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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國家公園成立的目的，在保護國家特有的自然風景、野生動植物

及史蹟，並提供國民育樂及研究之用。臺灣的國家公園法自1972年公

布施行，並自1982年起陸續規劃設置了墾丁等九座國家公園，迄今30

多年來，除保育成果有目共睹外，亦是國人乃至國際訪客喜愛造訪的

戶外休憩場所。 

    然而在邁入21世紀後，政治上已出現過政黨輪替，經濟上國民所

得提高，休憩需求大幅增加，且民眾對生態環境更具高度的自主意識

，國家公園當前在經營管理上面臨諸多挑戰。如何使自然生態永續發

展、生物多樣性、空間利用和文化多元性等各種價值保持平衡或提升

，已是國家公園當局無法輕忽的問題。 

  本研究全面觀照21世紀政治經濟環境對國家公園制度所帶來的威

脅與危機，同時也關注其所帶來的轉變契機，運用SWOT分析及策略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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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等方式，提供一些經營管理上的因應策略，作為國家公園當局在政

策規劃及執行上的參考。 

【關鍵字】國家公園、策略管理、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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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of Thesis： 

An Analysis of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Development for 

Taiwan’s National Parks 

Student：Chien-Chueh Tsai 

Advisor：Ph.D. Chen Huang ＆ Ph.D. Yueh-Wen Huang  

Abstract： 

There are four purpos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Park, in 

preserving the nation's unique natural scenery, wild fauna and flora and 

historic sites and providing public recreation and area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National Park Law promulgated since 1972, and since 1982, 

Kenting National Park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over 30 years, until now 9 

national parks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Taiwan. In addition to conservation 

achievements for all to see, but also the outdoors recreation areas that 

people like to visit.  

In 21st century,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situation had changed. 

Ruling party turns on and the national income continues to increase, 

people's demand to the amusement and rest dramatically increases, but a 

high degree of self-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refore, the 

authority of national park has faced a number of challenges, how to 

maintain balance between several values ：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iodiversity, cultural diversity, land utilization and so on. 

These problems can not be ig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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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study,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National Park system at the 

crisis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concerned about the opportunity it brings. The study provides several 

management strategies as references of policy decision for national park 

authority. 

【 Keywords 】 National Park, Strategic Manage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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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國家公園成立的目的，在保護國家特有的自然風景、野生動植物

及史蹟，並提供國民育樂及研究之用。臺灣國家公園法自1972年6月

13日公布施行，1982年起規劃墾丁等9座1國家公園之建設，2010年12

月8日國家公園法修正，新增「國家自然公園」體系。依據2012年「

101年至104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國家公園（含國家自然公園）陸

域面積共31萬1,235公頃，占全國陸域面積比率之8.59%；海域面積40

萬3,110公頃，合計總面積涵蓋陸域及海域約計有71萬4,345.33公頃

，保護區型態遍及自然型、郊野型、文化型及海洋型等。 

邁入21世紀的臺灣，自國家公園法1972年公布施行、墾丁國家公

園計畫於1982年公告生效迄今，臺灣國家公園成立已逾30年，國家公

園在自然保育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同時也是國人渴望前往的戶外遊

憩場所。然2000年以後，政治上政黨輪替，經濟上國民所得提高，憩

需求大幅增加，且對生態環境具有高度的自主意識，面對如此巨大的

政經變遷，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現已面臨諸多挑戰，如何處理自然生態

永續發展、生物多樣性、空間妥適利用和文化多元性等各種價值的兼

顧與避免衝突，是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當局無法輕忽的問題。 

 

                                                 
1
 註：2014 年 6 月 8 日內政部公告「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計畫」，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成為

臺灣第 9 座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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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一、研究背景 

（一）民眾環境危機意識高漲，對環境保護與物種保育期望升高 

國光石化開發案原是國光石化公司在 2005 年提出的大型石化投

資開發案，原先預計在雲林縣離島工業區興建石化工業區，投資金額

為新台幣 6,325億元，後因無法通過環境影響評估，2008年政權輪替

後轉往彰化縣大城鄉，並要求政府保證 2015 年能如期投產，否則民

間股東將會撤資，該開發案並被行政院專案列為國家重大投資計畫。

然國光石化興建位置是中華白海豚位於臺灣海峽東岸之族群的棲息範

圍，該族群的保育狀況在 2008 年被 IUCN 列為極危等級，因此該開發

案受到臺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等環保團體的強

烈批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2010 年則決定興建一條寬 800 公尺、水

深 5 到 10 公尺的生態廊道，以供白海豚遷徙，但此項計畫的可行性

受到質疑，時任行政院長吳敦義為讓國光石化開發爭議平息，則因「

白海豚會轉彎」的言論而引來強烈批評。國光石化因在高碳排、健康

風險、濕地破壞、與農業搶水以及影響當地漁農業等問題而倍受議論

，各方見解不一，甚至在環評初審會議時，因「選址」爭議性過大，

而作成「有條件通過」和「否決通過」兩案並陳，送交環評大會決定

，最後在總統馬英九於 2011 年 4 月 22 日親自宣布國光石化「不蓋在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8B%E5%85%89%E7%9F%B3%E5%8C%96%E5%85%AC%E5%8F%B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2%E6%9E%97%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D%B0%E5%8C%96%E7%B8%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7%99%BD%E6%B5%B7%E8%B1%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B5%B7%E5%B3%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IUCN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5%B5%E5%8D%B1%E7%89%A9%E7%A8%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9%99%A2%E7%92%B0%E5%A2%83%E4%BF%9D%E8%AD%B7%E7%BD%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9%99%A2%E9%9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9%99%A2%E9%9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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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而定案，並隨即轉往馬來西亞投資。不過馬總統也表示，這個

決定雖在短期內會衝擊石化產業，但從長期來看，是正面的決定，臺

灣必須要永續發展，政府不會、也不能放棄石化產業，政府應該思考

臺灣整體產業結構跟未來走向，包括石化業要如何轉型，如何朝向高

值化以及去瓶頸化的方向發展。為保護彰化縣大城地區的濕地環境及

外圍海域，以及保育中華白海豚，民間環境保護運動開創跨界合作先

例，從國際環境學者與當地農漁民起身相挺，到社會各界攜手合作，

讓環境運動不再是邊緣議題，而成為民眾的主流價值。 

    人類生活於天地之間，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態學家倡議「生物

多樣性」的概念，強調生態系中生物彼此緊密且複雜的依存關係。科

學家們運用科學的方法來釐清人類在自然界中扮演的角色，就在提醒

我們要有比較實際的想法，不可逾越人類應有的分際，並且應避免大

規模的開發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人類的科技文明無法憑空創造一個

全新的物種，任何一個生物也無法獨立隔絕於自然界生存，大自然在

我們的生命歷程中無時無刻不主宰著我們的生活，因為我們只是自然

界運作的一小部分。1970 年代初期以降，臺灣陸續制訂「國家公園法

」、「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與「空氣污染防治法」等環境

法令，這是政府對環境進行某種維護的作為；雖然相對於整體社會強

烈追求現代化的經濟成果來說，社會的環境意識顯得比較薄弱與隱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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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彰，但知識份子在臺灣環境保護運動上，一直有所作為（曾華璧，

2011：41）。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Paul Taylor 曾經在 1986 年，出版《尊重

自然》（Respect for Nature，1986）一書中強調萬物各具「內在價

值」的觀念，以及將整個世界看成互相依存的重要體系，強調以平等

心尊重自然界一切生物，萬物均有不可抹滅的生命價值，並且具有與

人類同樣的內在價值，如果人類任意破壞，便如同任意殺害人類一樣

罪惡。回顧臺灣發展的進程中，破壞環境生態也同時進行，未來的是

否仍維持先破壞環境後才能有新建設的發展模式？或修正為以維護環

境及保護生態為前題，發展、建設才成為選項？ 

  Joseph R. Desjardin 在 1993 年出版的《環境倫理學》（

Environmental Ethics）中對「環境倫理學」如此定義：「就一般而

言，環境倫理學提出並辯護著在人類存有者與他們的自然環境之間，

系統的以及通泛的道德關係的考量」。環境倫理學討論的即是人作為

一個居處於自然環境的存有者，其存在的活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

。人類存有與環境之間的道德關係是「系統的」與「包羅萬象的」。

分析之，「系統的」關係意涵具有因果關係的脈絡，其中隱含著各種

生命與非生命形成的機制與彼此之間功能的運作；而「包羅萬象的」

意含的是自然中呈現的物種多樣性、交互作用發展的動態樣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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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引發人類與自然互動關係的豐富度。 

    21 世紀的臺灣，環境倫理已內化至民眾的基本價值，任何大規模

的開發，或是利用自然資源，都需要經過對環境衝擊的影響評估；因

為改變自然環境的結果，都將影響「大多數人」，而非僅是「少數人」

，所以，邏輯上應讓人民充分瞭解其問題所在。國家公園管理當局即

將面對具有環境倫理的民眾，環境正義已然深植人心，這是民眾的期

待，也是國家機關及社會應共同負擔的環境責任。 

（二）原住民族對國家公園參與經營管理的意識日益強烈 

當國家援用先進國家所使用的「國家公園之普世價值」時，某種

程度上即展現了國家的強制威權力；但就原住民而言，等於是被迫改

變傳統文化的弱勢群體，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下，雙方並沒有平等的對

話機會。事實上，臺灣的國家公園法在 1972 年制訂通過時，並未考

量原住民的問題，成了日後在面對「原住民－國家公園衝突關係」課

題時，一個基本的、與結構性的歷史根源（曾華壁，2011：115）。 

伴隨著從 1980 年代末期解嚴後，原住民族意識經過多年的醞釀與

累積之後，喚起的族群覺醒的力量不可不謂之驚人，從 2005 年原住

民族基本法的內容，對於原住民族固有領域保護其規範之嚴謹，足可

以看出其展現的力量。為此，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均成立專責機關，

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等，任何的法案與行政計畫，執政當局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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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忽視原住民族的權益。展望未來的發展，國家公園管理當局和在地

的原住民族之間，對於土地與資源的利用及管制政策，如何尋求彼此

間的最大公約數，將是很大的挑戰。原住民族與當地居民對國家公園

的態度，讓原本國家公園應扮演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領航者的角色，

卻變成鄰避設施，讓經營管理日益困難。 

（三）民眾對休閒、遊憩的需求持續增加 

現行的國家公園法於 1972 年訂頒，第一條條文規定：「為保護國

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動物及史蹟，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特制

定本法」，以及 2009 年送請立法院審議中的修正條文第一條：「為

永續保育國家特殊景觀、生態系統，保存生物多樣性及文化多元性，

並提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特制定本法」，兩者之間的政策目標差異

頗大，但提供國民育樂的休憩目的，並無改變。國家公園成立的意義

主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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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若為了發展觀光帶動經濟，因而破壞國家公園的原有生態，豈

不違背當初國家公園設置的美意。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國家公園中遊憩

區所帶來的衝擊影響，因遊憩區為國家公園中遊客活動之主要範圍，

此區也將遊客引導到自然地區，加上國家公園之分區狀況通常是遊憩

區比鄰保護區，對生態之干擾更時有所見，其帶來的衝擊便是遊客人

數的增加及遊客所帶來的破壞行為，將會為國家公園帶來相當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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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另外，在實施周休二日政策後的環境下，國民休閒旅遊時間增加

，國人對於戶外遊憩活動之需求亦相對提高，國人對於遊憩景點的公

共設施數量和品質、主管單位提供的服務措施和服務品質、遊客安全

維護等諸多問題也越來越重視。從臺灣第一個國家公園的成立至今已

近 30 年，回顧國家公園的發展經驗進行及探討，尤其為因應大量人

潮，特別是政府將國家公園納入觀光客倍增計畫之範圍內，更增加對

國家公園環境的衝擊。然而在休憩需求急速增加之時，國家公園的另

一個政策目標，「永續保育」必須面對到自然生態永續發展以及生物

多樣性和文化多元性之可能威脅，遊憩需求大幅增長，更可能導致珍

貴資源保護和遊客體驗品質的下降，也因此經常有兩個政策目標衝突

或對立的現象產生。如何在休憩需求與環境保存之間取得平衡，係本

研究一項重要的課題。 

（四）國家資源投入日漸減少 

    近年來臺灣因經濟發展趨緩、國際財經情勢嚴峻，導致政府年度

總預算編制，連年收支無法平衡，財主單位人員每到編制預算期間，

總想方設法使歲出、歲入維持帳面上不出現赤字，然入不敷出的現象

使得公共債務不斷攀升，已是不爭的事實。對各項公共建設的投資因

而出現逐年減少的情況，面對民眾休閒、遊憩的需求增加，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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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經費不增反減，對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而言，可謂是雙重挑戰。 

    21 世紀的臺灣，政經環境劇烈變化，造成了上述四項因素，嚴重

的衝擊國家公園制度，使得原本應該是環境教育的先行者，卻變成了

民眾避之猶恐不及的鄰避設施；原本是民眾環境意識下的環境守護者

，卻變成阻礙發展的絆腳石，同時更面臨了範圍逐漸縮減、經費逐年

減少的困境，導致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日益困難，對國家公園發展產

生重大的衝擊，亟需提出有效的因應策略。 

 

二、研究動機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社會蓬勃發展，隨著個人所得增加、財富

快速累積，民眾休閒、遊憩的需求迅速增加，更因為美國國內汽車擁

有人數的劇增，使得國家公園的遊客人數不斷增加。但國家公園的相

關經營管理及服務設施卻未有相應的提升，預算經費也少有撥款挹注

，因此在 1950 年代，美國國家公園所提供的服務，已令美國民眾無

法忍受。1951年 Conrad L. Wirth接任國家公園署署長後，為解決相

關問題而提出一個名為 Mission 66 的計畫，預計將整個國家公園系

統內的設施、人員配備跟資源管升級，以迎接 1966 國家公園署成立

50 年週年2，以引進民間資源全面更新及改善各項公共設施。美國國

                                                 
2 註：美國國家公園署 1916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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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園系統因民間社會的壓力，使其提升服務品質，並在保護與開發

、保育與休憩的兩難之間尋求出路，以更明智的運用相關資源作為經

營管理的策略，讓國家公園得以永續發展。回顧臺灣的國家公園體系

，國家公園法自 1972 年公布施行後，直到 2010 年 12 月 8 日始第一

次完成修正，然該次修法目的僅為使國家自然公園取得設立之法律依

據，所以只修正第 6 條、第 8 條條文及增訂第 27 條之 1 條條文，其

餘有關國家公園之規定，仍維持 1972年公布施行時的原條文。 

另外，爲保護臺灣特有的自然風景、野生動植物及史蹟，依國家

公園法之規定，自 1984 年起陸續成立墾丁、玉山、陽明山、太魯閣

、雪霸、金門、東沙環礁、台江及澎湖南方四島等 9 座各具特色的國

家公園，並於 2011 年 12 月 6 日成立首座之壽山國家自然公園，鑒於

時空環境已大幅變遷，國家公園經營管理應與時俱進，除應符合世界

潮流與民眾需求外，更應尊重原住民族文化、生活與傳統，同時亦應

推動園區民眾參與國家公園經營管理；各項的需求不斷增加，然政府

資源的挹注卻不見配合增加，因此實有參考美國 Mission 66 精神，

重新以策略性思考的高度，檢視國家公園的發展及其困境，並研議配

置適當的發展策略，以使臺灣的國家公園得以永續發展。然而目前國

家公園經營管理現況並非如此，因而激發了本研究的動機： 

（一）重要自然資源遭受破壞，卻遲未成立國家公園予以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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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時報 2012 年 6 月 25 日報導，盜伐人數 5 年暴增 17 倍。南

山神木群坐落在馬告檜木國家公園預定地，位於林務局羅東林管處轄

下太平山事業區第 52 林班地，山老鼠鋸倒 4 株超過千年樹齡的紅檜

及扁柏生立木，竊取樹瘤。民視 2012 年 4 月 19 日也報導，生立木遭

盜採，慘被製成木雕藝術。這 2 則新聞代表著臺灣所擁有的珍貴自然

資產，如未能及時有效的保育，則可能在人為的非法破壞或是合法的

開發而消失殆盡。新聞報導中的馬告國家公園預定地，已於 2002 年

7 月 5 日行政院核定由內政部於 2002 年 7 月 25 日公告，預定劃設範

圍面積約 5 萬 3，602 公頃。然為何遲至今日仍未成立國家公園以保

育珍貴資產呢？這是一個啟人疑竇也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 

（二）設立國家公園與原住民族文化傳統的衝突與合作 

    既然有珍貴資源應該予以保育，為何原住民族會如此堅決的反對

？中廣新聞網 2012 年 5 月 24 日報導，宜縣原民議員：反對設置馬告

國家公園。宜蘭、新竹及桃園交界山區孕育大片檜木山林，保育團體

長期催生「馬告檜木國家公園」，希望加以保護；宜蘭縣原住民縣議

員今天聯合聲明：堅決反對設置國家公園，如果要設立，必須先徵得

原住民同意。保育團體的訴求與理念，與原住民族的生活習慣及傳統

習俗相違時，應如何兼顧多元價值？ 

（三）國家公園與當地民眾的互動關係變動甚大，恐危及國家公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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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永續發展 

   國家公園範圍內，當地居民激烈抗爭，要求國家公園撤出的訴求

為何？當地的居民生活的需求，是否與保育團體的理念、國家公園的

經營管理，亦有所扞挌？相關媒體中國時報 2010 年 8 月 18 日報導，

繼小金門鄉親 2009 年向內政部長廖了以表示抗議之後，大金門古寧

頭居民也發出「金門國家公園滾出去」的聲音，要求內政部檢討撤銷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改為交通部觀光局管轄的國家風景特定區，為

金門鬆綁以增進地方發展。另外自由時報 2011 年 8 月 12 日也報導，

古寧村怒吼要國家公園撤出，烈嶼鄉民則提出「留點不留面」的

訴求。因此，金門國家公園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2012 年 10 月 18

日公告施行，劃入範圍 2.6 公頃、劃出範圍 193.5 公頃、分區及用地

變更 125.97 公頃，整體面積調整為 3528 公頃，範圍縮小 190 餘公頃

。在 21 世紀的臺灣，民眾環境意識提升，對於職司保育物種多樣性

、保存文化多元性的國家公園，不僅未增加劃設面積，反將原已劃設

的範圍予以劃出。以往從未發生過如此重大事件，此例一開，日後各

國家公園範圍內的居民，恐將援引比照，國家公園制度是否搖搖欲墜

？是令人擔憂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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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21 世紀的臺灣因政治、經濟環境的變遷，已然產生上述問題，加

上自然環境的變化，自 1983 年以來的即設立的國家公園制度，面臨

空前的挑戰，21 世紀的國家公園管理當局必然要有新的策略規劃以為

因應。首先要思考的是，國家公園的政策目標是否改變？如果目標已

然改變，則經營管理的策略理應改變。如圖 1-1所示： 

 

圖 1- 1  政策目標改變 

本研究繪製 

另一種情境則是：雖然目標沒變，但政治經濟環境已經改變，應調整

策略，以因應變遷並利於進行經營管理，俾順利達成目標。如圖 1-2

所示： 

新目標 

既有經營管理策略 

新經營管理策略 

調整

策略 
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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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  政經環境改變 

    本研究繪製 

    至於環境變遷的過程中所造成的公共問題，國家如何有所作為，

是採取國家機關主導的方式解決呢？還是以市場的方式解決？如何運

用符合政經情勢的策略與有效政策工具，必須透過策略性的思考及縝

密的分析，才能將情勢引導到期望的目標，也是本研究需要予以解決

的問題。政治體系和經濟體系相互之間有互依、互動及互補性，就研

究面言，公共政策研究者再分析當前政治問題時，應該同時藉諸兩者

理論之長，以增強政策之分析能力。長久以來，只借重政治學理論之

現象，在研究途徑上也許應有所修正。其次就實際面而言，在決策部

門之中之政策制定者，以及政策執行者亦應將「政經因素」，以及「

公私部門之合作性策略」納入本身參考架構之中，如此政策規劃方能

周延，執行成功可能性才會提高。因此公共政策之範疇勢必包含非經

濟性政策及經濟性政策。公共政策研究者在選擇政治題目和研究面向

既有經營管理策略 

新經營管理策略 

環境變遷 
執行困難 

目標 

調整

策略 

調整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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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是兩者兼顧的（詹中原，2003：433）。 

    採用國家或市場的方式以解決公共問題，一直是左右路線不斷擺

盪的課題，在追求行政效率的發展歷程中，有各種的學派，例如新公

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務等（Denhardt，2003：15）。在國

家公園所面臨的困境中，究竟是大政府能解決較多問題，還是讓市場

來解決問題，會比較有效率而且成本較低？這是一個有趣而且值得探

討的問題。本研究之目的，即是為以下 4個問題，提出解答： 

（一）邁入 21 世紀以後，臺灣的國家公園處在什麼的環境當中？這

樣的環境與以前什麼不同？本研究以政治經濟整合途徑分析，建構出

國家公園所處的政經環境。 

（二）國家機關在經營管理國家公園的過程中，投入資源為何？本研

究從歷史的途徑觀察，以檢視其資源投入的情形與努力的成果。 

（三）21 世紀以後，國家公園制度面臨哪些問題？這些問題癥結及其

原因為何？本研究全面觀照 21 世紀政治經濟環境對國家公園制度所

帶來的威脅與危機，同時也關注其所帶來的機會與轉變的契機。 

（四）國家公園制度面對環境變遷所形成的威脅與困境，如何善用本

身的優勢，選擇適當的策略，以符合環境的需求，並建構建構永續經

營策略？本研究將運用 SWOT 分析及策略矩陣，提出因應策略，作為

政策規劃及執行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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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政治經濟的途徑觀察國家公園的發展，並以解決公共問

題的基本命題進行研究，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採質性的研究途徑，

可全面且整體的觀照研究主題，是較為妥適的研究途徑。以質性研究

作為研究的定向，以描述性的文字建構研究體系，並採政治經濟的整

合分析為主要研究途徑，用以篩選資料、分析環境，同時佐以結構性

觀點與歷史動態分析，從歷史的縱深觀察問題的本質；在研究方法上

則以文獻研究法、深度訪談法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另外，也借重

SWOT 分析，協助尋求對策。整體而言，本研究藉由文字描述的方式，

觀察 21 世紀臺灣國家公園的現況，分析環境變遷所帶的機會與威脅

，提出因應策略，使原來没注意到的事件被注意到、或是原來已被注

意到的現象重新被認識與省思，期望國家公園的研究更接近真相，理

論學說更具臺灣本地研究特色，解決問題的建議更具可行性。 

一、研究途徑 

（一）質性研究途徑 

  蕭瑞麟指出，對質性研究者而言，建構理論不是去驗證公式，

而是要去說一個令人得到啟發的「故事」。這種以文敘理的質性研究

方法有一個很重要的使命，那就是要「使事務被看見」（making 

things visible）。要達成這個使命，研究者至少需要完成以下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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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的其中之一：第一，你的文章必須使原來没注意到的事件被注

意到；第二，你的研究必須使原來已被注意到的東西重新被認識與

省思；第三，研究者的任務在透過故事、文字、語言「使看不見的

東西被看見」（making invisible things visible）。目標就是希望

將無形的宰制予以描述與呈現，因而讓人恍然大悟、使人豁然開朗

（蕭瑞麟，2007：58-59）。而王雲東則提出近年來質性研究的使用

有日益增加的趨勢。對於質性資料來說，因為資料的形式多以非數

字為主，在分析方法上也比較多元。質性研究樣本資料的呈現也是

質性資料處理過程中很重要的一環。大體來說，質性研究樣本資料

的呈現有兩種常見的作法：一是將研究者取樣的重要考量變項列表

呈現，對於與後面研究所蒐集到資料的對照與深入詮釋，實可達到

簡潔扼要呈現資料的效果，對於被研究對象人數稍多時尤為適用。

至於第二種常見的質性研究樣本資料的呈現方式，就是如果被研究

對象人數較少時（例如：5 人以內），則對於被研究對象的介紹，除

了基本的背景資料之外，更可以深入每個樣本的生活狀況、資歷與

成長特殊經驗等來作詳細的說明介紹（王雲東，2007：376）。本研

究即是採質性研究途徑。 

（二）政治經濟的整合分析 

１、Lindblom 指出，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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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性的，而大部分經濟亦是政治性的。更確切地講，「經濟」是指一

種行為，它有可能也是政治的行為，只是尋求以特殊的方式實行（

Lindblom，1980：9）。而政治和經濟之間的界線並非明顯地分辨清

楚，這就是說無論是目標、還是場域、還是行動者，政治與經濟仍

有犬牙交錯、相互重疊之處。這也說明政治與經濟是一個過程的兩

個面向，政治與經濟之不容分開、不容切割。政治經濟學在於考察

：在既有的與可以運用的資源下，個人需求的滿足是靠市場供需的

作用來完成，還是靠國家的干預與調控呢？（洪鎌德，1999：24-27

）。近年來，諸多政治經濟學者認為，在將政治、社會，或經濟現象

分別孤立於其他領域影響的情況下，研究者將無法充分理解各領域

中之現象與問題。是以惟有將特定的問題置於整體政治、經濟、社

會，與意識型態的架構中加以研究方有助於完整地理解上述各種問

題之本質（Harpham and Stone,1982 ： 14-17）。 

２、蕭全政認為整合性的觀點強調以分析實存政治經濟問題而超越

科學與非科學之爭，並從整體結構掌握不同立場之行為者的特性，

而擺脫意識型態之爭及個人行為與制度結構之偏廢。從整合性的觀

點看，任何社會的變遷，都源於結構中不同立場與稟賦的行為者自

利性的政治行為或經濟行為。政治經濟問題的分析與解決，必須以

能瞭解相關結構中相關行為者的特性與互動過程為前提。無可置疑



21世紀臺灣國家公園發展策略之分析 

18 

的，以政府（或國家機關）為中心的政治體制和以市場為中心的經

濟體制，是涉及政治經濟問題中最重要的兩種結構因素，因為它們

能呈現且制約任何社會的重大政治經濟問題（蕭全政，2006：36）。

而黃城則指出當代的政治學者，從「系統分析論」（ System 

Analysis）的角度，大都體會到環境與政治發展的關係密不可分，

而環境又有外環境與內環境兩方面，「外環境指一國之外自然環境、

國際文化、經濟、政治情形等。內環境指國內的自然狀況、文化、

經濟、社會、宗教、人口等情況」。不論外環境、內環境，對一個國

家的發展而言，其影響皆不僅止於某一層面或某一角度而已，事實

上，各種內、外因素，它們彼此之間交亙作用、亙相含化，構成國

家發展的全面景觀，這是超越現代學術的分門別類之現象的，我們

必須從「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的觀點來理解，才能比

較全面、與真實地掌握到一個國家的發展真相（黃城，1989：7-8）

。雖然大多數全球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分析，仍舊在探討國家與市場

，以及兩者間的關係，不過在近約十年中，全球政治經濟學的實質

內容已有相當可觀的變化，黃東煬等人認為全球政治經濟學已無法

再漠視現存於政治學、經濟學、人文地理學、商業研究及社會學等

這些不同領域的一系列重要辯論。全球政治經濟學並沒有特別偏愛

經濟；它真正偏愛的是一種政治-經濟（political-economic）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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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式，或說是不將政治、經濟及社會分開處理的分析方式（黃東

煬等，2006：5-8）。 

３、詹中原指出，依政經體系互動模型（ political-economic 

model）來看，政治體系和經濟體系相互之間有互依、互動及互補性

，就研究面言，公共政策研究者在分析當前政治問題時，應該同時

藉諸兩者理論之長，以增強政策之分析能力，就實際面而言，在決

策部門之中之政策制定者，以及政策執行者亦應將「政經因素」，以

及「公私部門之合作性策略」納入本身參考架構之中（詹中原，

2003：430-433）。而陳師孟則認為目前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的關係

或可用「貌離神合」來形容，就研究的課題範圍而言，尚有相當程

度的區分，但就研究的方法模式而言，已經沒有本質上的歧異（陳

師孟，2006：10）。 

４、周育仁認為政治經濟學的出現，係源於國家機關與市場二者之

同時存在，及二者之間存在互動關係所致。事實上，國家機關與市

場從來未曾獨立存在，而二者之相對力量也會因時因地而異，各國

之經驗均顯示，國家機關之經濟角色是不容忽略的。即便是在最強

調自由經濟的美國，國家機關也扮演許多重要之經濟角色（周育仁

，1995：4-5）。宋鎮照則認為政治經濟學（Politioal Eoonomy）整

合了政治學（politics）和經濟學（economics）研究範圍，分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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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和經濟問之相互關係。換言之，它是一種科際整合（inter-

disciplines）的研究，探討市場機能運作（market function）和

政府機關（the state）之互動關係，也就是結合了政治學的「權力

」（power）和經濟學的「利潤」（profits）觀念分析。將政治學和

經濟學視為兩獨立學門，已不足以充分解釋當前複雜的政經發展過

程。無可否認的，政治干預經濟對國家發展有其重要性。同時，經

濟運作也連帶影響到政治權力的分配與發展過程。基本上，政治經

濟學所關心的是國家機關的經濟干預與自由主義的市場機能運作間

的相對關係，亦就是國家機關對經濟事務（economic affairs）之

管理（management）方式。很清楚地，政治經濟學並不是政治學加

上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的出現帶來了一個重要的爭論（debate） ：

國家機關之責任（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state）與經濟（

economy） 間的相互關係。它有兩層意義：第一是國家機關是否應

進行經濟干預或讓經濟自由運作。第二是民間的需求（wants）（如

住宅、醫療、教育、交通、福利、公共安全等措施）是否由國家機

關來提供，或是由私人部門提供。整合政治和經濟的研究原則（the 

Disciplines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oe），以便深入瞭

解世界或國家發展的助力或動力（forces），有其必要性。政治經濟

學主要是研究政治經濟制度，以及政治與經濟互動的關係，這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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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決定了未來經濟發展的型態模式。其實，政治經濟學之研究典

範也建立在這些動力上，它提供了一套其獨特的方法論，超越了政

治學與經濟學研究領域，旨在解析政治（國家機關）與經濟（市場

）的互動關係（宋鎮照，1995：4-5）。 

整體而言，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合而為一，事實上係來自政府及市

場兩者同時兼具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功能，市場具有實現公正的功能，

政府也具有經濟功能。政府具有制定法律、執行法律的權威性，這使

政府成為最有效、最經濟能提供安全服務的組織。同時，政府與市場

可以互補不足，政府和市場單獨一方，都無法以同時兼顧繁榮，又能

保證公正的方式來組織社會，這是政治學與經濟學相互融合的現實印

證。政治學與經濟學也都研究政府和市場，它們分別從不同的面向分

析了如何經由社會組織來實現個人目標和整體目標。整體目標的達到

需要政治過程，但有時也需要借助經濟手段。從政治活動與經濟活動

的關係看，作為一種組織，政府既有政治活動，也有經濟活動；在市

場過程中也並非完全沒有政治行為的存在，因此將政府與市場割裂進

行研究，對社會現象做出的解釋可能會不具有整體性。詮釋社會現象

、制度發展，以及市場和政府之間的相互作用，必須超越政治學與經

濟學的界線，才能更具全面性與整體性。本文經由對政治經濟體系全

面觀照的途徑，分析鑲嵌在全球與國家的框架下的國家公園制度，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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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對政經環境、重大事件的觀察，並深入分析外環境與內環境等因素

。對國家公園制度的發展而言，政經環境的變遷影響不僅止於某一層

面，事實上，各種內、外因素，它們彼此之間交互作用，構成國家公

園制度發展歷程的全面景觀，從「科際整合」的政治經濟分析途徑來

理解及分析，才能比較全面、與真實地掌握到該制度所處環境與發展

真相，進而能發現國家公園的發展如何受到政經重大事件的影響，以

及找出未來發展的問題，並且嘗試提出解決的對策，此即本研究採用

政治經濟整合分析途徑的主要考量。 

（三）結構性觀點與歷史動態分析 

１、「結構」係指整體社會的結構。由於「整體社會」一詞太過抽象

，所以有必要進一步以其下之諸多次體系當作觀察對象。常見的次體

系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法制、司法、媒體、學術、文官、

科技、宗教、藝術等； 端視討論的需要，而得更細緻化。對於這些

次體系，有智慧者應該掌握它們的構造特色；為此，我們必須觀察歷

史，亦即瞭解它們是經過哪些階段、有如何的對抗勢力與過程才演變

發展成為今天的樣子。所以這種觀察方法叫作「歷史-結構」研究法

（李炳南主編；石之瑜等著，2007：126）。 

２、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向度（dimensions）亦可區分為兩種：即動態

（dynamics）與靜態（statics）。大體上，動態的研究是偏向於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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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分析，它是縱向（vertical）的探討，可以檢視政治經濟發展

的因果關係，對於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或個案的分析，從歷史發展過程

的進化觀點，可以得知發展的動力因素與其長期政治經濟的互動關係

。而靜態分析是水平橫向（Horizotal）的研究，偏向社會政治與經

濟結構與制度的互動關係分析，注重結構或制度因素的改變（如政策

改變、失業人口大增、人口成長、勞資關係、與工業化），對整個社

會政治經濟結構全面的影響，以及如何尋求因應策略，進而調整與修

正相互依賴的結構關係。簡言之，即是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

或制度主義（institutionalism）或貨幣學派（monetarists）的探

究法。雖然有動態與靜態之別，但在原則上，政治經濟學者大多（或

多或少）傾向整合此兩者向度，即所謂的「歷史結構分析法（

historical-structural analysis）」。（宋鎮照，1995：9） 

３、整個政治經濟學的重構工程，我們必須超越政府與市場，要肯定

、要落實到行為者的層次；我用「行動者」（actor）這個字作為主體

，但也涉及將此行為者結構化的脈絡，故其中涉及整個歷史變動哲學

和人的哲學。因為這套理論的建構，是由整體歷史社會看，而歷史是

有因果的；在看待歷史因果時，行為者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超越個

人的組織、團體，甚至是社會、階級、國家等。只要可以確認一個明

確範圍，可以形成意思表示或意志，抑或會受到利害得失的影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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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為行為者。所以，actor 的概念比較寬廣，從個體到總體，只

要有一個可以辨認的，能夠有意思表示或形成意志，可以承載利害得

失的，都可以包括在內。在整個政治經濟學中，我認為行動者是最關

鍵的主體，因為整個歷史因果，都是由於行動者而發展，而且由行動

者去展現；行動者是整體歷史因果發展的最重要觸動者，也是最後結

果的承載者。唯有落實到行為者的層次，才能知道歷史因果的果為何

，也才能瞭解整個歷史的因。所以，如果要分析政治經濟現象，解決

政治經濟問題，就要先分析歷史的因果，從歷史因果的流轉才能預測

，甚至控制事實的發展。倘若瞭解因，就能預測果，誰說預測一定要

使用量化方法呢？量化方法只是相關分析，不是因果分析。承接上述

例子，相關分析係指車子左輪和右輪間的同時轉動，我們當然可以根

據這個相關係數來預測，雖然可以不用瞭解左輪和右輪轉動都是因為

引擎的關係，只要從兩個輪子的共變關係，就可以預測，而且很準確

！根據左輪轉動的方向、速度，就可以預測右輪將如何轉動，這就是

相關分析，而不是因果關係，如果要分析因果關係，還必須把引擎整

個串起來，我想兩者間有很大的差異（李炳南主編；蕭全政等著，

2007：49-50）。 

４、 Talcott Parsons 指出，結構即是其中最為根本的部分（

Parsons, 1951： 20-21）。從字源的角度來看，結構一辭的英文字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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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源自拉丁文的“structura”，乃從動詞“struere” 

（即建構的意思）而來的。Parsons 就認為，唯有針對結構的理路加

以剖析，我們才可能充分掌握社會體系此一巨靈的基本樣貌。至於這

個樣貌所涉及的，則是一個既有體系狀態中諸如部分間的既存關係形

態為何、變遷如何形成、經過了怎樣的中介階段、或變成什麼樣態

......等等的問題。因此，「結構範疇的系統是使一個場景（setting

）具動態分析之可能的概念性企劃。假若我們有充分概化（

generalized）的範疇系統來對體系的結構從事系統化的描述和比較

，我們就有條件來動員，而使得對動機過程之動態知識獲致極大的效

果」（Parsons, 1951：21）。結構並非只是一個單純的抽象概念，僅

為了分析上的方便而具有意義；相反的，它被看成是一種具實存性、

且又是具體化之經驗實在的樣態。從時間的向度來考察結構這個概念

的意涵。從人的行動實踐的集體表徵的角度來看，結構這個概念可以

說內涵有傳統的意思。為了有著較完整的闡明，首先讓我們從「過去

」這麼一個概念的基本意涵談起。在我們的常識經驗裡，過去、現在

和未來這三個有關時間的向度，彼此之間具有時序上的不對稱性，基

本上是不可逆的。大體而言，「過去」具有實際的決定性，因此乃具

有著「命數」的性質，而「未來」則代表實際的未決定性，它反映的

是一種自由、一種選擇的可能性。這也就是說，就因果可能關聯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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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過去」的變成是一種既存的條件，總是可能某個程度地決定了

人們的行止。相對的，「未來」所能展現的是人們內心的一種規約、

期待、或展望，它帶給人們的是具備某種自由選擇的空間（葉啟政，

2004：132-361）。 

５、結構化的概念涉及結構的二元性，它和社會生活的基本遞迴特質

相關；也涉及結構與能動性之相亙依賴闕係的表達。結構的二元性指

的是社會系統的結構性質，既是那些建構系統的實踐中介，時也是結

果。結構化理論因此拒絕任何共時、歷時或者靜態與動態的分化。經

由限制而創造結構的論點也將被拒絕。結構既是能動的也是限制的，

而且它具備社會理論的特殊任務，即去研究社會系統組織的條件及其

在結構與能動能的相亙關聯（Giddens, 1979： 70）。Giddens 清楚地

說明了結構與能動性（agency）之「結構二元性」的「遞迴」（

recursi ve）特質：「結構既是能動的也是限制的，而且它具備社會

理論的特殊任務，即研究社會系統組織的條件，及其在結構與能動間

的相互關聯。」Giddens 更指出日常生活並非只是建構社會生活的複

雜多樣性的關聯基礎，而應該是從更為廣大的社會系統利整合的角度

來理解，那些空間上與時間上的「跨度」的社會關聯；這顯然是在思

考全球化與現代化下資訊社會的結果，現代社會中一些新的制度關聯

方式，而這些新形式的制度秩序變更了社會整合和系統整合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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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因此改變了時間和空間上「近」與「遠」的關聯性質（石計生，

2006：462）。 

６、Cardoso and Faletto （ 1979：vii、x） 在 1965 至 1976 年間

探討拉丁美洲的依賴和發展時，將這種從縱剖面歷史觀照和橫斷面結

構分析的政治經濟研究，稱為「歷史一結構研究途徑」（historical-

structural approach）。在 1950 年代以來，一些國家發展的主要論

述，在應用此一研究途徑時，試圖從發展社會學的理論，包括現代化

理論、依賴理論、世界體系理論等出發，探討帝國主義、殖民主義、

資本主義對未開發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上的影響。它與 1980

年代新制度主義研究途徑的歷史制度主義流派類似，多少受到結構功

能主義的影響，期透過制度建立及其運作過程，找出國家發展的模式

；也對社會學制度主義一派所探討的制度要素或機制（例如，正式規

則、程序、規範、文化等）給予關注，藉以瞭解這些制度要素或機制

的變遷，究竟如何影響一個國家發展的走向。 

７、國家政策之決定，從結構性的觀點（structural perspective）

來看，乃基於在客觀社會結構下，國家所處之地位條件，及國家追求

成長與存續之自利性動機的考量（蕭全政，1988：81）。 

８、國家在特定時空下所處之結構地位，自然蘊涵著其政策目標與措

施作為所必須面對的機會與限制（吳若予，199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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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以「歷史-結構」途徑來看不同政治體系的變遷，不可避免的會

凸顯「國家」（state）的角色，因為在世界體系的結構關係下，「國

家」適處於外環境與體系內的中間，我們不僅不能把它當作無關緊要

的因素，甚至應把它視為左右社會變遷的關鍵。依國家論的觀念，「

國家」不能將其視為國際法上的國家，而是把它視為「政治社區中的

權力結構」。換言之，國家不是靜態的政府組織，而是一群精英結合

起來「對社會從事價值的權威性分配」。（彭懷恩，2008：226） 

綜上所述，國家及政府結構對於國家公園的設置與制度化等相關

政策，扮演著極為主導性的角色，從區位範圍的選定、管理機關的設

置、人員經費的撥補等面向，都可以看出國家引導政策發展方向的掌

控及支配的地位。本文以 21 世紀的臺灣作為研究的時空環境背景，

輔以歷史的沿革脈絡，從國家理論的角度出發，透過政治經濟整合分

析的途徑，觀察在 21 世紀的臺灣國家公園發展現況，同時兼顧深度

及廣度，這兩項分析工具應有相當程度的詮釋力與分析力。 

二、研究方法 

（一）文獻研究法（literature study） 

  對於資料的分析處理，有時並不一定都需要由研究者向被研究者

直接獲取「第一手」的資料（primary data）才能作分析。如果研究

者想要研究的題目，已經由其他單位或個人蒐集到信效度良好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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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分析和回答的話，則研究者就沒有必要一定要靠自己出錢出力去

蒐集這些資料。因此，使用現有的資料作更進一步的分析，以呈現新

的結論或解釋的一種研究方法，就稱為「次級資料分析法」（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亦可稱為文獻研究法（literature 

study）。文獻研究法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它的運用最早始於

1970 年代末期。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中，其重要性更是與日俱增。原因

是現在的社會資源愈來愈有限，因此如果已經有別人蒐集到類似且是

可以回答研究者想要研究題目的資料的話，那麼研究者當然不需要自

己再多出錢、出時間去作重複的工作。此外，如果是作政策研究的研

究者，通常需要盡可能瞭解到整個社會的全貌；也就是說，如果用調

查研究的方式，則所需要的樣本數通常都蠻大，而且分布範圍很廣，

在研究者有限的資源、人力、時間的種種限制之下，即便自己花了很

大的力氣去蒐集資料，但往往資料品質還不如政府機關所蒐集（或是

所委託蒐集）的來得好。因此政策研究者通常有非常高的機率採用文

獻研究法來進行研究。次級資料來源（種類）很廣，舉凡政府機關所

蒐集（或是所委託蒐集）的調查統計資料、各機構單位本身的營運資

料（例如：成本資料）與個案資料（例如：社區化就業服務之個案薪

資、個案所面對之問題與處遇策略）等，都是可能的次級資料來源。

不過在使用次級資料作分析時，需要特別注意：必須與該次級資料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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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聯繫，取得其正式同意後，方能使用（王雲東，2007：368）。 

  本研究蒐集相關之書籍、學位論文、行政機關委託專家學者之研

究計畫、法令規章等文件資料，同時兼顧相關理論的學理脈絡及與實

務面的統計資料，經過爬梳整理後，予以分析、歸納。同時，本研究

亦透過網際網路連線至各相關網站，搜尋精確、嚴謹且具學術研究價

值之參考資料。本文的架構上，係以時間為縱軸，蒐集臺灣國家公園

相關資料，以為辨識對環境所持觀點的基礎；並以政治經濟結構分析

為橫軸進行研究，將不同黨派政府、不同的歷史背景但足以影響本研

究的重大政治經濟事件，作有意義的劃分，並將其對國家公園政策的

影響，予以深入分析。 

（二）深度訪談法（depth interview） 

    潘淑滿及王雲東將深度訪談法界定為：「在自然情境下，研究者

與被研究者透過雙向溝通的互動過程，蒐集有關口語與非口語的訊息

，以便深入式的全面理解研究的現象。」（潘淑滿，2003；王雲東，

2007：252－254） 

    文崇一則主張質性研究的資料蒐集方式，主要可經由觀察、錄製

及訪談三種方式取得。訪談法雖然以訪談為主，但也不能忽略觀察和

參與所可能得到的印象。當我們進行訪談時，沿著主題談下去，資料

就慢慢累積起來了。把訪談法當作資料蒐集的工具，它至少有三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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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訪談法用作主要研究工具，即主要資料係靠訪談獲得；訪談法亦

可作為補充研究工具；訪談法具有較大的彈性（文崇一，1984：549-

551）。 

    歸納而言，「深度訪談法」（Depth Intewiew Method）是社會

科學領域中非常基本與常用的質性研究方法。而社會科學研究中的「

訪談」與一般的「談話」有著相當大的出入。「訪談」就是指針對特

定目的（一般來說，主要目的為蒐集資料） 所進行的面對面、口語

與非口語等相互溝通的方式。也就是說，質性研究的訪談是一種有目

的的談話過程；研究者（訪問者）透過訪談，可以進一步瞭解受訪者

對問題或事件的認知、看法、感受與意見。對質性研究而言，訪問者

在訪問過程中所提的問題，只是一種引導談話的潤滑劑，重點則是要

使研究者（訪問者）能夠深入瞭解受訪者的社會文化背景，並從受訪

者的觀點來分析其所陳述與經歷的生命事件。因此，研究者是否運用

受訪者熟悉的語言來進行訪問工作？訪談的內容是否為受訪者所熟悉

的主題？以及研究者是否以適合受訪者溝通的形式來進行訪談？就變

成是訪談過程中非常重要的考慮與安排重點。本研究將採取二階段的

訪問方式： 

1.第一階段採是開放性的問題，讓受訪者自由發揮，然後順著其回答

問題的脈絡中找出新的問題，繼續追問，以深入了解其對國家公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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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角色的定位、目前遭遇到的主要困境為何。 

2.第二階段採則是以結構性的問題，從確定的架構出發，針對各國家

公園的 SWOT 分析為主軸，在該框架下請受訪者針對特定問題回答，

以期能夠從受訪者的回答中，掌握到研究者所需要的資訊，以期能掌

握問題重點，特別是在分析國家公園未來的發展上，可能會面對的困

境與優勢等因素時較適用。 

  本研究列入訪談的對象包括：內政部次長、營建署署長、各國家

公園管理處長或重要主管人員、國家發展委員會（包括行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等相關機

關重要承辦及決策人員，深入了解他們對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組織、

經費及人力的現況的看法，以及國家公園未來發展與建議，從中瞭解

相關機關對國家公園的認知，從而發現國家公園未來發展的機會與威

脅。深度訪談對象詳如表 1-1。 

表 1- 2深度訪談對象一覽表 

受訪者姓名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訪談時職稱 

曾偉宏 2013.5.10 

2014.4.11 

內政部營建署 

行政院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

處處長 

呂登元 2013.5.14 

2104.4.14 

台江國家公園 

內政部營建署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處長 

陳茂春 2013.5.16 內政部營建署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處長 

2014.5.7 陽明山國家公園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

處處長 

林永發 2013.5.17 陽明山國家公園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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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姓名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訪談時職稱 

處處長 

2014.5.5 內政部營建署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處長 

陳貞蓉 2013.5.23 

2014.5.30 

墾丁國家公園 

內政部營建署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處長 

許文龍 2013.7.1 

 

內政部營建署 內政部營建署代理署

長 

2014.6.11 行政院 內政部營建署副署長 

楊模麟 2013.7.9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處長 

2014.5.9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

園 

徐旭誠 2013.7.9 

 

 

2014.3.3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國家發展委員會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

會(2014.1.22改制為國

家發展委員會)重要承

辦人員 

李秋芳 2013.7.10 內政部營建署 內政部營建署署長辦

公室主任 

2014.5.26 雪霸國家公園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處長 

林文和 2013.7.15 

2013.5.15 

行政院 

行政院 

玉山國家公園秘書 

劉君 2013.8.5 

 

2014.6.5 

內政部營建署 

 

行政院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

園重要決策人員 

黃萬翔 2013.9.6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

會(2014.1.22改制為

國家發展委員會)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

會副主任委員 

歐正興 2013.9.13 行政院研考會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

備處主任 

羅君 2013.9.18 行政院主計總處 行政院主計總處重要

承辦人員 

李武育 2013.9.13 

 

2014.5.9 

行政院研考會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

園 

行政院研考會處長 

國家發展委員會處長 

孫君 2013.10.6 內政部營建署 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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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姓名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訪談時職稱 

 

2014.4.8 

 

行政院 

園重要承辦人員 

丁育群 2014.5.8 

 

2014.6.5 

澎湖青年活動中心 

行政院 

內政部營建署署長 

林慈玲 2014.5.9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

園 

內政部常務次長 

（依訪談時間排列） 

（三）SWOT分析 

１、1979年 George A. Steiner提出了 WOTS-UP模型，這也就是日後

被策略管理（Strategy Management）學界所普遍使用之 SWOT 分析（

George A. Steiner， 1979：22），其認為企業在進行決策時必須考

慮四個要素，分別是企業內部的「優勢」（strengths）和「劣勢」（

weaknesses）, ，以及企業外在環境的「機會」（opportunities） 

與「威脅」（threats）。其中的「機會」和「威脅」是著重企業所處

外在環境的變化為，以掌握未來情勢與對於企業的可能影響，通常是

指企業無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包括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文化、

科技和人口環境等，而在威脅方面則是指其他競爭者的競逐， Heinz 

Weihrich 則進一步發展出「SWOT 矩陣」，成為日後策略管理研究中相

當重要的分析架構。（Heinz Weihrich，1982：60） 

２、策略作為一個粗略但可瞭解的觀念性架構，大致發展成型，並成

為後來策略概念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同時這些策略定義也引申出主要

以 Andrews 為代表的初步的策略制定模式。Andrews 的貢獻在於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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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複雜的策略制定過程，成一個簡潔的 SWOT 架構，可以被正式化，

因此企業可依賴這策略制定模式以建立，策略規劃系統。在策略制定

的決策架構方面， Andrews 的 SWOT 分析架構認為策略的制定要考慮

企業的內外環境因素，判斷出機會與風險，並與企業內部資源的優缺

點配合。Andrews的 SWOT分析架構對策略領域的貢獻，在於提出一個

可以明白表達的策略思考步驟，企業經理人可倚賴此分析架構，有脈

絡可尋地思考如何找到理想的策略。SWOT 分析架構也強化了企業資源

與環境變化配合的策略原則，並且呼應 Barnard 的企業目的與環境的

相對意義，在這「企業資源與環境變化」的一組對應關係裡， SWOT

分析架構隱含企業資源的優劣，只能由企業所經營的環境去判斷，同

一組資源用於某一環境可能是獨特能力，但用於另一個環境可能就變

成弱點。SWOT分析架構初步提出在 1960年代，但因 1960年代的環境

主要是以可預期的成長為主要環境特徵，企業界與學術界對 SWOT 分

析架構的接受度有限，只有當世界環境遭遇像石油危機這類環境驟變

的衝擊時，人們才能看到 SWOT 分析架構的潛在優點。於是 SWOT 分析

架構後來被策略學者的引用並進一步發展成一般策略教科書常見的策

略制定模式或策略管理模式。（張逸民，2008：53-56） 

３、古代的兵書告訴我們，打勝仗的秘訣是：「運籌於帷幄之中，決

勝於千里之外」，換言之，針對我方與敵方之優缺點進行客觀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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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然後再分析戰場的特性，哪些是可以利用的地勢，哪些是危險

的地點，這種理性分析方式就是一種策略規劃過程。因此，策略規劃

簡單的來說，就是指「一方面先行了解自己的優勢條件與弱勢條件，

另一方面則注意外在環境變遷的特質，掌握機會，逃避威脅，以研擬

可行創意的行動策略，就是 SWOT」。機關組織內部環境包括優勢（

strength）與劣勢（weakness）條件的分析，外部環境包括機會（

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s）的分析，簡稱為 SWOT。組織一方面

先行了解自己的優勢條件與弱勢條件，另一方面則注意外在環境變遷

的特質，掌握機會，逃避威脅，以研擬可行創意的行動策略，就是

SWOT。機關組織內部環境包括優勢（strength）與劣勢（weakness 

）條件的分析，外部環境包括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

）的分析，簡稱為 SWOT 分析。同時運用矩陣（matrix）的方式予以

配置妥適的因應策略，包括： 

（1）加強優勢、爭取機會（SO：Maxi-Maxi）策略：此種策略是最佳

策略，組織內外環境密切配合，充分利用優勢，永續經營發展。 

（2）加強優勢、減低威脅（ST：Maxi-Mini）策略：此種策略是在組

織面對威脅時，運用本身具備優勢能力以克服威脅。 

（3）改善弱勢能力、爭取機會（WO：Mini-Maxi）策略：此種策略是

在組織利用外部機會，增強本身弱勢能力以爭取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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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改善弱勢能力、減低威脅（WT：Mini-Mini）策略：此種策略是

組織面對莫可奈何的環境困境時，必須改善弱勢能力以降低威脅，例

如進行合併或縮減規模等。（丘昌泰，2000：226-229）。 

  本研究研究採用 SWOT 分析法，針對當前臺灣國家公園制 度的優

、缺點進行客觀的理性分析，然後再針對環境的特性，哪些是有利的

機會？哪些是危險的威脅？在了解制度的優勢條件與弱勢條件後，分

析外在環境變遷的特質，掌握機會，逃避威脅，研擬可行的因應策略

，並運用矩陣方式，針對這四個面向，分析國家公園目前的優勢與弱

點，並且分析外在環境的機會與威脅，發覺遭遇的困境後，正確發現

問題、界定問題，並且研擬具體因應策略，作為未來發展的建議。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40608170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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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研究架構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臺灣自 1972 年推動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育工作，迄今已相繼成立

了墾丁、玉山、陽明山、太魯閣、雪霸、金門、海洋、台江及澎湖南

方四島3等 9 座國家公園，及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總面積涵蓋陸域及海

域約計有 71萬 6,904公頃，陸域面積共 31萬 3,794公頃，占全國面

積 361萬 8,950公頃之 8.66%，海域面積 41萬 2,110公頃（101年至

104 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2012：4-5）。進入了 21 世紀後，政治經

濟環境已然變遷，政治上歷經政黨輪替，經濟上國民所得提升，民眾

休憩需求增加，新挑戰不斷出現，上述幾則新聞僅是冰山之一角，在

在顯示出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的策略已有所不足。 

國家公園可以被認知為是一塊土地、是一個生態系、是一個保護

區、是一個休憩場所、是一個制度、是一項政策，是一個空間規劃、

是一個對資源的經營管理、是一個人文社會狀態，更是一個可以從多

元面向進行研究的主體。然而，本研究將從政府處理公共問題的角度

觀察，在政治經濟的環境與框架下，把「國家公園」視為一個鑲嵌在

該框架下的制度及政策，分析它在「永續發展」的目的與架構下，對

臺灣環境保護、生態保育、文化保存帶來何種影響和意義，以及它具

有何種價值，觀察國家公園制度在臺灣政治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具有

                                                 
3
 鑒於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於 2014 年 6 月 8 日始公告成立，本研究尚未將其納入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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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與功能，並進一步的觀照 2000 年以後，歷經政黨輪替，國家

與社會急遽變遷，臺灣國家公園的發展過程所面臨的困境與可能解決

之道。因此本研究的範圍定義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內，對國家公園制度

與政策的分析，並找出其發展的可能威脅與機會，同時針對內部的優

勢與劣勢，提出善用優勢與改善劣勢的策略。 



21世紀臺灣國家公園發展策略之分析 

40 

二、研究架構 

 

圖 1- 3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21世紀政治 

經濟環境變遷 

調整發展策略 

檢視國家公園目標是否改變？ 

檢視國家公園發展現況與目標間的落差為何？ 

國家公園內部環境分析 

國家公園外部環境分析 

優勢(Strength) 條件 

劣勢(Weakness )條件 

機會(Opportunity)因子 

威脅(Threat)因子 

優勢 劣勢 機會 威脅 優勢 威脅 劣勢 機會 

策略規劃 1 策略規劃 2 策略規劃 3 策略規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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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系統分析論的角度，大都體會到環境與政治發展的關係密不可

分，本研究即嘗試以對質性的研究及科際整合（ Interdisciplinary 

）方式，探究 21 世紀的臺灣，在國家公園的政策上，所面臨的政治

經濟環境為何？透過觀察重大政經環境的變遷，並分析外環境與內環

境等因素。對國家公園制度的發展而言，其影響皆不僅止於某一層面

或某一角度而已，事實上，各種內、外因素，它們彼此之間交互作用

，構成國家公園制度發展的全面景觀，這已經超越現代學科的分門別

類，唯有從「科際整合」的觀點來理解，才能比較全面、與真實地掌

握到該制度的發展真相。 

    在對 21 世紀的臺灣所處的政治經濟環境有初步瞭解後，對鑲嵌

在該環境的國家公園制度，進一步的檢視其目標，是否因環境變遷而

有所改變？倘若目標已經改變，則國家公園制度發展策略必須有因應

之道，才能應付；如經檢視國家公園制度的目標並未改變，但環境已

經大不相同，則達成該目標的經營管理策略亦應有所調整，如以不變

應萬變，恐政策目標與現況的落差將日益加大。 

    為因應環境變遷，國家公園管理當局在經營管理上，應當有所調

整，本研究研究採用 SWOT 分析法，針對當前臺灣國家公園制度的優

、缺點進行客觀的理性分析，然後再分析環境的特性，哪些是有利的

機會？哪些是危險的威脅？先行了解制度的優勢條件與弱勢條件，同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40608170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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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分析外在環境變遷的特質，掌握機會，逃避威脅，研擬可行的因應

策略，並運用矩陣（matrix）的方式予以配置，包括： 

1、加強優勢、爭取機會（SO：Maxi-Maxi）策略：此種策略是最佳策

略，組織內外環境密切配合，充分利用優勢，永續經營發展。 

2、加強優勢、減低威脅（ST：Maxi-Mini）策略：此種策略是在組織

面對威脅時，運用本身具備優勢能力以克服威脅。 

3、改善弱勢能力、爭取機會（WO：Mini-Maxi）策略：此種策略是在

組織利用外部機會，增強本身弱勢能力以爭取機會。 

4、改善弱勢能力、減低威脅（WT：Mini-Mini）策略：此種策略是組

織面對莫可奈何的環境困境時，必須改善弱勢能力以降低威脅，例

如進行合併或縮減規模等。 

針對這四個面向分析利弊得失，找出確切的困境後，研擬因應策略，

以作為國家公園制度邁入 21世紀發展策略的建議。 

 

三、研究限制 

（一）為顧及學術倫理與不逾越法律之規範，對於未經公開之機密或

敏感之文件資料，均予捨去不加引用，於研究未失完整之前提下，雖

有憾於深入探討，然可免洩密之虞。 

（二）為忠於受訪者之原意，訪談內容雖稍加潤飾，然仍恐有過於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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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及冗贅之虞。辭章文采雖駑鈍，惟求不失其意理之真。 

（三）本研究著重於全盤檢視分析，對於重大政經事件，僅得舉其犖

犖大者，雖稱廣博，恐失精微，然於篇幅及智識有限，實難求其周全

，遺珠之憾亦難全免，但求不掛一漏萬爾。 

（四）考量公文書係以民國年紀元，倘予以更動，即失資料之準確性

，且日後亦無以查考，故西元年與民國年僅得以交錯使用，冀望有助

於後起之秀得以按圖索驥，輕易覓得原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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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名詞釋義 

一、市場 

   「市場」(Market)一直是個不可或缺的核心概念。亞當史密（

Adam Smith）斯用「一隻看不見的手」來描述市場的存在及其機能的

運作；他認為，在市場價格機能的運作下，人人追求自利的行為會與

公利相調和，產生和諧的社會，並進而增加國家財富（蕭全政，2006

：96）。 

（一）毛慶生教授等，在經濟學一書論及：經濟學中所討論的市場，

與一般人所說的「超級市場」、「股票市場」不同。超級市場中所販售

的產品種類成千上萬，但經濟學裡所探討的市場，則是以「產品」為

區隔。針對每一種產品或服務，我們往往以產業（industry）描述其

整體。經濟學者將產業結構（industrial structure）或市場結構（

market structure）概分為四項： 

1.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市場-有以下特質：產品為同質

（homogeneous）、廠商之間有完全訊息、廠商都是價格接受者、廠商

能自由進出市場、市場中廠商的數目極多。 

2.獨占（monopoly）市場-又稱壟斷市場，其最大的特質就是市場上

只有一家廠商，別無競爭對手。由於獨占廠商是商品的唯一供給者，

它通常有決定價格的能力。市場上如果始終只有一家廠商，通常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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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廠商難以進入市場。 

3.寡占（oligopoly）市場-廠商的數目不只一家，但為數甚少。寡占

市場中由於廠商數少，廠商之間的互動就極為重要；任何一家廠商的

取決策都會對其他廠商產生相當影響。此外，由於市場上始終只有寥

寥數家廠商，通常表示其他廠商要進入市場也有一定困難。 

4.獨占性競爭（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市場-廠商數目甚多，

廠商進出市場容易，但各廠商生產的產品品質略有差異。因為產品是

異質（heterogeneous）的，所以個別廠商仍有價格決定空間（毛慶

生等，2010：119）。 

（二）張清溪教授等，在其經濟學一書中，對市場的定義是：市場（

market）一般是指買賣雙方進行交易的地方；或說，市場是某產品的

生產者及消費者的集合。其實，市場是讓買賣雙方成交的「功能」。

在現代經濟裡，這種功能不必然要有具體的場所。因此，經濟學所謂

的市場，與一般稱呼的市場，有兩點不同：一是強調市場的功能，不

在乎場所如何，而是以能否成交、決定價格為準；二是價格必須以「

產品」歸類，因此一個產品就是一個市場。市場結構的分類，是以研

究價格機能為目標，並依參與人數多寡導致的競爭程度，將「市場」

區分為「完全競爭」、「獨占」以及「不完全競爭」市場；其中「不完

全競爭」又再分為「獨占性競爭」與「寡占」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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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全競爭市場-競爭者最多，多到個別廠商對市場價格都沒有影響

力，也就是都是「價格接受者」（price takers）。相對的，其他市場

的廠商多少有影響價格的能力，故稱其為「價格決定者」（price 

makers）。 

2.獨占市場-指一個產品市場上只有一個生產者，該廠商也代表整個

產業。 

3.其餘介在完全競爭與獨占之間的就是不完全競爭市場，包括寡占市

場與獨占性競爭市場。寡占市場-廠商數目少到各廠間決策行為會「

彼此牽制」的市場；否則就是獨占性市場（張清溪等，2010：333-

335）。 

  本研究將討論國家與市場各有其功能與缺陷，兩者之間，較能解

決目前國家公園所面臨的困境？究竟是透過計畫、編列公務預算的方

式，較能達成政策目標，使國家公園得以永續經營；抑或是以建構國

家公園相關產業的方式，從市場供需平衡的機制著手，將國家公園有

形、無形的產值予以量化，使國家公園成為具財務自償性的經營管理

型態，進而達成永續經營的政策目標。  

二、國家公園 

1.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的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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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 1994 年國際自然資源保育聯盟（IUCN）修訂之保護區 的

分類系統，國家公園認定之定義如下：「國家公園」 (National 

Park)主要是為了保護生態系和遊憩目的而管理的保護區。劃設的目

的有三：為了現代人和後代子孫而保護生態的完整性；排除抵觸該區

劃設目的的開發或佔有行為；提供精神的、科學的、教育的和遊憩的

各種機會，這些活動必須和當地環境和文化方面相容。其選定標準為

：包含主要自然區域、特色或景致之典型，其動植物、地質、地形及

生育地，具有特殊心靈、科學、教育及遊憩價值；面積足以包含一至

數個未受人為開發或定居而實質改變的完整自然生態體系4。 

（2）臺灣採用的國家公園規範，是 1974 年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

）的認定標準.（內政部營建署，1984）：第一、未經人類開採，聚居

或開發的地區，面積不小於壹仟公頃，景觀優美，生態地形特殊，具

有國家代表性之地區；第二、為長期保護自然、原野景觀、原生動植

物、特殊生態體系而設置之保護區；第三、由國家最高權力機構限制

不得開發成工業區、商業區及聚居之地區，並禁止伐林、採礦、設電

廠、農耕、放牧、狩獵等行為；第四、維護目前自然狀態，僅准許遊

客在特別情況下進入一定範圍，以作現代及未來科學、教育、遊憩、

啟智等用途之資產地區（黃躍雯，2001：10）。 

                                                 
4
 http：//www.unep-wcmc.org/iucn-protected-area-management-

categories_591.html  2012/11/05瀏覽 

http://www.unep-wcmc.org/iucn-protected-area-management-categories_591.html
http://www.unep-wcmc.org/iucn-protected-area-management-categories_5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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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理上的定義 

「國家公園」的理念起源於十九世紀末期美國的景觀維護主義

Preservationism），是資源保育主義（Consevationism）範疇下的支派

。美國國家公園設立的精神、理念的演進和該制度的推廣，包含著生

態、思想、文化、社會與全球主義等層面的意義，在美國西部開拓史

上，它也是最重要的開發和生態關係的議題。「國家公園」是採用人

為的方式，來保持自然環境的原始狀態，以保障生態的永續發展。因

此政府得以依據國家公園法令的規定，採取強制性的手段，阻擋不當

的人為開發，維護環境的品質（曾華璧，1999：1）「國家公園」是一

由上而下的生態保育策略，就某種意義言之，是為人類保存可貴生態

資源的一種人為制度和方式。臺灣在 1980年代陸續成立國家公園，

依據國家公園法，經由人為的管制方式，為生態的永續發展，發揮了

守護者的功能。在環境保護運動中，「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一至高的原則，它所討論的課題，強調「跨」世代

的環境權，因此討論國家公園到底保障了誰的權益問題時，這中間的

「對象」是具備了不同層面的意義，即：「人」可以指少數群體（原

住居民）的利益，也同樣包括其他多數人與未來世代的生態環境維護

目的，因此單就此點而論，國家公園制度是否保障了「人」，就不是

一個僅指原住居民的單一面向的討論點而已了，它對長期的、「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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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的保障功能，應該有著重要的貢獻了，它對長期的、「生態永

續」的保障功能，應該有著重要的貢獻。「國家公園制度」是某個地

區的社會群體，為維護其自然環境的一種人為制度和價值的呈現，國

家公園制度是否可以做為評估區域與國家生態永續的一項指標，應無

庸置疑（曾華壁，2011：77-78）。 

3.法律上的定義 

（1）依照「國家公園法」現行條文的規定： 

第六條 國家公園之選定基準如下： 

一、具有特殊景觀，或重要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棲地，足以代表國家自然遺

產者。 

二、具有重要之文化資產及史蹟，其自然及人文環境富有文化教育意義，足以

培育國民情操，需由國家長期保存者。 

三、具有天然育樂資源，風貌特異，足以陶冶國民情性，供遊憩觀賞者。 

合於前項選定基準而其資源豐度或面積規模較小，得經主管機關選定為國

家自然公園。 

依前二項選定之國家公園及國家自然公園，主管機關應分別於其計畫保護

利用管制原則各依其保育與遊憩屬性及型態，分類管理之。 

（本條就國家公園選定基準加以分級分類，而以其資源豐度或面積規

模分成國家公園及自然公園二級，另各自就其保育、遊憩等主要特性

、資源條件與需求，分別於保護利用管制原則分類管理之。） 

第八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國家公園：指為永續保育國家特殊景觀、生態系統，保存生物多樣性及文

化多元性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經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劃設之區域。 

二、國家自然公園：指符合國家公園選定基準而其資源豐度或面積規模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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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劃設之區域。 

  現行條文係 2010 年 11 日 12 日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第六條、第

八條及第二十七之ㄧ條，經同年 12 月 8 日總統令修正，修法背景係

為使國家自然公園取得設立之法律依據。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國家公園：指為永續保育國家特殊景觀、生態系統，保存生物多樣性及文化

多元性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經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劃設之區域。 

二、國家自然公園：指符合國家公園選定基準而其資源豐度或面積規模較小，經

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劃設之區域。 

    本研究從國際認定標準，到學理上的國家公園開始探索，然而考

量研究的範圍僅聚焦於臺灣的國家公園，為使研究具可行性，往後的

討論採法律上的定義，較為具體、明確。 

三、策略管理 

（一）策略的意義 

吳思華認為任何一個組織所擁有的資源均是有限的，成功的組織

經營必代表它們能夠妥善運用這些資源。要能夠有效的運用資源，就

必須有一套整體的思考，尤其是在目前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如果不能

夠盱衡全局，因時、因地制宜，採行適當的策略作為，則企業很難有

出人頭地的機會。因此，思考企業未來的發展方向、勾勒發展藍圖、

採取適當的經營作為，便是任何一位企業主持人所應關心與重視的課

題，這些決策可以統稱是企業的「經營策略」。策略至少可以顯示以



第一章  緒論 

51 

下四方面的意義：評估並界定企業的生存利基；建立並維持企業不敗

的競爭優勢；達成企業目標的系列重大活動；形成內部資源分配過程

的指導原則（吳思華，1996：19-22）。 

（一）策略管理 

策略管理是企業管理中的一部分，與其他如行銷管理、生產管理

等功能管理不同，但是和它們都有關係，然而卻又不是它們相加的總

和，而策略制定是企業主持人責無旁貸的工作（司徒達賢，1995： 

17）。策略可以用來界定組織。策略不僅可以引導組織內部成員的注

意力，而且賦予組織意義。策略定義為規畫或模式，特別是定義為安

置或觀點，都提供給人們一條瞭解與分辨組織的捷徑。策略這樣一個

簡化概念的優點，在於能使組織外的成員不用在企業內而能知曉企業

。組識需要策略來減少不確定性以及提供一致性，用以支援成員的認

知、滿足其內在對秩序的需求和提昇在穩定狀況下的效率。組織如果

沒有策略也會經歷相同的紊亂，它的集體心智會變得過度負荷，它的

成員亦無法一致地處理各種經驗。因此策略也可以說是一種有秩序處

理外來刺激的心智分類建構。換言之，策略是一種理論—一種認知結

構與濾網，用以簡化和解釋所處世界，並且提供行動。策略的功能不

在解決問題，而是建構一種情境使得浮現的問題成為可解決。要言之

，組織擁有策略以降低不確定性、排除突如其來的震撼，並且設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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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集中努力和界定組織。如此觀之，策略是一股抗拒而非鼓勵變遷

的力量（黃榮護、蕭元哲、曾詮宸，1995：180-185）。 

歸納而言： 

1.策略是一個動腦的思維活動：思維是透過對工作的仔細觀察，增廣

見聞的閱讀、學習以及思考等這一連串過程而產生的。它是經過縝密

的思考，或是苦思的結果。 

2.策略具前瞻性：它的著眼點是未來，而非現在或是過去，策略探討

的是未來組織應如何永續經營發展。 

3.策略是觀點：策略不但是觀點，也是策略者對組織的看法。 

4.策略具宏觀性：策略是以高廣的角度，全面檢視組織的情況，而非

侷限於某一部門。 

5.策略具行動性：執行是重要環節，策略才能落實於現實生活中，一

個無法執行的策略與空談無異。 

四、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一詞最早是由「國際自

然及自然資源保護聯盟」、「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及「世界野生動物

基金會」三個國際保育組織，於 1980 年出版之「世界自然保育方案

」報告中提出。1987 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發

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將永續發展定義為：「能滿足當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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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其本身需求的發展」，自此推動永續發展

在世界各國掀起浪潮。「永續發展」應包含公平性（Fairness）、永續

性（Sustainability）、及共同性（Commonality）三個原則；就社會

層面而言，主張公平分配，以滿足當代及後代全體人民的基本需求；

就經濟層面而言，主張建立在保護地球自然系統基礎上的可持續經濟

成長；就自然生態層面而言，主張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5。李公哲等則

指出，另一廣泛被接受之永續發展定義係指 1992 年聯合國「環境與

發展大會」（UN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 

（又稱地球高峰會議）在巴西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召開，

所通過「廿一世紀議程」（Agenda 21）之全部內容（李公哲等，1998

：2），而該「廿一世紀議程」更將永續發展的理念規劃成為具體的行

動方案（action plan），迄今已有一百三十餘國成立國家級的永續發

展委員會，而臺灣也在 1997 年由行政院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來

負責臺灣永續發展工作之規劃及推動。 

  本研究採用永續發展的概念，應用於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上，一

方面，國家公園之設置即在落實環境的永續發展，另一方面，國家公

園制度與政策的持續推動，也是協助環境永續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

量。 

                                                 

5
 註：參考網址 http://www.un.org/esa/sustdev/ 

 

http://www.un.org/esa/sust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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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在圖書館兩個鐘頭，可以使研究者減少在實驗室六個月。」（

two hours in the library can save six months in the 

laboratory），因此好的文獻探討不只可以使研究作得好，也可以更

有效率。文獻探討的目的與功能在於瞭解過去已做了什麼，避免浪費

重複的人力、物力。「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是文獻探討很重要的目

的，如果不能吸取前人的智慧與經驗，往往會多走很多的冤枉路；同

時文獻探討也在確定研究問題，有助於研究設計與選擇適當的研究方

法，並且有系統地整理與呈現在某一領域內已有的資料，並藉以展現

研究者的研究邏輯（王雲東，2007：60）。 

    本研究文獻回顧部分包括國家角色與功能理論、國家公園制度發

展、永續發展理論等 3 個領域的重要理論，並且將有關國家公園策略

管理的相關學術論文逐一予以簡要評析。 

 

第一節  國家角色與功能理論 

  國家是政治學的傳統研究對象，各個不同的研究途徑展現出截然

不同的研究成果：政治學從制度的角度，對國家的構成進行了深入的

傳統理論研究；也有從功能方面研究，積累了大量的動態成果；行為

主義政治學，對政治行為進行多角度的分析；系統論者把國家視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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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政治系統，從系統輸入和輸出的角度分析國家；結構－功能主義用

靜態與動態結合的方法，把國家看做是一種系統過程；政治經濟學從

經濟學的角度，論證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另外，從個人的角度觀察，

將政府的功能及類型予以歸納，並以成本－收益觀念剖析政府行為，

即是著名的“政府失靈論”；此外，新制度經濟學把國家放在制度概

念之下，用產權理論和企業組織理論解釋國家的起源和本質。這些途

徑與研究理論都有助於了解國家的功能與角色，在經過篩選後，本研

採取政治經濟學的途徑，以協助觀察與詮釋國家機器在國家公園發展

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且在後續章節進行 SWOT 分析時，協助本研

究判斷情勢更加準確，以利建構可行的因應策略。 

一、國家的定義 

Carnoy 教授在 1984 年所出版的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 一書中指出：政治的重要性還有另一個原因：隨著世界

經濟的發展，公共部門（即我們所謂的國家）-在每個社會，從

先進的工業社會到第三世界原始的商品出口者社會，社會的每個

面向，不僅是在政治，而且經濟（生產、金融、分配）、意識型

態（教育、傳播媒體）、執法部門（警察、軍隊），都變得越來越

重要了。國家似乎掌握著經濟發展、社會安全、個人自由，並且

透過越來越尖端的武器來宰制人類生與死的命脈。因此，國家理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hl=zh-TW&tbo=p&tbm=bks&q=inauthor:%22Martin+Carnoy%22&source=gbs_metadata_r&ca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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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就是政治理論（Carnoy，1984：3-5）。此外，郭洪紀則認為「

國家」包含了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和制度國家（Regime 

State）兩個涵義。從民族國家的涵義出發，國家是指民族社會

，即由地域、種族、居民所組成的共同體；制度國家則是指統治

方式及其相應的文化背景，即這個人類群團或特別範疇的首領及

其政治經濟制度（郭洪紀，1996：4）。然而蕭全政則認為 State

與 Government 的意含又有近似之處。「政府」在概念意含上有廣

、狹二義。廣義的「政府」相當於 the state, 即指「擁有主權

的政府」，例如對外國宣稱中華民國政府。狹義的政府則僅指「

擁有主權的政府中的行政部門，不包括立法及其他部門」，例如

稱雷根政府。一般較常用的「政府」是指狹義的「政府」，故有

別於 the state。因此，蕭全政將 the state 稱為國家機關，以

強調共為擁有主權的組織機關。國家公權力是國家機關能對社會

的價值或利益進行分配的權威基礎，也是能對整個社會的國際關

係與互動進行把關」（蕭全政，2006：70-80）。然而國家並非全

無立場，周育仁主張國家機關本身即有可能是具有偏差性的機構

，不論其面臨何種壓力，其在調和衝突時，會自動地偏向於某些

利益團體。而在龐大的資源、權威與對思想之影響的支持下，國

家機關自能排除或重新詮釋具有威脅性之議題，或將利益加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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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以，國家機關並非一組中立的機構，而係支配或階級統治

的工具（周育仁，1995：31）。而古典國家論者則用主權（

sovereignty）的概念描述國家公權力的特質，認為國家公權力

「在國內是最高的，對國外是獨立的」權力（薩孟武，1983： 

54）。 

二、國家的職能 

按照在歐美最常被引用 Joe Migdal 所提出的看法，國家職能應

分為能決定性的穿透社會（penetrate society）、管制社會關係（

regulate social relationships）、汲取資源（extract resources

）以及分配處置資源（appropriate resources）（Migdal, 1988：4）

。Kim 則是將發展型國家的國家職能定義為管理職能（managerial 

capacity）、協調職能（co-ordination capacity）、以及控制職能（

control capacity）（Kim, 2000）。而 Dent 則主張管理職能係指官僚

體系的行政、執行能力；協調職能係指建立政府與企業連結的能力；

控制職能係指基礎結構能力，控制重要經濟資源。（Dent，2002：41-

42）。另外陳嫈郁、楊侃儒則將國家職能大概可分為制度職能、行政

的職能、政治的職能、技術的職能（陳嫈郁、楊侃儒，2008：13），

並且將各項國家政策與所需職能予以彙整成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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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全球化中的治理模式與國家職能 

國家政策 所需國家
自主權力
根源類型 

事務範例 所需國家
職能類型 

移動方向 由跨國組
織、私部
門或民間
取代程度 

戰爭政策 
（Warfare 
policy） 

硬核心強
制權力 

宣戰、外
交、國家
安全、軍
購、社會
秩序維護
、國家發
展視野建
構、警政 

政治職能 
技術職能 

國家仍保

有絕對權

力、國際

集體安全

可能向上

讓渡 

小 

軟核心基
礎結構權
力 

國家認同
與文化政
策（民主
素養由教
育體系培
植） 

行政與制
度職能 

向下調整 
自然建構 

小 

強國政策 
（workfare 
Policy） 

硬核心強
制權力 

金融調控
、經濟、
財政政策
、工業政
策、產業
政策、科
技政策、
交通政策
、勞工政
策、國土
規劃與都
市更新、
環保與自
然資源管
理、教育
政策、能
源政策、
衛生與健
保政策、
外來移民
政策 

行政職能 
制度職能 
技術職能 

有向上調
整空間 

小 

軟核心基
礎結構權
力 

就業輔導
、工會與
勞工管、
廢棄物清
、河川治
理、跨域
合作與治
理、營建
BOT、基礎
建設管理
與營運、
各級學校
管理與營
運、地方
自治、社

行政職能 
制度職能 
較少的技
術職能 

向下調整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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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參與與
社區守望
相助事宜
、社區總
體營造、
公民參與
、觀光休
閒管理、
永續經營
、地方事
務與特色
規劃、成
是競爭、
醫療體系
管理、多
元媒體體
系管理、
公共造產
維護 

福利政策 硬核心強
制權力 

保險制度
與年金規
劃 

制度職能 
行政職能 

可能可以
向下移動 

小 

軟核心基
礎結構權
力 

老人、婦
女、殘障
、兒童照
護、社會
福利與服
務、社區
照護老人
送餐、社
會救濟事
務 

行政職能 向下調整 大 

 (陳嫈郁、楊侃儒，2008：13) 

 

三、國家機關 

宋鎮照主張國家機關是串聯政治、經濟、與社會等三者功能的重

要媒介，也是三者交集的一個實體，國家機關對此三者皆有其個別的

職能，如支配、或管理、或提供、或保護、或分配等等的功能，因此

國家機關在政治經濟學的領域研究中，地位日形重要性，也說明了國

家機關亦是一個重要的變數與主體（宋鎮照，1995：13-14）。同樣地

，福山也認為國家體制的功能不勝枚舉，其效率也良窳互見。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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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力量，既可以用於保護財產權及保障公民安全，卻也也能讓政

府沒入私人財產、侵犯公民權利。現代政治的職責就是要馴服國家體

制的力量，將其行為導向人民認定為合法的目標，同時以法治來監督

其權力的行使（福山，2005：26-35）。 

四、臺灣的國家機關 

彭懷恩認為「國家機關」是影響臺灣過去、現在、未來的最重要

因素。在 1960 年代，國家機關致力於加強其威權統治，建立安定的

環境，提供經濟發展的基礎。1970 年代，延續其威權統治，開拓對外

貿易，使臺灣躍升到工業國家之林。1980 年代，國家機關的本土化政

策，一方面甄補台籍精英，疏緩參與壓力；一方面從事十大建設，順

利渡過兩次石油危機。1990 年代中期開始，國家機關政治朝向民主化

發展，經濟持續繁榮，成為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功經驗（彭懷恩，2008

：228-229）。龐建國也持相同的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發展

道路上，臺灣的國家機關扮演了龍頭的角色。國民政府在臺灣所採取

的是混合性的經濟體制，雖然國家機關的各項經濟計劃對民間部門沒

有絕對的強制力，但是，透過各種投資條例的頒定，以及對關稅、匯

率、外匯持有、營業許可、和銀行體系等等的控制，國家機關毫無疑

問地可以相當廣泛深入的掌控調節臺灣地區的經濟活動（龐建國，

1993：249-301）。王佳煌也同樣認為臺彎的經濟成就並不是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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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制的自由化上，而是國家機關能夠彈性地操控政策工具，協助私

人企業成長，累積資本。同時國家機關以投資政策與政策誘因來壙增

市場，而不是放任市場自行其是（王佳煌，1998：130-132）。吳定

則主張在現實世界中，因為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使市場無法成為完

全競爭的自由市場，市場無法達到供需關係及資源配置的理想狀態，

乃產生市場失靈的問題。因而促使政府制訂各種公共政策，介入資源

分配的過程，提供財貨或服務，規範市場的運作，保障和促進資源分

配過程的公平與公正。為何市場機制運作會產生失靈現象，從而不但

無法透過過市場機制解決各種重要問題，反而產生許多重大問題，造

成政府必須進行政策干預（吳定， 2003：37-39）。 

    綜觀上開各家理論對於國家的功能與角色，均各有見解。回顧政

治學對國家機關研究典範之發展，「古典國家論」者有關政治過程的

研究，是以國家機構為分析中心，偏重靜態面的敘述；「政治系統論

」代表者伊斯頓（David Easton）則把政治活動視為一個政治系統，

認為社會團體之需求與支持是影響政治制定的主要來源，國家機關只

是被動地根據社會團體之需求與支持來制定政策，視利益團體為貫穿

整個政治循環過程的主要動力，注重動態的政治過程；「新國家理論

」者反對制定公共政策時國家機關處於被動之說法，他們認為許多公

共政策都是由國家機關內部提出，故政策過程其實可以自國家機關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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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之內投入而加以運轉。從前開理論的探討中，得以看見源於西方的

國家理論，用於觀察臺灣的國家公園發展過程，應有相當程度的解釋

力。國家的確對於國家公園的設置及制度化，扮演著極為主導性的角

色，國家本其相對自主性，在不同的建制期別，都各能建立其掌控及

支配的地位（黃躍雯，2001：251）。本研究針對國家的功能與角色，

觀察國家機關在政策過程中所能採取行動並追求自我目標之能力。國

家機關可運用各式各樣的政策工具與干預行動及策略，將情勢引導到

期望的目標。然而國家機關的自主性程度都受國內民間社會與國際世

界體系的結構性地位所限制與影響，並分別與之存在著結構性關係與

互動型式。因此，本研究運用國家理論的途徑探討國家公園的發展，

除了描繪國家公園存在的環境框架外，也涉及國家機關對國家公園制

度的影響力，特別是 2000 年以後，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間社會力量

興起與政治民主化的加速，2008 年再次的政黨輪替，民眾及社會自主

力量隨著行動裝置的普及與網路的快速傳遞，對公共政策的影響急遽

增加，國家機關自主性漸趨降低，在制定政策時，國家機關必須考慮

社會各階層及團體的利益與需求，使得國家機關在決策過程中之主導

地位不斷降低，也是本研究關注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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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家公園制度發展 

國家公園（national park）制度源於美國，向來是美國人自詡為對

人類之一大貢獻。1872 年美國國會在有識之士奔波努力下，立法通過

在黃石（Yellowstone）地區設立國家公園，成為全世界第一座國家公

園。歷經幾次關鍵性的變革，諸如 1906 年的古物法案（Antiqu 北 ies 

Act） 、 1916 年國家公園署的成立、1933 年機關權力重整之行政命

令（Executive Orders） 、1935年歷史遺址法案（Historic Sites Act）、

1936年公園、景觀道路及遊憩法案（Park, Parkway and Recreation Act

）、1956 年的十年任務計畫（Mission 66），終能獲得政府與民間社會

熱烈的擁護，弭平了其間抗衡的勢力，而趨於成熟且擁有全方位、多

釆多姿的資源內涵，宛然若見自然界之歧異度與動態平衡（陳玉釧，

1994：11）。 

一、歐美國家公園發展概況 

  黃石國家公園法案通過後並於 1872 年 3 月 1 日由當時的總統格蘭

特（Ulysess S. Grant）簽署成立黃石國家公園，劃定大部份位於懷俄

明州的 80 萬公頃土地為黃石國家公園，明訂為「是人民的權益和享

樂的公園或遊樂場」。這種推動成立國家公園的模式，從 1872 年開始

便沒有改變過。剛成立的黃石國家公園並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經費協

助，美國政府認為公園應該設法自給自足，國會並不需編列特別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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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補助，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是無給職，而且沒有配置成員（徐國

士等著，1997：17-19）。不讓美國專美於前，加拿大於 1885 年、紐西

蘭於 1887 年等國家，也分別隨之設立國家公園。這股風潮方興未艾

，也在 1930 年前後，吹到亞洲影響日本，飄到非洲影響南非共和國

，分別設置了國家公園體系。各國設置的目的多在於保護自然，亦即

基於保育主義的作為。惟當時序走到一次戰後，由於經濟復甦，人民

生活水準提高，加上遊憩需求壓力日大，特別在 1950 年以後，國際

觀光旅遊業蓬勃發展，更促進國家公園的普遍設立（游漢廷，1985：

15）。 

  然因各國經濟開發程度、土地利用型態、歷史背景、以及行政體

制的不同，對國家公園所用之名稱、內涵標準、管理機構都相當不一

致。例如科技進步的歐洲國家，像英國、荷蘭、盧森堡，由於土地有

限，農業發展業、牧業用地劃為「自然公園」。此等地區英國亦稱之

為「國家公園」，實際上該等園區以提供國民戶外遊憩利用為主，而

不著重在自然保護。日本除設置「國立公園」外，並於戰後設置「國

定公園」及「都道府縣立公園」，總稱為自然公園，實際上後二者亦

如同歐洲之「自然公園」，類似臺灣之「風景特定區」。美國之國家公

園最為特殊，擁有完整的「體系」。其「國家公園署」（National Park 

Service）除管轄國家公園外，並依自然（ Natural）、遊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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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reational）及歷史性（Historical） 之大類副體系，再分設國家歷

史公園、國家遊憩區、國家道路公園、國家河川、湖岸......等約二十

幾種類別（黃萬居，1985 ： 22；游漢廷，1985：16-17）。 

二、UNESCO及 IUCN
6的標準 

    1969 年於印度新德里舉行「IUCN 第十屆大會」時決議一致通過

。其內容如下：「國家公園為一個面積較大之地區－（1）其範圍內有

一個或幾個生態體系，未曾被人開採或定居而改變實質，其植物與動

物種類，或地質、地形及棲生地具特殊之學術、教育及遊憩價值，或

者包括雄偉優美的自然景觀， （2）該區已由國家最高之權宜機關採

取步驟以防止或儘速排除全區內之開採與居住，而且有效地保護全區

之生態、地學及美質特色； （3）在範圍內准許遊客在特別情況下進

入，以達成啟發、教育、文化及遊憩之目的」。 

臺灣採用的國家公園規範，是 1974 年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

）的認定標準（內政部營建署，1984：4）：第一、未經人類開採，聚

居或開發的地區，面積不小於壹仟公頃，景觀優美，生態地形特殊，

具有國家代表性之地區；第二、為長期保護自然、原野景觀、原生動

植物、特殊生態體系而設置之保護區；第三、由國家最高權力機構限

                                                 
6
聯合國教科文組 UNESCO（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世界自然及自然資源保育聯合會 IUCN（ Intem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w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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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得開發成工業區、商業區及聚居之地區，並禁止伐林、採礦、設

電廠、農耕、放牧、狩獵等行為；第四、維護目前自然狀態，僅准許

遊客在特別情況下進入一定範圍，以作現代及未來科學、教育、遊憩

、啟智等用途之資產地區（黃躍雯，2001：9-10）。 

三、臺灣的國家公園規劃 

    最早可追溯至日治時期的 1930 年代，約略是日本引進西方現代

都市規劃理念之同時。在戰後國民政府播遷來臺之後，此一規劃後來

之所以能夠具體落實，以 1972 年「國家公園法」之通過為一里程碑

，因為它替未來的設置工作，先行豎立了初始的基石；而專法之外，

專責機構的設置，也起了重要的功用。（曾華璧著，2011：181-182） 

（一）徐國士等的見解（徐國士等，1997：62-66） 

自 1872年黃石被設立為國家公園談起，介紹國家公園理念及制度，

並將臺灣國家公園發展分為 7個階段：  

1、1935-1937年：當時臺灣總督府選定三處國家公園預定地，分別為

「新高阿里山國立公園」、「次高太魯閣國立公園」、「大屯國立公園」

，三處國立公園。 

2、1962年：規劃完成「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面積約二萬八千四百

公頃，惟因當時缺乏法令依據而未推動實施。 

3、1972年：內政部民政司成立「國家公園法擬定小組」，進行國家公



21世紀臺灣國家公園發展策略之分析 

68 

園法之起草工作，並在同年 6月 13日公布實施。 

4、1977-1981 年：1979 年 4 月行政院院會通過「臺灣地區綜合開發

計畫」，至 1982年 9月 1日「墾丁國家公園計畫」公告生效，為臺灣

首座國家公園。 

5、1981年 3月-1983年：內政部於 1981年 3月修改組織法並成立營

建署，其下設國家公園組專責國家公園之規劃工作，編制人員及經費

均增加，國家公園之業務得以推展。 

6、1983年 6月-1984年 9月： 1984年 9月 21日行政院提出 14項主

要施政計畫，其中一項為「自然保育及國民旅遊計畫」，將內政部之

國家公園之規劃與建設等，列為重要施政計畫。 

7、1984 年-1997 年：內政部公告成立墾丁、玉山、陽明山、太魯閣

、雪霸、金門等 6座國家公園。 

（二）黃躍雯的見解（黃躍雯，2001：252-257） 

將臺灣國家公園的發展分為 4期： 

1、1931 年「母國」訂頒國立公園法，臺灣的民間社會已經出現推動

國家公園的民間組織，所以以其為起始點，進入第一階段。 

2、1945 年二次戰爭結束年，改隸不同主權政府，復因戰事阻絕國家

公園建設經年，所以該年以後安排進入第二階段。 

3、此後臺灣百廢待舉，追求經濟成長、國家強勢的硬性威權體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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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因內有觀光部門的倡議，外有國際社會之壓力而通過國家公園法

，但決策層峰卻又擔心國家公園可能影響經濟建設而停滯不前。一直

到 1977 年，時任行政院長之蔣經國先生，指示設立國家公園，而浮

現許多配合之保育措施，隔年蔣先生任總統，廣納本土技術精英，力

圖政治清明，被界定為軟性威權體制，國家公園此期如雨後春筍般共

設立 4座國家公園，應屬保育主義全盛時期，是為第三階段。 

4、1987 年解嚴，1988 年經國先生去世，威權終結，進入民主轉型時

期，所以 1988 年可謂進入第四期，新政商關係使得地方社會之社會

力更具體化、形式化；影響所及，蘭嶼的設立宣告緩議，可稱為第四

階段。 

（三）法令上的發展 

臺灣的「國家公園法」將國家公園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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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了保育、育樂

和研究三項功能。條文中並訂定國家公園之選定標準有三：內容大致

與前述之國際國家公園標準雷同：（1）具有特殊自然景觀、地形地物

、化石及未經人工培育自然演進生長之野生或孑遺動植物，足以代表

國家自然遺產者（2）具有重要之史前遺跡、史後古蹟及其環境，富

有教育意義，足以培養國民情操，而由國家長期保存者。（3）具有天

賦育樂資源，風景特異，交通便利，足以陶冶國民性情，供遊憩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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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國家公園法屬於法律層級，國民及行政機關均有遵行義務，並進

行其區內資源保護與保育工作。國家公園之設立目標為保護重要國土

資源，並在保育之前題下作多元化之經營管理，在法令上整合諸如森

林法、野生動物保護法、文化資產法等相關法令，目的在保護特定區

域內的環境、生態體系、並發揮科學研究的功能、同時也適度的作為

休憩旅遊的場所。本節從世界性的、通論性的、到臺灣本案例的，探

討國家公園制度發展；也從理論面向的到法令面向的分析國家公園制

度的內容，以作為後面章節的研究範圍與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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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永續發展理論 

「永續發展」一詞最早是由「國際自然及自然資源保護聯盟」、「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及「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三個國際保育組織

，於 1980 年出版之「世界自然保育方案」報告中提出。1987 年，聯

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

告，將永續發展定義為：「能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滿

足其本身需求的發展7」，自此推動永續發展在世界各國掀起浪潮。「永

續發展」應包含公平性（Fairness）、永續性（Sustainability）、及共同

性（Commonality）三個原則；就社會層面而言，主張公平分配，以

滿足當代及後代全體人民的基本需求；就經濟層面而言，主張建立在

保護地球自然系統基礎上的可持續經濟成長；就自然生態層面而言，

主張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8。 

一、國際組織對永續發展的定義 

    1972年6月5至16日，聯合國於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

議」，為世界各國政府共同探討當代環境問題與策略的第一次國際會

議，共有113個國家之代表及超過400個環保團體參與。會中發表著名

的「人類環境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呼籲

                                                 
7
 原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 

8
 參考網址 http://www.un.org/esa/sustd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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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政府和人民為維護及改善人類環境，造福全體人民及後代共同努

力。本次會議之開幕日6月5日，爾後也成為「世界環境日」。9
 

    聯合國於1992年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聯合國環境及發展會議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又稱「地球高峰會議」（Earth Summit），共有176國政府代表參加

，其中 104國由領袖出席。該次會議並通過里約宣言（ the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生物多樣性公約、森林原則（Forest Principles，共有17項，主要

目的在對所有類型森林的管理、保育、以及森林開發的相關議題，達

成全球性協商，使得林業與環境、社會、經濟的發展，能符合永續發

展目標。各國在開發森林時，應考慮原住民權利與生物保育的重要性

，並評估森林開發對經濟的影響，加以適當管理與維護，以採取低損

害的措施為原則。）等重要文件10。 

    聯合國於2002年8月26日至9月4日於南非約翰尼斯堡召開「永續

發展世界高峰會議（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又稱為約堡高峰會議，共有全球192個國家104位元首及1萬7000名代

                                                 
9 參考網址
http://www.unep.org/Documents.multilingual/Default.asp?DocumentID=97&ArticleID

= 
10註：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the Statement of 
Forest Principles（http://www.un.org/geninfo/bp/enviro.html） 
 

http://www.un.org/geninfo/bp/envir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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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參加。本次高峰會為1992年里約地球高峰會議之後續，會議討論人

類發展議題、承諾及協議，中心議題包括生物多樣性、農業、能源、

水與公共衛生以及健康與環境等。會中並通過兩份重要文件，分別為

「約堡永續發展宣言」及「約堡永續發展行動計畫」。其中「約堡永

續發展宣言」期以行動落實全球永續發展，宣言計37條，強調人類應

共同消滅貧窮、改變消費與生產型式、保育及管理自然資源，並承諾

人類應不分種族、語言、文化及信仰而相互合作，合力對抗威脅永續

發展的軍事衝突、恐怖主義、性別及種族歧視，致力於生物多樣性保

育、森林保護、原住民福祉、人類健康及落後地區之永續發展。「約

堡永續發展行動計畫」則希望以行動落實全球永續發展。行動計畫針

對消除貧窮、改變不永續的消費和生產形態、保護和管理經濟和社會

發展的自然資源基礎、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促進永續發展、健康和

永續發展、小島嶼開發中國家的永續發展、區域永續發展、執行手段

等8大領域，訂定訂定推動計畫及目標達成期程。11
  

二、學術上的見解 

林德昌認為從科學的觀點，以闡述永續發展，確有其優點存在。

因為永續發展的內涵，主要亦根植於自然資源管理和環境的科學觀點

之上。倘以此為基礎，永續發展的主要原則，可區分為如下三點： 

                                                 
11

 註：參考網址（http://www.un.org/jsummit/index.html） 

http://www.un.org/jsummi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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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再生資源的使用速度，不得超過再生產的速度。（二）廢料

的產生，不得高於環境的同化能力。（三）無法再生資源使用的比率

，不得超過創造可再生替代品的速度（林德昌，2005：42）。而李永

展則強調只有維持健全的環境，才能支持長久的經濟發展，而能夠維

持一定生活水平的國家或地區，才能確保生態環境上的平衡。永續性

是一個簡單的觀念：即公平尊嚴地活在自然資本的限制下；也就是說

，人類的社會及經濟發展不能超越自然資本的容受力。這是世界環境

與發展委員會廣被接受的觀念之真髓。永續性暗示人類不能持續採用

目前的發展途徑：明顯的改變是必要的。「永續性」（sustainability）的

字眼開始於20世紀前，早期該文字應用在可再生資源管理理論中，特

別是使用在農業及林業永續性，其理論為永續生產（sustained yield）

，而真正表現它的觀念是在經濟、社會和生態系統等方面的配合（李

永展，1999：20-24）。 

  在 21 世紀的臺灣，「永續發展」已是指導原則，將發展的方向轉

向永續，讓臺灣看到一張張具有實現可能性的綠色藍圖。雖然臺灣面

臨的挑戰相當大，但我們也發現，只要永續發展的觀念，能夠真正融

入由政府到民間的經營與管理行為，扭轉過去長期以來的不均衡發展

方向，臺灣的永續發展不會是一場夢。工程雖然浩大，但其成敗不過

在一念之間。永續臺灣，其實近在咫尺（蕭新煌等編著，2005：297-



第二章  文獻回顧 

75 

302）。 

臺灣近半世紀的發展，從農業經濟轉型為工業經濟，再由勞力密

集的工業時代經濟，轉型為技術密集的資訊時代經濟，此一歷程實已

成為開發中國家的典範。這樣的經濟發展不僅大幅提高國民生活水準

，也建立了臺灣在國際社會的地位。但是，在提昇國際競爭力的過程

裡，由於環境負荷的失衡，卻也影響了國家的永續發展，如何於持續

維持經濟活力與競爭力中，確保自然資源與環境品質，維護國人健康

與文化資源，使國家發展符合永續發展原則，實為臺灣 21 世紀的重

要課題。對今日的臺灣而言，建立永續發展的制度是當務之急，但在

執行的過程中，勢必也要面對制度、面對民眾。永續發展應該是與社

會相連結的作法，切不可「大政府而小社會」，事實上，要達成永續

發展的目標也並非政府能獨立完成，或是一蹴可幾便能達到，還必須

了解企業界的發展趨勢，使其與永續發展相結合，而不是只以上對下

地要求產業達到一特定要求，應該要有一定的誘因使產業有利可圖，

如此產業才願意配合，這種政策的思考模式才比較具體可行，也比較

容易達到政策目標（於幼華等著，2005：23-24）。本研究也將從此一

觀點出發，嘗試從國家機器以外，尋找其他的資源、工具，以解決國

家公園制度發展所面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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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相關學術論文回顧 

    國家公園研究，目前仍以自然科學範疇居多，如生態、個別物種

、景觀地形等領域，而研究整體國家公園體制的論文，則多是法律、

規劃、管理等操作執行面的研究，其中以黃躍雯一系列的研究較為完

整且具參考價值。黃躍雯 1999 年對國家公園法建置過程中之各作用

者及其意識形態，作了完整的分析，並解釋國家公園法因為時空的落

差，導致當今的執行困難。另外，營建署於 2002 年完成「臺灣的國

家公園發展史：1900-2000」，收錄了參與國家公園建置的第一線專家

、學者、官員共 34 人的詳細口述紀錄，對臺灣各國家公園的發展歷

史與重大事件有詳細的分析與紀錄，屬於官方的重要紀錄，近幾年亦

積極進行數位典藏計畫（徐旭誠，2012：22）。曾華璧 2011 年，以

「對戰後臺灣環境史一從毒油到國家公園」一書，從時間的序列以及

地理空間的分布，探索臺灣環境意識的發展歷程，從對人文社會的關

懷到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均有極為深入的分析與探討。 

  表 2-2 就前輩專家學者對國家公園政策其發展研究，作重點式回

顧與檢討，將學理上的幾種主要觀點作簡略摘要與評析，同時透過檢

視與整理國內外相關理論等文獻，建構出對臺灣國家公園策略規劃的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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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相關學術論文一覽表 

相關學術論文 評析 

一、黃躍雯：築夢荒野：臺灣國家公園建制過程

之研究，2001。 

  從國家公園政策發展角度切入，經由描繪臺

灣國家公園的建制過程，分析國家和社會的環境

觀點為何及其扮演何種關鍵性角色，並將其他的

作用者之間的互動型式，系統性的解析，藉以凸

顯台臺灣國家公園建制過程的型式與特色。同時

從本土經驗研究中，進行與理論架構的對話。從

時間的序列上，對國家公園發展具關鍵性之人或

事，以作歷史時段分隔。本研究以此將國家公園

的建制歷程分為各具不同特色的 4個階段。以國

家公園作經驗研究主題的相關學科，包羅萬象，

本來也不專屬於某一特定學門，可以說是一綜合

各領域的研究；但對於國家公園當局言，往往特

別重視能立竿見影的規劃設計及管理策略等屬於

實務性質的研究報告，至於純粹學術性的論著則

相當有限。在僅見的少數章篇裡，亦多直接片斷

地擷自西方的觀念與方法，作為批評或建議國家

公園的基調，如此過度強調「應然」，卻又吝於

建構自已理論模式，毋寧是一種「勤耕他人莊稼

，任卻家園荒蕪」的作法。 

本研究從歷史的縱深，建構

國家公園發展及建制的歷程

，並揀擇重大政治經濟事件

，分析其對國家公園發展的

重大影響，以之為分界點，

將國家公園發展分為 4 個階

段，對於後學者可以發揮綱

舉目張的引領功能。特別是

兼顧政經結構及功能 2 個面

向切入，不僅顧及靜態面的

法令規章，同時也考慮到動

態面的影響互動過程，解析

國家公園的建制過程深入淺

出，造福後學匪淺。惟研究

範圍止於 20世紀，且對於國

家公園建制後之經營管理尚

未探討，應可作為後續研究

的起點。 

 

二、李栢浡，1991：臺灣地區國家公園整體經營

管理與發展策略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實業計劃

（農學組）研究所，博士論文。 

    該研究檢討目前臺灣地區國家公園之經營管

該文從應然面出發，建議針

對臺灣國家公園之整體經營

管理、資源保育、遊憩利用

、解說及環境教育系統之規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V5.Fdr/search?q=auc=%22%E6%9D%8E%E6%9F%8F%E6%B5%A1%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Pyfldo/search?q=sc=%22%E4%B8%AD%E5%9C%8B%E6%96%87%E5%8C%96%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Pyfldo/search?q=sc=%22%E4%B8%AD%E5%9C%8B%E6%96%87%E5%8C%96%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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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情形，瞭解當前在管理上所面臨之各項課題，

經參酌外國國家公園之經營管理經驗，並考量臺

灣的現況與國情，嘗試研提適合臺灣地區國家公

園在法令體糸、事權統一、管理體采、規劃體制

、自然與人文資源保育研究、遊憩資源管理利用

、解說系統、國家公園事業計畫以及土地取得等

之經營管理策略。本研究主張應儘速研擬「臺灣

地區國家公園之經營管理策略」，即參考美國國

家公園管理政策，並考量臺灣國家公園之實質發

展現況」提出建議。 

劃等研擬相關策略以供參考

，然策略與技術應有相當大

的差異，該文應是側重經營

管理技術，且尚未及探討外

部政治經濟環境及其對經營

管理之衝擊，同時更未對建

議的可行性進行評估，均尚

待後續研究予以補強。 

三、曾華璧，2011，戰後臺灣環境史一從毒油到

國家公園。 

    該書是作者從 2001年至 2008年發表於期刊

的論文集，研究課題的地理空間，散佈在臺灣的

北、中、南、東，以及全臺的 5個地區和向度。

全書討論的主題之一是公害污染，主要是針對毒

油（多氯聯苯中毒）事件；二是自然保育的實踐

與開發之間的對立與抉擇，特別偏重在國家公園

的個案上；三是從國土規劃的角度，闡論國家公

園在臺灣自然資源保育上的價值；四是析論戰後

五十年政府在臺灣環境治理上的角色；最後以「

終曲」做為全書的結論。 

本書從時間的序列以及地理

空間的分布，探索臺灣環境

意識的發展歷程，從對人文

社會的關懷到對自然環境的

保護，均有極為深入的分析

與探討，對於臺灣環境意識

發展的研究領域，極具貢獻

。然偏重於個案分析，對於

個案研究的成果，以之演繹

為對全體的想像，似乎在研

究方法上未稱嚴謹，且對於

問題的解決方案，似未考量

具體可行的解決策略，仍於

應然面的強調，均是可以續

加研究的領域。 

四、徐國士、黃文卿、游登良著，1997，國家公 本書雖屬通論、教科書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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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學術論文 評析 

園概論。 

  該書自 1872年黃石被設立為國家公園談起

，介紹國家公園理念及制度，並將臺灣國家公園

發展分為 7個階段。 

，依學術研究倫理而言，似

不宜列入評析，惟本書對於

國家公園制度之緣起、歷程

、各項內容之介紹，鉅細糜

遺，同時指點出國家公園體

系法規競合的困境，除整理

出 8 大範疇，並作初步的分

析，對後進研究者而言，實

是貢獻頗多，實為國家公園

入門研究者不可不詳加研讀

之概論性質書籍，如不予以

介紹、討論，誠屬缺遺。 

    然因本書付梓於上個世

紀，對於目前國家公園的現

況及各項困境，尚有待繼起

之學者詳予以添補。 

五、郭乃文，1999，臺灣地區非都市土地環境管

理與永續發展：以國家公園規劃與經營管理為例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該研究以政策德爾菲法彙整專家學者的意見

，建立臺灣所適用的國家公園劃設評估系統，希

望為臺灣提供一套較為公平、客觀、具科學基礎

的國家公園評選系統、經營管理績效評估系統、

遊憩污染評估系統等三大指標體系，使國家公園

的評選、績效、污染的評估，能更量化及可操作

性，管理單位可將指標管理的概念推廣應用於國

該研究嘗試以自然科學的研

究方法，研究國家公園在劃

設評選系統、經營管理績效

評估系統、以及遊憩區污染

負荷量的探討，是非常科學

基礎的研究，同時從土地永

續利用的角度出發，建構國

家公園整體性、綜合性的經

營管理體係，對於國家公園

內部的優勢及劣勢，分析極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MW21hq/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MW21hq/search?q=sc=%22%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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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園經營管理工作，以提昇國家公園規劃與經

營管理品質。並提出將國家公園管理單位提昇為

國家公園署、研修國家公園法、設立國家公園研

究所、增加保育巡察人力、以及發展國家公園系

統等具體建議。 

 

為透澈，且對於當時國家公

園所面臨的問題，亦一一逐

予分析，同時提供各項解決

的經營管理技術與建議方案

。惟研究當時尚未出現原住

民族參與及當地住民等相關

議題，且對於政治經濟環境

之分析，亦未及討論，仍待

未來研究予以延續。 

六、王鑫等，2009，「檢討與改善現有保護區域

與經營策略計畫」，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委託研

究報告。 

    該委託研究回顧與彙整生物多樣性公約的保

護區工作計畫，自 2004 年通過採用後至今的發

展與趨勢，整理分析「生態空缺分析  （或譯為

差異分析） Ecological Gap Analysis」與「生

態系取向 Ecosystem Approach」相關專題資料

，初步分析臺灣的保護區已涵蓋臺灣本島中各種

具代表性的生物區。該研究並綜整 15 個保護（

留）區經營管理效能評估結果，發現經營管理計

畫、人力資源、財務機制與研究監測是經營管理

弱項。建議能以經營管理循環為基礎強化計畫書

格式，納入壓力威脅分析，以能在實際工作上能

有效因應；考量在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所屬各林

管處設置保育專責單位或調整部分重點工作站的

任務；檢討保留區維持原有狀態的嚴格規定，考

該委託研究對於行政院農委

會林務局轄下的保護（留）

區，其對生物多樣性工作貢

獻的評估，有極為明確的標

準，對於保護（留）區的計

畫、人力資源、財務機制與

研究監測等 4項工作，評定

為弱勢因子，建議應予補強

，並且提供具體可行的補強

方案，是非常具可行性及參

考價值的委託研究計畫。惟

其研究範圍並非國家公園制

度，且係以自然科學領域的

生物學科為研究角度，對於

外在之政治、經濟、社會等

等環境架構，未能納入分析

範圍，對於國家公園制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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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管制程度梯度的保護區系統；重視社區工作，

宣導教育可跨單位整合。 

 

處的框架未能分析，有待社

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予以強

化。 

七、徐旭誠，2012，保護區的跨界利益：臺灣設

立國家公園的政治生態學與權益關係人分析。臺

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究所博士論文。 

      以政治生態學來論述不同研究尺度下臺

灣國家公園不斷變化的過程與原因，及其所面對

的環境衝擊；透過權益關係人利益與衝突的分析

，釐清研究區發展課題與地方意見，以及國家公

園建制過程與權益關係人的互動；並嘗試建立分

析架構來評估跨界利益，探討什麼的發展型態，

可以有助於國家公園成為跨界利益的提供者。研

究範圍則以新近提出籌設國家公園的東沙環礁、

綠島與台江為主要個案，參與式觀察係從2004年

東沙芻議成立國家公園，至2010年底台江成立後

1年。研究發現臺灣國家公園的發展脈絡，可區

分為「醞釀」、「成長」、「衝突」、「停滯（

新的醞釀）」與「轉型」等5個歷史階段。研究

發現皆有助於檢驗，這個國際社會尤其是歐美等

國土廣闊的國家所提出的保護區典範，是否適用

於臺灣這類狹小島嶼型、高度密集發展且正值政

治、社會與文化高度衝擊的國度。 

該研究以海洋國家公園及台江

國家公園為研範疇，深入剖析

當地權益關係人利益與衝突，

並檢視國外理論與經驗是否適

合移植至臺灣，理論面及實務

面兼具，甚有貢獻。惟研究對

象尚不及整體國家公園體系，

仍屬個案分析範疇，可運用其

研究成果作為本研究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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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本研究將國家角色與功能相關理論、國家公園發展相關理論及永

續發展相關理論，予以整合、歸納、分析後，爬梳出對本研究具相關

性且可用之相關理論，以作為後續研究之指導與依據。另外，以市場

運作方式作為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模式，亦是另一種不同途徑的思考

方向。市場的運作方式雖有其特有的經濟性，可以減少國家機關經費

的支出，然市場運作仍有其不完美性，進而造成市場失靈現象（詹中

原，2003：430-433）： 

1.公共財（ public goods）的問題－由於公共財有非排他性（

nonexclusive），在生產後又限定特定之使用者，因此必須透過政府

的強制運作，要求人民分攤成本。 

2.外部性（externalities）的問題－外部性包括積極的外部性（

positive externalities ） 和 消 極 的 外 部 性 （ negative 

externalities）。國家教育政策的制定即是積極外部，教育的受惠者

不只是學生或家庭個人，而是整個社會及國家。若按市場機能，教育

機關徵得的只是學生或家庭所願負擔的成本，因此其所能供給的教育

品質，可能遠低於教育實際需要。 

3.市場力的集中性（concentrations of market power）的問題－包

括市場獨佔和市場長期歧視等缺失。無論是市場獨占，或是市場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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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等市場不完美性，都可借政府的管制功能，以維護社會之公平及

正義。 

  雖黃躍雯指出國內截至目前有關國家公園政策發展相關文獻仍屈

指可數，而且大多集中在 1984 年之後，才略有出爐，直至 1988 年營

建署為獎勵研究，研訂「委託研究生參與國家公園研究之原則」後，

似乎才帶動研究國家公園之風氣（黃躍雯，2001：30-34）。然綜觀本

章所提國內外相關文獻的研究成果，仍可發現有部分文獻在歸納國家

公園所面臨的問題及威脅，進而對國家公園經營管理問題研提對策及

政策主張可作為本研究之參考。 

  鑒於臺灣有其歷史發展的特殊性，其形構的各項體制及建設成果

也很難跳脫政治經濟的歷史結構框架，國家公園的發展，歷經不同政

體及不同意識型態的環境觀，自是有別於英美或其他先進國家的建制

過程。考量國外文獻缺乏個案的行為研究，本地的文獻又缺乏整體的

及時間序列向度的研究，本研究可以從政治經濟環境的向度切入，以

整體國家公園制度為對象，同時兼顧時間序列的分析，惟將範疇限制

在接續 20世紀的研究之後，方有完成研究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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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政治經濟環境的轉變 

    為了解鑲嵌在政治經濟環境的國家公園制度的發展情形，本章主

要在分析 2000 年以後臺灣的時空環境，透過對與國家公園相關的政

治經濟情勢的檢視，篩選出具影響力的重大事件，描繪出 21 世紀以

後的臺灣國家公園制度的外在環境，俾利進行下一階段的 SWOT 分析

。政治經濟的分析，事實上是檢視國家公園外在環境的一環，並且擴

大到國家層級乃至世界層級，舉凡對國家公園發生顯著影響的重大事

件，都將被涵攝在內。 

 

第一節  21 世紀前的政治經濟環境 

一、解嚴後政治發展多元化對國家公園的影響 

  1987 年 6 月 23 日，立法院通過《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政

府隨即於 7 月 15 日宣布解嚴。隨後，長達三十六年的禁止發行新報

與限制報紙紙張頁數之報禁，也自 1988 年 1 月 1 日解除。《戒嚴法》

第 11 條第 1 款之禁止集會結社及遊行請願的規定亦隨之取消，雖然

人民團體法在 1989 年 1 月 20 日才修訂實施，但許多政黨在解嚴後已

陸續成立，加上當局採取「既不承認、亦不取締」之態度，黨禁亦形

同解除。此外，軍方或行政機關逾權管制的範圍大幅縮減，使得基本

人權獲得進一步保障（戴寶村， 200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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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華璧指出結束政治戒嚴的日子，原有的各種制約規範，開始出

現新的面貌。在戒嚴的時代中，有所謂的「山林與海防管制」，規定

人民不得自由進出該等地方遊憩或墾殖；解嚴之後，相關的制約開放

。就在解嚴之前，依法設置的國家公園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措施之

實施，恰好接手，得以管制開發行為，對環境保護產生了直接的貢獻

。1980 年代臺灣的經濟發展極為快速，社會的消費能力激增，無形中

對自然環境構成了一道威脅力，因此在解嚴之前夕，政府所建立的 4

座國家公園，對保護環境發揮的保育功能，不容忽視。雖然國家公園

在 1980 年代受到的社會重視，不如公害污染問題，但是若無此一制

度的存在，臺灣的自然環境必須承受的開發壓力，將可能更大。「戒

嚴」與「國家公園制度」，互為山林守護工作，建構了奇特的接棒關

係（曾華璧，2011：203）。 

     

二、國家公園制度的發展概況 

  徐國士等人描繪臺灣國家公園制度的發展概況，將發展歷程分為

7 個階段；黃躍雯則將發展概況分為 4 期，表 3- 1 可以看出在 21 世

紀前臺灣國家公園建制過程政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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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臺灣國家公園建制過程政策意涵表 

階段別 政策意涵 

I.日治殖民體制時期（ 1931-

1945） 

1.皇民化（霸權計畫） 

2.觀光（經濟） 

Ⅱ.國民政府硬性威權時期（ 

1945-1911） 

1.政治、外交 

2.觀光（經濟） 

Ⅲ. 國民政府軟性威權時期（ 

1977-1987） 

1.保育 

2.觀光（經濟） 

Ⅳ. 國民政府威權轉型時期（ 

1987-2000） 

1.觀光（經濟） 

2.保育 

                  （黃躍雯：200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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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21 世紀初的政治經濟環境 

一、政黨首次輪替 

  兩百年前，湯瑪士.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任期 1801-1809）

在選戰中擊敗尋求連任的亞當斯（John Adams，任期 1797-1801）總

統，成為美國第三任總統，創造美國政治史上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及政

權和平轉移，為美國兩百多年來的民主奠定基礎。自 1990 年代第三

波民主化展開以來，亞洲的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印尼等國家

也出現政黨輪替。而在 2000 年 3 月 18 目的臺灣，民進黨候選人陳水

扁、呂秀蓮獲得 39.3%的得票率，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副總統

，首次實現臺灣的政黨輪替，使臺灣的政黨政治更加成熟（戴寶村著

， 2006：348-350）。陳水扁總統提出勞資第三條路，也就是政府同時

考量經濟發展、社會正義、環境保護和社會福利等因素作為國家未來

發展方向，並由四黨二派、朝野政黨共同籌組經發會，凝聚對臺灣經

濟問題的共識，以別於過去由行政部門籌組的經濟會議，而這當然是

希望爭取國會中多數在野黨支持。陳總統採用「由下而上」的民主討

論，以達成國家發展共識的思維模式，卻充分顯示有別於過去威權統

治的「一言堂」模式。 

    陳總統在 2000 年的 520 就職演說中，特別宣示「在生態保育與

經濟發展之間取得相容的平衡點，讓臺灣成為永續發展的綠色矽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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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繼續朝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並重的「永續臺灣」前進，發展以

人文、科技為基礎的「綠色矽島」；其中「矽島」只是工具與手段，「

綠色」才是理想與目標。政府有關環境保護的工作，在法規與政策方

面，包括完成環境基本法、制定國家永續發展行動計畫等；在執行與

獎勵方面，包括建設與新增國家公園等。而民進黨是一比較重視環境

保護的政黨（劉阿榮，2002：164）。在 2000 年執政後，即轉而重視

環境、觀光等政策，也因此頗重視生態旅遊的推動。 

    在 2000 年以前國民黨執政時期，似乎重視經濟發展多過環境永

續，這也足以解釋對國家經濟效益不高的生態旅遊政策，之前鮮少被

積極推動的原因。民進黨政府則是「環境永續」重於「經濟發展」（

至少意識形態是如此），2000 年新執政的民進黨政府號稱綠色執政，

認為觀光是低污染的產業，但在肩負經濟發展的重任下，卻又時常宣

示要拚經濟，更將「觀光客倍增計畫」列為極重要的政策之一，將該

業務交付頗有觀光「效率」的交通部觀光局辦理。觀光局係將生態旅

遊視為一項活動、一種產品。依其組織行動慣性，擅於透過活動行銷

及培植業者以廣為招徠。嗣後雖證明的確帶來大量人潮，但也使得許

多生態環境惡化，已悖離生態旅遊的初衷（黃躍雯，2011：15-16）。 

 

二、原住民族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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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設置國家公園的歷史可以上推到日治時期，真正落實的時代

則是到國府遷臺之後，雖然當時設置的目的不能排除對觀光經濟外匯

的追求，但設立之後，卻在資源保育的工作上，扮演了維護者的角色

和功能。當前在臺灣的環境論述中，有關國家公園制度的效益，出現

兩種立場： 一類可稱之為「國家公園功能肯定論」，亦即肯定國家公

園有益於自然生態保育；另一派可稱之為「國家公園侵權論」，質疑

國家公園制度不重視「人」的價值，譴責它實質上是代表著國家強權

侵犯少數住民權益的象徵（曾華璧著，2011：200-201）。 

紀駿傑與王俊秀指出在臺灣，保育的代價常常都是由社會中的弱

勢，尤其是最弱勢的原住民來支付的。環境保護是 1980 年代以來由

西方國家所吹起的一股「政治正確」風潮，這股風潮在 1987 年《我

們共同的未來》一書出版後就受到該書全體主義的環保論述所主導。

而同時，由西方工業化國家的中產階級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與關懷所

推出的環保議程也被運作成全球人民應該共同優先關懷的環保目標，

許多國家的生態保育措施則強力、強制的籠罩於偏遠地區的弱勢群體

之上。這種「環境保護」潮流的後果便是全球眾多的弱勢群體都被強

迫為強勢者的未來犧牲奉獻。「我們共同的未來」雖然可以被認知為

強勢者「應該」幫助弱勢者解決生態與生計問題，以保障人類共同的

未來生存─在教育上應該推廣的方向；它更常被詮釋為強勢者可以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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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弱勢者減少生育、保護動物、遠離國家公園以達成環境保護目標的

「保育帝國主義」。 

國家公園設立時完全未考慮當地原住民的生活習慣與文化，並且未曾與當地原住

民溝通、協調，或聽取他們的意見。國家公園之設立為一典型之政府「由上而下

」的決策過程，國家一手規劃、選定國家公園並制定相關法規。受影響之原住民

則被排除於政策制定過程之外。國家公園一開始就遭到原住民極大的反感。一位

太魯閣地方的原住民菁英就道出了許多當地人的心聲：「原住民對國家公園的認

知是『限制』。」許多報導人抱怨他們對於當初國家公園在他們家園成立之事一

無所知，有些人甚至是遭警察隊攔阻後才知道有所謂的國家公園存在。即使是知

道了公園的存在之後，他們也往往無法了解為什麼要設立國家公園，而且要選定

在他們的家園設立。國家公園所制定的法令對於原住民經濟活動造成很大的影響

，對於他們的生活也造成了相當大的不便利，從當地原住民的立場來看，國家公

園並未帶給他們任何的益處，只是給他們帶來生活的枷鎖。就如去年 10 月在太

魯閣的抗爭活動中出現的標語一般：「國家公園在我們土地上只有加深我們的痛

苦」。國家公園以雙重標準，甚至種族歧視的方式對待原住民。以環境正義的觀

點來看，政府以「生態保育」的藉口來限制原住民的活動，且未施與補償，本來

就是對弱勢團體極為不公平的作法。國家公園人員與原住民間存在著相當人的認

知差距，兩者間的互動關係也極為不良。國家公園在歷經多次原住民抗爭後，也

逐漸意識到園內原住民議題的重要性。（紀駿傑、王俊秀，1996：257-287

） 

施正鋒則提出從 1980 年代開始，在與臺灣類似的墾殖國家（

settler’s state）裏頭，包括澳洲、加拿大、美國、以及紐西蘭，共管已

經成為自然資源管理的趨勢；尤其是在加拿大，共管機制協定被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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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原住民簽訂的「現代條約」。臺灣 2005 年通過的『原住民族基

本法』，對於共管機制的設置也有明文規定（第 22 條）：政府於原住

民族地區劃設國家公園、國家級風景特定區、林業區、生態保育區、

遊樂區及其他資源治理機關時，應徵得當地原住民族同意，並與原住

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其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施正鋒，2008：4）。另外，黃躍雯也認為  

在臺灣「國家公園法」的立法過程中，多以中國大陸為尺幅的視野，

遙想無限疆界的錦繡河山，加上當時為戒嚴時期，從未考量所謂的「

族群正義」、「環境正義」（黃躍雯，1999：54）；同樣的徐旭誠也

認為國家公園法所規定較無彈性的禁止行為，加上缺乏參與與對話機

制的設立，常成為民間人士尤其是原住民族反對國家公園設立的最具

說服力的理由。而在「公民社會」時代的來臨後，保護區新興治理思

維的興起，「社區參與」、「共管機制」、「跨界利益」、「權益關

係人」理論的交相衝擊下，這個 1972 年制定（僅在 1983 與 1998 年

二次微幅修改）的「國家公園法」及其相關子法似乎就顯得搖搖欲墜

（徐旭誠，2012：3）。 

 

三、實施周休二日 

（一）公務員服務法（2000 年 6 月 30 日修正通過）第 11 條第 2 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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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務員每週應有二日之休息，作為例假。業務性質特殊之機關，

得以輪休或其他彈性方式行之。另外，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第

11 條則規定，該辦法自 2001 年起實施。適用勞基法之事業單位，自

2001年起，勞工每二週正常工作總時數業縮短為 84小時。 

（二）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規定，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8

小時，每 2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 84小時。 

  就本研究而言，民眾的工時縮短，休息時間增加，國民休閒、遊

憩需求自然增加，2001年這個措施的施行，成為足以影響國家公園發

展的重要因子。 

 

四、環境保護意識 

  環境問題的探討與關懷環境的型態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但人類

真正認知到經濟發展會產生對環境的影響，並視其為一個重要的政冶

議題，其實還是中國的先秦思想申最早有環境保護運動的思潮。論語

述而：「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12。孔子能取物有所節制。曾子：「

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殺焉」。曾子主張依時節取物，以求生生不

息。孟子亦曾說過：「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

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

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

                                                 
12

 譯：孔子用釣鉤釣魚，不忍心用魚網捕魚。射鳥，只射飛鳥，不射休息的鳥。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127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A003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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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

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孟子.梁惠王篇上）。2 千多年前的孟子，即具有永續發展的觀念

，避免毫無限制的取用自然資源，不使環境超過承載力，才能生生不

息，才能遠離災禍而衣食無虞。魏徵諫太宗十思疏：「樂盤遊，則思

三驅以為度」提醒唐太宗李世民，君王每年打獵以 3 次為限度，才能

維持生物多樣化與永續發展。 

  劉阿榮、謝登旺認為經濟發展，必然會消耗大量資源，也會產出

許多物理性、化學性的污染物，加重環境的負荷，因此一般而言，經

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是相衝突悖離的「互剋」。然而，經濟不能發展，

一國處於貧窮落後的社會經濟狀況，國民之營養、醫藥、衛生條件都

無力改善，生存環境與生活幸福也受到限制；況且，經濟發展、產業

升級之後，有更多的經費可以汰舊換新、防治污染、整治河川、復育

綠地......對整個生態環境都有正面積極的貢獻，就此而言。經濟發展

與環境保護卻是相輔相成的「共生」現象。環境與經濟二者「互剋共

生」中，呈現辯證的發展。臺灣地區自 1950 年代迄今，經濟發展經

歷了農業及土地改革，工業發展與產業升級，產業外移與空洞化的危

機。生態環境也在不同階段面臨不同的挑戰：經濟發展快速，環境負

荷超重；經濟成長趨緩，環境壓力亦稍紓解。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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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在行政、立法方面的努力：民間社會的環保意識，是影響臺

灣永續發展的成敗關鍵。民眾環保意識的抬頭，對環境議題的關心，

促使政府及企業注重生態保育與環境保護，實為推動臺灣環境保護的

重要力量。然而，民眾「鄰避效應」現象，與爭取回饋「補償金」的

心態，卻使環保的環境正義、世代正義失去了正當住與合理性（劉阿

榮、謝登旺，2009：40-42）。余世章也認為臺灣在歷經 1960 及 1970

年代的經濟快速成長之後，公害污染的負面效應開始浮現。經濟發展

剛開始時，只為了求富、求發展，不惜犧牲環境與生活品質的民眾，

也不再忍氣吞聲，開始向產生大量污染的工廠與企業要求關廠並索取

賠償金，其使用的手段常常是圍廠抗爭等，政府至此，再也不能默視

廣大民意要求一個健康的生活環境的訴求。反公害運動只是臺灣環境

保護運動的一個開始，接下來是生態保育運動跟著發展開來。在 1970

年代，臺灣社會開始對生態保育寄予關心（余世章，2002：19-22）。 

    臺灣的環境意識從 1970 年代開始萌芽，持續發展到 21 世紀，已

經深植人心，對環境的尊重及環境倫理的重視，不僅展現在街頭運動

，更可以從歷次的選舉中看的出來其影響力，永續發展的觀念更是具

體落實在各項政策，特別是進行重大開發行為前，均必須先舉行環境

影響評估，更是體現環境意識已經切切實實地影響每一個政策，每一

個參與決策的人，都不能漠視這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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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2008 年以後的政治經濟環境 

一、政黨再次輪替  民主鞏固 

  美國政治學家杭廷頓（S.P.Huntington）研究第三波民主化，曾提

出「雙翻轉」（two turn-over）理論，意指民主化的國家若經歷兩次政

黨輪替，和平移轉政權的過程，則可視為完成民主化的工程。借用此

觀點， 2008年3月22日的臺灣總統大選結果是國民黨提名的馬英九、

蕭萬長，以765萬票，贏了民進黨提名的謝長廷、蘇貞昌所獲得的544

萬票，其意義就是臺灣進入民主鞏固階段。當然，倘若國民黨的執政

不得民心，未來4年1次的總統選舉，依然有可能淪為在野黨。無論如

何，臺灣已成為華人所建立的政治體系中第一個實踐民主的政體（彭

懷恩，2008：218-221）。臺灣主要政治菁英理應已普遍接受以民主選

舉作為權力更替、解決爭端的遊戲規則，顯示出臺灣民主體制的適應

性與凝結性。2008年總統選舉過後臺灣民眾沒有明顯出現選舉贏、輸

家的效應。總的來說，不論藍綠持續的政治對抗，民眾民主支持的信

念仍有賴於民主體制運作正面評價來維繫。如何喚起民眾的政治意識

與熱情、讓民眾有效感受到民主機制具體的公共政策產出，以此建立

民眾對民主體制的支持與信心。這應是臺灣民主在鞏固與深化的過程

中，下一步應關注的課題（黃信豪，2011：2-22）。民主的深化與鞏

固，關係著人民自主意識的提升，民眾對於公共事務參與的意願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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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將隨著民主的深化而更左右著政策的發展方向，決策者在選擇

政策方向及政策工具時，也必須更加留意民眾的觀感，因為民眾的觀

感是一點一滴的累積，在每次的選舉中才一次釋放出來，唯有持續關

注民眾的聲音，才能提高繼續執政的機會。 

 

二、在地居民土地意識高漲   

（一）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在訪談紀錄中（2013.5.12）提及： 

現今的金門適逢解除軍事管制、小三通政策推動下引發的開發潮

，在地民眾經過多年的軍事管制後，終於稍獲喘息並可自由運用自己

土地，相較臺灣及舉目可及的廈門，金門民眾多有金門地區發展落後

之感，因此對於土地的開發都有相當程度的期待，雖然金門地區先天

的自然環境條件（水、電、氣候、環境敏感）以及人文環境（傳統宗

族意識、土地私有、土地坵塊零碎）皆與大規模開發所需的資源條件

有所衝突，但短期內無法滿足開發所需土地，又尚未看見開發可能造

成的長遠環境資源匱乏問題，部分住民便先將矛頭指向管制嚴格的國

家公園以及土地管制更嚴格的軍方，才導致地方出現國家公園範圍縮

減、調整法規甚至要求國家公園撤出的聲音。尤其近期的發展開發潮

流，金門地價水漲船高，民間私人的開發或建築也越來越蓬勃，而位

在國家公園範圍內的土地（尤其第一類一般管制區歷史風貌用地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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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景觀區），因不得開發、興建，或有條件同意開發興建，使本處在

保存傳統聚落文化及戰役史蹟，與兼顧在地民眾生活空間需求上面臨

兩難的局面。 

 

（二）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在訪談紀錄中（2013.4.18）提及： 

園區民眾及地方代表屢屢陳請內政部，儘速研議將墾丁既有聚落

全數劃出國家公園外，主因是園區民眾對現行管制規定不滿所致，特

別是建築管制部分，引起民怨為最，現階段墾管處即就轄管園區建築

管理模式適度調整，積極協助民眾申辦建築執照作業，並務實面對民

眾的需要，期望有效解決在地民眾的衝突，並且適度回應地方民眾訴

求，然而在長期執法衝突下，使管理處與地方民眾幾乎已形成對立的

局勢，難以建立有效溝通、對話的窗口。另外，遊客大量擁入，使開

發需求大增，加之外來投資客的資金鉅額投入，使地價大幅變動，致

土地變更使用強度與開發壓力大增，違規使用的情形更劇，劃出國家

公園範圍的訴求，也一天強過一天。 

  在既有聚落較多的墾丁、金門及陽明山國家公園範圍內，園區內

的居民對於自己土地使用的需求度及自主意識，日益強烈，其中以墾

丁及金門最為明顯，對國家公園管理當局而言，經營管理的挑戰與壓

力，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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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放陸客來臺的遊憩壓力 

   海峽兩岸有著特殊的政治關係，透過海峽兩岸旅遊交流協會（海

旅會）及臺灣海峽兩岸觀光旅遊協會（臺旅會）之磋商與協調互動，

促成了海峽兩岸旅遊的重要發展與合作，實踐兩岸民眾的福祉，讓海

峽兩岸民眾間的交流往來更自由與常態化。大陸自從改革開放以來，

經濟快速發展，大陸居民自費出境旅遊的人數也逐年快速的增長，在

全球的觀光旅遊市場中具有相當發展潛力，成為世界各國或地區觀光

市場所重視的客源（陳錦玉，2013：50）。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來

臺旅客數據顯示，自從 2008 年大陸來台旅遊政策開放以來，大陸來

台旅遊市場快速的增長，在 2010 年大陸來台旅客人數達 163 萬多人

次，已經成為臺灣入境旅遊市場中最大宗的旅客，2012 年人數達

258.6 萬餘人次，2013 年人數達 287 萬 4,702 人次13。大陸旅客來臺

旅遊總人次已躍升為入境臺灣最主要的客源，取代多年來一直是臺灣

主要的入境客源國日本。從觀光局 2012 年來臺旅客統計數據可得知

，2008~2012 年大陸旅客佔臺灣入境旅遊市場比率分別是 8.56%、

22.12%、29.29%、29.31%、35.37%，2013 年則來到 35.83%，儘管

2011 年以後成長率有趨緩，但仍是臺灣入境旅遊市場中最主要的入境

客源市場，大陸來臺旅遊市場的發展對未來臺灣入境旅遊的發展也有

                                                 
13

 註：交通部觀光局觀光統計年報，網址
http://admin.taiwan.net.tw/statistics/year.aspx?no=134 

http://admin.taiwan.net.tw/statistics/year.aspx?no=134
http://admin.taiwan.net.tw/statistics/year.aspx?no=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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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深遠的影響。范世平也同樣認為臺灣假日期間許多旅遊景點往往人

滿為患、交通擁塞、廁所不足、垃圾暴增，因此當大批陸客進入後，

使得此一情況雪上加霜，對於許多景點的遊憩承載量形成相當大的壓

力，也影響當地的旅遊休閒品質，甚至直接衝擊臺灣民眾的休閒活動

。例如在 2009 年 4 月陸客人數創下新高，其中日月潭國家風景區該

月湧進有 8 萬餘人次，平均一天有 4,000 至 5,000 人次；阿里山平均

一天有 2,000 至 3,000 人次，同年 3 月 22 日單日竟有 27,000 餘人次，

創下開放 60 多年以來的最高紀錄，如此使得日月潭與阿里山等風景

區不但停車位一位難求與交通壅塞，更造成人滿為患的現象，如此使

得臺灣民眾不願意前往這些地區進行旅遊。此外，由於 2009 年 4 月

開始陸客來臺人數過多，造成遊覽車的供給嚴重不足，甚至排擠到臺

灣民眾租車的機會，價格更是水漲船高。此外，包括飯店、餐廳、導

遊人員也都呈現嚴重不足的狀況（范世平，2010：287-288）。 

    太魯閣國家公園深受大陸及國際遊旅客喜愛的熱門景點，每日大

型遊覽車進入園區約 250 輛，小型車約 500 輛，每日遊客人數約 8 千

人。2000 年遊客人數 50 萬人，2008 年開放大陸旅客來臺，入園人數

即暴增至 176 萬餘人次，至 2011 年已增為 287 萬人，2012 年度統計

遊客達 363 萬 1,482 人次。沿線著名遊憩據點長春祠、燕子口、九曲

洞、慈母橋等向為熱門遊憩景點。然而峽谷區公路及步道不同於開闊



第三章  政治經濟環境的轉變 

 101 

地形區，在於其瀕臨峭壁懸崖，遊客安全亦深受高聳岩壁落石之影響

，卻又因受地質和地形作用等自然環境之限制，不利進行大規模工程

治理，更何況大規模工程治理有破壞景觀之虞。除遊憩環境安全外，

服務品質的數量與質量也因到訪旅客人數劇增，而無法符合需求，尤

以停車位及公共廁所的問題最為嚴重（2013.4.19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

處處長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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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曾華璧對於 2000 年以前國家公園的發現做了相當精闢的結論：

1987 年 6 月 23 日，立法院通過《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政府隨

即於 7 月 15 日宣布解嚴。在戒嚴的時代中，有所謂的「山林與海防

管制」，規定人民不得自由進出該等地方遊憩或墾殖；解嚴之後，相

關的制約開放。就在解嚴之前，依法設置的國家公園以及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措施之實施，恰好接手，得以管制開發行為，對環境保護產生

了直接的貢獻。「戒嚴」與「國家公園制度」，互為山林守護工作，建

構了奇特的接棒關係（曾華璧，2011：203）。 

  表 3-2 羅列出在 21 世紀前，臺灣成立了 6 座國家公園及其時間

序列。 

表 3- 3 21世紀前臺灣國家公園成立時間表 

 墾 丁 玉 山 陽明山 太魯閣 雪 霸 金 門 

公告日期 1982/09/01 1985/04/06 1985/09/01 1986/11/12 1992/07/01 1995/10/18 

    本研究繪製 

  自 2001 年起實施週休二日制度，民眾的工時縮短，國民休憩需

求增加，加上 2008 年開放大陸人士來臺旅遊，2010 年大陸來台臺旅

客人數已達 163 萬多人次，成為旅遊市場中最大宗的境外旅客，2012

年人數達 258.6 萬餘人次，2013 年人數達 287 萬 4,702 人次，在這樣

大量的遊憩需求下，許多慕名而來參訪國家公園的遊客，提升了臺灣



第三章  政治經濟環境的轉變 

 103 

的國際形象，讓世人看見臺灣之美與保護環境永續發展的努力。 

  然而 2000 年及 2008 年，2 次的政黨輪替，兩個不同政黨對於國

家公園制度永續發展的施政方向並不相同，對國家公園制度的發展也

有不同的影響，但不可忽視的是，民眾的自我意識提高，兩個政黨都

必須更關注民眾的需求與聲音，才能貼近民意，以增加繼續執政的機

會。不論是原住民族或是國家公園範圍的民眾，他們的土地意識，隨

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日益提高，也增加了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上的挑

戰，這些都是影響國家公園政策未來發展方向的重要因素，在本章中

先行篩選與歸納，作為後續章節之研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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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家公園的轉變 

    接續前一章所篩選之政治經濟事件，其對國家公園發生重大之影

響，本章將檢視國家公園管理當局在新世紀的政策作為，是否因應前

一章所描繪的政治經環境變遷而有所調整。首先，檢視國家公園管理

機關在 21 世紀的工作情形；其次，檢視該工作情形與環境變遷是否

相符？或是是否有落差？如果落差過大，則已造成政策問題，權責機

關應思考因應策略，以解決該政策問題。 

 

第一節  國家公園的政策與行動 

一、2000年以前的政策檢討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在 2000 年所提出的新世紀國家建設計畫

：2001 至 2004 年四年計畫暨 2011 年展望，其中載明自然生態環境為

人類生存之所繫，並具有休閒遊憩的功用。隨著經濟發展、生活品質

提高及環保意識抬頭，生態資源保育日受重視。未來政府除積極落實

國家公園生態資源保育工作外，舉凡發展森林生態系經營、維護生物

多樣性、保育山坡地水土資源等，亦均為重要的施政目標（行政院經

濟建設委員會，2000：341－346）。其中就國家公園現況檢討的部分

，可以作為 2000年以前，國家公園相關工作執行情形的檢視： 

（一）進行資源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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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來，國家公園資源調查及研究超過500件，範圍涵蓋自然

、人文資源及環境監測等。隨著自然保育與生態系統概念的推展，以

及國家公園經營實務經驗的累積，國家公園自然保育已由單一物種或

生態系統之研究，逐漸轉變為生物多樣性及環境生態之研究，關懷全

球生命系統。 

（二）進行保（復）育計畫 

持續監測珍貴物種，並復育其生育棲地；另對地質不穩定區進行

地學監測及研究。包括進行梅花鹿復育計畫，已野放50隻，自然繁殖

至100隻。同時進行長期生態研究計畫；並於重要生態棲地進行超過

420件研究。另外，設置國家公園內長期生態研究樣區，對環境與生

物變化進行監測與研究。因保育措施良好，區內野生動物數量遽增；

進行區內野生動物對聚落居民影響之研究。而且進行人文史蹟研究，

賦予人類遺跡新生命。 

（三）推廣環境教育 

依研究成果研擬各項環境教育計畫；推出「與國家公園有約節目

」，並進行校外教學合作及辦理教師訓練營等。 

（四）發展生態觀光 

國家公園的遊客每年超過1,500萬人次。在保育前提下，國家公園

提供高品質的遊憩服務，並宣導保護生態資源與自然資產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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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辦理遊園專車、進行遊憩區環境整建與美化、設置遊客中心與管

理站，並依據點與資源的不同，設立不同的解說展示、自導式步道及

人車分道等。並且於國家公園範圍內設置污水處理廠及焚化爐，處理

園區內廢棄物。 

 

二、2000-2007年的政策檢討 

  行政院2003年8月4日核定的「內政部營建署墾丁等國家公園91年

至96年度公共建設計畫」（2002-2007），其內容載明：國家公園建設

計畫經費主要係編列於「挑戰二○○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水與

綠建設計畫」項下之「生態復育」項目，用以辦理國家公園棲地或生

物多樣性保育研究及棲地復育計畫，並以維護野生動植物之棲地及人

文史蹟等環境為主，爰擬制定完善之管理計畫並加強生物資源調查、

監測，以建立多元化之生物資源資料庫，另擬配合行政管理和工程之

進行，達到計畫執行之完善境界，再者從永續發展的觀點，確立計畫

推動上的績效指標評估，並凸顯及加強生態系的復育工作，避免在園

區內之敏感區執行土地新開發案件（內政部營建署墾丁等國家公園91

年至96年度公共建設計畫，2003：1）。 

 

三、2008-2011年的政策檢討 

  行政院2008年5月5日核定「97年至100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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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成立之目的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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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計畫係為達成維護國家公園生態

資源保育目標、促進國土永續發展、提供國民更佳遊憩環境與設施，

並提升解說內容及服務品質，以及辦理園區環境改善與景觀植生計畫

，提供優質環境及遊客良好視野景觀，以陶冶國民心靈、提昇國民素

質，進而提高國家競爭力（內政部營建，署「97年至100年國家公園

中程計畫」，2008：1）。 

    表4-1 將2000-2011年國家公園相關政策及其檢討羅列如次，俾

利觀察國家公園管理當局，在面對21世紀政治經濟環境變遷的情境下

，所提出的因應作為。 

表4-2 2000-2011年國家公園政策檢討一覽表 

階段 政策內容 

2000年以前的政策檢討 （一）進行資源研究計畫 

（二）進行保（復）育計畫 

（三）推廣環境教育 

（四）發展生態觀光 

2000-2007年的政策檢討 （一）加強國家公園生態復育計

畫 

（二）推動國家公園生態旅 

（三）辦理與國家公園有約 

（四）規劃馬告國家公園 

（五）提高休憩環境品質 

（六）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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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1年的政策檢討 （一）建立完整國家公園系統 

（二）建立生態廊道 

（三）發展生態旅遊 

（四）深化環境教育 

（五）規劃成立國家公園署 

本研究彙製 

 

四、2012年以後的政策展望 

    行政院2012年12月7日院臺建字第1010075301號核定「101年至104

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載明：國家公園成立之目的係為保護國家特

有之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究。臺灣國家公

園法自2007年6月13日公布施行， 2008年起即陸續推動墾丁等9座國

家公園之規劃建設，2010年12月8日國家公園法修正，新增「國家自

然公園」體系，並於2011年12月6日成立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2014年6月9日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公告成立。臺灣國家公園（含國

家自然公園）面積占全國陸域面積之8.59％，保護區型態遍及自然型

、郊野型、文化型及海洋型等，逐漸邁向完整國家公園系統。為健全

國家保育體系及建立生態廊道，以因應全球暖化趨勢，減少極端氣候

威脅，針對目前臺灣中央山脈生態廊道保育軸帶（馬告、能高至丹大

、玉山至北大武山）及離島（綠島、蘭嶼、北方三島及基隆嶼）海域

等未納入國家公園管理重點區域進行先期資源調查分析研究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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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推動納入新籌設國家公園或現有國家公園擴大管理範圍內；並配

合增加海洋生態保育體系，擴增劃設海洋國家公園保護區列為優先目

標，賡續建立臺灣「海洋保護區網路」。此項海洋保護區網路的推動

亦有助於國際地位及交流，提升以達到保護海洋資源的目標。檢視各

國家公園園區因其所處位置及資源型態不同（例如玉山、太魯閣、雪

霸位屬群山深峻交通可及性低、墾丁及陽明山位都會區近郊、或如金

門離島首座人文型國家公園、東沙環礁海洋資源型、台江屬濕地生態

型等），在國家公園保育核心價值前提下，各國家公園將持續結合所

有在地、區域的民間企業及保育團體等夥伴們力量，挹注更多資源與

活力，發展生態旅遊模式，讓國人可以更方便的親近體驗國土生態美

學，加深國民環境教育，並將保育觀念轉換為具體行動，成為全方位

國土保育的先驅志工。「101年至104年中程計畫」以跨域擴大資源整

合的角度，配合國家行政部門組織再造，積極辦理健全國家公園保育

體系、落實保育研究、深化環境教育、推動生態旅遊、建立夥伴關係

及世界接軌，以期儘速處理園區最重要且迫切需解決問題，具體達成

國家公園法宗旨及各國家公園計畫之任務使命（101年至104年國家公

園中程計畫，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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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國家公園計畫實施情形 

公園別 面積（公頃） 公告實施

日期 

管理處成

立日期 

通盤檢討公告日期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墾丁國家

公園 

33,289.59 71 年 9 月

1 日 

73 年 1 月

1 日 

85 年 4 月

1 日 

93 年 7 月

29 日 

100 年 11 

月 17 日 

玉山國家

公園 

103,121.40 74 年 4 月

6 日 

74 年 4 月

10 日 

83 年 9 月

1 日 

93 年 11 

月 1 日 

101 年 11 

月 20 日 

陽明山國

家公園 

11,455.00 74 年 9 月

1 日 

74 年 9 月

16 日 

84 年 1 月

1 日 

94 年 8 月

15 日 

 

太魯閣國

家公園 

92,000.00 75 年 11 

月 12 日 

75 年 11 

月 28 日 

84 年 7 月

10 日 

92 年 5 月

16 日 

 

雪霸國家

公園 

76,850.00 81 年 7 月

1 日 

81 年 7 月

1 日 

92 年 9 月

15 日 

  

金門國家

公園 

3,528.74 84年 10 

月 18 日 

84 年 10 

月 18 日 

92 年 10 

月 18 日 

101 年 10 

月 18 日 

 

東沙環礁

國家公園 

353,667.95 96 年 1 月

17 日 

96年 10 

月 4 日 

   

台江國家

公園 

39,310.00 98 年 10 

月 15 日 

98 年 12 

月 28 日 

   

壽山國家

自然公園 

1,122.654 100 年 4 

月 14 日 

100 年 12 

月 6日（

籌備處） 

   

（101年至 104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2012：3） 

澎湖南方

四島國家

公園 

35,873 103 年 6

月 8日 

由海洋國

家公園管

理處轄管 

   

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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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各國家公園管理處 2000（含 1999年下半年）至 2013年度經費表 

單位：千元 

  墾丁 玉山 陽明山 太魯閣 雪霸 金門 海洋 台江 合計 

1999 下

及 2000 
753,274 440,632 710,595 437,304 478,638 505,691 0 0 3,326,134 

2001 467,541 320,282 451,182 372,588 290,550 327,129 0 0 2,229,272 

2002 481,063 352,956 487,033 419,347 321,330 366,719 0 0 2,428,448 

2003 499,693 316,525 498,775 436,599 288,404 509,214 0 0 2,549,210 

2004 500,438 300,470 487,360 481,060 296,073 458,336 0 0 2,523,737 

2005 274,264 286,458 367,064 505,364 296,593 435,305 0 0 2,165,048 

2006 275,878 244,874 357,436 488,249 267,843 317,342 0 0 1,951,622 

2007 425,904 226,506 460,897 310,841 252,954 330,317 0 0 2,007,419 

2008 434,539 238,493 462,893 312,106 263,289 351,809 88,366 0 2,151,495 

2009 781,952 302,159 502,752 416,716 294,615 586,651 147,358 0 3,032,203 

2010 620,254 305,254 587,716 371,477 274,163 535,380 141,992 0 2,836,236 

2011 273,634 264,554 300,955 279,557 233,202 261,285 135,067 239,146 1,987,400 

2012 220,909 239,553 266,445 259,241 210,586 220,339 118,451 205,281 1,740,805 

2013 252,098  223,067  253,112  451,715  192,046  216,870  126,428  194,882  1,910,218  

本研究依各年度預算書自行整理 

 

  表 4-3 可以看出，2013 年較 2012 年預算突然增加近 2 億元，其

主因為：自 2008 年 7 月起開放陸客來台，太魯閣名列熱門景點之一

，太魯閣至天祥段為太魯閣國家公園峽谷景觀道路之精華，園區以進

入太魯閣燕子口及九曲洞之遊客為最多。然因太魯閣至天祥地區地質

呈不穩定狀態，遊客增加，遊憩風險隨之提高。尤其燕子口及九曲洞

步道落石問題，國人極為關心，花蓮地方也一再反映政府應注意遊客

安全問題，甚至因落石造成大陸來臺遊客傷亡，大陸觀光旅遊當局亦

聲明：沒有安全就沒有觀光，因此輿情壓力極大。太魯閣國家公園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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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處於 2013 年度匡列 1 億 9,883 萬元經費辦理「九曲洞景觀明隧道工

程」，並層轉修正「太魯閣峽谷遊客安全保護工程計畫」，專案報請行

政院列入重大公共工程計畫，爭取經費。故 2013 年度預算比起 2012

年度預算高出 1億 7千餘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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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對於休閒遊憩需求增加的因應作為 

一、「97年至 100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 

  國家公園經營管理與資源保育面臨之課題，其中遊憩壓力大增，

資源保育面臨衝擊，遊憩品質亟待提升。近年來各國家公園積極思考

並發展多元化的經營方式，期待給民眾耳目一新的感覺，例如高山路

跑、音樂季等活動，雖然有效提升造訪遊客數，但對於生態環境亦造

成相當影響。以統計資料來看，前往國家公園從事休閒活動的人數，

從 1993 年的 560 萬餘人次、1994 年的 681 萬餘人次，逐年以百萬人

次的幅度增加，2001 年以後，每年造訪國家公園的人數均約在 1,500

萬人次上下。龐大的遊客對園區的經營管理與自然生態保育產生相當

大的壓力，遊客造訪的時間與空間分佈亦相當不均衡。國家公園應有

別於一般風景遊樂區或遊憩區，因此，各國家公園應明確訂定遊憩發

展之方針與策略，提供遊客知性及對環境友善的遊憩體驗。此外，龐

大的遊客對園區的經營管理與自然生態保育亦產生相當大的壓力，遊

客造訪的時間與空間分佈之不均衡，對於部分地區資源保育工作產生

相當大的影響，因此建議未來各國家公園，能依據所處位置與擁有資

源的不同，擬定各不同地區之遊客乘載量，以確保遊客的湧入，對國

家公園保育不會造成不可回復之影響。另外，國家公園整體發展目標

與策略，其中包括提供國民生態寓教於樂之「生態旅遊」：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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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之目的早期為建立棲地保護圈，以物種保育及棲地復育為主，時

至今日觀光遊憩蓬勃成長，人文關懷與育樂需求日益重要，正面面對

觀光旅遊快速成長所帶來的遊憩壓力，除進行完整遊憩資源規劃外，

並配合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國土分組推動「生態旅遊」之政策，選

擇適合生態旅遊之路線，結合解說教育、社區合作及環境監測等，俾

建立民眾與社區居民對國家公園生態保育的認同與共識，讓生態紮根

寓教於樂之生態旅遊（「97 年至 100 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2008：5-

10）。 

二、2012年至 2015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 

    陸客來臺，國家公園經營管理與生態保育壓力增加：「國家公園

」除保護國家特有之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外，並供國民之育樂及

研究。國家公園具備優質環境與解說服務，具有帶動地方觀光產業發

展的功能，尤其是墾丁、陽明山、太魯閣與金門等國家公園更是國內

外熱門觀光景點。2009 年起因政府開放陸客來臺觀光政策，使得國家

公園遊憩人數極速上升，帶動地方觀光發展，但也大幅增加園區經營

管理與生態保育之壓力，如何兼顧環境保護、遊客安全，成為各國家

公園管理處的重要課題。遊憩壓力大增，資源保育面臨衝擊，遊憩品

質亟待提升：民國 2008 年以後，每年造訪國家公園的人數均約在

1,600 萬人次上下。面對週休二日及兩岸開放觀光衍生之龐大遊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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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園區的經營管理與自然生態保育產生相當大的壓力，遊客造訪的時

間與空間分布亦相當不均衡。國家公園應有別於一般風景遊樂區或遊

憩區，各國家公園應明確訂定遊憩發展之方針與策略，提供遊客知性

及對環境友善的遊憩體驗，因此建議未來各國家公園，能依據所處位

置與擁有資源的特性，擬定各不同地區、時段之遊客經營管理措施。

（101年至 104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2012：17-20） 

三、休閒遊憩需求增加的對保育的干擾 

    當國家公園園區開放提供遊客進行遊憩活動時，園區環境（特別

是遊憩區和其周圍區域）將可能面臨下列的衝擊：遊憩區的開發、交

通運輸、遊客對資源的需求、民生污染的產出、遊憩活動所產生的污

染和遊客不當行為的干擾等。郭乃文認為休憩人口過多，對國家公園

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包括（郭乃文，1999：153-156）：  

（一）遊憩區的開發：遊憩硬體設施的規劃設計、遊客中心、餐飲以及住宿旅館

、連外道路的修築等皆是在開發遊憩區時所需碰觸的課題，然這些開發行為常需

引入許多非屬當地自然環境的東西，尤其是大量的人工建物，開發與導入過程將

會對當地環境帶來衝擊，如興建遊客中心或旅館時進行大規模的整地，破壞原生

植被與地表土壤。更嚴重的是臺灣地區的國家公園區內常會出現私人興建的違法

建物，以墾丁國家公園為例，往往在春夏之季墾丁的街道上便擠滿了遊客，宛若

夜市一般，而為消化這人山人海的遊客，所以墾丁地區目前旅館林立，但真正合

法者寥寥無幾，其餘皆是不合法業者。 

（二）交通運輸：道路修築、交通器具通行使遊客方便進入國家公園，然而卻也

帶來嚴重的擁塞問題並衍生其他污染問題，況且交通工具本身也會排放污染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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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空氣污染。 

（三）遊客對資源的需求：遊客進入國家公園園區進行休憩活動時，會成為當地

資源的需求者，明顯如水資源、電力等。臺灣地區有為數不少的遊憩區位於山區

，當地水資源不若平地豐沛，遊客一旦進入後常會有需求量超過供給量的情形，

甚至造成和當地原住民爭奪水資源的情形。而位於離島的金門國家公園此問題更

為明顯，國家公園成立後遊客人數日增，目前全年約將近 100 萬人次的遊客，然

而金門可用淡水資源十分有限，遊客與當地軍民需共享珍貴的水資源，而供電量

不足也逐漸形成問題。 

（四）民生污染的產出：遊憩活動除了是人類個體的移動外，也造成民生污染的

移動與擴散，因為遊客在遊憩區裡同樣會製造生活污水、垃圾。臺灣地區國家公

園園區內之污水處理工作為工務建設課執掌，垃圾處理則歸觀光遊憩課管，目前

國家公園污染防治工作上，仍有不少的遊憩區的污水未進行收集與處理，而僅停

留於規劃設計階段。而在園區垃圾的清運上，現階段許多管理處的作法為補助當

地的鄉鎮公所，委託其代為處理（大多為衛生掩埋），而最新的作法為積極朝向

在每個遊憩區附近設置小型焚化爐設備進行規劃設計。 

（五）遊憩活動所產生的污染：許多遊憩活動本身就會產生污染，對當地環境造

成衝擊。墾丁國家公園為眾@家公園中獨有海域部份芬，因此吸引許多從事水之

活動的遊客前往，也因而帶來不少的遊憩衝擊，例如盛行於當地的水上摩托車活

動，會破壞當地海域或珍貴的珊瑚生態。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內現存的土雞城、

農園餐廳、溫泉旅館則是另一頭痛的遊憩污染。此外，當雪季來臨時，太魯閣國

家公園合歡山的遊憩衝擊也是非常嚴重，許多攤販也趁機入山帶來髒亂和垃圾。 

（六）遊客不當行為的衝擊：遊客不當行為可分為兩種：一是遊客的不經意動作

，如在樹幹上刻字等，其申許多行為已屬違法，如任意烤肉、破壞棧道燒木頭、

採集花木植物、蓄意破壞園區設施、破壞解說牌及設施，但因執法人力不足常無

法有效嚇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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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生態旅遊政策的制定與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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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層之主導部門，亦由

行政院「政觀推14」移轉至「永續會15」。按國家公園當局的推動機制

，係透過遴選生態旅遊地的程序，再予以輔導。主要的工作約略有3

項（黃躍雯，2011：1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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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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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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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黃躍雯長期的觀察指出，觀光局追求的

是遊客的「量」，對環境仍難免有斲傷；國家公園當局希望提升的是

環境的「質」，雖然暫時不易看到具體成效，至少不至於傷害環境。 

  表 4-4 顯示，近 10 年來造訪國家公園的遊客人數每年平均約在

1600 萬人次以上，面對如此龐大的遊憩壓力，國家公園當局所採取的

對策是推動「生態旅遊」，以深化環境教育及強調體驗旅遊的高標準

自我要求，精神固然可佩，然卻難以處理大量遊客所帶來的保育干擾

                                                 
14 註：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之簡稱 
15

 註：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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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特別是許多第一次到臺灣旅遊的遊客，往往只是抱著此一遊的

心態造訪國家公園，能在具代表性的景觀留下照片，或許是其旅遊行

程的最高價值，如何妥適的區分各類型的遊客，予以分流，提供其最

想要服務，應是解決遊憩壓力的思考途徑。 

表4- 5近10年各國家公園遊憩據點遊客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次 

年度 合計 墾丁 玉山 陽明山 太魯閣 雪霸 金門 海洋 台江 

2002 15,115,155  4,564,798  1,335,454  4,317,096  2,906,370  554,484  1,436,953      

2003 14,968,187  3,665,953  1,534,104  4,559,489  3,332,000  787,781  1,088,860      

2004 15,785,561  4,416,243  1,254,867  4,859,703  3,551,037  608,475  1,095,236      

2005 16,364,623  4,075,861  1,349,281  3,915,307  5,598,963  423,146  1,002,065      

2006 18,203,069  4,298,546  1,387,161  4,823,394  6,279,061  456,531  958,376      

2007 15,817,833  3,605,196  1,349,311  4,619,109  4,812,614  473,496  958,107      

2008 16,528,471  3,770,775  1,707,968  4,180,636  5,370,497  611,126  887,469      

2009 18,239,377  4,489,635  1,428,731  4,205,795  6,501,603  794,766  806,657  12,190    

2010 16,658,391  6,349,733  718,879  3,779,349  3,702,083  829,981  1,020,861  9,526  247,979  

2011 17,304,834  6,163,823  973,821  3,367,445  3,687,050  916,095  1,319,263  9,657  867,680  

2012 19,434,925  6,865,652  1,002,090 3,625,756  4,819,139  826,703  1,479,779  7,325  808,481  

合計 164,985,501  39,236,740  14,041,667  46,253,079  42,054,228  7,282,584  12,053,626  38,698  1,924,140  

年平均 16,765,493  4,751,474  1,276,515  4,204,825  4,596,402  662,053  1,095,784  9,675  641,380  

資料來源：內政部對立法院第 8 屆第 3 會期內政委員會第 18 次全體委員會議進

行「臺灣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維護工作及收費標準規劃」專題報告（2013 年 4

月 22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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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對於空間永續經營的因應作為 

    保護區提供就地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場所，如果保護區管理得

好，整個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就有了一定的保障，因此，在「生物多

樣性公約」就地保護章節中，明確要求各締約國建立自己的保護區分

類系統，以適應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需要。世界自然保育聯盟16於 1994 

年公布的保護區管理類型指南一書，賦予保護區的定義為致力于生物

多樣性和有關自然和文化資源的保護，並透過法律和其它有效手段，

進行管理陸域或海域。因此，現在世界的保護區是以保護生物多樣性

為其目標，而國家公園又是最重要的一種保護區。換言之，國家公園

的保護目標，也應著眼於生物多樣性，不能只是像過去著眼於少數保

育類物種的保護，更應積極於將保護區建設成為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永

續利用的基地。 

  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人與生物圈計畫（MAB）於

1974 年提出生物圈保護區的概念，並於 1983 年，UNESCO 和聯合國

環境計畫署等組織舉辦第一屆國際生物圈保護大會。在過去 10 餘年

，生物圈保護區的內容持續不斷地修正，被視為管理國家公園、自然

保護區的典範。「生物多樣性公約指南」中建議各國以聯合國科教文

組織推廣的「生物圈保護區」為模式，將之靈活地運用於保護區的日

                                                 
16

 註：（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簡稱 IUCN ）。參考網址： http：//www.iuc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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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活動中。「生物圈保護區」是依保護區的實際情況和特點，將之劃

分為以下三個功能區域，分別以不同的方式來管理。 

（一）核心區：常常是受到絕對保護的，以保護當地的遺傳資源、物

種及生態系統，儘量使其不受人為干擾，然允許科學研究與監測的進

行，以及當地住民以傳統的方式取用資源。 

（二）緩衝區：位於核心區的周圍，以緩衝核心區受到外界的影響和

破壞。這個地區常是一些還能恢復為原生性植被的地段。在緩衝區中

，可以進行有助於資源管理的實驗性研究、教學實習和生態旅遊等活

動。緩衝區不僅能緩衝外界對核心區的衝擊，保護核心區的生物多樣

性，在此區的研究成果，更為生物資源之永續利用提供科學的依據。 

（三）過渡區：位於緩衝區的周圍，可能包括一些荒山、荒地、部分

原生或次生植被，農業活動區或聚落土地使用類型等。在此區中當由

住民、學者、保育相關機構、文化或其他民間團體、私人企業等攜手

合作，建立生活所需的人工生態系統，從事農林生產和發展本地特有

的生物資源，以改善當地居民的生計，達到資源的永續利用。 

  這樣的分區是將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生物資源的永續利用融為一體

，不但保証資源得以永續利用，也為當地居民帶來經濟收益。因而會

積極地參與保護區的保護行動，否則他們會無視保護邊界的存在，引

發居民生計與資源保護間的衝突。過去國家公園關注的重點在於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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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地景、野生動植物與其遊憩或教育用途。但近年來保護區不僅

對保護生物多樣性起了重要的作用，並可促進新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發

展生態旅遊等，使各地環境保護、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上獲得利益，

尤其注重當地民眾的福祉17。 

  國家公園管理當局 21 世紀在維護永續發展環境及生態多樣性保

育上的努力包括： 

一、「內政部營建署墾丁等國家公園 91 年至 96 年度公共建設計畫」18

（2002-2007），其內容載明：國家公園建設計畫經費主要係編列於「

挑戰二○○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水與綠建設計畫」項下之「生

態復育」項目，用以辦理國家公園棲地或生物多樣性保育研究及棲地

復育計畫，並以維護野生動植物之棲地及人文史蹟等環境為主，爰擬

制定完善之管理計畫並加強生物資源調查、監測，以建立多元化之生

物資源資料庫，另擬配合行政管理和工程之進行，達到計畫執行之完

善境界，再者從永續發展的觀點，確立計畫推動上的績效指標評估，

並凸顯及加強生態系的復育工作，避免在園區內之敏感區執行土地新

開發案件。國家公園建設計畫之預期效益包括：加強國家公園生態復

育計畫，並進行長期生態監測研究，以確保園區生物多樣性、棲地保

                                                 
17 註：節自臺灣國家公園網站：最近更新在：2009/10/28，http：

//np.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25&Itemid=149

&gp=1，2014/01/22 瀏覽） 
18

 註：行政院 92 年 8 月 4 日院臺內字第 0920042520 號函核定 

http://np.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25&Itemid=149&gp=1
http://np.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25&Itemid=149&gp=1
http://np.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25&Itemid=149&g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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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及文化史蹟保存，提升國家公園之保育功能，並辦理園區內生態保

護區、特別景觀區等私有土地之用地徵收補償（內政部營建署墾丁等

國家公園 91年至 96年度公共建設計畫，2003：1）。 

二、2008-2011 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在保育、體驗、夥伴及效能四項

願景目標之架構下，其中健全國家公園保育體系計畫包括： 

（一）中央山脈生態廊道串連及海洋離島納入國家公園 

1.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為國土利用永續保育有效之管理模式，為積極保

護中央山脈保育軸帶高海拔敏感區域土地，由目前國家公園保育面積

占臺灣本島比例 8.5%逐年提高至 20%，以劃設臺灣陸域百分之二十區

域為國家公園為目標。 

2.持續推動綠島、北方三島（彭佳嶼、花瓶嶼、棉花嶼）、澎湖群島

無人島嶼等納入海洋國家公園，以擴大臺灣海洋保護區範圍，規劃擴

大海域型國家公園面積占臺灣領海面積比例由 5％提高為 8%，邁向海

洋生態保育及資源永續利用雙贏局面。 

（二）國家公園擴大的先期調查研究、規劃 

  為積極保護中央山脈保育軸帶高海拔敏感區域土地，透過成立馬

告國家公園及擴大玉山、太魯閣及雪霸國家公園範圍，延伸並串連中

央山脈保育廊道，完成國家公園保育面積占臺灣本島比例 8.5%逐年提

高至 20%目標，進行規劃範圍太魯閣以南「能高區」能丹地區、「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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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玉山以南、北太武山以北「關山區」、「雙鬼區」、「大武山區」

地區資源調查。 

（三）國土資源、物種的保育復育與人文資源保存活化 

  各國家公園內賡續進行重點國土、資源的保育與復育工作，對於

外來種防治及海岸林復舊、盜獵盜採絕跡、臺灣櫻花鈎吻鮭與觀霧山

椒魚復育、高海拔生態系焦點物種保育監測及資料庫建置、海域保育

環礁珊瑚生態保育與復育及傳統聚落保存與再生、人文戰役史蹟活化

再利用。 

（四）因應全球氣候與環境變遷，建立調適機制 

   國家公園是臺灣景觀與環境上最重要的調節生態區，相對的也

是環境最敏感的地理區，為符合全球重視環境變遷議題的討論，臺灣

國家公園應積極探討生態系變遷、氣候變遷造成海洋生態之影響等問

題進行深入研究，並研擬可行的調適策略，爰進行相關全球暖化對國

家公園環境變遷四年先驅計畫，爭取快速調整生態系統的適應度及因

應的管理措施，進而以有系統的規劃方式，在空間上從高海拔（1500

公尺以上）以降至低海拔（500 公尺以下）之整體自然環境生態系統

，討論對象應涵蓋國內外國家公園的因應之道、環境與社會之調適機

制等，期能儘速獲取全國氣候變遷下之時代新發展與新視野，積極與

世界接軌，以提升國際保育形象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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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核心區土地的徵收 

   各國家公園內的特別景觀區或是生態保育區等亟需要最嚴格的

保護措施，不但嚴格禁止土地開發，也嚴格限制人類活動，保育區土

地私人持有不但威脅核心保育區的保護，對地主財產權保障亦有不公

，該類土地具有公益價值，卻不具市場交易的私利價值。評估積極籌

措財源，在政府財政狀況許可下，加速執行國家公園內敏感與受限利

用之土地國有化，以及徵收土地後復育是國家公園管理當局應負的責

任。表 4-5 將 2008-2011 年各國家公園為保育而推動的相關計畫予以

彙整。 

表 4- 6各國家公園保育體系計畫 

墾丁 

一、加速執行國家公園內敏感與受限利用之土地國有化

計畫 

二、外來種防治及海岸林復舊計畫 

三、海域保育計畫 

四、建置墾丁國家公園內污水處理系統 

玉山 
一、擴大玉山國家公園範圍計畫 

二、園區盜獵盜採絕跡計畫 

陽明山 核心保護區土地國有化計畫 

太魯閣 

一、健全國家公園中央山脈核心保護區系統計畫 

二、國家公園國土復育計畫 

三、高海拔生態系焦點物種保育監測及資料庫建置計畫 

雪霸 

一、擴大雪霸國家公園範圍計畫 

二、武陵地區徵收土地後植樹造林復育計畫 

三、臺灣櫻花鈎吻鮭復育計畫 

四、觀霧山椒魚復育計畫 

金門 
一、傳統聚落保存與再生計畫 

三、推動國土復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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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 東沙環礁珊瑚生態保育與復育 

永續 
一、推動成立馬告國家公園計畫 

二、全球暖化對國家公園環境變遷先驅計畫 

出自（「97年至 100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2008：10-13） 

 

三、「101 年至 104 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2012-2015 年度整體計

畫執行策略與績效指標：「保育與永續」（ Conservation ＆

Sustainability）。（「101 年至 104 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2012

：9-10） 

（一）保育完整生態系統，維護國家珍貴資源，擴大國家（自然）公

園範圍，強化中央山脈生態廊道保護管理機制；建立國家海洋保育系

統；棲地的保育與復育；人文資源與歷史空間保存與活化；因應全球

氣候與環境變遷，建立適調機制。 

（二）主要指標包括：野生動植物物種種類數量維持率、自然或人文

地景（含海域及陸域）維持率、指標物種或瀕臨滅絕物種族群數量維

持率、核心保護區土地面積維持率、新增國家公園或國家自然公園面

積。 

（三）工作重點： 

1.辦理新設國家（自然）公園，及擴大國家公園範圍之資源調查或可

行性評估。 

2.辦理物種與環境監測，並應用於國家公園經營管理與作為因應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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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之在地證據。 

3.推動國家公園海洋保護區網絡建置，設立澎湖南方四島與北方三島

等海洋型國家公園，提升臺灣海洋保育國際形象。 

4.持續辦理外來入侵防治監測工作，以維護生態環境平衡。 

5.辦理物種保育研究與棲地復育，並將研究成果透過資料庫系統應用

於經營管理，以維護國家公園之生物多樣性。 

  表4-6將2012-2015年各國家公園應積極保育之相關動植物資源彙

整如次： 

表 4- 7各國家公園動植物景觀資源 

公園別 資源特色 

墾丁國家公園 *墾丁國家公園包括恆春半島大部份及南仁山區，擁有全省唯
一之熱帶植物園。 

*本區之自然植物可分為海濱植物群落（含珊瑚礁植物帶、草
本植物帶、灌本植物帶、海岸林植物帶）及山地植物群落（
含水生及濕生植物帶、草原植物帶、灌叢植物帶、森林植物
帶）。 

*根據調查全區至少有230 種鳥類、162 種蝴蝶、24 種爬蟲
類、43 種淡水魚類、14 種兩生類及隨處可見之各種昆蟲。 

玉山國家公園 *大部分地區仍保持為原始森林，植物生長茂密，自然環境孕
育多采多姿的動物資源。 

*據調查資料顯示，全區共有189 種鳥類、58 種哺乳類、18 
種爬蟲類、13 種兩生類、826 種昆蟲類（蝴蝶274 種）、
魚類12 種、貝類29 種，並在拉庫拉庫溪一帶發現有台東間
爬岩鰍及高身鏟頜魚等兩種臺灣特有種魚類，動物種類可謂

繁多又珍貴。 
*位於臺灣中部山區，區內峰巒高聳，群壑縱橫，且氣候溫潤
，故植物種類繁富。 

*自低海拔之闊葉林，以至高海拔之針葉林、高山寒原，其依
序變化明顯可見。 

*其中含瀕絕哺乳類 15 種；特有種動物 101 種、特有種哺乳
動物 25 種；特有種鳥類 23 種。植物計有蕨類 437 種、裸
子 28 種、雙子葉 1446 種、單子葉 424 種，苔蘚 177 種，
菌類 147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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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別 資源特色 

陽明山國家公
園 
 

*本區在複雜的地形與潮濕多與的氣候配合下，形成豐富而多
樣的植被生態類型，而火山岩風化形成的肥沃土壤，更提供
植被有利的生長環境，加上後火山活動的硫氣孔，以及火山
物質的分布，形成本區特有的火山植物型態。 
*本區植物物種含單子葉植物、雙子葉植物、裸子植物、蕨類
、苔藓類、藻類、菌類等約 1814 種。過去原有梅花鹿、羌
、帝雉、黃鸝等野生動物，目前本區除鹿角坑溪森林區仍有
少數哺乳類動物外，大致以鳥類、蝴蝶及爬蟲類、兩生類為
主。 

太魯閣國家公
園 

*本區至少有46 種哺乳類，168 種鳥類，50 種兩棲、爬蟲類
，1,150 種昆蟲。立霧溪主流及其支流，計有21 種溪流魚
類，包含珍貴稀有的鱸鰻及稀有種的大口湯鯉及溪鱧等多種

，22 種甲殼類，2 科6 種蟹類，55 種貝類，包括已被列為
珍貴稀有種的高山豌豆蜆，以及分佈於立霧溪的壁蜑螺。 
*太魯閣國家公園地勢變化大，地形複雜，除了沙灘、海岸林
及濱海之植被外，尚有各種垂直植被，本區維管束植物計有
2,093 種，約佔臺灣維管束植物的 52%。再因本區具有圈谷
地形之高山寒原、清水山區之石灰岩旱生植被，使本區保存
有多數稀有孑遺或特有之植物。 

雪霸國家公園 *植物資源方面，本區內有維管束植物1,103 種，稀有植物61 
種，如臺灣山薺、高雄柳、棣慕華鳳仙花（世界僅產於此）
、南湖柳葉菜、管草蘭、松葉蘭等。另外翠池之玉山圓柏林
是全國此類森林面積最大的，雪山主峰下之冷杉林及觀霧僅
有之臺灣擦樹純林極具保存價值。 

*雪霸國家公園之動物資源甚為豐富，發現有 32 種哺乳類動
物，97 種鳥類，14 種爬蟲 10 公園別資源特色類，6 種兩
生類，16 種淡水魚及 89 種蝴蝶，其中彌足珍貴的瀕臨絕
種之動物如櫻花鉤吻鮭、臺灣黑熊、帝雉、山椒魚及升天鳳
蝶等。其中櫻花鉤吻鮭是全世界僅有的陸封型鮭魚，同時也
是世界分布之最南緣的鮭魚，目前僅存於雪霸國家公園之大
甲溪上游，更顯示其珍貴，而被譽為臺灣國寶魚之首。目前
業於七家灣溪兩側地區劃定為「櫻花鉤吻鮭復育保護區」，
積極進行保育及復育工作。 

金門國家公園 *金門的林相有5,939 公頃的保育林地，含542 種植物。熱帶
闊葉林型的重要數種有：樟樹、楝樹、榕樹；海岸防風林樹

種有：潺槁樹、朴樹等，其中木麻黃與相思樹是大面積造林
的人工樹種。 
*金門島由於地理位置特殊，屬副熱帶大陸性及海洋轉換型氣
候，為候鳥遷徙中繼站，鳥類資源豐富，已發現的鳥類有
283 種，密度之大，冠於台閩地區，以鷸科 31 種最多，鶇
科 17 種次之，常見到的喜鵲、蒼翡翠、鸕鶿、鵲鴝等在臺
灣均不易或不曾出現的鳥種。 

東沙環礁國家
公園 

*海域：海洋生態資源豐富包含：珊瑚類281 種、海水魚類
654 種、甲殼類動物43 種、棘皮動物30 種、貝類軟體動物
230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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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別 資源特色 

*陸域：目前調查發現共有 243 種鳥類，東沙島陸域植物種
類，目前已經鑑定出的單子葉植物 41 種、雙子葉植物 166 
種。 

台江國家公園 *台江國家公園因位在亞洲水鳥遷徙的路線上，每年秋、冬季
節都會有數以萬計的候鳥經此南下過境，或留在鹽田、魚塭
及河口浮覆地度冬。根據調查本區域出現的鳥種近200 種，
其中保育類鳥類計有黑面琵鷺等21 種，候鳥種類約佔75％
。兩棲爬蟲類共發現10 種，其中兩棲類5 種，爬蟲類5 種
，其中虎皮蛙、貢德氏蛙、蓬萊草蜥、錦蛇及眼鏡蛇均為珍
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 

*台江國家公園內植物種類多，僅大四草地區即達 55 科 151 
屬 205 種，其中較珍貴或稀有者，除海茄苳、水筆仔、欖

李、紅海欖等 4 種紅樹林外，尚有如白花馬鞍藤、禾葉芋
蘭、苦檻藍、海南草海桐、土沉香等沙地及鹽地植物。 

壽山國家自然
公園 

 

*壽山地區根據98 年本署委託社團法人高雄市野鳥學會調查
172 個樣點，共計調查到69 科157 屬196 種。主要為恆春

厚殼樹、鳳凰木與鐵刀木、相思樹、構樹與血桐及榕樹等。
海岸植被以海岸灌叢及草本植物為主，灌叢之組成主為山猪
枷、林投、苦林盤等，草本植物為馬鞍藤、雙花蟛蜞菊等。 

*鳥類 117 種、哺乳類 9 種、爬蟲類 21 種，還有無數的昆
蟲及其他動物。其中哺乳動物 9 種，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公
佈列屬於珍貴稀有野生動物者有 2 種哺乳類：獼猴科之臺
灣獼猴，與靈貓科之白鼻心。 

（「101年至 104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2012：11） 

 

四、國家公園永續性評鑑制度的建立 

  國家公園管理當局，對於生態多樣性的保育不遺餘力，也不約而

同的強調擴大保育面積，希望透過不斷劃設國家公園範圍，增加對環

境保護的強度以保育園區內的生態得以永續發展。然而卻缺乏一套國

家公園永續發展的評鑒標準與制度，蘇振綱、黃躍雯、江玲穎等人就

國家公園永續性評鑑之研究指出，國家公園永續性評鑑架構 5 個構面 

（環境威脅、經營管理、土地使用、自然資源及設施服務）中，無論

何種模式均以「經營管理」構面最為重要。顯示國家公園在朝向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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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發展的過程中，未來在相關政策擬定與計畫執行上，尤應以經營管

理為最優先考量。國家公園永續性評鑑機制之建立，有助於協助各國

家公園管理處檢視自身國家公園發展現況與所處的永續性程度，以進

一步持續改善並朝更永續的方向發展。為落實此一評鑑機制之運作，

須透過下列相關配套措施的進行，方得以達到其成效： 

（一）永續性評鑑之操作需有完善的資料庫作為基礎，尤其是各評估

指標的空間與時間向度的基礎資料庫之建立，都需要各管理處投入適

當的人力與資源。 

（二）雖已建立具操作性的評鑑機制與流程，但每一國家公園均有其

特色及個別差異；建議可依個別國家公園的資源特色及實際情況略為

調整，將更能因地制宜，提高評鑑之參考價值。 

（三）永續性評鑑的成果，應納入既有國家公園計畫之擬定與通盤檢

討過程中，配合調整相關計畫之內容據以實施，方得以逐步朝向永續

方向邁進，以使國家公園計畫之修訂與執行，更符合永續性。（蘇振

綱、黃躍雯、江玲穎，2010：17） 

  另外，增加國家公園範圍劃設範圍也意味著將與其他機關所轄管

的區域，將出現更多的重疊，包括農委會林務局所經管的森林保育系

統、交通部觀光局業務範疇的國家風景區系統等等，劃設範圍的重疊

也將產生法令的競合，更可能發生彼此經營管理上的扞挌。同時，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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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國家公園範圍，園區內既有人類聚落及其活動，也將面臨更多的限

制，因此，如何妥適經營管理現已劃設的國家公園範圍，其重要性並

不亞於新設範圍，開創與守成，一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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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對於預算經費減少的因應作為 

  面對日益減少的預算經費，國家公園管理當局在新的世紀，事實

上仍有相當的因應作為，包括成立基金以增加收入並挹注公務預算的

不足，以及引進民間資金以減輕政府財政上的負擔。 

一、國家公園基金之設立與裁撤 

    2000 年 5 月 15 行政院主計處日台八十九處孝一字第 08626 號函：「內政部

營建署所屬之墾丁、玉山、陽明山、太魯閣、雪霸、金門國家公園之遊憩區營運

相關部分，包括觀光遊憩區經營、經常性維護及推廣所需經費、門票收入及停車

費收入等，自九十年度起合併成一作業基金，名稱定為『國家公園基金』，隸屬

於營建建設基金項下，以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型態編列。有關國家公園之建設

及維護仍由公務預算編列，至基金成立初期，觀光遊憩區之營運收入不足以支應

營運所需經費部分，仍得循預算程序由國庫補助之，中長期則以達成收支平衡、

自給自足為目標，另保育及遊憩業務之權責並應劃分清楚」。 

    由於國家公園之設置係以生態保育、環境教育及史蹟保存為主，

無法比照其他風景特定區、遊樂區等專責遊憩機構，可劃定封閉式範

圍以收取門票等方式增加收入，達成收支平衡、自給自足之目標，因

而仍需要國庫以公務時常撥補方得有順利運作，虛餘實絀，營運績效

欠佳。經分析該基金 2001 至 2007 年度成本與費用數，平均每年約 4

千 8 百餘萬元，僅占各國家公園年度公務預算歲出數平均每年 22 億

餘元之 2％左右，比例甚低。且因該基金未有專屬會計資訊管理作業

系統，預、決算及帳務需以人工方式分別獨立處理，致內政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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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必須投入一定人力處理，徒增行政負擔。 

  因國家公園基金與公務預算經費之支用不易明確劃分，迭遭審計

部糾正基金與公務預算交互運用。審計部歷年辦理中央政府非營業特

種基金管理運作缺失相關案件時，即指明國家公園基金應研議裁撤；

另立法院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時，常有委員質詢或提案，質疑本基金

營運績效，並有裁撤之建議。因此內政部即依照中央政府非營業特種

基金存續原則第 6 點規定，研議裁撤該基金，並提報 2007 年 1 月 26

日營建建設基金管理會 96 年度第 1 次臨時會議討論，獲致決議同意

本基金自 97 年度起裁撤，並報經行政院於 2007 年 3 月 23 日同意予

以裁撤。 

 

二、運用 BOT的作法 

  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施行細則第

11 條中規定，國家公園之遊憩（樂）設施、住宿、餐飲解說等相關設

施、區內及聯外運輸設施、遊艇碼頭及其相關設施列為符合促參法規

定之觀光遊憩重大設施內公共建設項目。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7條規定：公共建設，得由民間規劃之。 

該法第 8條規定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如下19：  

                                                 
19

 註：財政部推動促參司參考網站：http://ppp.mof.gov.tw/PPP.Website/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D007006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If.aspx?PCODE=D0070062
http://ppp.mof.gov.tw/PPP.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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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 

設之所有權予政府。（BOT： Build-Operate-Transfer） 

（二）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並委託該

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BTO ：Build-

Transfer-Operate無償移轉） 

（三）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一次或分期給付建設經費以

取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

政府。（BTO：Build-Transfer-Operate有償移轉） 

（四）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構向政府租賃現有設施，予

以擴建、整建後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ROT 

：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 

（五）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

，營運權歸還政府。（OT ：Operate-Transfer） 

（六）為配合國家政策，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擁有所有權，並自為

營運或委託第三人營運。（BOO：Build-Operate-Own）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包括 BT（build-transfer）

、 BLT(Build-Livery-Transfer)、BTL（Build-Transfer-Livery）、

BTS（Build-Transfer-Sell）、BOOT（Build-Own-Operate-Transfer）

、 ROO（Rehabilitate-Own-Operate）】等等多引進民間資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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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協助政府推動公共利益。 

  財政財政部推動促參司曾司長國基 2014年 1月 8日就指出：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開宗明義明定，立法目的是促進公共利益，如

果大家都有共識，則國家公園的公共利益在生態保育，只要未符合公

共利益本質就可以排除促參法之使用。在國家公園內開發行為除依國

家公園法令規定辦理外，其開發涉及之環評依環評法、水土保持依水

保法規定辦理，均依原法令規定。換句話說，促參法只是提供民間投

資相關作業之 SOP，其過程如涉及特殊許可行為還是要經過相關機關

核准。國家公園觀光遊憩設施屬促參法之觀光遊憩重大設施，其適用

促參法引進民間投資時可考慮其適用可界定在特定區域，如國家公園

之遊憩區。國家公園重視環境教育功能部分，很多展館如按照現行採

購法委託民間經營，恐怕沒有廠商要來參與，因為環境教育能有多少

商業利益？它是一種公益性較強的設施與服務，因此沒有商機，除非

讓它可以從其他部分來獲利，這樣做法就容易導致爭議。而透過促參

法之民間參與，可經由既有設施之整建，委託契約期限延長，讓民間

願意多一些投資，多一些導覽或生態教育部分，讓展館可充分發揮其

教育功能。國家公園除了核心區域不能開發外，仍有一些遊憩功能，

因此可運用外圍區域適度開放觀光，夜間讓遊憩活動退出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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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要作一些總量管制，達成遊憩功能20
。 

  表 4-7 即是近年來內政部自行辦理促參案件表，顯見國家公園管

理當局在財源拮据的狀況下，仍想方設法以引進民間資金的方式，為

國家公園制度開源節流。 

表 4- 8內政部自行辦理促參案件表 

計畫名稱（案

件）  

辦理

方式  

經營

期限  

簽約

日期  

解約（終

止）日期 

主辦機

關  

目前辦理情形  

墾丁國家公園

民間參與興建

暨營運關山生

態文化藝術休

閒園區  

BOT  50年  2005. 

12. 

31  

2009.10.27  

已終止契

約 

墾管處 由於廠商遲不願依審查

意見修正執行投資計畫

書，本部於 98年 10月

27 日函知廠商依約終止

契約。 

太魯閣天祥遊

憩區 BOT案 

BOT  25年 2005. 

12. 

27  

2006.05.25  

已合意解

約 

太管處 因客觀環境有所變動，

致無法推動原訂之開發

構想，雙方經協議後同

意於 95.05.25無條件終

止合約。 

陽明山菁山露

營場委託經營

管理案  

ROT 11年 2002. 

09. 

20  

已履約完

成尚未續

約 

陽管處 營運正常。已於

102.09.20 合約到期  

冷水坑遊憩區

暨擎天崗地區

各項公共服務

設施委外  

ROT 15年 2005. 

12. 

31 

2000.06.30 

已合意解

約 

陽管處 ROT 案因 R（整建、擴

建）部分遲未啟動致實

際執行落差甚大，故雙

方於 99年 6月 30日 24

時起合意終止契約。 

布洛灣山月村

渡假小屋委託

民間經營管理

OT 10年 2003. 

06. 

30  

履約營運

中  

太管處 營運正常，履約中。  

                                                 
20註：節自內政部營建署 2014年 1月 8日辦理「國家公園範圍內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

政策公聽會」財政財政部推動促參司曾司長國基發言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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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出處：內政部營建署 2014 年 1 月 8 日辦理「國家公園範圍內辦理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案件政策公聽會」簡報資料 

   

  然而，立法院於審議內政部營建署預算時，做了「102 年度不得

於國家公園內辦理任何促參新增案件及相關規劃」的決議，立法院內

政委員會並且在審議內政部營建署 2014 年度預算決議：「歷年來國家

公園內促進民間參與案件諸多弊端，屢屢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2006

年內政部函令『……基於國家公園之特性與國家公園設置目的及社會

大眾期望，本部不再辦理涉及開發行為之促參新增案件。』當年的決

策背景條件，與今日並無不同，故內政部應遵循原旨意，自 2014 年

度起不得於國家公園內辦理任何促參新增案件及相關規劃。」。另一

方面，監察院卻又糾正內政部及墾丁國家公園管埋處辦理「99 年公有

停車場委託民間機構經營管理標租案」時由原規劃依促參法招商改以

政府採購法辦理之情形，未依法行政，主觀性排除促參法之適用，要

求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機關確實依法辦理民間參與促參案件21。立法

院與監察院分別對國家公園管理當局作出不同的要求，在在都顯示在

國家公園範圍內推動促參方式，以減輕政府財政上的負擔，有其相當

的難度。 

                                                 
21

 註：內政部營建署 2014年 1月 8日辦理「國家公園範圍內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政

策公聽會」簡報資料 



第四章  國家公園的轉變 

 137 

第五節  小結 

    針對國家公園管理方面，蕭新煌曾提出具體的評論，指出臺灣國

家公園僅止於延續（抄襲）既有的目標與策略，未對過去近二十年來

國家公園面臨的最大問題：事權不統一、國家公園隸屬問題、國家公

園本身過度建設問題，以及原住民權益問題等，提出任何討論與因應

對策（蕭新煌等著，2003：264-265）。國家公園管理當局對於上個世

紀經營管理的自我檢視，發現國家公園計畫體系，尚未建立長期經營

管理願景、目標與相關指標，也缺乏達成目標的策略規劃以明確指引

國家公園永續發展的方向。此外，國家公園遊客數眾多，背後所潛在

的商業利益頗鉅，如於以保育為主要宗旨的國家公園，以 BOT 方式，

不適切的開發行為對於環境敏感之國家公園地區，恐造成不可回復之

衝擊，相關權益者實需審慎評估。 

另外，因缺乏對於長期經營管理目標，也缺乏達成目標的策略規

劃與行動計畫，因此對於土地面向的問題，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困境。

一方面受到土地開發需求的壓力，一方面也須顧及國家公園保育的核

心價值，因此對於永續經營發展的方向，產生了價值的衝突。雖然在

新世紀的國家公園中程計畫中，仍以擴大國家公園陸域及海域面積為

重要指標，希望達到佔國土陸域 20%，海洋保護區達成占領海面積達

8%的目標，但在 2012 年新核定的國家公園中程計畫中，卻又放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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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長期目標，可見對空間的長期規劃目標並不明確，更遑論具體的達

成策略了。 

另一個左右為難的困境是遊憩壓力，由於週休二日的政策自 2000

年以後施行，民眾工時降低，遊憩需求增加，再加上 2008 年以後，

政府開放大陸人士來臺旅遊，兩個大量遊憩需求加乘後，到國家公園

參訪的人數迅速增加，然而國家公園一樣基於保育的核心價值，並未

作相應的調整，因為相關經費未能增加挹注，同時經營管理策略未能

迅速因應，只能眼見大量遊客對生態系統的干擾及旅遊品質的降低，

實是當然的重大課題。事實上龐大的遊客量不僅是壓力與危機，同時

也是助力與轉機，這在後續的研究中將有更深入的探討。 

至於經費面向的問題，則是最明顯的政策問題。由於國家公園係

屬財務自償性較低的政策類型，在現行的公務預算編列系統中，因被

歸類屬於「公共建設」類型，因此相關的指標與要求，均比照其他公

共建設而有財務自償性的壓力，即公共建設應能提高周邊環境或整體

開發價值，因此必須從該價值中取得回饋以作為報償，進一步而言就

是減輕政府財政負擔。然而，尚不論及國家公園產值如何估算為有型

價值，單就財務支出層面而言，國家公園實是耗用公帑的政策，而少

有收入。在政府財政的考量下，21 世紀的公共建設投入就日益降低，

公務預算的挹注減少，必然使國家公園經營管理受極大的壓力，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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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民間資金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似乎是一項不錯的策略，然因

考量民間資金恐於國家公園範圍內進行不當的開發行為及壟斷公共財

，所以立法院決議要求停止於國家公園範圍內之 BOT 案件，對國家公

園管理當局而言，實是相當嚴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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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國家公園ＳＷＯＴ分析 

    第 3 章描繪出國家公園在 21 世紀所處的政治經濟環境、第 4 章

檢視國家公園在 21 世紀的工作成果與政策作為。本章則對國家公園

進行全面的檢視，21 世紀的國家公園具有那些優勢（S）、內部的弱點

有那些（W）、面對那些契機（O）、遭遇那些挑戰與危機（T）。本章

經由對各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相關機關承辦及決策人員的深入訪談

，以協助對國家公園的 SWOT 分析。第一次訪時間為 2013 年 3 月至

5 月間，第二次訪談時間為 2014 年 2 月至 4 月間。訪談內容經過分析

、歸納後，整合成國家公園整體系統的 SWOT 分析，作為第六章提出

相應策略的參考依據。 

 

第一節  個別國家公園 SWOT分析 

一、墾丁國家公園 SWOT分析 

（一）優勢 

1.園區內交通便利。 

2.氣候宜人、休憩機能極佳。 

3.豐富的自然資源及自然景觀。 

4.從業人員均有高度尊榮感：因同仁多為在地人員，為地方文化承傳

特有民謠文化如思想起等，延續恆春民謠，更顯為從業人員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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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劣勢 

1.內部面臨最大壓力主要人力不足、人員在地化、組織老化等面向，

墾管處現有人力 103 人，管理面積達 3 萬 3,289 公頃，其中海域面積

為 1 萬 5,206 公頃，而區內長住居民約 19,000 人，每人平均負擔國

土保育面積約 323 公頃（含海域），人力嚴重不足；而人員在地化呈

現一刀兩刃之情況，其優點在有利在地溝通，而其缺點在於缺乏創新

能力，易使組織老化。 

2.預算經費囿於政府預算而逐年減少，然遊客數量與日俱增、且現有

環境維護及服務設施老舊等，迫切需要政府挹注經費新增或更新。 

3.法令規範不符現況：國家公園法訂定已逾 40 年，其部分條文規範

過時且罰則過低或不符比例原則，無法達成管理效能，例如以未經申

請之土地開墾為例，依國家公園法僅可處罰新台幣 3 千元，若依農業

發展條例則可處罰 6 萬至 30 萬元罰金，若依水土保持法規定則可處

罰 60萬以下罰金。 

4.土地管理機關重疊，同一事項、同一區域內，各相關管理機關各有

其適用法令，協調不易，易生法令競合與管理上之扞挌。 

（三）機會 

1.遊客眾多，特別是外籍及大陸籍遊客，致旅遊相關產業發達，外來

資金與社會增加人口增多，帶動周邊地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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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環保意識提升，有利推動相關環境保護政策及生態旅遊，相關環保

團體均認為國家公園具有保育功能與成效，惟應再強化保育量能，減

少人為開發與干擾。 

3.推動社區生態旅遊方式，改變在地社區觀念，並結合社區居民共同

執行環境巡護與監測工作，擴大保育的成效，同時應結合社區居民，

使遊客能深入認識在地文化與資源，增加當地民眾經濟收入。 

（四）威脅 

1.鄰近核三廠，雖持續監測相關環境品質，惟仍與國家公園形象大相

逕庭。 

2.遊客增加速度過快，且過於集中於特定時間點及特定地點，例如春

吶期間遊客人潮湧入，春天音樂季電音活動，產生噪音及其化污染，

過多人為活動干擾，悖離國家公園精神，且使環境承受力大受挑戰。 

3.因遊客人數眾多，遊遊休憩需求極高，於有利可圖條件下，各相關

產業開發壓力大增，加諸外來投資客投入，地價大幅變動，致土地變

更與開發壓力大增，違規使用更劇，同時各級民意代表為回應民眾之

訴求，不斷對管理當施加壓力，使國家公園範圍內之執法，更生阻礙

，長期執法衝突下，使管理處與地方民眾形成對立，無法建立有效溝

通、對話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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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區內住民及私有地眾多，管理不易，且對當地居民而言，普遍認為

國家公園相關法令管制過於嚴格，尤以建築管理之管制為最，且執法

強度過強，現有聚落多有要求劃出國家公園範圍之訴求。 

5.因土地權屬為私人所有及園區成立前既有之人為活動，使生物棲地

零散破碎，不利生物族群永續發展。外來物種如銀合歡、小花蔓澤蘭

等，入侵情形嚴重，移除成效不彰，影響本地原生物種之自然繁衍。 

表 5-1墾丁國家公園 SWOT分析表 

優勢 （Strengths） 劣勢 （Weaknesses） 

1.園區內交通便利。 

2.氣候宜人、休憩機能極佳。 

3.豐富的自然資源及自然景觀。 

4.從業人員均有高度尊榮感。 

1.內部面臨最大壓力主要人力不

足、人員在地化、組織老化等。 

2.預算經費逐年減少。 

3.法令規範不符現況。 

4.土地管理機關重疊。 

機會 （Opportunities） 威脅 （Threats） 

1.遊客眾多。 

2.環保意識提升。 

3.推動社區生態旅遊方式。 

 

1.鄰近核三廠。 

2.遊客增加速度過快，環境承受

力大受挑戰。 

3.管理處與地方民眾形成對立。 

4.現有聚落要求劃出國家公園範

圍。 

5.生物棲地零散破碎，不利生物

族群永續發展。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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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玉山國家公園 SWOT分析 

（一）優勢 

1.地形及生態環境豐富度高：園區內海拔 3,952 公尺之玉山主峰為東

北亞第一高峰，園區面積雖僅為臺灣的 3％，卻包含了半數以上的原

生植物；各類動物資源豐富，孕育健全之生態系。 

2.具悠久歷史人文史蹟：清朝所建歷史遺蹟—八通關古道，橫亙全區

；日據時代，日人為加強對臺灣深山原住民之統治則興建八通關越嶺

道，包括多處駐在所及紀念碑等，園區蘊藏豐富珍貴之生態資源及人

文史蹟。 

3.土地權屬單純：園區之土地除少數之原住民保留地開放原住民承領

外，其餘均為公有土地，占全區 99.44％。 

4.原住居民認同度高：園區早期為鄒族與布農族的生活領域，現僅有

布農族生活於園區內東埔一鄰。當地居民參與文化發揚及自然環境之

維護，居民與國家公園理念一致，屬共榮與永續關係。 

5.已具國際性品牌：玉山國家公園在國內外，均已成為代表臺灣精神

與襲產的象徵，且透過國際討論活動等之參與，亦使玉山國家公園提

升國際知名度。 

（二）劣勢 



第五章  國家公園的 SWOT分析 

 145 

1.天然環境脆弱：園區內高山林立，尤其是 3,000 公尺以上之地區，

土壤磽薄不易發育，加以氣候嚴寒，對於動植物之生長環境較為劣勢

，發生天然災害或人為破壞，都會使得環境復育極為困難。 

2.交通運輸條件限制：園區位於山區，現有道路系統主為新中橫公路

及南橫公路。新中橫公路穿越高山地區，受地形、地質及特殊水文等

條件之影響，極易引起土壤沖蝕、坍方等自然災害。南部橫貫公路 98

年莫拉克風災後，部分公路已無路基，雖經相關單位重建，惟至今尚

未復通。 

3.氣候條件限制：園區為中央山脈之制高點，氣候之變化亦大，雖因

此可於園區內欣賞風姿萬千的氣象變化，但各項建設發展與資源保育

措施受限亦大；如高山地帶冬季時常為冰雪所封，但亦可能因此造成

土壤結凍崩坍導致步道受阻問題。 

4.預算不足：國內登山民眾連年快速增加，步道之管理維護及落石坡

面之整治，均與公共安全息息相關，然年度預算不足實不足以支應環

境維護等項目。 

（三）機會 

1.鄰近重要風景遊憩據點：園區鄰近周圍地區風景遊憩據點計有日月

潭、阿里山、奮起湖、鳳凰谷、溪頭、東埔溫泉、南橫公路與花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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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公路沿線景觀等，其中以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阿里山國家風景區

、東埔溫泉與本區關係最為密切，有利共同行銷以吸引觀光人潮。 

2.攀登臺灣聖山魅力：臺灣第一高峰吸引著國內外眾多登山客，攀登

臺灣聖山活動幾乎形成全民運動，如能趁此宣導保育理念，對於環境

生態保育將產生極大助益。 

（四）威脅 

1.重視觀光的隱憂：現階段觀光局不斷推動觀光客倍增計畫，並不斷

增加大陸人民來臺自由行之人數，對於環境原已敏感脆弱之自然環境

管理不易。遊客量暴增，遊客餵食野生動物現象多有所聞，隨著觀光

及商業活動之發展，將對自然生態造成不可逆之影響。 

2.極端氣候造成交通發展嚴峻：園區之交通問題本已是既有之發展限

制。近來因全球暖化效應異常，導致極端氣候發生頻率大增，公路因

開挖大，崩坍範圍多且規模不容小覷；在步道方面，也會有降雨過大

崩坍或是積雪結冰中斷的問題；皆造成園區資源保育、經營管理及遊

憩發展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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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玉山國家公園 SWOT分析表 

優勢 （Strengths） 劣勢 （Weaknesses） 

1.地形及生態環境豐富度高。 

2.具悠久歷史人文史蹟。 

3.土地權屬單純。 

4.原住居民認同度高。 

5.已具國際性品牌。 

1.天然環境脆弱。 

2.交通運輸條件限制。 

3.氣候條件限制。 

4.預算不足。 

機會 （Opportunities） 威脅 （Threats） 

1.鄰近重要風景遊憩據點。 

2.攀登臺灣聖山魅力。 

1.重視觀光的隱憂。 

2.極端氣候造成交通發展嚴峻。 

本研究繪製 

 

三、陽明山國家公園 SWOT分析 

（一）優勢 

1.人文史蹟獨特性：陽明山昔稱草山，由於緊鄰臺北盆地，開發歷史

甚早，歷經新石器時代、凱達格蘭族、漢人、荷蘭、西班牙、日本等

文化迥異族群之洗禮，園區內尚保有遺留下極具多樣性之文化軌跡。 

2.生物及地質資源多樣性：陽明山在複雜的地形與潮濕多雨的氣候配

合下，形成豐富而多樣的植被生態類型，園區植物在臺灣地區獨幟一

格。園區為臺灣最重要而完整的火山地形區，以火山地質所組成，如

磺嘴山火山口地形以及小油坑、大油坑火山噴氣口等，具有獨特地質

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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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觀光休閒發展條件：園區豐富的天然景觀與環境條件，每年吸引大

量的旅客來到此區域從事各種觀光、休閒、運動等活動，而產生了社

會經濟發展的新氣象，而使此區域的社會經濟活動較過去更為興盛。 

4.交通便利鄰近都會區域：園區鄰近臺北市、新北市都會區，因其交

通便利、景觀豐富，成為假日提供民眾從事自然體驗的最佳去處。 

5.現行管制嚴格，除以土地使用分區限制核心保育區之人為干擾外，

輔以建築管理，使園區雖鄰近都會地區，卻仍可保有自然景觀及原始

環境以作為動植物之棲地。  

（二）劣勢 

1.園區內多屬環境敏感區帶：園區範圍內之土地地層主要由火山岩組

成，並有兩條大斷層經過，一為金山斷層，自金山向西南延伸經過大

屯火山群的中心部分，另一為崁腳斷層，自萬里沿伸經過崁腳，區域

內近乎全部被上述環境敏感區塊所覆蓋。 

2.園區內土地權屬複雜：現有土地其權屬以公有地居多，面積約

8,248 公頃，約占全區土地 72.8%，私有地面積約 2,731 公頃，占全

區土地之 24.1%，餘為權屬未定地約 240 公頃。因此，園區內之各項

土地管理及利用，均涉及諸多機關單位及私人土地，在經營管理層面

上有協調整合上之困難，機關權責分工之釐清，誠屬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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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園區道路四通八達，控管不易：陽明山地區為臺灣具有開發歷史之

區域，在國家公園劃設以前，既有道路眾多，包含縣道、省道等諸多

穿越型道路；且園區範圍內居民人數約達 1 萬多人，難以參照國外案

例，進行相關入園管制措施。 

4.人力不足：園區範圍廣達 2 萬餘公頃，因鄰近都會地區，居民多、

道路多、人為活動多、建築多，各態樣之違法行為亦多，囿於人力有

限，實難以面面俱到，漏網之魚，所在多有。 

（三）機會 

1.觀光旅遊興盛及三通開放觀光：園緊鄰大臺北都會區，隨各遊憩區

陸續完成開放，與民國 90 年實施周休二日帶動國民旅遊風氣，每年

１,900 萬人次之龐大遊憩人潮；再者，2011 年開放大陸人民來台觀

光自由行，使大量陸客來臺觀光湧入熱門旅遊據點，使得國內旅遊服

務型態轉變。 

2.跨域整合帶動整體發展：結合園區特色資源及周邊區域，進行周邊

區域整合土地利用計畫，未來可探討藉由跨域合作方式，利用國家公

園具有獨特環境資源之優勢條件，打造套裝式深度環境教育體驗，帶

動鄰近區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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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環境教育發展與環保意識抬頭：自 2011 年起環境教育法實施，園

區於 2012 年榮獲環境教育場域認證，積極打造陽明山成為北臺灣環

境教育中心，扮演北臺灣生態保育核心與永續發展基礎。 

4.社區培力與夥伴關係建立：園區保有了豐富多元的人文與自然景觀

，積極推動園區夥伴關係建立，以創意積極的合作方式，轉化國家公

園環境保育與居民生活衝突問題，創造國家公園、居民、遊客在生態

、生產與生活面向的三贏。 

（四）威脅 

1.遊憩產生環境承載壓力：園區鄰近大臺北都會區，成為大臺北地區

市民最重要的遊憩休閒去處，因此造成龐大的遊憩壓力。2009 年全園

區之遊客總量為 1,923 萬 247 人次，各月份之全區遊客量皆達到 100 

萬人次以上，帶來的環境負荷亦不容小覷。 

2.過度開發的隱憂：陽明山一帶因獨特地質景觀及豐富生態資源，向

來為餐飲觀光、旅遊飯店以及高級住宅等業者心中的理想標地，然從

國家公園永續發展及環境承載力層面思考，落實國土保安機制，應為

核心目標，守護北臺灣的自然淨土。 

3.多元族群需求之平衡取得：園區緊鄰大臺北都會區，區內每年造訪

人次/面積比俱為各國家公園之首，且園區內現居住人口逾 1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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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經營管理中面臨諸多調整劃設範圍之爭議；另園區內土地違規使用

情形等，造成管理處行政管理作業之困難。 

4.園區內多屬既存開發區域：園區內私有土地約 2,731 公頃，占全區

之 24.1%，考量園區資源之承載量，自然資源有其維持本身生態平衡

之允許承載量，若承受過多之人為干擾，將使資源趨於滅絕。目前農

墾與休閒遊憩產業發展等破壞壓力已相當鉅大，若再引進過多人口，

將因居住需求而帶來更多破壞。 

 

表 5-3陽明山國家公園 SWOT分析表 

優勢 （Strengths） 劣勢（Weaknesses） 

1.人文史蹟獨特性。 

2.生物及地質資源多樣性。 

3.觀光休閒發展條件。 

4.交通便利鄰近都會區域。 

5.現行管制嚴格。 

1.園區內多屬環境敏感區帶。 

2.土地權屬複雜，且機關權責

分工之釐清，誠屬不易。 

3.園區道路四通八達，控管不

易。 

4.人力不足。 

機會 （Opportunities） 威脅 （Threats） 

1.觀光旅遊興盛。 

2.跨域整合帶動整體發展。 

3.環境教育與環保意識抬頭。 

4.社區培力與夥伴關係建立。 

1.遊憩產生環境承載壓力。 

2.園區內多屬既存開發區域有

過度開發之隱憂。 

3.土地違規使用，造成管理處

行政管理作業之困難。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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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太魯閣國家公園 SWOT分析 

（一）優勢 

1.遊憩環境資源具生態、人文與地景的多元化與多樣性。 

2.服務機能優異，設施與遊憩資訊規劃建置完善。 

3.環境教育與遊憩體驗之發展經驗與水準成熟。 

4.從業人員專業技能與工作態度佳，行政效能日益創新。 

5.政府組織改造，行政資源作業量能提升，異業合作整合性增加。 

（二）劣勢 

1.道路狀況因地形因素無法有效改善，交通系統效能未符現況需求。 

2.法令限制土地開發利用，遊憩據點與發展空間受限。 

3.落石風險高影響遊憩安全品質，降低遊客到遊意願。 

4.災害與道路阻斷損及遊客遊憩權益，風險管理增加。 

5. 經營管理經費不足，難以工程方式治理、維護環境及遊憩安全。 

（三）機會 

1.蘇花改公路建設與花東發展基金挹注，帶動區域發展連鎖效應。 

2.獲環境教育認證場域認證與生態旅遊推廣，擴增園區遊憩機能。 

3.園區住民配合輔導參與支持度高，夥伴合作關係發展日益穩固。 

4.調整區域發展計畫與國家公園通盤檢討以遊憩發展為重點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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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國際及大陸籍遊客至太魯閣攬勝，除可建立國際形象外，同時亦創

造就業機會。 

（四）威脅 

1.全球極端氣候環境變異，破壞環境設施衝擊旅遊市場。 

2.遊憩量增加，遊憩體驗與環境保護不易兼顧，管制措施左右為難且

難以落實。 

3.為國家公園環境敏感，資源永續保存，必需限縮遊憩發展。 

4.環境氣候多變地形複雜，增加遊憩賞景與登山活動旅遊風險。 

 

表 5- 4太魯閣國家公園 SWOT分析表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es） 

1.生態、人文與地景多元化與多

樣性。 

2.資訊規劃建置完善。 

3.環境教育水準成熟。 

4.從業人員工作態度佳。 

5.異業合作整合性增加。 

1.交通系統未符現況需求。 

2.遊憩據點與發展空間受限。 

3.落石風險高。 

4. 預算不足。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1.蘇花改公路建設。 

2.獲環境教育認證。 

3.夥伴合作關係發展日益穩固。 

4.以遊憩發展為重點目標。 

5.國際遊客。 

1.全球極端氣候。 

2.遊憩壓力增加。 

3.地形複雜。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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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雪霸國家公園 SWOT分析 

（一）優勢 

1.豐富的人文資源：大霸尖山是賽夏族傳說中的祖先發祥地，在二本

松、雪見及七家灣溪附近分別發現較泰雅族活動時限更早的史前時代

先民遺蹟，更加深了國家公園範圍內及其附近區域早期人文活動的深

度、廣度。 

2.豐富且獨特的自然資源：位於臺灣本島的中北部，涵蓋雪山地壘的

主要部分，由於受到造山運動的影響，境內高山林立，褶曲現象非常

普遍，加上淡水河、蘭陽溪、大甲溪及大 安溪等主支流的侵蝕作用

，與邊坡作用等內外營力交互作用，乃形成豐富的景觀資源。 

3.從業人員以保育國寶魚為榮，工作積極投入。 

4.現行管制法令嚴格，可限制人為活動進入環境敏感地區，其中尤以

國家公園警察之協助，有效防止國家公園範圍內之不當行為。 

（二）劣勢 

1.地理環境限制：大部分為高山地區，區內無公路到達，交通不便，

國民旅遊之可及性仍為限制因子。 

2.水電基礎資源限制：園區水電及通訊設施不易建置較為缺乏；且相

關設施的設置費用成本亦相當高昂。 

3.氣候條件限制：本園區之氣候隨地形、地勢之變化差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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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營管理經費逐年下降，影響設施品質之提升：近年國家財政惡化

、預算經費緊縮，預算經費亦年年刪減。 

（三）機會 

1.環境意識抬頭，生態旅遊逐漸受到重視：全球旅遊風氣逐漸朝向永

續概念，驅使重視「自然生態資源永續利用發展」的理念，催化生態

旅遊（ecotourism）新的概念型態。 

2.重要的生態資源庫吸引更多專業研究：其中瀕臨絕種之動物如櫻花

鉤吻鮭等。櫻花鉤吻鮭是全世界僅有的陸封型鮭魚，同時也是世界分

布最南緣的鮭魚，被譽為臺灣國寶魚。 

3.與原民夥伴關係良好：雪霸國家公園除致力於臺灣中北部高山地區

自然資源保護，更加深入鄰近泰雅、賽夏部落，推動雙方之合作。與

原住民關係良好，對於推動國家公園保育業務而言，是極大的助力。 

（四）威脅 

1.園區內各土地管有機關，對於土地利用之方向與國家公園定位不同

，影響保育推動。 

2.極端氣候變遷，造成自然生態及環境破壞，已對陸地生態系統產生

若干影響，尤以高山生態系的反應最為顯著，且受影響最大的即是較

敏感之保育類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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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既有高強度土地使用，不利於保育工作：園區內尚有少量原民耕作

之農業用地，該土地利用於國家公園成立前即已存在。 

4.原住民傳統文化逐漸消逝，沒有傳承繼續，逐漸沒落恐難以避免。 

5.遊憩壓力大增，資源保育面臨衝擊：遊客人次自 2000 年起近 20 萬

人次，至近 2011 年已突破 80 萬人次，成長近 4 倍之多，龐大遊客量

對園區的經營管理與自然生態保育產生相當大的壓力。 

 

表 5- 5雪霸國家公園 SWOT分析表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es） 

1.豐富的人文資源。 

2.獨特的自然資源。 

3.從業人員以保育國寶魚為榮。 

4.現行管制嚴格。 

1.高山地區地理環境造成交通不

便。 

2.水電基礎資源限制。 

3.氣候隨地形、地勢之變化差頗

大。 

4.經營管理經費逐年下降。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1.環境意識抬頭。 

2.櫻花鉤吻鮭是臺灣國寶魚。 

3.與原民夥伴關係良好。 

1.園區內各土地管有機關，對於

土地利用定位不同。 

2.極端氣候變遷影響保育類物種

。 

3.少量原民耕作之農業用地。 

4.原住民傳統文化逐漸消逝。 

5.遊憩壓力大增。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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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金門國家公園 SWOT分析 

（一）優勢 

1.歷史文化條件：戰地文化、閩南文化資產。 

2.自然資源條件：向有「海上公園」之稱、活化石「鱟」、秋冬之際

鳥類資源豐富。 

3.社會發展條件：金門自古即有「海濱鄒魯」之譽，至今仍是文風鼎

盛，且姓氏宗族間凝聚力強。 

4.國家公園從業人員的尊榮感：從業人員均具備對生態保育及服務的

熱誠，為推動環境教育及保護金門地區的自然資源及人文環境等而努

力並引以為榮。 

（二）劣勢 

1.天然資源限制：金門係屬小型島嶼，土地狹小、土壤貧脊、相對可

開發之天然資源有限。 

2.水電基礎資源限制：天然水資源匱乏；電力由獨立之發、供、配電

系統供應，發電營運及環境成本偏高。 

3.氣候條件限制：春季多海霧能見度不佳，冬季東北季風強勁致海相

不佳，海空交通易受氣候影響。 

4.交通運輸條件限制：僅能靠海、空運與外界聯絡，對於國民旅遊之

可及性仍為限制因子。 



21世紀臺灣國家公園發展策略之分析 

158 

5.預算日漸減少：在保育經費不足的情況下，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育困

難重重。 

（三）機會 

1.開放觀光及三通：1992 年戰地政務解除，遊客前來觀光； 2002 年

實施「試辦金門馬祖與大陸通航」（俗稱小三通），兩岸人員開始正

常往來；2008年開放大陸人民得經金門、馬祖往返大陸、臺灣兩地。 

2.軍方釋出軍事設施：隨著戰地政務解除及國軍精實案推動，金門地

區駐軍人數大幅減少，各類型軍事設施陸續除役釋出戰役史蹟資源。 

3.環境生態意識抬頭：近年來金門環保意識抬頭，對於金門環境生態

保育是新助力。 

（四）威脅 

1.排雷後棲地零碎化：過去金門海岸附近因國防需要多為佈雷區，因

長期佈雷禁止進入，提供動植物隱蔽棲地，惟自 2007 年起依「殺傷

性地雷管制條例」陸續進行排雷，至 2013 年已完成全約 306.1 公頃

雷區之排雷工作，排雷後植被全面清除，將使棲地零碎化，對於金門

生態環境將造成衝擊。 

2.過度開發的隱憂：金門僅 1 萬 5,247 公頃，環境原即敏感脆弱，隨

著觀光及商業活動之發展，可預見將面臨伐林整地、地貌快速改變、

景觀及環境品質日漸破壞等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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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島嶼環境之限制：金門屬小型島嶼，經濟及生態皆較脆弱，易受外

來衝擊。 

4.公地產權具不確定性：金門地區公有土地自解除戰地政務迄今，依

相關規定得由民眾申請返還、購回、讓售公有土地，讓公有土地產權

長期存在不確定性。 

 

表 5-  6金門國家公園 SWOT分析表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es） 

1.歷史文化條件。 

2.自然資源條件。 

3.社會發展條件。 

1.天然資源限制。 

2.水電基礎資源限制。 

3.氣候條件限制。 

4.交通運輸條件限制。 

5.預算日漸減少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1.開放觀光及三通。 

2.軍方釋出軍事設施。 

3.環境生態意識抬頭。 

1.排雷後棲地零碎化。 

2.過度開發的隱憂。 

3.島嶼環境之限制。 

4.公地產權具不確定性。 

本研究繪製 

 

七、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SWOT分析 

（一）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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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擁有多樣且獨特的海洋生態資源：擁有南海北部唯一的大型珊瑚礁

，為南海熱帶海洋生物由南往北散布以及東亞大陸淺海生物由北往南

散布的中繼點。 

2.東沙島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早期便成為南海門戶、戰略要衝之地

位著稱，東沙附近海域自古以來即為東、西方航海要道，為全球沉船

最為集中的海域之一。 

3.保持低度發展的環境特性：東沙島陸域狹小，地處偏遠，島嶼係由

珊瑚及貝殼碎屑組成，缺乏土壤，不利農作，故自古以來並無從事農

耕或長期定居的住民。 

4.土地所有權均屬公有地：東沙島已登錄土地共計 105 筆，均屬公有

地。 

（二）劣勢 

1.氣候條件限制：所處位置常為南海颱風形成或路經之處，因此受颱

風侵襲的機率相當高，致使東沙環礁國家公園之海空交通易受氣候影

響。 

2.基礎設施資源供給，如水、電受到極大限制。另島上建築物主要以

防務用途及海管處保育研究等相關硬體設施為主，可容納生活設施空

間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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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東沙距離臺灣約 450 公里，受地理位置限制，僅能靠海、空運與外

界聯絡，對外交通連結性不便，有關物資均需從臺灣運補，供給上均

有所限制。 

（三）機會 

1.海洋生物多樣性之研究價值廣受國內外各界矚目，具有發展成為國

際海洋研究的熱點。 

2.海洋環境教育良好平台：東沙生物多樣性高，實為進行環境教育的

良好場所，也是推廣海洋資源保育的重要基地，具發展環境教育與生

態旅遊的潛力。 

（四）威脅 

1.環境資源的脆弱性及敏感性，珊瑚礁群為海洋生物之關鍵棲地，惟

受全球氣候變遷影響，受到海水溫度升高與海水酸化等潛在因素影響

，可能改變珊瑚礁生態相與生態系結構。 

2.東沙環礁海域仍承受有漁獵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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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7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SWOT分析表 

優勢 （Strengths） 劣勢 （Weaknesses） 

1.獨特的海洋生態資源。 

2.特殊的地理位置。 

3.保持低度發展。 

4.土地所有權均屬公有地。 

1.常受颱風侵襲的氣候條件。 

2.基礎設施受到極大限制。 

3.東沙距離臺灣約 450公里。 

機會 （Opportunities） 威脅 （Threats） 

1.國際海洋研究的熱點。 

2.海洋環境教育良好平台。 

1.環境資源脆弱性及敏感性。 

2.漁獵壓力。 

本研究繪製 

 

八、台江國家公園 SWOT分析 

（一）優勢 

1.本園區之設置係由下而上醞釀發起，具有地方民意基礎。 

2.生態資源豐富多樣，並有國際級保育鳥類滯留，其中以黑面琵鷺最

為知名，未來，配合生態旅遊及專業解說服務，可提供遊客認識自然

生態環境資源的機會。 

3.特有之漁鹽文化景觀，具純樸、原始之面貌，可整合區域性文化景

觀資源，發展多樣性之遊憩體驗，設計具有體驗農漁業生產、農漁村

生活的生態旅遊遊程。 

（二）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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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園區全線緊鄰社區及其生產地，有不可切割之連結，需突破畸零不

整的園區範圍線，才能進行跨域經營管理，與社區關係亟具挑戰性。 

2.組織編制及預算仍未到位，使人力運用明顯不足，經營管理經費亦

屬捉襟見肘，人力有待進一步補實及預算之挹注。 

3.台江國家公園區內遊憩據點分散，導致旅遊型態偏向定點式的旅遊

，無法凝聚各特色資源，提昇遊憩發展競爭力。 

（三）機會 

1.台江國家公園位居臺灣沿海地區南部旅遊線重要系統中，在國人旅

遊品質提升與生態保育意識抬頭等優勢帶動下，生態遊憩發展前景看

好。 

2.結合臺南市文化之旅，吸引民眾前來台江體驗，園區兼具「自然生

態」、「歷史文化」、「經濟產業」為三大核心資源特色的國家公園

，可吸引臺南文化之旅的遊客，前來體驗台江豐富之生態、人文、產

業之美。 

（四）威脅 

1.園區以公有土地為範圍，境界線曲折破碎鑲嵌，天然界限不明顯。 

2.氣候變遷衍生沙洲侵蝕及潟湖陸化等潛在威脅，影響產業及遊憩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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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園區內為傳統養殖漁業之場域，可提供鳥類豐富食源，是黑面琵鷺

等候鳥主要覓食區，然生態保育與地方產業發展，並非站在相同立場

，且養殖方式改變，影響黑面琵鷺食源，衝擊地區生態物種。 

4.遊客數總量增加衝擊生態環境。 

5.國家公園以生態保育為核心價值，依國家公園法及國家公園計畫保

護利用原則進行較高強度之土地使用管制，使居民其對於發展權益產

生疑慮，亟需溝通化解。 

 

表 5-8  台江國家公園 SWOT分析表 

優勢 （Strengths） 劣勢 （Weaknesses） 

1.具地方民意基礎。 

2.生態資源豐富多樣。 

3.特有之漁鹽文化景觀。 

1.與社區關係亟具挑戰性。 

2.人力及經營管理經費有待挹

注。 

3.遊憩據點分散。 

機會 （Opportunities） 威脅 （Threats） 

1.生態保育意識抬頭。 

2.結合臺南市文化之旅吸引遊客

。 

1.園區天然界限不明顯。 

2.氣候變遷。 

3.養殖方式改變，影響黑面琵

鷺食源。 

4.遊客數量衝擊生態環境。 

5.土地使用管制，亟需與居民

溝通化解。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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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SWOT分析 

（一）優勢 

1.歷史文化條件：區域內之人文資源類型多元且豐富，包含有先民移

墾、古蹟遺址、歷史建築、民俗信仰活動與場域等。 

2.自然資源條件：園區擁有生物多樣性的大自然舞台，包括高位珊瑚

礁石灰岩地形、崩塌地形及史前遺址等，均具有多樣物種的交互作用

。成立國家自然公園之後，首要任務就是思考如何永續性經營壽山大

自然的舞台，如何善用當地資源並與保育雙贏的策略。 

3.社會發展條件：催生國家自然公園過程中，獲得多數民間團體及居

民的認同，充分展現及善用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的推動源起與其保護區

地位，另長期於園區活動之民眾，自發性投入環境維護工作，對共同

保護環境認同度高。 

（二）劣勢 

1.遊憩承載限制：區內生態資源豐富，對遊客具有吸引力，但因園區

面積不大，並形同孤島，相對的資源易因受人為干擾而破壞。 

2.採礦區植生復育限制：壽山台泥遺留礦區地、半屏山水泥廠植生綠

化區的生態復育是本區復育的重點工作之一，惟早年選擇大量外來種

綠化，如何回復原有生態是重要的課題，尤其礦區土壤不足，植物生

長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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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石灰岩地形水土保持限制：園區內之高位珊瑚礁石灰岩地形變化豐

富，珊瑚造礁運動形成壽山、半屏山、大小龜山等丘陵地，隆起珊瑚

礁石灰岩堅硬但易被帶酸的水侵蝕，石灰岩涵水度低加上土壤堆積層

有限，使得本區容易因人為開發而造成難以回復的棲地破壞。 

4.尚未成立管理機關，組織、人力、經費、權責劃分均未到位，經營

管理格外不易。 

（三）機會 

1.與高雄市主要遊憩系統串連：園區內鳳山縣舊城、打狗英國領事館

官邸、旗後燈塔、旗後砲台原本即是高雄市區代表性的景點，加上便

利的交通運輸系統，使本園區極易與高雄市其他類型觀光場域串連。 

2.環境教育法提升場域價值：環境教育法公布施行後，除規劃多樣環

境教育課程並申請環境教育場域認證，配合地理區位優點，將成為南

部地區可及性極高的環境教育場域。 

3.生態旅遊意識抬頭，將當地具有生態教育價值的生物、自然及人文

風貌等特色，透過良好的遊程與服務，使遊客得以深入體驗，其收益

則轉化成為當地社區的保育基金，以對當地生態與人文資源之保育提

供直接的經濟助益。 

（四）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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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園區周邊土地所有權人為增進土地利用價值，除興建高樓層建築，

甚至進行大面積都市計畫變更做為住宅區使用，但若未與園區鄰接面

留設緩衝區，將衝擊園區野生動物棲息環境，造成更多人類與野生動

物間的衝突、侵擾情形。 

2.園區因緊鄰都市地區，在國家自然公園成立前，就已存在嚴重放生

豢養動物、餵養流浪動物等問題，已衝擊園區其他野生動物生存。 

3.公有土地遭占用問題：相鄰集居地的大龜山、壽山地區早已成為居

民占用居住、墾殖的場所，但原土地管理單位僅作登錄列管，卻缺乏

有效的排除占用機制，後續勢必面臨權利衝突爭議。 

 

表 5-9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SWOT分析 

優勢 （Strengths） 劣勢 （Weaknesses） 

1.歷史文化多元。 

2.自然資源具有多樣物種。 

3.多數民間團體及居民認同。 

1.採礦區植生復育不易。 

2.石灰岩地形不利水土保持。 

3.尚未成立管理機關。 

機會 （Opportunities） 威脅 （Threats） 

1.易與高雄市觀光場域串連。 

2.環境教育法提升場域價值。 

3.生態旅遊意識抬頭。 

1.園區周邊土地高度利用，易

造成人類與野生動物間衝突。 

2.公有土地遭占用問題。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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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整體國家公園制度 SWOT分析 

    經過 2 次與各國家公園處長深度訪問後，瞭解各國家公園的優勢

、劣勢、機會與威脅之後，再參酌第三章之政治經濟環境整合分析，

同時歸納第四章相關研究報告與政府相關文件，並且進行與國家發展

委員會決策人員的深入訪談，以更高的角度進行全盤檢視，進行整體

國家公園政策的 SWOT分析。 

一、優勢（Strengths） 

（一）從業人員的尊榮感 

  推動臺灣建立國家公園制度功不可没的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張署

長隆盛指出：國家公園所具有的 4 大功能：（1）因為國家公園地區成

熟的生態體系，常存有終極生物群落（Climax Community），品類繁

複，穩定性特高。對缺少生物機能之都市體系，及以追求生產量為目

的的農業生產體系，可產生中和功用，同時由國家最高權宜機構直接

有效地經營國家公園，保證資源，對於國人生活環境品賞及國土保安

均極具意義，故其第一功能是「提供保護性的環境」。（2）自然生態

體系中每一階段的每一生物，均是經過長時間的演替作用而遺存下來

，無論是動物或植物，其利用價值並沒有時間的限制。若任由伐木、

狩獵、濫墾等不當行為持續進行，將使生物大量滅絕，並間接的消滅

了賴以維生的動物或植物，使生態體系趨於瓦解。因此國家公園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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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自然資源與孕育豐富的生物基因庫（Gene Pool）之功能，不容忽

視，所以「保存遺傳物質」是家公園存在的第二個功能。（3）第三功

能是「提供國民休憩及繁榮地方經濟」。因為雄偉獨特的景觀及變化

無窮的大自然，可以陶冶人性，啟發靈感。在今日大都市經濟快速發

展及工商繁忙之餘，都市居民對戶外遊憩的需求更為迫切，國家公園

的品質條件實有益於國民遊憩：同時因國家公園本質上並非大規模開

發區內土地，較少提供膳、宿等各項旅遊服務，將可給予區外或周邊

市鎮服務事業發展之機會，進而繁榮地方經濟。（4）「促進學術研究

及環境教育」是國家公園能夠提供的第四個功能。因為大自然可說是

宇宙知識百科全書的彙集，而國家公園係保存原始自然資源，其間之

地形、地質、氣候、土壤、流域溪谷、山岳景觀，以及生活其間的動

、植物，均未經人為干擾或改變，不僅可以提供一般國民接觸自然，

及了解生態體系的最直接機會。這些特殊地形、地物、動植物等科學

研究，更可作為最佳之戶外實驗室。（張隆盛，1985：4-5）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於訪談中指出：國家公園蘊含豐富多

樣的自然資源，是國家最重要的物種基因保存庫，也代表國家典藏的

世界櫥窗，國家公園從業人員堅守國家最珍貴的地景、人文與生物多

樣性資產，所負職責不可取代，就該國家公園從業人員而言，維護國

家公園的多元特性價值，益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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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則更具體說明：基於國家公園保育

的目標，執行保護國家公園特有的珊瑚礁地形、海岸（雨林、季風林

）等特色植物、候鳥、海洋資源等物種與棲地環境與梅花鹿復育工作

，使國家代表性環境資源得以永續，是為榮耀之一。另外，能為地方

文化承傳付出心力，保存並延續恆春民謠，積極與各國中小合作，推

動恆春民謠的培力，並於多種場合宣傳民謠，均是從業人員心中感到

尊榮的成就感。 

  訪談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指出：國家公園的從業人員，均具

備對生態保育及服務的熱誠，為生態保育及推廣生態旅遊、環境教育

等而努力，藉以讓大眾了解國家公園的生態、人文歷史、產業等，是

國家公園從業人員引以為榮之處。尤其國家公園系統長期來累積豐厚

的保育研究學術資料及物種保育、復育成果，維護生物多樣性，以及

在解說服務與環境教育上建立了品牌及口碑，均值得引以榮。 

（二）環境意識已深植人心 

  「永續發展」是當代人類共同的關懷，其要義為滿足這一世代的

發展，而不損及未來世代的需求與發展：兼顧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的

發展、以實現環境正義、族群正義、代間正義之目標。其內涵包括環

境面、經濟面、社會面的永續。而其層次則涵蓋全球的、國家的、地

方及社區的永續。這些概念與意涵，是各國共通適用、普遍採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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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未來的永續發展，當以國家層級的永續為核心，落實到地方及社

區的永續，透過政府、民眾、企業、非營利組織共同以「夥伴關係」

來推展。盱衡當前國家處境。臺灣在許多國際環境議題上都無法參與

，但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履行國際環保公約，扮演地球村環保公民

的角色，是我們必須善盡的責任，也是推動臺灣永續發展的「全球思

考，地方行動」之旨趣（劉阿榮、謝登旺，2009：43-44）。 

（三）國家公園已具國際性品牌形象 

  國際間對於保育趨勢之交流日趨重視，國際討論活動之參與亦為

國家提升國際知名度之重要途徑。積極促進臺灣國家公園與國際保育

活動接軌，讓臺灣的國家公園在國內外成為代表臺灣精神與襲產的象

徵，是現階段重要的課題。此外，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推動

應讓保護區的經營管理經驗，透過「共通的語言」，增進世界各國經

驗的交流與累積，共同促進全球的永續發展。我們的國家公園作為世

界保護區的一環，如何透過「共通的語言」建立，積極地與世界永續

發展思潮接軌，為國際自然保育與襲產保護貢獻心力，亦應是未來共

同努力的目標。相關經營管理與資源保育議題僅由國內各單位互相討

論，可能無法解決遭遇之共同課題，朝積極參與或舉辦國際性研討會

，邀請國外學者進行合作與技術交流，共同討論互相激盪創新的方案

，將有助於解決策略與建議之成形。積極促進國家公園與國際保育活



21世紀臺灣國家公園發展策略之分析 

172 

動接軌，提升國際知名度（內政部營建署，2008：4）。 

（四）現行經營管理工具 

1.直屬中央之管理處，專責國家公園之經營管理與服務，在地貼近當

地居民，具有溝通協調之機制，且可作為相關機關之整合平台。 

2.各國家公園均配屬有國家公園警察大隊，因具有司法警察身分，可

行使對人、對物之強制處分等相關高權行政，對於行政刑法案件，亦

得就近處理，對於違法行為之具相當嚇阻作用。 

3.保護利用管制原則，雖國家公園法陳舊，罰責過輕，然各國家公園

以行政院核之國家公園計畫內，均訂定保護利用管制原則，據以管理

園區範圍內五類分區（一般管制區、遊憩區、史蹟保存區、特別景觀

區、生態保護區）土地之使用秩序及資源之取用，具有相當之強制力

，是有效的管理工具。 

4.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對於所轄園區內之建築物具有管理權責，可依據

園區內環境承載力，管理土地的使用強度，交通部所屬的各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則未具有此限權責，管理之強度自然有所不同。 

二、劣勢（Weaknesses）  

（一）國家資源投入日漸減少 

    近年來臺灣因經濟發展趨緩、國際財經情勢嚴峻，導致政府年度

總預算編制，連年收支無法平衡，財主單位人員每到編制預算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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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想方設法使歲出、歲入維持帳面上不出現赤字，然入不敷出的現象

使得公共債務不斷攀升，已是不爭的事實，對各項公共建設的投資因

而出現逐年減少的情況，對國家公園這個政策領域資源的分配，從以

下這個年度預算表，即可明確的看出端倪： 

表 5-10  2009年以後國家公園預算執行情形 

年  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經常門 1,556,318 1,468,303 1,405,301 1,300,282 1,280,904 

資本門 1,475,885 1,367,933 582,099 440,523 629,314 

合  計 3,032,203 2,836,236 1,987,400 1,740,805 1,910,218 

                      本研究從歷年預算書中自行整理    單位：仟元 

從表 5-  11可以看出，國家公園的預算經費，從 2009 年的 30 億餘元

，逐年下降，到 2012 年時，已經降到 17 億餘元，特別是資本門的投

入，下降的輻度更快，面對民眾的需求增加，預算經費不增反減，對

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可謂是雙重挑戰。 

  自 2008年 7月起開放陸客來臺，太魯閣名列熱門景點之一，太

魯閣－天祥段為太魯閣國家公園峽谷景觀道路之精華，園區以進入太

魯閣燕子口及九曲洞的遊客數最多。惟太魯閣至天祥地區地質呈不穩

定狀態，遊客增加，遊憩風險隨之提高。尤其燕子口及九曲洞步道落

石問題，自 2008至 2012年，短短 4年間已經造成 2死 8傷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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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人士及大陸方面觀光單位一再反映，沒有安全就沒有觀光，輿情

壓力極大。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於 2013年度增列 1億 9,883萬元經

費，辦理「九曲洞景觀明隧道工程」，並修正「太魯閣峽谷遊客安全

保護工程計畫」，專案爭取列入重大公共工程計畫，以增加經費的挹

注，所以由上表可以看出 2013年的資本門有增加的現象。 

（二）法令陳舊，不符合現況需求 

   國家公園法自 1972 年 6 月 13 日公布施行後，其條文內容迄 2010

年 12 月 8 日始公布第一次修正，該次修法目的係為使國家自然公園

取得設立之法律依據，爰修正第 6 條、第 8 條條文及增訂第 27 條之

一條條文，以新增「國家自然公園」方式，納入國家公園體系，並規

定其變更、管理及違規行為處罰，皆適用國家公園之規定。此次修正

其餘有關國家公園之規定，仍維持 1972 年公布施行時之原條文。為

因應世界潮流、氣候變遷及國家公園經營管理所需，並為符合行政程

序法及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相關規定，現行規定仍有進行全面

檢討之必要。另為尊重原住民族文化、生活與傳統文化祭儀及落實民

眾參與機制，須增訂特別許可規定及園區民眾參加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諮詢會議之機制，並加強對國家公園之保護、利用及管制，適度提高

違反國家公園管制事項之處罰，以有效促進國家公園之經營管理及達

到生態保育之宗旨，將持續辦理國家公園法修正及相關審議作業（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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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營建署，2012：20）。 

  另外，從墾丁國家公園訪談紀錄中可以看出：國家公園法訂定已

有 40 年的時間，其部分條文規範過時且罰則過低或不符比例原則，

無法達成管理效能，如以未經申請之土地開墾為例，依國家公園法僅

可處罰新台幣 3 千元，若依農業發展條例則可處罰 6 萬至 30 萬元罰

金，若依水土保持法規定則可處罰 60 萬以下罰金。（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處長訪談紀錄，2013.5.17） 

（三）國家公園計畫體系缺乏策略規劃與行動計畫及衡量目標 

  現行國家公園計畫體系對於長期經營管理願景、目標與相關指標

之建立較為缺乏，亦缺乏達成目標的策略規劃與行動計畫，以積極引

導國家公園朝永續的方向發展。此外，由於相關政策與人事的更迭，

對於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亦會造成直接的影響。國家公園遊客數眾多

，背後所潛在的商業利益，進而在以保育為主要宗旨的國家公園，以

促參委外方式進行開發的實例，在近幾年逐漸引起廣泛討論，不適切

的開發行為對於環境敏感之國家公園地區，可能會造成不可回復之衝

擊，相關權益者實需審慎評估，以避免造成全體國民權益之損失與自

然環境永久性的破壞（內政部營建署，2008：7）。特別是立法院曾

作出於國家公園範圍內不應再進行 BOT 的決議，但監察院卻又針對

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停車設施不採 BOT 方式辦理而提出糾正，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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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級機關對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出現不同的意見，就管理當局而言

，是相當大的衝擊與挑戰。內政部針對這樣的困境而能提出檢討，顯

現對國家公園長期經營管理願景、目標之建立，是有相當的期待。 

 

三、機會（Opportunities）  

（一）環境教育法的公布與施行 

  環境教育法於三讀通過2010年6月5日公布，並訂於一年後施行，

亦即2011年6月5日起施行。該法第一條開宗明義規定：為推動環境教

育，促進國民瞭解個人及社會與環境的相互依存關係，增進全民環境

倫理與責任，進而維護環境生態平衡、尊重生命、促進社會正義，培

養環境公民與環境學習社群，以達到永續發展，特制定本法。該法第

十九條則規定，機關、公營事業機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

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應訂定環境教育計畫，推展環

境教育，所有員工、教師、學生均應每年參加四小時以上環境教育，

並以網路申報方式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報當年度環境教育執行成果。環

境教育，得以環境保護相關之課程、演講、討論、網路學習、體驗、

實驗（習）、戶外學習、參訪、影片觀賞、實作及其他活動為之。 

為配合落實「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及管理辦法」，各國家公園

管理處提報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書面資料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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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4 年 3 月下旬全數通過在案。不過，因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轄管之東沙環礁國家公園因現階段尚未開放，2012年 8月間退回申請

書。目前各管理處辦理環境教育的實施方式項目甚多，僅羅列重大項

目，包括： 

1.辦理保育及解說志工之召募與訓練，培育環教種子教師，鼓勵民眾

參與國家公園之管理服務，除減緩政府財政負擔以外，更可提升社會

志工服務風氣，協助建立祥和社會。 

2.建立國家公園成為環境教育重要基地，並推動登山學校、濕地學校

、生態學校、環境教育中心等，利用國家公園的環境特性，強化環境

教育功能。 

3.推動國家生態旅遊，除讓遊客有不同於大眾旅遊的自然體驗之外，

更可讓地居民發展生態旅遊及在地產業，並藉以參與國家公園之經營

管理。 

    環境教育法的實施，使國家公園作為保護環境、維護生態多樣性

的功能，更能發揮，如何建構國家公園成為環境教育的場域，並擔負

國民環境教育的責任，將是國家公園未來發展重點工作之一。環境教

育法通過後，國家公園更應做為環境教育的前哨站及必要的場所，應

朝向完備之設施、場所及人員之認證外，更應推動分眾分級分類的全

民環境教育（內政部營建署，2012：15），並且作為其他機關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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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應是國家公園永續經營發展的重要契機。 

  目前政府所積極推動的全民普及教育，從都市到鄉村，從學校到

社區，從年輕人到老年人。而在中小學課本及相關考試題目中亦曾特

別提及國家公園知識，可見國家公園觀念已深入民眾生活。同時運用

現代的資訊、通訊科技以建立有生態知識且內容充實可用的國家公園

資訊網站，分享全體國民，是國家公園環境教育更上一層的目標。臺

灣的國家公園有著令人感動而欣喜的資源面，擁有社會民眾極高期許

與支持，在這個有利的條件之下，國家公園應義無反顧的擔負起臺灣

環境教育的工作者與說明者，真正執行生態保育工作，宣導國民認知

國家公園與環境關係，並進而瞭解何謂國土永續發展觀念，協助民眾

建構環境倫理觀念，這也就是國家公園在環境教育的角色與功能。 

 

（二）國民休閒遊憩需求的增加 

表 5-12  國家（自然）公園遊憩據點遊客（人次） 

2000-2013年國家（自然）公園遊憩據點遊客（人次） 

2000年 11,237,998 2007年 15,817,833 

2001年 15,101,631 2008年 16,528,471 

2002年 15,118,078 2009年 18,239,377 

2003年 14,809,332 2010年 16,65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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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15,575,518 2011年 17,304,798 

2005年 16,611,623 2012年 19,434,925 

2006年 18,203,069 2013年 24,489,884 

本研究自行整理 

 

從表 5-11 可以看出，在實施週休二日的新制之後，國人到國家

公園休憩的人次，從 2000 年的 1 千 1 百餘萬人次，快速的增加到

2013年的 2千 4百餘萬人次，顯示國人對國家公園的需求與日俱增，

當然也包括國外及大陸來臺旅遊觀光的人數，也一併計算在上表內。 

    在國土保育前提下，國家公園將提供優質遊憩功能，讓國人體驗

國土生態美學，加深國民環境教育，將保育觀念轉換為具體行動，經

由適當遊憩設施的提供，讓民眾可以適度地體驗國家公園，擴大發揮

資源保育的功能，成為國土利用與資源保育的重要櫥窗。並透過資訊

網絡 e-learning 計畫，加深國人體驗國家公園生態美學。內政部營

建署透過生態旅遊運作策略及諮詢輔導，進行政策導向之生態旅遊地

遴選及輔導團運作指導，墾丁、陽明山及金門國家公園重點推動生態

旅遊及深化計畫，擬定完整遊憩管理計畫，提供合理必要的服務設施

，整合生態保育研究成果於生態旅遊、環境教育宣導及解說教育內容

，以提升整體解說服務成效，同時用以促進地區的環境、經濟、社會

和文化的永續發展（內政部營建署「97年至 100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

」，2008：13-14）。 

    遊客到訪國家公園的人數眾多，除了有機會讓訪客認識到屬於臺

灣特有的多元生態體系、壯麗中亦顯精緻的景觀外，亦可感受到國家

機器對於環境維護的用心，當然隨之而來，可帶動周邊的經濟活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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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發展，使國家公園的無用之用，可以轉化成為有型的數據，這都

是國家公園永續經營發展的重要契機。然而，沉重的遊憩壓力，對於

維護生物多樣化的價值，卻也是一刀兩刃，數量龐大的遊客的另一面

，就是遊憩壓力所帶來生態保育的嚴峻挑戰。 

 

（三）環境永續發展之思潮 

    近代永續發展理念的源起，固然是著眼於人與環境關係的反省，

以及對於環境資源之有限性的體認。但背後所追求者無非仍是人類的

長久續存，是設定在「以人為本」的立場，因而，在某些較常被引用

的永續發展後代生存權的維護便特別重視。「永續發展」」基本上乃是

一個社會性的概念，它超越了個人主義式的狹隘價值思考，而從社群

的觀點來界定永恆生命的價值。因而，若從「永續發展」的中文字義

來直接闡釋，永續發展」即是社會成員之跨時際的不斷接續與向前發

展，而能展現出社會性總體生命力量的永不止息。這基本上也與中國

儒家倫理中所強調之生生不息、日新不已的永續生命哲學相契合。因

此，我們將永續發展的涵義界定為：「一個社會或地區所呈現出之承

先啟後、生生不息之實存特性的維持」。申言之，當我們看到某個地

區或族類的社會實存具有承先啟後、生生不息的特性時，我們便可認

為該地區或族類是處在永續發展的狀態下為，反之，便是不永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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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永續發展之社會性便隱含有對該地區或族類之倫理傳統的肯定

、對不斷創造創新的強調，以及對跨時空融接性與存有特性的體認等

深層意義。亦即，當我們稱一個社會具有永續發展之特質或者一個政

策具有永續性時，即表示該社會特質或政策內涵具有對倫理傳統的承

襲敬意、具有創造創新的能力，以及具有在時間上能調融接續「傳統

與創新」、在空間上能整合調適「內在系統與外在環境」之存有特性

（林錫銓，2007：15）。 

    永續發展具有多重的定義，但最經常被引用的則為由聯合國「全

球永續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在 1987年所指出的意涵，即「永續發展是一種

符合當代的需要，但卻未危及下一代需要和期望之能力」。根據此一

定義，其包含了兩個不同的層面，即發展的概念（ notion of 

development），以及永續性（sustainability）等。前者代表了如何使

人類的生活過得更好（to make better），後者則隱含著如何維持（to 

maintain）人類的發展。永續一詞，經常與以人類為中心的活動有關

，如農業、自然資源、、醫療衛生，以及城市等。此皆為永續發展的

組成部份，並建立在不危及下一代的原則上。如同其他的發展理論，

永續發展主張如何改善人類的狀況，然而其並不重視經濟成長和生產

。永續發展與其他總體發展理論的差異，並非建立在其對人類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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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雙方所強調的邏輯不同。永續發展主張為改善當前人類生活的

品質，則不應以惡化環境和自然資源為犠牲，否則會對下一代產生不

利的影響。易言之，我們無法創造未來；當前我們生活的改善，不能

以未來世代生活品質的惡化為代價。同時，永續發展的內涵，並非是

靜態的。人類社會無法呈現停滯的狀態，其渴望和期望必然會隨時間

的演進，而不斷的改變。永續發展主要被視為是在環境、經濟，以及

社會永續之間的一種互動介面。易言之，在環境、經濟和社會發展的

互動過程中，即是代表一種對永續發展的追求。永續發展的中心意旨

，在於共同參與的概念。因此，永續發展無法僅藉由少數上層決策者

的推動。反之，永續發展的推動，即應包含所有的人類參與在內。環

境議題最好由所有相關的公民共同參與管理，而且每個人應有機會參

與決策過程。（林德昌，2005：38-41） 

    依據2012年至2015年國家公園中程計計畫對未來環境預測指出，

為追求國家永續發展，行政院成立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並參考聯合

國的永續發展理念與原則，於2009年9月通過通過「永續發展政策綱

領」，其中載明國家公園為推動永續環境的重要場域。依據「永續發

展政策綱領」，臺灣之永續發展願景為：當代及未來世代均能享有「

寧適多樣的環境生態」、「活力開放的繁榮經濟」及「安全和諧的福

祉社會」。其中「永續的環境」的政策內涵包括：大氣、水、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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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多樣性及環境管理等6個面向。因此國家公園可以說是推

動永續環境最有效的政策之一（內政部營建署，2012：13-18）。 

（四）規劃成立環境資源部國家公園署 

     揆諸歐美先進國家，鑒於保護區國家系統的建立，是現代國家資

源與環境保育的重要措施，美國、加拿大等對於國家自然及人文資源

與襲產保護，尤其是國家公園系統的管理，均於部會下設置一級的機

關（National Park Service, NPS），從事經營管理工作。國內現行依

IUCN保護區分類系統，所設立的保護區眾多，並均以保育為主要目

標，應思考整合機關組織與人力資源，於部會下成立國家公園署，以

積極接軌國際並強化資源保護與經營。（內政部營建署，2008：6-7） 

    目前行政院組織已經啟動，惟環境資源部組織法仍待立法院朝野

協商，屆時國家公園署將與各類型保護區管理機關（如行政院環保署

、農委會林務局等）共同整併在環境資源部下。環境資源部暨所屬10

項組織法草案（包含國家公園署組織法草案），於2014年1月14日立法

院第8屆第4會期第18次會議提出，會議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 

    環境資源部國家公園署組織法草案總說明：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2004

年 6 月 23 日公布施行。該法對於機關組織法規名稱與應定事項、機關權限、職

掌及重要職務設置，以至於機關規模與建置標準及內部單位個數等事項皆有所規

定。另行政院組織法業於 2010年 2月 3日修正公布，並定自 2012年 1月 1日開

始施行，其中第三條規定行政院設環境資源部，該部組織法草案第五條復規定該

部設國家公園署，依基準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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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之組織亦應以法律定之，其要點如下： 

一、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第一條） 

二、權限職掌。（第二條） 

三、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第三條） 

四、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第四條） 

五、依職掌所設次級機關之名稱及業務。（第五條） 

六、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第六條） 

雖環境資源部國家公園署雖規劃由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升格

為署，就組織面向而是一項重要的契機，然目前保育相關機關之職權

與法令，仍未推動進一步的整合，保育相關機關的分工與合作，仍是

重要的課題，未來國家公園仍需扮演重要的整合平臺，以對當地的生

態與環境作出更大的貢獻。 

 

表 5-13  環境資源部國家公園署組織法草案審議進度簡表 

時   間 說   明 

2012年 5月 16日 立法院第 8 屆第 1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社會

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2次聯席會議審議環境資

源部組織法及所屬組織法草案，各案名稱及條文均

已宣讀完畢，另定期逐條續審。 

2013年 4月 10日及 11

日 

立法院第 8 屆第 3會期-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

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1次聯席會議續審環境資源部組

織法及所屬組織法草案，審查完竣，各案交由黨團

協商。 

（繼續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及委員管碧玲等

20人、委員黃昭順等 25人分別擬具「環境資源部

國家公園署組織法草案」等） 

2013年 5月 17及 21日 環境資源部組織法所屬 10項組織法草案（包含國

家公園署組織法草案）經立法院朝野黨團進行協商

決定：自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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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說   明 

會抽出，逕付二讀，並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 

2014年 1月 14日 召開立法院第 8屆第 4會期第 18次會議-環境資源

部組織法草案及國家公園署組織法等案，決議：協

商後再行處理。 

本研究自行整理 

 

四、威脅 （Threats） 

（一）遊憩壓力大增，不利環境生態保育及遊憩品質 

    近年來各國家公園積極思考並發展多元化的經營方式，期待給民

眾耳目一新的感覺，例如高山路跑、音樂季等活動，雖然有效提升造

訪遊客數，但對於生態環境亦造成相當影響。以統計資料來看，前往

國家公園從事休閒活動的人數。 

從表 5-12  國家（自然）公園遊憩據點遊客（人次）來看，從

2000年的 1千 1百餘萬人次，快速增加到 2013年的 2千 4百餘萬人

次。週休二日及兩岸開放觀光後，所帶來的龐大遊客量，對園區經營

管理與自然生態保育，產生相當大的壓力，而且遊客造訪時間會集中

於特定季節，空間分佈亦相當不均衡，特別是旅遊手冊上著名景點，

旅行社將之列為必遊景點，更造成休憩服務數量與品質的嚴重不足。 

（二）與在地居民夥伴關係有待強化 

１.墾丁、金門等國家公園範圍內當地居民提出劃出範圍之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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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有諸多既有聚落，該等聚落均於國家公園尚

未設立之前即已存在，隨著人口的自然成長，原有的土地使用強度逐

漸不敷當地居民的需求，加上近年來，包含墾丁大街、風鈴節、墾丁

春吶等等活動的帶動下，外來人口的社會成長，更使得園區內土地不

符合居民的期望。然而園區內的土地訂有特殊的規定，亦即各國家公

園的保護利用管制原則，各管理處據以實施對土地的使用秩序與強度

的管理。特別是對建築物的管理，園區內的門檻往往比園區外要嚴格

許多，更限制了當地經濟活動的發展，因此，將既有的人類聚落劃出

園區範圍外，已成為墾丁國家公園等居民較多的國家公園，必須面對

的嚴峻課題。 

金門在解除軍事管制，兩岸開於小三通政策的推動下，帶來更多

人潮，其中有過境性質的旅客，也有專程而來的遊客，隨之而來的是

更多的資金與經濟活動，當然也帶來更多的開發需求，當地民眾在多

年的軍事管制後，終於可自由運用自己的土地，相較臺灣本島地區，

以及對岸舉目可及的廈門，金門地區發展的似乎有落後及相對剝奪感

，因此對於土地的開發有一定的期待，雖然金門地區的自然環境條件

（水、電、氣候、環境敏感）以及人文環境（傳統宗族意識、土地私

有、土地坵塊零碎），與大規模開發所需的資源條件有所衝突，但短

期內無法滿足開發所需土地，以及水、電供應不足等相關問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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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土地使用管制較嚴格的國家公園，以及土地使用管制更嚴格的

軍方，產生極大的反彈聲浪並導致地方出現國家公園範圍縮減、放寛

法規、甚至要求國家公園撤出的訴求。包括金門縣政府為金門地區的

經濟發展，近期大刀闊斧地招商引資，期望透過民間公司的力量帶動

金門觀光、醫療…等產業的發展，而開發需用的土地，就必須在不大

的金門尋找大面積公有土地，便將國家公園範圍內的公有土地納為開

發的目標之一，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承受相當程度的壓力。有鑒於此

，金門國家公園計畫第 2 次通盤檢討，將總計 193.5 公頃土地劃出國

家公園範圍。該計畫已於 2012 年 10 月 8 日經行政院以院臺建字第 

1010061613 號函核定，並於同年 10月 18日由內政部公告實施。 

２.原住民族的土地意識 

  當國家援用先進國家所使用的「國家公園之普世價值」時，某種

程度上，展現了國家的強制威權力；但就原住民而言，等於是被迫改

變傳統文化的弱勢群體，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下，雙方並沒有平等的對

話機會。事實上，臺灣的國家公園法在 1972 年制訂通過時，並未考

量原住民的問題，加上參照美國國家公園制度的精神，所以產生的結

果，就成了日後在面對「原住民一國家公園衝突關係」課題時，一個

基本的、與結構性的歷史根源。不過僅就此點就將國家公園制度定位

為「迫害的強權勢力」，卻又有見樹不見林的盲點存在。因為權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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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的論述，除了必須重視「環境保育」和「現世代的經濟與文化權益

」之間的和諧關係外，尚須兼及「跨世代」與「跨族群」的環境正義

，故山林保育的長程目標，不能僅以當前不盡完善的制度面和衝突面

，逕而評估國家公園的價值。當然，這也不意味著國家公園對環境保

育的正當性，可以強過其他社會正義。「國家公園制度」是國家權力

對自然資源保育的一種行使方式，可以有效的防制臺灣資本主義開發

勢力對生態環境的侵犯，亦能對未來世代的環境權益，善盡保障之責

；然而該制度除了自然資源與景觀的保育功能之外，對於依附在該環

境體系下的、屬於原住民生活模式與權益的「人類文明」的保障和維

續，仍應給予絕對的尊重。因為原住民的傳統祭典和依賴山林的生活

方式，是公園內生態環境的一個部分，是自然環境之外的一種文化質

素型態，而它也是國家公園最初設置原則的一環，不能偏廢。因此如

何有效的執行自然資源的維護工作，又能夠保續原住民傳統的山林文

化，目前已成國家公園政策與管理體系必須兼顧平衡的要項。（曾華

璧著，2011：115-116） 

  國家公園法第 13 條規定，國家公園區域內禁止左列行為：一、焚

燬草木或引火整地；二、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三、污染水質或空氣

；四、採折花木；…八、其他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禁止之行為。對世

代生活於讓地區的原住民族，其既有之採集、火耕、傳統祭儀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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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生活方式及其生計等，造成極大的衝擊。然在原住民族基本法

於 2005 年 2 月 5 日公布施行後，該法第 19 條規定，原住民得在原住

民族地區依法從事下列非營利行為：一、獵捕野生動物；二、採集野

生植物及菌類；三、採取礦物、土石；四、利用水資源；前項各款，

以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為限。國家公園法在原住民族地區的執行，

即產生扞挌。因此，高山型的國家公園（玉山、雪霸、太魯閣）均感

受相當的壓力及威脅，玉山國家公園計畫第 3 次通盤檢討，綜合「尊

重原住民自主意願」、「對國家公園生態保育核心價值影響有限」等考

量，將園區內屬高雄市桃園區樟山段及梅山段面積約 928.52 公頃之梅

山地區原住民保留地劃出國家公園範圍。該地區東以唯金溪、馬馬宇

頓山與荖濃事業區第 116 林班、123 林班為界、西至荖濃溪上游、南

至南橫公路 108.5 公里處乾溝、北以玉山事業區第 89 林班為界，約略

坐落省道台 20 線南橫公路 108.5 公里至 110 公里處。該計畫由行政院

2012 年 10 月 8 日院臺建字第 1010145584 號函核定，內政部 2012 年

11月 12日公告生效。 

（三）法令競合與轄區重疊 

目前國家公園區內存在數個管理單位，雖土地已劃入國家公園範

圍內，仍面臨不同機關之業務權責。如林務局依森林法之林地管理、

礦務局依礦業法之礦業管理、農委會依野生動物保育法之野生動物保

護區之管理、漁政及民宿管理等問題，在同一空間內有數個法令系統

進行規範。其雖同屬保護區系統，因其管制手段及適用法律差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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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同，使得國家公園土地利用與自然資源經營管理，經常面臨協

調與妥協。另外，在原住民族基本法公布施行後，相關資源治理與共

同管理機制，與當地原住民族之溝通協商更是當務之急。 

１.法令競合 

   依徐國士等學者所歸納，土地狹囿的臺灣，基於各種土地使用管

理法規很多，適用於國家公園區域內無論一般法規或特別法亦不少，

其相關法規之收集、競合、分析等工作更形複雜。分為下列八類並列

舉重要法律及相關命令於後，有關因法律併存適用而產生之競合關係

，可供有志者作更進一步之探討研究。 

（1）國家公園之劃定及其相關計畫－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土地法等。 

（2）文化資產與野生物類－文化資產保存法、野生動物保育法等。 

（3）環境保護類－水污染防治法、空氣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噪音管制

法、海洋廢棄物法、農藥管理條例、下水道法、飲用水管理條例、自來水

法、原子能法、消防法等。 

（4）土地利用－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水利法、水土保持法、山地保留地開發

管理辦法等。 

（5）生產事業－農業發展條例、礦業法、漁業法、礦場安全法、土石採取規則

等。 

（6）森林與遊憩案－森林法、發展觀光條例、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森林遊樂

區設置管理辦法、保安林經營準則、臺灣林業經營改革方案等。 

（7）建設管理－公路法、建築法、臺灣省及台北市建築管理規則，山坡地開發

建築管理辦法、違章建築處理辦法、廣告物管理辦法法等。 

（8）國家公園項一國家公園法及其施行細則、管理處組織通則、各國家公園區

域內禁止事項公告....等。（徐國士，1997：101-128） 

    其中以土地使用秩序面向的法律，如區域計畫法、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都市計畫法、濕地保育法等的關係更形密切，於適用時

均須極為謹慎。另有關資源管理面向的法律，則常發生同一事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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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種以上法律為不同之規定，如與森林保育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文

化資產保存法常發生不同之規定，罰責也不相同，目前係以特別法優

於普通法的原則處理。 

２.轄區重疊 

    國家公園的劃設依國家公園法第 7 條規定，國家公園之設立、

廢止及其區域之劃定、變更，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該法

施行細則第 4 條規定，國家公園計畫經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由內政部

公告之，並分別通知有關機關及發交當地地方政府及鄉鎮市公所公開

展示。 

    目前為保護自然資源，維持生態系統之均衡或供自然體系研究之

目的而設置，且在不違反保育目的下，適度開放供觀光遊憩活動之地

區，以及為觀光遊憩活動而設置之觀光遊憩區，包括： 

（1） 國家公園：為保護國家特有自然風景、生態體系、地形地物及

史蹟等國家級之特殊資源，並供國民育樂及研究之地區。 

（2） 自然保護區：為保護具有代表性或特殊之自然生態體系而劃定

之地區，主要供學術研究之用，亦可在不違反自然生態保護原

則下局部開放為觀光遊憩之用。 

（3） 野生動物保護區：為保護野生動物，包括哺乳動物、鳥類、昆

蟲等族群之綿延，而劃定之地區，主要供學術研究之用，亦可

局部開放為觀光遊憩之用。 

（4） 歷史古蹟區：為保存國家及民族文化重要性之歷史文物、建築

物及先民遺址，以延續文化承先啟後，供瞻仰先哲先賢，激勵

民族精神為主。 

（5） 風景遊憩區：風景資源優異地區，可供多項觀光遊憩活動使用

之地區，依發展觀光條例暨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或循都市計畫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If.aspx?Pcode=D0070105&FLN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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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劃定之風景區，亦有生態保育、發揮觀光育樂之責任。 

（6） 森林遊樂區：指以國公有森林為環境，提供國民育樂、休閒及

研究而設置之地區，能提供視覺景觀上之變化，亦多有生態保

育、發揮觀光育樂之重大責任。 

    揆諸上開各種兼具生態保育及旅遊休憩之各類分區，分屬不同部

會，包括內政部、交通部、文化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甚至包括行

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委員會所屬之森林保育處及農場、教育部所屬大

學院校之實驗林場等。然與國家公園範圍重疊面積最大者首推農委會

林務局所轄之各森林管處理，至交通部觀光局所轄之各風景管理處則

次之。在同一區域內設有 2 個以上之業管機關，其分工與權限劃分，

時常陷入 3個和尚沒水喝的窘境。 

（四）全球氣候變遷、棲地零碎化及外來物種，不利生態保育 

１.極端氣候與棲地零碎化 

    在全球環境氣候急遽變遷與外來物種佔據本土物種棲地的發展下

，國家公園資源保育面臨嚴峻的挑戰。而過去國家公園研究所著重的

野生動植物保育研究，其研究與監測報告雖然為數頗多，惟分散各處

，以致動植物的變遷情況較難以整體掌握，相對使得動植物族群變動

量數據難以獲得，而運用衛星遙測技術進行環境資源變遷工作也因經

費、人力受到限制等課題。目前臺灣國家公園資源保育，主要針對特

定劃設區域內之稀有或瀕危物種進行保育。隨著世界保育潮流與時代

的演變，傳統物種保育之觀念逐漸朝建立完整之生態系統保護發展，

包括跨界保育的概念，考量的是物種習性與自然環境之關係，不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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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物種多樣性之保育、亦注重生態多樣性與遺傳多樣性，強調的是全

面性、整體性的保育與資源永續利用的原則（內政部營建署，2012：

18）。 

２.外來物種 

    「外來種」生物（exotic species）是指因某種原因，將引入非

本地產的生物或本地原產但已滅絕的生物。過去因國人的放生觀念、

寵物棄養、或為特定經濟目的，而引入外來物種，因為該物種的強勢

生命力，致排擠到本地物種的生存空間，使得多樣性原生物種的價值

受到威脅。以墾丁國家公園為例，銀合歡已經成為恆春半島入侵面積

最大的外來種植物，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亦無法倖免，受到影響的區

域達數千公頃。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內主要外來種動物包括牛蛙、巴

西龜、流浪犬貓、松材線蟲等，外來種植物發現最多的為大花鹹豐草

，非洲鳳仙花，紫花藿香薊等，但都僅限於道路及步道旁之草生地，

尚無入侵天然林情形（與墾管處處長及海管處處長深入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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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國家公園資源保育觀念，從早期的禁止資源的使用，到後來與當

地住民參與管理的機制之提出，特別因為與當地住民生計、生活型態

、傳統風俗等，經常與保育政策或目標不一致，導致推動國家公園範

圍新增、擴大或範圍調整時，經常無法取得共識，面臨對立的局面。

因此，未來國家公園應積極思考積極結合當地原住民的生態智慧於國

家公園自然資源的管理外，進而藉由夥伴擴大、強化在地結合，民間

企業、非政府組織團體結合，進而與全世界結合，建立彼此親密的伙

伴關係，以利於國家公園整體之永續發展。 

    表 5- 14 將各國家（自然）公園的 SWOT 予以彙整，觀察各國家

公園的共同點與獨特性，並利於歸納出整體國家公園體系的 SWOT 分

析，在經過參酌第三章之政治經濟環境整合分析後，發現共同的優勢

在於環境意識已深植人心及從業人員的尊榮感；共同的劣勢則在於國

家資源投入日漸減少與法令不符現行需求；共同的機會在於環境教育

法的施行與國民休憩需求的增加；共同的威脅則來自於遊憩壓力與各

機關法令競合、轄區重疊。 

表 5-15各國家（自然）公園 SWOT分析表 

 優勢 

（Strengths） 

劣勢 

（Weaknesses） 

機會 

（Opportunities） 

威脅 

（Threats） 

墾

丁 

1.園區內交通便

利。 

2.氣候宜人、休

憩機能極佳。 

3.豐富的自然資

源及自然景觀。 

4.從業人員均有

高度尊榮感。 

1.內部面臨最大

壓力主要人力不

足、人員在地化

、組織老化等。 

2.預算經費逐年

減少。 

3.法令規範不符

現況。 

4.土地管理機關

重疊。 

1.遊客眾多。 

2.環保意識提升

。 

3.推動社區生態

旅遊方式。 

 

1.鄰近核三廠。 

2.遊客增加速度

過快，環境承受

力大受挑戰。 

3.管理處與地方

民眾形成對立。 

4.現有聚落要求

劃出國家公園範

圍。 

5.生物棲地零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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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不利生物

族群永續發展。 

玉

山 

1.地形及生態環

境豐富度高。 

2.具悠久歷史人

文史蹟。 

3.土地權屬單純

。 

4.原住居民認同

度高。 

5.已具國際性品

牌。 

1.天然環境脆弱

。 

2.交通運輸條件

限制。 

3.氣候條件限制

。 

4.預算不足。 

1.鄰近重要風景

遊憩據點。 

2.攀登臺灣聖山

魅力。 

1.重視觀光的隱

憂。 

2.極端氣候造成

交通發展嚴峻。 

陽

明

山 

1.人文史蹟獨特

性。 

2.生物及地質資

源多樣性。 

3.觀光休閒發展

條件。 

4.交通便利鄰近

都會區域。 

5.現行管制嚴格

。 

1.園區內多屬環

境敏感區帶。 

2.土地權屬複雜

，且機關權責分

工之釐清，誠屬

不易。 

3.園區道路四通

八達，控管不易

。 

4.人力不足。 

1.觀光旅遊興盛

。 

2.跨域整合帶動

整體發展。 

3.環境教育與環

保意識抬頭。 

4.社區培力與夥

伴關係建立。 

1.遊憩產生環境

承載壓力。 

2.園區內多屬既

存開發區域有過

度開發之隱憂。 

3.土地違規使用

，造成管理處行

政管理作業之困

難。 

太

魯

閣 

1.生態、人文與

地景多元化與多

樣性。 

2.資訊規劃建置

完善。 

3.環境教育水準

成熟。 

4.從業人員工作

態度佳。 

5.異業合作整合

性增加。 

1.交通系統未符

現況需求。 

2.遊憩據點與發

展空間受限。 

3.落石風險高。 

4. 預算不足。 

1.蘇花改公路建

設。 

2.獲環境教育認

證。 

3.夥伴合作關係

發展日益穩固。 

4.以遊憩發展為

重點目標。 

5.國際遊客。 

1.全球極端氣候

。 

2.遊憩壓力增加

。 

3.地形複雜。 

雪

霸 

1.豐富的人文資

源。 

2.獨特的自然資

源。 

3.從業人員以保

育國寶魚為榮。 

4.現行管制嚴格

。 

1.高山地區地理

環境造成交通不

便。 

2.水電基礎資源

限制。 

3.氣候隨地形、

地勢之變化差頗

大。 

4.經營管理經費

逐年下降。 

1.環境意識抬頭

。 

2.櫻花鉤吻鮭是

臺灣國寶魚。 

3.與原民夥伴關

係良好。 

1.園區內各土地

管有機關，對於

土地利用定位不

同。 

2.極端氣候變遷

影響保育類物種

。 

3.少量原民耕作

之農業用地。 

4.原住民傳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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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逐漸消逝。 

5.遊憩壓力大增

。 

金

門 

1.歷史文化條件

。 

2.自然資源條件

。 

3.社會發展條件

。 

1.天然資源限制

。 

2.水電基礎資源

限制。 

3.氣候條件限制

。 

4.交通運輸條件

限制。 

5.預算日漸減少 

1.開放觀光及三

通。 

2.軍方釋出軍事

設施。 

3.環境生態意識

抬頭。 

1.排雷後棲地零

碎化。 

2.過度開發的隱

憂。 

3.島嶼環境之限

制。 

4.公地產權具不

確定性。 

東

沙

環

礁 

1.獨特的海洋生

態資源。 

2.特殊的地理位

置。 

3.保持低度發展

。 

4.土地所有權均

屬公有地。 

1.常受颱風侵襲

的氣候條件。 

2.基礎設施受到

極大限制。 

3.東沙距離臺灣

約 450公里。 

1.國際海洋研究

的熱點。 

2.海洋環境教育

良好平台。 

1.環境資源脆弱

性及敏感性。 

2.漁獵壓力。 

台

江 

1.具地方民意基

礎。 

2.生態資源豐富

多樣。 

3.特有之漁鹽文

化景觀。 

1.與社區關係亟

具挑戰性。 

2.人力及經營管

理經費有待挹注

。 

3.遊憩據點分散

。 

1.生態保育意識

抬頭。 

2.結合臺南市文

化之旅吸引遊客

。 

1.園區天然界限

不明顯。 

2.氣候變遷。 

3.養殖方式改變

，影響黑面琵鷺

食源。 

4.遊客數量衝擊

生態環境。 

5.土地使用管制

，亟需與居民溝

通化解。 

壽

山 

1.歷史文化多元

。 

2.自然資源具有

多樣物種。 

3.多數民間團體

及居民認同。 

1.採礦區植生復

育不易。 

2.石灰岩地形不

利水土保持。 

3.尚未成立管理

機關。 

1.易與高雄市觀

光場域串連。 

2.環境教育法提

升場域價值。 

3.生態旅遊意識

抬頭。 

1.園區周邊土地

高度利用，易造

成人類與野生動

物間衝突。 

2.公有土地遭占

用問題。 

本研究繪製 

  將表 5-13 納入整體國家公園 SWOT 分析表後，同時歸納第四章相

關研究報告與政府相關文件，並且進行與國家發展委員會決策人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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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機關人員的深入訪談後，將各國家公園所未曾提及或注意的關鍵

因素予以彙整成表 5-14 整體國家公園體系 SWOT 分析，作為下一章研

提因應策略的參考依據。 

表 5-16整體國家公園體系 SWOT分析表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es） 

１. 從業人員的尊榮感。 

２. 環境意識已深植人心。 

３. 國家公園已具國際性品牌形

象。 

４. 現行經營管理工具。 

１. 國家資源投入日漸減少。 

２. 法令陳舊，不符合現況需求 

３. 國家公園計畫體系缺乏策略

規劃與行動計畫及衡量目標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１. 環境教育法的公布與施行。 

２. 國民休閒遊憩需求的增加。 

３. 環境永續發展之思潮。 

４. 規劃成立環境資源部國家公

園署。 

１. 遊憩壓力大增，不利環境生

態保育及遊憩品質。 

２. 與在地居民夥伴關係有待強

化。 

３. 法令競合與轄區重疊。 

４. 全球氣候變遷、棲地零碎化

及外來物種，不利生態保育 

  本研究繪製 

本研究從空間競爭的觀點看國家公園的發展及其困境，不外乎人

與人的競爭：包括業管機關轄區的重疊、各種族間的生活領域的重疊

、世代之間的競爭；人與天地萬物間的競爭；以及萬物間的競爭：外

來物種與本地物種間的競爭。如何妥適因應這些空間的競爭，就是國

家公園管理當局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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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未來發展的策略分析 

   第 3 章描繪出國家公園在 21 世紀所處的政治經濟環境、第 4 章

檢視國家公園在 21 世紀的工作成果與政策作為。第 5 章則對國家公

園進行全面的檢視，包括個別國家公園的 SWOT 分析，及對整體國家

公園制度的 SWOT 分析，作為本章提出因應策略的基準。本章歸納第

3、4、5 章的研究成果，並且運用 SWOT 分析的技術，針對整體國家

公園制度所面臨的困境，提出因應策略。本章對國家公園發展有重大

影響的決策人士，包括行政院經建會（2014 年 1 月 22 日改制為國家

發展委員會）的政務級人員及各層級主管與承辦人員，以及行政院主

計總處重要承辦人員，內政部主管國家公園政策之各層主管與承辦人

員等，進行深入訪談，第一次訪時間為 2013 年 4 間，第二次訪談時

間則為 2014年 4月間，相關內容將於本章各節深入分析。 

同時本章採用 Heinz Weihrich 所提出的「SWOT 矩陣」分析架構

（Heinz Weihrich，1982：60），分節深入探討，針對國家公園現況與

困境，提出因應策略，其因應策略可分為四類： 

一、加強優勢、爭取機會（SO：Maxi-Maxi）策略：發揮國家公園管

理當局目前所具有的優勢條件，把握外在環境所提供的契機，強

化國家公園永續發展的基礎。 

二、加強優勢、減低威脅（ST：Maxi-Mini）策略：以目前所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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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條件，針對外在環境所出現的威脅因子，提出可行的因應作

為，以降低衝擊。 

三、改善弱勢能力、爭取機會（WO：Mini-Maxi）策略：運用外部環

境所帶來的機會，以之積極協助提升能力國家公園管理當局內部

弱勢因子，以協助國家公園制度的轉型與再提升。 

四、改善弱勢能力、減低威脅（WT：Mini-Mini）策略：積極提升國

家公園管理當局內部各項弱勢因子，縮小暴險比例，減少風險，

以降低外部環境所帶來的威脅。 

表 6 - 1國家公園因應策略矩陣分析表 

 優勢（Strengths） 弱勢（Weaknesses） 

機會 

（Opportunities） 

加強優勢、爭取機會 

（SO：Maxi-Maxi）策略 

改善弱勢能力、爭取機會

（WO：Mini-Maxi）策略 

威脅 

（Threats） 

加強優勢、減低威脅 

（ST：Maxi-Mini）策略 

改善弱勢能力、減低威脅

（WT：Mini-Mini）策略 

(本研究繪製) 

  Rumelt 指出：好的策略幾乎都是簡單明瞭，無需一堆簡報圖表和

幻燈片解說，更不是從「策略管理學」的工具、矩陣、圖表、三角模

型是計畫表中憑空冒出。相反的，有才能的領導者會從紛亂的情況中

診斷出一兩個關鍵議題，做為支點，將環環相扣的行動和資源集中在

此，使所有努力發揮事半功倍的效果（陳盈如，2013：16）。接下來

的四節，即是針對國家公園的關鍵議題，提出診斷，並嘗試提出相應

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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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加強優勢、爭取機會的策略 

  前章所提，目前國家公園具有的優勢條件包括：從業人員的尊榮

感；環境意識已深植人心；國家公園已具國際性品牌形象；現行經營

管理工具。至於外在環境所帶來的契機則有：環境教育法的公布與施

行；國民休閒遊憩需求的增加；環境永續發展之思潮；規劃成立環境

資源部國家公園署。因此在因應策略（SO：Maxi-Maxi）上，即應強

化（Maxi）現有優勢，同時積極（Maxi）運用現有契機，趁民氣可用

之時，推展全新的政策，以利於國家公園的永續發展與經營管理。既

然環境意識已然深植人心，表示國人對於環境保護、生態保育的觀念

接受度極高，而且環境永續發展的思潮已然成為普世價值，加上國民

休閒遊憩需求急遽增加，因此國家公園管理當局有條件也有必要推動

全新的經營管理政策，以水到渠成的方式，推動國家公園的永續發展

。其具體的策略包括： 

一、積極推動國家公園收費制度 

  內政部部長李鴻源於 2013 年 4 月 22 日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

「我國國家公園、國家風景維護工作及收費標準規劃」專題報告，指

出臺灣國家公園（含國家自然公園）面積占臺灣地區面積之 8.59％，

每年吸引約 1,600 萬人次國內外遊客，並成為陸客來臺觀光重要景點

，但也帶來環境衝擊、經營管理上的財政負擔、低價旅遊團影響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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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品質等課題。考量「使用者付費」與「環境永續經營管理」，內

政部營建署已依據 2012 年 8 月 24 日行政院「國有土地清理活化督導

小組第 12次會議」、2012年 12月 10、12日立法院第 8屆第 2會期內

政委員會第 18次全體委員會議決議，與 2012年 11月 30日總統府「

總統與觀光產業團體座談會」總統裁示，積極規劃國家公園入園收費

實施方案。國家公園不以營利為目的，相關經管經費仍應仰賴公務預

算，因此國家公園收費目的，除為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提升國家公

園設施和服務品質以外，也希望透過收費機制，改善低價陸客團的現

象，吸引優質國際觀光客，促進臺灣整體觀光產業健全發展。國家公

園入園收費包含進入生態保護區收費及據點收費兩大項，因遊憩據點

遊客人數遠大於生態保護區入園人數，因此優先規劃辦理據點收費。 

    然因為尚需考量目前尚無全國一致性之收費作法，國家公園即採

率先採取收費，恐引起民眾反彈聲浪，以及政策目標尚未明確因素，

地方政府及相關單位對國家公園收費仍有疑慮，相關建議免收門票的

對象不斷增加，將進一步壓縮收入金額的規模等等因素，國家公園收

費機制並未能繼續推動。 

  事實上國家公園收費制度於美國，已然施行多年，臺灣因自國家

公園成立以來，即未有收費制度的研議，於此國民所得未有實質提升

之際，推動本項收費制度，有其執行上的難度。然而，本項政策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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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確界定，國家公園收費並非為增加政府收入，事實上從內政部向

立法院內政委會的報告也可看出，即使國家公園全面收費，依各國家

公園的規劃，每年增加之收入約在 2 億元左右，約佔國家公園年度預

算 19 億 1 仟萬餘元的 10.4％，比例實屬不高。如對外籍人士（含大

陸人士）採差別收費，則臺灣多年營造的友善觀光環境，恐因此一制

度而大受影響。因此，收費制度應先釐清政策目標並非以增加國庫收

入為主要目的，而是以收費作為減輕環境因遊憩所帶來的生態干擾與

壓力。國家公園的設置係以生態保育為優先，兼有遊憩功能，採取收

費制度，主要係以價格制約遊客數量，同時輔以總量管制的概念，管

理當局如能以此為政策目標向國人妥予說明，才有更多的合法性與正

當性。此外，應以 WTO 會員國的重要精神－「國民待遇」來面對外籍

人士（含大陸人士），才不致使臺灣的友善觀光形象受損。另外，採

取收費制度亦應考量收費技術與地點及具有成本觀念，才不致於因收

費反而增加行政成本。此外，以試點性質逐步實施，並且擬定推動計

畫，加強與民眾溝通交換意見，才能慢慢降低因收費而招致的民意反

彈，美國公有遊憩區在收費之前，亦先透過 1996 年至 2001 年的「遊

憩費示範計畫（RFDP）」，廣泛收集民眾支持與反對意見後，於 2004

年制定「遊憩提升法案（REA）」，以授權包含其國家公園署等 5 個單

位進行收費或提高收費，此程序經過逐步的民主溝通，因此民怨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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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為臺灣實施收費制度的經驗參考。 

  

二、積極劃設極需保育的區域為國家公園 

（一）棲蘭國家森林遊樂區（馬告） 

  棲蘭山檜木森林位於中高海拔山區，約 53,602 公頃，山域因峰

高、谷深、雨霧足，使得檜木林帶之珍稀裸子植物，例如紅豆杉、臺

灣杉、巒大杉、臺灣粗榧等北極第三紀孑遺植物，形成臺灣僅有特有

種，而這些特有種針葉類珍稀裸子植物群。另棲蘭山終年雲霧繚繞地

區之自然環境生態系，因氣候較暖又濕潤多雨，以致植物社會組成非

常多樣，在這些珍稀針葉樹的林況下，並發現有臺灣黑熊、臺灣野山

羊、山羌等大型蹄科動物。此處成為臺灣珍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極具研究與保育價值。(2014.4.12 深入訪談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

相關決策人員紀錄) 

  馬告國家公園範圍劃設說明書，前經行政院 2002 年 7 月核定，

內政部 2002 年 7 月辦理公告。為推動馬告國家公園計畫，爭取當地

原住民夥伴們支持，內政部營建署 2009 年 1 月至 4 月多次至劃設範

圍內之宜蘭縣大同鄉、新北市烏來區、桃園縣復興鄉及新竹縣尖石鄉

鄉公所，拜會鄉長並與當地原住民代表座談，諮詢及聽取地方意見。

並於 2009 年 4 月再次邀集 4 鄉首長及相關代表召開馬告國家公園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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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範圍諮詢會議事宜。歷經國家公園法全面修法過程，應確保原住民

相關權益等議題，目前內政部刻正辦理檢討國家公園法修法作業，已

增列允許傳統祭儀必要行為及共同諮詢管理機制等條文，並於該計畫

書草案擬訂「原住民參與經營管理」專節。針對馬告國家公園計畫草

案如何踐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第 22 條所定，徵得原住民族同意

程序部分，內政部屢次函請原住民族委員會協助釐清，有關須徵詢原

住民族部落名稱及釋明徵詢或諮商運作機制，其具體作法為何？惟該

會仍未有具體回復，致相關需原住民族同意的各項計畫、法案，於推

動上均有實質的困難。期望原住民族委員會能儘速擬定具體程序及內

容，供相關機關遵循，俾利馬告國家公園有設置的可行性，以早日保

護蓊鬱檜木森林不受盜伐濫採。 

（二）蘭嶼 

    蘭嶼處於東南亞人類與動植物遷移之主要路徑上，蘊育著達悟(

雅美)文化及豐富罕見動植物，對於學術界在研究臺灣、琉球與南洋

地區之土著血源與文化、古地理、古生物地理及生物相等深具價值，

蘭嶼並擁有豐富海洋資源及島嶼世居達悟族獨特生活文化豐富資源。

捕捉飛魚為雅美(達悟)族年中最重要的工作，所使用的工具有火把、

魚網，並配合祭儀的舉行，方得出海捕魚。 

內政部對蘭嶼規劃為國家公園的努力包括：1979 年「臺灣地區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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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開發計畫」列為國家公園預定地；1986 年內政部邀專家學者赴蘭嶼

現勘研商，獲致設置蘭嶼國家公園為全體與會人員共同願望，並應以

保存雅美族傳統文化為規劃目標；1988 年行政院核定蘭嶼可規劃設立

國家公園，1989 年行政院核定「蘭嶼國家公園管理籌備處」，然行政

院經建會則提出該範圍內，尚有核能廢料貯存場及小蘭嶼國軍作戰訓

練炸射區，其使用目的與國家公園設置目標，相距甚大，應如何調和

，仍請內政部妥善協調規劃；1992 年成立「蘭嶼國家公園工作小組」

，積極加強與當地居民溝通，並陸續召開「蘭嶼國家公園計畫草案研

修小組」會議。嗣後辦理多次協調，惟當時反對設置國家公園聲浪高

漲，且立法院召開「與雅美人共舞公聽會」，雅美族人提出土地與主

權的訴求，及雅美人對政府以往政策的不信任等，與會人員多表反對

設置意見；1993 年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第 21 次會議決議「暫

緩辦理」。 

現階段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為推動海洋保育，經蘭嶼鄉公所協助

下，海管處民國 2011 年 8 月於蘭嶼當地正式成立「蘭嶼海洋文化資

源保育推廣中心」，目前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積極在蘭嶼當地辦理相

關導潛、生態解說、造舟工藝傳承等人才培力計畫，更積極與鄉公所

借用消防隊旁閒置空間設施，作為深入了解當地海洋文化、永續生態

及建立與當地民眾直接面對面交換意見的場所，以宣導海洋保育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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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蘭嶼海洋文化之傳承為宗旨，辦理海洋保育講座、人才培力計畫、

教育宣導等工作，另長期派員駐點，隨時進行部落訪談，以期能夠在

未來活動辦理時更能貼近當地的需求。(2014.1.20 深入訪談海洋國家

公園管理處主管紀錄) 

然而，蘭嶼在自然資源以及人文環境，均極具特色，深具保存的

價值，如能集中資源，而非僅由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的單兵作戰，且

投入更多關注與溝通，大破大立提出設置國家公園的主張，以當前的

環境保護意識及永續發展觀念深植人心，應可為國家公園的設置，再

向前邁進一步。 

（三）中央山脈劃設 2500公尺以上高山為生態廊道 

    就生態保育上的必要性而言，建立中央山脈完整維生系統，除可

防止生物棲息地零碎化，亦可避免過多人為之開發。所以 2008 年 4

月 24 日行政院經建會審議「97 年至 100 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時，

即提出「未來應建構臺灣中央山脈生態廊道，樹立海洋保育典範，逐

步達成國家公園陸域保育面積占臺灣本島 20％，及海洋型國家公園占

領海 8％的目標。」的看法。然而行政院經建會在審議「101年至 104

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時，立場已轉變為：「有關國家公園範圍占臺

灣陸域比率提高至 20％之長期目標，應擴及其他保護區系統，請內政

部協商相關機關。」因此，行政院 2012 年 12 月 7 日院臺建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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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75301 號函核定之「101 年至 104 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相關

內容已調整為「為健全國家保育體系及建立生態廊道，以因應全球暖

化趨勢，減少極端氣候威脅，針對目前臺灣中央山脈生態廊道保育軸

帶（馬告、能高至丹大、玉山至北大武山）及離島（綠島、蘭嶼、北

方三島及基隆嶼、澎湖南方）海域等未納入國家公園管理重點區域，

進行先期資源調查分析研究後，研究逐年推動納入新籌設國家公園或

現有國家公園擴大管理範圍內」。 

     同樣的，在將中央山脈 2500 公尺以上高山劃為生態廊道區域

，因範圍包括「原住民族地區」，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2 條規定，

應徵得當地原住民族同意，並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等程序，

然目前原住民族委員會就相關徵詢機制，尚未完成具體明確可行的規

定，相關程序仍沒有推動的可能性。另外，預算與員額不足：囿於政

府財政預算緊縮，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自 2011 年公告成立，迄今仍僅

以籌備處形式管理，未來如要大規模地將馬告、能高、丹大、北大武

山等區域劃入國家公園系統內，預算與員額將是後續經營管理所必須

面臨的課題。(2014.4.12深入訪談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主管紀錄) 

事實上，行政院組織改造在即，未來將成立的環境資源部，有關

林務局原本轄管的保育相關業務，以及國家公園業務，未來均由該部

掌理，目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亦劃設有「野生動物保護區」、「自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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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等區域，如能由環境資源部統籌規

劃，將相關保護區系統整合為中央山脈生態廊道，並加強執法與管理

效能，對於棲地零碎化不利生態保育的威脅，應有極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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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加強優勢、減低威脅的策略 

  前章所提，目前國家公園具有的優勢條件包括：從業人員的尊榮

感；環境意識已深植人心；國家公園已具國際性品牌形象；現行經營

管理工具；至於外部所面臨的威脅則有：遊憩壓力大增，不利環境生

態保育及遊憩品質；與在地居民夥伴關係有待強化；法令競合與轄區

重疊；全球氣候變遷、棲地零碎化及外來物種，不利生態保育。因此

就因應策略而言（ST：Maxi-Mini），應採用的策略是妥適運用（

Maxi）目前所具備的優勢條件，將優勢的力量極大化，並且提出可行

的因應作為，將之運用於降低（Mini）外在環境所帶來的衝擊。將民

眾認同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觀念，落實轉化為實質的力量，用以扭轉

、改變所受到的威脅，以減低國家公園永續發展所遇到的阻力，擴大

辦理目前已經稍具雛型的政策，增加所投入的資源，以改變現狀的困

境。 

一、推動生態旅遊與社區永續發展 

遊憩區的經營管理活動包含兩大策略：一是直接經營管理策略（

即指管理者使用工具、活動或規章，直接規範遊客的行為）；另一是

間接經營管理策略（非強制性的規範，藉規劃設計、資訊提供、教育

計畫或勸導、引導遊客自願改變行為）；一般而言，直接經營管理之

優點在於具強制性、效率高，而間接經營管理則可減少民眾的爭議，

且較不影響遊客的遊憩體驗。（1）直接性的管理策略是針對故意性



第六章  未來發展的策略分析 

 211 

的破壞行為，採取直接而強迫規範的手段。常見的管理方法有：監控

管制、法令執行、限制使用、使用者付費、賞罰制度的建立等。（2

）間接性的管理策略是根據社會行為理論，利用資訊的傳達與教育的

方式來改變遊客的不當行為。常見的管理方法如環境教育。間接的經

營管理策略係以改變遊客的遊憩行為為主要訴求，可推動所謂的生態

旅遊（Ecotowism）或是所謂的綠色觀光（Green Tourism）。若能強

調生態旅遊中環境學習的成分，那麼將可減少許多遊憩的負面衝擊。

國家公園所推動的觀光遊憩活動應是這種生態旅遊模式，而不是傳統

的大眾觀光旅遊，國家公園管理者也應透過解說服務，對民眾進行環

境教育，使得民眾的遊憩行為符合生態旅遊的規範（郭乃文，1999：

194-195）。 

國家公園成立目標之一為提供育樂活動，至於育樂之內容規劃，

當然以資源「主體」之國家公園為基礎；而承受資源之「客體」，則

是進入園區之遊客。相關研究指出過去國家公園之遊客大多是喜好大

自然之青年學子，並從事於登山健行和觀察自然變化等原野性知識獲

取之活動；隨著國家公園之普遍成立，以及國際間和國內大力推廣生

態旅遊之後，國家公園已不再是和人們隔絕之往日黃石管理模式，而

是呼應IUCN第三、四次會議中所提示之「與社區結合」、「原住民

或當地居民之共同參與」等管理新典範。因此國家公園對待遊客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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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必須用「服務」替代管理，讓遊客的良好遊憩體驗取代一般走馬

看花的旅遊模式。國家公園管理處必須研擬合理之遊憩活動計畫，規

劃不同體驗之遊憩活動內容，除了列舉不當之禁制行為外，並規範合

理而值予鼓勵之遊客守則。國家公園之遊憩發展，必須以資源保育為

前題，在其可以容許改變之範圍內，適當規劃遊憩發展地區並設置遊

憩設施；容許之活動內容，應符合於現階段正積極宣導國家公園生物

多樣性之保育目標，並能提供遊客高滿意度之自然或人文體驗；對於

遊客在生心理方面的之遊憩需求，用深入瞭解和妥善試驗替代過去威

權式的大肆開發建設，並強調國家公園獨特之自然體驗及傳統而不變

的在園區內享用「孤寂感」之遊憩目標（黃文卿，2002：72）。 

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發表之生態旅遊白皮書中揭示，臺灣地區

近年來發展之生態旅遊由於定義不清，模糊觀光產業與觀光客的認知

，更造成自然環境的濫用與破壞。不論國內的生態旅遊白皮書，或國

際間的公認定義，生態旅遊都應該以保育國土資源與永續利用為前提

（林晏洲，2008：121）。臺灣的生態旅遊發展從1980年代迄今約有

二十多年，真正進入政策議程也已有十年了。生態旅遊如果能在永續

發展的大架構下，兼顧生態、經濟與社會（文化）的兼融並蓄，則它

必定比較容易成功。建議在現階段只能就已較成熟的生態旅遊地，選

擇幾處進行長期的培力。一旦運作良好，即予以認證，以利於市場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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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也就是讓國家、市場與社區呈現一個共同結構體，同時也與民間

社會存在供需的互動，如此以社區生態旅遊發展的運作為基礎，與民

間社會之間存在具市場性質的機制，既兼顧生態、經濟與社會3個構

面，又是在永續發展的大架構之下，屆時臺灣的生態旅遊發展就可成

為邁向永續社會的基石（黃躍雯，2011：1-2）。 

世界各國的生態旅遊發展與論述，臺灣似乎也被鑲嵌在該脈絡中

同步並行。在2000年以前，生態旅遊雖然大多由地方自主發展而成，

從1980年代中後期開始，臺灣也陸續出現幾個頗類似當代學界論述生

態旅遊的一些地方。例如嘉義的山美（達娜伊谷）、新竹的司馬庫斯

等。臺灣在21世紀前，即有地方自發性的生態旅遊出現，而且表現令

人期待。另一最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以後，國家的全力介入生態旅

遊推動。但是在邁入21世紀，由於政黨的輪替，接任的民進黨政府，

較重視觀光發展及本土環境，也因此較前朝政府更為重視生態旅遊。

雖然一路走來也跌跌撞撞，但在政策的修正，多少也釐清何種屬性的

組織部門可能較適合主政，何種發展策略可能較為合宜。在執政的8

年（2000~2008年）期間，該業務前後分別交由交通部觀光局（2000

年5月~2003年12月）以及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2004年1月~2009

年2月）兩個部門予以推動，算是正式將生態旅遊納入國家的政策議

程當中（黃躍雯，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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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前面幾個章節的研究顯示，由於近年來民眾休閒時間增加、

對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的認知日益深化，加上都會地區工作壓力大使

得民眾多想脫離文明的紛擾，國家公園具有吸引遊客的自然或人文環

境的功能，如果與當地社區結合，發展生態旅遊以促進當地居民經濟

收入與生活品質，以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為基礎的生態旅遊，應可成

為妥適的發展策略，同時也是增進國家公園管理效能的重要工具之一

。生態旅遊的推動，縱然有不少結構上的限制，但如果能明確生態旅

遊的定位、釐清問題的根源，透視相關利害者的權力關係，並尋求可

能的解決之道，生態旅遊雖不是萬靈丹，但仍不失為邁向永續社會的

一顆種籽（黃躍雯，2010：9）。 

  另外，國家公園管理當局，亦應積極推動社區培力計畫，培育在

地人才，使當地社區能夠有更多權力和資源，並且有能力以承擔更多

的責任，例如協助社區居民成為在地巡查員和解說員，由社區居民參

與國家公園生態環境維護管理。 

 

二、與原住民族共生共榮 

在美國的黃石公園，這個全球第一個成立的國家公園，當初整個

創設的理念便是「排除人類影響」。美國黃石與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對

待當地原住民的政策因此影響了全球有關「無人公園」的理念，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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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0年代才開始改變。臺灣於1980年代時開始成立國家公園，當時

便是由於輕率地將美國以及後來經IUCN採用的這套國家公園理念與

制度移植於臺灣，而未嚴肅地面對國家公園內原住民的生計、文化以

及其它權益等問題，才會導致原住民不斷地抗議以及衝突的後果。美

國的國家公園政策在1987年開始有了正式的轉變，在它的「原住民關

係經營政策」中，責成國家公園單位不但要「容忍」原住民在公園內

與周遭的存在，更需尊重與主動地鼓勵及提倡原住民文化，使其成為

公園本身的一部份。因此，即使經過了一百多年，黃石國家公園內已

經沒有原住民定居於公園範圍內，但是國家公園管理處目前也透過諮

詢周遭原住民的方式，讓原住民參與國家公園事務。過去對於國家公

園、自然保護區「原始、未經人類干預的自然野地」浪漫化認知，已

經逐漸被更符合事實的「人類在自然中活動、運作」之認知所取代。

因此，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必須同時兼顧自然生態與當地住民的生活

、文化，如此才有成功的可能性。臺灣過去有著許多原住民與保育機

構，尤其國家公園之間的嚴重性衝突，最主要原因便是在於當地原住

民不但被排除於國家公園規劃與執行工作之外，他們更因為這些國家

公園的成立而在經濟、文化與傳統資源使用活動上遭受莫大的限制。

因此，如何重新設計、規劃出合作模式便是當前國家公園管理機構最

重要的任務了。我們可以將「共同經營」視為長遠的目標，但是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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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應該從成立社區「諮詢委員會」開始做起，讓當地原住民有參

與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的管道。如此一來，原住民一方面可以為他們的

社群權益發聲，另一方面可以貢獻他們的傳統生態知識，延續傳統自

然資源使用方式，並透過此確保他們的文化延續（紀駿傑，2001：

111-118）。 

過去保護區的經營管理思維係以菁英與官僚掌控、中央集權及科

學技術為基礎，排除權益關係人的參與，美國黃石國家公園為其最典

型的代表。然而，這樣的模式不僅不能放諸四海皆準，亦未能符合各

地的政治社經架構、民情脈絡與地理環境，導致許多保護區管理單位

與資源使用者及在地居民間的衝突。因此，在1960年代，國際保育社

會開始出現另類的反省與思考。逐漸，中央集權式的經營管理不再是

唯一的選項，而曾經在傳統經營管理（保育）思維裡被視為破壞者的

在地（鄰近）社區，特別是少數族群或原住民族，重新被保育專家認

定為保護區的主要權益關係人與關鍵的夥伴，進而期望將其納入經營

管理機制中，這就是所謂的參與式保護區經營管理取徑。參與式保護

區經營管理（participatory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的特徵是把參與

的概念應用於保護區的經營管理，也可稱為共管（co-management）

。在臺灣，共管議題始於2000 年提出的馬告國家公園芻議，2002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也推出以資源共管為願景目標的社區林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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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2005年『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政府於原住民族地區新設資源治

理機關時，應徵得當地原住民族同意，並與其建立共同管理機制。

2007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施行『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

辦法』，正式將共管的機制納入法規體系。整體而言，國內營造保護

區與原住民族夥伴關係的環境漸臻成熟，創新的體制也在積極醞釀中

，也有不少研究與論述（盧道杰等，2010：91-92。）。 

國家公園對於原住民影響最大的有下列事項：（1）礦物與植物

的採集限制、（2）狩獵、捕魚的限制、（3）地表及地上作物改變的

限制、（4）地上建築的限制。當然，國家公園對原住民社區的影響

也不完全是負面的。以東埔地區為例，過去東埔溫泉區（五鄰）由於

平地資本大量湧入蓋旅館及開特產店，造成該區原住民土地喪失，居

民生計困難及傳統社區凝聚力的瓦解。東埔一鄰因在國家公園內，外

來資本無法在該地炒作觀光活動，原住民大部分的土地得以保留住，

部落更有著極高的凝聚力。以該地牧師為主的一部分人雖然反對國家

公園的種種措施，但仍主張不應輕言要求將該地劃出國家公園範圍外

以確保部落土地與傳統生的完整與延續。國家公園近年來不斷推展的

文化採集、保存，及傳統藝術推廣等活動也極具意義。玉山國家公園

在梅山村陸續進行的社區建設工程，及遊客中心附近的販賣部委由村

人經營等利益分享措施，持平而論，也給地方上帶來寶質的利益。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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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臺灣山林在長期的遭外力入侵與破壞之下，其面貌也已經大不如

前了，適度的國家力量介入進行保育工作，確有其必要性。國家公園

要走出過去「欺壓原住民」的陰影，仍有許多社會結構及法令制度的

問題待解決（紀駿傑、王俊秀，1996：257-287）。 

  國家公園管理當局並不是執法的貓，園區內的原住民族更不是躱

避取締的老鼠，如果是以貓與老鼠的觀念與關係看待國家公園管理當

局與原住民族，是將兩者的關係建立於對立的基礎上，則經營管理上

不僅事倍功半，而且浪費原住民族的傳統智慧。換一個角度看，國家

公園與原住民族都是執法的貓，運用原住民族的傳統智慧，協助守護

山林，國家公園管理當局積極發展與原住民族夥伴的協力關係，則不

但減低外在環境的威脅，也強化的經營管理的優勢。 

 

三、整合保育管理平臺 

  前面的研究顯示，目前臺灣各種兼具生態保育及旅遊休憩之各類

分區，分屬不同部會，包括內政部、交通部、文化部、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甚至包括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委員會所屬之森林保育處及農

場、教育部所屬大學院校之實驗林場等。然與國家公園範圍重疊面積

最大者首推農委會林務局所轄之各森林管處理，至交通部觀光局所轄

之各風景管理處則次之。在同一區域內設有2個以上之業管機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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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與權限劃分，時常陷入3個和尚沒水喝的窘境。面對業管機關轄

區的重疊，短期內要將相關的機關整合，於法制上有相當的難度，雖

然行政院積極推動組織再造，將林務局與未來的國家公園署均納為環

境資源部，然仍有其他性質相似的分區尚未納入，因此，如何協調及

整合有關機關，仍是未來的重要工作。表6-2可以看得出相關機關轄管

土地重疊情形，國家公園管理當局如能積極的扮演協調者或是整合者

的角色，並且妥適運用現有的管理工具例如建管權與警察權，配合其

他機關進行生態保育與環境保護的工作，不僅可以降低事權不統一的

威脅，更可以達成分工合作的效果。 

表 6 - 2國家公園與林管處及風管處22轄管土地重疊情形表 

國家公園 與林管處及風管處轄管重疊面積比例 目前處理方式 

墾丁 

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林班地面積約

6980.2457 公頃，佔園區陸域約

38.6%。 

目前該國家公園管理處與屏東

林區管理處各依國家公園法及

森林法等有關規定經營管理。 

無與風管處轄管重疊土地  

玉山 

1.與南投林區管理處(水里工作站) 轄

管重疊 11,699.2公頃，占 11.35% 

2.與嘉義林區管理處(阿里山工作站

及玉井工作站) 轄管重疊 37,239.3

公頃，占 36.11% 

3.與花蓮林區管理處(玉里工作站) 轄

管重疊 42,555.8公頃，占 41.27% 

4.與屏東林區管理處(六龜工作站) 轄

管重疊 2,724.0公頃，占 2.64% 

5.與臺大實驗林管理處轄管重疊

8,328.3公頃，占 8.08% 

1.國家公園之設施：以租地方

式為之，繳納租金予林務機關

。 

2.園區內之山屋、步道整修由

本處為之，請林務機關以地主

的身分同意。 

3.林業經營手段：本處前曾發

文請林務機關審酌於國家公園

範圍內以天然保育為原則，減

少人為干擾。 

                                                 
22

 註：林管處係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所屬各林區管理處；風管處係指交通部觀光局所屬各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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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 與林管處及風管處轄管重疊面積比例 目前處理方式 

無與風管處轄管重疊土地  

陽明山 

依 98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羅

東林區管理處提供之保安林圖資套疊

估算結果，陽明山國家公園與保安林

重疊範圍面積約 5,216 公頃，約佔本

園面積之 46%（本園面積約 11,338

公頃）。 

依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

制原則第 8 點規定：「本園範

圍內林業經營依森林法、國家

公園法、臺灣森林經營管理方

案、國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內

森林區域管理經營配合辦法規

定辦理。」辦理。 

無與風管處轄管重疊土地  

太魯閣 

與林務局（花蓮、東勢、南投林管處

）轄管重疊 89006公頃，占 96.75% 

依據國家公園法、森林法等相

關法規合作經管園區土地，如

有經營管理上需求須取得土地

管理權，則依國有財產法辦理

國有土地撥用程序。 

無與風管處轄管重疊土地  

雪霸 

本案經查位於本國家公園範圍與林務

局林管處轄管重疊面積為 76362.94 

公頃，比例占本園區土地總面積為 

99.37%（園區土地總面積 76,850 公

頃）。 

依據行政院 79 內 5.25 (79) 台

農字第 12626 號令「國家公

園或風景特定區內森林區域管

理經營配合辦法」辦理，並定

期舉辦各機關間聯繫會議，溝

通協調處理區內轄管重疊土地

所遭遇之相關議題。 

無與風管處轄管重疊土地  

金門 
本處園區範圍與林務局林管處及觀光

局風管處皆無重疊 
 

海洋 

無與林管處轄管重疊土地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與風管處重疊

12,780 公頃，佔 36%。 

行政院 103 年 3 月 10 日院臺

建字第 1030010925 號函，略

以國家公園以保育及研究為主

軸，兼具休閒及遊憩功能，為

明確界定國家公園與國家風景

區之權責，本案劃設為國家公

園之計畫範圍，應配合自澎湖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轄管範圍劃

出。內政部營建署已邀集相關

單位研議轄管範圍移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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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 與林管處及風管處轄管重疊面積比例 目前處理方式 

台江 

本處與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轄管陸

域範圍重疊部分，為沿海帶狀保安林

地，面積約為 350 公頃(占本園陸域

面積約 7.1%)。 

目前本處與嘉義林區管理處各

依國家公園法及森林法有關規

定經營管理，因兩管處對於保

安林地均係以保育復育及永續

發展為優先，經管目標一致，

目前處理方式為共同巡護。 

與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轄管

範圍重疊部分，陸域重疊面積為

4,905 公頃(占本園陸域面積 100%)，

海域重疊面積約為 13,520 公頃(占本

園海域面積約 39.3%)。 

目前與交通部觀光局雲管處範

圍重疊之處理方式，仍依各主

管法令各自經營管理。 

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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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改善弱勢能力、爭取機會的策略 

  前章所提，目前國家公園面臨的內部問題包括：國家資源投入日

漸減少；相關機關各有業管法令，恐有競合之虞；法令陳舊，不符合

現況需求；國家公園計畫體系缺乏策略規劃與行動計畫及衡量目標。

至於外在環境所帶來的契機則有：環境教育法的公布與施行；國民休

閒遊憩需求的增加；環境永續發展之思潮；規劃成立環境資源部國家

公園署。因此在因應策略上應採取（WO：Mini-Maxi）策略，即應減

少（Mini）弱勢能力的項目及避免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同時積極（

Maxi）運用現有契機，全力改善現有的弱勢因子，使國家公園的體質

更加健全，俾利永續發展與經營管理。 

一、改善財務規劃 

（一）國家公園基金的新思維 

  國家公園管理當局重新設立國家公園基金之原因，係因為行政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12 年 11 月 5 日第 1440 次委員會議，審查內

政部「101 年至 104 年國家公園中程計畫草案及「各國家公園（

101 年至 104 年）中程實施計畫」時，請內政部所屬各國家公園積

極進行跨域合作規劃，並推動創新財務方案，並請墾丁、陽明山國

家公園於半年內研擬整體發展計畫，金門國家公園於 1 年內研擬整

體發展計畫，分別陳報行政院核定，作為示範計畫逐步推動。並就

具有一定自償率之各國家公園成立計畫基金，統合收益與支出作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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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規劃，以達成健全財務，永續經營之目標23。 

  事實上要改善國家公園公務預算不足的問題，成立基金是具可

行性的作法。然而，基金的成立，並不能如往昔一般，依賴公務預

算的挹注與撥補，而是積極尋找財源。前一節討論到，國家公園收

費制度的推動，並不是以健全財務、增加收入為目的，所以管理當

局規劃再次成立基金，財源勢必不能完全依靠收費機制，而必需另

謀其他出路。 

  既然國家公園的必需面對龐大的遊憩需求，除規劃收費制度以

價制量外，事實上爭取機會-與地方政府合作，在國家公園範圍外

設立轉運站以及停車場，是可以考量的具體方案。特別是，目前的

國家公園管理體系，仍然設在內政部營建署轄下，如能協助地方政

府進行非都市土地的開發，使在國家公園範圍外的土地，在地方政

府的管理下，設置停車場及轉運站，讓遊客的小型車輛不必進入園

區，改以電動車或其他節能減碳的運輸工具，除可降低遊憩衝擊外

，亦可進行遊客分流管理，更能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帶動周

邊土地的開發進而推動當地的經濟發展，如能協調地方政府共同辦

理，應可成為重新設置國家公園基金的固定財源之一。 

（二）土地使用強度增加應有之回饋 

                                                 
23

 行政院 101年 12月 7日院臺建字第 101007530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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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公園土地使用以生態保育為核心價值，然而國家公園範圍內

土地的使用，是一種動態的過程，為了滿足非核心保育區土地使用的

需要，國家公園土地在嚴格的使用管制下，適當的使用仍然是不可避

免的。然而國家公園範圍內土地使用的變更，使國家公園土地價值有

所變動，土地使用變更後將可能提升原有的價值，也可能產生外部成

本或外部效益，影響到周邊地區土地價值，因此，要適當運用土地，

應該建立土地變更使用回饋機制，使得土地開發利益適當回饋社會。 

目前遊憩區土地面積約占全國國家公園面積之 0.49%，且遊憩區

之開發利用行為，均應依據國家公園法第 14 條及各國家公園計畫保

護利用管制原則規定申請許可程序，辦理審查具體規範其利用行為。

開發計畫須經開發許可審議、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嚴格把關，以確保

避免開發行為造成環境衝擊且兼顧安全及資源永續利用。在如此嚴密

的限制之下，國家公園範圍內土地使用的變更，其所獲得的特殊利益

，往往奠基於周遭土地因「不可開發」而造成的稀有性，一旦得以變

更使用，在「物稀為貴」的鐵律下，變更使用所獲得的利益，某種程

度係在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受到特別犧牲所換取而來，因此，土地使用

強度增加應有所回饋，才能符合公平性。特別是在核心保育區（史蹟

保存區、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任何開發行為都應被嚴格管

制。然而在一般管制區、遊憩區的土地投資開發行為，因具有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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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發展的外部效益，應有得到公平對待的機會，只要設計好回饋設

施項目、代用地捐獻、生態補償等機制，在確保土地資源有效運用、

及的永續發展前提下，在一般管制區、遊憩區的土地投資開發行為

，這就是明智利用（wise use）的概念，而且以有效管理方式是可以

允許的，這也就形成了另一個國家公園的重要財源收入，用以支撐國

家公園基金成立的固定財源。 

不過國家公園的設立宗旨既在於保育，與一般都市土地追求土地

使用效益的目標有別，因此，國家公園土地變更使用，在業者獲有利

益的情形下，應適當降低土地使用強度，使開發業者在無「超額」利

益可圖，以替代、回饋的方式達成社會公平與正義，同時避免因追求

土地使用效益而過度開發，反而失去的國家公園的核心價值。未來國

家公園內非核心保育區，特別是遊憩區之開發審議，仍應依據國家公

園遊憩區開發作業流程及相關法令規定，確保安全的利用與自然保育

，以期能於提供國人高品質遊憩環境與有效維護自然資源下，同時兼

顧財政上的收入，得否營造出環境保育永續發展、民眾服務品質提升

、財政狀況改善等三個面向同時三贏的局面，完全在於是否設計得宜

的回饋機制，並落實執行。 

（三）引進第三部門資源 

  非營利組織的數量眾多，在其共同使命下號召力愈來愈大，所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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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人力、物力與組織資源日益豐沛，在很多社會中，已茁長成獨立

於政府（公部門，或稱法定部門），和商業市場（私部門，或稱商業

部門）之外的一個自成一體的部門，具有其本身獨特的使命、文化、

資源和行為模式。故在美國即習稱各種非營利組織的集合為「第三部

門」（the third sector），或是「獨立部門」（the independent sector），或

「非營利部門」（the nonprofit sector）。關於非營利組織如何在社會中

發展成一個可以和政府部門，及商業部門鼎足而立的第三部門。很多

學者都偏好從經濟政治學的觀點，來解釋非營利組織部門的產生，包

括市場失靈論（market failure）、政府失靈論（government failure 或

political constraint），和第三者政府論（the third party government）（蕭

新煌，2000：6）。 

  現代政府部門如何運用社區培力，以補足公務資源的不足，以及

如何從第 3 部門尋找合作的可能性，是極為重要的資源來源之一，畢

竟政府財力有限而民間力量無窮，這個面向也是未來研究的重點之一

。未來國家公園的出路，有很大部份是要取決於第三部門的角色扮演

，它將可彌補國家財政的不足、人力的不足。優良的企業倘若有環境

責任的認知，並且以優良之公民自許，關懷社區及生態環境，協助國

家公園的保育活動，不僅有助於企業形象，對於國家公園從業人員更

是精神上的肯定與鼓勵，在實質上的互利基礎，應可達到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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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及民眾等 3 個面向三贏的局面。如能獲得第三部門與具社會責任

企業的挹注，對於改善國家公園的財政狀況，成立國家公園基金，應

是有相當的助益。 

 

二、推動國家公園法修法工作 

  法令陳舊，不符合現況需求，是國家公園目前內部所面臨的弱勢

因子之一，事實上國家公園當局也曾努力推動國家公園法修正草案的

立法工作，2009 年 4 月 1 日送請立法院審議，經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於

同年 6 月 3 日審查決議，請內政部召開相關公聽會修正後，再提會審

查。內政部經過辦理多場公聽會、立法委員相關提案，修正完成草案

計 6 章 44 條，經行政院於 2010 年 4 月 6 日審查通過後函送立法院審

議。該版本法案雖經立法院第 7 屆內政委員會於 2010 年 5 月 31 日完

成初審，然一直到該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仍尚未完成三讀通過的立

法程序，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13 條24的規定，需重行送該院審議。

雖然內政部為推動成立國家自然公園的需要，透過立法院黨團提案，

2010 年 11 月 12 日三讀通過增修國家公園法第 6 條、第 8 條及第 27

條之 1 等條文，作為成立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的法源基礎。除此之外，

國家公園法自 1972 年 6 月 13 日公布施行後迄今，即無其他的修法工

                                                 
24 註：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13條：每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時，除預（決）算案及人民請願案外

，尚未議決之議案，下屆不予繼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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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實屬罕見。究其原因，應是該法草案為加強落實民眾參與機制建

立，增訂園區居民參加國家公園經營管理諮詢會議，以維護區內原住

居民權益，同時增訂尊重原住民族文化、生活及基於傳統祭儀而得特

別許可規定，其中草案第三十二條規定：「原住民族地區經劃設為國

家公園者，國家公園區域內之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祭儀，有為傳

統農業耕作方式、獵捕或採集一定數量且非屬營利性質之野生動物、

野生植物或菌類及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事項之需要者，得經國家

公園管理處會同有關機關許可後為之。」原住民族相關機關及團體認

為，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等的相關行為，不需經經國家公園管理處

等許可即可自行為之；然保育相關機關與團體則認為，火耕及獵捕或

採集野生動、植物，對生態影響過大，雙方立場並不一致，未能形成

共識。因此，在立法院第 7 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法案全數退回後，

國家公園管理當局即不積極推動立法工作。雖經內政部 2012 年 10 月

31 日送請行政院審查，行政院於 2012 年 12 月 19 日進行大體討論及

逐條討論至第 23 條，其中部分之草案內容均予以保留，審查會議並

決議：「請內政部先與文化部及請原住民族委員會研擬具體建議修正

條文，提下次會議討論」25。雖經文化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提供建議

條文暨相關說明意見予內政部，然部分條文仍無共識需再予討論，因

                                                 
25註：2013年 1月 9日行政院秘書長院臺建字第 102012103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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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政院 2013年 7月 16日將該法草案，退回內政部再加研議。 

  立法工作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環，目的在透過討論的過程，讓各

方利益、觀點整合成彼此都能接受的狀態，本是妥協的動態過程，在

追求最大共識的前提下，各方團體、國家機關均可在討論的過程中充

分表達立場，以達成共識進而形成政策。國家公園管理當局既有鑒於

國家公園法過於陳舊，不符合現況及當前的需要，即應全力推動立法

工作，排除一切立法阻力，整合各方利益，儘速完成立法程序，作為

管理當局的有效經營管理工具，將弱勢轉化為優勢，並且讓民眾可以

適度地體驗國家公園，加深國民環境教育，將保育觀念轉換為具體行

動，同時也讓國土利用與資源保育得以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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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改善弱勢能力、減低威脅的策略 

  前章所提，目前國家公園面臨的內部問題包括：國家資源投入日

漸減少；相關機關各有業管法令，恐有競合之虞；法令陳舊，不符合

現況需求；國家公園計畫體系缺乏策略規劃與行動計畫及衡量目標。

至於外部所面臨的威脅則有：遊憩壓力大增，不利環境生態保育及遊

憩品質；與在地居民夥伴關係有待強化；法令競合與轄區重疊；全球

氣候變遷、棲地零碎化及外來物種，不利生態保育。因此就因應策略

策略而言，應採取的是（WT：Mini-Mini）策略：儘量減少（Mini）

國家公園管理當局內部各項弱勢因子，同時盡可能降低（Mini）暴露

於外在威脅中的部分，以閃躱外部環境所帶來的不利影響，使國家公

園制度得以在阻礙最小的情境下，永續發展。 

一、避開人類活動過多的聚落 

  考量目前國家公園的遊憩壓力大增，不利環境生態保育及遊憩品

質，而且同時與在地居民夥伴關係有待強化，因此未來國家公園管理

當局，在設立國家公園時應儘量避免目前已多有人類活動的地區，或

是既有的產業活動範圍，以降低劃設時的阻力。例如： 2014年 6月

8日公告成立的「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即是一個正確的策略。該

地區昔日雖有相當頻繁的人類活動，然時至今日已少有人長住於該地

，加上該地區的特有玄武岩地形、菜宅人文聚落、海洋生物等等資源

亟須保護，管理當局於劃設時即避開人類頻繁活動的區域，因此於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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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過程，當不致遭受過多的阻力。另外，劃設之時，亦應考量，如非

核心保育區所必需之範圍，亦應儘量避開民間私有地，以減少衝擊。

畢竟國家公園範圍內對於土地的使用強度，具有相當嚴謹的規範，而

且目前對於非核心保育區的私有土地，政府考量財政因素，並無徵收

的規劃，對於人民土地的增加規範，本應謹慎而為，因此劃設時即應

予以避開。 

  另外，為降低當地住民的不友善反應，除了強化社區經營與建立

夥伴關係外，對於非核心保育區的土地管制，亦應考量當地住民的需

求，對於其自然增加的人口，應給予最大的容許使用。國家公園範圍

內，固然不贊成因外來人口移入而放寛土地的使用強度，以免造成鼓

勵開發的形象，然如為自然增加的人口，其空間的需求應充分予以考

量。這部分的修正與調整，應在每 5年定期檢討的國家公園計畫通盤

檢討，充分落實，以回應在地居民的需求。此外，如墾丁大街等人聲

原本即已鼎沸的區域，應儘速檢討有無須要保育的對象，如沒有保育

的對象，應儘速協調地方政府接手管理，並辦理劃外國家公園範圍，

以避免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上的困境。 

二、積極鞏固核心保育區 

  依國家公園法第 14、第 16 條之規定，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

、特別景觀區及生態保護區均禁止礦物或土石之探勘。在一般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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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遊憩區內非經國家公園管理處同意不得進行礦物或土石之勘採。因

此，國家公園管理當局即應採取適當的保育作為，包括禁採補償及生

態復育的措施。例如太魯閣國家公園園區內含有石材、工業原料礦物

及金屬等三類礦產，主要分佈於立霧溪流域及東側山區。在國家公園

成立前，已有 19 家業者進行礦產開採，破壞環境並影響野生動物棲

息活動。國家公園成立後，推展生態保育等相關工作，自 2004 至

2008 年間編列預算，針對園區內的 19 家礦場辦理「禁採補償」作業

，在園區內的 19 家採礦業者，2008 年已完成徵收，礦場面積 2,570

公頃。（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曾處長訪談紀錄） 

  另外，國家公園既以生態保育為主要目標，對於核心保育區範圍

內的私有土地，因嚴格管制其土地使用，其功能類似於「時空膠囊」

，因其管制強度極高而且變更可能性極低，事實上已經侵犯人民的土

地所有權，然為達成生態保育的目標，國家公園管理當局，應積極取

得該區域內的土地所有權，以保障人民財產權利，因人民已因國家公

園核心保育區的劃設，而無運用其土地，既有特別的損失，國家機關

理給予特別的補償，應以核心保護區私有土地儘速徵收為國有，這樣

的財政支出，即使國家財政再困難，亦應儘速予以落實。因為這樣的

措施，不但是落實生態保育的政策目標，同時也是減少當地居民反對

聲浪的重要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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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將當地人類活動的區域劃入國家公園範圍內，並將人類活動

頻繁且無保育標的的區域劃出，一方可以減少當地住民的反彈聲浪，

另一方面也降低了經營管理上的成本與阻力，減少威脅與風險。另一

方面，鞏固核心保育區，減少人為破壞及干擾，提升保育成效，則是

再次減低外在環境的影響。 

 

三、減少國家公園範圍內不必要的工程 

由於立法院的要求，以及社會各界對於國家公園範圍內開發行為

多有疑慮，因此目前內政部已政策決定，已不再辦理由民間出資的

BOT 開發案件，並對於其他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投資案件的申

請，也已訂定嚴格的審查流程，所以基本上在國家公園範圍內並沒有

太多的工程。 

國家公園管理當局為維護公共安全、解說教育等考量，基於經營

管理需求，興建必要之辦公處所，應以現有、公有建築物進行改善，

減少新建工程案，採取綠建築方式以達成節能減碳的目標。另外，為

落實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永續發展，減少對生態系統造成傷害的永續作

法，應依據「內政部生態工法中長程推動計畫」26，規劃各國家公園

範圍內道路、步道、橋樑、河溪保育等工作時，均應採用生態工法，

                                                 
26

 註：內政部營建署網站，網址：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069&Itemid=50 

瀏覽日期：2014.4.30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069&Itemi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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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成生態與設施之平衡，降低工程量並維護既有景觀。同時亦應利

用當地具環境特色的綠色建材，進行環境的改善，並採綠色材料構築

步道，減少對環境衝擊，並降低營建施工量。 

  減少國家公園範圍內的工程作為，一方面可以降低預算支出，為

已經短絀的財政進行節流以外，另一方面也可爭取環保團體的認同。

特別是交通建設工程，雖可提高遊憩的可及性，但是對環境的承載力

形成極大的壓力。國家公園範圍內維持相當程度的不易觸及性，是重

要管理策略。在國家資源投入日漸減少的弱勢條件下，不但可以改善

財政狀況，同時也在遊憩壓力大增，不利環境生態保育及遊憩品質的

威脅下，可以有效降低對環境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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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第五章先針對各國家公園進行 SWOT的分析，然後對整體國家公

園制度的 SWOT分析，本章則就分析結果，採取策略陣的方式提出相

應的可行策略。表 6-3~6-6將第五章整體國家公園制度 SWOT分

析，搭配本章各節的因應策略，彙整成矩陣表。 

表 6 - 3  加強優勢、爭取機會的策略（SO：Maxi-Maxi） 

優勢（Strengths） 機會（Opportunities） 

1.從業人員的尊榮感 

2.環境意識已深植人心 

3.國家公園已具國際性品牌形象 

4.現行經營管理工具 

1.環境教育法的公布與施行 

2.國民休閒遊憩需求的增加 

3.環境永續發展之思潮 

4.規劃成立環境資源部國家公園

署 

策略規劃： 

一、積極推動國家公園收費制度 

二、積極劃設極需保育的區域為國家公園 

本研究繪製 

 



21世紀臺灣國家公園發展策略之分析 

236 

表 6 - 4  加強優勢、減低威脅的策略（ST：Maxi-Mini） 

優勢（Strengths） 威脅（Threats） 

1.從業人員的尊榮感 

2.環境意識已深植人心 

3.國家公園已具國際性品牌形象 

4.現行經營管理工具。 

1.遊憩壓力大增，不利環境生態

保育及遊憩品質 

2.與在地居民夥伴關係有待強化 

3.法令競合與轄區重疊 

4.全球氣候變遷、棲地零碎化及

外來物種，不利生態保育 

策略規劃： 

一、生態旅遊與社區永續發展 

二、與原住民族共生共榮 

三、整合保育管理平臺 

本研究繪製 

 

表 6 -5  改善弱勢能力、爭取機會的策略（WO：Mini-Maxi） 

劣勢（Weaknesses） 機會（Opportunities） 

1.國家資源投入日漸減少 

2.法令陳舊，不符合現況需求 

3.國家公園計畫體系缺乏策略規

劃與行動計畫及衡量目標 

1.環境教育法的公布與施行 

2.國民休閒遊憩需求的增加 

3環境永續發展之思潮 

4.規劃成立環境資源部國家公園

署 

策略規劃： 

一、改善財務規劃 

二、推動國家公園法修法工作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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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6  改善弱勢能力、減低威脅的策略（WT：Mini-Mini） 

劣勢（Weaknesses） 威脅（Threats） 

1.國家資源投入日漸減少 

2.法令陳舊，不符合現況需求 

3.國家公園計畫體系缺乏策略規

劃與行動計畫及衡量目標 

1.遊憩壓力大增，不利環境生態

保育及遊憩品質 

2.與在地居民夥伴關係有待強化 

3.法令競合與轄區重疊 

4.全球氣候變遷、棲地零碎化及

外來物種，不利生態保育 

策略規劃： 

一、避開人類活動過多的聚落 

二、積極鞏固核心保育區 

三、減少國家公園範圍內不必要的工程 

本研究繪製 

  本研究定位於政治經濟分析，採取質性的研究途徑，在資料選擇

上是以社會科學的標準來篩選，就自然科學的層面，則受限於研究方

法及範圍，而無法進一步討論。特別是外來物種與極端氣候對於國家

公園經營管理的影響，僅能從減少人類活動的面向討論，是本研究的

受限之處。然就社會科學的層面而言，本研究亦難以窮盡所有政治環

境及歷史事件對國家公園的影響，僅能以最重大且明顯可見的因素，

作為研究的範圍。本章就國家公園往昔所面臨的困境及環境所帶來的

衝擊，舉其犖犖大者，作歷史分析，並以深入訪談方式，瞭解困境及

其發生原因，同時綜整各項因素，嘗試性地提出因應方案，希望可以

抛磚引玉，作為後來研究的問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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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司徒達賢在 Richard P.Rumemelt 所著 Good Strategy Bad Strategy

的中譯本序文中提到：策略思維不宜從「願景」甚至「目標」出發，

而應從「問題」出發。策略決策應從當前（或未來）經營中所遭遇的

問題開始診斷，找出核心問題以後，再提出一套完整的解決方案。而

在此一過程中，所謂策略思考的角色是找出眾多表面現象背後的關鍵

問題、設計出解決方案的指導方針，以及確保組織上下各部門的行動

有此一指導方針而達到協調一致的效果。問題診斷時也應觀察未來環

境變動中，可能產生哪些新的生存空間與整合機會，並利用這空間或

機會進行有效的創新以改變內外形勢。改變形勢非一蹴可幾，但策略

的運作就像下棋，每一步都在未來建立潛在的優勢，或增加我方的選

項、縮減對手的選項。當時機成熟，自然可以因勢利導，水到渠成（

陳盈如，2013：8）。 

    本研究即是透過政治經濟環境分析，並且深入瞭解各國家公園的

現況及其困境，進而提出相應的策略，從最積極的推動收費制度及劃

設新的國家公園，到最保守的避開人類活動過多的聚落及鞏固核心保

育區等，端看當時的時空環境而有所因應。從本研究當中可以看見國

家公園的現況、現在具備的優勢、面臨的困境、外部環境所帶來的機

會與威脅，同時也提出的具體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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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發現 

  周鶴樹指出國家公園目前正在進行典範（paradigm）移轉包括：

一、多元化：導入國家公園的經營和管理，以因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動

態，如多目標、多元化發展的生態保護、環境教育與生態旅遊，或多

重治理、多元化經營的效率與彈性；二、系統化：促進國家公園連接

和系統化互動架構，達成溝通和相互支持，如“從區域到全球”的保護

系統和多專業支持；三、在地化：重建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的在地化操

作主體，確保存在價值的永續和傳統，如社區保護區（周鶴樹，2010

：15-17）。本研究觀察國家公園的發展歷程，從 1972 國家公園法公

布施行以來，及 1982 年 9 月 1 日墾丁國家公園公告實施，迄今已逾

42 個年頭，跨越了第二個世紀，本研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諸多先

進的論著中，再向前邁一小步，並以狗尾續貂、野人獻曝的勇氣提出

以下研究發現： 

一、國家公園未來的發展動力，逐漸從國家轉移到市場 

  在全球化的浪潮化，國家權力的不斷流失，一個流失方向係向上

至國際組織，另一個方向則是向下流失到地方政府與社區。本研究的

第一個發現是：。國家機構資源的投入受到財政的影響，逐年下降，

近年來因經濟發展趨緩、國際財經情勢嚴峻，導致政府年度總預算編

制，連年收支無法平衡，對各項公共建設的投資因而出現逐年減少的

情況，對國家公園政策領域資源的分配，從 2009 年的 30 億餘元，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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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降，到 2012 年時，已經降到 17 億餘元，特別是資本門的投入，

下降的輻度更快，面對民眾的需求增加，預算經費不增反減，對國家

公園的經營管理，可謂是雙重挑戰。因此國家公園管理當局必需另謀

出路，為國家公園的永續發展，找到另一個可行的方案，否則任令公

共投入的減少，服務品質及旅遊安全不斷降低，並非永續發展的正途

，因此，財務狀況的改善應是首要之務。公務預算的挹注與撥補並不

足以依賴，積極尋找財源才是正途。然而國家公園的設立宗旨既在於

保育，並非追求利益，如何將國家公園的無用之用，使之轉變為大用

，則是本研究探討的重點之一。既然國家機關的公務預算難以滿足國

家公園永續發展的需求，則國家公園管理當局僅能轉以向市場尋求資

源的挹注，或是運用市場機制的方式，以創新財務的方式改善財政狀

況，這樣的轉變正在發生，而且未來將以更快、更明顯的態樣展現。 

二、從管制轉移到誘導 

    在上一個世紀，國家公園具備頗為有力的管理工具，包括： 

（一）直屬中央之管理處，專責國家公園之經營管理與服務，在地貼

近當地居民，具有溝通協調之機制，且可作為相關機關之整合平台。 

（二）各國家公園均配屬有國家公園警察大隊，因具有司法警察身分

，可行使對人、對物之強制處分等相關高權行政，對於行政刑法案件

，亦得就近處理，對於違法行為之具相當嚇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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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護利用管制原則，雖國家公園法陳舊，罰責過輕，然各國家

公園均在其由行政院核定的國家公園計畫內，訂有保護利用管制原則

，據以管理園區範圍內五類分區（一般管制區、遊憩區、史蹟保存區

、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土地的使用秩序及資源的取用，因該原

則具有強制力，是相關有效的管理工具。 

（四）各國家公園管理處對於所轄園區內的各種建築物均具有管理權

責，依據園區內環境承載力，管理土地上的建築物，此一建築物管理

的權力，是具高強度的管理工具。 

  不論是警察權、建管權、或是土地使用管理權，甚至是對特定行

為的禁止，均是以法治作為基礎，以強制的高權行政作為後盾，國家

公園管理當局均可以將違反者繩之以法。然而上一個世紀的強制管理

方式，往往招致當地住民的反彈，特別是臨近人類活動頻繁區域的國

家公園，如墾丁、陽明山及金門國家公園，園區內的住民，對於該等

高度的管制方式均多有怨言，認為該等管制措施已經影響其財產權並

帶來生活上的不便，因而常有希望劃出國家公園範圍的訴求，國家公

園反成為一種鄰避設施。 

  未來，此類「繩之以法」的管理方式可能會因管理成本過高且成

效不佳，而有所調整。特別是目前各國家公園對於範圍內的社區均進

行培力計畫，培養當地社區民眾具備推動生態旅遊的能力與意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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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國家公園範圍內及周邊社區民眾，均可感受到國家公園所帶來的影

響，並非只有管制，可能也是帶動經濟發展的推手，也就是以「誘之

以利」取代「繩之以法」的概念。國家公園管理當局並非執法的貓，

園區內及周邊的住民及原住民族更不是躱避取締的老鼠，而是國家公

園管理當局與住民及原住民族都是執法的貓，運用當地住民的力量以

及原住民族的傳統智慧，共同推動生態旅遊、協助守護山林。 

 

三、分工合作取代本位主義 

  目前國家公園範圍內往往存在數個管理單位，雖劃入國家公園範

圍內，仍面臨不同機關之業務權責。如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依森林法

之林地管理、經濟部礦務局依礦業法之礦業管理、行政院農委會依野

生動物保育法之野生動物保護區之管理、漁政及民宿管理等問題。其

雖同屬保護區系統，因其管制手段及適用法律差異，而有所不同，使

得國家公園土地利用與自然資源經營管理，經常面臨協調與妥協。國

家公園地區管理單位眾多，業務處理上，由於機關政策目標不同，在

政策管理上，經常面臨權責衝突的問題，在同一區域內設有 2個以上

之業管機關，其分工與權限劃分，時常陷入 3個和尚沒水喝的窘境。 

  未來，透過組織再造，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與未來的國家公園署

均納為環境資源部轄下，保護區相關業務將可獲得相當的整合，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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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業管機關轄區的重疊，短期內要將相關機關在組織編制上完全整

合，於法制上有相當的難度，所以在保護業務上協調與整合工作，就

是經營管理上的重點工作。國家公園管理當局必需扮演協調者及整合

者的角色，並且妥適運用現有的管理工具例如建管權與警察權，與其

他機關進行生態保育與環境保護的工作，不僅可以相互支援配合，減

少行政成本，而且更能降低事權不統一的負面效果以達成分工合作的

效果。 

 

四、徒法不足以自行 

    立法工作並非萬靈丹，更非所有的事情只要見諸法律文字即可自

動迎刃而解。政策問題除了要具備法源基礎外，相關的配套配施亦應

整體規劃，通盤考量，相關的人力、組織、經費、執行程序及宣導、

溝通等相關工作，缺一不可。如果單以見諸法律文字，則僅為象徵主

義、虛應故事的消極作法。本研究發現，原住民族基本法雖早已完成

立法程序，然其相關配套措施及子法，均未能完成具體可行之程序或

方案，使該法所欲達成之政策目標，諸如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規

定：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內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

育及學術研究，應諮詢並取得原住民族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

關利益。政府或法令限制原住民族利用原住民族之土地及自然資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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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與原住民族或原住民諮商，並取得其同意；第 22 條規定：政府

於原住民族地區劃設國家公園、國家級風景特定區、林業區、生態保

育區、遊樂區及其他資源治理機關時，應徵得當地原住民族同意，並

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其中徵得原住民族同意程序部分，迄

今仍未有具體可行之規範以供遵循，實。雖該法之落實，並非本研究

之範圍，然有感於國內諸多法律之立意雖高，惟良法美意仍須落實，

才能真正達成政策目標，否則均僅具宣示功能，而不具實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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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學理上的建議 

公共政策的研究自 1951年 H. D. Lasswell與 D. Lerner合編：《政

策科學：  範圍與方法的新近發展》（The Policy Scienc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cope and Method）提出政策科學一詞以來，即不斷

蓬勃發展，然而政策研究多年以來，均以國外的政策實務為研究對象

，在理論上及實務上的研案，本國案例始終難以得見深入且全面的分

析。有幸近年來諸多有識之士投入於本國政策分析，使得學習政策科

學的莘莘學子得以有感同深受的案例可茲研讀。個人有幸於 2010 年

因公奉派至英國政府學院（National School of Government 簡稱 NSG）

研習，期間有感於該國對於政策分析之深入，剖析之精闢，令人敬佩

。本研究嘗試以本國案例作政策分析，以個案性的方式，從歷史的時

間序列中，建構出完整的政策脈絡，得以對後續研究有所助益，希望

後起之秀能繼續投入本國政策研究，讓有志於政策科學的學子，有更

多可研讀的素材。 

 

二、實務上的建議 

（一）積極推動國家公園收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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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項政策首先要明確界定，國家公園收費並非為增加政府收入，

即使國家公園全面收費，也只佔國家公園年度預算 19 億 1 仟萬餘元

的 10.4％，並無法完全取代公務預算。因此，收費制度應先釐清政策

目標並非以增加國庫收入為主要目的，以價制量，降低遊憩所帶來的

生態干擾，才是收費制度的首要目標，財務收入只是次要目標。 

（二）積極劃設極需保育的區域為國家公園 

  儘速將棲蘭國家森林遊樂區（馬告）、蘭嶼及中央山脈 2500 公

尺以上高山劃為生態廊道區域，劃設為國家公園。然目前因諸多區域

均包括「原住民族地區」，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2 條規定，應徵

得當地原住民族同意，並與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機制等程序，然目

前原住民族委員會就相關徵詢機制，尚未完成具體明確可行的規定，

相關程序仍沒有推動的可能性。期望原住民族委員會能儘速協助釐清

徵詢原住民族部落或諮商運作機制，供相關機關遵循，以推動多項政

策。 

（三）推動生態旅遊與社區永續發展 

  國家公園具有吸引遊客的自然或人文環境的功能，如果與當地社

區結合，發展生態旅遊以促進當地居民經濟收入與生活品質，以自然

資源的永續利用為基礎的生態旅遊，應可成為妥適的發展策略，同時

也是增進國家公園管理效能的重要工具之一。生態旅遊雖不是萬靈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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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不失為邁向永續社會的一顆種籽。此外，國家公園管理當局，

亦應積極推動社區培力計畫，培育在地人才，使當地社區能夠有更多

權力和資源，並且有能力以承擔更多責任，例如協助社區居民成為在

地巡查員和解說員，由社區居民參與國家公園生態環境維護管理。 

（四）與原住民族共生共榮 

  過去有著許多原住民與保育機構，尤其國家公園之間的嚴重性衝

突，最主要原因便是在於當地原住民不但被排除於國家公園規劃與執

行工作之外，他們更因為這些國家公園的成立而在經濟、文化與傳統

資源使用活動上遭受莫大的限制。因此，將原住民族的意志納入經營

管理的一環並使之制度化，一方面可聽見他們的聲音，另一方面可以

貢獻他們的傳統生態知識，延續傳統自然資源使用方式，並確保他們

的文化延續。未來，希望國家公園管理當局與原住民族都是執法的貓

，建立夥伴的協力關係，一起守護山林。 

（五）整合保育管理平臺 

  國家公園管理當局如能積極的扮演協調者或是整合者的角色，並

且妥適運用現有的管理工具例如建管權與警察權，配合其他機關進行

生態保育與環境保護的工作，不僅可以降低事權不統一的威脅，更可

以達成分工合作的效果。 

（六）改善財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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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國家公園公務預算不足的問題，積極推動成立基金、研議土

地使用的回饋機制、尋求第 3 部門與具社會責任的企業合作的可能性

，積極尋找財源，補足公務資源的不足，畢竟政府財力有限而民力無

窮。未來國家公園的出路，有很大部份需要市場機制以及第三部門部

門的協助，以彌補國家財政的不足、人力的不足。 

（七）推動國家公園法修法工作 

  立法工作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環，目的在透過討論的過程，讓各

方利益、觀點整合成彼此都能接受的狀態，本是妥協的動態過程，在

追求最大共識的前提下，各方團體、國家機關均可在討論的過程中充

分表達立場，以達成共識進而形成政策。國家公園管理當局既有鑒於

國家公園法過於陳舊，不符合現況及當前的需要，即應全力推動立法

工作，排除一切立法阻力，整合各方利益，儘速完成立法程序，作為

管理當局的有效經營管理工具。 

（八）避開人類活動過多的聚落 

  國家公園範圍內對於土地的使用強度，具有相當嚴謹的規範，目

前對於非核心保育區的私有土地，政府考量財政因素，並無徵收的規

劃，對於人民土地的增加規範，限制其使用，本應謹慎而為，因此劃

設時即應予以避開。同時降低當地住民的不友善反應，對於非核心保

育區的土地管制，亦應考量當地住民的需求，對於其自然增加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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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給予最大的容許使用。此外，對於人類活動原本即已頻繁的區域

，應儘速檢討有無須要保育的對象，如沒有保育的對象，應儘速劃出

國家公園範圍，以減少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上的阻力。 

（九）積極鞏固核心保育區 

  國家公園既以生態保育為主要目標，對於核心保育區範圍內的私

有土地，必須嚴格管制其土地使用與變更，其功能類似於「時空膠囊

」。然而，因其管制強度極高而且變更可能性極低，事實上已經侵犯

人民的土地所有權，既然為達成生態保育的目標而必須讓人民有特別

的損失，國家公園管理當局，應積極取得該區域內的土地所有權，特

別補償土地所有權人的損失，以保障人民財產權利。 

（十）減少國家公園範圍內的工程 

  每個國家公園都擁有獨特的多樣性，在不違反國家公園設立宗旨

前提下，避免不必要之開發，降低營建施工量，維護國家公園之自然

環境，使生態永續不受破壞。國家公園管理當局為維護公共安全、解

說教育等考量，基於經營管理需求，興建必要之辦公處所或相關設施

，均應以現有、公有建築物進行改善，減少新建工程案，採取生態工

法及綠建築方式以達成節能減碳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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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展望 

一、策略的兩難 

未來是無法確定的，事實上很多策略都是為了因應當下的問題而

臨時做出許多小決策，最後累積成一個策略。策略必需在的不確定的

環境裡被決定，然而長遠的未來總是比近程的未來更難以確定。在悲

劇裡，英雄的隕落往往是因為傲慢：過度的驕傲與自信，會讓一個人

自以為他的成功是註定的、必然的、應得的。策略的悲劇也源自於同

樣的問題，執意把成功全都押注在今天的承諾能力上，不是代表對風

險的承受度很高，就是太傲慢了。面對環境的風險，要避免傲慢心態

，只有靠謙卑。我們必須要承認不管提出策略者有多強，都有預見不

到或控制不了的事情會超出掌握。如果策略以及那些製作策略的人，

都能避開傲慢的陷阱，讓謙卑成為主角。策略要有用，必須先從清楚

環境的不確定性開始，並了解這種不確定性會如何傷害我們的承諾能

力。換言之，策略一開始，應該先說明我們不知道的東西是什麼，而

不是我們要做什麼，因為成功的策略必須建立在不確定性上，而不是

不要管它。當這種不確定性非常大時，謙卑地承認自己智識有限顯得

格外的重要。向我們的處境低頭，並不意味我們的目標低人一等，向

多舛的命運低頭，還是能夠功成名就，只是用不同的方法來因應。同

樣的，以謙卑為基礎的策略，也可以成功，只是和傲慢的策略不太一

樣。謙卑的策略會是一個更好、更高明的方法（高子梅譯，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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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398）。的確，人類的智識有限，不可能全然掌握所有的不確定性

，人類的能力也有限，不可能全然改變環境。然而，就是因為能面對

自知的不足，才能謙卑的提出策略，縱然考量了所有應該考量的因素

，所提出的策略仍然不必然能夠成功。本研究考量的因素及範圍有限

，提供的策略是否能對國家公園的永續發展有所助益，有待後續的研

究者再予以評估。 

一項政策的決定，是沿、是革，必須視當時局勢而定，再好的政

策，如不能與時俱變，恐立意再佳，都成錯誤。例如，二次戰後，人

口的生育率高，因此民國 50、60年代推行 2個孩子恰恰好、1個孩子

不算少的人口政策。然如今臺灣的人口出生率降到全世界倒數第一名

，人口政策也已然大幅改變，提高出生率的政策刻不容緩。足見政策

係鑲嵌於時空環境，且應與時俱變的。 

 

二、對國家公園學的期待 

內政部長李鴻源 2013 年 4 月 4 日提出要推廣「國家公園學」的

看法27。這個說法抛出了一個「國家公園學」的概念。國家公園可以

被理解是一塊土地、一個生態系、一個保護區、一個休憩場所、一個

                                                 
27

 註：中央社 2013 年 4 月 4 日新聞。參考網址：

https://tw.news.yahoo.com/%E6%9D%8E%E9%B4%BB%E6%BA%90-

%E9%95%B7%E9%81%A0%E6%87%89%E6%8E%A8%E5%BB%A3%E5%9C%8B%E5%AE%B6%E5%85%AC%E5%9C%92%E5

%AD%B8-11542678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D%8E%E9%B4%BB%E6%BA%90-%E9%95%B7%E9%81%A0%E6%87%89%E6%8E%A8%E5%BB%A3%E5%9C%8B%E5%AE%B6%E5%85%AC%E5%9C%92%E5%AD%B8-11542678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D%8E%E9%B4%BB%E6%BA%90-%E9%95%B7%E9%81%A0%E6%87%89%E6%8E%A8%E5%BB%A3%E5%9C%8B%E5%AE%B6%E5%85%AC%E5%9C%92%E5%AD%B8-11542678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D%8E%E9%B4%BB%E6%BA%90-%E9%95%B7%E9%81%A0%E6%87%89%E6%8E%A8%E5%BB%A3%E5%9C%8B%E5%AE%B6%E5%85%AC%E5%9C%92%E5%AD%B8-1154267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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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的區域、也是一個制度、是一項政策，是一個空間規劃、是

一個對資源的經營管理系統、是一個人文社會的態樣，更是一個可以

從多元面向進行研究的主體。惟迄今仍尚未建立專業的學門教授國家

公園園，期待有跨越地理學、生物學、財政學、民族學、歷史學、企

業管理學、大地工程學等等學科界限有志之士，從跨學科的角度研究

國家公園，從更多元的角度，以環境為主角，加入更多的人文元素，

整合多個學科，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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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國家公園法修正草案 

2010年 4月 6日行政院審查通過後函送立法院審議版本 

國家公園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國家公園法自六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公布施行後，其條文內容迄九

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始公布第一次修正，該次修法目的係為使國家自然

公園取得設立之法律依據，爰修正第六條、第八條條文及增訂第二十

七條之一條條文，以新增「國家自然公園」方式，納入國家公園體系

，並規定其變更、管理及違規行為處罰，皆適用國家公園之規定。此

次修正其餘有關國家公園之規定，仍維持六十一年公布施行時之原條

文。 

為因應世界潮流、氣候變遷及國家公園經營管理所需，並為符合

行政程序法及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相關規定，現行規定仍有進

行全面檢討之必要。另為尊重原住民族文化、生活與傳統文化祭儀及

落實民眾參與機制，須增訂特別許可規定及園區民眾參加國家公園經

營管理諮詢會議之機制，並加強對國家公園之保護、利用及管制，適

度提高違反國家公園管制事項之處罰，以有效促進國家公園之經營管

理及達到生態保育之宗旨，爰擬具「國家公園法」修正草案，其修正

要點如下:  

一、 配合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規定，刪除設置國家公園計畫

審議委員會之文字，並修正國家公園計畫審查機制與事項。（修

正條文第四條） 

二、 增訂國家公園選定、勘查程序與其應辦理事項、國家公園計畫

書應載明事項、公開展覽及公開展示之規定。另為使各種行政

計畫內容間無扞格之情形，爰增訂有關計畫應配合核定實施之

國家公園計畫進行修正及調整。（修正條文第七條至第十二條） 

三、 增訂國家公園計畫辦理定期通盤檢討及為因應重大災害、國防

、公共安全、公共利益、資源保護、各機關及地方特殊需求得

隨時檢討變更之條件。（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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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增訂擬訂與核定細部計畫之程序、應載明事項及計畫變更準用

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五、 修正國家公園區域各分區之禁止、須經許可事項，並明定國家

公園區內原既有之土地使用及行為，得於各國家公園計畫保護

利用管制原則另訂定允許其使用及行為之項目。（修正條文第十

六條至第二十二條） 

六、 增訂園區民眾參與國家公園經營管理諮詢會議之機制，且當地

居民代表不得少於會議人數三分之一。（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七、 修正國家公園區域內撥用或徵收土地之規定，增訂生態保護區

、史蹟保存區、特別景觀區之私有土地，得優先編列預算辦理

徵收（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 

八、 增訂為尊重原住民族文化、生活與傳統祭儀，而得予特別許可

事項及核准方式。（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二條） 

九、 適度提高違反國家公園管制事項之罰責，以達到生態保育之宗

旨。（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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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章名新增。 

第一條 為永續保育國家特

殊景觀、生態系統，保存

生物多樣性及文化多元性

，並提供國民之育樂及研

究，特制定本法。 

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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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制定本法。 

國家公園之存在，象徵國家

天然資源之最佳利用及永續

保育。近年來地球暖化變遷

愈趨明顯，節能減碳運動風

起雲湧，益加凸顯設置國家

公園之重要性與意義。基於

此一信念背景，本次修法爰

開宗明義揭櫫三大面向，期

能藉此將本島中央生態廊道

系統、島周水域環境系統與

文化史蹟系統完整建立。 

 第二條 國家公園之管理，

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

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

定。 

一、本條刪除。 

二、難以期能藉由本條釐定

本法與其他法律適用之

優先順序，配合現行法

制體例，爰予刪除。 

第二條 本法主管機關為內

政部。 

第三條 國家公園主管機關

為內政部。 

條次變更，並依法制體例酌

作文字修正。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一、國家公園：指為永續

保育國家特殊景觀、

生態系統，保存生物

多樣性及文化多元性

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

究，經主管機關依本

法規定劃設之區域。 

二、國家自然公園：指符

合國家公園選定基準

而其資源豐度或面積

規模較小，經主管機

關依本法規定劃設之

區域。 

三、國家公園計畫：指供

國家公園整個區域之

保護、利用及發展等

經營管理上所需之綜

合性計畫。 

四、國家自然公園計畫：

第八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

下： 

一、國家公園：指為永續

保育國家特殊景觀、

生態系統，保存生物

多樣性及文化多元性

並供國民之育樂及研

究，經主管機關依本

法規定劃設之區域。 

二、國家自然公園：指符

合國家公園選定基準

而其資源豐度或面積

規模較小，經主管機

關依本法規定劃設之

區域。 

三、國家公園計畫：指供

國家公園整個區域之

保護、利用及發展等

經營管理上所需之綜

合性計畫。 

四、國家自然公園計畫：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係立法院九十

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三讀

修正通過第六條、第八

條及第二十七之ㄧ條，

經同年十二月八日總統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09900331461號令修正

，修法背景係為使國家

自然公園取得設立之法

律依據，增列國家自然

公園及國家自然公園計

畫之不同定義。 

 

一００.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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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供國家自然公園整

個區域之保護、利用

及發展等經營管理上

所需之綜合性計畫。 

五、國家公園事業：指依

據國家公園計畫所決

定，而為便利育樂、

生態旅遊及保護公園

資源而興設之事業。 

六、一般管制區：指國家

公園區域內不屬於其

他任何分區之土地及

水域，包括既有小村

落，並准許原土地、

水域利用型態之地區

。 

七、遊憩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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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史蹟保存區：指為保

存重要歷史建築、紀

念地、聚落、古蹟、

遺址、文化景觀、古

物而劃定及原住民族

認定為祖墳地、祭祀

地、發源地、舊社地

、歷史遺跡、古蹟等

祖傳地，並依其生活

文化慣俗進行管制之

地區。 

九、特別景觀區：指無法

以人力再造之特殊自

然地理景觀，而嚴格

限制開發行為之地區

。 

十、生態保護區：指為保

存生物多樣性或供研

究生態而應嚴格保護

之天然生物社會及其

生育環境之地區。 

 

指供國家自然公園整

個區域之保護、利用

及發展等經營管理上

所需之綜合性計畫。 

五、國家公園事業：指依

據國家公園計畫所決

定，而為便利育樂、

生態旅遊及保護公園

資源而興設之事業。 

六、一般管制區：指國家

公園區域內不屬於其

他任何分區之土地及

水域，包括既有小村

落，並准許原土地、

水域利用型態之地區

。 

七、遊憩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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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史蹟保存區：指為保

存重要歷史建築、紀

念地、聚落、古蹟、

遺址、文化景觀、古

物而劃定及原住民族

認定為祖墳地、祭祀

地、發源地、舊社地

、歷史遺跡、古蹟等

祖傳地，並依其生活

文化慣俗進行管制之

地區。 

九、特別景觀區：指無法

以人力再造之特殊自

然地理景觀，而嚴格

限制開發行為之地區

。 

十、生態保護區：指為保

存生物多樣性或供研

究生態而應嚴格保護

之天然生物社會及其

生育環境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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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家公園之選定、

設立、變更及廢止 

 章名新增。 

 

第四條 主管機關應遴聘（

派）有關機關代表、專家

、學者、熱心公益人士及

國家公園所在地方代表會

商審議下列事項： 

一、選定、設立或廢止國

家公園。 

二、劃定或變更其區域。 

三、國家公園計畫。 

四、國家公園事業。 

前項審議方式、程序

及其他運作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原住民族基本法施行

後，主管機關於原住民族

地區依第一項規定選定、

設立國家公園，應依該法

規定徵得當地原住民族同

意。 

第四條 內政部為選定、變

更或廢止國家公園區域或

審議國家公園計畫，設置

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委

員為無給職。 

 

一、主管機關為選定、設立

或廢止國家公園，劃定

或變更其區域，或審議

國家公園計畫相關案件

，而設置之國家公園計

畫委員會，係採與都市

計畫、區域計畫委員會

相同之合議審議機制，

以進行公開、公正及專

業之審議。惟依據中央

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有

關「除政策統合委員會

外，一律不稱委員會」

之規定，為維持原審查

機制規定之任務，第一

項爰作文字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授權主管

機關就審議機制另定法

規命令詳予規範，以明

其權責。 

三、為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

施行後，該法第二十二

條有關須徵得當地原住

民族同意及共同管理機

制之規定，爰增訂第三

項，規定主管機關於原

住民族地區選定、設立

國家公園，應依該法規

定徵得當地原住民族同

意。 

 第五條 國家公園設管理處

，其組織通則另定之。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中央行政機關組織

基準法第五條「不得以

作用法或其他法規規定

機關之組織」規定，爰

予刪除。 

第五條 國家公園之設立、

廢止及其區域之劃定、變

更，由主管機關報請行政

院核定後公告之。 

第七條 國家公園之設立、

廢止及其區域之劃定、變

更，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

核定公告之。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第一項「報請行政院核

定後，由主管機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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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修正本條。 

第六條 國家公園之選定基

準如下： 

一、具有特殊景觀，或重

要生態系統、生物多

樣性棲地，足以代表

國家自然遺產者。 

二、具有重要之文化資產

及史蹟，其自然及人

文環境富有文化教育

意義，足以培育國民

情操，需由國家長期

保存者。 

三、具有天然育樂資源，

風貌特異，足以陶冶

國民情性，供遊憩觀

賞者。 

合於前項選定基準而

其資源豐度或面積規模較

小，得經主管機關選定為

國家自然公園。 

依前二項選定之國家

公園及國家自然公園，主

管機關應分別於其計畫保

護利用管制原則各依其保

育與遊憩屬性及型態，分

類管理之。 

 

第六條 國家公園之選定基

準如下： 

一、具有特殊景觀，或重

要生態系統、生物多

樣性棲地，足以代表

國家自然遺產者。 

二、具有重要之文化資產

及史蹟，其自然及人

文環境富有文化教育

意義，足以培育國民

情操，需由國家長期

保存者。 

三、具有天然育樂資源，

風貌特異，足以陶冶

國民情性，供遊憩觀

賞者。 

合於前項選定基準而

其資源豐度或面積規模較

小，得經主管機關選定為

國家自然公園。 

依前二項選定之國家

公園及國家自然公園，主

管機關應分別於其計畫保

護利用管制原則各依其保

育與遊憩屬性及型態，分

類管理之。 

 

 

一、現行條文係九十九年十

一月十二日立法院三讀

修正通過第六條、第八

條及第二十七之ㄧ條，

經同年十二月八日總統

華總一義字第

09900331461號令修正

，修法背景係為使國家

自然公園取得設立之法

律依據。 

二、本條就國家公園選定基

準加以分級分類，而以

其資源豐度或面積規模

分成國家公園及自然公

園二級，另各自就其保

育、遊憩等主要特性、

資源條件與需求，分別

於保護利用管制原則分

類管理之。 

 

第七條 國家公園之選定，

應先就勘選區域內自然資

源及人文資料進行勘查並

製成報告後，作為國家公

園計畫之基本資料；其勘

查工作，必要時得委託學

術研究機構或專家學者辦

理。 

前項自然資源包括海

陸之地形、地質、氣象、

水文、動植物生態、特殊

景觀；人文資料包括當地

之社會、經濟與文化背景

、交通、公共與公用設備

 一、本條新增。 

二、為促使國家公園之設立

與審議程序更趨完整及

法制化，爰將本法施行

細則第二條移列提升至

本法，並酌作文字修正

，明定國家公園區域之

勘選程序及應勘選之項

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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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屬與使用現

況、文化資產及史蹟。 

前二項規定，於國家

公園之廢止或區域之變更

時，準用之。 

第八條 為勘定國家公園區

域，訂定國家公園計畫，

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機關

、學術研究機構必要時得

派員進入公私土地內實施

勘查或測量；勘查或測量

十日前，應將時間、地點

、可能損及農作物、竹木

或其他障礙物之名稱、拆

除日期及其他有關事項，

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或使用人。 

實施前項勘查或測量

致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之農作物、竹木或其他障

礙物遭受損失時，應予以

補償；其補償金額，由雙

方協議，協議不成時，由

勘查或測量機關（構）報

請主管機關核定之。 

依前項規定應交付土

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之補

償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依法提存： 

一、應受補償人拒絕受領

或不能受領。 

二、不能確知應受補償人

或其所在地不明。 

第十條 為勘定國家公園區

域，訂定或變更國家公園

計畫，內政部或其委託之

機關得派員進入公私土地

內實施勘查或測量。但應

事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

使用人。 

為前項之勘查或測量

，如使土地所有權人或使

用人之農作物、竹木或其

他障礙物遭受損失時，應

予以補償；其補償金額，

由雙方協議，協議不成時

，由其上級機關核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本條係將本法施行細則

第七條、第八條規定提

升納入本法，整合並酌

作文字修正，明定損害

保障之相關程序。 

三、第一項規定派員進入公

私土地內實施勘查或測

量，與有損害之虞之通

知及依行政程序法規定

之送達程序。 

四、第二項規定有致土地所

有權人或使用人損失時

，應即通知及進行損失

補償之協議程序。 

五、增訂第三項應交付土地

所有權人或使用人補償

金之提存條件。 

第九條 主管機關報請設立

國家公園，應擬具國家公

園計畫。 

國家公園計畫應以書

及圖呈現，其計畫書應載

明下列事項： 

一、計畫範圍與其現況及

特性。 

二、計畫目標及基本方針

。 

 一、本條新增。 

二、本法施行細則第三條規

定，主管機關報請設立

國家公園時，應擬具國

家公園計畫，而計畫內

容攸關人民之權利義務

，應於法律明定，故將

之移列提升至本法，文

字並酌作修正。 

三、第二項有關國家公園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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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區、保育、保存、

使用、建設、經營、

管理、事業計畫及經

費概算。 

四、保護利用管制原則。 

五、其他事項。 

國家公園計畫圖比例

尺不得小於五萬分之一。

但海域及特殊地區，不在

此限。 

畫應載明之各款事項，

係參酌目前各國家公園

計畫書實質內容修正，

其中第四款保護利用管

制原則，係為應實際經

營管理所需，並為分區

管制之執行依據。 

 

第十條 國家公園計畫擬訂

期間，應邀請專家、學者

、當地居民、人民團體及

機關等舉辦座談會或以其

他適當方式廣詢意見，並

作成紀錄，作為擬訂國家

公園計畫之參考。 

前項機關意見涉及行

政院已核定相關計畫之調

整者，主管機關應協商處

理；協商不成時，列為議

題並研擬處理方案，併同

作為審議國家公園計畫之

參考。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都市更新條例第十

九條規定，於本條規定

國家公園計畫擬訂過程

中應舉辦座談會，加強

民眾參與。 

三、主管機關對於相關主管

機關所提意見涉及行政

院已核定之相關計畫之

調整時，應進行業務協

商處理；協商不成時，

列為議題，並研擬處理

解決方案，併同參考審

議，避免競合及窒礙之

處。 

第十一條 國家公園計畫擬

訂後，應於所選定國家公

園區域所在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鄉（鎮、市

、區）公所，公開展覽三

十日及舉行說明會，並接

受人民、機關或團體於公

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

明姓名或名稱、地址及意

見，作為審議國家公園計

畫之參考。 

前項計畫之審議涉及

前條第二項議題者，應通

知權責機關列席說明，其

不同意審議結果時，由主

管機關將其意見併同國家

公園計畫審議結果，報請

行政院核定。 

 一、本條新增。 

二、國家公園計畫之範圍劃

設及內容，攸關人民權

利義務，為擴大公民參

與及促使國家公園之設

立與審議程序更趨完整

及法制化，以符合法律

保留原則，爰將現行國

家公園計畫通盤檢討作

業要點第九點，提升至

法律位階，並參考都市

計畫法第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新增公開展覽、

舉行說明會及提出意見

等參與方式，以期過程

更為公開完整，爰增訂

本條。 

三、第二項計畫之審議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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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已核定之相關開

發或建設計畫議題者，

應通知權責機關列席說

明，審議結果未能達成

協議致有部會機關間爭

議，由主管機關併同國

家公園計畫陳報行政院

核定，據以辦理後續公

告實施程序。 

第十二條 國家公園計畫經

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由主

管機關公告，並分別通知

有關機關及國家公園範圍

內之直轄市、縣（市）政

府及鄉（鎮、市、區）公

所公開展示三十日。 

前條第一項所定人民

、機關或團體提出之意見

，其審議結果，應登載於

政府公報、網際網路或以

其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國家公園計畫公告實

施後，在國家公園區域內

，已核定之開發計畫、建

設計畫、都市計畫及非都

市土地使用編定，應配合

國家公園計畫修正。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係將本法施行細則

第五條及區域計畫法施

行細則第十二條予以整

合後移列提升至本法，

並酌作文字修正，以達

到有效嚴密管制之目的

。 

三、第一項規定國家公園計

畫之公告及公開展示程

序。 

四、第二項係配合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第一項，明定

人民、團體或機關等所

提意見審議結果，配合

政府資訊公開並運用現

代科技，登載於政府公

報、網際網路，或以其

他適當方法廣泛周知。 

五、第三項規定係考量國土

計畫體系為都市計畫、

非都市及國家公園計畫

三大系統所架構，故國

家公園計畫公告實施後

，區域內之土地使用，

須依本法及國家公園計

畫予以嚴密管制，原由

都市計畫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而為相關管制區域

者，移由依國家公園計

畫管制，故應配合國家

公園計畫修正。 

六、國家公園計畫應經行政

院審查後而為最後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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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國家公園計畫公告

實施後，前經行政院核

定開發或建設之其他計

畫，均請配合修正之。 

第十三條 國家公園計畫公

告實施後，主管機關應每

五年通盤檢討一次，並作

必要之變更。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隨時檢討變

更之： 

一、發生或避免重大災害

。 

二、基於國防、公共安全

或重大公共利益之需

要。 

三、新發現具文化資產、

物種保護價值或其他

配合資源保護之需要

。 

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

或縣(市)之重大計畫

，經主管機關認有必

要。 

前項國家公園計畫之

變更，準用第七條、第八

條、第十條至前條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規定事項原定於本

法施行細則第六條，因

攸關人民權利義務，為

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爰

提升至本法，並參考都

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有

關迅即變更規定，明定

國家公園計畫公告實施

後應為通盤檢討，以及

為重大災害、國防、公

共安全、公共利益得隨

時檢討變更之條件。 

三、生態保育為國家公園之

核心價值，考量在現有

保育分區管制下，如發

現具保存價值之文化資

產、具保護價值新物種

或其他有配合資源保護

之需要，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得主動通知主管

機關或主管機關隨時啟

動個案變更機制，檢討

變更國家公園計畫，以

落實生態保育核心價值

，爰訂定第一項第三款

。 

四、有關對於主管機關得隨

時檢討變更之情形之ㄧ

為基於國防、公共安全

或公共利益之需要，其

中公共利益之需要定義

未明，實有大開後門之

嫌等質疑，查公共利益

係指涉民生大計案件，

須依法定程序陳報核定

，屬稀有例外，仍須保

留，以備不時之需，爰

修正為重大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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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不必要之疑慮。 

五、有關個案變更規定，明

定為重大災害、國防、

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才

得為變更之條件，為維

持計畫之安定性，參酌

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

規定增列為配合中央、

直轄市或縣(市)之重大

計畫經主管機關認為有

必要者，以應各機關及

地方之特殊需求。 

第三章 國家公園保護、利

用及管制 

 章名新增。 

第十四條 國家公園得按區

域內現有土地利用型態及

資源特性，劃分下列各區

管理之： 

一、一般管制區。 

二、遊憩區。 

三、史蹟保存區。 

四、特別景觀區。 

五、生態保護區。 

第十二條 國家公園得按區

域內現有土地利用型態及

資源特性，劃分左列各區

管理之： 

一、一般管制區。 

二、遊憩區。 

三、史蹟保存區。 

四、特別景觀區。 

五、生態保護區。 

條次變更，序文酌作修正。 

 

第十五條 國家公園管理處

得依國家公園計畫擬訂一

般管制區或遊憩區細部計

畫，辦理公開展覽三十日

，併同人民、機關或團體

之書面意見及處理意見，

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其公

開展覽及公開展示程序，

準用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

規定。 

前項細部計畫，應載

明下列事項： 

一、計畫範圍、現況及特

性。 

二、計畫目標。 

三、土地使用管制、交通

系統、公共設施、環

境景觀、經營管理及

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四、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規定事項原定於各

國家公園計畫保護利用

管制原則中，因細部計

畫與主要計畫，均涉及

人民權利義務，為符合

法律保留原則且為促使

國家公園一般管制區或

遊憩區開發之程序更趨

完備周延，爰明定一般

管制區或遊憩區應擬訂

細部計畫與其計畫內容

要項、公開展覽、計畫

核定、公開展示及變更

時準用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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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環境影響說明。 

六、其他事項。 

前二項規定，於細部

計畫變更時，準用之。 

第十六條 一般管制區及遊

憩區內，禁止為下列事項

： 

一、勘採礦物或土石。 

二、原有工廠之設備擴充

、增加或變更使用。 

三、污染水質、空氣或土

地。 

四、焚燬草木或引火整地

。 

五、獵捕野生動物。 

六、採集野生植物或菌類

。 

七、將車輛開進規定以外

之地區。 

八、加刻文字或圖形於樹

木、岩石或標示牌。 

九、任意拋棄果皮、紙屑

或其他污物。 

十、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

之事項。 

為因應緊急災害而採

取之必要行為，或為重大

公共利益需要並經主管機

關會同有關機關許可者，

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十三條 國家公園區域內

禁止左列行為： 

一、焚燬草木或引火整地

。 

二、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

。 

三、污染水質或空氣。 

四、採折花木。 

五、於樹木、岩石及標示

牌加刻文字或圖形。 

六、任意拋棄果皮、紙屑

或其他污物。 

七、將車輛開進規定以外

之地區。 

八、其他經國家公園主管

機關禁止之行為。 

一、條次變更。 

二、一般管制區與遊憩區屬

國家公園之緩衝區，其

管制密度較低，除特定

禁止事項或須經許可方

得為之事項外，其餘事

項並不受限制。爰訂定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九款

之禁止事項。另同項第

十款規定主管機關得視

資源保育所需，依總量

管制原則，為新增公告

禁止事項，例如公告禁

止於遊憩區內指定之商

店攤販區以外之地區設

立攤位或流動兜售販賣

貨物，以進行分區之使

用密度及頻度之經營管

理。 

三、配合國家公園永續保育

政策，爰將勘採礦物或

土石、原有工廠設備擴

充、增加或變更等二款

禁止行為，並調整現行

條文各款款次。 

四、有關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三條第十二款已對「獵

捕」加以定義，爰修正

第五款文字為「獵捕動

物」。另參酌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將現行條

文第四款「採折花木」

修正為「採集野生植物

或菌類」，列為第六款

。 

五、增列第二項，明定為因

應緊急災害而採取之必

要行為，或為重大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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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需要並經主管機關

會同有關機關許可者，

不受第一項禁止規定之

限制。 

第十七條 一般管制區及遊

憩區內為下列事項，應經

國家公園管理處之許可： 

一、公共建設、道路、橋

樑之建設或拆除。 

二、公私建築物之建造或

拆除。 

三、纜車等機械化運輸設

備之興建。 

四、水面、水道之填塞、

改道或擴展。 

五、海底地形或地貌之改

變。 

六、水域、土地之開墾或

變更使用。 

七、溫泉水源之利用。 

八、廣告、招牌或其他類

似物之設置。 

九、垂釣魚類或放牧牲畜

。 

十、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

之事項。 

 

第十四條 一般管制區或遊

憩區內，經國家公園管理

處之許可，得為左列行為

： 

一、公私建築物或道路、

橋樑之建設或拆除。 

二、水面、水道之填塞、

改道或擴展。 

三、礦物或土石之勘採。 

四、土地之開墾或變更使

用。 

五、垂釣魚類或放牧牲畜

。 

六、纜車等機械化運輸設

備之興建。 

七、溫泉水源之利用。 

八、廣告、招牌或其類似

物之設置。 

九、原有工廠之設備需要

擴充或增加或變更使

用者。 

十、其他須經主管機關許

可事項。 

前項各款之許可，其

屬範圍廣大或性質特別重

要者，國家公園管理處應

報請內政部核准，並經內

政部會同各該事業主管機

關審議辦理之。 

一、條次變更。 

二、一般管制區或遊憩區屬

國家公園之緩衝區，相

較於國家公園之其他核

心保護分區，既存之居

民活動及土地使用需求

較高，為保障區內居民

生活權益兼顧國家公園

生態保育之目的，宜容

許有限度的低度開發，

採取許可制，為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九款之許可

，並由主管機關依同項

第十款規定，視資源保

育所需，依總量管制原

則，為新增公告許可事

項，進行分區之使用密

度及頻度之經營管理。 

三、為明確釐清一般管制區

、遊憩區可為之事項，

在前條禁止及本條各款

規定內之須經許可事項

外，自可為一般之合法

行為。 

四、配合海洋國家公園之實

際需求，增訂修正條文

第五款。 

五、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款

及第九款因與國家公園

設立目的有違，故移列

為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之禁止項目

。 

六、因本條與修正條文第十

九條、第二十條規定之

行為，須經國家公園管

理處許可始得為之，其

行為均有屬範圍廣大或

性質特別重要之可能，



21世紀臺灣國家公園發展策略之分析 

28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爰將現行條文第二項移

列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併予規範。 

 

第十八條 史蹟保存區、特

別景觀區或生態保護區內

，禁止為下列事項： 

一、公共建設、公私建築

物或道路、橋樑之興

建。 

二、纜車等機械化運輸設

備之興建。 

三、勘採礦物或土石。 

四、水域、土地之開墾或

變更使用。 

五、溫泉水源之利用。 

六、海底地形或地貌之改

變。 

七、污染水質、空氣或土

地。 

八、原有工廠之設備擴充

、增加或變更使用。 

九、焚燬草木或引火整地

。 

十、獵捕野生動物、垂釣

魚類或放牧牲畜。 

十一、採集野生植物或菌

類。 

十二、廣告、招牌或其他

類似物之設置。 

十三、將車輛開進規定以

外之地區。 

十四、加刻文字或圖形於

樹木、岩石或標示

牌。 

十五、任意拋棄果皮、紙

屑或其他污物。 

十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

告之事項。 

為因應緊急災害而採

取之必要行為或供公共安

全、重大公共利益、公園

管理上特殊需要，經主管

第十六條 第十四條之許可

事項，在史蹟保存區、特

別景觀區或生態保護區內

，除第一項第一款及第六

款經許可者外，均應予禁

止。 

 

一、條次變更。 

二、考量史蹟保存區、特別

景觀區及生態保護區為

國家公園最重要之核心

保護區域，其相關管制

較一般管制區及遊憩區

嚴格，故於般管制區及

遊憩區禁止及須經許可

之事項，於核心保護區

域內則均列為禁止之事

項。另為免掛漏，規定

得由主管機關依修正條

文第一項第十六款規定

，視資源保育所需，為

新增公告禁止事項，以

為嚴密周延之經營管理

。 

三、如為因應緊急災害而採

取之必要行為或供公共

安全、重大公共利益或

公園管理上特殊需要不

受第一項禁止規定之限

制者，僅限於第一款至

第五款為限；程序上簡

化為經主管機關許可，

但影響重大者，主管機

關仍應報請行政院核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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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許可者，不受前項第

一款至第五款規定之限制

。但影響重大者，主管機

關應報請行政院核准。 

第十九條 史蹟保存區內，

因學術研究、文化資產保

存或公園管理上之特殊需

要，經主管機關許可，得

為下列事項： 

一、各類文化資產之修復

或再利用。 

二、遺址之調查、研究或

發掘。 

三、原有建築物之修繕、

重建或拆除。 

四、原有地形、地物之人

為改變。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

之事項。 

 

第十五條 史蹟保存區內左

列行為，應先經內政部許

可： 

一、古物、古蹟之修繕。 

二、原有建築物之修繕或

重建。 

三、原有地形、地物之人

為改變。 

一、條次變更。 

二、為使史蹟保存區內須經

許可之事項，其範圍及

內容明確，使主管機關

未來於許可時有所憑據

，爰於序文中明定該等

許可事項係因學術研究

、文化資產保存或國家

公園管理上有特殊需要

者。 

三、配合史蹟保存區之定義

及文化資產之相關經營

管理方式，修正第一款

文字。 

四、配合海洋國家公園未來

之實際需求，並參酌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第

二款有關遺址係包含陸

地與水下之遺物和遺跡

之定義，爰增列第二款

，其後款次遞移。 

五、由於世界環境保育及人

文史蹟保存永續研究發

展日新月異，國家公園

保護利用型態可配合其

發展而為經營管理之彈

性調控，故增列第五款

，俾因應後續之變化。 

 

第二十條 特別景觀區或生

態保護區內，因學術研究

、解說教育、公共安全或

公園管理上之特殊需要，

經國家公園管理處之許可

，得為下列事項： 

一、引進外來動、植物。 

二、採集標本。 

三、使用農藥。 

四、文化、生態體驗解說

第十七條 特別景觀區或生

態保護區內，為應特殊需

要，經國家公園管理處之

許可，得為左列行為： 

一、引進外來動、植物。 

二、採集標本。 

三、使用農藥。 

一、條次變更。 

二、為使特別景觀

區或生態保護

區內須經許可

之事項，其範

圍及內容明確

，使主管機關

未來於許可時

有所憑據，爰

於序文中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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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原有建築物之修繕、

重建或拆除。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

之事項。 

 

該等許可事項

係學術研究、

解說教育、公

共安全或公園

管理上有特殊

需要者。 

三、配合本條序文之修正，

增訂第四款，明定於上

開區域內為文化、生態

體驗解說者，須經國家

公園管理處之許可後為

之。 

四、生態保護區及特別景觀

區內既有建築物之修繕

、拆除及重建，均須經

國家公園管理處許可後

始能施作，以保護上開

區域之環境及景觀，爰

增訂第五款。 

五、由於世界環境保育及人

文史蹟保存永續研究發

展日新月異，國家公園

保護利用型態可配合其

發展而為經營管理之彈

性調控，故增訂第六款

，俾因應後續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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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生態保護區應

優先於公有土地內設置。 

生態保護區內除土地

所有權人、公有土地管理

經營機關所屬人員外，非

經國家公園管理處之許可

，不得進入。 

第十八條 生態保護區應優

先於公有土地內設置，其

區域內禁止採集標本、使

用農藥及興建一切人工設

施。但為供學術研究或為

供公共安全及公園管理上

特殊需要，經內政部許可

者，不在此限。 

 

第十九條 進入生態保護區

者，應經國家公園管理處

之許可。 

一、本條係由現行條文第十

八條及第十九條合併

修正。 

二、生態保護區環境敏感度

高，基於該分區劃設之

目的，進出該區域需進

行一定程度之管理。惟

區內之土地所有權人、

公有土地管理經營機關

所屬人員為管理土地亦

有進出該區域之需要，

故規範相關排除及簡化

程序，以兼顧國家公園

與土地管理者雙方經營

管理之業務需求。未來

並將透過生態保護區內

各權責機關定期業務協

商合作機制，以有效整

合區內公有土地之經營

管理。 

第二十二條 國家公園區內

既有之土地使用及行為，

得於國家公園計畫保護利

用管制原則另定允許使用

項目及行為，不受第十六

條至第二十條規定之限制

。 

 一、本條新增。 

部分地區在國家公園計畫發

布實施前即有民眾居住，

或為特定之土地利用型態

，國家公園計畫雖於擬訂

之始即有考量將其劃設為

適當分區納入管制，惟相

關之管制仍會使部分既有

土地利用型態或民眾行為

受到限制，故增訂本條允

許得為既有之土地利用、

民眾行為。但考量各國家

公園相關樣態因地而異，

故授權各國家公園管理處

於其計畫書中之保護利用

管制原則規範，俾供民眾

有所依循。 

 第二十條 特別景觀區及生

態保護區內之水資源及

礦物之開發，應經國家

公園計畫委員會審議後

，由內政部呈請行政院

核准。 

一、本條刪除。 

二、按修正條文第十八條已

就史蹟保存區、特別景

觀區或生態保護區內之

禁止事項予以明列，並

規定有為因應緊急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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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採取之必要行為，或

為重大公共利益需要，

經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

許可者，得例外不受原

禁止規定之限制。故有

關特別景觀區或生態保

護區內之管制事項，自

應依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之規定處理，本條故刪

。 

第二十三條 依第十七條、

第十九條、第二十條規定

申請許可時，應檢附有關

興建或使用計畫，並詳述

理由及預先評估環境影響

。 

依第十七條及第二十

條規定申請許可項目屬範

圍廣大或性質重要者，國

家公園管理處應提報主管

機關審議許可。 

第一項之興建或使用

計畫，其須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許可者，應由各該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主管

機關辦理。 

第一項許可之申請、

應檢具之文件、審核方式

、撤銷與廢止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針對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第十九條、第二十條

應經許可事項之申請程

序予以規範。 

三、修正條文第十七條及第

二十條規定申請許可項

目屬範圍廣大或性質特

別重要者，因影響重大

，規範國家公園管理處

應提報主管機關審議許

可方得為之。 

第四章 國家公園經營管理  章名新增。 

第二十四條 國家公園管理

處應定期召開國家公園經

營管理諮詢會議，徵詢當

地居民代表、當地民意機

關、當地行政機關、保育

團體、專家學者、相關機

關意見，作為經營管理之

參考。 

前項出席會議當地居

民代表，不得少於會議人

數三分之一。 

 一、本條新增。 

二、國家公園為國土計畫體

系中之國土保育地區，

其經營管理事項涉及層

面複雜，包括當地原住

居民之權益，因此需要

更為廣泛之參與結構，

提供建言，爰仿效美、

日制度，擴大參與層面

；其要旨在提供建言，

廣納意見供執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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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有原住民族居住之國

家公園，國家公園管理

處為執行國家公園計畫

及經營管理事項，自宜

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

十二條及原住民族地區

資源共同管理辦法規定

，徵詢原住民族意見，

爰增列徵詢原住居民代

表意見之規定。 

四、為增加居民參與管理處

經營管理機制，增列第

二項規定出席會議當地

居民代表不得少於會議

人數三分之一。 

 

第二十五條 國家公園事業

，由主管機關依據國家公

園計畫決定之。 

前項事業，由國家公

園管理處執行，必要時得

經主管機關許可，由地方

政府、公營事業機構或公

私團體，在國家公園管理

處監督下投資經營，並收

取一定費用；其申請資格

、申請與審核程序、監督

管理、收費、獎勵、撤銷

、廢止許可或代管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第十一條 國家公園事業，

由內政部依據國家公園計

畫決定之。 

前項事業，由國家公

園主管機關執行，必要時

，得由地方政府或公營事

業機構或公私團體經國家

公園主管機關核准，在國

家公園管理處監督下投資

經營。 

一、條次變更。 

二、國家公園管理處係執行

管理之機關，爰將第二

項前段之「國家公園主

管機關」修正為「國家

公園管理處」，以明權

責。後段規定事項原定

於本法施行細則第九條

中，為符合法律保留及

授權明確之原則，爰提

升至法律位階並明確其

授權。 

第二十六條 國家公園區域

內，為實施國家公園計畫

所需要之公、私有土地，

得依法申請撥用或徵收。 

生態保護區、史蹟保

存區、特別景觀區之私有

土地，得優先編列預算辦

理徵收。 

 

 

第九條 國家公園區域內實

施國家公園計畫所需要之

公有土地，得依法申請撥

用。 

前項區域內私有土地

，在不妨礙國家公園計畫

原則下，准予保留作原有

之使用。但為實施國家公

園計畫需要私人土地時，

得依法徵收。 

一、條次變更。 

二、將現行條文第一項及第

二項整併，並配合修正

條文第二十二條增訂國

家公園計畫發布實施前

，既有行為之規範，爰

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前

段。 

三、增列生態保護區、史蹟

保存區、特別景觀區之

私有土地，得優先編列

預算辦理徵收，以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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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時居民特別犧牲

補償機制之要求並顧及

政府財政負擔。 

 

第二十七條 學術機構得在

國家公園區域內從事科學

研究，並應先將研究計畫

送請國家公園管理處同意

及受監督；其同意程序、

監督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一條 學術機構得在

國家公園區域內從事科學

研究。但應先將研究計畫

送請國家公園管理處同意

。 

 

一、條次變更。 

二、為規範區內相關科學研

究申請流程及研究成果

權利義務關係，避免研

究成果衍生商業化之行

為，故須另為訂定監督

辦法加以規範，以資周

延。 

第二十八條 國家公園管理

處為發揮國家公園教育功

效，應視實際需要，置專

業人員，解釋天然景物及

歷史古蹟等，並提供所必

要之服務及設施。 

第二十二條 國家公園管理

處為發揮國家公園教育功

效，應視實際需要，設置

專業人員，解釋天然景物

及歷史古蹟等，並提供所

必要之服務與設施。 

條次變更，文字酌作修正。 

 

第二十九條 國家公園事業

所需費用，在政府執行時

，由公庫負擔；公營事業

機構或公私團體經營時，

由該經營人負擔。 

政府執行國家公園事

業所需費用之分擔，經主

管機關審議後，報請行政

院核定。 

主管機關得接受人民

或團體為國家公園之發展

所捐獻之財物及國家公園

範圍內土地。 

第二十三條 國家公園事業

所需費用，在政府執行時

，由公庫負擔；公營事業

機構或公私團體經營時，

由該經營人負擔之。 

政府執行國家公園事

業所需費用之分擔，經國

家公園計畫委員會審議後

，由內政部呈請行政院核

定。 

內政部得接受私人或

團體為國家公園之發展所

捐獻之財物及土地。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未修正。 

三、第二項及第三項，配合

修正條文第二條及第四

條之規定，酌作文字修

正。 

第三十條 國家公園區域內

自然資源、環境之保護及

違反國家公園法令有關事

項，由國家公園警察協助

執行或處理。 

前項國家公園警察協

助執行或處理違反國家公

園法令有關事項，受各國

家公園管理處就其主管業

務之指揮、監督。 

 一、本條新增。 

二、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二十

餘年來，推動生態保育

成果卓著，除國家公園

管理處業務相關人員努

力外，國家公園警察之

嚴格執行公權力更是功

不可沒。 

三、配合內政部警政署國家

公園警察大隊組織條例

第二條及第三條規定，

並考量實務上警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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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各種專業警察在治

安秩序維護任務分工已

另有相關機制而為規範

，明定定國家公園警察

應執行之勤務及與國家

公園管理處之關係。 

第三十一條 原住民族地區

經劃設為國家公園者，其

經營管理，應以尊重原住

民族傳統文化及生活型態

為原則，兼顧環境資源保

育。 

 一、本條新增。 

二、按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規定，政府應尊

重原住民族選擇生活方

式、習俗、服飾、社會

經濟組織型態、資源利

用方式、土地擁有利用

與管理模式之權利。爰

配合上開規定增訂本條

，以示對於原住民族傳

統文化及生活型態之尊

重，並兼顧環境資源保

育。 

第三十二條 原住民族地區

經劃設為國家公園者，國

家公園區域內之原住民族

基於傳統文化、祭儀，有

為傳統農業耕作方式、獵

捕或採集一定數量且非屬

營利性質之野生動物、野

生植物或菌類及其他經主

管機關公告禁止事項之需

要者，得經國家公園管理

處會同有關機關許可後為

之。 

前項許可事項之性質

重大者，國家公園管理處

應報經主管機關會同有關

機關核准。 

 

 一、本條新增。 

二、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

九條規定，原住民基於

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

，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

法從事相關非營利行為

，爰增訂本條。 

三、國家公園係以生態系及

生物多樣性為保育核心

價值與標的，相關傳統

農業耕作方式、獵捕或

採集一定數量且非屬營

利性質之野生動物、野

生植物或菌類等例外許

可事項，為尊重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權責需由

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有

關機關許可之，又為妥

慎，該事項如屬性質重

大者，國家公園管理處

應報請主管機關會同有

關機關核准。 

 

第五章 罰則  章名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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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於史蹟保存區

、特別景觀區或生態保護

區內，違反第十八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八款規定之

一者，處新臺幣八萬元以

上四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其情節重大

致引起嚴重損害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

以下罰金。 

於前項各區域內，違

反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九款

至第十一款規定之一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於第一項各區域內，

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十

二款至第十六款規定之一

者，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

三千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 

第二十四條 違反第十三條

第一款之規定者，處六

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五條 違反第十三條

第二款、第三款、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四款、第六款、第九款

、第十六條、第十七條

或第十八條規定之一者

，處一千元以下罰鍰；

其情節重大，致引起嚴

重損害者，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

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六條  違反第十三條

第四款至第八款、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五款、第

七款、第八款、第十款

或第十九條規定之一者

，處一千元以下罰鍰。 

一、按現行條文第十三條有

關國家公園區域內之禁

止行為，並未就國家公

園不同分區另作特別規

範，又現行條文第二十

四條至第二十六條亦分

別就違反國家公園禁止

事項與史蹟保存區、特

別景觀區及生態保護區

內，應經許可之事項者

，予以處罰。惟修正條

文第十六條至第二十條

業就國家公園各分區之

禁止事項及應經許可事

項分別規定，爰將現行

條文第二十四條至第二

十六條之相關罰責，分

別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三

十三條至第三十六條規

範。 

二、由於史蹟保存區、特別

景觀區及生態保護區為

國家公園嚴格保護之核

心區域，為排除許可行

為外之干擾危害，爰處

以高額罰鍰；對違反規

定屬情節重大致引起嚴

重損害者，輔以刑罰相

關規範，以收嚇阻效果

。 

三、行政作用法中刑罰之除

罪化雖為目前之法制政

策，惟國家公園內之史

蹟保存區、特別景觀區

及生態保護區內，擁有

環境敏感指標性之核心

保護標的，部分珍稀資

源一旦遭受破壞將有不

可回復性；加以有些違

法行為(如特殊林木之

盜伐、動物之獵捕)，

其利益遠高本法相關行

政罰鍰規定，故為因應

第三十四條 於史蹟保存區

內，違反第十九條各款規

定之ㄧ，或於特別景觀區

、生態保護區內，違反第

二十條各款規定之ㄧ者，

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其情節重大致引起

嚴重損害者，處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

金。 

第三十五條 於一般管制區

或遊憩區內，違反第十六

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

、第十七條第一款至第七

款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

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三十六條 於一般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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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或遊憩區內，違反第十六

條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款

、第十七條第八款至第十

款規定之一者，處新臺幣

六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民間保育團體建議應藉

由刑罰嚇阻相關行為之

發生，故仍維持現行刑

罰之規定，以達到保護

國家公園珍稀資源之目

的。 

四、本法修正案原係為加強

對國家公園之保護、利

用及管制，且為因應「

罰金罰鍰提高標準條例

」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九

日總統令廢止，爰適度

提高罰則，並統一以新

臺幣為裁罰單位，以收

嚇阻效果，相關罰則訂

定原則如下： 

（一）第三十三條第一項之

罰則，對於違反第十

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八款規定係參酌都

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

規定，都市計畫範圍

內土地或建築物之使

用，或從事建造、採

取土石、變更地形處

其土地或建築物所有

權人、使用人或管理

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之

規定，考量國家公園

核心保護區應具有更

積極之保護價值，爰

予提高而酌定。 

（二）第三十三條第二項之

罰則違反第十八條第

一項第九款至第十一

款規定之一者，參酌

違反第一款至第八款

之罰則依比例原則酌

定。 

（三）第三十三條第三項之

罰則，參酌森林法第

五十六之三條規定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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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折花木，或於樹木、

岩石、標示、解說牌

或其他土地定著物加

刻文字或圖形，處新

臺幣一千元以上六萬

元以下罰鍰之規定而

酌定。 

（四）第三十四條之罰則，

考量其對於核心保護

區之侵害程度參酌前

開罰則規定，依比例

原則訂定刑罰之徒刑

。 

（五）第三十五條之罰則，

因一般管制區、遊憩

區內之違規行為其罰

鍰不應高於核心保護

區，爰參酌第三十三

條規定之罰則依比例

原則酌定。 

（七） 第三十六條之罰則

，參酌第三十三第三

項規定而酌定。 

 

第三十七條 違反第二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未經許可

進入生態保護區者，處新

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 

第二十六條  違反第十三條

第四款至第八款、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五款、第

七款、第八款、第十款

或第十九條規定之一者

，處一千元以下罰鍰。 

一、本條係自現行條文第二

十六條後段移列。 

二、本條係規範未依規定申

請許可程序而擅自進入

生態保護區之情形，而

課以行政罰鍰。 

第三十八條 違反本法之事

項，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

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違反國家公園之事

項，各目的事業機關主

管法律（例如森林法、

野生動物保育法、廢棄

物清理法等），裁罰輕

重不一，為避免各該法

律究屬特別法或普通法

，適用上發生裁罰競合

之爭議，爰參考消費者

保護法第六十一條及電

信法第六十八條第四項

有關其他法律有較重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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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定時，從其規定之體例

，增列本條，以其處罰

較重之法律裁罰。 

第三十九條 違反本法規定

，經依第三十三條至第三

十六條規定處罰者，並得

命其回復原狀，其損害部

分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

有重大困難者，應賠償其

損害。 

第二十七條 違反本法規定

，經依第二十四條至第二

十六條規定處罰者，其損

害部分應回復原狀；不能

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

困難者，應賠償其損害。 

前項負有恢復原狀之

義務而不為者，得由國家

公園管理處或命第三人代

執行，並向義務人徵收費

用。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配合現行條文第

二十四條至第二十六條

條次之變更，酌作文字

修正。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之內容

業於行政執行法及相關

法規中規範，爰予以刪

除。 

四、本條所稱損害，係指國

家公園欲保護之標的價

值、數量受到損害之謂

，例如生態保護區欲保

護之特殊物種、特定景

觀區域保護之特有景觀

、史蹟保存區欲保護之

古蹟。如有發生上開損

害，是否有致不能回復

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

難之程度，則依個案認

定之。 

第六章 附則  章名新增。 

第四十條 本法修正施行前

已取得礦業權者，符合原

核准條件，且在礦業權核

准期限屆滿前，得繼續開

採，不受第十六條第一項

第一款及第十八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之限制。但不

得展延期限。 

 一、本條新增。 

二、按礦業法第三十一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礦業

權展限之申請，如係設

定礦業權後，有新增該

法第二十七條第六款依

其他法律禁止探、採礦

之地域之情事者，主管

機關得駁回礦業權展限

之申請。同條第二項規

定，如依前開規定駁回

礦業權展限之申請，有

致礦業權者受有損失者

，礦業權者得就原核准

礦業權期限內已發生之

損失，向限制探、採者

，請求相當之補償。 

三 、為落實國家公園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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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保育政策，修正條文第

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

已明定禁止於國家公園

內勘採礦物或土石，惟

為保障區內現有業者既

有礦業權，且考量原核

礦業權內容，除訂有期

限外，尚有開採高度等

其他限制，爰明定允許

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取得

礦業權者，在符合原核

准條件，且在礦業權核

准期限屆滿前，得繼續

開採。礦業權核准期限

屆滿後，即依上開礦業

法之規定，不許礦業權

展延期限。 

四、明文規定礦業權不得展

延期限，以臻明確。 

 第二十八條  本法施行區域

，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一、本條刪除。 

二、本法在實際執行上，並

無由行政院另定施行區

域之必要，爰刪除本條

。 

第四十一條 國家自然公園

之變更、管理及違規行為

處罰，適用國家公園之規

定。 

第二十七條之ㄧ 國家自然

公園之變更、管理及違

規行為處罰，適用國家

公園之規定。 

條次變更。 

 

第四十二條 本法施行細則

，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九條 本法施行細則

，由內政部擬訂，報請行

政院核定之。 

條次變更，文字酌作修正。 

 

第四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日

施行。 

第三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

行。 

條次變更，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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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資源部國家公園署組織法草案(行政院版本)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環境資源部為辦理國家公園及濕

地業務，特設國家公園署(以下簡稱本

署)。 

本署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國家公園、濕地保育政策、制度之

規劃及推動。 

二、國家公園法、濕地保育法規之研擬

、修訂及闡釋。 

三、國家公園、濕地區域範圍之選定、

劃定、變更、廢止。 

四、國家公園、濕地保育計畫之審核、

督導及推動。 

五、國家公園環境景觀、建築風貌、設

施維護等工程之審核、督導及推動

。 

六、國家公園環境教育、人才培育訓練

、解說服務與生態旅遊之審核、督

導及推動。 

七、國家公園自然資源或人文資產之調

查、研究、審核、督導及推動。 

八、全國公園綠地政策研議及規劃。 

九、其他有關國家公園及濕地事項。 

本署之權限職掌。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

十三職等；副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

十二職等。 

本署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

。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

十一職等。 

本署幕僚長之職稱及官職等。 

第五條 本署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國

家公園管理處。 

本署依職掌所設次級機關之名稱及職掌。 

第六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

另以編制表定之。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

制表定之。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

定之。 

本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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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資源部國家公園署組織法草案（朝野協商版本）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環境資源部為辦理國家公園及濕

地業務，特設國家公園署(以下簡稱本

署)。 

本署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第二條 本署掌理下列事項： 

一、國家公園、濕地保育政策、制度之

規劃及推動。 

二、國家公園法、濕地保育法規之研擬

、修訂及闡釋。 

三、國家公園、濕地區域範圍之選定、

劃定、變更、廢止。 

四、國家公園、濕地保育計畫之審核、

督導及推動。 

五、國家公園環境景觀、建築風貌、設

施維護等工程之審核、督導及推動

。 

六、國家公園環境教育、人才培育訓練

、解說服務與生態旅遊之審核、督

導及推動。 

七、國家公園自然資源或人文資產之調

查、研究、審核、督導及推動。 

八、全國公園綠地政策研議及規劃。 

九、其他有關國家公園及濕地事項。 

本署之權限職掌。 

第三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

十三職等；副署長二人，職務列簡任第

十二職等。 

本署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

。 

第四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

十一職等。 

本署幕僚長之職稱及官職等。 

第五條 本署為應轄區業務需要，得設各

國家公園管理處及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

。 

        前項位於原住民族地區之管理處

，其預算員額中具有原住民族身分者不

得低於六分之一。但現有員額未達比例

者，俟非原住民族公務人員出缺後再行

進用。 

本署依職掌所設次級機關之名稱及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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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

另以編制表定之。 

本署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

以編制表定之。 

第七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

定之。 

本法之施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