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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旅遊地核心準則」—
以東北角暨宜蘭海岸之「永續旅遊」為例
Northeast Coast and Yilan Coast Introduce “Core Guidelines
for Green Tourism Destinations”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陳美秀 1、林佳鋒 2,*、陳福隆 3
Mei-Hsiu Chen1, Chia-Feng Lin2,*, Fu-Lung Chen3

摘要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參加由全球綠色組織舉辦「2016 全球百大綠
色旅遊地選拔」，在全球 150 件參賽案件中脫穎而出成為百大景點，於 2016 年 9 月 28
日於斯洛維尼亞接受頒獎。這是管理處繼 2014 年獲選 World Travel and Tourism Council
（WTTC）明日旅業目的地大獎後，再度獲得世界性觀光組織的肯定，讓世界再次看見台
灣。本項全球百大綠色旅遊地獎項選拔活動，目標是尋找「努力」邁向永續目標的旅遊目
的地。評選標準以五個永續指標：一、自然與景觀；二、環境與氣候；三、文化與傳統；
四、住民與接待；五、旅遊地的永續管理。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五項「旅遊地的永續管理」，
期望經營者能努力平衡旅遊目的地在地經濟、生態環境與社會文化的發展，從「在地」出
發，與全球永續思維接軌。
關鍵詞：綠色旅遊地、永續旅遊、綠色觀光、生態旅遊、環境教育

Abstract
Out of the 150 e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Northeast and Yilan Coast National Scenic Area
has been selected by Sustainable Destinations Top 100 held by the global major green tourism
organizations. Representatives of Northeast and Yilan Coast National Scenic Area Administration,
Tourism Bureau, Ministry of and Communications (NEYC) received the prize in Slovenia on
September 28, 2016. This is the latest world-class acknowledgement that NEYC has received since
the Northeast and Yilan Coast National Scenic Area was awarded with the Tourism for Tomorrow
Awards by the World Travel and Tourism Council in 2014. Sustainable Destinations Top 100 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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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iscover tourist spots that are devoted to becoming sustainable destinations. Its assessment was
made by five categories, nature and landscape,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ulture and traditions,
people and hospitality,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rough
this certification, it hopes that any operators manage a tourist spot can try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boosting local economy and retaining the place’s natural ecology and local culture.

Key words: green destinations, sustainable tourism, green tourism, ecotourism,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壹、前言
2015 年 9 月聯合國第 70 屆大會宣布，將 2017 年訂為「國際永續旅遊發展年」
（International Year of Sustainable Tourism for Development），交通部觀光局（2018）
奉行政院於 2018 年 1 月 4 日核定，「開拓多元市場、活絡國民旅遊、輔導產業轉型、
發展智慧觀光及推廣體驗觀光」等五大行動計畫綱領，都是台灣在國際間積極落實發
展、推動永續觀光的體現。
特別是在陸客減量下，台灣的觀光產業目前正面臨巨大轉型，如何落實 Global
Sustainable Tourism Council（GSTC）揭櫫的 4 個基準：落實永續目的地管理、對當地
社區經濟利益、社區

旅客及文化、環境等之利益最大化及負面衝擊最小化（交通部

觀光局，2018）。為能客觀有效地發展永續旅遊，特啟動本次研究。

貳、研究範圍與目的
一、研究範圍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Northeast and Yilan Coast National Scenic
Area Administration，以下簡稱 NE 風管處）轄區劃設於 1984 年 6 月 1 日，為台灣第
一個成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行政區域涵蓋新北市及宜蘭縣（含龜山島）共 2 區 4 鄉鎮，
海岸線 102.5 公里，總面積 17,130 公頃（陸域面積 12,325 公頃，海域 4,805 公頃，如
圖 1）。

二、研究目的
NE 風管處為求永續經營並與國際接軌，上網研究發現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宣布 2017 年為國際永續旅遊發展年，全球綠色組織紛紛加入永
續旅行的推廣活動。
在歐洲，綠色旅遊目的地（Green Destination）基金會總部設在荷蘭，擁有 36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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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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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處轄區範圍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合作夥伴，遍及全球 36 個國家。主持綠色旅遊目的地認證，遵循全球永續旅遊準則的
認證操作工具，提供參與會員一個綠色管理系統，輔助參與者按部就班地針對社區
旅遊區域的現況，建立具在地性的永續管理機制。
該基金會邀集國際永續旅行協會（Sustainable Travel International）、亞洲生態旅
遊聯盟（Asian Ecotourism Network）等夥伴，紛紛參與「2016 全球百大綠色旅遊地選
拔」（2016 Green Destinations Top 100），因此 NE 風管處參與本次選拔，可系統性的
重新檢視管理作為，發展綠色觀光。

參、綠色旅遊地核心準則
一、綠色旅遊地 5 大指標內容
本項全球百大綠色旅遊地獎項選拔活動，目標是尋找努力邁向永續目標的旅遊目
的地。評選標準以 5 個永續大項為主要指標：（一）自然與景觀、（二）環境與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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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與傳統、（四）住民與接待、（五）旅遊地的永續管理。其中最重要的是
第五項「旅遊地的永續管理」，期望經營者能努力平衡旅遊目的地在地經濟、生態環
境與社會文化的發展，從「在地」出發，與全球永續思維接軌。

二、綠色旅遊地 15 項核心準則
綠色旅遊地核心準則為：（一）永續發展統籌者、（二）觀光策略、（三）自然保育、
（四）動物道德倫理、（五）風景和景觀、（六）廢水處理、（七）廢棄物減量、（八）
減少化石燃料需求、（九）保存文化遺產、（十）無形資產、（十一）人權保障、（十二）
在地居民參與觀光、（十三）推廣在地產品、（十四）健康與安全問題防治、（十五）
無障礙空間等 15 項落實於永續旅遊工作中，其核心準則及內容如表 1。
表1

綠色旅遊地核心準則一覽表

項目

內容

（一）永續發展統籌者

被賦予永續觀光景點發展實行責任及職權之人。

（二）觀光策略

觀光目的地有針對重要議題之最新、公開、多年的觀光發展政策或策略。

（三）自然保育

實施自然環境、棲息地、物種以及生態系的保護。解決自然退化問題。

（四）動物道德倫理

有效監控為了觀光發展使用之動物，以確保不必要的受苦、病痛以及死亡。

（五）風景和景觀

保護自然及鄉村風光；避免景觀退化和都市擴張。

（六）廢水處理

實施有規劃及規定的廢水處理方式，將對人民及環境的影響降到最低。

（七）廢棄物減量

減少、分類並回收固態廢棄物，設定各目標量，尤其是針對塑膠廢棄物減量。

（八）減少化石燃料需求

對減少化石燃料的需求有明確的方法及獎勵，並鼓勵使用再生能源。

（九）保存文化遺產

實施有規劃之文化資源保護、真實以及美的呈現。

（十）無形資產

尊重及保護無形的文化遺產及在地生命和文化。

（十一）人權保障

觀光地區對於保護人民不受到商業、性別或任何方式的剝削，有確切的解決方案。

（十二）在地居民參與觀光

在地居民定期參與有關觀光發展機會、挑戰和永續經營之討論。

（十三）推廣在地產品

支持觀光相關之在地技術、生產者及提供服務者；推廣在地永續產品。

（十四）健康與安全問題防治

犯罪、安全及健康問題之防治。

（十五）無障礙空間

在不破壞環境的前提下，針對身障者提供適當的便利措施。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肆、綠色旅遊地核心準則之導入
綠色旅遊地核心 15 項準則已於前節提出，以下按照 15 項準則一一說明。

一、永續發展統籌者
機關負責人處長陳美秀，行政管理中心設於新北市貢寮區福隆里興隆街 36 號，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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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風景區規劃、建設與經營管理，並分設龍洞、福隆、大里、宜蘭四管理站及三處遊
客中心（如圖 2）。

圖2

NE 風管處永續旅遊實踐團隊組織編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主要永續任務如下：
（一）觀光資源之調查、規劃、開發、保育及特有生態、地質、景觀與水域資源之維
護事項。
（二）風景區計畫之執行、公共設施之興建與維護事項。
（三）遊憩類公共設施及陸域、水域遊憩活動之管理與鼓勵公民營利事業機構投資興
建經營事項。
（四）各項建設之協調及建築申請案件之會辦事項。
（五）環境衛生之維護及污染防治事項。
（六）旅遊秩序、安全之維護及管理事項。
（七）旅遊服務及解說事項。
（八）觀光遊憩活動之推廣事項。
（九）對外交通之聯繫配合事項。
（十）其他有關風景區經營管理事項。

二、觀光策略
交通部觀光局於 2015 年成為 GSTC 組織會員，並於 2017 年在東北角指導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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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系統中執行 GSTC 認證。NE 風管處舉辦了 16 小時永續發展培訓課程，邀請了
GSTC 總經理及多位台灣永續旅遊專家設計課程，現在正在制定永續指導培訓的方針。
NE 風管處另外正開始與在地產業合作的專案，並建立一個更加友善和永續發展的
旅遊計畫。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發展策略包含地質公園形塑、主題度假休閒、文化
櫥窗建構等，期能藉由優質廊道規劃，串連起新北市、宜蘭縣以及東北角暨宜蘭海岸
國家風景區等地方特色景點，並透過完善的規劃降低對環境負面影響衝擊，達到兼顧
環境保育及永續經營管理之目的。
NE 風管處期望打破既有傳統的觀光旅遊模式，創造新型態之多元深度旅遊，藉此
突顯東北角地區豐富自然景觀及文化特質，逐步建構出未來 30 年「東北角國際海岸旅
遊新亮點」。3 大計畫目標如下及圖 3。

（一）展演東北角（display NE coast）
東北角蘊涵豐富自然地理資源，應加以調查並透過環境教育、地質旅遊以及珍貴
資源保護等方式，在有限度開發的前提下展演大自然的真實面貌。

（二）走讀東北角（experience NE coast）
藉由整體自行車道規劃結合直鐵觀光擴大東北角旅遊圈，可利用多元交通運具體
驗東北角各式風情，配合數位科技導覽系統建置提升旅遊服務品質。

圖3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NE 風管處永續觀光策略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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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索東北角（discovery NE coast）
整合現有漁業活動及海上休閒活動，發展在地文化體驗遊程，透過當地導覽人員
培訓亦可活絡社區動能（圖 4）。應推行村落巷弄閒置空間營造、牽罟傳統捕魚活動
再現、漁村特色民宿輔導等，鼓勵居民參與重新找回灣澳村落的活力。

圖4

全球永續旅遊標準培訓計畫於 NE 風管處舉辦合影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三、自然保育
管理處為進行自然環境、棲地保護及解決自然退化工作，主要分陸、海域管理作
為，並以法令限制、保護區劃定、生態區復育等政策手段為主，茲分述如下。

（一）陸域部分
法令公告，制定「發展觀光條例」以執行陸域保護工作，民眾若破壞自然資源得
依 62 條規定處以新台幣 50 ~ 500 萬元罰鍰。
1. 保護區劃定
宜蘭區域靠近沿海地區有 2 處野生動物保護區及 1 處台灣沿海保護區，分別為蘭
陽海岸保護區、蘭陽溪口水鳥保護區及無尾港水鳥保護區，亦有效保護生態自然資源
及棲地保護工作。
2. 龜山島
定義為生態島，每日登島以四時段分流，每時段不超過 450 人，每年 12 月起到隔
年 2 月底則全島封閉，禁止遊客登島，讓島上生態系統休養生息，並於島上積極復育
台灣百合，以解決自然退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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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域部分
1. 法規限制
有鑑於流刺網對於海洋生態係大小魚皆全面捕撈，新北市於 2012 年公告新北市貢
寮區距岸 3 浬海域禁止使用多層（含 2 層）刺網漁具採捕水產動植物及有關限制事宜。
2. 保護區劃定
漁業署發給貢寮區漁會專用漁業權執照，輔導該會建立入漁規章，並由在地漁民
及社區居民成立巡守隊進行海、陸域自主管理，以排除不當漁撈行為對當地生態造成
的影響。另外縣市政府亦在轄區劃定貢寮、頭城、蘇澳漁業資源保育區共 3 處，以保
護漁業資源。
3. 卯澳漁業示範區
貢寮區卯澳灣從獲農委會漁業署劃定為全國唯一「栽培漁業示範區」，展開為期
4 年計畫，預計每年投入新台幣 1.2 億元經費，委託學術單位研究在地物種資源，並孵
育及放流苗種，以海為田，永續經營漁業資源。

四、動物道德倫理
NE 風管處沒有使用動物作為觀光使用，為了避免區內動物資源受自然及人為活動
的影響而產生變化，有下列調查及監測工作：
（一）蒐 集 已 往 文 獻 及 建 立 全 區 的 地 理 資 料 庫， 結 合 於 地 理 資 訊 系 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中，進而建立監測的模式，得以掌握陸域生態資源的
環境變化。
（二）每年協助各學術單位進行生態調查工作，如協助學術單位登龜山島進行生物採
捕及學術研究工作，至今已完成「琉球狐蝠食性與植物物候之研究」、「台灣
宜蘭縣珊瑚生殖之研究」、「台灣狐蝠棲地利用研究」、「台東大武苗圃越冬
蝴蝶谷蝶類生態研究」、「龜山島沿岸藤壺多樣性調查計畫」等計畫，提供研
究成果供管理處作為後續經營管理之參考。
（三）配合政府法規「野生動物保育法」、「發展觀光條例」及其他涉及動物保護規定。
（四）區內開發工程審慎評估所造成的利弊得失，以符合「永續經營」的環境與資源
之規劃與管理策略。
（五）嚴格取締捕獵、毒魚及炸魚等非法之行為。
（六）製作解說摺頁、解說牌及警告牌等各項宣傳，以教育大眾正確保育自然生態環
境的觀念，並加強環境之維護管理。
（七）每二、三年委託各專業機構進行調查及檢討，如 NE 風管處於 2015 年委託特有
生物研究保育中心，進行生態調查，調查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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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哺乳動物
計 7 目 11 科 21 種，其中包括台灣獼猴、台灣刺鼠、台灣管鼻蝠及黃胸管鼻蝠等 4
種特有種，台灣鼴鼠、穿山甲、鼬獾、白鼻心、麝香貓、食蟹獴等 3 種珍貴稀有保育類，
蝙蝠則多達 10 種，可為當地物種多樣性之族群。
2. 鳥類資源
計 19 科 28 種，其中包括五色鳥、台灣藍鵲、小彎嘴、大彎嘴、繡眼畫眉、台灣
畫眉、台灣紫嘯鶇等 7 種特有種，大冠鷲、鳳頭蒼鷹、松雀鷹、台灣畫眉等 4 種珍貴
稀有保育類。
3. 兩棲類資源
6 科 14 種，其中包括盤古蟾蜍、台北樹蛙、褐樹蛙、面天樹蛙、斯文豪氏赤蛙等
5 種特有種。
4. 爬蟲類資源
計 6 科 10 種，其中包括斯文豪氏攀蜥、翠斑草蜥、泰雅鈍頭蛇等 3 種特有種。
5. 蝴蝶類資源
計 5 科 95 種，其中包括鹿野波紋蛇目蝶、達邦波紋蛇目蝶等 2 種特有亞種，尤其
達邦波紋蛇目蝶數量不多，顯見本區為良好的蝴蝶熱點。
6. 螢火蟲資源
計 1 科 4 屬 8 種，其中包括黑翅螢、紅胸黑翅螢等 2 種特有種，其數量豐富，極
具推廣潛力。
7. 鳴蟲類資源
計 2 目 4 科 19 種，其中包括小蟪蛄、黑翅草蟬、台灣騷蟬等 3 種特有種，且數量
眾多，幾乎以齊唱方式出現，極適合發展鳴蟲體驗活動。

五、風景和景觀資源
NE 風管處轄內資源豐富，為了有效保護轄區內之自然資源及鄉村風光，避免景觀
退化和都市擴張，透過都市計畫、風景區整體綱要計畫降低環境衝擊、駐警隊巡查取
締等方式進行有效管制。

（一）以都市計畫進行管制
1. 劃設環境敏感地區，落實國土保育與管理。
2. 配合流域綜合治理計畫，進行土地使用規劃與檢討。
3. 加強海岸地區管理，因應氣候變遷與防災。
4. 確保農地總量，並維護糧食生產環境。
5. 整合產業發展需求，提升產業發展競爭力。
6. 檢討各級土地使用計畫，促使產業土地活化與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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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落實集約城市理念，促進城鄉永續發展。
8. 擬定都會區域及特定區域計畫，促進跨域資源整合。

（二）執行風景區觀光整體綱要計畫降低環境衝擊
由表 2 可見，轄區包含生態、地質、景觀、海域、人文各種資源，種類相當豐富
多元。
表2

風景及景觀資源一覽表

區位

資源特色

龍洞遊憩系統

地質、浮潛、潛水、獨木舟、攀岩、步道健行

福隆遊憩系統

古蹟、沙灘、特色便當、海鮮美食、燈塔、沙雕、露營、騎單車

草嶺山系遊憩系統

古蹟、古道健行、濕地賞鳥

大里遊憩系統

古道、漁港風情、廟宇、單面山、衝浪、海鮮美食、飛行傘、步道健行

龜山島遊憩系統

火山、賞鯨豚、舊軍事設施、人文史蹟、步道健行

宜蘭濱海遊憩系統

濕地、沙丘、沙灘、漁港風情、廟宇、騎單車、賞鳥、海鮮美食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為了建構優質的觀光發展方案，NE 風管處於 2012 年訂定「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
家風景區觀光整體綱要計畫」，依循該計畫規範，以降低對環境負面影響衝擊，達到
兼顧環境保育及經濟開發平衡之目的。

（三）透過駐衛警察隊巡查取締保護自然資源
若有民眾不遵守規定，NE 風管處編制駐衛警察隊，其主要任務係觀光資源與特有
生態、地質、景觀及水域資源之巡查、違規取締、告發事項。對違規案件採「勸導為主、
取締為輔」執行方式，開立改善通知單並通知行為人限期改善後，拒不改善者予以告
發。

六、廢水處理
區分為一般據點及大型遊憩據點，其廢水處理設施分述如下。

（一）一般據點
轄區據點多用歷史建築物改造，且位處偏鄉，並無衛生下水道連接，面對此項挑
戰，NE 風管處在據點設有簡易汙水處理槽，每隔半年將水肥就近運送至四季灣汙水處
理廠處理，並未將轄區內汙染運離造成其他區域汙染，可將觀光活動產生之汙染降至
最低，據點放流水皆符合環保署放流水排放標準及環境監測（詳表 3 至表 5）。

（二）遊憩據點
鼻頭、鹽寮、福隆遊憩系統皆設有汙水處理設施，並委由民間專業廠商代為操作，
據點放流水皆符合環保署放流水排放標準及環境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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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流水環保署排放標準表

適用範圍

項目

最大限值

備註

餐飲業、觀光旅館（飯店）、
遊樂園（區）

生化需氧量

50

化學需氧量

150

懸浮固體

50

餐飲業、觀光旅館（飯店）之單純泡湯廢水，符合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規定者，放流
至該溫泉泉源所屬之地面水體，僅水溫須符合本標
準之管制限值。

大腸桿菌群

300,0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表4
採樣日期

福隆海水浴場水質實際檢測結果

大腸桿菌群（CFU/100mL） 腸球菌群（MPN/100mL）

分級

2016/07/31 ~ 2016/08/01

550

< 10

優良

2016/06/26 ~ 2016/06/27

< 10

< 10

優良

註：CFU = colony-forming unit; MPN = most probable number。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表5
測站名稱

鹼值（PH）

2016 第 1 季 NE 風管處轄區各項水質監測表

溶氧（電極法）
鎘（mg/L）
（mg/L）

銅（mg/L）

鋅（mg/L）

鉛（mg/L）

汞（mg/L）

龜山島

8.1

6.7

< 0.0001

0.0002

0.0045

0.0001

< 0.0003

得子口溪口

8.1

6.8

< 0.0001

0.0004

0.0048

0.0003

< 0.0003

蘭陽溪口

7.9

7.5

0.0004

0.0045

< 0.0001

< 0.0003

新城溪口

8.1

6.5

0.0002

0.0052

< 0.0001

< 0.0003

蘇澳港

8.1

6.5

0.0003

0.0072

0.0008

< 0.0003

0.00001
< 0.0001
0.00002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七、廢棄物減量：
NE 風管處廢棄物減量主要分為清淨家園計畫及廢棄物資源回收等，分述如下。

（一）清淨家園計畫
全球氣候變遷造成強降雨增加，導致山區崩塌、漂流木大量增加，且民眾環保意
識不足，隨意拋棄垃圾，皆造成 102.5 公里海岸線垃圾不斷產生，超過公部門清理能量，
因此我們利用公部門及民間力量共同合作，以下列方式進行。
1. 淨海
NE 風管處定期舉辦淨海活動，以 2015 年 6 月 6 日為例，於龍洞灣海洋公園海域
辦理「2015 東北角海好友您淨海活動」，現場邀請各單位約 170 人踴躍參與，進行海
岸及海底清潔，希望能提升民眾愛護海洋意識外，並呼籲大家要愛護我們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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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淨灘
藉由學校、企業及社會組織申請淨灘活動，共同維護 NE 風管處轄區環境清潔。
2014 年辦理淨灘活動，計 31 場，動員 1,949 人，清理 10 噸；2015 年度辦理淨灘活
動，提高至 60 場，動員 2,612 人，清理 15 噸海漂垃圾；2016 年更提高至 82 場，動員
10,978 人，除了有效減少海灘垃圾避免海洋生物誤食外，也宣導民眾勿隨意拋棄垃圾，
尤其是塑膠製品。
3. 漂流木清理
有販售價值的木材將由林務單位標售，無價值之木材則公告開放民眾撿拾，民間
大多做為木材雕刻材料或水族造景材料，公告撿拾期間過後，再由管理處清運回收處
理，經處理後可做為登山步道的墊料使用。另外運用民間農業資材再生公司，處理海
岸線漂流木清理回收再利用，每年約有 650 公噸。

（二）廢棄物資源回收
1. 設置廢棄乾電池回收桶及日光廢棄燈管集中點回收。
2. 實施垃圾費用隨袋徵收，年度目標垃圾減少量為 1/2，實際統計每日垃圾量由近
7 噸降低至 3 噸，以達目標管理量，且回收量與垃圾量達 1：1，最終由專業環
保清潔隊集中處理（圖 5）。

圖5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NE 風管處垃圾量與資源回收量年度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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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減少化石燃料需求
NE 風管處在減少化石燃料需求方面，分成四個層面進行，分述如下。

（一）鼓勵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1. 為推動綠色觀光，減少碳排放量，結合鐵路、公車及自行車等載具推出「台灣
好行─黃金福隆線」，鼓勵遊客減少開車旅遊。
2. 營造自行車定點旅遊風氣，避免遊客開車到多個旅遊點移動，同時完成自行車
專用道規劃及建設，提供舒適與安全的旅遊環境。
3. 配合各項行銷活動辦理，提供接駁公車接駁遊客，減少遊客開車之頻率。
尤其在黃金福隆線政策推動面，NE 風管處依據交通部觀光局訂頒「台灣好行景點
接駁旅遊服務計畫」以明確的政策補貼經費、開發套裝遊程及將其公車站由原有的 9
個站點擴增至 11 個景點，新增了「黃金瀑布」、「南雅南新宮」2 大站點，更推出 6
款中、英、日、韓旅遊套票，並前進上海及香港國際旅展行銷，有效提高國際知名度。
黃金福隆線從 2011 年 6 月營運以來累計至 2016 年 12 月底共超過 127 萬搭乘人數，
以黃金福隆線行駛路程 50 公里計算，迄今減少碳排放量達 13,272 公噸（表 6）。

（一）營造舒適自行車環境
2015 年啟用「自行車環島 1 號線」，主線全長約 968 公里，在 NE 風管處轄區則
有 6 條自行車道，長度近百公里，在沿線適當地點均設置自行車專用標誌、標線，清
楚地導引民眾進行騎乘，於轄區沿線設置 5 處補給站（福隆、石城、大里、外澳、永
鎮等），貼心提供騎士休息與補給。
其中舊草嶺隧道環狀線最為知名且遊客最多，全長 2,167 公尺的「舊草嶺隧道」

表6

各種交通工具環保署公告碳排放標準表
實驗室數值

運具別

用電量
市區燃油效率
（km/L）

耗油率

耗電量

（kwh/km）

（L/km） （kwh/km）

單位里程

每百公里

碳排放係數

碳排放量

（gCO2/km） （kg/100km）

9.20

0.109

－

－

256.5

25.7

18.61

0.054

－

－

126.8

12.7

－

－

0.107

0.125

77.7

7.8

21.00

0.048

－

－

112.4

11.2

電動機車

－

－

0.024

0.0316

19.7

2.0

大眾運輸工具 市區公車

－

－

－

－

47.7

4.8

傳統引擎汽車
四輪車

汽油油電混合車
純電動汽車
汽油引擎機車

二輪車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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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9 年正式開放，即便冬季下雨亦不受影響，1984 年遊客人次約為 8 萬人次，至
2016 年遊客人次激增至 25 萬 1,410 人次，以自行車帶動低碳觀光風潮，達到永續發展
觀光資源的多元價值。

（二）漂流木回收再利用
1. 2016 宜蘭瘋創意
做法為結合國內外藝術家、學生及社區，利用以海漂垃圾再生「瘋創意」理念，
辦理裝置藝術地景活動，避免因觀光活動新增碳排放。
2. 原木再生緣木雕展示館
於福隆遊客中心設立漂流木展示館，管理處撿拾漂流木後請木雕大師雕刻而成，
忠實呈現自然環保再生的精神。

（三）減少水、電、油、紙等浪費
NE 風管處除了減少用油（石化燃料排放）之外，每年針對用電、用水、用紙量亦
有顯著貢獻，年度減少目標 1%，目前皆大幅超前目標，其 2016 年度與 2011 年度比較
如表 7。
表7

管理處水、電、油、紙用量比較表

項目

2011 年

2016 年

減少

用電量

456,668 度

330,027 度

27.7%

用水量

6,007 度

2,770 度

53.9%

用油量

44,686 公升

36,414 公升

18.5%

用紙量

42 箱

37 箱

11.9%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四）建築物節能減碳
為響應國際節能減碳趨勢，NE 風管處建築工程以綠建築手法進行設計並取得候選
綠建築證書，力求以與環境共生共存之態度辦理地方建設，並以作為區域綠建築標的
建設為未來執行目標。

九、保存文化遺產
本風景區重要文化遺產以草嶺古道、舊草嶺隧道、吳沙墓及鹽寮抗日紀念碑為代表。

（一）舊草嶺隧道
1. 日據時代時建造之火車隧道，全長 2,167 公尺，NE 風管處將舊隧道結合歷史、
文化、觀光等面向活化為自行車隧道，並於在 2007 年 8 月 10 日開放，成為熱
門的自行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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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E 風管處並訂有「舊草嶺隧道」古蹟管理維護計畫，並組成設施維護小組定期
召開會議，妥善保護文化資源。
3. 文化資源保護管理包含古蹟苔蘚、白華、攀附性樹根清除及不定期委由專業團
隊進行非破壞性檢測，以瞭解古蹟內部結構，有效減緩古蹟風化及保護觀賞遊
客之遊憩安全。
4. 「舊草嶺自行車隧道及環狀線」參加有全球觀光界「諾貝爾獎」之稱的「2015
明日旅業大獎」（Tourism for Tomorrow Awards），於全球 57 個國家及地區，
計 158 件申請中，入圍「目的地獎」（Destination Award）之殊榮，是台灣第一
個，也是亞洲唯一入圍此一獎項的單位。

（二）草嶺古道
全長 8.5 公里，約於 1784 ~ 1799 年開闢，當時為行旅來往台北、宜蘭地區的重要
道路，沿途之「虎字碑」、「雄鎮蠻煙碑」及「跌死馬橋」等古蹟，在 NE 風管處的
管理及維護下，成為一條古意盎然的大眾健行步道。

（三）貢寮地區的水梯田文化
貢寮地區的水梯田文化以龍崗社區保存地最為完整，是典型的梯田聚落。在龍崗
里這裡的水梯田，沒有農藥及化學肥料，不但讓種出來的稻米及蔬菜乾淨又健康，同
時保有良好的棲地環境以及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四）澳底的仁和宮
位於澳底的仁和宮啟建於 1854 年至今已有 180 多年歷史，主祀天上聖母，是貢寮
唯一濱海的媽祖廟。每年農歷 3 月 16 日廟方舉辦媽祖遶境，十分盛大，有時還會舉行
過火儀式，場面熱鬧滾滾，可說是當地年度最大的盛事。

（五）吳沙墓
為清代開墾台灣宜蘭的先賢吳沙之墳墓，1985 年公告為直轄市定古蹟，現今仍受
到完整保存。

（六）鹽寮抗日紀念碑
為 1895 年日本接收台灣之部隊首先登陸的地點，日治時期在此興建「北白川宮征
討紀念碑」，之後為紀念台灣民主國抵抗日本之歷史，在 1975 年改建為「鹽寮抗日紀
念碑」，經 NE 風管處妥善保存，目前為重要觀光景點。

十、無形資產
本風景區地方信仰主要為玉皇上帝、媽祖信仰，還有「搶孤」、「牽罟」等特殊
活動。

（一）牽罟
1. 亦即曳地網，為先民最早發明的網具，也是台灣古老的捕魚方式之一，用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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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先民移墾奮力與自然搏鬥的情形及展現團隊合作之精神。漁民在團結合作下
的鼎力相助、漁獲量分攤，甚至具有和平處世及人情稠濃的哲理，人文色彩高
於經濟之考量。
2. 此項捕魚文化已逐漸沒落，NE 風管處積極協助地方，結合路跑活動辦理牽罟體
驗，讓一般民眾瞭解此項先民文化。

（二）搶孤
具有兩大特性，其一是兼具布施陽間人眾的博愛襟懷，祭拜完鬼魂的祭品由貧苦
的人來搶食以濟饑困。而另一特性則為搶孤極具激烈的挑戰性及危險性，活動的過程
驚心動魄，為世界少見的宗教民俗之最，不僅看見先民的勇毅和血汗，更有人、鬼、
神相互敬畏的意涵，在搶孤活動的環節上，淋漓盡致呈現出團結互助、爭搶和分享的
移民性格。

（三）玉皇上帝信仰
宜蘭縣濱海公路旁的大里天公廟為祭祀玉皇上帝為主神，是宜蘭地區上帝信仰的
中心，每年農曆的正月初九是當地慶典之日，遠從各地而來參拜的信徒總是絡繹不絕。

（四）媽祖信仰
為漁民的守護神，本轄區因居民大多仰賴海洋資源維生，居民皆有供奉媽祖的習
慣，並以新北市貢寮區德心宮、仁和宮，以及宜蘭縣大溪拱蘭宮、南方澳南天宮、進
安宮為當地的信仰中心，每年農曆 3 月 23 日各地皆會舉辦祭祀活動慶祝媽祖誕辰。

十一、人權保障
NE 風管處轄區並無童工或少數民族受到商業剝削情形，並且針對兒童、婦女訂有
以下優惠：
（一）針對 110 公分以下幼童，遊憩據點門票均予以優惠，婦女部分則提供親子廁所、
婦女優先車位等保護。
（二）針對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規定廠商應提供 30% 之工作機會予當地居民，
大里遊客中心附設冷熱飲販賣部及福隆自行車服務空間，出租予當地居民經營。
（三）NE 風管處重要景點北關海潮公園，賣店共計 11 家攤商、鼻頭服務區賣店，均
提供在地居民經營。
（四）NE 風管處之委外契約要求需雇用 50% 之女性員工，並要求廠商為員工投保勞
工保險及健康保險，保障勞工之工作時數及休假權益，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之
禁止性別歧視、防治性騷擾及兩性工作平等措施規定。
（五）為具體落實兩性平權，建立婦女親善環境，依據建築技術規則有關男女廁所便
器數量比例規定設置，以保障兩性在衛生福祉方面之基本需求。
（六）NE 風管處於轄內遊憩據點設置性別友善廁所，讓多元性別認同的人，都能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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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並適當調整公共廁所的男女廁所比至 1：3 或 1：5，減少女性遊客排
隊的困擾。

十二、在地居民參與觀光
NE 風管處定期及不定舉辦說明會或公聽會，提供地方人士參與決策及充分表達意
見之機會，作為修正參考，使轄區觀光規劃更加完善及符合地方需求。

（一）定期舉辦
1. 龜山島經營管理座談會。
2. 龜山島解說教育訓練。
3. 委外經營管理業者座談會。

（二）不定期舉辦
1. 整體發展規劃說明會。
2. 地方重大建設說明會。
另釋出大里遊客中心及福隆遊客中心部分服務空間，提供在地居民參與觀光經營，
輔導業者加強遊客服務品質及產業競爭力，增加地方就業機會。

十三、推廣在地產品
NE 風管處在推廣在地產品方面，主要係以觀光活動結合在地產品進行推廣，鼓勵
社區及文創業者以「一村一特色」產品，加入觀光活動行銷推廣行列，帶動地方觀光
產業產值。主要成果如下。

（一）台灣好行套裝行銷
以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結合產業行銷方式推廣。

（二）自行車活動
配合本處辦理之自行車活動行銷宜蘭縣壯圍鄉哈蜜瓜及南瓜等農特產品，引導遊
客深入社區從事體驗旅遊，增加農特產銷售。

（三）南方澳鯖魚祭
整合南方澳「鯖魚祭」民俗傳統活動，開放遊客參與體驗與分享，促進社區文化
與觀光接軌。因此協助宜蘭縣蘇澳鎮公所行銷「鯖魚祭」活動，帶動鯖魚買氣，有效
提升漁獲產值。

（四）石花菜
據新北市政府農業局統計，2015 年石花菜產量達 20.74 噸，產值約新台幣 1.7 億元，
對地方收益有甚大的幫助，透過行銷，有效推廣在地產品。

（五）九孔及鮑魚
貢寮九孔鮑魚季，分析 2007 年至 2014 年養殖之九孔及鮑魚歷年產量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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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孔產量由 31 公噸增加至 160 公噸，產值則由新台幣 1,468 萬元增加至新台幣 6,420
萬元；鮑魚產量由 13 公噸增加至 30 公噸，產值則由新台幣 153 萬元增加至新台幣 3,600
萬元，總產值破億元。

（六）福隆便當
舊草嶺隧道的自行車遊客人數屢創新高，有效帶動當地便當業、餐飲等產業發展，
福隆地區光是便當產值，即達到新台幣 1 億 5 千萬。

十四、健康與安全問題防治
（一）有關提升遊客安全之作為
1. 建立風險管理及災害預防機制，訂定災害處理對策及遊客疏導計畫。NE 風管處
訂有 66 項完整 SOP 系統，每日巡檢，預防風險及潛在災害。
2. 調查具有潛在危險地區，並強化安全管制作為。NE 風管處公布轄區 17 處危險
區域，進入此區域需穿救生衣及防滑鞋。
3. NE 風管處管有之建築物與消防設施定期安全檢查及保養。NE 風管處目前具有
6 位合格防火管理人，每年辦理 2 次申報 8 處「消防設備安全檢查、簽證、申
報」，每年辦理 2 次本處「自衛消防編組演練」。
4. 針對一般旅遊安全及熱門景點、連續假期或辦理活動出現大量人潮之情況，制
定安全管理對策，並通告遊客周知。NE 風管處為紓解交通在連續假期及辦理活
動時，提昇觀光地區交通資訊服務，整合聯外道路交通路線，著重於「環境清
潔」、「交通秩序」及「旅遊安全」等 3 大作業重點，以改善遊憩品質，提供
民眾舒適、安全及便利之旅遊服務。
5. 遊憩據點及舉辦活動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每年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以保障遊
客安全，保單內容如表 8。
6. 建立現場安全巡查及管理機制。設置禁止及警告等告示牌及救生圈（繩）；定

表8
項目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契約履約內容表
保險金額（新台幣）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

500 萬元

每一意外事故傷亡

3,000 萬元

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

6,000 萬元

出險遊客或執勤工作人員住院慰問金

3,000 元

死亡慰問金

3 萬元

註：履約標的共 31 個據點。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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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檢視保持正常狀態，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3 月共汰換補掛 61 組救生圈。
7. 辦理機關提升遊客安全作業之橫向聯繫、聯合稽查作業。每年東北季風期間結
合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岸巡、警察分局等單位，聯合執行磯釣安全宣導工作，
總計宣導磯釣安全 3,130 次發送勸導摺頁 1,035 張，舉發違規案件 61 件，告發
1 件。

（二）有關違規（犯罪）預防之作為
犯罪係由警政單位處理，NE 風管處係處理在風景特定區若未經申請，違法開發行
為，自 2014 年至 2015 年，計查獲 50 件，輕者立即停工開具限期改善通知單追蹤復原，
涉及其他主管機關權責者以公函舉發查報。

（三）有關疾病管制及健康把關之作為
1. 流感病毒流行期間遊客中心設置耳溫槍、乾洗手等設施，讓民眾遠離病毒感染
機會。
2. 海水浴場定期進行大腸桿菌檢測，若有大腸桿菌超標，則進行封閉，避免遊客
受到感染。
3. 各餐廳皆定期接受衛生單位檢查，若檢查不合格則受到停業處分，位民眾健康
做把關。

十五、無障礙空間
NE 風管處在營造無障礙方面，分為硬體及軟體，其具體措施如下。

（一）硬體方面
1. 遊客中心及各遊憩設施場所，設集哺乳室及親子廁所、電梯設置點字版、電動
輪椅充電站、設置無障礙坡道及按鈴專人服務並加裝扶手及自動沖洗設施之人
性化公廁，共改善無障礙設施 65 項、無障礙廁所 10 座、引進低地板公車 6 輛，
以提昇無障礙旅遊環境。
2. 在無障礙環境營造方面，福隆遊客中心、南方澳遊客中心、外澳服務區（9 號
咖啡餐飲業）及舊草嶺環狀線的無障礙，榮獲內政部「友善建築評選」最佳貢
獻獎、展演類、遊憩類及餐廳類等 6 項大獎，有效提升設施友善程度。
3. 遊客中心提供無障礙旅遊建議路線、提供無障礙路線摺頁、沙灘車、輪椅及嬰
兒車免費出借等服務，供遊客能暢遊東北角。
4. 每年福隆國際沙雕更打造全面無障礙環境，更向鄰近醫院商借輪椅 30 部，每年
吸引三十幾萬人參觀，深受身障、銀髮族、攜帶娃娃車等親子團體歡迎。

（二）軟體方面
1. NE 風管處觀光資訊網獲 A+ 無障礙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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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立無障礙旅遊環境推動小組，並檢核據點設施。
3. 持續配合交通部無障礙旅遊路線推廣，推動無礙有愛逍遙遊活動，每年吸引千
名行動不便族群慕名而來。
4. 2016 年東北角持續推動年度 6 大觀光活動，建構友善無障礙旅遊環境，配合台
灣好行接駁服務推出銀髮族養生泡湯套票，並加強行銷穆斯林旅遊市場，未來
東北角將秉持 6S 精神，整理（seiri）、整頓（seiton）、清掃（seiso）、清潔
（seitketsu）、安全（safety）、素養（shitsuke）為原則，質量並重，循序漸進
地推動觀光業務，讓世界看見東北角之美，並打造以「智慧行旅，感動體驗」
為目標，創造遊客「SMILE 旅遊環境」。

伍、結論與建議
NE 風管處在導入綠色旅遊地 15 項核心準則後，於 2016 年 9 月 28 日獲頒「2016
全球百大綠色（永續）旅遊目的地」後，GSTC 於 106 年 6 月 16 日至 6 月 18 日，由
GSTC 指派環球生態旅遊培訓中心執行，課程動員 3 名國際講師到 NE 風管處協助授課，
除了 GSTC 國際準則內容，課程中也納入 NE 風管處與台灣永續旅行協會在台灣的永
續操作案例及加拿大、美國之永續操作案例，交通部觀光局、全台 13 個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及新北市政府均派員共襄盛舉，並取得永續旅遊委員會所頒發的結業證書。
NE 風管處於本次課程結合環境、文化與社區特色，規劃 3 條在地友善遊程：舊草
嶺自行車隧道、卯澳漁村文化保育參訪與社區海洋保護與海洋藝術創作，透過社區居
民說故事、在地特色活動、餐食，來認識不同面向的福隆。

圖6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管理處獲頒「2016 全球百大綠色（永續）旅遊目的地」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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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參與本訓練課程之福隆貝悅飯店更推出結合在地食材之福隆友善便當，並配合
主辦單位減少瓶裝水之使用，會議全程不採用任何一次性塑膠餐具，鼓勵所有與會人
員自備水壺、牙刷、雨衣等用具。
本次培訓課程讓台灣的文化資產旅遊能開始朝向跨域整合管理與行銷模式，搭上
國際綠色旅遊市場的行銷供應鏈，讓世界看到台灣政府在永續觀光的努力。
未來 NE 風管處將參加「全球綠色旅遊目的地標章」認證（圖 7），該標章遵循
GSTC 設計 100 項認證指標，分別為銅、銀、金、白金，預計於 2 ~ 3 年內建構完成，
除讓東北角暨宜蘭海岸之觀光資源永續留存，更順應全球永續觀光的趨勢，帶動全民
的永續發展行動，落實國家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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