曾造成全球珊瑚大白化，在東沙海域也遭受影

響。歷年來，東沙海域有 5 次較為完整的生態調查(江永棉，1975、方力

行等，1990、方力行等，1994、方力行，1998、鄭明修等，2006)為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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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海域建立了基礎的生態背景資料與資料庫。 

根據鄭明修等(2008)對東沙海域的研究調查與監測結果，共完成東沙

潟湖區及外環礁 16 測站的潛水調查，總共記錄石珊瑚類 229 種，八放珊

瑚類 47 種，水螅珊瑚 5 種，其中包括 1 新記錄屬及 19 種新記錄種。就

珊瑚覆蓋率而言，外環礁東側及北側珊瑚群聚的活珊瑚覆蓋率都達 80%
以上，維持在良好狀態；外環礁西側及西北側的珊瑚覆蓋率則較低，約

30%，且以石珊瑚類為主，珊瑚群聚狀態也與過去相似。環礁內部潟湖

區的珊瑚覆蓋率呈現較大幅的空間變異(12%~70.5%)，顯示區域性的環

境因子對珊瑚群聚的影響甚大。其中，潟湖區東側的石珊瑚覆蓋率甚高

(平均達 60%以上)，顯示該海域在 1998 年珊瑚大白化事件中，並未造成

重大傷亡或其復原速率較快；其他各地點的珊瑚覆蓋率則仍偏低，珊瑚

群聚並無明顯復原跡象。綜合而言，東沙環礁的珊瑚群聚與 2006 年相

較，大致維持在相似狀態，潟湖區的珊瑚群聚仍在緩慢復原之中。為了

確保珊瑚群聚的自然復原，建議持續強化海域執法及監測能力；此外，

為了因應氣候變遷的衝擊，建議設立珊瑚礁早期預警系統，以蒐集詳細

環境資料，深入了解礁區的環境變動，並研擬因應措施，以確保珊瑚礁

生態系的永續發展。 

二、建立東沙島環境監測工作 

本計畫建議設置東沙島環境監測工作，委託各領域專家學者進行調查監

測，主要分為： 

(一)劃定環境監測範圍 

環境監測範圍應明確圈劃出衝擊區、殃及區及緩衝區。 

(二)實施各部門監測工作項目 

環境監測之指標項目，應具備的特性為(1)優先使用容易測量的指

標，例如植物指標較動物指標容易測量，活動頻率較高的動物較容易測

量。(2)對指標項目進行監測的結果應是量化的，且須能即時反應進行生

態旅遊所產生的影響。(3)指標項目須能反應環境管理績效，其具體結果

能做為未來擬定管理目標的依據。本計畫建議持續並建制監測資料庫之

項目包括： 

1. 陸域動植物相調查 

植被組成、外來種、特有種、鳥類、哺乳類、甲殼類、軟體動物、

昆蟲、入侵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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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植被結構的改變或消失：週期性調查步道兩側植被變化。 

(2)對動物的干擾：指標性動物族群變化的週期調查、動物因人為活動而

死亡的週期性調查，如車行輾斃。 

2. 環礁海域海流、水深、棲地調查 

棲地量測包括海底基質、海藻、礁石、珊瑚殘骸海流、水深量測，

並設置長期海流、波浪、水溫測站、環礁內外多點水質測量。 

3. 海域生態資源調查 

大小潟湖生態、環礁海底生態。 

4. 珊瑚礁生態資源監測調查與復育 

珊瑚、珊瑚礁魚類、大型底棲無脊椎動物、大型藻類與海草等。 

5. 海水水質檢測 

嚴密監測東沙島沿岸海域之水體水質，並採樣及分析，以持續追蹤

瞭解沿岸海域海水中各種水質因子及營養鹽之時空分佈變化情形。 

6.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與整治 

依據「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濃度管制標準」界定污染範圍。在調查計

畫提出提出整治計畫，並依據計畫加以整治，直到污染移除為止。運用

人工濕地技術，將污水引入已有水生植物生長之濕地或池塘，透過水生

植物及微生物的代謝、吸收及物理性的沉澱等作用淨化污水。 

7. 廢棄物處理 

依本計畫提議之廢棄物處理方案，長期監測執行廢棄物處理。確實

執行垃圾分類，嚴禁將垃圾海拋，訂定遊客守則，讓環境污染減至最低。 

8. 飲用水管理 

海水淡化機器主要用來洗滌，飲用水還是得依靠台灣的運補，因此

將來開放旅遊，須嚴格控管飲用水，不致於浪費資源。 

9. 環境用藥管理 

有關化學性除油劑或生物製劑，則須依環境衛生用藥管理法向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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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申請核可後，才可使用。 

10. 海洋污染防治 

委託相關機關、機構或團體，辦理海洋污染防治、海洋污染監測、

海洋污染處理、海洋環境保護。 

11. 步道的寬度與深度 

定期監測步道的深度與寬度變化。 

(三)監測計畫流程 

1. 建立東沙島各部分環境監測計畫 

2. 實施各部分監測工作 

3. 檢討監測計畫 

4. 各部分監測結果分析 

5. 監測結果與評估 

6. 改善建議 

7. 繼續進行環境監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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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 監測計畫流程 

三、環境及地方回饋 

讓遊客可從規範中得知如何回饋付出的管道，以維護本區的環境生態，

回饋方式毋需限制於金錢上的回饋，建議也可包含勞務上或精神上的回饋，

如成為東沙地區的海洋生態環境保育志工、解說員、或者於相關平台宣傳生

態保育的概念等，此均為遊客回饋的方式。另外可藉由旅遊的收益，提撥經

費購置相關服務設備予海巡署，如自行車，改善島上人員生活之便利性。亦

或讓遊客分擔東沙島的住宿、餐飲...等清潔工作，減輕海巡署之工作。 

讓遊客可從規範中得知如何回饋付出的管道，以維護本區的環境生態，

回饋方式毋需限制於金錢上的回饋，建議也可包含勞務上或精神上的回饋，

如成為東沙地區的海洋生態環境保育志工、解說志工、或者於相關平台宣傳

生態保育的概念等，此均為遊客回饋的方式。另外可藉由旅遊的收益，提撥

經費予海巡署，降低海巡署之負擔。 
 

小結 

對於一個剛成立國家公園，建立長期監測工作並加以執行有其必要性，

根據歷年調查發現東沙島的生物相種類都持續增加中，建議將植被組成、外

建立東沙島各部分環境監測計畫 

實施各部分監測工作 

各部分監測結果分析

監測結果與評估 改善建議 

繼續進行環境監測工作 

檢討監測計畫 
否

否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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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種、特有種、鳥類、哺乳類、甲殼類、軟體動物、昆蟲、入侵植物、土地

覆蓋與利用等做為指標因子，觀察長期變化的趨勢走向。監測環礁棲地分

布，以評估東沙島內環境品質優劣及研擬改善策略，以期能更瞭解東沙海域

的生態資源。而水質資料在監測上更有其重要性，持續監測瞭解沿岸海域海

水中各種水質因子，進而對該海域珊瑚生長之水質環境品質是否遭受人為活

動影響加以評估，以提供管理上正確的資訊，並且能有效執行生態保育政

策。設立珊瑚礁早期預警系統，以蒐集詳細環境資料，深入了解礁區的環境

變動，並研擬因應措施，以確保珊瑚礁生態系的永續發展。為了因應環境惡

化問題必須研擬實施新管理措施或執行棲地復育計畫的地區；而已實施管理

措施卻未見成效的地區，須研擬更恰當之管理或復育措施。因此未來東沙進

行環境監測應由訓練有素之專業人員依計畫進行，由公部門主管機關應加以

督促，隨時分析評估所得之監測資料，並建立日後長期定點監測調查的基本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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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執行操作計畫 

第一節  生態旅遊操作機制擬定 

由於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的推動正值起草階段，因此，在積極推

廣生態旅遊之前，必須建構生態旅遊操作規範架構，作為後續推動之依據；

而規範的研擬是以現況調查、相關人員深度訪談，活動現地評估，專家學者

之焦點團體訪談等方式逐步討論而成，前期操作規範的對象包含海洋國家公

園管理處及遊客，待設施較為完善及發展穩定後，再導入旅遊業者，以下針

對管理處、遊客及旅遊業者三部分分述之。 

一、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在生態旅遊的操作過程裡，國家公園管理處扮演著管理者的角色，但同

時也為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發展的推廣者以及旅遊經營的示範者角色，也因

此，在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的發展中，依循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辦事

細則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組織職掌內容，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與生態旅遊發

展相關之單位各自專責重要之分工職權，管理處所應執掌之操作項目如下： 

(一)生態資源之調查與應用 

為求得環境資源的永續利用，應當進行縝密的保育及監測計畫，如

此才能將生態旅遊的核心價值具體保存，並持續利用，相關之工作如下： 

1. 人文與生態研究之進行 

基礎人文及生態研究的推動是生態經營管理的基本工作，研究調查

的進行，將能蒐集並建構出基礎的生態資料庫，同時能有量化之生物數

量、分佈等資料支持監測系統的運作，更可將上述之調查資料，結合全

球發展趨勢與議題(如樂活環境、全球暖化，生物多樣性公約等)，轉化

成環境教育與解說之素材。 

2. 監測計畫的實施 

島嶼環境的不可回復性相對更高，在進行完整的調查後，便應進行

持續性的監測計畫，此處的監測計畫，專指在開放後，應逐年進行的環

境監測工作，實施的對象包含生態環境、旅遊景點、物種數量、物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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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與遷徙路徑，遊客之旅遊行為與對環境的滿意度等。而特別是在生態

敏感區以及潛在危險等限制區更應加強監測系統的安排，透過巡守、儀

器測試指標等方式，提高對環境變化的掌控度，避免敏感區的自然與人

文資源遭受衝擊，同時也可間接加強遊客的安全性。 

(二)生態旅遊方案之推展 

1. 推動生態旅遊認證制度 

「旅遊」在自由市場上被視為行銷產品，「生態旅遊」經常被放入國

際行銷通路中，將符合一般認知的環保概念或生態原則推向「綠色產品」

之中，因此生態旅遊之認證也被認定有其市場價值，建議在未來可以參

考澳洲生態旅遊認證(The Ecotourism Australia Certified)的行列，讓後續

的發展可以直接針對旅遊環境特性而制訂之生態旅遊認證制度，本計畫

根據此原則，提出生態旅遊旅遊認證制度之建議，期能讓相關管理單位

日後依循此一認證制度推動生態旅遊，認證制度之發展內容如下表 20，
評鑑之標準如下表 21。 

表 20 認證方案推動內容 
認證制度內容 內容說明 
方案概念 生態旅遊+永續觀光 
認證項目 地點：發展型態符合生態理念之沿海與島嶼地區。 

旅遊行程內容：遊程、住宿、交通，相關團體。 
推動過程 試行一年，不斷修正標準，未來可與國際生態旅遊標章結盟。 
負責機構 方案一：主管單位專責，以任務性小組方師進行。 

方案二：由主管單位授權成立私部門聯合組織，再委託法人辦理執行。 
資金來源 基金會，政府補助，審查費，企業贊助。 
現場稽查 基於利益迴避原則，委託第三獨立團體。 
授證單位 基於利益迴避原則，委託第三獨立團體。 
認證等級 分成初等、優等、特優。 
認證期限 三年 
推廣策略 製作航班節目，網站行銷等。 

資料參考來源：澳洲 NEAP 自然與生態旅遊認證計畫、英國 The Seaside Award、亞太 GG21 

 

表 21 生態旅遊評鑑標準一覽表 
評鑑指標 評鑑原則 評鑑內容說明 

自然體驗 體驗自然價值 主要在自然區域活動，直接提供獨特之自然體

驗。 

解說服務 提供品質優良解說服務 
環境教育目標、對象、解說方式、詳細有關保

育與最低衝突之方法、引用資料來源、服務人

員與解說員應具備之環境知識與溝通技能 

基礎設施 具有生態概念之基礎設施 
符合文化、生態與美感之設施、永續性建築結

構。提供佐證資料：環評報告、建築與景觀計

畫；新建設備應考量：結構、動線、再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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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指標 評鑑原則 評鑑內容說明 
永續循環再利用建材。 

環境永續 避免環境退化與資源消耗 
包含環保標準、環境危機處理、能源接約效

益、水資源保護、廢水處理、生物多樣性保育、

空氣品質照明使用標準、噪音管制。 
自然資源保育 與研究單位之生態保育協定或建教合作計畫。

自然保育 
自然地區管理 動植物棲息地之相關研究與調查 

文化保存 保護當地文化資產 協助文化資產保護、文化流傳。 

遊客滿意 符合消費者期望 遊客滿意度調查報告，遊客回饋，來函或專家

評論簡報，改善服務計畫 

行銷推廣 以正確資訊引導遊客期望 提供生態資源之真確資訊與發展現況，避免不

切實際宣傳引發之消費者訴訟 

活動準則 遵守生態規範 依各類活動特色制訂生態規範，主要目的是對

生態環境維持最少干擾與最低衝擊 
資料參考來源：A framework and principles for the certification of sustainable and ecotourism. at 
Mohonk Mountain House, New Paltz, New York on November 17-19, 2000. 

2. 研擬符合生態旅遊原則的示範性遊程企畫方案 

在確認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中所有的土地使用分區、生態與人文資

源、敏感地區、軍事限制區，可接受的改變與衝擊程度後，將可依照生

態旅遊的不同層級與對象研擬出旅遊路線與行程建議，其中生態旅遊之

層級可分成一般型生態旅遊與深度型生態旅遊，而方案內容包含了聯外

與島上之交通工具、解說導覽媒介、據點停留時間、住宿方式與地點等，

而此企畫的擬定也將作為後續旅遊業者操作生態旅遊時應參考之依據。 

表 22 生態旅遊對象與課程方案構想 
生態旅遊

類型 
遊程範圍 對象 課程方案構想 適合人數 

寒、暑期生態旅遊營隊 20 人/次 
主題研究方案 20-30 人/次

大專院校科系、社

團、學生 
課程實習方案 30 人 

一般型生

態旅遊 

提供旅遊的範

圍，其他地區

限制進入 
學校教師 專業成長課程研習 20-30 人/次
保育團體 海洋生態環境教育推廣活動 10-20 人/次

深入型生

態旅遊 

提供旅遊的範

圍，生態管制

地區則需申請 研究組織與機構 Working Holiday 生態工作假期 10-20 人/次

3. 建立遊憩活動規劃準則 

「旅遊」產品要順利地推動，「安全」絕對是最應考量的首選，而遊

客在從事遊憩活動之當下，尤其是荒野或是沿海之地點，則最容易有安

全上之疑慮，因此必須建立遊憩活動規劃準則，綱要性準則如下： 

(1)主要生態旅遊活動之活動企劃書應提出「活動安全專章」。 

(2)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之大型活動，其活動企劃書中必須針對活動

安全、人員配置、緊急應變機制、後送措施等提出專章詳細論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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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3)需要體力與游泳技術之活動應檢附醫生證明，並簽署切結書。 

(4)如遇風險性較高之活動(如：水肺潛水、浮潛)，必須要求參與活動者

檢附醫生證明，確認自身並無異常特殊狀況方可參加。此外，風險性

較高活動之參加者，在參加前必須簽署切結書，確認身體狀況正常並

已知曉參與該活動之風險，如有意外一切自行負責，可藉此以釐清意

外事故的責任歸屬。 

(5)依據場地及設施承載量，訂定活動參與人數之上限，並透過各項措施

與空間分散過多之遊客。 

(三)建立旅遊設施規劃準則與維護手冊 

建立旅遊設施規劃準則與維護手冊的目的，在於確保因應生態旅遊

發展後所興闢之所有旅遊基礎設施，在建設與後續維護工作皆能有依循

基礎，本計畫遵循內政部營建署生態旅遊白皮書載明之生態旅遊定義、

原則與精神，列出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之旅遊設施規劃準則與維護手冊推

動策略。 

1. 旅遊設施規劃準則 

(1)步道 

步道的材質必須考量其耐受性及並訂定其使用年限，應以鐵木類為

主，減少使用鋼材，避免因海風侵蝕造成材料維護次數頻繁。 

在瀉湖沿線步道設置警告標誌提醒遊客注意海岸安全。 

(2)自行車道 

自行車道的材質必須考量其耐受性及並訂定其使用年限。 

自行車道若需設置護欄，護欄材質應以鐵木為主。 

(3)廣場 

戶外空間的材質必須考量其耐受性及並訂定其使用年限。 

若需架設臨時管線，盡量避開人潮聚集之主要動線，並予以固定。 

(4)公廁 

公廁周邊的照明設施必須充足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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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緊急求救按扭。 

(5)燈具 

增設各項照明設施(廁所、廣場附近)。 

路燈電源與舉辦活動所需之電源結合。 

(6)警示(解說)標誌 

解說告示牌設計成為抽換式，可依不同時節、活動、與管理需求而替

換。 

較為自然與低度開發之區域其告示牌內容應包括：潛在天然危險(例
如：蜂螫、蚊蟲叮咬、毒蛇出沒、步道濕滑)、急救站或急救箱位置、

緊急求救電話等。 

(7)禁止標誌 

在各重要出入口節點明顯處增設禁止標誌，告知遊客不該從事之相關

行為。 

禁止標誌內容應包括：管理處依各相關法規訂定之禁止事項、活動、

或行為，檢舉電話，及鼓勵遊客檢舉違規行為之標語。 

2. 設施維護管理手冊推動策略 

(1)未來生態旅遊相關設施建設完工時建議由環境維護課統籌，會同施工

廠商及其他相關課室研擬「設施維護管理手冊」，以利執行各項設施維

護管理工作。 

(2)現有設施則建議由環境維護課及專家依據設施材質、設計施工方式、

過去使用情形、過去維修保養紀錄等建立「設施維護管理手冊」。 

(3)設施維護管理手冊設內容建議可包含：設施材質、設計施工、成本、

定期檢查重點(例如：每週、每月、每季、每年。依據各項設施特性而

定)，設施承載量、使用年限。 

(4)依據「設施維護管理手冊」，定期檢查設施之受損情形，並進行修復之

工作。此外，必須在固定時間，定期針對區內所有設施進行整體大檢

修，已檢查、已修復或已保養過之設施均必須詳細記載於設施基本資

料庫內，並加以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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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遊客操作規範-生態旅遊遊客守則 

發展生態旅遊，最容易遇到的問題如：住宿點的增加、廚餘問題、排遺

問題、餵食野生動物、生火與步道侵蝕，都是應該注意的狀況，這些攸關遊

客造成的環境衝擊必須加以規範，因此生態旅遊遊客守則是遊客進行生態旅

遊時所應遵循的事項，也是無痕跡(Leave no trace)禮儀與負責任(Responsible)
的生態旅遊行為規範；守則的建立與執行將減少旅遊發展對環境的衝擊，同

時也能藉由守則的規範，維持每一位遊客的遊憩體驗，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生

態旅遊遊客守則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照相與攝影 

1. 拍照人、事件或物品之前，應申請許可。 

2. 確認當地特殊要求與隱私，以及是否希望被拍照。 

3. 有些地點是因特殊軍事用途，禁止攝影和使用閃光。 

4. 應選擇至適合的地點與範圍進行拍照或攝影，避免影響軍方的日常工

作。 

(二)遊客衛生 

1. 在旅遊過程中不要隨意留下任何人為痕跡或是留下任何使用過的物品

(包含保特瓶、煙蒂、塑膠袋等) 

2. 有些衛生紙或紙巾如果沒有妥善的處理，需要很久時間才能被分解，

所以應該確保塑膠、紙張、鋁箔紙以及礦泉水瓶，甚至於票根等都不

可以被隨意棄置。此外，應宣導遊客及服務單位提供可溶、易分解的

衛生紙，看似小細節，但足以影響東沙環境之永續利用。 

3. 為了自己與其他人的健康著想，如果在旅遊前感到不適或生病時，避

免接觸其他遊客或當地人，重新安排時間或取消。 

4. 建議在旅遊過程中隨身攜帶袋子暫放垃圾，直到有垃圾桶才丟棄垃圾。 

5. 多幫環境盡一份力，撿起不經意或較不負責任的遊客所棄置的垃圾。 

6. 確實遵守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的規則和條例，如禁止亂丟垃圾、飲食、

野餐，大多數地區在指定區域內才會允許特殊的遊憩活動。 

7. 避免任意便溺，如果團體中有老人與小孩，注意行前應注意使用廁所

的問題。 

(三)與其他遊客及當地的溝通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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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與當地的互動，應瞭解並因循當地觀察和禮儀的會話方式。 

2. 遊客的表達方式和語言，可能無意中會有不適當的字詞和表現形式，

要小心的使用。如果有任何地點、環境、食物等要避免直接或間接的

口頭及肢體表達，要迴避或表示沒有什麼。記住，沒有什麼是不能接

受的，最適合的作法是接受當地。 

3. 記得讚揚和感謝當地給你在旅遊過程中的所有幫助你的人。 

4. 除非有適似的背景，不然請避免討論或提問敏感的政治議題、宗教信

仰。 

5. 不論在步道上或是營地、屋裡，都請降低音量到彼此可以聽清楚的程

度，以免影響他人的權益。如果在步道上交會時，下坡者請禮讓上坡

者先行。 

(四)個人情緒的表達 

1. 避免表露出自己的情緒，即時受訪者認為自己與公開場合有一定距

離，但當地居民和其他遊客仍可能看的見，會無意中激怒他人。 

2. 避免參觀時讓當地感到你憤怒、焦躁、煩擾或與他聊天時忽視他。尤

其是當你難以溝通時，要表現出耐心與理解。 

3. 尊重軍事場所，在需要軍方紀律、或是比較莊嚴的場所的場所，避免

熱鬧、不適當的幽默、笑聲。 

(五)適當的服裝與衣著 

1. 避免穿著過於單薄或太曝露的服裝。 

2. 到達島上時，要諮詢當地什麼是地方比較可接受或不接受的衣物形式。 

3. 警告符號、標誌、品牌形象和文字，如果印在衣服上可能會被誤解，

建議避免 

4. 穿著、攜帶如時尚飾品珠寶、甚至是必要電子器材(如手機、PDA、攝

影機)等，都很容易會遺失，也可能會引起當地好奇、並導致其追求時

尚，因此進行生態旅遊時，最好攜帶將家裡使用過的、比較簡易的裝

備。 

5. 減少穿拖鞋或穿著不合適的衣物進入莊嚴場所，讓當地覺得是不好的。 

(六)遊憩據點的參訪 



 151

1. 禁止偏離旅遊路線，確保遊客不踐踏或對敏感文物古蹟、地區而造成

環境衝擊。 

2. 只行走在現存的步道上，而且盡量走在步道的中間。沒有路徑時，則

試著走在最耐踩踏的地方，例如岩石、乾草、細石或矮箭竹地上。 

3. 參觀期間保持適當的禮儀，避免大喊大叫或大聲談話，及使用手機避

免影響軍方及其他遊客環境的氣氛。 

4. 避免觸摸物品、文物、遺產，因行為可能會造成破壞。 

5. 避免破壞或拿取當地物品作為紀念品，無論多麼的小。 

6. 堅持地點的規則，如禁止吸煙、飲食或飲酒。 

(七)進行水上活動 

1. 本計畫參考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民國 93 年 02 月 11 日公發布)之說

明，依循國家公園之保育原則，列出東沙環礁公園之水域活動之管理

規範，分述如下： 

2. 進行水肺潛水活動者，應具有國內或國外潛水機構發給之潛水能力證

明。 

3. 應於劃定之活動水域中設置潛水活動旗幟，並應攜帶潛水標位浮標(浮
力袋)。 

4. 從事水肺潛水活動者，應有熟悉潛水區域之國內或國外潛水機構發給

潛水能力證明資格人員陪同。 

5. 不得攜帶魚槍射魚及採捕海域生物。 

6. 潛水者未完成潛水活動上船時，船舶應停留該潛水區域；潛水者逾時

未登船結束活動，應以通訊及相關設備求救，並於該水域進行搜救；

支援船隻未到達前，不得將船舶駛離該潛水區域。 

7. 從事獨木舟活動，不得單人單艘進行，並應穿著救生衣，救生衣上應

附有口哨。 

三、旅遊業者操作規範 

東沙生態旅遊的推行因交通、活動、環境，軍方管制，以及遊客等各項

品質及責任、回饋的要求等種種限制下，造成旅遊的經營成本較高，收取的

費用亦相對較高，因此影響一般遊客參與的意願，導致一般旅遊業者經營意

願較低。因此，初期生態旅遊產品的經營需國家公園或政府相關單位的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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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其方法可透過： 

(一) 提升遊客認知，增加其對生態旅遊的認識，進而逐步擴展旅遊市場； 

(二) 初期以獎勵補助的方式，鼓勵旅遊業者提供生態旅遊行程； 

(三) 政府單位與旅遊業者及地方居民合作，共同主辦生態旅遊行程，初期

國家公園的主辦可作為品質的保證，增加遊客旅遊意願； 

(四) 協助國外市場的拓展，開拓不同的遊客市場。旅遊業者除了透過政府

單位的協助外，亦需遵守生態旅遊操作的相關規範，維持品質達成生

態旅遊之環境保育與資源利用之永續發展目標，主要項目敘述如下： 

1. 協力推動認證評鑑制度 

唯有透過完善認證標章制度的建立，方能作為對環境責任的保證，

並供消費者識別。評鑑的項目應由政府單位、學者專家、業者、地方居

民等共同商訂，涵蓋環境、當地以及遊客等三方利益的獲得且亦需保障

業者的收益。 

2. 完善的生態旅遊企畫設計 

設計出在生態旅遊理念下，最吸引遊客的生態旅遊企畫案，茲提出

些許參考性的原則包括： 

(1)優先瞭解參與者的需求：可透過管理處相關的資訊及自身市場的調查

獲得。 

(2)企畫的設計需不違背生態旅遊的理念與原則。 

(3)保護生態旅遊各參與者的權利，彼此相互信任及尊敬。 

(4)在進行專業的活動之前，應該要先獲得足夠而且適當的知識。應該要

有足夠的教育及工作經驗的企畫者勝任這工作。 

(5)履行最高水準的專業服務，旅遊業者需一致的努力，維持水準。 

(6)連續不斷的提升專業知識、技術以及能力，業者者應該要學習及提昇

自己，且維持保有當前旅遊的趨勢以及關注的事。 

(7)保持與所有權益關係人合作的關係，維持對等的對談管道，彼此間為

互補的關係，而非雇主、雇員或其他上下階層之關係。 

(8)自我規章的訂定，視本身為一專業的任務，建立自我的品質水準。 

(9)共同促成生態旅遊事業的經營與發展，操作上必須共同努力、分享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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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技術及能力，分享經營成果與經驗。 

3. 水域活動業者經營規範 

由於本計畫區涉及之活動範圍包含水域，業者經營規範的擬定將參

考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民國 93 年 02 月 11 日公發布)之說明，依循國

家公園之保育原則，列出業者之經營規範： 

(1)僱用帶客從事浮潛活動者，應具備各相關機關或經其認可之組織所舉

辦之講習、訓練合格證明，每人每次以指導十人為限。 

(2)僱用帶客從事水肺潛水活動者，應持有國內或國外潛水機構之合格潛

水教練能力證明，每人每次以指導八人為限。 

(3)每次活動應攜帶潛水標位浮標(浮力袋)，並在潛水區域設置潛水旗幟。 

(4)載客從事潛水活動之船舶，除依船舶法及小船管理規則之規定配置必

要之通訊、救生及相關設備外，並應設置潛水者上下船所需之平台或

扶梯。 

(5)獨木舟業者應備置具救援及通報機制之無線通訊器材，並指定帶客者

攜帶之。 

(6)帶客從事獨木舟活動，應編組進行，並有一人為領隊，每組以二十人

或十艘獨木舟為上限。 

(7)帶客從事獨木舟活動者，應充分熟悉活動區域之情況，並確實告知活

動者，告知事項至少應包括活動時間之限制、水流流速、危險區域及

生態保育觀念與規定。 

(8)每次活動應攜帶救生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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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生態旅遊教育與訓練 

為避免生態旅遊淪為大眾旅遊，導正經營管理者的觀念。邀請專家學者

對於生態旅遊之定義、原則、精神、目標等方面的演說，教育經營管理者正

確的生態旅遊觀念，導正生態旅遊的發展方向。 

分別邀請具有生態旅遊、東沙文史、鳥類資源、海洋資源保育...等專業

範疇的專家學者，組成生態旅遊教育訓練專家團隊，從專業的角度授予知識

及經驗傳承。藉由舉辦一場教育研習課程，與相關執行人員進行知識交流與

座談，並瞭解生態旅遊執行時之課題，且藉此促進不同單位及人員之互動，

以提升生態旅遊專業素養。本專家團網羅上述專業範疇之學者專家名單羅列

如下表 23。 

表 23 教育訓練學者專家名單 
本計畫攬聘主持人員 

學者專家 服務機構 專長 
歐聖榮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教授 生態旅遊、景觀規劃、遊憩資源管理與行銷 

本計畫招攬之專家學者群 
郭城孟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蕨類植物、植物分類、植物生態、植物地理 
張素玢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方史、區域史、方志史、原住民史... 
陳國永課長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海洋生態資源保育 
吳瑞賢博士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海洋生態、海洋生物科技 
楊玉祥研究員 高雄市野鳥學會 鳥類生態研究 

 

本計畫舉辦之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生態旅遊教育工作坊培訓課程為期一

天。課程內容包括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海洋生態資源介紹、東沙島沿岸浮潛水

域環境教育資源調查、東沙島的歷史、東沙鳥類生態資源介紹、東沙島陸域

生態之復育、及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發展構想及願景。民國 98 年 10
月 9 日於高雄都會公園遊客中心舉辦。 

參加對象包含東沙海洋國家公園志工、高雄都會公園志工、保育人士之

外，不乏各界之高階主管人員；活動參加人數共計 70 位。以下就本培訓課

程進行活動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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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議時間：民國 98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五)上午 9 點～下午 4 點半 

二、會議地點：高雄都會公園遊客中心 

三、主持人：中興大學園藝系 歐聖榮教授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 

1.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吳全安處長、陳國永課長、吳瑞賢博士 

2. 學者專家 

歐聖榮教授、郭城孟教授、張素玢教授、楊玉祥研究員 

3. 中華民國戶外遊憩學會 

黃筱薇小姐、謝維芳小姐、謝宗恆先生、周欣宜小姐、紀芬蓮小姐、

許哲瑜先生、呂文博先生、林怡秀小姐、謝椀如小姐、邱奕維先生、陳

玫君小姐 

4. 培訓課程議程 

表 24 培訓活動議程表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主持人 

09：00-09：20 
(20mins) 

報到  

09：20-09：30 
(10mins) 

主持人致詞 
貴賓致詞 

國立中興大學 歐聖榮教授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吳全安處長 

09：30-10：10 
(40mins)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海洋生態資源介紹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陳國永課長 

10：10-10：50 
(40mins) 

東沙島沿岸浮潛水域 
環境教育資源調查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吳瑞賢約聘研究員 

10：50-11：10 
(20mins) 

茶敘  

11：10-11：50 
(40mins) 

東沙島的歷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張素玢教授 

11：50-13：10 
(80mins) 

午餐 
(於 12:50 觀賞澎湃列島---黑潮與島嶼的對話 DVD 影片) 

13：10-13：50 
(40mins) 

東沙鳥類生態資源介紹 高雄市野鳥學會 
楊玉祥研究員 

13：50-14：30 
(40mins) 

東沙島陸域生態之復育 國立臺灣大學 
郭城孟教授 

14：30-14：50 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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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ins) 
14：50-16：10 

(80mins)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生態旅遊發展構想及願景 

中興大學  
歐聖榮教授 

16：10-16：30 
(20mins) 

綜合座談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吳全安處長 
中興大學 歐聖榮教授 

 

6. 培訓課程紀實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生態旅遊教育工作坊  活動重點摘錄 
議題：執行單位致詞 
主 持 人：國立中興大學 歐聖榮教授 
與會貴賓：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吳全安處長 

生態教育工作坊由本案計畫主持人中興大學園藝系  歐聖榮教授內致詞揭

開序幕，並邀請到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吳全安處長致詞。歡迎各位與會人員的

參與，希望與會人員在座談會中能踴躍提出意見參與討論。 

 
議題一：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海洋生態資源介紹 
主講者：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陳國永課長 

陳國永課長詳細的介紹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的海洋生態資源，一開場就以有趣

Google Earth 的航行方式，引領學員們一覽美麗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主要解說的

內容如下列：  
(1)介紹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的地理位置與環境特性。 
(2)帶領學員認識東沙海洋生態系的特色，從島內潟湖到沿岸各個生態系的詳

盡介紹，包含海草床生態系、珊瑚礁生態系、環礁魚類、環礁之無脊椎動

物，以及環境對東沙海洋生態系的影響。 
最後結語透過過往東沙島今昔照片的對比以呼籲並喚起學員們產生保育生

態資源心，使其能夠竭盡所能之力保護東沙生態資源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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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東沙島沿岸浮潛水域環境教育資源調查 
主講者：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吳瑞賢博士 

吳瑞賢博士是長期駐在東沙島上的研究員，非常熟悉東沙島，其研究主題亦

與東沙島沿岸浮潛水域環境資源調查相關，也因此吳研究員對沿岸潛水環境精彩

的介紹也令人遊歷其中，其演講內容如下： 
(1)東沙島近岸海洋生態觀測區簡介，從沿岸的典型景觀引領學員了解潛水區

域之環境狀況。 
(2)介紹潛水區域常遇到的生物，並說明哪些潛水生物是具有危險性，當潛水

時該如何與生物應對，及安全注意事項。 
(3)介紹東沙島上有趣生態現象，藉由生動的講解使學員們更清楚了解東沙島

上海洋生態系現象。 
藉由吳瑞賢研究員精彩萬分親身體驗的介紹，而讓學員們對東沙島有更近一

步的憧憬、瞭解與認識。 

 
議題三：東沙島的歷史 
主講者：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張素玢教授 

張素玢教授演講的議題關於是東沙島的歷史，張教授帶領學員穿越時空介紹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的歷史，其演講內容豐富有趣讓學員身歷其境，引起許多學員

一探東沙歷史的好奇心，內容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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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東沙島史略，介紹東沙島過去被古人發現、記載、命名的歷史，至迄今東

沙環礁國家公園的成立。 
(2)認識東沙島重要人物，暸解這些重要人物其對於東沙島的重要貢獻，從島

與人的互動來看東沙島帶有的人文特色。 
(3)藉由東沙第一的過去歷史，知道東沙島的重要性，東沙第一的歷史則有島

國規則、島國專用紙幣、量產的海草人、東沙機場等，及今日的東沙環礁

國家公園。 
(4)東沙的人文資源，包含有趣的主題東沙島上的女人與男人、東沙遺址及東

沙大王廟。 
張素玢教授藉由精彩生動的文字解說東沙歷史，讓學員進一步瞭解東沙環礁

國家公園，並引起熱絡的討論及意見的相互交流。 

 
議題：視覺饗宴：澎湃列島─黑潮與島嶼的對話 
主講者：DVD 觀賞 

透過休息時間觀賞此次的影片為介紹太平洋上的島嶼與黑潮，藉由黑潮的動

向介紹一連串的島嶼，從台灣、蘭嶼、綠島、龜山島、澎湖以及東沙環礁。藉由

影片一起去鳥瞰西太平洋彼岸的眾島風情，並且潛入海底，去經歷洋流的脈動，

一同去領會澎湃列島的美麗震撼。 
 
議題四：東沙鳥類生態資源介紹 
主講者：高雄市野鳥學會 楊玉祥研究員 

楊研究員長期在東沙島上透過攝影捕捉鳥類的豐采，經由生動照片的介紹，

帶領學員們認識東沙之鳥，內容主要包括： 
(1)東沙島上鳥類生態特點，介紹典型的島嶼型鳥類生態，以及島上特別的鳥

類。 
(2)介紹鷸科、鴴科及各科水鳥的生態習性、外型特色，並教導如何分辨鷸科

及鴴科鳥類。 
(3)鷺科水鳥過境期間在東沙島的生態習性及景象。 
(4)陸鳥過境東沙島上的特別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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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上述四項的介紹，讓學員瞭解東沙島上的鳥類有多豐富、多特別，這些

鳥類在東沙島上構成的生態美景，也令學員們對於東沙環礁國家公園領空生物讚

賞有加。 

 
 
議題五：東沙島陸域生態之復育 
主講者：國立台灣大學 郭城孟教授 

郭城孟教授詳細的介紹東沙島陸域生態之復育，並提出許多精闢的觀點，讓

學員們思考如何保護復育東沙島陸域生態景觀的觀念及行動，包括： 
(1)由東沙島植物的理分布看東沙島在全球的生態定位。 
(2)帶領學員認識東沙島特色植物。 
(3)東沙島原生植被所面臨的問題。 
(4)介紹原生景觀復育之理念，及東沙島景觀及原生植被復育執行步驟規畫流

程。 
透過郭城孟教授的生態復育介紹，讓學員們瞭解目前應當要做的復育事項，

如何執行，並希望透過復育的努力，讓東沙島陸域生態美景能保留她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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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六：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發展構想及願景 
主講者：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 歐聖榮教授 

本案計畫主持人  歐聖榮教授在此議題中針對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生態旅

遊發展構想及願進行整體說明，俾使各學員更充分瞭解本次教育工作坊的目的

與未來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的發展，內容主要包括： 
(1)帶領學員瞭解生態旅遊的定義及發展理念。 
(2)藉由認識其他生態旅遊案例的分析，啟發未來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生態旅遊

的願景。 
(3)介紹東沙生態旅遊操作規範，從瞭解生態資源之調查與應用及生態旅遊方

案之推展，再提出遊客操作規範及旅行業者操作規範，透過規範期望能設

計一套完善的生態旅遊企劃。 
(4)提出發展建議，點出應遵守之原則，未來發展事項等建議。 
藉由上述五項為主軸對學員們解說，經過意見的相互交流與討論後也可看

出各學員們對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的未來發展具有相當大的期待與渴望，並藉由

意見交流後得到對於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發展具有更進一步的認知與

共識。 

 
議題七：綜合座談 
主持人：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吳全安處長、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 歐聖榮教授 

此次綜合座談，由於學員們經過數場精彩絕倫之演講後，對於東沙環礁國

家公園生態旅遊具有更深刻的瞭解進而更為渴望能為東沙這塊淨土盡一份心

力，因此學員們都踴躍的發言，並提出自己的問題及想法，使整個座談會非常

熱絡。 
與會人員意見 回覆 

1.認為在去東沙之前必須有先前教

育，不是付較多的費用就能進入。 
2.認為以後開放每年必須要有復原期

間。 
 

必須要慎選登島人員，並擬寫切結書，

詢問在嚴苛的條件下願意上島嗎？

如：自己製造出的垃圾必須要自己帶

走，自己的食物自己帶，來東沙島並非

享受，而是來體驗自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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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沙島的理想是成為海洋教育的平台。

3.藉由登山戶外住宿經驗，利用簡單的

帳棚，臥大地而睡，簡單解決住宿問

題。 

 
 

1.要經營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管理的生

態旅遊，建議跟海巡署合作，請海巡署

提供解說人員。 
2.建議規劃出可供潛水區域。 
3.東沙島的可及性差，利用遊艇(如：麗

星遊輪)來運送遊客。 
4.同意志工假期，讓熱心的團體參加。

 

東沙島的服役士兵有勤務及服役時間

限制及指揮官的任務限制，很難培訓成

解說人員，但可做資源保護的工作

(如：淨灘、移植等)。 
海上運輸問題，不外乎價格昂貴，是否

為國人可接受方式。本單位與麗星郵輪

接洽的結果有 3~500 載客量的船，五天

四夜行程的價格粗估約 2 萬多元。而渡

輪(交通船)的交通費約比飛機便宜一

半，但交通時間較長(最快約 16 小時)。
此外，兩者都缺乏小船的接駁，必須要

克服。 
1.志工可以隨團進出，志工必須提升自

我經驗能力，而可帶團。 
2.是否可利用退役的軍艦來載送遊客。

由於人數較少，大艘船的成本必須要由

遊客負擔，而換船的風險也很高。子船

及母船的特殊需求也許可以符合東沙

島的需求。必須要有符合東沙環境地理

的船隻配合。 
東沙是生態保育區，不樂見大型輪船的

破壞，以現有狀況，在復育狀況尚未回

覆前，須以比較保守型態開放，若要開

放式則以科學研究、國際保育站的開放

方式為主，尚能應付島上承載的壓力。

東沙島不適合大量的觀光發展，並要保

持它的神祕性。 
住宿問題也許可以利用島上海砂屋改

善建造。 
1.提出兩種生態旅遊方式：生態教學旅

遊，以教學為主；生態志工旅遊，為島

上付出心力，維護生態為主。 

國外生態旅遊，解說人員必須非常專

業，一天花費 1 萬元的生態旅遊是正常

標準的價格，期望東沙島的生態旅遊是

具有國際性的生態旅遊。理想信的生態

旅遊必須要很細膩，需要長期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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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次研習課程以東沙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的管理者、解說員、各賞

鳥協會、保育人士或對國家公園生態旅遊與環境資源保育評估有興趣之

團體為主，藉由本次研習課程精彩絕倫的演說下，如利用 Google Earth
的導航東沙島、東沙地區領空生物的介紹、東沙島浮潛水域自然生態資

源、東沙島國歷史背景，接下來呼籲對於生態資源保育及復育的重要性，

最後由計畫主持人 歐聖榮教授帶領下一同飛往東沙島進行一趟如夢似

幻的生態旅遊，深入探索東沙這塊美好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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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所研習課程對於學員們及管理者而言，除了讓學員可更深入瞭

解東沙各項獨具特色的資源外，同時也取得未來發展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生態旅遊需加強及改善的共識點。此次參與研習課程過程中不僅使參與

學員增加環境知識、體會自然的力量，進而強化對於環境保護及復育的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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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一、生態旅遊發展規劃結論 

東沙環礁自 2002 年起，歷經多次的國際會議討論，終在 2007 年正式公

告為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設立之初因考量區內海域生態因 1998 年全球海水

暖化及長期遭受各國漁船不法捕魚之影響，環礁潟湖及周圍的珊瑚和生態資

源遭受人為嚴重破壞，乃訂立成立之前五年為保育復育期。時至今日，東沙

環礁生態系統在海洋國家公園持續不斷地進行保育工作下已漸漸復甦。由於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資源具有獨特性及稀有性，因此其未來的發展方向及方式

宜有審慎的考量。 

生態旅遊是一種強調親環境行為的旅遊、負責任的旅遊型態，相對於大

眾旅遊模式而言，對環境的衝擊較少，因而受各國的推崇。惟各國所推行的

生態旅遊，因其所擁有的資源特性、經營管理體制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所調

整。因此，本計畫乃根據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的宗旨及資源特性，尤其是在強

調保育的前提之下，思考導入生態旅遊之可能性。 

根據對現況及各限制因子的深入調查與分析，東沙環礁的海洋生態及珊

瑚資源具有世界級的獨特性及珍貴性，同時也具備海洋資源的脆弱性；加之

東沙位於南海北部海域，在鳥類遷徙研究範疇中，亦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因此本計畫認為東沙之未來發展宜定位為「國際海洋生態研究中心」。在此

定位下，未來若需發展，則宜採「負責任、尊重地方的生態旅遊模式」來發

展。然，考量東沙的特性及多項限制因子尚無法克服，本計畫建議近程仍以

保育為主要目標，暫不開放生態旅遊。若各項限制因子能逐一改善且能有一

完整的監測機制，未來可考慮以中程 20 名、遠程 50 名生態旅遊遊客為目標

進行生態旅遊的發展。 

本計畫規劃過程中藉由國內外案例分析，了解相關案例的分區劃設及管

理方式，並將其經驗運用至東沙未來發展藍圖中。除擬訂生態旅遊規範外，

更掌握活動分區集中劃設以及軍事區域與研究區域分離之原則，提出東沙未

來發展之生態旅遊發展構想、遊程及活動建議企劃方案以及實質發展計畫。

茲將結果簡要分述如下： 

(一)發展限制 

由於東沙特殊自然地形蘊含豐富海洋資源，加上海上及陸域的人文

史蹟，形成獨特的環礁生態系、地質景觀、海洋氣候、自然生態及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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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情。然因島上經營管理層面多項限制(細節詳見第三章第三節)，致使

東沙的可及性相對較低，其中受到交通、住宿、水資源、軍事管制及政

策法令之影響甚鉅，以下分述之。 

1. 交通 

目前上島透過海巡署與立榮航空公司簽署之契約航空運輸客機，主

要作為載送駐防人員休假往返，亦載送島上所需之設備維修人員、研究

人員及參訪人員等，並無額外機位可供遊客搭乘。 

2. 住宿 

島上目前住宿之設施為海巡署之職務官舍及高雄市政府之漁民服務

站，雖可提供 28 人住宿，但僅供相關單位業務探訪、維修及研究調查人

員上島，除住宿常有不足之虞外，仍需考量目前住宿設施為公務用財產，

無法對外開放遊客使用。 

3. 水資源 

島上平日盥洗用水主要倚賴海巡署之海水淡化廠供應，目前尚足以

使用，但若遇上島人員數量較多時，將遇管線後段供水速度不敷使用之

問題。而全島之飲用水則均倚賴海巡署從台灣本島運補。除非有更進一

步的設施改良，否則未來若開放生態旅遊，勢必造成用水之供應及管理

的問題。 

4. 廢棄物處理 

目前島上廢棄物可回收資源回運台灣處理，一般垃圾以露天焚燒方

式處理。東沙島上污廢水未經收集處理，直接排至海中或放流滲入地下，

恐有污染地下水源之餘。若開放生態旅遊，廢棄物、污廢水將隨上島人

數增加，因此需規劃廢棄物處理設施及相關措施。 

5. 軍事管制 

島上活動需配合軍方管制防衛措施，因此遊憩活動類型及區域受到

限制，上島人員需針對該次活動區域及活動類型進行報備或申請，軍事

建物亦不得拍攝。 

6. 政策法令 

受到區域政治局勢與軍事管制之影響下，目前東沙島管理單位有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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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營建署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東沙管理站)、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

巡防總局南部地區巡防局東沙指揮部及海洋巡防總局第五海巡隊東沙分

隊)、中華民國空軍(四三九聯隊東沙基地勤務派遣分隊)、中華民國海軍

(大氣海洋局東沙氣象台)等，並無任何居民及民間事業。爰此，未來開

放生態旅遊必面臨休閒遊憩相關設施規劃與建設，礙於島上設施皆屬公

務用財產，以住宿設施而言，目前屬於海巡署及高雄市政府管轄，現無

法提供對外收費遊憩使用，未來若要開放旅遊勢必擬定公有財產管理及

收費辦法，才能經營。加上現行政策內政部不再核准國家公園 BOT 案，

因此旅遊業者無法進駐，因此除非現行政策法令的改變，否則目前在東

沙環礁國家公園發展生態旅遊將有其困難性。 

(二)生態旅遊發展構想及實質計畫 

1. 生態旅遊發展構想 

受到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諸多環境限制，加之環境保育的目標，近程

仍應持續進行保育的各項工作，並為長程目標之國際研究站作準備，積

極充實各類研究設備，並累積基礎研究成果，作為後續發展之依歸，因

此在近程生態旅遊發展構想仍應放慢腳步，暫不開放。 

在各項限制因子逐漸克服後，導入之生態旅遊擬以環境教育為發展

主軸，且參與生態旅遊環境教育遊程之遊客必須經過海管處嚴格審核，

方可登島。在住宿部分近期應積極與高雄市政府協調漁服站之使用權，

提供作為中程住宿發展之空間，以 20 人為限，另外交通及餐飲的部分則

以包機載運。而環境教育遊程方面，則可選擇三天課程或是更深入的八

天工作假期，惟一切行動均需顧及資源保育及軍事安全。 

待中程的生態旅遊構想運作一段時間後，應適時加以評估運作狀況

並納入調整策略，以作為遠程開放 50 人目標之發展依據。除調整生態旅

遊環境教育遊程之內容外，需增設住宿及用餐之空間及相關設備。本規

劃建議以中正堂及舊水電中心周邊區域約 1250 平方公尺作為發展區

域。此外，協調空運相關單位增加不定期之航空包機，運送往來之生態

旅遊遊客。 

2. 生態旅遊承載量評估結果 

以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現況而言，生態旅遊發展受到交通、住宿、水

資源及政策法令的限制下，近程暫無法開放。未來若朝向生態旅遊環境

教育之方向發展，考量島上官兵及研究人員 200 人原則下，中程擬開放

20 名生態旅遊住宿遊客。待生態旅遊構想運作一段時間後，適時加以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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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運作狀況並納入調整策略，遠程在其他配套設施完善後，如解說服務

站、餐飲服務設施、住宿設施...等，建議在實質承載量及設施承載量的

考量下，最多引入 50 名生態旅遊住宿遊客。 

3. 實質計畫 

依據上述生態構想之各期發展目標，長期目標宜新增東沙島陸域之

休憩區以增加遊憩活動之可行性。而在其他空間發展的部分則建議在一

般管制區的容許使用限制下除維持原有分區劃分外，提出空間發展建

議，納入中正堂及舊水電中心周邊區域約 1250 平方公尺作為後續發展區

域。 

另外在交通部分則建議在短中期積極協調增加空運架次之可能性，

在遠程發展方案中則增設不定期一架次之航空包機。此外更研議海運發

展之可能性包括納入海上交通船、郵輪及科學研究船之發展。在島內交

通部份則建議改善現有道路之設施品質並增設自導式步道，以融入生態

旅遊之生態觀察方式。在導覽解說部分，則應健全解說志工之解說能力，

並在遠程增設些許導覽解說設施。在廢棄物處理部分，係依據管理處往

年所進行之相關研究報告，以及本計畫所擬定之生態旅遊承載量，遠程

發展建議推動污水處理設施以處理島上人員之排泄物、液體，其他固體

廢棄物除維持將可回收之垃圾運回台灣外，其他由生態旅遊遊程所製造

之廢棄物，增設垃圾壓縮機，並請生態旅遊遊客隨身攜帶回台灣，並納

入生態旅遊規範。 

東沙珊瑚環礁的資源脆弱性更彰顯未來環境及生態監控的重要性，

中程待生態旅遊遊客進入後，應針對各指標物種及環境指標作嚴格之監

控，另可針對步道周圍植物覆蓋之改變進行監測，比對遊客進入前後的

生長狀況，以作為各期程生態旅遊開放之評估指標。 

(三)生態旅遊操作機制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的近期操作機制擬定，建議先進行人文與生態資

源庫的建立，作為未來導入活動時環境衝擊監測指標的基礎；在資料庫

建立的同時，則應依照國家公園保育為先的觀念，研擬出一套適合東沙

環礁國家公園的生態旅遊評鑑標準，嚴格把關未來的人為開發，而為了

讓評鑑的機制更明確，示範性之環境教育遊程企畫與遊客操作規範的研

擬與執行，將能使相關管理單位與人員，從操作、體驗的過程，修正與

調整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生態旅遊經營管理策略。 

在中程操作機制擬定方面，由於示範遊程計畫已推動，人為的設施

極有可能產生不可預測的安全問題與環境衝擊，因此建議應將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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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於環境規劃設計準則、遊客安全機制的建立，以及因應人為遊憩使

用所應擬定的設施維護管理。 

而遠程的操作機制建議健全完善旅遊環境條件，並加強及持續執行

旅遊安全機制。在此階段，尤其著重與業者之間的合作模式，包含了研

擬出適合東沙環礁公園的生態旅遊認證標章，以及業者於本區域發展遊

憩活動的相關規範。 
 

二、後續建議 

(一)持續與東沙島上各單位協調溝通 

東沙目前在事權及土地分區均不統一，未來建議國家公園盡速進行

通盤檢討，並持續與各單位溝通協調，取得相同的發展共識，以期東沙

在永續發展的終極保育原則下，能有最佳的發展。 

(二)增加與國際間之研究聯繫 

建立跨國際之研究計畫方案，以期與國際之研究腳步同步，突顯東

沙環礁的生態研究價值，進而提供生態旅遊的機會，以作為環境教育的

重要推動媒介。 

(三)健全研究設備，加強生態基礎研究 

添購各類基礎研究設備，加強海洋生態基礎研究，以作為建構國際

海洋研究站之發展基礎，此外更可藉以吸引各國專業研究人員，進入東

沙研究站，增加研究資訊的交流。 
 

三、效益 

(一)環境保護效益－觀光與環境間建立一種和諧共生關係 

生態旅遊是一種小眾、負責任、自然取向的旅遊型態，遊客行為及

活動受到規範，為一種使用低衝擊的旅遊方式，進而達到環境保護之效

益。 

(二)海洋環境教育效益－培育生態保育種子義工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是我國第一座以保育海洋資源為主要目標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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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藉由參與生態旅遊教育環境倫理及海洋保育之觀念，使其成為宣

揚海洋生態保育理念之種子義工，達到國家公園環境教育之效益。 

(三)經濟效益－籌募生態保育經費 

生態旅遊成為籌募生態保育經費之管道之一，提供保護區保育經費

的來源。 

(四)行銷國際－促進國際研究合作、推廣東沙之美 

確立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的發展定位，以「國際海洋生態研究中心」

的前提下提出「負責任、尊重地方的生態旅遊」，藉以減少保護區土地及

資源的繼續開發。 

藉由「國際海洋生態研究中心」及「生態旅遊」的執行，培育海洋

科技人才與世界海洋保育接軌，使東沙生態之美、海底文化資產成為台

灣行銷國際的最佳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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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遊憩區承載量評估相關文獻 
作者 篇名 研究地點 摘要 研究方法 評估項目 研究結果 

顏 綺 蓮

(2005) 
生態旅遊地遊

憩承載量推估

模式之研究 -
以墾丁國家公

園龍巒潭特別

景觀區為例 

墾丁國家

公園龍鑾

潭地區 

建立一適當生態旅遊地遊

憩承載量之評估模式，對

於利用及瞭解旅遊地是否

超限使用、維持旅遊品

質、永續經營及自然資源

的維護是極重要的。墾丁

國家公園龍鑾潭特別景觀

區進行遊憩承載量評估與

研究，以客觀之生態承載

量及主觀之社會心理承載

量兩大層面進行探討，其

中生態承載量係以堅硬雙

針蟻之族群數變化作為評

估指標，社會承載量則以

實際體驗整體公共設施、

解說服務後之整體遊客滿

意度為主，文中同時對恆

春當地氣候環境因子也一

併分析。 

文獻蒐集 
社會心理承載

量：以遊客完成遊

憩體驗後之滿意度

認知程度做為評估

因子，輔以滿意度

與重視度間之交叉

分析。 
生態承載量：以

螞蟻為生物指標進

行一年生態環境監

測調查，以該研究

成果做為生態承載

量之評估依據，藉

以探討該區遊客干

擾對生態之影響。

(一)社會心理承載量：遊客完成遊

憩體驗後知滿意度認知程度。 
(二)生態承載量：區域物種多樣

性，包括兩方面：一定區域內物

種的豐富程度以及生態學方面的

物種分布的均勻程度。以物種總

數、物種密度、特有種比例等三

種指標。 

應持續進行遊客滿意度調查，同時增加樣本

數，以縮小誤差範圍，並據以隨時檢核遊客

滿意程度消長情形，俾利適時調整承載量，

以維持服務品質。 
持續進行長期之生態環境監測，建立完整之

資料庫，俾利建立更明確之生態環境可接受

程度的評估標準，以避免造成環境無法回復

之損害。此外亦可考慮以其他物種作為評估

指標，對照比較出最能具體反映人為干擾之

物種，供作嗣後評估指標物種。 
建議於研究地點架設現地氣象調查儀器，加

強探討當地氣候因子與遊客承載量之關

係，以評估納入推估模式之可行性。 
適時地對模式進行評估，並針對淡、旺季不

同需求量檢討供給量，建立彈性的遊憩承載

量評估模式，以落實承載量管理目標。 

劉 儒 淵

(2005) 
玉山前峰與庫

哈諾辛登山步

道遊客乘載量

之研究 

玉山國家

公園玉山

前峰與庫

哈諾辛山

之登山步

道 

本研究目的在於取得玉山

國家公園玉山前峰及庫哈

諾辛山登山步道最適承載

量之計量值，供玉山國家

公園管理處日後進行承載

量管理之參考。 

文獻蒐集 
實地勘測調查 
問卷調查法 
套裝軟體之應用

1.步道沿線資源現況之調查分析 
2.登山遊客數量、屬性、遊憩行

為與態度等之調查研究 
3. 步道環境可接受改變限度

(LAC)之調查分析 
4.最適承載量之計量分析與評估 

許可人數的分配可以考慮幾種方式，包括淡

旺季的考量、假日非假日的考量、某時段封

山休養等，由於玉山在淡旺季時的申請入園

人數相差大，而假日、非假日申請人數也相

差頗大，因此適量分配淡旺季人數，可以避

免旺季申請人數太多而允許進入名額太少

的問題，對於緩和旺季的生態壓力應能有所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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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篇名 研究地點 摘要 研究方法 評估項目 研究結果 
林 晏 州

(2002) 
玉山國家公園

高山步道遊憩

承載量調查研

究 

玉山主峰

步道 
本研究目的係以遊憩承載

量與可接受改變之觀念，

評估玉山國家公園主要高

山步道之最適遊憩承載

量，利用既成事實調查分

析找出遊憩容許量中描述

性部份的經營管理參數與

衝擊參數的相關性，利用

植被的覆蓋度做為可接受

衝擊程度的標準，請遊客

評定能接受的衝擊程度。

實質環境衝擊調

查 
玉山步道之遊客

量調查 
遊憩衝擊模式分

析 
遊憩可接受衝擊

程度分析 
遊憩承載量之評

定 

(一)實質環境衝擊調查 
1.步道環境因子：地質、坡度、

坡形、坡向 
2.經營管理參數：步道寬度、鋪

面種類 
3.衝擊參數：植被覆蓋度、土壤

硬度 
(二)玉山步道之遊客量調查 
1.高山步道遊客量調查：步道路

段、使用頻度、遊客量統計數據

來源、各年度遊客量 
2.遊憩區遊客量調查與推估 
3.遊憩衝擊模式分析 
4.高山步道：遊憩衝擊影響因

素、遊憩衝擊模式之回歸分析 
5.遊憩區步道：遊憩衝擊影響因

素、遊憩衝擊模式之回歸分析 
(三)遊客可接受衝擊程度分析 
1.遊客特性與旅遊特性分析 
2.登山遊客特性與旅遊特性分析 
3.可接受衝擊程度分析 
4.對經營管理措施態度分析 
(四)遊憩承載量之評定 
1.一般遊憩區 
2.高山步道 

(一)實質環境衝擊模式 
由調查的結果可以發現高山步道的衝擊狀

況可以很明顯的由使用的狀況看出差異，使

用量越大，兩旁植群、土壤受衝擊的情形越

明顯，且因為封山的緣故，使得部份路段衝

擊有緩和的現象；而遊憩區步道則衝擊狀況

相差較不明顯，各路段差異不大，且遊憩區

的步道因為大多是有鋪面的步道，因此衝擊

範圍較有限。 
(二)可接受衝擊程度 
可接受衝擊程度的評定部份，將登山者與意

見領袖的評定結果綜合計算，結果在覆蓋度

80%時就已經有超過半數的遊客表示其為

最可以接受的狀況(50.5%)，至覆蓋度 60%
以上時，則高達 85.5%的人表示為其可以接

受的範圍，因此以覆蓋度 60%做為高山步道

的可接受標準。一般遊客對於遊憩區的可接

受範圍，在覆蓋度 60%時才有超過半數的遊

客表示可以接受(62.9%)，因此將遊客最可

以接受的遊憩區步道衝擊程度定為覆蓋度

60%以上。 
(三)遊憩承載量：在遊憩區的步道部份，經

計算的結果求得的最適使用人數為每週

3290 人，而目前遊憩區中使用人數最多的

遊客中心旁步道，依推估週遊客量約 2476 
人，比計算出的最適容許量少，因此若以現

行的使用人數來看，無管制遊客人數之必

要，然而此步道位於遊客中心旁，將來對於

越來越多的遊客，必定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在高山步道的部份，綜合計算的結果發現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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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篇名 研究地點 摘要 研究方法 評估項目 研究結果 
要達到大多數登山者都能接受的環境狀

況，則以覆蓋度 60%做為標準應該是最恰當

的。許可人數的分配可以考慮幾種方式，包

括淡旺季的考量、假日非假日的考量、某時

段封山休養等，由於玉山在淡旺季時的申請

入園人數相差大，而假日、非假日申請人數

也相差頗大，因此適量分配淡旺季人數，可

以避免旺季申請人數太多而允許進入名額

太少的問題，對於緩和旺季的生態壓力應能

有所幫助。 
鍾 銘

山、許菁

如、全鴻

德、陳仲

誼、吳銘

銓(1998) 

玉山國家公園

遊憩活動對遊

憩設施承載量

之調查分析 

玉山國家

公園 
本研究旨在調查蒐集玉山

國家公園多年來所規劃設

置之遊憩設施現況、數量

及遊憩業務有關的遊客人

數、遊憩活動情形等資

料，利用遊憩經營管理相

關研究文獻之理論方法，

提出遊憩承載量之議題，

探討分析各遊憩區現有遊

憩設施承載量之情形，期

望能為管理單位提供未來

經營管理之參考，並建立

有關遊憩業務之各項基本

資料，供繼續進行相關遊

憩研究工作之依據。 

文獻蒐集 
計數調查法 
遊憩設施承載量

之分析 

玉山國家公園遊客人數調查分：

年遊客量分析比較、月份遊客量

分析比較、不同日型之遊客量分

析比較、國家公園周邊遊憩區之

分析比較。 
遊憩設施數量現況調查 
1.遊憩區景點據點公共設施調查 
2.遊憩區步道系統調查 

遊憩設施承載量 
(一)塔塔加遊憩區 
1.現況：據塔塔加遊憩區停車場數量調查統

計推估停車場設施承載量為2,983 人次，(依
據遊客人數統計標準大型車每車以 35 人
計，小型車每車 3 人計)全區公廁及流動廁

所 13 處分佈於新中橫公路沿線各景觀據

點，全區步道系統 11.4 公里，玉山國家公

沒有有提供住宿設施(僅林務局上東埔山莊

提供 60 人住宿) 
2.分析：據現場實地調查，塔塔加遊憩區，

全區可供規劃設置之景觀據點或停車設

施，均大致已開發，又依塔塔加區之自然生

態環境分析，已不宜再覓地開發建設。 
3.建議：推算塔塔加遊憩區設施承載量為

3,000 人次/日。公廁 13 處配合停車場設施

平均分佈於公路景觀據點，依據現場遊客使

用情形分析，其設施承載量尚屬適量，而無

過度擁擠之情事。 
(二)梅山遊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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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篇名 研究地點 摘要 研究方法 評估項目 研究結果 
1.現況：停車場設施承載量為 699 人次(包
括尚可規劃數量)，梅山地區有救國團活動

中心，可提供住宿 200 人，天池地區有林務

局天池山莊可提供住宿量 80 人，全區公廁

及流動廁所 11 處，步道系統 16.7 公里。 
2.分析：梅山遊憩區在梅山口地區設置完成

有遊客中心、布農文化展示中心、原生種植

物園等設施，沿線景觀據點雖 4 處，然長

達 36 公里之轄區，沿線經調查尚有發展空

間。 
3.建議：依停車場設施及其區內住宿設施估

算建議梅山遊憩區設施承載量為 1,000 人
次/日。至於目前之公廁，步道系統之設施

數量，比較設施承載量 1,000 人次/日分析

應尚屬適量。 
(三)南安遊憩區 
1.現況：南安遊憩區現有停車場僅為遊客中

心前方乙處提供 35 個小型停車位，據現場

調查，在聯外道路沿線尚有多處空間可供開

發。男女公廁各一處位於遊客中心內。步道

系統以線狀發展延伸長度 20 公里。 
2.分析：依據南安遊憩區現場環境特性分

析，自然資源豐富，進入園區內並無道路系

統，且無人工設施破壞，遊憩資源利用應建

議以結合保育之生態旅遊規劃，不宜大量開

發。 
3.建議：依其停車場已設置及未來可再規劃

之地點推估，本區設施承載量為 300 人次/
日，步道系統之承載量尚屬適量，而公廁之

承載量目前顯有不足，應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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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篇名 研究地點 摘要 研究方法 評估項目 研究結果 
(四)登山健行道 
1.現況分析：玉山國家公園園區內目前提供

之登山步道遍及全園區，雖已規劃設置及整

修一般山屋 6 處、太陽能山屋 4 處、工寮

2 處、露營地 19 處、休憩亭 2 處；然步道

系統長達百餘公里又本處對於登山健行步

道所規劃建設之遊憩設施共無全面性，袛選

擇性的整修設置，故目前尚屬不足。又從事

登山健行步道，均需於山區夜宿，故推估設

施承載量建議應以能提供住宿之容許量為

基礎。 
黃 志 成

(2004) 
玉山國家公園

遊憩區承載量

及管理策略之

研究 

玉山國家

公園之塔

塔加、梅

山 及 天

池、南安 

本研究以玉山國家公園遊

憩區，包括塔塔加遊憩

區、梅山天池遊憩區，以

及南安遊憩區為主要之研

究範圍，調查玉山國家公

園遊憩區之遊憩承載量，

以供經營管理單位之參

考。基於遊憩區係以滿足

遊客遊憩體驗為主，因此

以遊客層面探討社會心理

承載量，以擁擠知覺做為

社會心理承載量之評估指

標，協助建立管理準則。

承載量管制措施方面之建

議，則包括分散策略，即

在假日或擁擠時發布擁擠

情況的公告，或鼓勵宣導

遊客於非假日造訪遊憩區

等，另為限制策略，即對

文獻蒐集 
心理承載量之測

定 
遊憩區管理策略

-重要—表現程度

分析法 
遊客人數調查 

(一)心理承載量 
1.密度：以知覺密度探討對擁擠

知覺之影響個人因素 
2.個人因素：個人主觀的知覺會

影響擁擠感，包括期望、偏好、

經驗及動機等構面。 
3.情緒因素：遊客當時所處外在

環境亦會影響擁擠知覺，包括社

會及實質情境兩個構面。 
4.擁擠知覺：於某種程度之遊客

人數下，個人所產生的負面感受。

(二)遊憩區管理策略－重要--表
現程度分析 
1.設施維護管理 
2.解說服務之提供 
3.遊憩規劃 
4.遊客管理 
5.保護計畫 
6.保育工作規劃與執行 

(一)擁擠知覺 
1.經營管理：在經營管理認知方面，遊客對

於玉山國家公園遊憩區整體之經營管理項

目大多表示認同，但在餐飲場所數量提出需

要改善的建議。 
2.擁擠知覺：大部分的受訪者皆不認為玉山

國家公園遊憩區是擁擠的。 
3.整體滿意度與重遊意願：大部份受訪者仍

願意再度造訪，並對遊憩區感到滿意。 
4.擁擠知覺與經營管理策略：三個遊憩區之

環境管理如因素如步道垃圾量、噪音大小及

整體環境清潔衛生等與遊客之擁擠知覺有

關聯，而梅山天池遊憩區之基礎設施如停車

位、垃圾桶、廁所等，普遍與遊客之空間擁

擠認知有關。 
(二)承載量分析 
1.塔塔加遊憩區之瞬間承載量為 224 人，而

每日可容許之承載量最大為 1120 人，塔塔

加遊客中心之設施承載量為 1766 人；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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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篇名 研究地點 摘要 研究方法 評估項目 研究結果 
於園區開放入園的時間加

以限制，或是採用差別定

價之以價制量的方式，此

外，還有解說教育方面及

增加資源的耐久性等策

略。 

7.研究工作之推展 
(三)遊客人數調查 
尖峰量係數(時段、日、月)及轉換

車輛搭載系數，做為承載量管理

參考。 

天池遊憩區之瞬間承載量為 65 人，而每日

可容許之承載量最大為 325 人，梅山遊客中

心之設施承載量為 605 人，南安遊憩區之瞬

間承載量為 95 人，而每日可容許之承載量

最大為 475 人，南安遊客中心之設施承載量

為 229 人。 
林 文 和

(2000) 
玉山國家生態

保護區承載量

研究報告 

玉山國家

公園 
本研究以玉山國家公園生

態保護區做為研究範圍進

行生態保護區承載量評

定，以宿營地的地點調

查、現況調查進行分析。

文獻蒐集 
實地調查 
相關人員訪談 
生態保護區承載

量評定 

生態保護區承載量評定 
1.山屋之住宅容納量之最適承載

量標準。 
2.各宿營地之遊客密度值。 
3.無山屋者：專家學者所能接受

之宿營遊客密度值為基礎，配合

各宿營地現況之各項資料，評定

各宿營地之最適及最大遊客承載

量。 
4.綜合各宿營地點之山屋有無狀

況及可供利用之腹地大小、資源

狀況，評定各宿營地之最大及最

適遊客人數承載量。 

過多人為干擾的結果，對環境造成嚴重的衝

擊而影響自然生態平衡。因此依據國家公園

法之規定實施生態保護區承載量之管制，藉

透過管制進入生態保護區之登山宿營人

數，確實保護園區自然生態資源及提昇登山

遊憩品質與安全。 
以宿營地山屋(或山莊)之容納量及以每位登

山客最適之宿營地住宿面積，來評定各宿營

地之最大及最適承載量，為一既簡便又合適

的方法。 
位於生態保護區內宿營地之承載量，除馬布

谷因位於生態保護區邊緣，且腹地面積較大

又平坦，可容納之最適之承載量為 73 人、

最大之承載量為 76 人較多外，其餘可容納

的人數最大之承載量均在 24 人以內。 
范 盛 楨

(2005) 
國家公園社會

心理承載量之

研究－以玉山

國家公園為例

玉山國家

公園內之

塔塔加、

梅山及南

安等三處

遊憩區 

本研究以玉山國家公園遊

憩區，包括塔塔加遊憩

區、梅山天池遊憩區，以

及南安遊憩區為主要之研

究範圍，調查玉山國家公

園遊憩區之遊憩承載量，

以供經營管理單位之參

考。基於遊憩區係以滿足

遊客遊憩體驗為主，因此

透過密度因素、

個人因素、情境因

素等構面對擁擠知

覺影響之探討，並

以擁擠知覺為衡量

指標，推估國家公

園遊憩區之社會心

理承載量。 

(一)密度因素 
(二)個人因素 
1.經驗 
2.動機 
3.同行伴侶 
(三)情境因素 
1.社會情境因素 
2.實質情境因素 
(四)擁擠知覺 

研究結果顯示玉山國家公園遊憩區之擁擠

認知主要與步道垃圾量及噪音，以及基礎設

施如停車位、垃圾桶、廁所等相關，以及與

刻字塗鴉、任意摘採花草樹木、獵捕或餵食

動物、破壞或污損公共設施等不當行為相

關。在承載量部分，塔塔加遊憩區之瞬間承

載量為 224 人，而每日可容許之承載量最大

為 1120 人，塔塔加遊客中心之設施承載量

為 1766 人；梅山天池遊憩區之瞬間承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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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篇名 研究地點 摘要 研究方法 評估項目 研究結果 
以遊客層面探討社會心理

承載量，以擁擠知覺做為

社會心理承載量之評估指

標，協助建立管理準則。

(五)滿意度 為 65 人，而每日可容許之承載量最大為 325
人，梅山遊客中心之設施承載量為 605 人，

南安遊憩區之瞬間承載量為 95 人，而每日

可容許之承載量最大為 475 人，南安遊客中

心之設施承載量為 229 人。對於承載量管制

措施方面之建議，則包括分散策略，即在假

日或擁擠時發布擁擠情況的公告，或鼓勵宣

導遊客於非假日造訪遊憩區等，另為限制策

略，即對於園區開放入園的時間加以限制，

或是採用差別定價之以價制量的方式，此

外，還有解說教育方面及增加資源的耐久性

等策略。 
吳 孟 娟

(2002) 
步道衝擊預測

模式與遊憩容

許量評定之研

究 

陽明山國

家公園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遊憩

區步道的容許量測定方

法，利用描述性部份的經

營管理參數與衝擊參數的

既成事實調查分析，找出

其間的相關性，以訂出一

客觀的預測模式，並且利

用問卷調查訂出評估水

準，以求得步道的容許

量。研究地點為陽明山國

家公園中的林下步道，調

查步道的覆蓋度、土壤硬

度，並調查步道鋪面、坡

度、寬度與遊客數量。由

問卷調查求得遊客對於國

家公園、森林遊樂區與一

般遊樂區的步道衝擊可接

受改變限度。研究結果發

實地的衝擊調

查、問卷調查 
(一)經營管理參數 
1.遊客人數 
2.步道寬 
3.鋪面種類 
4.步道坡度 
(二)衝擊程度調查 
1.植群的數量 
2.土壤裸露與密實 

(一)陽明山國家公園步道的衝擊情況以現地

調查的結果可知大多數的步道衝擊程度多

在可忍受的範圍之內，且衝擊情況在超過 2
公尺之後多為極輕微的衝擊狀況，但七星山

步道衝擊程度嚴重，已經超過可接受的衝擊

狀況。 
(二)衝擊預測模式 
1.步道兩旁環境的衝擊程度可以兩種衝擊

參數來表示，即覆蓋度與土壤硬度，而衝擊

參數中相對植覆蓋度減少率、土壤硬度增加

率也可作為衝擊程度的比較指標，而有四種

經營管理參數顯著影響這些衝擊的大小，包

括鋪面有無、步道坡度、步道寬度與遊客數

量。 
2.由問卷結果得知遊客對於國家公園與森

林遊樂區所受衝擊的忍受度相同，但對於一

般遊樂區的忍受度則高許多，而到訪頻率的

高低會使遊客的忍受度產生改變，是否受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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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篇名 研究地點 摘要 研究方法 評估項目 研究結果 
現步道之鋪面、坡度、寬

度與遊客數量皆與衝擊量

有關；在可接受衝擊程度

方面，國家公園與森林遊

樂區的可接受衝擊程度為

覆蓋度 60%，而若位於一

般遊樂區之中，覆蓋度為

40%，其可接受衝擊程度較

大。 

專業訓練並不會影響忍受度的高低。 

梁明本 
(2003) 

太魯閣國家公

園生態保護區

住宿承載量調

查報告書 

太魯閣國

家公園生

態保護區 

登山運動於西方國家已盛

行數十年，許多國家公園

裏最主要的活動即是登

山，因為完善的登山系

統，使得這些國家公園擁

有獨特的吸引力，吸引世

界各地愛好大自然的人士

前往。一般而言，在國家

公園、自然保護區或以生

態資源為保育重點之地

區，如生態承載量與社會

承載量所評估結果不同

時，則以採生態承載量為

原則。本計畫預計規畫出

大約之承載量及可行性評

估，以供國家公園未來相

關經營管理之參考。 

由登山經驗豐富的

嚮導人員帶領，實

地沿傳統登山路線

踏勘，至各營地及

山屋勘察測量，歸

納整理分析，計畫

出大約之承載量及

可行性評估。 

(一)自八十七年至九十二年一月

份申請入山入園人數總數資料 
(二)住宿地點及營地調查 
(三)住宿地點及營地調查分析 
(四)地點及營地之評定 
(五)各路線宿營地容量及水源狀

況 

(一)太魯閣國家公園是屬高山型的國家公

園，園區內有中央山脈之北一段、北二段、

奇萊連峰、奇萊太魯閣山橫斷、屏風山、畢

祿山、鋸山、羊頭山等登山路線，以南湖中

央尖線及奇萊主北線、奇萊連峰線申請人數

眾多，每逢假日人潮不斷，造成營地擁擠，

影響登山品質與安全；同時這些登山路線皆

經過太魯閣國家公園之生態保護區內，過多

的人為干擾的結果，對環境造成嚴重的衝擊

而影響自然生態平衡。因此依據國家公園法

規定實施生態保護區承載量管制，藉透過管

制進入生態保護區宿營人數確實保護園區

內自然生態資源及提昇遊憩品質與安全。乃

是國家公園責無旁貸的責任與做法。 
(二)住宿承載量計算：住宿承載量之考量除

以本身之山屋可供住宿量外並建議將山屋

外可供紮營的範圍標示(營地大小應以一頂

4 人帳加 4 人活動空間為準) 
(三)將避難山屋之床位加以編號提供申請入

園之登山者依號碼住宿。 
楊 錫 麒 雪霸國家公園 雪霸國家 本研究由質與量兩方面進 文獻蒐集 (一)實質生態承載量：對基地植物 1.逐年開放遊客容納數：推估容許遊憩承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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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篇名 研究地點 摘要 研究方法 評估項目 研究結果 
(2003) 遊憩承載量之

研究 
公園雪見

遊憩區 
行其遊憩承載量探討。

量：容許遊客數量。由實

質生態承載量、設施承載

量、設施承載量三項進行

評估。質：遊憩管理措施。

探討國內外實施承載量之

案例成功經驗，提出遊憩

管制之配合。 

實質生態承載量

部分，將以專家問

卷進行實質生態承

載量之評估。 
設施承載量之部

分，則為參照相關

遊憩景點同屬性空

間之單位承載量。

社會心理承載量

則為遊憩區開放

後，以遊客為主之

評估依據。 

群落之影響、對基地動物群落之

影響、廢棄物對基地環境衛生之

影響對基地水資源之影響。 
(二)設施承載量：以遊客需求之需

求當作衝擊參數利用停車場、遊

客服務站、洗手間、放映室等人

為遊憩設施來分析遊憩承載量。

(三)社會心理承載量：以”擁擠感”
做為社會心理承載量之指標。 

量為最大容許值，因此，於開放初期並非一

定將客量限制為最大值，應採取較低之遊客

容納量。 
2.自二本松交通節點起實施容量管制：自二

本松交通節點起實施遊客容量管制措施，降

低遊客瞬間湧入雪見遊憩區之人潮。 
3.訂定遊憩管制措施：相關配合措施如廣泛

規廣環境生態教育、實施交通管制、實施旅

客資格管制、採用預約入園管制、採用以價

計量管制，以及旅遊形成之規劃等。 

戴 友

榆、陳揚

威、郭乃

文(2006) 

島嶼觀光環境

負荷量推估—
以金門為例 

金門地區 本研究以二手資料法歸納

出金門的遊客特性、旅遊

資料，再以內容分析法，

推算出金門地區的單位環

境負荷量，以瞭解當地所

能提供的環境資源數量與

實際消耗的環境資源數

量。研究結果顯示，遊客

至金門觀光所消耗的環境

資源遠大於金門本身所能

提供的能源數量。 

本研究以二手資料

法歸納出金門的遊

客特性、旅遊資

料，再以內容分析

法，推算出金門地

區的單位環境負荷

量，以瞭解當地所

能提供的環境資源

數量與實際消耗的

環境資源數量。 

(一)遊客基本資料：分為 1.總遊客

人數；2.遊客特性，包含從事之

旅遊活動、交通工具、本次旅遊

停留時間。 
(二)單位環境負荷量：將就金門地

區島嶼觀光的島內外交通運輸、

住宿類別、與活動型態等等，分

別描述相關的能源耗用情形，以

說明其單位環境負荷量。 

(一)島外交通部分，本研究僅只選取台北至

金門的航線距離為基礎，且航行於高雄至金

門之間的金門快輪自 2005 年起停駛，亦增

加本研究在估算由台灣至金門實際消耗油

量的困難，且因搭乘飛機或船隻的實際旅客

人次數沒有統計資料，故本研究以推估搭飛

機旅客佔 90%，乘船旅客佔 10%來計算。 
(二)本研究僅參照地圖之比例尺推算期間距

離，此恐造成誤差 
(三)金門島內運輸尚有由大金門至小金門實

際仍是以小型船隻接駁。 
四、現行機車除了二行程、四行程之區別之

外，還有電動機車，在計算機車能量消耗的

部分，由於台灣自 2000 年起開始推動以電

動機車逐漸取代高污染的二行程機車，建議

後續研究可以進行策略模擬，加入電動機車

2%的比例，以計算得知二行程機車、四行

程機車以及電動機車等是哪一種機車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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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篇名 研究地點 摘要 研究方法 評估項目 研究結果 
能量最多，可以建議汰換。由上可知，金門

湖庫蓄水量不足以供給龐大觀光人潮，建議

在金門遊憩時，應限制遊憩活動與住宿設施

能源的消耗；應減少私人汽、機車的使用，

而增加大眾運輸工具的使用，可降低金門的

環境負荷量。 
馬 惠 達

(2003) 
龜山島生態旅

遊遊憩承載量

之研究 

龜山島 本研究旨在建立自然人文

生態景觀區遊憩承載量之

堆估模式，並以龜山島為

實證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發現以社會心理

承載量而言，遊客認為瞬

間之遊客承載量為 127 人
時，屬於感覺適中程度;設
施承載量實地估算為 150 
人;在實質生態承載量推估

部分，受訪者認為可容許

之最大瞬間遊客密度即遊

客承載量為 173 人。最後

經由每日容許遊憩承載量

分析，顯示週轉率較低，

每日之容許遊憩承載量也

較低，可減輕遊憩承載量

增加之壓力，本研究結果

餘建立過合自然人文生態

景觀區之遊憩承載量推估

模式。 

本研究在推估最通

遊憩承載量時，需

一併考量設施承載

量、遊客社會心理

承載量、與實質生

態承載量等三個指

標。就設施承載量

而言，主要考量經

營管理單位於龜山

島開放區域之設施

容量，以其所能容

納之人數作為承載

量就遊客社會心理

承載量而言，以遊

客在遊憩活動進行

中獲得滿意之遊憩

體驗，則遊客擁擠

程度就必須控制在

一合理之範圍內 ;
易言之，以遊憩空

間的使用人數對遊

客的體驗造成影

響，以為評定承載

量 ;就實質生態承

(一 )實質生態承載量之推估方

法，包含對基地植物群落影響、

對基地動物群落影響、遊憩活動

對基地水資源、污染之影響、廢

棄物對基地環境衛生之影響、遊

憩活動對基地地質之影響等五

項。 
(二)設施承載量之推估方法，檢測

遊客對龜山島服務設施之需求

性，主要分為「搭載船舶座位舒

適」、「救生安全設備齊全」、「休

憩遮蔭涼亭數量」、「公廁數量」、

「候船區遮蔭設施與桌椅數量」

及「碼頭提供停泊船位」等六部

分。 
(三 )社會心理承載量之推估方

法，主要推估遊客擁擠程度，檢

測受訪者對現地使用人數狀況之

「擁擠成」並依使用人數不同，

循序勾還對於使用人數不同狀況

下之「擁擠成」認知。 
四、抽樣設計，在衡量本研究之

人力、物力、財力等成本之因素

下，擬將樣本數之容忍度設在

(一)經本研究發現同一時段瞬間之實質生態

承載量為 173 人，每日容許遊憩承載量最高

為 1211 人、最低為 173 人。建議經營管理

單位以此為參考標準，在週休假日期間不妨

因應旅遊需求，適度放寬登島人數，並嚴密

管控瞬間之實質生態承載量不超過 173 人

數。 
(二)在非假日期間應多開放學術團體申請日

數，以鼓勵大台北都會區之中小學學生戶外

教學;或委由相關自然生態協會或學會辦理

生態研習活動，有效推動生態旅遊。 
(三)龜山島因鄰近大台北都會區，目前面臨

遊客登島需求及伴隨而來的環境衝擊影

響，為追求永續經營發展，建議主管單位應

採取加收環境維護費用，將經營管理所需之

維護成本適當的反映至收費價格中，除有效

反映使用者付費原則外，並落實生態旅遊精

神，以利管理單位培訓原有居民為生態導覽

種子，並增加原有居民就業機會。 
(四)藉由環境教育與宣導，如解說員引導服

務、自導式步道設施運用、以及環保活動的

舉辦等，讓遊客暸解現存環境問題之嚴重

性、保護資源的重要性，增加生態旅遊活動

內涵並減少對環境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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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篇名 研究地點 摘要 研究方法 評估項目 研究結果 
載量而言，考量遊

客之遊憩活動對實

質生態環境所造成

的破壞最低程度，

籍以決定其承載

量。 

0.06 '信賴度預計將達 95%之準確

性。 
(五)本研究顯示道客對遊憩體驗項目中最不

滿意為「島上安全設施」的評價，且遊客對

重道龜山島意願而言，其意願評價之平均數

值為 2.43，結果顯示遊客對重遊意願皆相當

低，建議經營管理單位除強化登島及相關旅

遊服務設施之安全設施與相關警示牌示

外，可增設相關軍事坑道探險體驗、登頂步

道循環健行路線、原居民人文建築或生活器

具陳列展覽，以提昇生態旅遊服務內涵並增

遊客再訪意願。 
(六)本研究發現遊客對龜山島服務設施最需

求的前二項依序為「碼頭提供停泊船位」及

「候船區遮蔭設施與桌椅數量」。建議管理

單位在不破壞自然環境及影響視覺景觀之

前提下，適度增加服務設施數量，以滿足遊

客之需求。 
陳 祖 裕

(2008) 
日月潭國家風

景區社會心理

承載量之研究

-以遊艇視覺

模擬為例 

日月潭國

家風景區 
本研究之目的是以日月潭

賞景遊客之角度，來評估

同一時間湖面遊艇最大可

接受之數量，藉以衡量其

社會心理承載量，並探討

影響賞景遊客之社會心理

承載量因素。 

本研究採便利抽樣

方式進行問卷調

查，現地問卷調查

之方式。 

(一)日月潭賞景遊客對湖面遊艇

數量之社會心理承載量程度 
1.相同觀景位置不同水域之推估

2.不同觀景位置相同水域之推估 
(二)影響日月潭賞景遊客對湖面

遊艇數量社會心理承載量之因素

1.可接受程度比較之比較 
2.近景、中景之影響 

本研究建議經營管理者在考量承載量的同

時，也應綜合考量觀景點與周遭人造設施或

船行動線等等相關因素，並配合水域劃分及

土地使用管理，以交互評估的方式來制訂適

宜的承載量，讓遊客之遊憩體驗水準不至於

降低至不可接受的程度，做為經營管理之目

標。 

謝 孟 君

(2003) 
以生態旅遊觀

點探討承載量

影響因素－以

日月潭國家風

景區為例 

日月潭國

家風景區 
行政院更訂 2002 年為「台

灣生態旅遊年」並展開一

系列相關作業，包括生態

旅遊地的遴選、生態旅遊

規範的擬訂與生態遊程設

計等，而生態旅遊中承載

本研究以階級程序

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確立影響因

素之權重。 

(一)生態承載量 
包含因素有「廢水排放」、「外來

優勢種的引進」、「當地居民環境

保護意識」、「機動船舶的使用」、

「交通工具對土壤的重壓」、「居

民的容忍度」、「棲地減少」、「遊

提供日月潭國家風景區推動生態旅遊上，所

欲考量之承載量影響因素外，對本研究所建

立之生態旅遊承載量影響因素架構，亦可供

後續相關生態旅遊發展訂定承載量之參考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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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篇名 研究地點 摘要 研究方法 評估項目 研究結果 
量之管制是一項重要原

則，因此面對生態旅遊的

發展，如何決定生態旅遊

地點最適的遊客人數，必

需考量生態、社會與設施

承載量，如何將影響承載

量的因素加以確認，訂定

合理之遊憩承載量將是決

定生態旅遊能否成功之重

要因素。 

客對植物的踐踏」、「汽車的排煙」

與「遊客攀折植物」。 
(二)社會承載量 
1.遊客心理層面包括滿意度、遊

客偏好預見的人數、對擁擠的認

知等項目 
2. 外在遊憩環境包括遊憩據點

面積的大小。 
(三)設施承載量 
1.旅館房間的供應數 2.餐飲供應

3.停車場供應  4.交通設施 
5.廢棄物處理容量 

林晉毅 
(2003) 

遊憩衝擊與遊

客體驗關係之

研究 

奧萬大國

家森林遊

樂區 

在遊憩區內，遊憩衝擊的

預防與管理，是遊憩品質

維護與資源永續使用重要

的工作；但由於遊憩衝擊

的監測有主觀和客觀因

素，各種衝擊因子有乘數

的關係，即時即地測量其

對遊客感受的影響更加困

難，所以少有實際執行的

例子。若藉遊客品評旅遊

環境，分析「衝擊知覺」

與「品質體驗」兩者，對

降低體驗的負面衝擊項目

進行改善，則能提升管理

效率。 

本研究選擇結構方

程 模 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作為實證方

法。 

1.生態環境衝擊知覺因子：水源

污染、動植物棲地干擾、花草受

攀折、樹木根部裸露、土壤裸露、

垃圾髒亂、空氣污染。 
2.社會心理衝擊因子：擁擠、遊

客吵鬧喧嘩、其他遊客不當行

為、設施不足或損害。 
3.設施管理衝擊知覺因子：廁所

涼亭整潔、樹木、涼亭、岩石被

刻字塗鴉、停車場或停車位樹

木、解說或服務中心人員服務態

度、步道的損毀或崩塌、座椅、

欄杆、告示牌等其他設施損毀情

形。 

研究結果亦顯示，若根據遊客的社會心理衝

擊和設施管理衝擊知覺兩者對滿意度和重

遊意願的影響，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遊憩

承載力，最適遊客為量單日 2500~3000 人
次 

張 家 鳳

(2006) 
台灣地區溫泉

旅遊之生態承

載量分析－以

關子嶺風

景區 
本研究探討此區之遊客量

成長趨勢及生態承載量。

為了避免過多的遊客量對

本研究主要根據

Box與 Jenkins兩位

教授所提出來的 

一、生態承載量之推估 
(一)活動空間 
1.活動空間需求量 

關子嶺溫泉區之未來遊客量呈現正成長的

趨勢，推估到 2011 年的遊客量將到達 27 萬

人次，而此區之發展限制因素主要是在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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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篇名 研究地點 摘要 研究方法 評估項目 研究結果 
關子嶺風景區

為例 
溫泉區產生破壞，建立一

適當之生態承載量評估模

式，對於瞭解溫泉水是否

超限使用及如何維持溫泉

區之遊憩品質以達到永續

經營是一項極重要的課題

首 先 利 用 時 間 序 列

ARIMA 模 式 (ARIMA;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Model)來
推估關子嶺溫泉區未來遊

客年之成長，再擬合此區

之生態承載量來推估未來

之最適遊客量。 

時 間 序 列 分 析

ARIMA 模 式

(ARIMA;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Model)用
年作為關子嶺溫泉

區遊客量預測之基

礎，並且同時考慮

當地之生態承載量

(Ecological 
Capacity)一同來推

估未來關子嶺風景

區之最適遊客量，

並進一步研擬改進

之方法。 

(二)交通狀況 
1.交通容量 
(三)旅館容納人數 
(四)可用水量 
1.溫泉旅館及個人浴池用水量估

計 
2.大眾池用水量估計 

水量的部份，以此推估關子嶺之最適生態承

載量約為每日 5,200-10,400 人次，將可維持

溫泉區之品質及生態環境的保護。 

劉炳男 
(2005) 

壽山遊憩承載

量之研究 
壽山遊憩

區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透過遊

憩承載量相關理論研究以

及環境衝擊現況調查，擬

定一套簡便且適合壽山地

區遊憩承載量之評估模

式，並分析出三條壽山步

道之最適遊憩承載量。本

研究利用「既成事實調查

法」，分析遊客數量與植被

覆蓋度減少率(CR)、土壤

硬度增加率(SHI)之間的相

關性，並以可接受改變限

度(LAC)年年為基礎，利用

問卷調查遊客對於不同程

度植被覆蓋度的可接受改

採取一對一的方式

進行訪問，屬於現

地式問卷調查。 

一、經營管理參數挑選 
(一)休憩區基礎資料 
1.年岩率 
2.休憩區面積 
3.年絡步道之設計與使用 
(二)衝擊參數挑選 
1.植被覆蓋度(vegetation cover) 
2.土壤硬度(soil hardness) 

研究結果發現，植被覆蓋度減少率與遊客數

量之間具有高度相關性。綜合分析壽山地區

之最適遊憩承載量為每週 9,154 人。建議壽

山步道應採取管制或分散遊客的措施，以維

持當地自然環境保護，同時兼顧遊客的遊憩

機會，而最終可讓壽山自然公園的經營管理

朝向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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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篇名 研究地點 摘要 研究方法 評估項目 研究結果 
變限度，最後結合環境衝

擊現況調查與遊客之可接

受改變限度，以提供壽山

步道之最適遊憩承載量。

蔡 萬 鑫

(2008) 
海域遊憩活動

承載量之研究

-以竹北市新

月沙灣為例 

竹北市新

月沙灣 
本研究旨在建立濱海遊憩

區之遊憩承載量之推估模

式，並以新竹縣竹北市新

月沙灣為實證對象，因當

地地形長達 3 公里沙灘與

春夏季吹西南風，故風帆

與獨木舟活動都具發展潛

力。未來海域開放水域遊

憩活動後，遊憩承載量評

估將是經營管理上重要之

依據。 

評估方式採 A.H.P
專家問卷、遊客問

卷及現場調查等三

種調查方式。 

實質生態承載量分析、社會心理

承載量分析、設施承載量分析、

每日容許遊憩承載量估算 

結果得知實質生態量為 0.003367 人/M2 是
瞬間人口管制標準，由現有設施調查中得知

目前設施承載量最大容納人數為 311 人，未

來海域開放水域遊憩活動後，遊憩承載量評

估將是經營管理上重要之依據。而經營業者

部份，並依此承載量之結果，進行活動類型

及遊客數量的管制，可預防海域及周邊環境

受到重大破壞之影響。而地方政府也可透過

承載量之估算結果，對於未來水域遊憩區域

開放後進行管制與檢討，也可作為招商之參

考依據。 
馬 維 鴻

(2008) 
都市更新地區

環境及設施容

受力分析 

台北市 本研究以環境及設施容受

力觀點建立一套評估容受

力標準指標，針對目前台

北市進行容受力分析，探

討我國都市更新規劃的策

略是否符合現今都市發

展、是否超出地區環境容

受力所能承受的壓力。透

過本研究瞭解目前台北市

內容受力現況及更新單元

對於地區環境及設施容受

力所帶來的影響，並做為

未來政府訂定都市更新相

關辦法時的一個參考依

據。 

透過案例調查的方

式，從實務面調查

來印證文獻上的理

論。本研究主要分

析方法以地理資訊

系 統 (G.I.S.) 法 為

主、統計分析法為

輔，利用 G.I.S.的交

集分析、聯集分析

有效率的資料加以

運用計算，取得基

礎資料後以容受力

分析方法進行地區

容受力分析。 

一、環境容受力參考變數 
1.人口密度 
2.綠地率 
3.CO2 固化量 
4.空氣品質 
5.垃圾量 
二、設施容受力參考變數 
1.公共設施用地 
2.公園綠地 
3.汙水處理 
4.道路面積 
5.用電量 
6.供水量 

台北市屬於盆地地形，外圍山地內部低平的

地勢，而都市發展、人口密度分佈則是由內

而外的發展，主要集中在都市中心地區。如

此都市發展，使得都市及設施容受力的分佈

有顯著的不同，都市中心因高度發展、密集

人口進入對環境容受力負擔相對較高；相反

的因為高度發展的關係設施容受力相對於

外圍山區來高。綜合來說，台北市整體環境

及設施容受力是呈現市中心較低而外圍較

高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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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篇名 研究地點 摘要 研究方法 評估項目 研究結果 
林 宏 政

(2007) 
能高越嶺國家

步道社會心理

承載量之研究

能高越嶺

國家步道 
本研究之目的是以能高越

嶺國家步道為例，透過高

山步道登山者之擁擠知覺

來衡量其「社會心理承載

量」，並探討影響登山擁擠

知覺之因子。研究採用

Jackson(1965)的「可能反應

模型」(The return-potential 
Model)來偵測登山擁擠常

模(crowding norms)，其中

測量常模的方法包含：1.
請登山者對於各等距之登

山總人數、團體數、團體

大小、帳位距離等圈選出

其可接受程度，並依此求

出可接受的範圍；2.請登山

者寫出當日所遭遇到的登

山總人數、團體數，並圈

選出其擁擠知覺的程度，

依此求出擁擠常模。研究

亦探討登山者個人特性、

遭遇者特性、以及遭遇情

境等對擁擠知覺之影響。

以「登山擁擠知覺」

作為衡量能高越嶺

國家步道社會心理

承載量之指標，並

透過擁擠常模曲線

之建構以求得能高

越嶺國家步道之社

會心理承載量。 

(一)個人特性 
遊憩動機、遊憩經驗、登山技術、

社經背景、成員人數 
(二)遭遇者特性 
知覺到的登山總人數、知覺到的

登山團體總數 
(三)情境因素 
危險程度之感受、氣候舒適度之

感、開發程度之界定 
(四)擁擠知覺 
當在步道上遭遇到的登山者或登

山團體累積到一定數量時，將會

引起登山者心理的負面情緒感

受。 

結果顯示最強的擁擠常模強度介於最低可

接受度與最高可接受度之間，此外登山者無

法接受一天當中都沒有遭遇到任何登山者

與登山團體，也較無法接受過多的登山總人

數與團體總數、登山團體大團體、過近的帳

位距離等。 

張子源 
(2008) 

蓬萊溪護魚步

道可接受遊客

人數之研究 

蓬萊溪護

魚步道 
遊憩承載量因著生態旅遊

的風潮，而為國內旅遊管

理單位及學術研究重視，

歷年來多以國家公園等自

然地區的社會承載量、承

載量指標研究為主。 

本研究採用相關性

檢定 
水域生態之影響因子： 
1.水質分為物理性與化學性 
2.水生生物包括生物性 

蓬萊溪水域環境可接受之遊客量推估方

面，經由本研究之分析結果顯示，所有水質

檢測因子以溶氧隨著遊憩人次的增加而降

低之現象最為明顯，此結果與連杉利(1999)
之研究結果相符合，且達到中度負相關顯著

水準，因此在本研究中利用溶氧與遊憩人次

之變化趨勢推算蓬萊溪河川水質環境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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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篇名 研究地點 摘要 研究方法 評估項目 研究結果 
接受之最大遊憩人次。 

莊 怡 凱

(2002) 
台中都會公園

遊憩容許量之

評定—經營管

理策略之探討

台中都會

公園 
本研究主要是以「遊客知

覺」觀點探討台中都會公

園之遊憩容許量評定及其

遊客管理策略。容許量評

估最初的目的在於遊憩區

經營管理，台中都會公園

兼具都市公園與自然遊憩

區的功能，因此不論規劃

設計或經營管理方面，以

遊憩容許量角度而言主要

有幾個問題需要探討： 
1. 探討公園經營管理問題

與遊憩容許量理論的應用

2. 探討遊憩容許量的相關

因素與評估指標 
3. 探討容許量相關因素與

評估指標之測量方法 
4. 分析容許量指標與相關

因素的關係 

本研究採用直接觀

察法，透過問卷調

查，針對遊客進行

遊憩容許量的評

估，並探討不同評

估方法的比較分

析。 

研究因素 
(一)遊客特性 
1.遊客社經特性 2.遊客使用特性

3.遊客遊憩動機 4.地點偏好 
5.自然資源認知 
(二)遊憩機會認知 
1.可及性     2.與周遭環境差異

3.自然或人工程度 
4.與他人交談的機會 
5.遊客管制措施的多寡 
6.景觀特色   7.體驗類型 
8.資源特色   9.公園類型認知 
10.環境與期望的差距 
(三)遊憩經營指標 
1.遊憩環境接受度 
2.遊憩設施接受度 
3.遊憩行為接受度 
4.滿意度     5.偏好程度 
(四)遊憩管理屬性 
1.使用分區   2.使用量 

本研究發現不同遊客類型其容許量評定之

結果不同，且不同類型之遊客其適合之活動

分區亦不同。未來在遊客管理策略上，可依

據不同的遊客類型與使用分區，將遊客引導

至適當之遊憩地點活動，以減少遊客量增加

對於遊憩環境的壓力。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附錄二：期中報告意見回覆 
委員 意見 辦理情形說明 

(一)應將東沙客觀限制列為最優先考量。 
(1)陸域極為狹小 
(2)距離台灣本土遙遠 
(3)冬季季風強烈、夏季颱風多 
(4)仍為軍事管制區 
(5)國家公園法的規定等 
基於上述考量才能規劃最適合東沙的生態旅遊，而

且不能將優勢變劣勢。 

已列入考量，未來仍以發展

國際研究站為主要方向，生

態旅遊仍以低度發展原則為

宜。 

(二)東沙的特色與潛力在水域，應朝向海洋教育場

域，如此才能符合生態旅遊的方向。 
已提出分區之建議，將於海

濱地區增設休憩區，以利水

域活動之發展，詳第四章第

二節。 
(三)行程規劃 
(1)東沙島需以突破、創造的方式進行 
(2)行程不要流於過水式的觀光。 
(3)登島規範具體詳細。 

已將遊憩據點劃分為主要及

次要據點，讓遊客可停留較

久之時間，另外在海域活動

方面，主要仍以潛水活動為

主，避免活動形式過多造成

對東沙海域的破壞，詳第四

章第二節。 
(四)教育訓練與島上景點完全忽略人文層面。 遵照辦理。已補充人文層

面，詳第二章第一節人文資

源及第六章第一節遊客守則

部分。 

張 素 玢

副教授 

(五)東沙資源有限應極力減少上資源負擔應具體規

劃、水、電、垃圾的處理方式。 
遵照辦理。詳第五章第二節

至第五節部分。 
(一)國外案例部份採分區開放旅遊，東沙海域未來亦

建議朝規劃開放區域來從事生態旅遊活動。 
已提出分區之發展構想，詳

第五章第一節。未來除軍事

管制區外，其餘分區可有限

制的發展生態旅遊活動。 
(二)東沙生態旅遊之重點在於海洋生態體驗，而遊程

規劃較偏東沙陸地、海洋生態體驗是否納入？ 
在海域活動方面，主要仍以

潛水活動為主，避免活動形

式過多造成對東沙海域的破

壞，詳第四章第二節。 
(三)遊程之規劃宜以深入體驗為主，一天的行程可能

太短，而 8 天的工作假期又似乎太長，建議結合未

來提供遊客體驗之活動並配合東沙不同季節不同特

色之主題，同時亦可結合業務之需求之工作假期等

來規劃遊程。 

遵照辦理。已刪除一天之行

程，另外參考世界各國的工

作假期安排，甚至有長至一

個月的期程，故 8 天仍不至

於過長。 
(四)解說導覽員之制度如何規劃？建議與當地海巡

署官員結合來運用，利益如何回饋，建議可進一步

規劃。 

未來建議以部分遊客收費款

項中，提部分經費供海巡署

利用，並利用淨灘等實質活

動回饋環境，詳第五章第五

節。 

林 文 和

秘書 

(五)生態旅遊規劃建議應有較具體的操作規範包括

陸上、海域活動規範，另建議協助擬定無痕海洋規

範以協助推廣。 

遵照辦理。以提出相關內

容，詳第六章第一節。 

徐 韶 良

秘書 
(一)目前所提規劃方案雖然務實，但顯然受限於東沙

既有的管理現況，使得遊程較不具特色吸引力。是

本計畫重新定位東沙之未來

發展願景為國際研究站，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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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意見 辦理情形說明 
否可以回歸到以一個理想的且具有東沙特色生態旅

遊為目標進行規劃，再反向檢討可能需要檢討改變

的配套措施。畢竟依據現有國家公園計畫，本來就

尚未考慮開放生態旅遊，所以這個規劃案應該是比

較前瞻性的，但也正好可以提供未來計畫通盤檢討

的需要。 

展現東沙的生態研究價值

外，更可提昇國際的能見

度，而生態旅遊則為次要的

發展目標，滿足國民的育樂

需求。 

(二)承載量的部分如只考慮設施承載量，則很容易因

為首長的觀念或政策的調整而改變，但如果礙於資

料有限，現階段確實只能以設施承載量分析時，建

議仍設法連結生態承載量的概念，概略分析東沙島

在生態環境限制下，所適合提供的設施項目與規

模，以做為設施承載量分析的基礎。 

目前由於尚未開放，因此在

生態承載量的部分仍無判斷

基準，未來倘導入遊客進入

東沙，應逐年利用指標物種

進行觀測，本計畫亦於第五

章第五節提出環境監測及回

饋計畫。 
(三)要找到適合於東沙的案例並不容易，南沙群島中

馬來西亞所控制的「彈丸礁」已經是國際熱門的潛

水旅遊點，值得從生態旅遊的觀點加以探討，包括

其污染如何控制，但也需注意其環境氣候與東沙的

差異性。另位於日本的西表石垣國家公園中有一處

以珊(四)瑚礁淺灘為主的「石西礁湖」，也常有颱風

經過，但是臨近石垣島，或許是一處相對近似的案

例。 

遵照辦理。詳第二章第五節。

(五)東沙的生態旅遊要有特色及吸引力，恐仍須提出

「以海為主，以島為輔」的型態，讓遊客能有機會

體驗真正的東沙之美，至於島上的遊程則可保留彈

性，或提供做為海象不佳時的備案。 

遵照辦理。已建議未來應添

購海上船隻，可增加海上遊

程之多元性。 

(六)以目前所列的住宿設施(漁服站及職務官舍)，公

務需求已經略嫌不足，顯然無法滿足生態旅遊的需

要。海上旅館或露營都有其創意，但也受有限制，

其實島上目前還存有許多早期陸戰隊留下的半地下

化的碉堡，海巡單位大多並無使用，如能撥用後加

以適當的整建，即可在不增加設施的原則下，提供

具有東沙特色的住宿空間。 

感謝提點。軍事碉堡仍為海

巡署所管理，未來如欲加以

重新利用，需重新評估碉堡

結構的適用性。 

(一)本案規劃在經營管理及分區管理上研究單位參

考了一些的國外經驗，也提出共管的建議，請問這

共管機制如何運作，是否請研究單位提出建議。另

外 P40 駐島單位除海管處、海巡署外，尚有空軍、

海軍等單位請予以修正。 

遵照辦理。請參考國外案例

之經營管理方式。 

(二)在本案規劃的承載量的評估指標很多，而研究單

位藉由水資源的承載量提出了 30-100 人的遊客量，

交通運輸量也會是很大的限制，不知道研究單位可

否做出一個整合型的評估指標量去讓我們未來可藉

由量表做動態的調整。 

感謝提點。因本案所提及之

限制因子之間的關聯性並不

高，故較不易以量表方式呈

現。 

陳 國 永

課長 

(三)本案的規劃似乎是以海巡署的資源協助為前

題，假設在沒有海巡署的協助下，其因應之道如何

規劃？另外在生態部分，會是一個限制因子，有那

些物種的監測及監測地點請研究單位提出建議。 

感謝提點。本計畫已將各項

成本調查列出，請參酌第三

節第三項。 

許 書 國

課長 
(一)遊程規劃應強化彰顯東沙特色(如外環礁之水肺

潛水)以能吸引國際人士前往為目標。 
感謝提點。目前計畫已經潛

水列為主要遊憩活動，並將

各潛點特色補充於第三章第

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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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意見 辦理情形說明 
(二)在遊程規劃時，若涉及需變更現有土地或海域分

區，公告禁止事項等行政程序者，請就其適宜性及

配套措施充分說明，以作為本處未來推動時參考運

用。 

遵照辦理。詳第四章第二節

第三項土地使用分區檢討。

(三)部份遊程涉及東沙巡防指揮部權責，事先應充分

取得指揮部認可，若尚未取得認可，應在文字表達

上不宜太明確，或附註其他備用方案。 

感謝提點，已修正。 

(一)案例的部分建議增加美國中途島以及國內龜山

島。 
遵照辦理。詳第二章第五節。

(二)東沙目前事權、土地與分區均不統一，在競合關

係上應加以說明分析。 
建議未來於國家公園計畫通

盤檢討之際，重新檢討分區。

(三)在實質承載量部分，仍以低度使用為最高原則，

建議納入 ROS 、LAC 規劃概念，深入探討。 
目前規劃定位以發展國際研

究站為首要目標，在後續規

劃構想已納入低度使用為最

高發展原則，詳第四章第二

節。 
(四)生態旅遊以深度體驗遊程為核心，未來建議以體

驗營、荒島求生等旅遊模式作為旅遊發展操作的模

式之一。 

感謝提點。本計畫在生態旅

遊活動以工作假期為主要發

展方向，藉以符合國際生態

旅遊發展趨勢。 
(五)分析部分缺少對交通船運的評估，請適當補充

之。 
遵照辦理。詳第三章第三節。

(六)在操作規範部分，應明列資格規定，包括擬參加

生態旅遊者需先至管理處取得資格，才能進入東沙

從事生態旅遊行程。 

遵照辦理。已補充，詳第六

章第一節。 

洪 欽 勳

課長 

(七)本處已有相關計畫擬將中正堂改建為環境解說

展示中心。 
敬悉。 

(一)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南海明珠之效益如何充分發

揮？ 
本計畫所認知之東沙環礁國

家公園主要的發展價值仍以

生態保育為主軸，在研究價

值上可與國際相互接軌，因

此未來仍以此為發展重點。

(二)從限制因子分析氣候、民航機載重及其他因素之

影響。 
遵照辦理。詳第三章第三節。

鄭 肇 家

副處長 

(三)如何在不增加東沙巡防指揮部負擔下發展生態

旅遊？ 
目前所提出之方案已將東沙

海巡署之負擔降至最低，並

於第五章第五節提出回饋計

畫。 
(一)本案做承載量分析時，其所得數值皆未於報告中

做說明，請研究單位補充說明其計算之依據及計算

之方法。 

遵照辦理。詳第三章第三節。解 說 教

育課 

(二)本次承載量僅以設施承載量計算來計算，即直接

推估最高總承載量，惟生態承載量應為東沙是否開

放生態旅遊之重要因子，故建議計算承載量仍應將

生態承載量、實質承載量、社會承載量等因子一併

考量為宜。另隨著外在環境之變化，駐島人員及研

究人員數量未來亦會有所變化，建議研究單位除最

大總承載量外，亦應推估每日容許遊憩承載量、瞬

本計畫所提之承載量均為單

日最高所能承載之遊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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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意見 辦理情形說明 
間承載量，以供本處做為未來評估開放時之參考。

(一)建議第三章的發展潛力與限制分析可以更明

確，如分析的結果可以提出其問題與對策，進而針

對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環境特質進行生態旅遊發展規

劃之行動方案策略研擬。  

已補充，詳第三章第三節。

(二)如評估近程交通運輸承載量一架飛機乘載 56 位

遊客、每日住宿承載量 20 位遊客、水資源承載量每

日 30 位遊客，以及遠程每日生態旅遊承載量 100 位

遊客，則可針對生態旅遊操作流程及解說導覽軟

體，包括人員訓練，評估其設施建設使用效益及解

說員培訓效益。 

已補充，詳第七章結論與建

議。 

薛 怡 珍

助 理 教

授 書 面

資料 

(三)如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未來走向比較屬「生態保護

區」，則生態旅遊作方面於近程將可朝學術研究方向

為主的生態旅遊，而在「推廣行銷」方面則可以保

育成果為主的理念推廣。 

感謝提點。本計畫將列入參

考。 

(一)目前的使用分區，限制東沙發展生態旅遊的活動

項目，請受託單位以發展生態旅遊為前題，探討其

適宜性，並提出建議以做為本處未來辦理國家公園

通盤檢討時之參考。 

遵照辦理。詳第四章第二節

第三項。 
決議 

(二)本次期中審查結果，原則同意通過。受託單位請

依審查委員及本處出席人員意見做修正，並依合約

相關規定辦理後續事宜。 

遵照辦理。 

 



 21

期末簡報意見回覆 
委員 意見 辦理情形說明 

(一)第二章第五節國外相關案例：其內

容包括龜山島，應改為國內外案例。 
遵照辦理，已修正。 

(二)p.63 碑銘地標類：還有「海軍海洋

測量局  基準點」、「海巡署 90-93 基

點」。 
文化遺址改為文化遺址與史蹟 
現役設施類：住宿房舍設施、軍事設

施：碉堡、地道、營哨等等 

遵照辦理，已修正。 
其中軍事設施考量軍事管制不宜一一列

出，而以景觀之觀點描述之軍事設施，主

要以建物外觀之顏色、質感以及與周邊自

然環境融合度進行說明，詳見 p.75。 

(三)p.81 水下生物：環礁外海域是否要

包括？ 
本計畫資源面主要藉由二手資料收集及

訪談修正而來，目前外環礁之外海域之生

態資源仍有待調查，此外，考量該區域海

流、海深，尚不宜作為生態旅遊之潛點。

(四)沙灘上的海草有無更積極性的處理

或利用？ 
感謝委員提醒，某些海草(藻)作為食用、

工業用、藥用、飼料...等用途，而乾燥海

草可能因含有豐富礦物質而適於作為肥

料，然需經過研究或實驗方可得知東沙海

草是否適用，待後續研究進行調查佐證。

(五)p95 東沙參考竹北市新月沙灘研究

案例，推算出實質承載量為 337 人，但

新月沙灘為陸地海灣，與東沙島(珊瑚礁

小島)環境生態不同，其承載量應謹慎推

估，再減少人數。 
例如：337-50(脆弱、孤島減數)-200(現
有官兵數)-40(海管處、研究人員)=47 人

因此 p99 頁，遠程：不包含島上業務人

員承載量之推估為 300 人可能太樂觀。

感謝委員提點，已修正承載量評估方式。

(六)p.98 用水問題分為飲水、洗浴、廁

所、清潔等用水，應再細緻討論不同用

途的水資源循環利用。 

感謝委員提點。島上水資源利用目前飲水

由台灣運補，洗浴、廁所、清潔等用水由

海水淡化廠造水供應，未來水資源循環利

用請參閱 98 年度「東沙島水資源整體利

用規劃」案之規劃結果進行。 
(七)除了水資源承載量也應估算電力承

載量，尤其夏日冷氣。未來住宿空間是

否安裝冷氣？電力是否足夠？報告中

未見討論。 

報告書中 p.90 中已分析能源資源使用狀

況，目前甚至推及未來電力資源無電力不

足之虞，但若以永續發展為考量，應配合

《東沙能源替代及水資源多元化可行性

評估》之規劃，進行替代能源及節能方

案。 
(八)p.100 以 30 名遊客為一單位追蹤是

否應予以減半為 15 人進行追蹤，以免

之後人數逐年增加，跳躍程度過高造成

之後管理不易。 

感謝委員提點，已修正承載量評估及後續

追蹤方式。 

(九)p.104 旅遊限制與禁止事項未討論

到遊客年齡問題。 
遊客年齡問題並不適合作為限制遊客上

島之原因，然有關上島遊客管理，本計畫

已補充於第四章第二節中(三、生態旅遊

發展模式)進行說明。 

張 素 玢

副教授 

(十)p.104 回饋方式：東沙島的住宿餐飲

清潔工作的參與，應讓所有遊客都分擔

清潔工作，否則住宿、衛浴清潔衛生誰

已補充於環境監測及回饋計畫 p.142 中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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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意見 辦理情形說明 
能擔任？ 
(十一)p.106-p.111 遊程企劃 
(1)活動行程時間不要切割太細，否則容

易走馬看花。 
(2)應以室內課程配合實地的觀察探索。

(3)生態觀察什麼，由誰來解說？ 
(4)工作假期多久一梯，是否每梯次都要

移除外來種？製作解說牌、維護遺址？

(1)遵照辦理。 
(2)遵照辦理。 
(3)生態觀察內容內政部營建署及海管處

已有多本環境解說出版品可參考，如：東

沙環礁國家公園生態解說手冊，而解說人

員仍以海管處編制之解說志工為主。 
(4)擬建議 2 梯/月，但仍需視後續執行狀

況調整。關於工作假期執行內容並非制式

規定，應就因時因地安排工作。但感謝委

員意見，已於報告中加入可能的協助的工

作，如生態調查。 
(十二)p115 圖 73：研究發展區應包括全

島不必設限於目前規劃的區域。 
研究發展區並非限制島上只能於此區進

行「研究調查」，而是建議研究及實驗相

關「設施設置」之區域。 
(十三)p.121 車道，一般國家公園自行車

道路多以可透水性碎石舖成，鮮少用

RC 舖面或 AC 舖面，何況東沙島的水

泥覆蓋率已相當高。 

p.121 車道為區內道路現況，後續僅就較

常使用、破損嚴重之四條路線作最低限之

維修，並非建議設置之道路，因此並無水

泥覆蓋率增加之虞。 
(十四)p.124 步道旁設置遮陽設施、座椅

等附屬設施，不符合景觀生態。p.125
圖 78 步道模擬，能否修正？ 

感謝委員提點，已修正。p.124 步道旁建

議栽植原生樹種遮陽。p.125 圖 78 步道模

擬圖之步道為現況，其使用透水磚為材

質。 
(十五)p.126 到底東沙島的導覽解說朝

向自導式或解說人員導覽式？這將涉

及標示解說牌的設置問題。標誌素材有

考慮用漂流木？ 

自導式或解說人員導覽式並不衝突，常見

於國家及風景區中，此外，自導式之解說

牌及解說手冊亦可輔助解說人員導覽。 
標誌素材本計畫以銀河歡為素材，因考量

外來種移除後將其有效利用，且目前屏東

已有案例，將銀合歡作為素材製作木製產

品，例如入口意象、解說牌、旅遊線說明

牌...等，但並非排除使用漂流木，若其量

足夠使用，亦為良好素材。 
(十六)p.146 遊客衛生： 
(1)島上應提供可溶、易分解的衛生紙，

似為小細節，卻將是影響島上生態的重

要問題。 
(2)垃圾處理應有強制性。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 

(十七)p.147 與其他遊客及當地的溝通

與互動：內容不符合東沙的實際狀況。

本計畫「當地」指的是東沙駐守人員，非

一般生態旅遊地之當地住民，故內容並無

不妥。 
(十八)志工培訓有無考核制度？ 解說志工培訓宜配合海管處之現有機制

發展。 
(十九)以直升機縱覽環礁是否可行？ 感謝委員意見，考量東沙仍為軍事管制

區，不宜直昇機飛行。此外，直昇機成本

過高，售價 4000 萬以上，非管理處必備

之運具。以民間公司營運為例，以東京直

昇機夜遊遊程 15 分鐘約新台幣 3000 元，

但國家公園不開放 BOT，且本計畫所提

之生態旅遊模式以環境教育為主軸，直昇

機縱覽環礁非必要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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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意見 辦理情形說明 
(二十)p.52 龜山島文字有誤或漏字、p.79
圖 63 缺乏光害改為無光害。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 

(一)相關名詞須統一及正確，如：解說

員應統一為解說志工、東沙工作站為東

沙管理站、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管理處或

海洋公園管理處...等。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 

(二)視覺景觀資源中之"夜間天文資源"
天文可再說明有那些重要天文星象資

源，以因應夜間活動之需求。 

已補充說明各月份可見之星象。 

(三)分區中特別景觀區調整為"遊憩區"
需有相關的證據，建議在原有的分區下

去做法令規章上的調整，四大分區與國

家公園的五大分區之差異應再進行討

論與說明。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分區之調整方式，

使用原有的分區而進行法令規章上的調

整。本計畫參酌國外相關案例將東沙陸域

劃分為 3 個活動分區，係指區域內主要發

展核心項目，非為國家公園法定土地分

區。 
(四)未來長期推動之住宿與餐飲建議要

有一套符合當地特色與生態之設計提

供？ 

因當地可用資源(含可用設施建材及餐飲

食材)之數量不足以提供使用，均有賴台

灣本島之運補。因此本計畫以環境保育之

原則下，建議住宿設施以設施改建與餐

飲。 
(五)遊程規劃方面建議加入台灣出發前

的行前教育與規範、東沙管理站之國家

公園環教解說及 DIY 活動等，工作假期

建議加入生態調查工作，例如：秋冬鳥

類調查、浮潛、海生調查等。 

感謝委員意見，已於遊程中補充。 

(六)解說制度上應建立海域資源與陸域

資源解說導覽及導潛人員解說，再說明

可考量如何與當地海巡人員結合。另解

說設施(包括解說等)建議應有統一規

格。 

感謝委員意見，解說制度之意見已於

p.130 補充。 
在未取得雙方上級單位之許可下，暫不考

慮海巡人員作為解說導覽人員。 
考量解說設施設置原則及材料宜依循管

理處統一規劃，因此本計畫不另定規範。

林 文 和

秘書 

(七)環境監測部份建議提出以何種指標

物種及環境指標等。 
感謝提點，請參閱 p.139-142。 

(一)從學理上承載量(生態、社會、設施)
以 ROS、LAC 及現地生態環境可行性

評估，發展生態旅遊係屬可行且屬小眾

旅遊，報告中估算遊憩承載量太樂觀，

應考量將異質性排除降低。 

感謝委員意見，已修正承載量評估及後續

追蹤方式。 

(二)生態著重親身體驗且屬目的型，就

現地設施配合活動設計(陸域、水域、夜

間…)，再加上國家公園分區管制配合及

遊客屬性篩選漸進式、良性導入遊客，

且遊客行為必須接受規範及教育(行前

教育解說、保育講習說明)。 

感謝委員提點，已修正，並於遊程中加入

遊客行前教育。 

洪 欽 勳

主任 

(三)請補充訪談早期救國團、童子軍在

陸戰隊時期參訪東沙之學員及當時駐

島人員、主辦單位；其次近期國科會、

中研院、高雄市政府、東沙小組於暑假

期間辦理資優生海洋巡禮參訪東沙參

與人員、主辦單位等成效評估，作為本

案之參考。 

本計畫已訪談管理處客課室課長、東沙指

揮部各管理單位，訪談中均詢問曾辦理過

之上島活動細節，然因時間久遠，僅有數

位受訪者參與此活動，已將其建言納入報

告書中。而國科會人員辦理之「全國高中

生東沙國家公園海上巡禮活動」活動，因

颱風航線轉而前往澎湖，因此僅能參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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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意見 辦理情形說明 
活動辦理方式，而無法給予東沙島活動現

地辦理之意見。 
(四)海管處現地保育經營管理已稍具成

效(保育、解說、棲地管理、用地協調)
及海巡署的努力國土資源維護等就生

態資源、人文資源、海域資源、景觀、

歷史背景發展要有「現地人員參與」，

東沙指揮部官兵分別協調，有修件限制

發展小眾生態旅遊，共同來維護東沙環

礁永續生態發展。 

遵照辦理。 

(五)缺乏醫療體系、緊急災害應變措

施、遊客屬性篩選(建議初期以目的型生

態旅遊為主)。 

感謝提點，已補充旅遊服務與安全計畫至

第五章第三節。 

(六)東沙島之資源係屬國寶級島嶼生態

系，就環境敏感度、脆弱性、獨特性等

要有條件導入遊客，避免遊憩對環境的

衝擊或物種消失及遊客不當的遊憩行

為造成破壞。 

感謝委員意見，已在控管遊客數量下，同

時進行環境監測。 

(七)從案例研究東沙環礁與中途島較為

相似，惟中途島島上有旅宿業進行接待

安排等工作，且費用係屬包機貴族式生

態旅遊，7 天行程為 30 萬至 40 萬，與

東沙環礁發展生態旅遊不同應有所區

隔；另消費所需費用應再估算，本案套

裝旅遊活動經費達到使用者付費原則。

國內外案例僅參考適宜東沙之經營管理

方式，非一成不變套用東沙；遊客消費採

使用者付費原則，所需費用已補充於

p.112 課程成本估算。 

(八)本案 SOP 操作時要與海管處及海巡

署作分工協調，許可才能在保育、研究

及育樂等分區管制。遊憩行為(海、陸、

夜)規範推行上才可行；請研究單位就實

質操作時，協調部份預擬，才符合國家

公園在大原則下、突破法令部分之協

調，有限度提供東沙環礁為國人共享國

土保育成果之美。 

感謝委員提點。本計畫在進行生態旅遊操

作機制擬定時，參酌海管處、海巡署及遊

客之關聯性，研擬各單位各自專責、分工

職之權及遊客守則，雖非以海、陸、夜區

分，但已在全面考量下訂定一般及水上活

動之規範。 

(一)東沙若要開放，應有目標及規劃。

而目前島上行政機關各有其任務，如國

防部係以戰備為主要工作，故應考慮機

關職掌上之差異性。 

遵照辦理。 

(二)回饋機制應清楚界定，目前島上單

位均為政府單位，而生態旅遊活動屬營

利性行為，其可行性應再予討論。 

已修正，將回饋機制方式多元化。此外，

本計畫規劃之生態旅遊非屬營利性行

為，而就使用者付費之考量進行收費，因

此相關單位在擬定公有財產管理及收費

辦法後，依據辦理收費，才能使生態旅遊

在環境永續考量下良善經營。 
(三)現有空間設施：包括排泄物的處

理、增加硬體及修補等，建議採外包制

較佳。 

本計畫規劃之生態旅遊為環境教育方式

進行，因此有關島上清潔工作擬規劃遊客

參與及回饋方式進行，而硬體修護等專業

技術仍沿用島上現行方式採外包制。 
(四)應考量遊客水電、食物之問題，若

無存量，緊急應變上會出現問題，此外

冷凍設施也需因應遊客量而增加。 

已於旅遊服務與安全計畫中補充說明。 

海 巡 署

南 巡 局

王 和 順

科長 

(五)請考量島上仍為軍事管制區，海巡

署以戰備為主要任務。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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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意見 辦理情形說明 
(六)目前島上排放水皆僅簡單處理後即

排入海，若有遊客進入，須有合適規劃

措施。 

目前水資源相關議題，已請專業團隊進行

評估，請參閱 98 年度「東沙島水資源整

體利用規劃」案。 
(七)遊客守則未訂罰則、保證金及業者

連帶責任等，以達遏止效用。 
遊客守則一般以規勸、建言之方式研擬，

並無法令效力，相關國家公園罰則可依循

「國家公園法」，或請管理處訂定相關管

理規則，使遊客及業者嚴格遵守。 
(八)後送醫療的部分目前只針對駐軍；

若有遊客後，後送問題需加以解決。 
已補充第五章第三節旅遊服務與安全計

畫。 
(一)限制因子缺乏法規限制，如公務上

的設施是否可以提供，以及政府財產管

理問題。 

旅遊發展限制分析已補充政策法令之限

制，並說明政府財產管理問題。 

(二)建議增加成本估算，應將整個遊程

所負擔金額詳細列出，而非僅列出交通

費。 

已補充於 p.112 課程成本估算。 

(三)p.188 頁將軍用機場轉換為民用機

場，應考量開發建設的標準不同，以及

現實面因素的可行性。 

已與民航局相關課室訪談詢問軍用機場

轉換為民用機場之可能性及相關作法，補

充說明見 p.118-119。 
(四)p.134 環保署已停止離島的焚化爐

補助，焚化爐設置須再考慮之。 
遵照辦理，已刪除。 

許 書 國

課長 

(五)報告書文字及用詞需修正，如：海

茄冬學名有誤等。 
遵照辦理，已修改。 

(一)東沙環礁國家公園未來發展的旅遊

並不符合生態旅遊的定義，也不適合做

為生態旅遊的發展點。此外，島嶼遊程

不應侷限在登島之後才開始，建議可以

參考愛琴海等地區的島嶼旅遊規劃，從

登上船開始規劃，享受海洋行旅、調整

心情，同時也可以減少國人對於搭船的

抗拒。 

已補充說明。 余 澄 堉

課長 

(二)本計畫需有許多配套服務，但本處

為行政機關，而海巡署也有其法定任

務，均不適提供此類服務。建議本於商

業經營和使用者付費等原則，將這些配

套服務委託經營。如政策指導發展東沙

旅遊，建議以國家公園事業型態詳加規

劃設計，循通盤檢討程序納入國家公園

計畫，俾資遵循。 

由於國家公園目前無法進行民間參與等

各種方案，因此本階段並無針對配套服務

委託經營之內容進行探討。而就使用者付

費原則，對遊客收取費用並無不妥，在其

他國家公園也有相關案例可作參考，如：

玉山國家公園排雲山莊之住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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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意見 辦理情形說明 
(三)報告建議變更東側海岸部分特別景

觀區為遊憩區，按遊憩區係指適合各種

野外育樂活動，並准許興建適當育樂設

施及有限度資源利用行為之地區，考量

當地環境條件似有未宜且海域分區亦

未有配套規劃，此節建議再詳酌。 

已修正，詳第四章第二節。 

(四)反登陸樁及反空降設施見證台灣的

歷史特殊境遇，饒具軍事風情，非有危

及人員安全之虞，不宜輕言拆除之。 

顧及安全考量，仍建議拆除多數反登錄樁

之設施，保留少數作為展示之用。 

(五)另外期末報告中文字段落有疑部分

如下，請查正： 
(1)第 1 頁，有關德班協議的論述與 the 
Durban Accord 英文版(請參考世界保育

聯盟官網)有出入。 

已修正。 

(2)第 31 頁，line fishing 譯為延繩釣似

有未妥。 
已修正。 

(3)第 49 頁圖 49 之圖說有誤，建議修正

之。 
已修正。 

(4)第 81 頁，金槍魚為大陸慣用語，指

鮪魚類，而東沙環礁海草床有關鮪魚的

報導甚少，是否為「金梭魚」之誤。 

已修正。 

(5)第 114 頁提及洗砂工程，建議詳加補

述何謂洗砂工程及其理由。 
為提昇沙灘景觀品質，已修正字眼為淨

灘。 
(6)第 120 頁等處提及「24 噸之貨輪」，

與現狀似有未符。 
已修正。 

(一)建議第 82 頁旅遊發展潛力分析，補

充成 SWOT 分析，可增加內在劣勢、外

在威脅分析。 

已補充至 p.93。 

(二)承載量部分過度樂觀，須調整。 已修正。 

陳 國 永

課長 

(三)第 108 頁高級潛點需考慮海流影響

遊憩安全之問題，設點位置須修正。 
參考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計畫之內容，實際

設點可行性，需經專業探勘方可確立確切

位置。 
(一)p.115 頁軍事管制區，名詞需修正。 已修正為軍事核心區。 
(二)請更正 p.122，鋪面之材料名稱為透

水磚。 
已修正。 

徐 韶 良

秘書 

(三)解說牌之 logo 及材料應回歸東沙國

家公園管理執行，區分政府機關、業者

及遊客是否適宜。 

標誌素材本計畫以銀河歡為素材，僅因考

量外來種移除後將其有效利用，管理處可

作最後採用決議。 
至於區分政府機關、業者及遊客係因和生

態旅遊發展直接關聯者為此三者，但前期

操作規範對象以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及

遊客為主，待設施較為完善及發展穩定

後，再導入旅遊業者，文中並針對各角色

所應具備之態度及辦理之事項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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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意見 辦理情形說明 
(四)成本分析應將直接及間接成本做完

整分析，以供參考。 
生態旅遊經本計畫評估，近期仍應以保育

為主，並開始進行環境整備，目前僅就可

能需負擔之旅遊成本加以分析，環境教育

課程成本估算詳見 p.112。 
(五)軍用轉民航對環境的影響為何？回

到生態旅遊面向進行考量。 
已與民航局相關課室訪談詢問軍用轉民

航之相關作法，補充說明見 p.118-119。
但礙於每個機場特性不同，並無一致之規

範，因此，若要得知機場規劃對環境之影

響，需民航局企劃組及場站組現勘後，纔

能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一)如何以在不增加相關單位負荷之情

形下規劃。 
已降低遊客承載量，近期仍以保育為主，

不開放生態旅遊，待環境整備完成，才逐

步開放生態旅遊遊客進入，並以包機方式

上島，同時載運並負責所需餐飲，以不增

加相關單位之負荷下進行。 
(二)承載量部份請再予探討 
(1)實質承載量：要包含駐軍等人數，所

估遊客量是否太多。 
(2)生態承載量：衝擊在哪裡，如污染等

需多加分析。 
(3)設施承載量：餐廳、住宿、等食住行

實質增加設施的經費需估計。 

已重新評估遊客承載量。 
由於目前島上無遊客，因此僅就未來遊憩

活動可能之影響因子進行監測，有關環境

監測項目詳見第五章第六節環境監測計

畫。 
未來若開放生態旅遊初期為使用現有設

施，視執行成果再逐步開放，非一次大規

模進行建設，加上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內之

設施利用以減量為主要原則，對既有設施

再利用及活化，因此對於設施建設之經費

無法一次概估。 

鄭 肇 家

副處長 

(四)7~8 天的遊程規畫，是否太長？夜

間活動規劃較不足。 
因工作假期特性較為不同，與國外案例相

較仍屬較短之天數，且可配合班機安排。

另已補充夜間活動。 
(一)第三章第一節有關東沙環礁國家公

園之資源資料，有誤或資料已過舊，請

予以更新。 

已修正。 解 說 教

育課 
 

(二)遊程規劃上用詞需修正，以符合生

態旅遊實質意義。 
已修正。 

一、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之經營管理以海

洋資源保護區為導向，國家公園計畫雖

具有提供國民遊憩服務之功能，但仍以

資源保育為優先。 

遵照辦理。已調整報告規劃方向及用詞。

二、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內之設施利用以

減量為主要原則，對既有設施再利用及

活化應為主要，故有關發展生態旅遊之

限制面分析宜再深入討論，以做為本處

未來規劃生態旅遊時之參考。 

遵照辦理。 

決議 

三、本次期末審查結果，原則同意通

過。請受託單位依審查委員及本處出席

人員意見做修正，並依合約相關規定辦

理後續事宜。 

遵照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