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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的社區發展已由 初的硬體工程建設，轉向邁入軟硬兼施的社區營造

工作。可隨著經濟開發所伴隨而來的環境惡化議題，國際間已將「永續發展」

列為重要討論項目，社區生態旅遊在被大力推廣之下，也成為社區永續發展的

重要策略。但究竟社區推動生態旅遊的成果如何？又對當地帶來了何種影響與

改變？是否又有助於社區的永續發展？卻仍較少人進行論述。 

本研究主要利用深度訪談，透過 5 位曾參與社區生態旅遊推動的工作者，

瞭解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後對在地社區產生之影響。並進一步從工作者身上瞭解

其推動動機、歷程、困境與解決策略等，期許能為日後的工作者帶來參考。 

而根據本研究發現，目前推動社區生態旅遊之社區，在經濟面上的確可為

社區帶來額外收入，並使居民共享經濟利益。但卻仍無法成為穩定獲利的社區

產業。在社會面上則可達到增加居民認同與凝聚，提升居民參與並且傳承社區

在地文化。而在環境面上，雖可改善社區環境與風景，提升居民對環境意識，

但推動過程中也可能會打擾生態。 

因此可以看出，雖然社區已逐漸將在地經濟、社會及環境等議題共同納入

考量，但由於社區自身在經濟上尚無法達到永續，且尚未能夠影響社區多數人

共同參與，在模式上也難達到 初政策之預期，故離社區永續的 終目標，仍

有一段道路。 

關鍵字：社區永續、社區工作、社區生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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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Taiwan has transformed from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the initial stage into the work of community building that 

encompasses both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features development. Nevertheless, 

as the environmental issue emerges along with the tren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en an important discussion topic globally; 

community-based ecotourism, therefore, is being promoting with great effort, which 

also becomes a significant strategy in regards of commun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ever, what kind of results that communities actually achieve by promoting 

ecotourism? What sorts of impacts and changes has it brought to the local area? Is it 

helpful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in question?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that few has tried to answer in the past. 

 In this research, in-depth interviews are conducted on 5 individuals that have 

participated in promoting community-based ecotourism, so as to get to know the 

impact on the community after promoting community-based ecotourism. 

Furthermore, initial motives, process during the work,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and 

their solutions are also included in the interview, in hope to serve as the references in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the discoveries of this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side, currently 

communities that are promoting ecotourism can indeed bring extra income that can be 

enjoyed together by community’s residents; however, ecotourism still fails to become 

an industry in the community that induces stable profit. On the social side,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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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tourism can reach the targets of enhancing residents' identity and cohesion, as well 

as increasing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and passing down local cultures in the 

community. On the environmental side, although the environment and landscape in 

the community can be improved and resident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can also be 

raised,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ecotourism may also cause disturbance to the nature 

ecosystems. 

 With these, in regards of community-based ecotourism, one can see that 

communities have gradually taken local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to consideration. Nevertheless, communities still cannot be economically 

sustainable by themselves,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residents have not been involved in 

the participation; in addition, it is difficult for their operation patterns to meet the 

initial expectation within the policy statement. For the final target of community 

sustainability, therefore,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Key words: Community Sustainability, Community Work, Community Based 

Eco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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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的社區發展可追溯至 1968年所頒佈的「社區發展工作綱要」，迄今已

歷經將近 50年的努力，讓象徵著草根力量的社區發展組織，開始有了不同程度

的改變。除過去的讓居民深入瞭解自己所在社區的文史采風外，也擴大到人文

歷史與城鄉環境；並由 初的硬體工程建設轉而邁入軟硬兼施的社區營造工作

（吳明儒、劉宏鈺，2011）。 

然而仰賴單一活動，或經由專家、決策者規劃的社區營造工作，無法完全

實現居民需求，並缺乏一套系統幫助社區達成經濟、社會、環境與人文的永續

均衡發展，因此隨著經濟開發所伴隨而來的環境惡化問題，國際間已普遍將

「永續發展」列為重要討論項目（陳依靈，2017）。 

而根據陳盛彰（引自游申芳，2012）之定義，認為社區永續發展係指「在

發展同時，以不造成現有與未來自然資源破壞、在符合社會正義及公平的原則

下，讓人類能夠將自然資源持續使用，並考量經濟、社會與生態三種不同面

向。透過各項技術的運用，有限且充分地善用現存自然資源，使自然資源能永

遠為人類所使用，調配過去、未來，與經濟及環境間的衝突，在不影響後人的

生產為前提，滿足當代人的各項需求」。因此可以看出，在發展的同時如何與

環境和平共處，使有限資源不至耗竭，是永續發展的重要核心理念。 

隨著永續理念的盛行，在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推動下，也開始出現利用生態

旅遊發展，推動觀光及地方產業，藉以達到社區永續的案例，如：山美社區所

推動的達娜依谷生態旅遊、桃米社區所推動的生態村，在台灣均享高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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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透過生態旅遊方式，不僅能增加經濟收入為居民提供工作機會，也能降低

社區人口外流並提升旅遊服務品質（王明元，2013）。且因對旅遊地自然生態

衝擊較小，又能兼顧社區經濟發展，在經濟與環保間取得平衡，成為各方接納

的社區永續發展模式（林躍龍，2008）。 

而所謂生態旅遊，根據 Kutay（1989）之定義，認為是在自然區域中，規

劃出選定的遊憩區域和欣賞的生物資源，藉以提升當地居民知識、技能與生活

品質。隨著社區發展與生態旅遊的結合，開始有更多人將社區視為主體，發展

出以社區為基礎的生態旅遊概念，透過居民參與的原則來推動生態旅遊，以期

達到社區生態永續經營的目標（吳弘揚，2013）。 

且社區生態旅遊與一般旅遊商品之差別，在於當地社區支持與參與，促使

社區居民能在生態旅遊的開發過程中獲得利益，透過經濟的回饋與受益，藉以

獲得當地居民支援（黃昭通、羅紹麟，2013）。居民參與生態旅遊的規劃與管

理，不但可以增加居民對規劃方案的支持度，同時可加強居民對當地自然資源

保育的認同感。 

隨著生態旅遊在台灣被大力推廣成為了社區永續發展的重要策略。然而，

對於那些規劃生態旅遊遊程的社區，其 初的規劃動機為何？是否真正考慮過

社區的永續發展？推動過程又運用哪些策略來凝聚社區意識與共識？又面臨了

哪些挑戰？是如何的克服？且又推廣的結果如何？是否真確實為社區帶來永續

的發展機會？上述的種種疑問，促成研究者選則此主題進行研究的動機。 

  

 



 3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探討社區生態旅遊，是否確實為社區永續發展帶來了新機會。

預期透過本研究的整理，檢視社區生態旅遊對當地社區帶來的影響。因此社區

在規劃及思考社區生態旅遊時，是否曾考慮過社區永續發展觀點？並是否透過

事先良好規劃才能獲得較好成果？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問題之一。 

而在發展生態旅遊的過程中，當地社區資源之多寡，及與社區自身居民、

文化和內部權力之關係，皆有可能促使工作者在發展階段中面臨不同的困境與

挑戰；然而工作者如何去回應？又運用了哪些不同社區工作方法或策略，藉以

克服上述等種種因素，卻仍鮮少有人去討論與描述。並且社區發展的核心要素

仍然是人。因此，如何促使社區居民參與，共同為推動生態旅遊努力？又如何

克服推動過程所遭遇的困難，是本研究主要探討的問題之二。 

後，社區究竟推動生態旅遊的成果如何？及為當地社區帶來何種影響與

改變？是否有助於社區的永續發展？這些是本研究主要探討的問題之三。 

因此，為了更近一步瞭解社區生態旅遊模式，是否有助於社區永續發展，

本研究以發展生態旅遊之社區工作者，如社區發展協會之理事長、當地社區之

組織成員為主要研究對象，並提出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工作者推動社區生態旅遊之動機。 

二、瞭解工作者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的過程，及其主要面臨的問題、困境與解決

策略。 

三、瞭解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對社區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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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將研究結果提供目前在社區服務之社區工作者進行參考。 

而根據上述之研究目的，整理出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問題如下： 

一、社區發展社區生態旅遊的動機為何？是否具備社區永續發展理念？ 

二、社區如何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其中又可以分為哪些不同階段？ 

三、社區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的過程中，其所面臨困境與挑戰為何？如何解決？ 

四、社區推動生態旅遊的成果如何？是否有助於社區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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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分成三個小節。第一節旨在瞭解社區的概念意涵，並從文獻整理

探討社區永續觀點及要素；第二節則針對台灣的生態旅遊發展進行討論，包括

生態旅遊定義、在台的發展脈絡、社區生態旅遊及不同研究所整理的發展歷程

等；第三節則就社區參與、社區工作及工作模式概念進行說明。 

第一節 社區與社區永續 

一、社區之概念 

翻閱多數有關社區的研究，不難發現研究社區首先必須解釋的概念，即為

如何去定義社區（Community）。在社會工作當中，所謂社區無疑是一個服務

場域，在具有相同議題的群眾下而產生（陳家豪，2010）；且根據 Hawley

（1950）的看法，認為社區是居民彼此互相關聯，生活大致相似，透過日常的

活動參加，讓地區居民能夠形成為一體的場域。當面對外部關係其共識程度能

強烈到具備共同體的性格，就可被視為具備法人人格團體及共識的社會單位，

可看出既非空間或地域，也非公部門體系一環，具有其獨特特性（陳其南，

1995）。 

目前在社區的概念上，參考不同研究對於社區的論述，可發現離不開這三

項基本要素：「（1）一群人、（2）一定的地理範圍、（3）人的社會性，含括

其居民意識、內部關係及行動之總稱（蔡宏進，2005，頁5）」。因此就算同住

同一地理區域，若缺乏意識，也無法算作一個社區，社區應指同一範圍內，具

一定共識或相同行動的群體（陳其南、陳瑞樺，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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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有關社區的討論增加， Hillery（1955）將社區的具體構成提出了四項

基本條件，其中包括：人民（people）、地方（place）、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及認同（identification）。徐震（1980）則整理了不同研究的論

述，從居民、地區、共同的關係、社區的組織與社區的意識等，進一步將社區

的構成分為五大要素，分別概述如下： 

(一) 居民（人）：居民是社區構成的首要要素。若一個社區沒有人居住，即使

重新規劃或建築大量房屋也不可稱之。且要了解一個社區，可以先從居民

開始，透過分析居民性別、年齡、信仰、學歷、工作、收入等，瞭解社區

居民的共同利益與需求，以及如何喚起他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因為社區

發展是以「人」為發展目標。 

(二) 地區（區域、空間）：社區的地理要素，是由周遭自然地形、天然資源、

交通、在地公共設施及建築等所構成。 

(三) 共同的關係（文化）：社區具備相似的文化背景，如語言、信仰、風俗、

習慣等，構成了社區的共同關係。 

(四) 社區的組織（團體）：社區居民因為共同關係而形成的社會組織，藉以達

成共同目標，即「每一個社區即是一個社會」。 

(五) 社區的意識（認同）：指居住在相同社區的人，因對社區有心理上的認同

進而產生同屬感，這種同屬感即可稱之為社區意識。此意識構成了居民參

與社區活動的主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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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社區之定義，主要依據內政部（引自全國法規資料庫，2014）於

1999年所頒布的「社區發展工作綱要」將社區定義為：「係指經鄉（鎮、市、

區）社區發展主管機關劃定，供為依法設立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發展工作

之組織與活動區域」。 

二、社區永續意涵 

隨著近年來永續發展的綠色思潮，社區的發展工作也由傳統的經濟成長，

轉向合理、公平，兼顧環境容受力與地方風格塑造的社區永續發展政策（李菁

菁、劉惠元、張蘭畹，2001）。 

而根據 Green & Haines（2008）對社區永續的定義，認為社區永續是一種

概念、方法或生活方式，必須在發展的同時考量社區經濟、社會與環境，讓社

區能在發展同時在地環境的永續經營及成長。 

吳綱立（2007）則認為，社區永續是透過充分利用自然資源、居民參與及

社區治理，藉以極小化自然資源利用，達成 少廢棄物產生的目的，使得在地

及未來居民，與自然環境間皆能維持永續性地發展。而李永展（2006，頁259）

則認為「社區永續係指在社區內民眾、組織與其利害相關人等，藉由完善的資

源與環境管理、合理的諮商決策流程及良好的溝通及運作等方式，使社區具有

下列特質： 

(一) 自然生態：生物多樣性。 

(二) 人文生態：文化多樣性。 

(三) 生態建物：節能、節水、綠化、美化、無害、健康、方便、實用的小康型

之生態建成環境，重視廢棄物的循環再生、可再生能源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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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態交通：發展以人為核心之環境影響低的、高效益的生態型交通網絡、

交通工具與交通方式。 

(五) 生態生產/消費：從生產與消費的環節，降低對環境的破壞與影響，以及能

源的消耗。 

(六) 生態旅遊：根據『生態旅遊白皮書』的定義，生態旅遊是『一種在自然地

區所進行的旅遊方式，強調生態保育的觀念，並以永續發展為 終目

標』。符合此定義的生態旅遊，必須透過解說引領遊客了解並欣賞當地特

殊的自然與人文環境，提供環境教育以增強遊客的環境意識，引發負責任

的環境行動，並將經濟利益回饋造訪地，除藉以協助當地保育工作的進行

外，亦可提升當地居民的生活福祉。」 

且以生態旅遊作為永續目標的推動方法，顏綺蓮、陳美惠（2016）認為生

態旅遊須與傳統文化結合，著重遊客環境教育與解說服務成效，建構重視生

態、保育之住宿環境，使在地資源能永續利用，且將利益回饋在地居民，並使

在地居民可充分參與、決策，減少發展過程中之衝突及阻力，建構生態旅遊規

範，才能落實永續發展之目標。 

然而，社區居民要由傳統的社區營造理念，轉向「永續」、「友善大地」

等新價值，不僅是觀念上要改變，更要能產生集體的行動，才足以讓社區永續

的目標成真。換句話說，必須要有「關鍵的多數」而非僅只是少數的改變，才

足以讓「永續」成為社區發展的新目標（曾旭正，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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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發現，社區永續是對傳統社區營造追求經濟效益的反思，它關注

在地居民生活變化、社區經濟穩定及利益公平分配（Hamstead  &  Quinn,  

2005）。將社區在地環境之容受力納入考量，促使社區內部環境、經濟及文化

資源能夠永續利用。而生態旅遊在其中被視為一種達到社區永續的手法，透過

鼓勵居民主動參與社區事務及生態保育工作，使社區因分享保育資源而受惠

（邱鈺惠 ，2012），讓「永續」成為社區發展的新目標。 

可目前在文獻上，仍較少探討社區生態旅遊對社區永續發展影響的研究。

因此本研究將在下一節針對台灣的生態旅遊發展進行討論。來瞭解生態旅遊定

義、在台灣的發展脈絡、社區生態旅遊及其推動歷程等。期待能透過本研究，

藉以瞭解社區生態旅遊是否確實對社區的永續發展提供了新機會。 

  

 



 10 

第二節 台灣的生態旅遊發展 

一、生態旅遊之定義 

早期的生態旅遊係指人們回歸大自然，遠離緊張繁忙、競爭激烈以及喧嘩

吵雜的大都市，到大自然中去參與旅遊、休憩、探險、攀登高山或觀賞熱帶雨

林動植物等不同的活動（張坤明，2015），透過上述等不同方式，藉此減少對

於自然資源不當的使用，同時重視當地居民參與及福祉（蔡書玄，2007）。而

雖然生態旅遊的概念至今仍缺乏統一界定，但在目標上都離不開促成地方社區

的生態永續發展。 

而 Hetzer 則於 1965年 早提出生態永續發展的概念，目的取代傳統旅

遊，提倡出一種結合生態的旅遊方式（ecological tourism），強調各界須重新審

視文化、教育及旅遊三者間關係，並提出以下四大原則：（1） 小化對當地文

化及環境之衝擊、（2）善用在地資源與文化，設法產生 大經濟效益、（3）

給予旅遊 大期望並極小化衝擊、（4）使遊客參與後能獲得極大滿足（引自邱

鈺惠，2012）。並且在生態旅遊上， Honey（2008）認為，生態旅遊應具有下

列七點特質：（1）深入自然勝地的旅遊、（2）確保生態系統傷害降到 低、

（3）建立遊客及社區民眾對環境的保護概念、（4）協助建立自然保護、研究

及教育基金等機制、（5）對當地民眾提供經濟助益及援助、（6）尊重當地的

文化、（7）支持地主國提倡民眾權力及民主運動。 

因此可以看出，生態旅遊目的是在確保不造成環境生態的破壞之下，除了

為地方帶來 大的經濟效益之外，也使得參與的遊客能獲得體驗上的滿足，與

傳統的商業旅遊行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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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研究上，目前生態旅遊的研究多從活動觀點或產業觀點來探討，前者

說明了參與生態旅遊的遊客所進行的活動，後者則較偏向供應導向，認為生態

旅遊是一種兼顧環境均衡與經濟發展之工具（林佳璇，2012）。且根據 Ross 

and Wall（引自蔡書玄，2007）所提出之生態旅遊架構，認為只有當地方社

區、自然資源與旅遊活動此三者間能彼此互利，才是以社區本位主體之生態旅

遊成功的關鍵，可以看出，旅遊活動與自然資源保育間的工作是否能夠成功，

同時也取決於當地居民與自然資源，及當地居民與旅遊活動，和旅遊活動及自

然資源保護間的協調，見（圖1）。換言之，只有在規劃及推動生態旅遊的過程

就一起考量及兼顧社區永續的目標，避免破壞自然資源，才能達成社區永續發

展的目標。 

 

 

圖 1 

生態旅遊架構圖 

資料來源：蔡書玄（2007） 

環境守護 

永續資源利用 

發展地方經濟 

創造文化價值 

收入帶動保護 

教育與價值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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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的生態旅遊發展 

台灣的生態旅遊發展， 早可追溯至 1980年代，在國家公園內所出現的導

覽解說及旅遊活動。隨著國際的發展，在 1990年代，開始有國家公園，亦或者

地方生態保育團體，藉由環境體驗及生態解說，推廣生態旅遊行程，且在 1995

年之後，開始出現了少數專門針對生態旅遊所進行的行程規劃（交通部觀光

局，2002）。但直自 2002年，政府才開始有相關生態旅遊政策的實施，如制定

生態旅遊白皮書、核定「2002生態旅遊年工作計畫」、宣布 2002年為台灣生態

旅遊年等，各級政府機關也才開始積極推動（賴鵬智，2010）。 

而根據黃躍雯（2011）針對台灣生態旅遊發展所進行之研究，將台灣的生

態旅遊發展分為三個時期，分別為萌芽時期（1980 年代～1999 年）、交通部

觀光局推展時期（2000～2003年）與內政部國家公園推展期（2004～2009

年） ，茲分別論述如下： 

(一) 台灣生態旅遊萌芽期發展歷程（1980 年代～1999 年）：隨著戒嚴的解除

及國民旅遊的興起，開始讓許多列入軍事禁地的高山海防地區，隨著政令

放寬管制。地方社區開始出現推動的組織，並由居民擔任生態導覽人員，

解說著當地的生態與文化資源。知名的景點，如：嘉義縣的達娜伊谷、宜

蘭縣的無尾港、新竹縣的司馬庫斯、南投的桃米社區等。除了地方的努力

之外，學界及公部門從 1990 年代以來，對生態旅遊論述也開始變得很活

躍，在公部門的林務局、內政部國家公園局、交通部觀光局，也都各有相

關文章的發表或研討會的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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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通部觀光局對生態旅遊政策的制定與推動（2000～2003 年）：觀光局在

本時期對生態旅遊的相關工作，約可分為以下三項，其一，協助成立民間

組織─「中華民國永續生態旅遊協會」，以便推動官方不便直接承攬的業

務（例如收費出團等），在該階段內，至少辦理超過六次以上的示範性生

態旅遊活動；其二，辦理旅行社業者、NGOs 的教育訓練。由於觀光局仍

較偏向大眾觀光的思惟，還是認為遊客該是由旅行社及相關業者帶引，所

以應該多多加強業者有關生態旅遊概念的教育訓練，藉此集結更多能辦理

生態旅遊的旅行社，俾達到一定的經濟規模；其三，加強行銷。由於觀光

局認為，生態旅遊是小眾市場，通常比較屬於地方性的活動，媒體興趣不

高，有必要倚賴行銷; 但辦活動（events）的行銷手法，卻也招致不少負面

的評價。 

(三) 內政部國家公園當局對生態旅遊政策的制定與推動（2004 ～ 2009年）：

2004 年元月正式接棒的國家公園當局，主要的工作約略有三項：一、先由

各地方研提適宜的生態旅遊地，再由中央開會審查，一旦選上則會進行輔

導;二、由國家公園當局成立生態旅遊輔導團，再由該輔導團赴各獲選之生

態旅遊地勘查，並給予改善意見;三、在每一年度輔導完成後，舉辦一次輔

導成果發表會。國家公園是希望透過輔導，使得被選上的生態旅遊地的環

境空間及服務品質能有所改善，遊客能在解說過程體驗大自然，感受到旅

遊的深度，獲得較高的滿意且願意重遊。不過 終目的，還是希望地方政

府也能動起來，使得生態旅遊的推動，成為區域發展的一環。 但由於機關

結構與制度的問題，使得整個生態旅遊雖有「輔導」，但成效不太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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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至 2009 年之後，隨著政黨輪替，台灣生態旅遊政策相對不再積極。

直至 2017 年，交通部觀光局才再次宣布為生態旅遊年，列出 42 條生態旅遊

行程，並制定「Tourism 2020 台灣永續觀光發展策略」（林珮萱，

2017），鼓勵國人參與生態旅遊行程，生態旅遊相關政策才再次被凸顯。  

而除上述所提到主要推動機關外，在生態旅遊政策執行單位上，也包括

如永續會、教育部、農委會、環保署、退輔會、原民會、文建會、青輔

會、客委會、研考會等不同政府部門。且根據林晏州、鄭佳昆、林寶秀

（2008）針對內政部營建署、交通部觀光局及行政院農委會之生態旅遊計劃

研究顯示，其中在政府部門以農委會的計畫經費支出 高，並歸納整理出不同

政府單位對生態旅遊之定義如下： 

(一) 內政部營建署：生態旅遊為一種提升在地居民福祉之旅遊方式，透過前往

自然資源地進行旅遊，使利益能回饋旅遊地。並以尊重當地文化為前提，

使遊客對旅遊地能深入了解及認知，並對自然資源保育、抑或是保存工作

產生負責任之態度。 

(二) 交通部觀光局：生態旅遊為一種以永續發展為前提，在自然地區所進行之

旅遊活動。強調生態保育觀念，除協助當地保育工作進行外，同時考量在

地居民之生活福祉。在活動上常包含環境解說及環境教育，讓遊客能瞭解

和欣賞當地之特殊自然資源與人文環境，使遊客產生負責任的環境行動，

並將經濟利益回饋造訪地。 

(三) 行政院農委會：生態旅遊為一種保存當地獨特自然、歷史文化資源，所進

行之旅遊方式。強調對環境及生態之負責任態度，且經濟收益必須對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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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之居民有所貢獻，在達到永續發展的同時，設法減少旅遊活動對當地

所帶來之負面衝擊。 

可以看出，在生態旅遊的定義上，雖然三者皆強調經濟收益必須對當地之

居民有所貢獻，但目前以行政院農委會對生態旅遊的定義， 為貼近社區永續

之精神。即如何透過了解及保存當地社區資源，在為社區帶來新發展的同時，

也減少對當地的負面衝擊。且以推廣行程上來看，行政院農委會所推動之農村

小旅行，多以社區為主體進行生態旅遊行程規劃，其收益較能回饋整體社區。 

三、以社區為發展基礎的生態旅遊 

隨著生態旅遊已成為國人新興的旅遊型態之一，結合保育、商業經營與社

區發展的「以社區為基礎的生態旅遊」模式也開始在台灣受到重視，並讓許多

社區對永續發展抱著想像與期待（潘佳琦，2013）。 

而根據陳美惠（2016）對以社區為發展基礎的生態旅遊（Community Based 

Eco-Tourism Management, CBEM）定義，認為是將在地社區及生態旅遊的理念

結合，從社區的人、文、地、產、景著手，調查在地具稀少性、獨特性資源，

透過環境的教育、巡守及監測，和妥善遊程規劃，達成自然與人文資產的永續

發展。不僅強調以社區為核心，亦同時強調提升當地社區生活品質及生態資

源，被認為是較能推動地區永續發展的策略（吳宗瓊，2007）。 

且社區發展生態旅遊，不僅可幫助保有在地文化和維護自然生態，亦能達

到旅遊業永續發展的目的，社區權力也將隨著社區培力而增強，（引自林浩

立、陳朝圳、林鴻忠，2013）。此外，張建萍（2008）更認為，社區參與旅遊

主要有以下四個優點：（1） 在經濟面，社區參與居民可直接從旅遊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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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旅遊面，透過參與到旅遊活動中，能傳遞社區在地文化並增加吸引力、

（3）在社會面，發展旅遊活動的同時能促進在地社區發展、（4）在環境面，

為社區在地的環境保育提供了強大動力。然而，生態旅遊的發展仍有賴於社區

內部網絡關係的支持。因此，賦予社區發展重要利害關係人一定的權利，使社

區成為他們的責任，或許可成為提升社區參與生態旅遊發展的誘因，並以「社

區心理擁有感」為核心，從經濟、心裡、社會與政治等不同面向進行論述，其

簡述如下（曹晉誠，2017）： 

(一) 經濟賦權（economic empowerment）。觀光旅遊能為社區帶來長期的經濟

利益，包括實質硬體建設的改良與軟體服務升級。 

(二) 心理賦權（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社區居民獲得外部觀光客對在地

文化、自然資源、與傳統知識的肯定，進而提升社區民眾自信。這進一步 

可以引導居民追求教育與訓練機會。通常會發生在位居社會底層的住民，

包括婦女與年 輕族群，可望因社區營造而提高就業機會，進而提高專業職

能與社會地位。 

(三) 社會賦權（social empowerment）：隨著社區發展逐步帶動經濟與觀光效

益，社區團體可望爭取更多政府機構資源，挹注在特定社區產業的價值鏈

升級與轉化上。 

(四) 政治賦權（political empowerment）：社區營造經常由特定社會團體發動，

進而能代表社區發聲，並逐步能參與重要資源的配置決策。簡言之，參與

（Participatory）、漸進（Incremental）、合作（Collaboration）的整合為社

區營造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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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雖然以社區為發展基礎的生態旅遊具有以上好處，但根據陳欣雅

（2011）的研究指出，以社區為基礎的生態旅遊發展，容易因為利益分配不均

及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而在社區內部產生社會衝突。居民缺乏參與公共議題

及與公部門協商的經驗，面對意見分歧容易缺乏耐心（薛怡珍，2010），參與

人數不足，及生態與旅遊收益間的關係薄弱等因素，也都限制社區生態旅遊對

地方保育和經濟發展上的貢獻（Kiss，2004）。 

因此李瑞儀（2010）認為，在發展社區生態旅遊上，必須以社區居民利益

為優先考量，以「在地為主，外力為輔」和「由下而上」的思維進行操作，並

可透過社區產業或宗教信仰，強化居民認同與參與，並增加居民對生態環境、

保育之認知，促使產生行動，使社區具備團結與行動力。政府則適當修改相關

法令，落實與社區之伙伴關係，並肯定社區維護資源之貢獻，協助導入非營利

組織協助社區生態旅遊的發展（黃昭通、羅紹麟，2013）。 

然而在文獻上，由於目前仍缺乏整理不同社區在發展生態旅遊階段時所面

臨的關鍵議題。因此若能整理過去不同研究對社區發展生態旅遊的階段歷程，

瞭解其不同時期的工作推展及方法等，或許能減少社區發展生態旅遊過程的阻

力，並為社區的永續發展帶來貢獻。 

四、社區生態旅遊發展歷程之相關研究 

在社區發展生態旅遊歷程的相關文獻上，陳美惠、李來錫、王相華、蘇倍

以（2008）曾以社會網絡分析法針對社頂部落進行社區生態旅遊發展研究，並

根據其共識凝聚的過程，提出了以下的生態旅遊發展歷程，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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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態旅遊發展期別 

發展週期 主要議題 

磨合期  

由於剛開始發展，此時期社區居民的態度多採觀望心態，等著看

生態旅遊是否會成功，因此如何讓社區居民感覺發展生態 

旅遊計畫能實現，顯得相當重要。若是無法讓居民認同生態 

旅遊會成功，則發展工作將更為艱難。 

準備期  

本時期 重要的是凝聚社區的共識，其次則為培訓社區居民的能

力。由於在磨合期所進行的準備工作，如組織調整、生態 

資源調查與家戶拜訪等，已逐步完成，下一個面對的問題即是如

何導入遊客，也就是要提供什麼服務給予遊客。因而本期 

工作便是討論如何將生態旅遊予以實行並進行準備，因此社區居

民共識更顯的重要。 

試辦期  

本期開始運作生態旅遊服務，因此亟待解決各工作小組配合，與

遊客導入後所遇到的問題;而各工作小組所遇到的問題，可能需

要與其他小組做協調，或是小組內部需要進行協調工作分配等。 

資料來源：陳美惠、李來錫、王相華、蘇倍以（2008）。 

洪郁捷（2015）則利用 Butler（1980）所提出的旅遊地區發展週期模型進

行重置，並將發展階段分成探索、參與、發展、鞏固與停滯等不同階段，進行

桃米社區生態旅遊的觀察，其個階段相關指標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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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旅遊地區發展週期 

發展週期 主要議題 

探索階段 
遊客數量少，且缺乏相關硬體設施提供給遊客，遊程的設計 
主要以自然與文化吸引力為主。 

參與階段 
居民開始參與旅遊發展，並有公部門的相關經費投資，開始 

出現如廣告、基礎設施，產生旅遊市場。 

發展階段 
遊客開始快速成長 ，形成成熟的旅遊市場，並出現人造吸引物

取代自然與文化。 

鞏固階段 成長速度緩和，擴大廣告延長旅遊季節性與拓展新市場。 

停滯階段 遊客人數達到高峰，旅遊地不再流行於重遊遊客、會議遊客。 

資料來源：洪郁捷（2015）。 

廖婉儒（2011）則在其研究中，以國內三個社區本位的生態旅遊發展案例

進行分析，並歸納出了五大社區本位生態旅遊之發展歷程，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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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社區本位之生態旅遊發展歷程 

發展週期 主要議題 

社區面臨生計

危機階段 

轉型的動機大多是社區面臨了生計危機迫使原有的生活方

式可能難以持續，出現了生活窘迫的情形。生計危機的形成，

可分為自然危機與人文危機等兩個面相，分述如下： 

1. 自然危機：如社區生活環境日漸惡化以致影響生計或遭逢

重大天災摧毀家園。 

2. 人文危機：社區人口老化與外流、鄰近地區商機活絡、社

區面臨反吸與退化，及鄰避設施於當地選址等。 

確立核心資源

與展開保育 

行動階段 

由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的轉換關鍵，就是社區意見領袖的 

出現，此意見領袖可能為社區菁英、返鄉服務的青年才俊或

村里長等角色。社區意見領袖有鑑於社區自然或人文環境的

惡化，開始鼓吹與倡導居民保育觀念，並開始依據社區所處

的地理條件或居民的在地知識等，審視社區中各類環境 

資源， 後確立出達成社區共識的核心自然資源。 

設立生態園區

階段 

當社區在核心資源的經營管理與保育行動的努力上頗有 

成果時，居民會開始訴求保育行動執行時的正當性或合法

性。因此在設立生態園區之後，社區居民就會開始面臨一些

課題的探討，例如園區範圍內相關規範的研擬、違反規範的

處理機制與執行的正當性、園區收費與否及票價制定考量或

是居民及組織內部對各項決議的爭議與取捨等都是會面臨

的課題。 

發展生態旅遊

計畫階段 

在此階段值得注意的議題是外界專業輔導團體的轉變，因為

此時社區已從單純的自然資源保育行動逐漸轉為以從事 

生態旅遊為主的社區，開始需要有外界協助社區做市場 

定位、目標客群的鎖定或營業額設定等專業的服務。 

永續經營階段 
當社區發展生態旅遊到達成長期或成熟期時，就無法避免面

對產業化的課題， 通常會出現內部和諧及外部競爭的問題。 

資料來源：廖婉儒（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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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惠（2016）則以屏東墾丁的社頂部落為例，整理出社頂部落如何以社

區營造為操作手法，發展出社區生態旅遊，並逐步拓展到全屏東各區，成為屏

東地區社區生態旅遊的效仿對象，整理如表 4 所示： 

表 4 

屏東生態旅遊之社區營造模式 

發展週期 主要議題 

社區總體資源 

調查 

開始著手挖掘生態旅遊特色，從社區的人、文、地、產、景進

行調查，並與在地居民討論具在地性、稀缺性及獨特性之資

源。 

居民及組織 

培力 

開始發展一套具組織分工、有策略、方法的經營管理模式。透

過不斷地溝通、培養居民共識及進行專業培力，開始建立出

一套團隊規範或公約，作為團隊內部管理以及相關人員的行

爲依據，使社區能持續產生行動。 

遊程規劃設計 

開始著手進行社區生態旅遊的設計，包含如遊程規劃、解說

服務等。透過討論出一套服務標準，使社區生態旅遊運作，其

各項服務皆能維持相當之水準，並進行後續遊程品質維護或

新產品的設計。 

建立與維持經

營體系 

開始尋求其他專業合作，並往永續經營目標邁進。因為社區

生態旅遊所涉及的專業相當廣闊，如社區營造、產品研發、行

銷推廣、服務流程，甚至是經營管理等。建構過程中需要不同

產、官、學的專業合作，因此若能在社區實踐的同時，尋求其

他團隊的輔導或陪伴，將有助社區生態旅遊長期穩健的發展。 

資料來源：陳美惠（2016）。 

因此在整理上述研究後發現，社區在發展生態旅遊過程中，通常經歷以下

三種不同工作階段，包含：（1）組織居民參與、（2）規劃遊程設計，以及

（3）社區生態旅遊永續經營等。並且在社區生態旅遊發展模型上，雖然有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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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研究者提出不同生態旅遊發展模型，然而真正能從社區營造觀點帶入，

並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發展的架構仍占少數。且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過程中，許

多工作事務是透過尋求居民對於社區發展議題的看法及意見來進行規劃（石明

政，2011）。因此必須要有健全的組織運作，及其他不同的工作推展，需具備

不同專業知識，透過與社區居民的共同努力，才能使社區生態旅遊運作正常

（劉建男，2010）。 

因此為回應本研究主題，期待能透過社區工作方法將社區推動生態旅遊的

歷程、困境與解決策略進行整理。本研究除採納陳美惠（2016）所提出的生態

旅遊之社區營造模式架構外，也在之後的章節中針對社區參與、社區工作文獻

進行整理。並期許能透過後續的深入訪談，來瞭解不同階段中，工作者使用了

哪些社區工作方法促使目標能有效達成及提升居民參與。而其中又碰到了哪些

困難與挑戰，並探討後續為整體社區所帶來的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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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區參與及社區工作 

一、社區參與的概念 

台灣近年來雖然因為民主意識高漲，民眾開始涉入保育區規劃與管理的相

關經驗，不過本質上多半是由上而下的「執行」社區參與，以至於社區參與仍

多流於形式的會議，或是只局部參與計畫的某階段，無法全面性的參與目標規

劃、資源分配、評估與監測，並真正藉由社區意識形成由下而上的決策過程

（朱淳懿，2010）。 

所謂社區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與「民眾參與」、「公民參

與」、「社會參與」或「市民參與」（citizen participation）有類似意涵，在以

影響政府政策或執行的前提下，社會大眾所產生的自性行動（引自張坤明，

2006）。因此社區參與的主要精神包括由下而上、民眾參與和地方自主，強調

「社區賦權」（community empowerment）的概念，由社區居民依據本身的資源

條件，透過討論建立共識，共同決定社區的發展。因此所謂的社區賦權，只是

將社區居民應有的權利歸還給社區居民，而不是國家將權力賦予社區居民（劉

建男，2010）。且社區參與是一種社區行動，居民因為期待居住之社區有更美

好的發展與願景，願意主動參與各種社區中的活動，並投注人力、物力、財力

等資源於社區事物中，表示對社區的關切與關心，進而影響社區的未來發展、

滿足自我需求及提升生活品質（蔡宏進，1985）。參與的範疇含括各種面向：

如社區環境、在地景觀、環境生態、人文培育、 經濟發展、休閒育樂、社會安

全與秩序，以及福利照顧等非屬個人隱私的社區事務，並關注社區內居民之生

活、生存與生計（廖俊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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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昌泰、洪鴻智、陳金貴（2002） 則將社區參與的內涵進一步分析，並歸

納為六大部分，其分別敘述如下： 

(一) 社區是一種自然形成的自然範疇，一個滿足地域內居民需求的基本單位。 

(二) 社區參與是一種動力，體現在社區的改造與活化。基於共同的生活經歷與

歷史文化的傳承，願意自發性地參與周遭環境的改造。 

(三) 社區參與是自發性且自主的民主過程。政府必須賦予人民公共政策制定與

決策之權力，並營造參與機制的平等機會。 

(四) 社區參與核心是對居民社區的認同感，其集體意識凝聚必須強大到如生命

共同體一般。 

(五) 社區參與會有多元的互動型態，是居民植基於其社會角色、地位、階層、

任務分工與彼此相互依賴的社會結構。 

(六) 社區參與的成果有助整體國家發展與社會進步，並由社區居民彼此共享。 

Thomas（1995）則在其研究當中，整理出常見的社區參與方法，以下包

括： 

(一) 關鍵接觸：由於初期工作者對社區內部角色並不熟悉，因此透過社區關鍵

重要人物的接觸，是 簡單的參與方式。在台灣，社區內部關鍵角色可能

為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以及村、里長等。 

(二) 公共會議：召開公共會議，常成為當社區居民需要廣泛參與時的選擇。以

西方國家為例，只要明確將召開時間、地點與討論主題在適當地點公布，

幾乎就能順利地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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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顧問委員會：成立社區顧問委員會，是社區參與常見的重要參與形式。但

該委員會之成員代表性須充分，否則決策之正當性容易受到質疑。 

(四) 公民意見調查：調查社區內部居民的意見及態度，但必須使意見能夠充分

表達出社區居民的觀點或態度，因此要注意樣本的隨機性。如：社區議題

問卷調查、社區會議投票等。 

(五) 公民接觸：透過社區民眾與政府官員的直接接觸，提供地方建設意見。雖

居民意見多著重於特定的議題，但仍具代表性。 

(六) 協商與調解（negotiation and mediation）：容易引發不同團體的爭論議題，

因具有利害關係，如：是否興建賭場、高速公路、垃圾掩埋場、大型超級

市場等。須透過調解機制化解兩造雙方的爭議或衝突，也是解決爭議的好

方式。 

此外，一個社區參與的實踐，需透過一連串的行動來促成，並維持有機、 

自主的社區組織（吳弘揚，2013）。這些行動有： 

(一) 工作團隊的組成：社區參與的工作往往需要長時間的投入，工作團隊成員

可以說是社區工作成敗的關鍵。不論在默契、生活習俗、作息規律及工作

共識等都需要謹慎處理，建立彼此間的溝通合作基礎。 

(二) 確認社區參與的目標：社區參與的工作有時涉及廣泛議題，因此如何釐清

目標，把問題癥結找到，提出可行的執行方案，藉以解決社區當前面臨的

問題，也是在工作當中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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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社區共識：社區參與的工作可幫助社區形成對公共議題的共同點。但

公共議題本來就是多維、多元及多重價值的，因此可藉由專業團隊介入，

協助社區居民建立共識。 

(四) 建立與社區的互信和互動：社區參與的工作決策必須公平公正，訊息提供

必須完整。決策的公開透明，資訊的傳遞，以及成員的信用，是達到社區

認同和共識相當重要的一環。此外個人對社區要有責任感，工作團隊的誠

意和認真的態度，是社區參與成敗的關鍵因素。 

(五) 持續性的社區參與：社區參與的工作需要長時間的經營，要能持續規劃、

設計、經營和管理，藉此達成社區的發展。持續的參與也包括社區成員，

必須視自己為社區的一份子，積極的、自主的來不斷改善與提升社區環境

品質。 

綜合以上的論述，本研究將社區參與定義為，居民願意主動參與各種社區

活動，透過不同的討論方式，如召開公共會議，亦或者是進行公民意見調查，

藉以建立社區共識，實現對居住之社區更美好的發展。在行動上，則必須有具

體的工作目標及團隊組成，透過持續性的參與來改善社區品質。 

也因此，本研究將在後續透過深入訪談，瞭解社區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的

過程中，其居民的參與情形與工作方法，並進一步進行整理。 

二、社區工作之定義 

社區工作被視為社會工作三種助人方法，一般係指與人們一起工作，透過

共同參與行動，針對服務對象需求或關心議題，帶來改變。並發展出一套工作

方案，且社區工作者多關注於改變社區的專業知識，如：解決社會問題、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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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鄭如雅、李易駿，2011），是一種在專家協助下的改變，強調由專家來動

員，扮演核心角色來組織及引導居民改變。 

再者，社區工作的對象通常是那些處於困境及有需求的社區，可能是落

後、沒落或者是遭受壓迫，在該社區的居民認為有改變的必要、願意為改變而

付諸的行動狀況下（李易駿，2012），工作者在其中運用社區工作方法，提供

其專業知識與福利服務，以滿足在地居民需求或解決社區問題。工作模式主要

根據社區工作者對社區問題的假設、目標與工作原則等衍生而來，即社區工作

者在為社區提供協助時，可以參酌不同社區的情況，進而運用不同的工作模式

來協助社區民眾解決問題及提升社區能力（陳福期，2016）。 

至於所謂的社區能力， Chaskin, Brown, Venkatesh, and Vidal（2001）認

為，體現在以下等四個不同面向，如社區意識、成員承諾、問題解決的能力及

資源的可獲取性等。是經由非正式的社會過程，如人力、組織、與社區資本的

互動，或存在於它們之間的社會網絡，及社區一部分或更大的體系來運作，可

作為改善、維持社區福祉，或解決集體問題的方法。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 社區意識（sense of community）：成員間彼此共享的價值、規範、願景

等，反映出彼此的連結程度及對環境的認知。 

(二) 成員承諾（commitment）：對於在社區內所發生的事情，不同個人、群體

或組織其負責程度。 

(三) 問題解決的能力（the ability to solve problems）：社區需扮演關鍵的角色，

將規劃與執行的方案，化承諾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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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源的可獲取性（access to resource）：在瞭解社區既有資產的狀況下，有

能力連結外部資源，藉以達成社區的發展。 

蕭文高（2007），則進一步將不同研究對於社區工作的論述進行整理，認

為社區工作的內涵是： 

(一) 一種多面向（multiple approaches）的工作方法：社區作為一種實務場域，

有其所發揮的社會功能。在以社區為基礎的架構下，其不限於社會服務、

教育、文化、住宅、農業、治安或是健康之任一特定項目，有著多面向的

需求，而為了滿足不同民眾的需求，需要多元的工作方法。 

(二) 強調跨領域的專業角色：工作者必須依照社區當前問題與能力，透過合作

的方式決定其所採取的角色及介入之程度。因而往往在專業領域上，不僅

包含社會工作，還包括其他如教育、文化、經濟、衛生、建築等。 

(三) 著重公私部門間的互動關係：並非所有的社區，都有足夠的能力維特內部

系統的平衡運作。政府必須依照不同類型的社區，跟民間部門（包括社區

本身）進行整合與合作。即使政府的政策往往被視為是阻礙社區自主的成

因。 

而在社區工作的實務上，李易駿（引自林勝義，2015，頁225）認為，社區

工作的實施，應包括以下等不同階段，如：（1） 起步階段（含開始前準備

期、進入社區與瞭解社區、整理社區資訊）、（2）執行階段（含組織居民、提

出初步工作方向、形成合法組織、發展計畫、執行計畫）、（3）維持與擴張、

（4）永續擴張。賴兩陽則認為社區工作的進行，應包括：（1） 認識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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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組織社區、（3）社區服務規劃、（4）社區方案執行、（5）社區方案績

效評估等不同步驟（引自林勝義，2015，頁225）。 

綜合以上的論述，本研究將社區工作定義為，是對於處於困境及有需求的

社區，在社區居民認知到有改變的必要情況下，一種在專家協助下所產生的改

變。透過運用多種不同的工作方法，來協助社區民眾解決問題及提升社區能

力。在步驟的進行上，參考李易駿的論述，應包括起步階段（含開始前準備

期、進入社區與瞭解社區、整理社區資訊）、執行階段（含組織居民、提出初

步工作方向、形成合法組織、發展計畫、執行計畫）、維持與擴張以及永續擴

張。等不同過程（引自林勝義，2015：225）。 

因此，本研究將在後續瞭解社區推動生態旅遊的過程，是否能區分不同階

段？及其階段重點為何？面臨了哪些困難？又對社區產生了哪些影響？ 

三、社區工作模式說明 

社區工作模式以 Rothman 所提出的三大實務工作模式 為廣泛使用，在

許多的書籍當中也以此作為對社區工作模式的介紹，包括地方發展模式、社會

計畫與社會行動模式（引自林明禛，2013），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 地方發展模式（Locality development）：地方發展也稱社區發展，面對相

對沒落及資源送抵不易的偏遠地區，社區工作者透過發掘、利用在地優勢

及資源，協助找到可發展目標，使居民能從疏離到彼此互相扶持，形成人

與人之間的互動、討論和關懷，並組成團體。且在社區發展中，社區目標

與行動方案，是透過社區民眾的參與而決定，藉以達到解決社區問題，與

改變社區等目的（賴兩陽，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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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計畫（Social planning）：社會計畫模式指社區中存在實質社會問題，

如犯罪、貧窮、失業、污染等，而需要專門的社會規劃師（Social 

planner）協助社區界定問題（林萬億，2015）。因此在社會計畫模式內，

社會工作者非專家的角色，而是視解決問題所需，連結相關領域之專家、

團隊，案主則屬於「純服務使用者」，依靠專業人員解決問題。 

(三) 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社會行動模式則藉由過程的倡導、公開，促使

爭論議題的具體化，透過組織受到壓迫、 剝削、忽視或制度不合理對待的

人們，對社會做合理的權益與保障要求。因此在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

強調喚醒居民對被壓迫事實之覺醒，進而採取改革行動，突破既有權力結

構所帶來的束縛與不公平，以彰顯自身權利與地位（引自陳家豪，

2010）。 

透過上述研究可以發現，社區工作模式會因為不同的社區問題、工作目標

而有不同的使用策略。然而社區永續發展是以「永續」為前提，以此作為社區

發展的新目標，使社區居民能獲得生活品質上的改善。並從社區資源分析，到

進而發展一系列服務方案的過程，與 Rothman所提出「地方發展」工作模式符

合。 

因此本研究採納 Rothman所提出的社區工作模式架構，試圖深入瞭解不同

社區工作者在此模式下的工作手法，作為日後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工作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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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章節首先說明質性研究的特性與其適合採用的原因，再來則介紹資料的

蒐集過程、研究對象選取與測量工具， 後則針對研究的嚴謹性，與如何處理

研究倫理議題進行說明。 

第一節 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是基於對社會現象的假定，重視「動態」與「意義」，認為社會

現象的真實是在與環境不斷互動的過程建構而來，因此會受時空、文化情境，

及當事人在事件脈絡下的價值信念所影響，再者質性研究認為現象與主體間的

主觀詮釋，是獨特、有意義的，能夠透過資料蒐集進一步探索（簡春安、鄒平

儀，2004）。可以看出，質性研究重視現象及行為的發生過程，透過串聯現象

之間的關係，生動地刻劃出研究現象的整體全貌，使得閱讀者擁有社會事實再

現的經驗 （潘淑滿，2003）。並根據 Neuman（引自潘淑滿，2003，21-23）

的觀點，認為質性研究具有下列特質：「 

一、重視社會脈絡：在生活情境中解讀任何的社會行動。 

二、個別研究的價值：針對特殊性與代表性個案進行深入、多元及廣泛的資料

蒐集。 

三、研究者的誠實：由於質性研究的不可驗證與不可重複性，導致真實性常遭

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質疑，故強調研究者的誠實。 

四、以建構理論為目標：運用歸納邏輯，以歸納、比較、對照與分類出概念或 

理論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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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過程和時間順序：重視事件和行為發生的先後次序與關係，以便系統性、 

組織性地呈現出意義。 

六、意義的詮釋：以研究對象為主體來看待社會世界，並藉以詮釋現象、事件

和情境之意義。」 

因此可以說，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不能以自己的意思去界定研究對象所

賦予的意義，而是要透過研究對象的思維來理解，掌握研究對象意識中生成的

意義，如此對闡述的事情才能達到透徹理解（吳靖國，2010）。 

而由於本研究之問題，無法脫離社區工作者所處的社會環境與脈絡，尤其

在不同經營理念、地理條件與資源限制之下，不同社區在生態旅遊的發展上有

著不同工作方法，難以用量化的研究方法瞭解。且研究目的，在於瞭解工作者

在推動生態旅遊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挑戰及解決策略；並探討其對社區永續

發展是否有所影響，這有賴於社區工作者的主觀詮釋，因此採用質性研究方式

較為適切。 

此外，在社區發展上，即使工作者共同遵從永續發展之理念；但由於不同

的地理條件與資源限制，社區意識及參與等，也都影響著社區能力。因此不同

社區能力之下，其發展生態旅遊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挑戰與解決策略也有所

不同，必須有賴於社區工作者的經驗詮釋才能深入瞭解。 

因此在無法深耕社區，對社區生態旅遊理念、遊程及過程所遭遇問題進行

全面瞭解的狀況下，採取質性研究方式，來瞭解受訪者的脈絡和內在想法較為

適切。藉此從研究對象本身，瞭解其對於社區生態旅遊效益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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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一、研究場域的選取 

本研究旨在瞭解社區生態旅遊藉以達成社區永續發展目的的可能性。因此

在研究場域的選取上，在比較不同政府部門對於生態旅遊的定義，及歸納不同

政府部門所推出之生態旅遊行程，選擇有向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提出農村

再生計畫並實際推動社區生態旅遊之台北市、新北市社區進行便利取樣。 

農村再生計畫為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為促進整體農村永續發展及活化

再生，藉以實現提升農村人口質量、創造農村就業機會、提高農村居民所得及

改善農村整體環境等不同政策目標所制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2018）。在具體推動策略上，包括：「 

(一) 由下而上：以農村社區居民為主體，結合農業生產、產業文化、自然生態

及閒置空間再利用等發展需求與資源條件，確立未來發展共識，並建置中

央與地方政府分工合作及督導機制。同時由政府以由上而下方式協助，並

透過跨域合作平台，協調有關單位共同投入，以發揮資源整合效益。 

(二) 計畫導向：透過培根計畫，以永續經營概念引導社區提出整體發展願景，

並以農村社區整體建設為主，研擬農村再生計畫，建設兼具現代生活品質

及傳統特質之農村。 

(三) 社區自治：統籌政府資源及民間力量，循序輔導社區落實在地治理，並鼓

勵社區訂定公約，自主管理社區營造成果，維護特色景觀與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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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軟硬兼顧：強調人與心靈的再生，重視在地文化與技藝之傳承和創新，營

造適宜人居之生活空間，維護生態環境；運用減的哲學，達成減災難、減

髒亂點、減破敗屋舍、減閒置空間的目的。」 

因此，可看出「農村再生計畫為農村社區『由下而上』意識的具體表現與

作為，推動農村居民共同參與農村基礎環境綠美化、農漁村生產及生態環境之

調查與整理，結合政府、專家與農村、民間組織力量，達成農村環境綠美化、

產業活化、生態保育等農村整體環境改善工作，邁向活化再生及整體農村永續

發展之方向（新北市政府農業局，2018）。」 

因此在瞭解上述農村再生計畫計畫的發展脈絡後，研究者在研究場域的選

取上，為實際瞭解社區工作者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行程當中的真實經驗與感

受，所選定訪談社區至少符合下列原則： 

(一) 參與農村再生計畫之台北市、新北市社區 

(二) 在農村再生計畫申請書內，規劃有社區生態旅遊發展者 

(三) 該申請計畫之執行年限即將將屆滿或目前已執行完畢之社區 

終依照上述條件，選擇了淡水忠寮社區及士林溪山社區進行研究。並將

社區基本資料及其參與農村再生計畫當時之現況分析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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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淡水忠寮社區 

1. 社區位置 

忠寮里地理位置如圖 2，全里基地位於淡水東邊中央偏北山區，區內少有

大型平地，大都屬於梯田地形，屬淡水區全部 42 個里內，人口數較少的里

鄰，全區土地總面積大約 3.133 平方公里（農村再生歷程整合平台，

2019a）。 

 

圖 2 

淡水忠寮社區位置圖 

資料來源：農村再生歷程整合平台（2019a）。 

2. 社區申請農村再生計畫時之人口統計 

忠寮社區至 2011 年約有 402 戶，人口統計 1,288 人，包括:男 731 人，

女 557 人，如表 5。目前實際居住社區者大都是 60 歲以上居民，60 歲以下

之青壯年實際居住者少，大都寄居在外，形成老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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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忠寮社區申請農村再生計畫時之人口統計 

年度 鄰數 戶數 男 女 總人口數 

2011 13 402 731 557 1288 

資料來源：農村再生歷程整合平台（2019a）。 

3. 忠寮社區申請農村再生計畫時之現況分析 

忠寮社區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前，所面臨之現況分析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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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忠寮社區申請農村再生計畫時之現況分析 

優勢 劣勢 

1. 人力資源齊全，擁有士、農、工、 

商各方人才 

2. 社區內部居民凝聚力強，且關鍵

人物無私 

3. 自然文化資源豐富地理環境好，

擁有多位名人祖先 

4. 水質優良適合種植與灌溉，營造

親水環境 

5. 有機農業經營有成，已成為業界

模範 

1. 缺少大型平地難以舉辦大型活動 

2. 公司田溪到處有垃圾，邊坡坍塌

影響景觀及安全 

3. 廢水及汙水沒有相關設施處理，

汙染水質也影響空氣品質 

4. 古蹟破舊，古厝所有權人分散，不

易整合重建 

5. 休耕農地比例居高不下。休耕地

噴灑農藥，居民缺少生態觀念。 

6. 居家環境缺整體規劃，居民美學

常識不足，影響社區外在美觀 

7. 缺乏足以養家活口的產業，年輕

居民很難長居社區。 

機會 威脅 

1. 政府積極推動農村再生計畫 

2. 公司田溪沿岸生態豐富，能吸引

居民及外部遊客 

3. 接近大台北都會區，容易吸引 

國內外觀光客到此 Long Stay 

4. 有機耕作小有名氣，有助增設 

生態體驗園區，提升產業收入 

5. 社區屬於滬尾休閒農業區，有利

擴展休閒農業，提供生態教育 

1. 參與再生計畫社區多，社區目前

缺乏特色，不易吸引遊客 

2. 沒有規劃完整休閒景觀或生態

區，難以營造社區亮點 

3. 社區內部道路不足，只要有活動

交通就打結 

4. 社區內就業機會很少，年輕人口

比例過低，整體生產力不足 

5. 冬季多雨季過長，影響作物生產

與休閒活動設計 

資料來源：農村再生歷程整合平台（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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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士林溪山社區 

1. 社區位置 

溪山社區位於士林東北方，鄰數劃分為十鄰，人口約 1474 人，幅員廣

大，面積大部分屬於山坡地，總戶數 449 戶，全區面積約為 7.7 平方公里，

為士林區第二大面積，三分之二面積規劃為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如圖 3

（農村再生歷程整合平台，2019b）。 

 

圖 3 

士林溪山社區位置圖 

資料來源：農村再生歷程整合平台（2019b）。 

2. 社區申請農村再生計畫時之人口統計 

溪山社區至 2011 年約有 449 戶，人口統計 1,474 人，包括:男 785 人，

女 689 人，如表 7。但青壯年人口多為上班族，對於社區發展及生活環境之關

注多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故與農村人口流失及高齡化問題大同小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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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溪山社區申請農村再生計畫時之人口統計 

年度 鄰數 戶數 男 女 總人口數 

2011 10 449 785 689 1474 

資料來源：農村再生歷程整合平台（2019b）。 

3. 溪山社區申請農村再生計畫時之現況分析 

溪山社區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前，所面臨之現況分析如表 8： 

表 8 

溪山社區申請農村再生計畫時之現況分析 

優勢 劣勢 

1. 擁有豐沛、乾淨的水資源 

2. 位於國家公園，自然生態豐富 

3. 擁有健全社團組織 

4. 有機農業初步推廣有成 

5. 人口無外流 

6. 居民教育程度高 

1. 居民社區意識、凝聚力尚不足 

2. 農業人口年齡偏高 

3. 對社區歷史不瞭解 

4. 空間閒置或缺營造 

5. 美學、環境素養不足 

機會 威脅 

1. 鄰近臺北市市區 

2. 緊連故宮文化圈與 

3. 國家公園生態圈 

4. 交通便利、大眾交通 

5. 系統便捷 

1. 假日外來車輛過多 

2. 遊客戲水烤肉製造水污染 

3. 遊客停留時間過於倉促 

4. 有三條潛勢溪流 

資料來源：農村再生歷程整合平台（20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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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的選取 

而瞭解完研究場域之後，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所

選定之訪談對象須符合下列原則： 

(一) 實際推動社區生態旅遊之地方組織成員。 

(二) 實際參與推動社區生態旅遊之在地居民。 

(三) 執行行政院農委會所推動農村再生計畫之地方政府人員。 

並在閱讀完農村再生歷程整合發展平台所提供資訊後，研究者選擇了符合

條件，且較具有資訊豐富度及代表性之樣本，例如：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

作為主要訪談對象，並視研究資料是否達到資料飽和度，邀請 1- 2 位在地居

民，以及政府專家進行訪談。 

三、研究對象資料分析 

在完成上述的篩選之後，研究者透過事前的約訪，選取有意願接受訪談的

研究對象進行訪談。在每次訪談前，研究者會透過事先提供研究參與同意書

（附件二）或電話說明本次研究主題、動機與目的，在獲得受訪者同意後，親

自前往社區進行訪談。訪談過程中全程錄音，並使受訪者在獲得充分資訊下後

簽署研究參與同意書，爾後才進行資料蒐集。部分考量居民接受訪談的便利性

下，會以電話形式進行訪談。但每次訪談前，研究者會清楚讓受訪者知道本次

研究目的與進行方式，在告知其權利及義務後依據不同對象提供訪談大綱 （如

附件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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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 後共計訪談五位研究對象，主要為參與社區生態旅遊之社區發展

協會理事長、在地居民及執行農村再生計畫之地方政府人員，其對象特性整理

如下，見表 9： 

表 9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編號 性別 教育程度 
參與/服務 

社區年資 
職稱 角色 

P1 男 國中 10 理事長 推動者 

P2 男 高中 6 理事長 推動者 

P3 男 大學 4 執行策劃 參與者 

P4 男 大學 7 活動企劃 參與者 

P5 男 大學 4 技術員 公部門 

根據受訪者資料表，本研究依照不同分類敘述特性如下： 

(一) 在性別上：共計五位男性受訪者，受訪者以男性為主體。 

(二) 在學歷上：大學學歷者有三位，且主要以參與者為主。推動者學歷普遍為

高中以下，共計兩位。 

(三) 在參與/服務社區年資：參與/服務社區年資普遍落在四年以上（資歷深），

長則為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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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社區職稱：主要包括理事長兩位，執行策劃、活動企劃各有一名，以及

技術員一位。 

(五) 在參與角色：主要包括推動者兩位、參與者兩位及公部門執行單位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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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一、訪談大綱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的訪談設計，主要依據研究題目、研究目的與問題、

文獻探討內容等來擬定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再利用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資料

蒐集，讓研究對象能較為系統的將社區發展生態旅遊的動機、過程與工作方法

進行完整的描述， 後則依據不同研究對象的回應進行追問，使整個發展脈絡

能更為豐厚。 

在訪談大綱的設計上，研究者主要針對參與社區生態旅遊發展的社區發展

協會理事長、當地居民及公部門人員進行設計（見附件三、四、五）。附件三

訪綱的設計主要以理事長作為主要對象。內容旨在瞭解當初推動社區生態旅遊

動機、過程中的工作方法及後續對社區所帶來的影響等，作為未來有志進行社

區生態旅遊發展的工作者參考。 

在附件四的訪綱設計上，則旨在了解居民參與動機及期待，並瞭解過程中

主要面臨哪些問題及如何解決，並藉由實際居住在在地居民的觀點，驗證社區

生態旅遊對社區所產生的影響。 

後則是附件五的設計，旨在瞭解公部門當初推動農村再生計畫計畫的背

景、動機與政策目標。並藉由實際訪談，進一步瞭解公部門在協助社區發展生

態旅遊的過程中所扮演角色及遭遇問題， 後則是由公部門的觀點，瞭解公部

門對於社區發展生態旅遊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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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說，不同的訪綱設計是依據不同人員在社區生態旅遊中所扮演的

角色而考量。並期許能從更多元的觀點，進一步系統性的去詮釋社區生態旅遊

對社區所產生的影響。 

二、研究者 

在質性研究的過程當中，研究者本身即為研究工具之一，研究結果將不可

避免地受到研究者的價值和詮釋的影響。且研究者與受訪者的互動也會讓研究

過程不停地變化，研究者必須藉由不斷地延伸詢問以更深入瞭解受訪者的行為

脈絡和內在想法，而受訪者也會透過深度的對談，用更寬廣多元的角度來反思

及詮釋自身的經驗（潘淑滿，2003）。 

研究者在大學時主修企管、輔修社會工作，並曾在不同的草根社區組織，

進行了兩次為期二個月的社會工作實習；也在資訊業財團法人工讀期間，實際

考察了不同社區所發展的生態旅遊遊程，因此對於社區工作與生態旅遊等相關

技術、知識，皆具有一定的認識與瞭解。 

且在研究所期間，曾修習社會工作理論、社區工作、進階社會工作研究方

法與質性研究等不同課程，並透過文獻閱讀來增進自己對於社區工作、社區永

續發展及生態旅遊的相關知識。 

綜合以上的論述，研究者認為目前已具備一定的社區工作、生態旅遊基礎

知識和研究能力。 

三、錄音設備 

在徵得受訪者同意後，訪談內容將透過錄音設備進行記錄，以便作為日後

謄打逐字稿使用，使資訊的取得能夠更為嚴謹與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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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訪談筆記 

在訪談時，研究者會隨時將當下的想法與反思進行紀錄，並在訪談後撰寫

重點摘要，以便作為資料分析的參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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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資料處理與分析 

質性研究的資料分析，是透過研究者自身的觀察與體驗，對受訪者的個體

主觀經驗、意義做出詮釋，透過分析歸納，在原始資料上由下而上將資料重新

歸納，並建構出分析類別（陳向明，2002）。因此在資料處理與分析，研究者

參考潘淑滿（2003）所提出的質性研究概念化過程，將資料分析的編碼與建構

分為三個步驟， 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 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研究者透過反覆對照與比較，不斷地閱讀由

受訪者詮釋後所形成的概念化資料，並將資料當中不同的概念賦予意義和

進行歸納，使其概念意涵能更精準明確，如表 10。 

(二) 主軸性編碼（axial coding）：研究者為進一步找出概念間彼此的關聯性，

因此針對具有共通性、差別性概念進行整理。透過檢視概念間彼此的周延

性、共通性和互斥性，進行更進一步的歸納與分析，藉此建構本研究中的

主軸類別如表 11。 

(三) 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當主軸類別完成發展，研究者針對和研究

主題相關的主軸類別進行選擇性編碼，透過整合、分析與歸納，找出其中

的意義和解釋，歸納出理論性命題，呼應本研究所探討之目的，如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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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開放性編碼示例 

文本摘要 意義理解 概念 

我們農村現在大部分都是老人，那  

沒有年輕人進來。因為整個農村都  

是老人家，老人家就是會老、會離開… 

社區目前多是老人，需要新的

產業或方法改善此問題 

人口 

高齡化 

傳統農耕農藥會用比較多，像殺蟲劑、

除草劑會用比較多，造成生態會比較

差  

社區採用殺蟲劑、除草劑，

造成生態污染  

內部環境 

污染 

婆婆我都認識很久了，那個媳婦都外來

的，如果在長期待在那個家裡面，變成甚

麼東西？說甚麼一定是婆婆說了算，婆婆

常常唸東唸西…如果帶她來參加活動…

至少婆婆跟媳婦的關係能夠改變 

社區內部存在婆媳問題，希望

能透過社區活動改善 

既有存在 

人際議題 

表 11 

主軸性編碼示例 

概念 類別 

人口高齡化 

社區問題所促發的改變 內部環境污染 

既有存在的人際議題 

參加政府單位訓練 

受到外部影響所產生的意識覺醒 

來自好友的分享與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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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選擇性編碼示例 

類別 主題 

社區問題所促發的改變  

社區生態旅遊的推動動機 

受到外部影響所產生的意識覺醒 

能提升社區認同及結合興趣專業 

改變傳統由上而下的社區發展模式 

二、研究嚴謹性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的嚴謹性常採用可信賴性、遷移性、可靠性和可確認

性等四個不同向度來檢測信效度（潘淑滿，2003），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 可信賴性（credibility）：為促使研究參與者能充分、安心地接受訪談，研

究者透過營造合適的訪談氣氛，使參與者能放心的對談。遇語意不清或有

疑慮之處，也會與參與者進行核對。在資料搜集上，為維持資料的正確

性，會藉由錄音工具進行逐字稿謄打，確保能充分理解受訪者所想表達的

內容，且為避免文本分析的過程中出現斷章取義的狀況，將盡量真實呈現

參與者的訪談內容，以確保研究中的可信賴性。 

(二) 遷移性（transferability）：為促使後續的研究者或閱讀者能充分獲得資

訊，研究者會針對受訪者的個別回應進行深入追問，透過厚實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技術，針對研究現象做整體式、情境式且動態過程的描述，

藉以評估結果是否能應用於其他情境，使成果能更為豐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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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可靠性（dependability）：為促使研究成果更為可靠，本研究透過說明研究

過程、定期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及尋求其他口試委員、專家意見等，使

研究成果能更為可靠。 

(四) 可驗證性（confirmability）：為確保研究的產出可被檢驗。研究者曾分別

於司邁爾社區營造發展協會、臺灣世界展望會、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等進行實習。除深入瞭解社區工作方法之外，也實地勘查不同社區之生態

旅遊遊程，對於社區工作及社區生態旅遊發展具一定程度之認識。此外，

也將持續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依照研究計畫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以專

業且客觀的立場來進行研究，並檢核其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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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倫理 

本研究者旨在探討社區生態旅遊是否能藉以達成社區永續發展目的。由於

在發展過程當中，社區難免面臨內部意見衝突或不合的情形，為避免涉入衝

突、不同間的社區比較與受訪者不願意分享等狀況，本研究將遵守以下等倫理

原則進行資料蒐集。遵守研究倫理不僅可使研究者自身感到「良心安穩」，維

持好的關係品質，珍惜研究對象所提供的經驗、意見與想法，事必躬親且保持

隨時反思，亦可提升研究品質（陳向明，2002）。 

一、告知後同意 

為確保研究參與者能充分理解本研究意義和目的，研究者會在邀請時主動

提供預先擬好的研究參與同意書與訪談大綱，並同時告知研究主題、預計訪談

內容與資料保密及匿名原則等。在訪談前，也會當場再次說明，確認簽署研究

參與同意書後，才進行訪談。 

二、欺騙和隱瞞 

本研究主要探討藉由社區生態旅遊，以達成社區永續發展目的之可能性。

雖然研究者曾在不同的社區組織實習，但不做社區之間發展優劣的成效比較，

僅以單純的研究生進行論文研究的立場與觀點進行訪談，著重於研究所產出的

價值與社會意義。 

三、隱私與保密 

研究當中凡具辨識性的資訊都將以匿名方式編碼處理，除了研究者與指導

教授之外，其餘有關研究參與者的資訊、訪談內容皆不對外公開。在完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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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後，為善盡對研究參與者的保密倫理，凡所涉及到的個人資訊與訪談檔案

也將銷毀。 

四、互惠關係 

為感謝研究參與者對社區工作理論、知識與實務的建構及提升。訪談結束

後，研究者將提供給研究參與者現金 300 元做為回饋，同時也將在研究者取得

碩士學位後，提供完整的論文資料以供社區組織參考，以答謝研究對象的參與

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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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 

本章針對研究結果分成三節。第一節旨在認識社區的動機與期待。第二節

則針對社區生態旅遊的發展過程區分成不同階段，並針對社區在推動過程中所

使用的方法、執行中所碰到問題進行系統性地整理。第三節則敘述在推動社區

生態旅遊後對當地社區所產生的影響及對於其他社區的建議等。 

第一節 社區生態旅遊推動動機與期待 

本節旨在瞭解社區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的動機與期待。依據受訪者的回答，

將推動動機區分為：（1）社區問題所促發的改變、（2）受到外部刺激所產生

的意識覺醒、（3）能提升社區認同及結合興趣專業、（4）改變傳統由上而下

的社區發展模式等不同來源。而在期待上，則從（1）經濟面、（2）社會面、

（3）環境面與（4）政策面等不同層面進行系統性整理。 

一、社區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動機 

本段主要從受訪者不同角度出發，旨在瞭解社區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動機，

依據受訪者的回答，區分為：（1）社區問題所促發的改變、（2）受到外部刺

激所產生的意識覺醒、（3）能提升社區認同及結合個人興趣、專業、（4）改

變傳統由上而下的社區發展模式等不同來源。 

(一) 社區問題所促發的改變 

在社區問題所促發的改變動機上，社區內部目前主要面臨的高齡化、環境

污染和既有存在的人際議題，成為推動社區生態旅遊所主要想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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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口高齡化 

農業逐漸蕭條及社區人口高齡化的趨勢，成為社區普遍面臨的困境。因而

需要新的產業來吸引年輕人回流。如：受訪者 P1 及 P2 皆表示目前農村社區多

數為老人且面臨沒有年輕人進入，產生農業逐漸蕭條的困境。 

「台灣的農村佔大比例，但是農業蕭條，所以怎麼樣把環境保護好，

怎麼樣讓農村社區不要再蕭條掉…怎麼樣讓年輕人又回鄉…所以為甚

麼會有生態旅遊這個部分？是因為產業在轉變，人口會老化…

（P1）」 

「我們農村現在大部分都是老人，那沒有年輕人進來。因為整個

農村都是老人家，老人家就是會老、會離開。所以人口會越來越

少，然後人口老化越來越嚴重，農地就會荒廢，很可惜。

（P2）」  

2. 內部環境污染 

社區內部受到環境污染，希望改善社區環境，也成為了推動社區生態旅遊

的動機。如：受訪者 P1 所居住社區，在一開始面臨社區內的水污染問題，成為

初回鄉及改變動機。受訪者 P2 則希望能減少當地社區居民對農藥的使用。 

「當初我回來是因為我的堂兄他說水不乾淨……所以我就開始來介

入…例如垃圾桶不要隨便放，流動廁所不要隨便放…清到現在好多

了。（P1）」 

「傳統農耕農藥會用比較多，像殺蟲劑、除草劑會用比較多，造

成生態會比較差。（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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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既有存在的人際議題 

缺乏居民參與機會，長輩在家容易與家人產生衝突，也成為了社區在推動

社區生態旅遊的動機之一。如：受訪者 P1 表示，因為社區內長者居多，若長期

在家容易與家人產生爭執。受訪者 P2 則認為過去以硬體導向的建設，減少居民

參與的機會，透過社區生態旅遊的推動則有可能產生改變。 

「婆婆我都認識很久了，那個媳婦都外來的，如果在長期待在那個家

裡面，變成甚麼東西？說甚麼一定是婆婆說了算，婆婆常常唸東唸

西…如果帶她來參加活動…至少婆婆跟媳婦的關係能夠改變。

（P1）」 

「大家都比較注重綠美化，硬體方面的建設…硬體公共設施比較

多，居民參與的機會就比較少，居民之間像我們是兩個里，範圍

比較廣，參與的機會就會比較少，大家就比較沒有感覺。

（P2）」  

(二) 受到外部影響所產生的意識覺醒 

受到政府對社區永續的倡導與培力、或收到來自好友的分享、邀請，亦或

過去接受過政府有關生態導覽、環境訓練而認識社區生態旅遊，成為受訪社區

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的動機之一。 

1. 參加政府單位訓練 

受訪者 P1 表示是在過去接受過政府有關生態導覽、生態環境的訓練，因而

對生態導覽及社區永續開始有了一定認識，成為了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動機。受

訪者 P4 則是在參與公部門訓練過程認識農村再生計畫計畫，認為對社區有助益

而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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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旅遊是因為在參與政府的一些訓練以後，比如說生態導覽、生

態環境還有友善耕種…及參加現在台北市政府柯 P 上來以後都市園圃

的種子教學…及水保局的生態旅遊、生態導覽及其他…所以對於生

態…對於友善環境耕種的認識…慢慢增加。（P1）」 

「他們請師資直接進入到這個社區來上課，不用社區的人出去外面上

課…所以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計畫，所以我就覺得說，很有意

義，所以就開始。（P4）」 

2. 來自好友的分享與邀請 

受訪者 P1、P4 皆表示，當初會參加本計畫皆來自好友的推薦，且主要的

資訊來源皆為社區內部的好友。 

「我有一個好朋友…問我要不要去報名農委會水保局的社區改造，那

後來那個名稱…叫做農村再生…而且農委會水保局花很多精力去跟立

委都溝通過了…然後我們就聚餐，去參加水保局的生態旅遊、生態導

覽…（P1）」 

「開始的時候是一個北新有機農場…當初他想參與這個就來找我…我

說好，然後我就去參加一堂台大的那個相關的說明，我覺得很好，所

以我就跟他一起做一個農村再生計畫的培訓…培訓完之後才進入農村

再生計畫。（P4）」 

(三) 能增加社區認同及結合個人興趣、專業 

對家鄉及土地的認同，喜歡生態旅遊或導覽，亦或者能結合自身專長，

也成為了社區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的動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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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加居民對家鄉的認同  

受訪者 P3 表示，當初會參加是自然而然的過程，因為想介紹社區就

得行銷自己社區的長處。受訪者 P4 則是希望住在社區內的人，都能感到

住在社區很幸福。  

「我覺得是滿自然而然…因為比如說你要介紹社區，那你當然你

一定會介紹除了人文…或者是說一些產業…那你就得行銷你自己

社區的長處。（P3）」  

「目標就是，讓住在這裡覺得很幸福，就是讓住在我們這邊的老

老少少都可以在這個社區裡面…讓自己覺得住在這邊幸福，不管

是早上、傍晚，所以我們有一個很幸福生態園區…現在這個社區

裡面的人，應該自己社區的人都覺得很棒，或者住在這邊很舒

服、很幸福。（P4）」  

2. 能結合自身興趣專業  

受訪者 P3、P4 表示會參與及推動社區生態旅遊，是因為能結合自身

專長或興趣，。  

「其實這也是等於說是自己蠻喜歡的東西…就社區生態這一塊…因

為自己喜歡這件事情…像是帶一些那個農業的一些導覽的時候，這

大概也跟生態有關係。比如說我們有做一些有機農業，無毒農業

這些東西…就對生態這一塊是滿有興趣的，但是就並沒有那麼專

業。（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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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其實我還是在做教育的事，教育不是只有在學校，要

跨出學校改變孩子…社區的家長也必須概念改變才可以整個改

變，我們就是做教育工作者就是一個串連引導的這一種。

（P4）」  

(四) 改變傳統由上而下的社區發展模式 

以社區生態旅遊作為重點推動策略的農村再生計畫計畫，其核心精神也是

改變傳統由上而下的社區發展模式，也成為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的動機之一。 

1. 讓社區自主由下而上，而非由上而下 

受訪者 P5 表示，改變社區傳統由上而下的運作模式，讓社區自主由下而

上，自己作主、自己提計畫並分年度去執行，政府僅提供部分補助及資源，是

農村再生計畫計畫與傳統社區發展 為不同的核心。 

「農村再生本來就是，他們原本這個內容去制定的一些規則等等，就

是由下而上，然後社區他們會自主，那透過一些限制與條件，讓他們

一階段一階段的成長…甚至到後續可以自己擬定計劃，然後再依那個

計劃分年度去執行…再細一點，可能就是有包含他們，譬如說活動怎

麼辦理阿，或者是他們想要針對他們自己的農產業方向，想學習甚麼

技能等等。（P5）」 

二、社區對社區生態旅遊的期待 

根據受訪者訪談內容，本段將社區對社區生態旅遊的期待分別從（1）經濟

面、（2）社會面、（3）環境面及（4）政策面等不同面向進行整理。並在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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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章節與推動後社區產生的實際影響進行比對，瞭解社區期待與實際推動後所

產生的影響是否互相符合。 

(一) 在經濟面上—創造額外收入 

透過社區生態旅遊為社區創造額外收入，並營造出一個幸福、可生存，兼

顧環境教育的環境，成為了社區普遍對社區生態旅遊的期待。如：受訪者 P1、

P2、P4 皆希望透過社區生態旅遊創造新的社區產業，使在地居民能夠參加而受

惠。受訪者 P3 則表示希望在自己做喜歡的事情同時，也能為社區帶來些

許收益。  

「其實生態旅遊這半年變的比較多樣，生態旅遊能帶來生態改變…讓

產業生態化…那產業跟觀光…因為產業、生態、體驗、觀光的結合就

可以創造東西，加上這邊原來的農場…有些媽媽她會參與，會做東西

賣，你看這些都是銷出來的…（P1）」 

「農業生產本身如果要賣農產品，其實獲利不高。所以我們鼓勵

他們做友善農耕或有機認證。除了這一塊以外也推展農業旅遊，

讓遊客進來之後，他們的收益會比較高。所以我們才來推這種東

西。（P2）」  

「就可能多一點收益等等，其實這也是等於說是自己蠻喜歡的東西。

（P3）」 

「所以生態旅遊的部分，一定回到我自己很舒服，過的很好，然後親

朋好友來很好，外地的人來很好，再來就是，社區的產業要進來。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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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社會面上—吸引青年進入  

吸引年輕人進入，能夠與社區產業連結，是受訪者共同對社區生態旅遊的

期待。如：受訪者 P2、P3、P4 皆共同表示，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的 終目

標，是讓年輕人能夠在這賺到生活費，並願意長久留在社區。  

「我們想說營造一個可以年輕人來到這裡有生存的機會，坦白講

讓他能夠賺到錢，讓他能夠賺點生活費，他才願意留在社區…不

管是自己的子弟，或外地有興趣的，我們都歡迎。（P2）」  

「就是如何吸引，比如說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或是三十出頭的這些人

參與。（P3）」 

「做好了，慢慢引進年輕人，這些人或者是上一代傳給下一代這樣

的，有這樣的產業的連結，然後他才有希望回來做這樣的。（P4）」 

(三) 在環境面上—帶入環境保育概念  

除期待吸引年輕人進入並創造社區額外收入，增加居民環境意識及

使外來旅客能吸收經驗進而回到家鄉推動，也成為受訪者 P2 對社區生態

旅遊的期待。  

「我們在推生態旅遊，所以一定要有很好的環境。從生態、環境

的方面去著手，我們會做一些環境教育，讓社區的居民，包括外

地的人可以認識生態，除了在地的環境可以好以外，看能不能將

一些環境保護的觀念帶到他們的個人地方去推動這個環境的教

育。（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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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政策面上—期待社區永續營運 

透過執行計畫的過程，讓社區開始學習如何進行採購、核銷等日常行政工

作，甚至試著自己去找講師、管理社區日常營運工作開始能夠永續經營，成為

公部門在推動農村再生計畫時的期待。 

「那補助了以後，他們就要透過這些經費去算類似採購阿，還有後續

核銷，甚至一些講師的聘請。變成說透過這些讓他們去習慣一些行政

作業，然後比較有機會能夠去營運…主要還是以他們能夠永續營運這

個方向在做。（P5）」 

三、小結 

社區推動生態旅遊的動機，可看出主要與社區內正面臨的人口高齡

化、青壯年人口流失息息相關。在接受到外部資訊刺激下，考量能結合

自身興趣及專業，或透過發展新社區產業藉以吸引年輕人，並改善現有

社區環境和社會網絡。  

而這樣的動機普遍與張建萍（2008）所提出社區參與旅遊的優點符合

並反應在社區期待上。包含：（1）  居民可直接從旅遊受益、（2）能夠

傳遞社區在地文化、（3）發展活動的同時能促進在地社區發展、（4）

為在地環境保育提供了強大動力。  

因此，為了能更瞭解社區生態旅遊是否符合社區的需求，本研究將在第三

節，透過訪談後的資料整理與分析，瞭解社區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後對當地的

影響，是否符合社區初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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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區生態旅遊的推動 

本節主要將社區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的歷程分為起步及執行、維持與擴張及

永續擴張等不同階段，並進一步系統性整理工作者在推動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

與解決方法。 

一、社區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的不同階段 

社區生態旅遊的推動歷程，本研究依據訪談結果可分為起步與執行、維持

與擴張及永續擴張等不同階段。在起步與執行階段則包含調查社區現有資源，

利用外部師資的進入發展遊程及對居民進行訓練並組織居民。在維持與擴張階

段上，則透過社區內、外部，及公部門和學校相關活動的推廣，達到推廣目

的。 終在永續擴張階段，則是對現有遊程進行深化與改良，並因為社區生態

旅遊開始對社區帶來正面影響，開始有更多人加入。期待能達到除增加收入及

改善環境議題以外的其他目的。 

(一) 起步及執行階段 

調查與盤點社區資源，是社區生態旅遊起步及執行階段 重要工作。透過

居民彼此對社區資源的調查與盤點，發展出初步的遊程規劃。之後透過與社區

外部師資的討論與訓練，吸引居民參與進而發展出社區生態旅遊行程。 

1. 調查與盤點社區資源 

依據社區現有自然資源進行規劃，或透過居民會議找出社區內特色資源，

進而發展出社區生態旅遊，成為了多數受訪者在此時期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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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東西是不用想…反正一到十二不是固定嗎？該一二三是甚麼東

西，它就是甚麼東西阿，這邊有的東西嘛…所以不是怎麼來的，也都

不是想的，是有才講出來的，但每個社區不一樣。（P1）」 

「因為我們有一些古厝…有一些一百五十幾年的古厝…初期的話就是

把社區有的元素找出來，透過大家各自把每個人大概有什麼東西找出

來，拿到會議來討論。因為我們是 OO 里嘛，我們與周邊的五個里…

組成一個休閒農業區…主推農業旅遊這一方面來體驗。（P2）」 

2. 引入外部訓練 

透過公部門所提供的生態、文史及遊程規劃與設計等不同訓練，社區開始

培力出能夠執行、發展社區生態旅遊的人力，並持續不斷進步。 

「農村再生(訓練)，我說一定要，我很堅持要…反正我們要，結果水

保局的承辦是看到我們很積極，所以也接受。（P1）」 

「請外地的老師來教…譬如說有講文史的，講生態的，講生態的就會

有很多植物、昆蟲的，還有遊程規劃的老師…老師看可能哪些東西比

較有特色，然後就開始從那幾項東西去做設計規劃。…到後來就開始

寫劇本，導覽解說的教育…然後一直不斷的訓練…進步…（P2）」 

3. 吸引居民參與 

在吸引居民參與上，受訪者 P1 是透過鼓勵居民學習新知，來凝聚居民參與

意願。而受訪者 P2，則是先以影響少數人的方式，來推動社區生態旅遊。 

「那我跟他們講…沒有甚麼伴手禮、沒有油、沙拉油，沒有甚麼洗衣

粉可以拿，就是來聽課、來討論，來發現社區的優缺點，大概是這

樣，所以是因為這樣溝通也來了，那常常也很用心來聽課。（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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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們就成立一個七人小組，那有我們的前理事長啦，一些理

監事，住在比較近的，那些人先開始，每個禮拜五開始聚會，討論一

些問題。（P2）」 

(二) 維持與擴張階段 

在社區開始發展生態旅遊後，於此階段內會開始藉由社區內、外部資源，

如：商家、學校或公私部門單位等進行合作推廣。若是曾經獲獎的社區，還會

引起其他社區的觀摩與參訪，有助社區生態旅遊的發展。 

1. 結合社區商家或自行宣傳 

友善生態、環境的精神，及推動社區生態旅遊過程中的記錄，成為了社區

在網站、社群經營等很好的宣傳素材。透過與社區內部商家的合作，也可以為

社區生態旅遊，或內部農產品帶來一定宣傳效果。 

「行銷於無形，重點是生態環境、友善環境、還有友善的農產品，那

這些東西都是透過這樣的過程在鋪陳，對內…就透過記錄一些活動

吧…生態體驗這個就會水到渠成。（P1）」 

「社區裡面有幾個商家是蠻多人…的他會開放給我們社區去擺

攤。讓我們社區的夥伴能夠去擺攤…推廣行銷我們則會透過網站、

FB 去做。（P2）」 

「有做網站建置，這一兩年我們有在弄網站建置。（P4）」 

2. 結合周邊學校教育 

結合生態教育、體驗並與社區內部的學校結合，提升孩童對生態的認識，

也是社區用來推廣生態旅遊的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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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以小學當做中心，跟小學連在一起。（P1）」 

「我們旁邊有兩所小學，我們都會跟學校合作，辦理生態教育旅遊，

讓小朋友來這邊體驗，教他們如何保護生態。小朋友看到蜻蜓、蝌

蚪，都會很高興。到水溝裏面去抓蝦子，讓他們有比較深刻的印象。

（P2）」 

3. 吸引其他社區觀摩參訪 

在外部資源上，對於曾經獲獎的社區，其他外部社區間彼此的交流與拜

訪，也有助於社區推廣社區生態旅遊。 

「有一些社區會來參訪。因為我們有得過幾個獎。人家就會有興趣來

看一看在做什麼東西這樣子。（P2）」 

4. 與其他私部門結合 

透過參與在地國際化活動，與其他在地私部門資源進行結合，也會是社區

用來行銷社區生態旅遊的策略。 

「會跟一些外在單位來配合。像我們今年跟淡水文化基金會合作舉辦

福爾摩沙，淡水基金會每年都有辦理國際詩歌節。（P2）」 

5. 公部門協力推動 

公部門可說是社區 主要外部資源來源。不僅可提供更多活動讓社區參與

及推廣，也可協助社區包含如新聞稿撰寫，讓社區生態旅遊發展更為順利。 

「文化部在城南有一日活動，我們被邀請所以有兩個攤位在那邊…也

是教人家做竹編、這些都是為推動社區的多元面向，有賣東西推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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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行銷…產發局也有辦那個都市園圃…我就開始行銷我的東西。

（P1）」 

「公部門也會幫我們寫一些新聞稿，我們在辦活動的時候，我們會丟

資訊給他，他們會幫我們寫一些新聞稿。（P2）」 

(三) 永續擴張階段 

在成功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後，社區會開始針對現有的遊程進行深化，透過

結合更多社區在地特色，使遊程能夠更為豐富與緊湊。同時社區也會開始實驗

其他方法，期待能加速吸引青年人進入，並引發其他社區共同改善。 

1. 現有遊程深化 

拓展行程使社區在不同季節都能有相關活動，或結合社區其他特色，促使

更多遊客進入，是社區推動生態旅遊後，持續進行的規劃工作。 

「如果用一季來講，一二三，大概看梅花、橘子、還有季節蔬菜。四

五六，梅子，筍子…七八九應該那時候，東西比較少，十、十一、十

二，紅柿、酒啦、紅柿，還有其他東西啦…分成四個路線，每一條路

線都有不同的東西，可以這樣來延伸。（P1）」 

「之後會開始陸陸續續推出新的東西，主要我們還是以文史跟生態為

主軸，因為我們有一百多年，我們現在有一間旗桿厝，已經被列入三

級古蹟，那市府的文化局會透過文化部會給資金，大概三年內會整修

完畢，到時候應該可以開放給大家去看。（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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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嘗試成立文創基地 

在社區生態旅遊為社區帶來資金後，社區開始透過成立文創基地的方式，

嘗試吸引更多年輕人進入面臨高齡化的農村社區。 

「因為我們目前資金也夠，就是在找年輕人這一塊，進度還沒有很

快。就希望說…弄一個文創基地，看看能不能讓年輕的藝術家、創作

者有興趣進入。（P2）」 

3. 引發其他社區共同改善環境 

在當地社區獲得環境改善，工作者會試著開始影響與在地社區有關的利害

關係人，看是否能獲得更多人的認同，將改造範圍進一步擴大等。 

「那我們源頭開始先這樣做，看看的，慢慢的，我們會去推這種

觀念，給下游的人希望他們來做這樣的工作…但不過那是未來的

目標，…看看能不能感染別人也可以這樣做…開始再結合旁邊的

社區來做一些改造。（P2）」  

二、 社區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 

社區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依據訪談結果主要分為

（1）有形資源取得困難，例如資金、土地、（2）社區意識凝聚不足且居民參

與低落、（3）缺乏正確資訊且專業知識不足、（4） 來自社區內部政治衝突、

（5）受到傳統社區發展模式羈絆、（6）缺少永續營運機制等。 

(一) 有形資源取得困難，例如資金、土地 

初期資金不足，或難以取得社區土地，是多數工作者在接受訪談

時，所提到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的 一開始所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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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期資金不足  

受訪者 P2 表示，在一開始承接農村再生計畫計畫準備推動社區生態

旅遊時，因為當時缺乏自籌款，導致差點無法推動。  

「像我們農村再生計畫計畫，要推動的時候，都要有配合款，社

區都要有自籌款，當時也沒有自籌款，所以也沒有錢支付，所以

剛開始要開始踏出第一步，就很困難…（P2）」  

2. 社區土地取得困難 

受訪者 P2 表示，即使想在社區建立相關硬體設施，在土地的取得上

都會有困難，受訪者 P4 則表示，光是要取得土地印章的流程就十分繁

瑣，導致計畫差點腰斬。  

「初期的這幾年，我們會做一些硬體設施，那做硬體設施有時候會牽

涉到土地取得的困難一點…（P2）」 

「當初很困難，因為土地升等，十幾顆印章…然後要同意書…在那個

過程裡就差一點點夭折。（P4）」 

(二) 社區意識凝聚不足且參與意願低落 

在推動初期來自居民的冷眼旁觀，或冷嘲熱諷等等，使得推動上面臨許多

挑戰。且在討論社區方向時，居民的觀念不一及缺乏可行性，也容易導致計畫

無法執行。即使幸運的撐到執行階段，初期也面臨著居民參與意願低落且難以

持續參與等不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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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區居民缺乏凝聚 

受訪者 P3 表示，在一開始推動時，居民的觀念就很不一，甚至會提出很多

社區願景，但卻不知道如何執行。受訪者 P4 則表示接受到來自居民的冷眼旁

觀，或人冷嘲熱諷等。 

「光我們自己社員裡面、隊員裡面，其實每個人大家的觀念都不一

樣…（P3）」 

「沒事的時候大家意見都很多，那你就叫他講出一個那個他的願景，

他的理想，他想要幹嘛的時候，通常他們都講不出一個所以然…

（P3）」 

「社區的那個凝聚，有些人就冷眼旁觀，有些人冷嘲熱諷，有些人少

數積極參與，有些在中間的（P4）。」 

2. 居民初期參與意願低落且難以持續 

受訪者 P1 表示，在初期推動時只有約三至四個居民參加。即使後期開始有

新的居民加入，但因為參與的訓練扎實與豐富，需常前往各地進行觀摩，導致

居民參與中斷的問題產生。 

「一個社區一兩個人在主導嘛，那如果像這樣農村再生計畫這個社

區，大概只有三四個…（P1）」 

「因為我們參加農村再生計畫訓練有很多，因為那時候都要跑竹苗，

騎到台北縣，還有很多社區，有些老是推生意，帶、帶到 後他們都

散掉。（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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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缺乏正確資訊及專業知識不足 

社區居民缺乏專業知識及正確資訊，也是社區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過程中

所面臨的挑戰之一。在資訊提供者不給正確資訊的狀況下，常導致居民有錯誤

觀念的產生。 

1. 缺乏相關正確資訊 

受訪者 P1、P2 表示，社區內部常常充斥者許多錯誤資訊，導致居民誤

會。受訪者 P5 甚至認為有許多社區幹部，帶回社區的資訊也可能是錯誤的。 

「封閉加上有資訊給的人，不給正確資訊…鄉下 多這一種…例如農

村搭網竂，剛開始都不行說會花錢，我回來以後，去農會說要申請農

寮，哎呀，你要申請多少…（P1）」 

「他們都以為給政府機關之後（土地）就不見了。（P4）」 

「社區代表可能回去所轉達的會是錯誤的方向，比如說。他們可能會

跟社區講，參加農村再生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補助、可以有很多很多經

費，可是…我們的用意不是要他為了這些補助，而是為了讓社區可以

成為一個不需要補助也能夠欣欣向榮的社區。（P5）」 

2. 居民專業知識不足且幹部缺乏訓練 

受訪者 P2 表示，目前社區在幹部訓練上仍不太夠。且 P2、P3 認為多數居

民在生態導覽的專頁上仍不太夠，需要慢慢教導。 

「志工現在都還蠻配合的，但是幹部的訓練還不大夠，因為我們有推

了好幾個組，…那我們就要透過不斷的教育，強化他們的功能，這樣

我才不會這麼累。（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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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大的問題是，我們的導覽人員比較欠缺，鄉下的人員，你要叫

他聊天都沒問題，要叫他拿麥克風去做導覽解說，大家就會比較害羞

一點。慢慢地在教導啦，目前大概就三位可以做。（P2）」 

「生態旅遊這一塊我覺得，可能還不夠專業…如果單純就是社區自己

人在講的時候…就我剛剛講的不夠專業。（P3）」 

(四) 來自社區內部的政治衝突 

在推動過程中，社區幹部不免會與村、里長產生衝突，甚至會有扯後腿的

狀況發生。如果又適逢選舉期間，會到社區產生負面影響。 

1. 與在地村、里長的衝突 

受訪者 P1 表示，在推動過程中曾受到來里長的負面影響。P2 則表示里長

會擔心社區若做得太好，是不是會搶了他的風采。 

「我當時跟他講，他說不要，他不做。他就說跟他無關所以寫公文批

示，說不要推銷那些有沒有的…怎麼會？你不來協助，你來扯後腿。

（P1）」 

「像我們里長就…因為里長是一個里的領導人物，他會比較在意發展

協會不要做的太好，不然會搶了他們的風采。（P2）」 

2. 選舉對地方的傷害性 

受訪者 P4 表示，在選舉時間，社區的相處氣氛就不會那麼的融洽，影響到

社區生態旅遊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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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為現在選舉，我覺得選舉有傷害性…就是比較不是那麼的融

洽。（P4）」 

(五) 受到傳統社區發展模式羈絆 

傳統由上而下的社區發展模式，上層主管機關的錯誤認知及計畫限制嚴格

又缺乏配套，也都對社區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時產生影響。 

1. 停留在由上而下的發展模式或硬體建設 

受訪者 P3 表示，有政府經費進入又變得好像靠補助經費才能做事。受訪

者 P5 則認為政府觀念還停留在原本舊有的補助模式，甚至社區理事長會因為

自身壓力而專注在硬體建設。 

「剛開始有一些經費進來，那是很好。久了其實就變成好像就是，你就

得要靠補助的經費才能做事…（P3）」 

「縣市政府的觀念，可能還停留在原本舊有的輔助工作，或者是幫他

們做，但是幫他們做足了以後，社區還是沒有成長。（P5）」 

「他們雖然在農村再生計畫計畫方面寫那個生態、生態社區…但因為

社區理事長他自己的一個壓力，他必須在社區居民裡面讓社區居民看

到說，他有在幫社區做些甚麼事，所以他就、一開始就是爭取一些工

程的部分。（P5）」 

2. 上層主管機關的錯誤認知 

受訪者 P5 認為，上層主管機關錯認許多社區都參與完農村再生計畫減少

政策資金，甚至在溝通上都會以自己認知或想像為主，對社區在推動生態旅遊

都會產生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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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接管農村再生基金後提出了農村再生 2.0 的概念…他們認

為很多社區該參與農村再生的部分，應該都參與完了…所以相關的這

個培根計劃補助變很少。政策資金減少。（P5）」 

「就自己公部門，相關農村再生計畫的東西接觸 多的是承辦人，那

我們在跟他們溝通的過程當中，他們會是以自己認知想像的東西為

主。所以我們要跟長官溝通，其實是有些困難的。（P5）」 

3. 限制嚴格且缺乏配套 

限制嚴格導致不是每個社區都能參加，缺乏後續相關配套，也都是受訪者

P5 認為在政策上能改進的問題。 

「一個就是因為培根訓練，他本身就是要有規定上課人數這個部份，

這個部份一開始他們沒有號召到，就人數沒有符合就沒有辦法繼續下

一階段。（P5）」 

「其實也聽到很多社區的抱怨，比如說…白石吊橋，他們很感謝大力

工程處幫他們做了那個吊橋，可是做了吊橋以後呢? 是有維護…可是

那個吊橋做完以後，他們所發現的是這個，並不會對社區帶來一個很

實質的回饋…所以當初政府單位…並沒有顧慮到後續跟社區之間的連

結還有配套這方面。（P5）」 

(六) 缺乏永續營運機制 

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後，社區往往面臨著後續該由誰接班、資源如何分配，

及來自公部門單位的免費行程競爭等。使得工作者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上，依

然充滿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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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後續接班困難 

受訪者 P2 表示，接班了以後因為新領導人的不同意見，導致有衝突產生。 

「坦白講，在我們兩個經營兩年半，是有一定的成績了，那現在交給

另外一個奇怪的去負責，他們又開始亂了…那現在又交給奇怪的人去

做，他們現在又有意見，很麻煩。（P2）」 

2. 內部資源分配問題 

受訪者 P3、P4 表示，在申請到資源後部分居民會產生私心，因此必須妥

善解決，並讓每一位居民都感受公平。 

「社區產業這一塊其實，坦白說就比較變成大家衝突點比較多…這一

塊就他們如果覺得做不夠才會一直做，因為我們要求公平。你那個聚

落花了幾百萬在那裡…（P3）」 

「你真的有意見願意來的，你就來提，提了之後，真的有可能就照你

的來做…但就是也有人…就是會有一些私心。（P4）」 

3. 來自公部門的免費競爭 

受訪者 P3 表示，因為政府推廣的免費生態旅遊行程，對社區生態旅遊發展

產生了不小衝擊。 

「像那個有時候陽管處的、天心園的教育中心，那他也是進去裡面半

天的，可能兩個鐘頭的導覽，你只要先預約…有時候是免費的。所以

我們這邊的話…大概真的是賺不了錢。（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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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面對挑戰所採用的解決策略 

為了更好的與社區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上所面對的問題進行對照，本研究

將解決策略依據：（1）資源取得、（2）社區參與方法、（3）社區參與行動、

（4）內部政治衝突、（5）社區發展及（6）永續營運等不同層面進行論述。 

(一) 在資源取得上 

在資金取得上，工作者會透過申請其他政策計畫或爭取社區內部知名人士

的贊助，確保社區生態旅遊能順利推動。在土地資源上，透過關鍵角色影響，

如公部門承辦或房東等，可達到改變地主態度及促使土地提供的目的。 

1. 申請其他政策計畫 

受訪者 P2、P4 皆曾經透過申請其他政策計畫的經費補助，協助社區解決

經費及人力短缺的問題。且隨著農村再生計畫計畫政策經費縮減，受訪者 P5 表

示，中央政府也開始提供其他計畫補助，希望盡量去協助社區。 

「我跟環保署也有提了一些計畫，這些計畫可以支應一些費用。

（P2）」 

「我們後來也申請了返鄉計劃…水保局裡面有一個農村再生青年回鄉築

夢計畫…有一年就是我們社區裡面有一個年青人，大約 20~30 歲的年輕

人回來，他就有 22k，協助我們做這些相關的事情。（P4）」 

「現在有總合發展計畫。就是水保局希望我們縣市政府，以縣市政府

的角度去由上而下，幫社區看能夠怎麼去跨社區協助，或這個社區該

彌補甚麼，來去彌補他的不齊。（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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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爭取政府以外資源 

受訪者 P2 表示，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的早期過程中，因為會定期受到社區

內部知名人士的贊助，使社區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上相較其他社區較不困難。 

「我們社區比較幸運，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老闆…他每個月都會贊助我

們五千塊，那五千塊我們一些雜資就很夠用了…（P2）」 

3. 透過關鍵角色改變地主態度 

受訪者 P4 表示，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上，一開始地主態度非常強硬，但透

過公部門承辦或房東等人的協助，逐漸軟化地主態度。 

「要去找那些地主，承辦人就在那邊拜託，然後小房東他們也去拜

託，也是碰了一鼻子灰，後來終於成功了…（P4）」 

(二) 在社區參與方法上 

在社區參與的方法上，定期與居民召開公共會議、針對社區議題進行公民

意見調查、透過好友協助與官員進行公民接觸等，都是工作者曾用來提升居民

參與的方法。 

1. 定期召開公共會議，吸引居民討論 

受訪者 P4 表示，透過定期的聚會打造一個社區公共平台，讓有想法、意見

的居民，都能夠透過該平台發聲。 

「真的有意見願意來的，你就來提，提了之後，真的有可能就照你的

來提，因為這個就是你有意、你有看法、你有意見、你有希望想做什

麼事情…那就提，有這個公共的平台，大家公同討論決議（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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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社區議題進行公民意見調查 

受訪者 P1 表示，針對一開始的水污染問題，曾透過挨家挨戶的問卷調查，

瞭解居民對該議題的態度及產生後續行動。 

「回來是因為我的堂兄他說水不乾淨…所以開始來介入…那改善完以

後，就挨家挨戶的做問卷調查。詢問說水不乾淨要不要改善？那募款

好不好？請求政府協助好不好？（P1）」 

3. 與政府官員進行公民接觸 

受訪者 P1 表示，曾透過好友的協助順利的與市長進行接觸，並讓社區內的

環境污染議題順利被改善。 

「那剛好我一個好朋友是臺北市的工業協會理事長…他說有個會議是

市長與工商界有約，他說你帶人來，我案子給你插在臨時動議裡面…

市長當眾就裁示協助。（P1）」 

(三) 在社區參與行動上 

在社區參與行動上，在確認社區方向後先由關鍵少數推動，而後透過訓練

課程凝聚社區意識並提升居民專業，且持續性地開辦社區活動並主動告知工作

進度，適時提供並兼顧居民利益，引發居民對社區的認同， 終促使居民願意

主動推薦，是研究者分析後發現工作者曾使用過的社區參與行動。 

1. 確認社區方向並主動學習新知 

受訪者 P1 表示，在社區生態旅遊上帶頭的人必須要有目標與方向感，並透

過主動學習新知，協助社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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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帶頭的人，要有這個方向感…有這方向感的時候，相對還是要

吸收新的知識，還要吸收新的東西。因為很多地方我們不懂，不懂以

為真懂，真懂就害死阿…（P1）」 

2. 初期先由關鍵少數推動 

受訪者 P1、P2 表示，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初期時，都僅有少數人參與。

通常社區幹部、或住比較近的居民，參與意願會比較高。 

「我跟你講，真正在推…曾國藩講過一句話，人生的過程中間，影響

者一二人…人都是要來一起做，但是在引導的話…像這樣農村再生計

畫這個社區，大概三四個…（P1）」 

「那時候我們就成立一個七人小組，那有我們的前理事長啦，一些理

監事，住在比較近的，那些人先開始，每個禮拜五開始聚會，討論一

些問題。（P2）」 

3. 利用訓練課程或共餐，凝聚居民意識 

受訪者 P3 表示，農村再生計畫計畫中的培根計畫提供許多專業課程供居民

學習，可幫助社區凝聚。而對於理念不同的用戶，社區傳統的共餐活動，也是

一種提升居民意識及願意參與的方法。 

「比如說社區想要做導覽，導覽那他就會幫你上一些導覽課程，導覽

解說的課程…因此培根計畫比較像是尋求共識、凝聚，就是至少有一

群人是願意想去嘗試整個對於社區的改變這樣子…理念不同，可能你

其他塊還是可以抓住他，就比如說社區福利這一塊，比如說銀髮族共

餐，就安排一些課程讓他來聊天，大部分人動機就是來這邊快快樂樂

的，讓他有成就感，他留下來這樣。（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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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動告知工作進度產生居民互信 

受訪者 P2 表示，每逢社區聚會時，都會主動告知目前工作進度，目的提升

居民信任並引發參與。 

「我們會透過大家聚再一起，我們會告訴他們我們做了哪些東西，讓

大家知道我們有在動這樣，他們也比較願意來參與。（P2）」 

5. 持續開辦社區活動引發居民參與 

不定時的社區參訪、籌備應景活動，是受訪者 P1、P2 提到用來提升居民

參與的行動。 

「我們出去參訪，我會講我們出去要學東西，因此要寫問卷…那中間

去參訪甚麼東西，大家就互動。（P1）」 

「兩個禮拜就會共餐一次，歲末我們會開大會嘛，我們會順便做一

些…比較應景的一些活動。（P2）」 

6. 適當提供並兼顧居民利益 

受訪者 P1、P2 表示針對有參與的居民，多多少少還是會提供一些誘因，

提升居民參與。受訪者 P3 則表示，會希望在發展的同時能夠讓每個人都受益。 

「如果說今天要的是來參與的人，他都有參與感…甚至有分一點工

錢，他就很高興。（P1）」 

「我除了投入的時間，資金上我也會資助。例如我們做清潔服務、做

環境整理，我都會提供早餐，或者是午餐這樣子。那有時候我們也會

透過一些企劃，爭取一些經費來做這些。（P2）」 

「我站在我自己在做那個，提計畫、執行、核銷，我當然每個聚落都

要顧得到， 好是每個人都顧得到。（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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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引發居民主動介紹 

受訪者 P2 表示，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後，因為居民之間彼此感染，開始會

與身邊的親朋好友互相介紹，因而吸引更多人加入。 

「大家互相感染，因為我們志工夥伴都是自願性的，也沒有薪水也沒

有點數這些都沒有都是自願性的。看到我們初期幾個人在做還不錯，

然後大家就開始慢慢地感染，好朋友就互相介紹後就進來了。（P2） 

(四) 在社區內部政治衝突上 

在社區內部的政治衝突上，工作者表示主要會透過界定明確工作範圍避免

衝突，例如里長負責環境維護，協會則偏重社區產業。 

1. 界定工作範圍避免衝突 

受訪者 P2 表示，在推動生態旅遊過程會避免與里長衝突，透過明確的分工

減少彼此摩擦機會。 

「我就是尊重里長這樣子，不要跟他有什麼工作上的衝突，里長

他們做里長他們的事情，其他以外的事情就我們做這樣，向里長

有做資源回收，一些定點的環境維護都是里長他們去做，我們比

較偏重社區產業的部分。（P2）」  

(五) 在社區發展問題上 

在改變社區發展模式問題上，工作者主要透過社區核心幹部傳達由下往上

的發展精神、鼓勵社區間彼此跨區合作及設法降低訓練申請門檻等，使社區在

生態旅遊的推動上能更為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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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核心幹部，正確傳遞由下往上的發展精神 

受訪者 P5 表示，希望透過社區幹部的協助，能協助傳達培根重要理念。 

「培根的一些重要的部分還有他的理念等等精神，希望能正確傳達給

社區。比如說請社區總幹事或者理事長，再找幾位他認為不錯的人，

進這個群組裡面那這樣子我們所傳達的東西，就不只針對理事長了…

（P5）」 

2. 鼓勵不同社區跨區合作 

與其他縣市共享訓練課程、成立跨社區群組，是受訪者 P5 表示曾用來協助

社區的具體行動。 

「我們自己有成立這個農村社區的群組那三不五時有…其他縣市願意

提供給我們的一些課程的話，我也會 pass 請他們有空就可以去聽聽這

些相關課程…這當然也要靠就是我們承辦人之間的那個聯繫所以不一

定是每個縣市都這樣。（P5）」 

3. 降低申請訓練門檻 

受訪者 P5 表示，目前仍跟中央積極爭取開班數量及講課時數，希望更好地

協助社區。 

「積極跟中央爭取(放寬)我們開班的數量跟那一些講課的時數。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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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在永續發展問題上 

在永續發展問題上，在資料分析後發現，目前仍無明顯解決策略，僅止於

鼓勵社區主動思考自身未來，再由公部門提供協助。推論原因包含多數社區剛

進入此階段並仍在摸索，及工作者已交接因此難以干涉目前社區事務有關。 

1. 鼓勵社區由下往上，自主營運 

受訪者 P5 表示，在永續發展模式上，未來希望社區能開始自己思考未來，

找到相關師資或課程，再由公部門提供協助。 

「如果他們要上課，我們再去協助他相關的課程或幫他找師資，當然

如果社區能自主，去找到相關的師資或安排課程那 好，我們就是提

供相關補助經費讓他們去做，我們是希望社區自己能夠去思考他的未

來（P5）。」 

四、小結 

綜合以上的論述可以發現，社區生態旅遊的推動基本可分為起步與執行、

維持與擴張以及永續擴張等不同階段，基本與李易駿（引自林勝義，2015）所

提出的社區工作方法相符合。而在永續觀點上，顏綺蓮、陳美惠（2016）認為

生態旅遊須與傳統文化結合，著重遊客環境教育與解說服務成效。社區主要透

過邀請專家進入，教導社區居民環境、生態永續等觀念，並培養居民導覽、解

說之能力，並在專家的協助與輔導下，開始遊程的規劃與設計。 

且在社區生態旅遊的初期推動上，Kiss（2004）認為參與人數不足，生態

與旅遊收益間的關係薄弱等因素，以及居民缺乏參與公共議題及協商經驗（薛

怡珍，2010）都限制社區生態旅遊對地方保育和經濟發展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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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初期資金、技術的嚴重缺乏，以及社區內部政治派系的衝突，傳統由

上而下發展的社區發展模式，也都不利於強調由下而上的社區生態旅遊發展。

即便成功推動，後續又該如何永續營運？亦都困擾著工作者們。 

因此在解決策略上，不單一依靠政府資源補助，設法取得內部居民贊助。

並利用 Thomas（1995）所整理出常見的社區參與方法，如：召開公共會議、進

行公民意見調查、與政府官員進行公民接觸，皆是有效提升居民參與的方法。 

而在行動上，吳弘揚（2013）認為有效地參與行動應包含：（1）工作團隊

的組成、（2）確認社區參與的目標、（3）建立社區共識、（4）建立與社區的

互信和互動、（5）持續性的社區參與等。社區會透過確認目標後籌組工作團

隊，透過訓練課程凝聚社區意識，及持續性開辦社區活動並告知社區發展進度

等，適時會提供居民利益引發居民推薦，設法強化參與意願。 

並針對社區較難解決的政治問題，工作者會透過明確分工去避免產生衝

突，並透過重要幹部傳達由下而上的核心理念，避免依賴傳統由上而下的發展

模式。開始嘗試由社區開始規劃社區願景，再由公部門提供協助相關師資或課

程，達到永續發展的 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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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區生態旅遊對社區所產生的影響 

本節旨在瞭解社區推動生態旅遊後，對社區在地所產生之影響。並進一步

與第一節對照是否與期待相符，及是否符合永續發展目標。並根據分析後訪談

內容，有系統地整理對未來有志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的社區建議。 

一、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後所產生的影響 

依據分析後的訪談內容，本段落分別從（1）經濟面、（2）社會面，以及

（3）環境面等不同面向，探討當社區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後，對在地社區所產生

的影響。 

(一) 在經濟層面上 

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後，在經濟層面上社區普遍認為（1） 可為社區帶來額

外收入、（2） 參與居民皆可共享有經濟利益且（3）能創造出新的社區產業。

然而雖然可改善社區組織內部財務，但以面前現況，可能仍無法支應社區內部

人力費用，達到吸引年輕人回流目的。 

1. 可為社區帶來額外收入 

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後，受訪者 P1、P2 表示，可增加社區傳統農產品的

通路及提升價格，使居民能有更好的利潤。P4 則更進一步表示，因為旅遊活動

的增加，也帶動如風味餐及其他精緻點心的需求，增加了商業機會。 

「產業、生態、體驗加上觀光就可以創造東西…因為這邊有原來的農

場、有原來的農村，有些媽媽他會參與就做東西賣，你看這些都是銷

出來的…（P1）」 

 



 84 

「直接帶動了一些農產品的銷售，讓農產品的價格就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平常我們農民自己賣給批發商，價格就會比較低。（P2）」 

「增加相關接客活動，包括就是煮風味餐等等。我們自己在地那些媽

媽、婆婆們，能提供各種各式各樣的餐點，如：蛋糕…麻糬…菜…等

（P4）」 

2. 參與居民可共享經濟利益 

社區生態旅遊的推動，帶動了在地風味餐的需求，使得參與居民都能夠因

此受惠。如受訪者 P1 表示，透過按件計酬的方式，在地媽媽都能夠獲取些微額

外收入。受訪者 P2 則透過結合在地食材，及邀請參與市集拍賣的方式，使在地

居民都能因此受惠。 

「以目前來講，就是按件計酬。這個案子有多少餐的需求進來，扣掉

成本後，就再給媽媽分一些，這個是這樣。（P1）」 

「透過生態旅遊提供風味餐，材料就可以直接賣給社區來使用，有客

人來我們也會請他們把今天的蔬果帶過來一起賣，看看客人會不會順

便買走，創造一些產值…經濟會比較好一點…（P2）」 

3. 創造出新的社區產業 

受訪者 P4 表示，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後，開始有其他單位與在地社區合作，

發展出新的相關產業及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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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並不只是我們社區…就是國際詩歌節，在前年、去年就已經有

在參與，然後去年開始把它移到社區…然後相關的產品、生態產業開

始都有在動。（P4）」 

4. 可改善社區組織內部財務，但可能仍無法支應人力費用 

受訪者 P2 表示，因為社區生態旅遊的推動，社區開始有一些盈餘收入。但

受訪者 P3 則認為，雖然能產生收入，但收益目前不高，仍不足夠支應社區內部

人力費用。 

「社區的財務本來是很困難的…現在已經由沒有錢慢慢的累積一些資

金…創造了一些營收，大家就感覺還不錯這樣子。除了人家贊助，還

有旅遊的一些盈餘收入這樣。（P2）」 

「收益也不高，那其實光社區有時候付我一些費用的，開銷的時候，

對，就一個薪資上，有時候其實還是不夠…因為外面可能兩個鐘頭的

導覽，你只要先預約，其實它有時候是免費的。就生態的這一塊…大

概真的是賺不了錢。（P3）」 

(二) 在社會層面上 

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後，對於在地社區社會層面的影響，社區普遍表示：

（1）可提升居民參與、（2）增加居民認同與凝聚、（3）提升居民專業知識、

與（4）傳承社區在地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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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社區居民參與  

社區生態旅遊的推動，提升了社區居民參與，使居民能有穩定互相

聯絡情感的機會，讓彼此產生交集，是受訪者 P1、P2 一致認同對推動後

社區所產生的正向影響。甚至居民開始會鼓勵其他會員參加，或是主動

贊助等等。  

「居民會詢問：『欸！會長，什麼時候要再辦那個活動阿？』就是會

問什麼麼時候要再辦，…也會鼓舞我們會員（參加），或是說要來贊

助…（P1）」 

「大家見面的機會會比較多，大家會有交談，有交集。（P2）」  

2. 增進居民認同與凝聚  

受訪者 P1 表示，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後，開始有更多居民認同社區

生態旅遊的理念，從不支持到支持。而參與居民被表揚，也會深化其對

社區的認同。且因為互動往來越來越頻繁，受訪者 P4 也表示在社區凝聚

獲得明顯提升。  

「原來是十個裡面兩個認同，現在可能十個裡面有五個認同。

（P1）」 

「…就是互動越來越好，包括我們在地的共餐，或有什麼樣的節日、

活動，那個凝聚力比以前更好。（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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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居民專業知識  

受訪者 P1 表示，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後，社區居民在專業知識上獲得顯著

的提升，從一開始的漠不關心，到之後的會主動發現問題並提供解決辦法等。 

「以前出去不會關心，現在出去，那個社區…這樣擺在那邊好像不協

調，進步了。（P1）」 

4. 傳承社區文化 

社區生態旅遊活動，讓社區開始重新發掘自身特色，進行資源調查，並進

一步發展出特色遊程，也成為了未來留給回鄉青年的資源基礎。 

「因為我們開始做些紀錄了、調查，所以(文化)那些東西會留下來，

加上推了這麼多的基礎，往後可以留給回鄉的年輕人…讓他會回鄉，

帶社區繼續往前走。（P2）」 

(三) 在環境層面上 

在環境層面上，社區認為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後，普遍影響包括：（1）改善

社區環境與風景，但也可能打擾生態、（2）提升居民環境意識、及（3）引發

其他社區環境改善等。 

1. 改善社區環境與風景，但也可能打擾生態 

社區的環境獲得改善，風景會越來越美麗，是受訪者 P1、P2 表示在實際

推動後對當地社區環境所產生的正面影響。然而受訪者 P3 卻表示擔憂，當從事

生態相關體驗時，是否也可能干擾到當地社區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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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會越來越改善…種梅子的以後變梅林嘛，以後那風景就會變得

很漂亮，一直在改善中。明年步道在做又更不一樣了，所以一直持續

在改善中（P1）」 

「大家會為了遊客來…環境就會維持比較好一點…比較專注環境

的整理。（P2）」  

「比如說農事的體驗或者…一些生態的體驗的時候，其實你也在

干擾這樣…對於那種生態的理念，其實是有點不相符的，那盡量

就是我們自己克服到，干擾到 少這樣。（P3）」  

2. 提升居民環境意識 

工作者幾乎一致認同，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後，當地居民的環境意識或的

提升。例如社區的垃圾變少，或是開始減少殺蟲劑的使用，提倡有機生態等

等，都是推動後的實際影響。 

「現在好多了，垃圾桶原來都圓筒，現在用小小的，比較不會亂丟…

以前垃圾桶一桶、兩桶擺在那邊，丟東西像投籃，那東西哪裡來？有

些是在地人來丟，有些是外來的，那在地人丟東西（P1）」 

「因為殺蟲劑用很多，所以昆蟲都不見了，蜻蜓、蝴蝶都不見了，我

們開始鼓勵友善農耕以後，這些東西就慢慢的越來越多了，年輕人看

到這些，就覺得很有吸引力…我們就開始跟學校合作，辦理生態教

育的旅遊…（P2）」 

「有參與的…就會有一些…環境或生態意識的提升。（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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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就是不用農藥了，然後有機生態…變成是觀念改變。（P4）」 

二、針對想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的的社區建議 

對未來有意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的社區建議上，本研究分別從（1）推動者能

力、（2）社區生態旅遊規劃，以及（3）推動者態度上等三個面向進行建議。 

(一) 在推動者能力上 

在推動者能力上，工作者普遍認為社區生態旅遊的推動，很大的關鍵取決

在推動者能力，包含凝聚居民參與以及表現在與公部門溝通上。且在社區發展

時必須具備由下往上的發展模式認知，不過度依賴政府，專注在打造有向心力

的組織，及增進自身對生態保育及環境營造的認識等等。 

1. 建立與公部門良好溝通管道 

受訪者 P1 認為，社區參與的能力很大取決於核心幹部。在與公部門的溝通

上，也是很重要的窗口、媒介。 

「我認為社區的參與能力，可能往往取決於…比如說理事長、總幹

事。找到適當的人，來做為公部門跟社區之間的窗口媒介，我覺得這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P5）」 

2. 具備由下往上的社區發展認知 

受訪者 P1 認為，推動者應具備不過度依賴政府的認知，當自己準備好相關

的資源與條件，自然就會有人願意幫助你。 

「應該是我們怎麼樣來發揮，不要老是靠政府…需要能夠自己長大…

所以自己有準備好東西，有那個條件，一定有人會幫你（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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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造有向心力的組織，貴精不貴多，適才適所 

受訪者 P2 認為，在組織團隊運作時，重要的是團隊向心力，而非追求參與

的人數。受訪者 P4 則進一步表示，組織團隊就像一塊拼圖，把每個人放對位子

非常重要。 

「組織團隊的運作我覺得第一個要素啦，因為大家能夠有真正的

目標，有向心力，我覺得這是 基本的要素…不必想說一開始要

多少人，想要號召多少人，這樣衝突會更大，真的比較有向心力

的，有動力的，先集合在一起，再開始慢慢的去擴張。（P2）」  

「社區是一塊拼圖，每一個人把那個拼圖的那個放對就好了。

（P4）」 

4. 增進對生態保育及環境營造的認識 

受訪者 P2 認為，在發展社區生態旅遊的同時，透過外部專家的進入，培養

工作者自身對於環境的意識，是非常重要的。 

「環境營造的，很多面向的專家，我們都會請他們來社區教我

們，然後提供我們現有的元素，讓老師來輔導、建議…

（P2）。」  

(二) 在社區生態旅遊規劃上 

在社區生態旅遊規劃上，工作者普遍建議進行社區資源調查，釐清與思考

自身社區特色，挖掘其核心價值。並且在規劃遊程的過程中，建議多思考不同

族群的需求，避免與其他社區產生同值性過高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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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進行社區資源調查、思考自身社區特色  

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之前，應先了解社區自身資源、條件與特色，

是工作者普遍對其他社區的建議。  

「不要想著經費…重點是我會甚麼樣條件…自己的條件要去張顯， 要

去做 SWOT 分析（P1）」 

「思考各社區本身的特色，要如何去發展。找一些專業領域的老

師去輔導。（P2）」  

「前提根基還是過好我們自己社區裡面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要的

是…別的地方一定沒有的故事（P5）。」 

2. 專注核心特色，並發揮創意創造價值  

在規劃社區生態旅遊的遊程過程中，應採用減法而非加法，去找出

適合在地社區的東西，發揮創意重新包裝，產出更多附加價值，才能夠

更吸引人。  

「不要一網打盡，一網打盡就是什麼都要…那你怎麼應付？可能十個

裡面你挑兩個三個適合的（P1）」 

「可以發揮一些創意，把舊的東西看可不可以包裝成不一樣的，不一

樣的就更吸引人，對，那你那個（社區）文化的本質你還是要，那個

內涵你還是要真的保留。（P3）」 

「把東西做得更有價值的話，我覺得會是更、更重要的一個目標。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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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思考不同的目標族群  

目前多數社區主要聚焦在親子族群或社區參訪團，建議可多思考如

何去吸引例如 20 到 30 歲的年輕族群願意前往社區當地旅遊。  

「很多社區都只做小朋友，不然就是其他社區的參訪團。你要就是想

如何吸引，比如說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或是三十出頭的這些人參與，

我覺得市場會比較大一點。（P3）」 

(三) 在推動者態度上 

在推動者態度上，保持謙卑避免受到其他社區得敵視，逐步踏實的改善社

區環境，是工作者們在態度上對其他社區的建議。 

1. 在心態上保持謙卑  

受訪者 P1 表示，心態上保持低調，避免過度彰顯，也是在社區生態旅遊

推動時，推動者必須具備的心態。 

「用謙卑的態度，把自己放小…像現在里長他說，他說常常要一直彰

顯，我就說低調低調再低調。（P1）」 

2. 穩健踏實的發展，勿過度商業化 

逐漸改善社區環境，維持農村原來樣貌，勿過度商業化，是受訪者

P2 對其他社區的建議。 

「慢慢地，不要太商業化，還是要維持農村原來的樣貌。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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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根據之前的文獻整理，社區參與生態旅遊除參與居民可直接受益外、傳遞

社區在地文化並增加吸引力、促進社區發展，及提供在地環境保育動力，皆是

社區參與旅遊所帶來的好處（張建萍，2008） 

而根據資料分析後的結果，可發現社區生態旅遊在經濟面的確可為

社區達到創造額外經濟收入，發展新社區特色產業目的，並使參與居民

都能受惠。  

在社會層面上，雖可明顯提升居民參與、社區認同與凝聚，但因經

濟效益上仍無法使青年獲得對應的生活費用，在吸引青年回流的目的

上，成效相對來說並不明顯，也是目前社區生態旅遊的發展困境。  

在環境層面上，社區環境與風景的確獲得改善、並使得居民在環境意識

上獲得明顯提升。 

此外，在整理了工作者對其他社區的建議後，發現在推動社區生態

旅遊上，對推動者的條件要求相當嚴格。其是否具備社區影響力、是否

能順暢地與公部門溝通、對在地社區資源的掌握程度、對不同族群需求

的瞭解，及是否具備行銷思維能包裝出不同特色化行程，皆是推動者在

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前，須先評估自身是否具備的能力，而本研究也將在

研究建議上更進一步進行撰寫。  

  

 



 94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社區生態旅遊的推動歷程、問題與解決方法，並瞭解是否

對社區永續發展有所影響。故本章統整第四章資料分析後內容，分別撰寫研究

結論、討論及建議， 後則針對研究限制及反思部分進行撰寫。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在分析五位受訪者資料後，回應本研究目的，工作者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

的動機、歷程與結果有以下結論： 

一、在推動動機上 

工作者推動動機，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 社區問題所促發的改變：受到社區內部主要面臨的問題，如：人口高齡

化、環境污染和社區內部人際議題等，進而想透過社區生態旅遊解決，故

成為推動動機。 

(二) 受到外部刺激所產生的意識覺醒：受到政府對生態、環境的倡導與培力、

或好友的分享、在認識社區生態旅遊理念後，進而有意願想嘗試推動。 

(三) 能提升社區認同及結合興趣專業：因為對家鄉及土地的認同，自身喜歡

生態旅遊或導覽，或覺得生態旅遊能結合自身專長，也成為動機之一。 

(四) 改變傳統由上而下的社區發展模式：想改變傳統由上而下的社區發展模

式，讓社區能獨立自主，思考未來，進而轉變成為由下而上的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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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社區生態旅遊推動歷程上 

社區生態旅遊的推動階段，將分析後的資料參考李易駿（引自林勝義，

2015，頁 225）所提出的社區工作架構，將階段歷程分為（1）起步與執行、

（2）維持與擴張及（3）永續擴張等不同階段，茲分別敘述如下： 

1. 起步與執行階段：包含調查社區現有資源，利用外部師資的進入發展遊程

及對居民進行訓練並組織居民。 

2. 維持與擴張階段：透過社區內、外部，及公部門和學校相關活動的推廣，

達到推廣社區生態旅遊目的。 

3. 永續擴張階段：開始對現有遊程進行深化與改良，並因為社區生態旅遊對

社區所產生的正面影響，開始影響更多人、社區加入。期待能達到除增加

收入及改善環境議題以外的其他永續目標。 

三、社區生態旅遊的推動成果 

而於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的成果，本研究依據（1）經濟面、（2）社會面、

（3）環境面，探討對在地社區所產生的影響。 

1. 在經濟層面上：可為社區帶來額外收入，並使居民共享經濟利益。但雖可

改善社區財務，卻無法成為穩定獲利的社區產業，藉此達到吸引年輕人回

流目的。 

2. 在社會層面上：能提升居民參與與增加居民認同與凝聚，並使得居民專業

知識提升，對外開始有知名度，成為可不斷傳承的社區在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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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環境層面上：可改善社區環境與風景，提升居民環境意識，甚至引發其

他社區共同參與環境改善等。但推動的過程也可能打擾生態。 

社區生態旅遊的成果，可以看出主要體現在如社區環境的改善、居民意識

提升或增加居民對在地社區的認同、凝聚等。對於社區整體的經濟效益，可能

並不如工作者期待，但卻也的確能帶來小量額外收入，提供工作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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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討論 

一、理想與現實的落差—社區永續的漫長道路 

在社區生態旅遊推動上，根據本研究發現，由於工作者在推動上往往面臨

資源匱乏、人力短缺及專業知識不足等問題。在解決問題過程中，生態及環境

的思考脈絡，就容易被工作者忽略，而以經濟效益來衡量。這也是在資料分析

上，為什麼研究者較難以彙整不管在推動歷程或方法上，有關環境層面思考的

原因。 

而即便工作者過去接受過政府生態保育訓練，具備社區永續意識。但要使

社區轉向「社區永續」新價值，仍仰賴在地居民產生集體行動，才足以讓社區

永續目標實現（曾旭正，2012）。因此即使隨著社區環境、風景的改善，及居

民環境意識提升，社區仍必須持續影響社區內之多數人，才足以推動社區共同

往永續的目標前進。 

後在政策層面上，社區生態旅遊被期待成為改善傳統由上而下發展模式

的解方，透過社區自主思考未來、規劃目標， 後政府提供資源補助。但由於

在地資源匱乏及上述所提到的經濟效益考量， 終仍可能會促使社區走回傳統

由上而下的發展模式。 

因此可以看出，目前在社區生態旅遊推動上，雖然社區已逐漸將在地經

濟、社會及環境等議題共同納入考量，但由於社區自身在經濟面上尚無法達到

永續，在發展模式上也難達到 初政策之預期，並且尚未能夠影響社區多數人

共同參與，故離社區永續的目標，仍有一段漫長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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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問題解決的背後—發現社區工作理論的價值 

若針對社區生態旅遊推動歷程簡述，依序可劃分為調查與盤點社區資源、

組織居民參與、參考專家建議發展遊程，以及行銷宣傳與包裝， 後則針對現

有遊程深化或擴展等等。 

以上種種歷程，雖看似與社區工作無關，但卻與李易駿（引自林勝義，

2015，頁 225）所提出社區工作階段，包含：（1） 起步階段（含開始前準備

期、進入社區與瞭解社區、整理社區資訊）、（2）執行階段（含組織居民、提

出初步工作方向、形成合法組織、發展計畫、執行計畫）、（3）維持與擴張、

（4）永續擴張等互相符合，故可以看出社區工作方法對社區生態旅遊的推動，

仍具一定之參考與價值。 

並且在整理工作者的解決策略後，可發現在處理居民參與議題上，工作者

使用到 Thomas（1995）所提出的多種社區參與方法，如：召開公共會議、進行

公民意見調查，及進行公民接觸等。並也使用到如吳弘揚（2013）所提出社區

參與行動，如：組成工作團隊、確認社區參與目標、建立社區共識、建立與社

區的互信和互動，以及引發持續性的社區參與等。故由此可看出社區工作方法

對工作者來說，仍具有實質幫助，並解決社區內所面對到的困難與問題，值得

未來工作者學習與參考。 

三、我看社區工作者—工作者的文化能力 

在社區生態旅遊的推動上，根據本研究發現多由社區內部重要成員擔任，

如：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或許是因為通常該成員對社區整體文化有著較為清

楚的瞭解，並能順應不同特性採取不同社區參與方法，因此成為了適當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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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Thomas（1995）所提出的公民意見調查方式，就不適用於以農業為主

且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的社區進行。或針對長輩族群較多的社區，透過開辦共餐

活動的同時，適時提供社區發展資訊，也是依照不同社區特性所採納的社區參

與方式，若由不熟悉的人來擔任，或許會造成更多的困難與阻礙。 

且由於推動的過程中必定會面對不少衝突與問題，這也有賴推動者對當地

文化及權利結構的認識才能順利推展。並且工作團隊成員可以說是社區工作的

成敗關鍵（吳弘揚，2013）。因此在初期只有少數人參與時，如何找到社區內

關鍵角色並影響其他居民共同參加，或面對在地村、里長衝突時，如何去降低

衝突與摩擦，使得生態旅遊的推動不受影響，這都有賴工作者對在地社區文化

的認識。 

因此可以看出，社區生態旅遊的推動，除之前所提到的資源匱乏、人力短

缺或專業知識不足等問題之外，工作者自身是否具備文化能力，也是社區能否

順利推動的影響因素。 

四、破除往日迷思—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之後 

在工作者對社區生態旅遊的期待上，普遍包含經濟層面為社區帶來額外的

收入，在社會層面吸引青年進入，以及在環境、政策等層面期待達到提升居民

環境意識與改善傳統由上而下發展模式目的等。 

然而社區生態旅遊的成果，若從經濟效益上來看，並不如工作者期待般能

達到社區自主營運目的，也難以改變現存由上而下的發展模式，價值反而體現

在如社區環境改善、居民意識提升或可居民認同與凝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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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於日後想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的工作者，建議可先評估若推動後經濟

效益影響並不顯著，是否社區參與的提升，亦或者居民環境意識的改變等其他

影響，也是可接受的成果，並能夠支持居民持續推動。 

五、預料外的收穫—再看公部門扮演角色 

重新回顧本研究後，研究者發現公部門角色，開始轉向為社會計畫模式。

在社會計畫中，工作者並不是唯一的專家，而是視解決問題所需，連結相關領

域專家、團隊（引自林明禛，2013），與傳統的由上而下發展模式不同。 

在農村再生計畫中，為達到社區永續之目的，公部門開始促使社區去界定

在地問題，提出社區願景， 後則扮演專家的角色連結、協調資源，協助社區

進行發展，可以看出公部門在社區發展模式上自身角色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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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一、對社區工作者之建議 

對未來有意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的實務工作者，本研究彙整受訪者之建議，

給予以下三種之建議。 

(一) 在推動者能力上：建議初期即必須具備由下往上的社區發展認知，不過度

依賴政府資源，開拓其他資源管道，並設法凝聚居民參與，打造有向心力

組織，與公部門建立良好溝通管道，培養自身對環境教育、保護意識等。

並隨著數位學習平台的盛行，針對自身知識不足之處，也可透過大學所開

設的數位學習平台補足，使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上能更為順利。 

(二) 在社區生態旅遊規劃上：建議初期先透過社區資源調查，釐清社區特色，

並思考不同族群需求，再進行遊程的規劃與設計，並持續對遊程進行優化

與改善，創造在地特色與價值。 

(三) 在推動者態度上：建議保持謙卑心態，漸進式改善社區環境，才能避免與

在地權力單位或其他社區產生衝突。 

二、對公部門單位之建議 

對推動農村再生計畫計劃之政策單位，本研究給予以下兩點之建議，嘗試

解決社區目前面臨政策限制嚴格導致資源無法申請，及無法與公辦免費遊程競

爭問題。 

(一) 降低訓練門檻，或開放跨社區申請 

農村再生計畫計畫之目標，即期待社區自主規劃未來以達到社區永續目

的。但由於政策上的人數限制，社區常因參與人數不足而無法參與培根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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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法申請農村再生計畫計劃。可根據本研究發現，訓練活動的開辦，是有效

凝聚居民共識及提升居民參與之策略，故建議公部門單位可下修人數限制，或

開放跨社區申請關懷班以外之課程，使每個社區都能因該政策而受益，並往社

區永續邁進。 

(二) 建立線上數位學習平台 

面對政策上人數限制，若在人數上無法降低門檻或開放跨區申請。研究者

也建議公部門可考慮開設數位學習平台，針對政策上相關訓練開辦數位課程，

使在地社區居民能線上學習，並透過學習時數證明或結業證書，作為社區參與

訓練人數之認證，或可增加更多社區參與，達成社區永續之目標。 

(三) 落實使用者付費，避免免費競爭 

針對公部門單位推出免費之生態旅遊遊程，而造成社區生態旅遊面臨困境

之問題。建議可落實使用者付費之概念，向參與行程之遊客進行收費。亦或者

可將生態旅遊之遊程，交由在地社區執行，減少與在地社區的衝突，協助達到

社區永續之目的。 

三、對後續研究者建議 

對未來有意撰寫與社區生態旅遊相關的研究者，本研究從自身限制，給予

以下三點之建議。 

(一) 可嘗試運用其他領域知識，發展更完整的知識體系 

本研究主要運用社會工作中的社區工作方法，嘗試去歸納社區生態旅遊的

推動階段與工作者對問題所使用的解決策略，並探討是否能達到社區永續。但

由於社區的發展是跨領域、知識的專業合作關係，故建議後續的研究者，可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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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的專業角度，彙整本研究之結論，發展出更為詳盡的知識體系，提供欲

推動社區生態旅遊之工作者參考。 

(二) 可瞭解在不同政策下之社區，其發展是否具有差異 

本研究主要針對有申請農村再生計畫計畫且推動社區生態旅遊之社區進行

研究。然在文獻整理的過程當中，可發現推動生態旅遊之政府單位，包含交通

部觀光局及內政部營建署等。故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針對申請其他政府單位計畫

且推動社區生態旅遊之社區進行研究，並可探討是否具有不同差異。 

(三) 可在不同發展歷程，重新探討社區永續概念 

根據本研究發現，兩個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的社區多處永續擴張階段初期，

即社區自身仍無法達到經濟永續，在發展模式上也難達到政策由下往上預期。

然而隨著工作者不斷嘗試新的解決策略，以及更多居民的參與，是否社區生態

旅遊能達到社區永續之目的，仍值得後續研究者進一步探討，並彙整出工作者

新的解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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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一、限定申請農村再生計畫計畫之社區 

為使研究結論能更具參考價值，故本研究在研究場域的選取上，選定申請

農村再生計畫計畫之社區進行研究。然由於不同政府單位對生態旅遊之定義略

有不同，故本研究得出之結論，不一定適用於申請其他計畫且推動社區生態旅

遊社區。此為本研究限制之一。 

二、僅限推動者及參與者之觀點 

社區生態旅遊的推動，在社區內部故然有著正、反兩種不同的觀點。然而

本研究之目的，旨在瞭解社區推動社區生態旅遊之階段歷程、困境及解決策

略，故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選擇了較具資訊豐富的推動者與參與者，未顧及

未參與者之看法，無法將兩者觀點進行比對，此為研究限制之二。 

三、無法清楚劃分問題發生之階段 

由於本研究之目的，旨在瞭解社區推動社區生態旅遊是否能達到社區永續

目的，及其階段歷程、困境及解決策略。故在場域的選擇上，選擇推動歷程較

久，且已有相對成形的社區生態旅遊遊程社區進行研究。且在資料蒐集與取得

上，主要利用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研究，故無法如行動研究般，清楚

劃分問題發生的階段，此為研究限制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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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反思 

近年來，隨著有關地方創生或社區設計相關的著作越來越多元，看著更多

的專業進入社區工作的一環，被強調為社會工作三大方法的社區工作，卻逐漸

消失其聲音，促成了研究者選擇社區工作進行研究的動機。且隨著社區的發展

由傳統硬體建設，轉向為兼顧人、文、地、產、景的生態遊程設計，是否社區

工作理論逐漸已不敷實務工作者使用而導致缺乏聲音，使研究者感到好奇。 

且在 1968 年頒佈「社區發展工作綱要」後，持續進展中的社區工作，究竟

社區目前發展如何？又有哪些新的問題與解決策略？種種的疑問 終促成了本

研究。然在探討社區永續的過程中，研究者不僅發現社會工作者對於社區永續

的研究甚少，且被視為社區永續策略其中之一的生態旅遊也都缺乏社會工作者

的聲音。 

然在翻閱多數文獻後，不難發現社區永續的前提即是多數居民的共同參與

及意識改變，卻又與社區工作目標互相符合。因此在基於研究者即是研究工具

的理念下，研究者將實務工作者的解決策略，嘗試利用社區工作方法整理，並

發現多數的實務社區工作者，在推動過程中曾運用到多種社區工作方法，並能

有效的去解決社區內問題，故社區工作仍有其價值，期待未來能透過更有策略

性地倡導，傳遞給第一線的實務工作者，幫助其去解決社區內部問題。 

因此在本研究上，研究者希望能真實傳遞社區工作之價值，以及社區生態

旅遊推動後對在地社區之影響，使得實務工作者在工作上能獲得效率之提升，

並避免對社區生態旅遊產生過多美好想像，導致一窩蜂跟風的現象。使社區能

在充分評估後，根據自身特色決定是否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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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北、新北市申請農村再生計畫社區整理 

編號 行政區 
社區 

名稱 

是否提交 

農村再生 

計畫 

是否規劃 

社區生態 

旅遊 

農村再生 

計畫執行 

年限 

1 
台北市 

士林區 
溪山社區 是 是 104~107 

2 
台北市 

內湖區 
白石湖社區 否   

3 
台北市 

文山區 
指南社區 否   

4 
台北市 

北投區 
泉源社區 否   

5 
台北市 

北投區 
湖田社區 否   

6 
新北市 

三芝區 
三和社區 是 是 104~107 

7 
新北市 

三芝區 
共榮社區 是 是 100~105 

8 
新北市 

三芝區 
樂天社區 是 是 104~107 

9 
新北市 

三峽區 
龍埔社區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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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北市 

三峽區 
和平社區 否   

11 
新北市 

石門區 
嵩山社區 是 是 104~108 

12 
新北市 

金山區 
磺港社區 否   

13 
新北市 

石碇區 
烏塗社區 是 是 104~107 

14 
新北市 

瑞芳區 
深澳社區 無   

15 
新北市 

淡水區 
樹興社區 是 是 104~107 

16 
新北市 

淡水區 
忠山社區 是 是 105~109 

17 
新北市 

淡水區 
忠寮社區 是 是 104~107 

18 
新北市 

萬里區 
中幅社區 是 是 103~106 

19 
新北市 

萬里區 
磺潭社區 是 是 100~105 

20 
新北市 

貢寮區 
龍崗社區 是 是 10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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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北市 

貢寮區 
卯澳社區 否   

22 
新北市 

平溪區 
紫東社區 是 是 104~107 

23 
新北市 

五股區 
綠竹社區 是 是 1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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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研究參與同意書 

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的學生邱子誠，目前正在撰寫

「社區永續發展的新機會？—從社區工作觀點探討社區生態旅遊的推動」碩士

論文，因此想誠摯的邀請您參與本研究，希望能透過您的分享，進一步地瞭解

社區生態旅遊模式，是否有機會成為邁向社區永續發展的另一種新選擇。期許

在未來，提供給有志於發展生態旅遊的社區作為參考。 

在參與訪談之前，還請您幫忙詳細閱讀以下內容： 

一、訪談時間約為一小時，將配合您方便的時間進行，並且一定會事先聯絡。

為了使訪談資料更深入與完整，可能會有一次以上的訪談。 

二、在訪談過程中，若研究者的問題讓您感到不舒服可以馬上提出，您有權利

拒絕回答問題並且終止訪談。 

三、在訪談過程中將進行錄音，錄音檔與逐字稿都僅供本研究使用。訪談過程

所獲得的資料都將嚴格保密，在研究完成後將進行全數銷毀。 

四、在訪談過程中，您所提到的內容都會以匿名處理，用以保護個人隱私。若

對研究有任何問題，您也可以在訪談當中直接向我提出，或是寄 email 至 

sOOOOOOOOOO@gmail.com。 

若您已經詳細閱讀並有願意參與本研究，請在下方簽名，總共一式二份，

其中一份將由您保存，謝謝您的參與。 

研究參與者：          

研究者：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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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協會成員訪談大綱 

單位名稱：                        參與者姓名：                     

研究目的 

1. 瞭解工作者推動社區生態旅遊之動機。 

2. 瞭解工作者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的過程，及面臨的問題、困境與解決策略。 

3. 瞭解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對社區所產生的影響。 

4. 將研究結果提供目前在社區服務之社區工作者進行參考。 

一、 基本資料 

1. 您的性別：□男 □女 

2. 您的年齡：    歲 

3. 您的教育程度： 

□國中(含以下  □高中(職)  □大學(專)  □研究所（含）以上 

5. 目前在社區內的角色/職稱？         

6. 您在社區迄今總共服務了多少年？    年 

二、 訪談問題 

1. 請問您目前在社區組織內的職稱為何？在社區生態旅遊發展中扮演著怎樣

的角色？迄今參與社區生態旅遊的時間有多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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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問貴社區的生態旅遊發展，迄今共經歷了多長時間？當初推動社區生態

旅遊的動機為何？有著怎樣的期待嗎？（如社區的永續發展？） 

3. 請問目前在社區內的生態旅遊， 初是如何規劃出來的？有碰到任何困難

或挑戰嗎？又是如何解決的呢？ 

4. 請問在規劃的過程中，您有尋求過哪些管道或資源的協助嗎？在資源使用

上有遭遇哪些問題或困難嗎？ 

5. 請問規劃至推動生態旅遊迄今，您認為共經歷了哪些不同工作時期？可否

簡短的分幾階段說明？ 

6. 請問規劃至推動生態旅遊迄今，您是如何提升居民參與意願的？在過程中

使用了哪些方法？ 

7. 請問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後，您認為居民對生態旅遊的看法有產生怎樣的

改變嗎？目前持續投入的人數如何？造成此現象的可能原因？ 

8. 請問社區目前是如何維持社區生態旅遊的運作？使用了哪些方法？ 

9. 請問目前遊客對於生態旅遊的接受度如何？是否滿意這樣的遊程規劃？ 

10. 請問對社區生態旅遊的未來規劃、發展上，您目前的想法是？ 

11. 請問您覺得在推動社區生態旅遊後，對社區所帶來的正、負面影響為何？

會願意持續推動嗎？主要的原因？（經濟面影響？社會面影響？環境面影

響？） 

12. 請問對於未來有意發展生態旅遊的社區，您的建議為何？又有哪些方法是

您認為較為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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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社區居民訪談大綱 

單位名稱：                        參與者姓名：                     

研究目的 

1. 瞭解工作者推動社區生態旅遊之動機。 

2. 瞭解工作者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的過程，及面臨的問題、困境與解決策略。 

3. 瞭解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對社區所產生的影響。 

4. 將研究結果提供目前在社區服務之社區工作者進行參考。 

一、 基本資料 

1. 您的性別：□男 □女 

2. 您的年齡：    歲 

3. 您的教育程度： 

□國中(含以下  □高中(職)  □大學(專)  □研究所（含）以上 

5. 目前在社區內的角色/職稱？         

6. 您在社區迄今總共服務了多少年？    年 

二、 訪談問題 

1. 請問您目前在社區生態旅遊的工作內容為何？迄今參與社區生態旅遊時間

有多長？當初參與社區生態旅遊的動機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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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問在參與社區生態旅遊前，您對於社區生態旅遊有哪些期待嗎？現在與

您的期待是否相符？而又願意持續參與的原因是什麼？ 

3. 請問可否簡單的分幾階段說明社區生態旅遊的發展過程？在參與過程中，

您有面臨到哪些問題或困難嗎？當初是如何的解決的呢？ 

4. 請問在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後，您認為對自己產生了哪些影響呢？而對社區

又產生了哪些正、負面影響？（經濟面？社會面？環境面？） 

5. 請問您是否支持持續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原因為何？ 

6. 對於社區目前的生態旅遊，您的建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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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公部門訪談大綱 

單位名稱：                        參與者姓名：                    

研究目的 

1. 瞭解工作者推動社區生態旅遊之動機。 

2. 瞭解工作者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的過程，及面臨的問題、困境與解決策略。 

3. 瞭解推動社區生態旅遊對社區所產生的影響。 

4. 將研究結果提供目前在社區服務之社區工作者進行參考。 

一、 基本資料 

1. 您的性別：□男 □女 

2. 您的年齡：    歲 

3. 您的教育程度： 

□國中(含以下  □高中(職)  □大學(專)  □研究所（含）以上 

5. 您目前的職稱是？         

6. 您參與農村再生計畫計畫迄今總共服務了多少年？    年 

二、 訪談問題 

1. 請問一開始推動本計畫的動機為何？當初為何會想推動本計畫？推動背景

為何？ 

2. 請問在推動本計畫的過程，公部門主要提供社區哪些支持與資源呢？這樣

的服務您認為是否符合社區的需求？為什麼？ 

3. 請問在推動本計畫的過程中，您有碰到哪些問題嗎？過程中又如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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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就您目前瞭解，哪種社區比較會推動社區生態旅遊？他們如何推動？過程

如何？ 

5. 針對有推動生態旅遊的社區，您覺得社區在推動過程中，他們主要遭遇的

問題有哪些？您覺得可以如何解決？ 

6. 針對社區推動生態旅遊，您認為成效如何？為什麼？社區推動本計畫對他

們有什麼正面或負面的影響？（經濟面影響？社會面影響？環境面影

響？）與當初所期待達成的目標有一致嗎？ 

7. 請問對於未來想推動社區生態旅遊的社區，您的建議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