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永續發展與永續觀光 

本論文既以獲得達成海岸永續觀光的方法為目的，即有必要就永續發展與永

續觀光的概念、機制加以整理，以作為達到研究目的的基礎，因此本章將透過永

續發展的背景與內涵、永續觀光概說以及永續觀光的機制等三個小節來進行探

討。 

第一節 永續發展的背景與內涵 

隨著全球經濟的成長與物質環境的改善，各國逐漸關心起如何將繁榮進步持

續至永久的問題。在意識到過去為了成就經濟收益造成的資源枯竭、為了進行開

發建設導致的環境破壞，而這些後果都不利於未來長久持續發展的情況下，如何

累積「永續發展」的條件逐漸為人們所重視。環境與發展世界會議（World 

Commission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1987: 2）於 1987年的報

告—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1—中對永續發展提出呼籲，該報告

明確指出，世人除了要關心地區性的環境污染問題，更要關注全球性環境破壞現

象；不僅要注意我們這一代的環境與發展問題，更應考慮世代間及物種間的福

祉，可視為永續發展此一概念首度正式的提出。報告中並進一步定義永續發展的

基本意涵為「能滿足當代的需要，同時不損及未來世代滿足其需要之發展機會」

2。Colby（1990: 3）闡釋WCED的說法為「以和諧的交換方式來迎合當前需求，

並且不傷害到未來的機會（future opportunity）」，這意味著透過人類企業對社會

生態發展、經濟發展和環境管理更縝密的運用（more thoughtful application of 

human industry）來獲致人類社會和自然間的正面關係（positive relationship）。

WCED的說法為大多數人所接受，並且廣為傳用。 

                                                 
1 通稱 Brundtland Report。 
2 原文為：”…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generation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chances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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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WCED對永續發展所下的定義被部分意見批評內容過於模糊，主要是

因為該定義可詮釋的範圍太廣，其中又有許多矛盾的看法3（IUCN et al., 1993: 10; 

Sinclair & Jayawardena, 2003:404）。為此，國際自然暨自然資源保育聯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IUCN，或

稱World Conservation Union）等國際性組織（1993: 10）另外又定義永續發展為

「在不超出維生生態系統承載量的情形下求生存，同時改善人類的生活品質。」

4。在這些指標性的定義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提出了永續發展的 3E概念，分別為環境

保全（environmental integrity）、經濟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與公平（equity）：

在時間上，橫跨了當代和後代；在範疇上，認知到文化和經濟考量乃是同樣的重

要（Young, 1992）。Turner（1991）指出，永續性的概念不是一套指示性的行動，

而是對資源、環境、社會和公平等議題重新評估的基礎、一種思考方式，這個說

法可以和 OECD的 3E概念合併思考。美國國家環境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Environment, NCE）（1993: 2）對於永續發展的詮釋與國際自然暨自然資源

保育聯盟等國際性組織極為類似，指永續發展為「一種既能改善生活品質、也能

保存未來環境潛力的發展策略；是依賴利息而活，而不是消耗老本」5。Lafferty

（1998: 268）則特別強調永續發展是一個重要的「價值觀念」，被用來描述與評

估生活條件的變遷，而這樣的變遷有四項原則： 

一、變遷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基本的需要及合理的福祉水準， 

二、變遷的目的是為了全球人口之間達到更公平的生活水準。 

三、追求此種變遷須注意其對生物多樣性及自然生態的實際與潛在危險。 

                                                 
3 這種矛盾與混淆是由於WCED對永續發展、永續成長（Sustainable Growth）和永續使用
（Sustainable Use）三個往往交替使用但其實意義不同的名詞未能加以釐清：永續成長本身其實
是矛盾的，因為沒有任何物質可以無限地成長；而永續使用只能適用於可恢復性的資源

（renewable resources），指的是以在資源可恢復的限度內的速度去使用資源（IUCN et al., 1993: 
10）。 
4原文為：”…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uman life while living within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supporting ecosystems.” 
5原文為：”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 strategy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while preserving the 
environmental potential for the future, of living off interest rather than consuming natural capit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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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此種變遷須無損未來世代的相同生活水準。 

我國環境基本法對於永續發展是直接採用WCED的定義，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

委員會（2003）則以該定義為基礎，特別針對我國的海島特徵強調「永續發展必

須是建構在兼顧海島『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三大基礎之上」。 

永續發展的動態性與多向度整合性為許多論者所強調，包括 Kane（引自李

永展，2003：13）指永續發展是一個注意未來的過程、一個瞭解自然及社會循環

的過程、一個將人即不同觀點廣為包容的過程、一個保有均衡的過程，和一個接

受相互連結性（interconnectedness）的過程；以及 Norgaard（1988; 1994）表示

永續發展的理念是來自於人類對環境資源、科技、社會組織、知識、價值等五項

重要因素及要素間的互動有了新的瞭解，而永續發展正是這些要素共同進化的

（co-evolution）發展過程。不少學者有相同或類似的看法，包括葉俊榮（1993：

161；1996：268）對政府與社會在永續發展上的互動加以探討，認為永續發展是

個動態的過程，重點並不在於要有一個預設的目標，而是要有一個制度的機制，

該制度條件則為民主、科學、法制與經濟；Bryant和 Bailey（1997）認為永續發

展從政策的形成之初便涉及該社會所作之集體選擇（social choice），而不僅僅是

純然科技面或技術面問題，這也就是WCED對永續發展所下的定義中，所暗示

到在不同世代間做資源合理分配的政策目標。李永展（1999：50；2000）指「永

續」在國土資源規劃及利用上的意涵包括了資源的可及性及發展機會均等，因此

應統整國土資源永續利用與綜合發展，提昇政府部門競爭力，以因應下一世紀「生

態」、「生活」、「生產」三生並重、三生一體的永續目標。這些主張在內涵上皆有

所呼應，共同揭示了永續發展的動態與整合兩大特徵。 

永續發展和地方群眾的關係向來也是論述的焦點之一。Redclift（1987:2, 33; 

1994: 13）表示，需要從一個在經濟和生態上都比所謂的原則和政治承諾更寬廣

的觀點，始能確保發展真正的「永續」；具體而言，因為地方文化乃和自然環境

融合為一，所以永續發展必須結合地方的傳統文化，唯有保持文化的多樣性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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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擁有生態及物種的多樣性，也唯有得到民眾參與及地方社區支持的發展計畫，

才有可能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國際上許多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也認同，永續發展的達成必須透過促進社會中邊緣團體的

參與，並賦予這些團體權利，同時要尊重當地的文化和社會傳統；這表示了永續

發展必須來自於地方內部，而非從外部施加而來（Court, 引自徐世榮，2006：

193）。湯京平和呂嘉泓（2002）亦認為，共享性資源（common-pool resources）

的管理往往是地方永續發展的關鍵性因素，而在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不易克服的

情況下，透過當地社區的自治（self-governance）將可發揮有效的管理作用，那

麼鼓動當地居民草根性地參與各項公共事務將成為重要的工作；李永展（2003）

指出，社區民眾對於追求永續發展所應思考的是自治、自律、自足的社區經營，

以積極的活動形成生態生活的共識、建立永續的社區生活方式，與湯京平和呂嘉

泓的論述實為同一意義。 

縱有種種相關議題的討論，永續發展仍可謂一個抽象的概念，其重點應在於

對人類採用一種不同於以往的思考模式之引導。正如邱文彥（2000）指出，永續

發展的理念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分類與闡述，但至少提供了「體認持續發展

的需求」、「推動有限資源的節約使用」、「實踐世代公平的倫理觀」、「地球環境的

互動與整體性」等四方面的啟示與意義；徐世榮（2006：172）則回歸WCED對

於永續發展的定義，指出永續發展提出了「社會經濟與發展」以及「環境與資源」

兩個面向供我們思考，其中社會經濟與發展面向強調發展必須以滿足世界貧窮者

為主要的優先考量，環境與資源面向則強調環境在迎合現在及未來世代需要上所

受的限制，此一定義明顯將人類的需要與福祉置於比環境及生態永續更重要的位

置。各方的論述共同描繪出了永續發展的整體輪廓，顯示永續發展絕非單一或少

數內涵所能涵蓋，而是由許許多多的內涵共同集結聯合而成，須同時運用多元的

方法來達成，且以長遠並宏觀的眼光來進行計畫，而其真正的落實則有賴各個組

成領域的具體計畫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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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各相關論述重點之整理，參考表 2-1-1。 

表 2-1-1：永續發展相關論述重點整理表 

議 題 內                容 整     理 
能滿足當代的需要，同時不損及未來世代滿

足其需要之發展機會（WCED） 
以和諧的交換方式來迎合當前需求，並且不

傷害到未來的機會（Colby） 
定 
義 

在不超出維生生態系統承載量的情形下求生

存，同時改善人類的生活品質（IUCN at el.）

在滿足當代的需要並改善

生活品質的同時，亦不損

及未來世代滿足其所需要

的發展機會 

3E概念：環境保全（environmental 
integrity）、經濟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
與公平（equity）（OECD） 
永續發展是一種對資源、環境、社會和公平

等議題重新評估的基礎；一種思考方式

（Turner） 
永續發展為一種既能改善生活品質、也能保

存未來環境潛力的發展策略；是依賴利息而

活，而不是消耗老本（NCE） 
永續發展是一個重要的「價值觀念」，被用來

描述與評估生活條件的變遷（Lafferty） 

內 
涵 
詮 
釋 

永續發展必須是建構在兼顧海島「環境保

護、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三大基礎之上（行

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是一種同時兼顧環境保

全、經濟效率、公平，評

估資源、環境、生活、社

會和公平等議題，以及現

在及未來生活發展的策

略、價值觀念或思考方式

永續發展是一個注意未來的過程、瞭解自然

及社會循環的過程、將人及不同觀點廣為包

容的過程、保有均衡的過程和一個接受相互

連結性（interconnectedness）的過程（Kane）
永續發展是環境資源、科技、社會組織、知

識、價值等五項重要因素共同進化的互動發

展過程（Norgaard） 
永續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必須要有一個

包含了民主、科學、法制與經濟等制度的機

制（葉俊榮） 

動態性

與 
整合性 

永續發展從政策形成之初便涉及該社會所作

之集體選擇，即在不同世代間做資源合理分

配的政策目標（Bryant & Bailey） 

是一個人類、社會、制度、

價值、自然、資源、環境…
等要素相互連結與共同進

化的動態與整合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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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發展的意涵包括了資源的可及性及發展

機會均等，以「生態」、「生活」、「生產」三

生並重、三生一體為目標（李永展） 
結合地方的傳統文化、保持文化的多樣性、

得到民眾參與及地方社區的支持（Redclift）
促進社會中邊緣團體的參與、賦予這些團體

權利、尊重當地的文化和社會傳統（NGOs）
當地社區的自治、鼓動當地居民草根性地參

與各項公共事務（湯京平、呂嘉泓） 

與地方

及群眾 
的關係 

社區民眾應思考自治、自律、自足的社區經

營，以積極的活動形成生態生活的共識、建

立永續的社區生活方式（李永展） 

主導者應結合並尊重當地

文化、取得民眾支持及參

與社區民眾應積極追求自

治、自律與自足 

提供了「體認持續發展的需求」、「推動有限

資源的節約使用」、「實踐世代公平的倫理

觀」、「地球環境的互動與整體性」等四方面

的啟示與意義（邱文彥） 

意 
義 

提供了「社會經濟與發展」以及「環境與資

源」兩個思考面向：社會經濟與發展面向強

調發展必須以滿足世界貧窮者為主要的優先

考量；環境與資源面向則強調環境在迎合現

在及未來世代需要上所受的限制。此思考模

式明顯將人類的需要與福祉置於比環境及生

態永續更重要的位置（徐世榮） 

提供了對人類、社會、制

度、價值、自然、資源、

環境…等要素及其互動進
行重新思考的方向 

 

資料來源：本論文整理。 

第二節 永續觀光概說 

永續觀光，乃是由永續發展的理念出發，體現在觀光事務上的一種概念，因

此在基本思考上與永續發展乃一脈相成，唯在觀光的主題上有其特定的意義與詮

釋。在將永續觀光的概念更具體落實在本論文主題—海岸觀光—之前，應先對觀

光本身所牽涉的議題有基本的認識，以此延伸到對永續觀光的理念內涵之了解，

從而發展出實踐永續觀光的設計與機制。 

壹、觀光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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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價值持續衝突而永續發展益受重視的背景下，觀光事業的發展似乎備

感艱難，這主要是因為觀光事務所涉及的面向極為複雜的關係。正如論者所言，

幾乎沒有其他型態的經濟活動像觀光一樣，橫跨了建設、工程、服務、日常生活…

等社會上各個領域、層次和利益（Cater, 1995: 21; Clayton, 2003: 189）。提到觀光，

最受矚目的議題就是它的經濟成就，大部分的政府和企業著重以經濟成長為觀光

的主要目標，認為觀光對社會和環境所帶來的種種成本和利益都只是外部效果

（externalities）而已。 

以經濟為主體的思考方式並非毫無根據，因為觀光的發展在國家—尤其是發

展中國家—的經濟成長上確實有卓越的貢獻，除了可在短時間內帶來明顯的經濟

成長水準，同時對觀光地的基礎建設和人力資源也造成很大的影響，使得觀光已

然成了國際和國家發展政策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劉修祥，2000：354；

Perez-Salom, 2001: 803）。針對這一方面，Mathieson & Wall（1982: 52）提出觀光

對一地區經濟層面可能的正、負面影響：正面影響包括帶來外匯的收入及國際收

支平衡的改善、增加所得、帶來就業機會並防止人口外流、改善經濟結構、促進

企業活動、增加稅收和改善基本公共設施等；負面影響則包括過度依賴觀光而忽

略甚至犧牲其他產業、通貨膨脹、土地價格上揚、進口傾向增加、生產週期性

（seasonality）的潛在風險、低度投資報酬率以及物價上漲等。 

然而許許多多經濟以外的議題並不僅僅是觀光的外部效果而已，應該要投注

更多的心力去關心，透過學者的討論，可以看到在經濟以外，觀光對於社會/文

化和環境兩大面向的影響也極為鉅大。首先，在社會/文化方面：Williams（1998）

廣泛地討論了觀光地文化商業化與商品化的現象，指過於氾濫的觀光性表演可能

使傳統儀式與慶典逐漸成為膚淺的文化販售，不但觀光客無法理解其意涵，甚至

連當地人也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忘卻了原始的文化意義，而這些現象還可能衍生出

自我認同、犯罪、賣淫與嗑藥等心理與社會問題；Burns（1999: 101）指出觀光

領域中人類學者關心所謂的「示範效應」（demonstration effect），係指外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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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響傳統社會文化的過程中，年輕人特別容易受到影響而自願性地去模仿觀光

客採購、追求物質文明與提倡享樂主義的行為；Cottrell（2001）同時關注觀光對

社會文化帶來的利益和造成的威脅，利益包括了使地方民眾重新評價其文化特色

與生態價值以及重新思考所採取的保育方式、促進跨文化間的認識、給予觀光者

發動或支持地方發展計畫的機會等，威脅則包括文化認同的流失、社區內產生摩

擦、原有社經結構的瓦解、資源使用發生衝突等。 

其次，在環境面：劉修祥（2000）表示觀光對於實質環境的正面影響包括透

過觀光設施之開發興建增強景觀環境、保育重要資源和保存遺產，負面影響則包

括水、空氣、噪音、視覺等污染、廢棄物問題即因而引發的污染與疾病、不當開

發與行為對生態系統的破壞、不當的土地利用規劃與使用對環境及遺跡造成的危

害與破壞；Perez-Salom（2001）列出觀光與環境發生關聯的情形，主要包括觀

光者的活動製造了污水、垃圾並消耗自然資源和能源，有些遊客偏好自然、乾淨、

未受破壞和開發的環境，以及觀光帶來的大量利潤可再投資於觀光地區或社區的

保育計畫和永續發展上；Altinay & Hussain（2005）指出觀光最常見的環境問題

是廢物處理、垃圾處理設施以及海上船隻的廢棄物排放等等，其中有許多和觀光

的基礎建設有關，像是道路、機場、度假村、旅館、餐廳、商店、高爾夫球場、

碼頭…等，不過觀光同時也具有透過保護環境已對環境產生有利影響的潛力，例

如喚起遊客對環境價值的意識、利用觀光收入來進行保育工作…等。 

相關的討論在在證明了觀光所牽涉的議題相當複雜，要面面俱到並不簡單，

在尋求觀光永續發展的過程中更有許多問題待克服。在此之前，釐清永續觀光的

概念內涵是首要工作。 

貳、永續觀光的概念 

自從WCED正式提出永續發展的理念並未其作出定義之後，世界上各個領

域和產業就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朝向永續發展目標前進的壓力；觀光產業也不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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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於外，觀光永續發展因而成了重要的課題。 

許多討論嘗試為永續觀光下定義，如 Forsyth（1997: 270）表示，永續觀光

指的是「所有社會和環境影響經獲改善的觀光—包括大眾觀光」6，永續觀光考

慮的不僅僅是生態觀光（ecotourism），也超越了陌生自然環境和文化可以帶來的

利基（niche）的考量，而是同時提升對社會需求和環境需求的滿足；荷蘭發展

組織（the Netherland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SNV）表示永續觀光是「一個多

重均衡目標導向的發展策略，這些目標包括社區發展與經濟授權、地方參與和社

會及政治授權、經濟永續、生態永續、社會文化意識，以及提升性別平等」7（Cottrell, 

2001: 89），永續觀光計畫應以維持文化特色、保護自然環境、發展正面的性別關

係和社區授權為共同原則；世界觀光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定義下

的永續觀光是「滿足當前觀光者和觀光地區的需求，同時保護並提升未來的機會」

8，因此永續觀光被認為可以「以一種滿足經濟、社會和美學上需求的方式對所

有資源進行管理，同時維持文化的整合、基本的生態過程、生物多樣性和維生系

統」9；Altinay & Hussain（2005: 272）指出永續觀光是「一種在生態上是可以長

期接受的、在財務上是行的通的，而且對地方社區而言是個從社會和道德角度來

看都堪稱公平的觀光型態」10，因此觀光必須成為自然、文化和人類等環境中的

一部分，並且尊重這些環境之間的平衡。 

一、永續觀光與環境 

幾乎所有各對永續觀光所下的定義，都會提到環境的維持或保護。Cater
                                                 
6 原文為：”…the improved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all forms of tourism including mass 
tourism.” 
7 原文為：”A balanced target group orien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involving:‧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empowerment‧local participa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empowerment‧economic 

sustainability‧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socio-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improving gender equality.” 
8 原文為：”…meets the needs of present tourists and host regions, while protecting and enhanc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future.” 
9 原文為：”…as leading to management of all resources in such a way that economic, social and 
aesthetic needs can be filled, while maintaining cultural integrity, essential ecological processes,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life support systems.” 
10原文為：”…refers to tourism as being ecologically acceptable in the long term and financially viable 
and fair from social and ethical viewpoint for local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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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指出觀光發展、社經發展以及環境三者的關係是循環而具累積性的，環

境資源是觀光發展的基石，大部分的觀光活動卻往往加諸額外的壓力在環境資源

之上，導致觀光者、觀光目的地的社區居民以及觀光組織等觀光活動的利害關係

人都蒙受損失，如果觀光發展、社經發展以及環境能維持良好的互動，就能共同

獲得長期穩定發展的三贏結果。Holden（2000）分析「永續的觀光」以及「利用

觀光促進永續發展」的不同，前者考量的是透過顧客與觀光行銷維持觀光事業之

永續經營，後者則以發展觀光作為實踐社會及環境目的的手段，雖然方向與主客

體有異，但其實兩者在實質上具有因果關係或可視為一體的兩面；他並點名永續

觀光的三要素為觀光產業的成長、環境的保育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意即觀光產

業有賴高品質的環境與成功地滿足遊客需求來獲得經濟上的成功，而環境的品質

同時又是決定遊客需求能否獲得滿足的關鍵因素（圖 2-2-1）。在兩位學者論述的

驗證下，以良好的環境品質為永續觀光的根本與基礎是可以肯定的。 

 
有賴於 

經濟的成功 
 

滿足遊客需求 

 
有賴於 

關鍵  
環境的品質

 

圖 2-2-1永續觀光三要素關係圖 

資料來源：引自 Holden, 2000: 97。  

 

二、永續觀光與地方社區 

在永續觀光理念中受到重視的地方與群眾議題，在永續觀光也受到相同甚至

更多的矚目，這一點從絕大多數的永續觀光定義與意義闡述中都可看到「社區」、

「民眾」等的身影可以得知。Beioley（1995）所提及永續觀光四大特徵中的第



 

一項，是「觀光必須尊重觀光地社區的經濟上福利以及社會與文化關懷。因此，

觀光發展一定要加入地方的諮詢、參與和一定程度的控制」11，突顯了地方和社

區的重要性12；全球發展研究中心（the Glob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GDRC）以八項特徵來說明何謂永續觀光，其中涉及觀光地方與社區的就佔了三

項，分別是「支持了地方的整合」、「有利於當地居民」以及「尊重地方文化與傳

統」。 

Cottrell（2001: 89）針對發展中國家，特別強調和當地民眾與組織的密切合

作是發展觀光的良好起點，地方治理、社區發展、社區動員、減緩貧困、整體利

益分配等都是重要課題，而良好的治理、性別、制度發展和環境關懷等要素是一

個永續觀光計畫得以成功的重點。同身為發展中國家，2003年的第一屆蓋亞那

WHATT圓桌會議（WHATT Roundtable discussion of Guianas）所談到的永續觀

光涵蓋了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和環境等數個領域，尤其著重的是「當地的」

（indigenous）一議題，主要指「社區觀光」的可能，建議社區和投資開發者唯

有建立密切的夥伴關係始能共享觀光發展的甜美果實，因為地方性的文化和風情

往往能夠吸引大量的觀光者；因此，傳統上所抱持的「投資者中心」

（investor-based）哲學和理論應修正為「社區中心」（community-base），蓋亞那

地區Maroom & Ameridian兩個社區的發展經驗都可以證明這個修正的必要性

（Sinclair & Jayawardena, 2003）。地方性力量對於永續議題的重要性，已是無庸

置疑。 

三、永續觀光與觀光業界 

一般被認為與觀光地社區角色對立的觀光投資者和觀光業者，也是發展永續

觀光的要角。一方面，永續觀光的受益者不只是環境，企業也可能透過節省能源

                                                 
11 原文為：”First, tourism must respect the economic well-being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concerns of 
host communities. Consequently, tourism must consul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a degree of 
local control.” 
12 其他三項特徵的詳細內容參考 Beioley, 1995: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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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提高業界聲望、改善企業形象、吸引大量顧客、提供顧客美好的觀光經驗、

提升員工工作滿意度等途徑得到好處（Swarbrooke, 1994; Butler, 1998）；另一方

面，業界的配合將使永續觀光的計畫更臻完善，執行上也能事半功倍（Forsyth, 

1995; Hobson & Essex, 2001; Jayawardena, 2003）。然而要使業界能夠配合，業者

對於其所採取的作為和永續觀光之間的互動必須要有一定的認識，這個條件的達

成卻有著實際上的困難。Stabler & Goodall（1997）針對英國耿西（Guernsey）

的住宿業者所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一般旅館業者對環境問題都有所認識，但是

在觀光-環境互動上的了解卻很有限甚至完全不了解，只有極少數（18﹪）的受

訪者意識到並能夠解釋永續觀光的意義；其他調查研究指出中型或大型企業因為

規模較大、比較可能取得相關專業知識技術，故較民宿等小規模業者具有引進永

續觀光措施的可能，但其出發點多半也是基於省源省能的成本考量，而不是基於

環境友善的態度（Brown, 1994）；甚至還有業者相信省水省電之類的「永續措施」

會和所打出的豪華奢侈訴求相互衝突，觀光客的住宿樂趣也會因而大打折扣

（Forsyth, 1995）。 

整體而言，觀光投資者和業者在永續觀光上的障礙，主要是缺乏對相關議題

的瞭解、擔心額外的成本支出，以及專業知識技術的取得（Hobson & Essex, 2001: 

138）。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KPMG）發展出結合了平衡商業計分卡（the 

Balance Business Scorecard）以及永續議題的「永續報告網絡」（the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Spiderweb），提出財務管理、生態效率、永續管理、營運績效、能力管

理、創意、利害關係人管理以及產品績效等八項永續條件，可協助觀光投資者和

業者在發展永續觀光時能有一番較全面的檢視（KPMG，引自 Jayawardena, 2003: 

409）。 

四、永續觀光與政府管制 

雖然地方社區的角色益受重視、力量逐漸崛起，業界的行動也具有一定的影

響力，但政府的管制角色從來沒有在觀光領域中退去。從 Forsyth（1997）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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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可以得知，為數不少的觀光業者對於自己在改變現狀上所能發揮的作用不抱

樂觀，如果沒有相關立法的話，「自我管制」（self-regulation）的效果實在令人懷

疑，並表示最終可能還是透過政府的管制會比較有效果。這和Mowforth & Munt

（1998）的主張相呼應，他們表示若想落實永續觀光發展，必須從政治層面著眼，

促使整個觀光產業掙脫原本對自然環境、文化與社會宰制、腐敗以及變質的趨

勢，以追求真正的永續性。House（1997）所指稱的「結構主義者」（structuralist）

乃對觀光發展抱持較激進看法者，也同樣要求從政治等基礎結構開始改善，並相

信這對觀光的永續才能發揮具體效果。 

在突顯政府管制的角色之外，還有其他更深入的相關論述。Clayton（2003）

特別強調應將永續觀光的討論從個體/微觀（micro）層次提升到總體/宏觀（macro）

層次，他從政府預算限制可能導致的長期性危機談起，指出當政府財務上有困難

時，對於那些須長期照顧的資源往往再無心或無力顧及，並採取於短期可見成效

的措施以救眼前之急而刻意忽略長期性的計畫，以致於在政府追求短期純經濟性

目標的同時，環境狀況卻愈來愈惡化，犧牲的就會是像觀光這樣須長期依賴環境

資源的產業；當經濟以外的問題嚴重到不能不加以正視時，決策者又傾向簡化問

題為直接把經濟指標的提升解釋成緩和貧困、社會平等和環境友善的同義詞。這

些偏差在在顯示出無論經濟、環境、社會的成敗或是社區、企業等個體/微觀層

次的表現，都取決於國家管制與政策等總體/宏觀層次的作為（Clayton, 2001; 

2002）。 

Sinclair & Jayawardena（2003）所整理永續觀光的關鍵議題中，首當其衝的

就是立法（legislation）問題，他們認為沒有適當的法律架構就不可能發展永續

觀光；法律規範或許對種種觀光建設和計畫造成阻礙，但對健全的投資和永續運

作其實是抱持一種支持性的而非敵對性的態度。此外，對交通和設施的安全與衛

生訂定一定的管制標準也是基於同樣的道理。他們還談到對環境影響的監督

（monitor）和審核（audit）是另一個和政府管制密切相關的課題，由於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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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監測在觀光開發計畫之初所進行的環境影響評估之後並沒有繼續持續下

去，後續的追蹤審核也常常沒有執行，由政府肩負起主要的責任更成為當務之

急。以上的討論在重點與核心上或有些許差異，但都指向以政府管制為永續觀光

的驅動力，揭示了由政府主導永續觀光發展與設計相關機制的重要地位。 

第三節 永續觀光的機制 

在了解觀光和永續觀光的內涵和相關議題之後，對於設計永續觀光的機制時

必須加以注意的地方就有了可以依循的方向。首先回顧永續觀光的重要內容論述

以為發展永續觀光機制的基礎，參考表 2-3-1。 

表 2-3-1：永續觀光重要原則整理表 

主 題 重    要    論    述 整   理 
永續觀光指的是所有社會和環境影響經獲改善的觀

光—包括大眾觀光（Forsyth） 
永續觀光是一個多重均衡目標導向的發展策略，這些

目標包括社區發展與經濟授權、地方參與和社會及政

治授權、經濟永續、生態永續、社會文化意識，以及

升性別平等，以維持文化特色、保護自然環境、發

正面的性別關係和社區授權為原則（SNV） 
提

展

永

保

和

文

統

續觀光是滿足當前觀光者和觀光地區的需求，同時

護並提升未來的機會，可以以一種滿足經濟、社會

美學上需求的方式對所有資源進行管理，同時維持

化的整合、基本的生態過程、生物多樣性和維生系

（世界觀光組織） 

定                      

義 永續觀光是一種在生態上是可以長期接受的、在財務

上是行的通的，而且對地方社區而言是個從社會和道

德角度來看都堪稱公平的觀光型態，在此觀光必須成

為自然、文化和人類等環境中的一部分，並且尊重這

些環境之間的平衡（Altinay & Hussain） 

結合了「永續的觀

光」和「利用觀光

促進永續發展」兩

著，係指觀光發展

本身的長期存續以

及對於永續發展的

貢獻 

環  

境  

保  

全 

指出觀光發展、社經發展以及環境三者的關係是循環

而具累積性的，環境資源是觀光發展的基石，觀光發

展、社經發展以及環境的良好互動能獲得長期穩定發

展的三贏結果（Cater） 

良好的環境品質為

永續觀光的根本與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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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觀光的三要素為觀光產業的成長、環境的保育以

及社會經濟的發展，其中環境的品質是決定遊客需求

能否獲得滿足與產業得否有效成長的關鍵（Holden）
「觀光必須尊重觀光地社區的經濟上福利以及社會與

文化關懷。因此，觀光發展一定要加入地方的諮詢、

參與和一定程度的控制」是永續觀光的重要特徵

（Beioley） 
「支持了地方的整合」、「有利於當地居民」以及「尊

重地方文化與傳統」為永續觀光的特徵（GDRC） 
和當地民眾與組織的密切合作是發展觀光的起點，重

要課題包括地方治理、社區發展、社區動員、減緩貧

困、整體利益分配等，良好的治理、性別、制度發展

環境關懷等要素則是一個永續觀光計畫得以成功的

重點（Cottrell） 
和

地
方
參
與 

永續觀光尤其著重「當地的」一議題，主要指基於地

方性的文化和風情對觀光者的吸引力，「社區觀光」應

具備社區和投資開發者密切的夥伴關係始；「投資者中

心」應修正為「社區中心」（第一屆蓋亞那WHATT
圓桌會議） 

永續觀光應重視觀

光地社區和居民的

參與以及利害關係

人之間的合作 

企業可能透過永續觀光的做法節省能源成本、提高業

界聲望、改善企業形象、吸引大量顧客、提供顧客美

好的觀光經驗、提升員工工作滿意度等（Swarbrooke; 
Butler） 
業

能

界的配合將使永續觀光的計畫更臻完善，執行上也

事半功倍（Forsyth; Hobson & Essex; Jayawardena）
一般旅館業者在觀光-環境互動上的了解有限（Stabler 

 Goodall） &
中

是

型或大型企業因為規模較大、比較可能取得相關專

業知識技術，故較可能引進永續觀光措施，但其多半

基於成本考量（Brown） 
有

突

業者相信永續性的措施會和豪華奢侈訴求相互衝

，並降低觀光客住宿的樂趣（Forsyth） 

業      

界      

參      

與 

以財務管理、生態效率、永續管理、營運績效、能力

管理、創意、利害關係人管理以及產品績效為永續條

件檢視觀光投資者和業者的永續觀光（KPMG） 

整體而言，缺乏對

相關議題的瞭解、

擔心額外的成本支

出，以及專業知識

技術的取得是觀光

投資者和業者在永

續觀光上的障礙，

（Hobson & Essex, 
2001: 138） 

政

府 

管 

制 

機

制

觀光業者對於自己在改變現狀上所能發揮的作用不抱

樂觀並懷疑「自我管制」的效果，最終可能還是透過

政府的管制會比較有效果（Forsyth） 

永續觀光除了個體

/微觀（micro）層
次，更應強調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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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永續觀光發展，必須從政治層面著眼，促使整個

觀光產業掙脫原本對自然環境、文化與社會宰制、腐

敗以及變質的趨勢（Mowforth & Munt） 
「結構主義者」要求從政治等基礎結構開始改善，從

而達到永續觀光（House） 
政府在追求短期純經濟性目標的同時，環境狀況卻愈

來愈惡化，犧牲了長期依賴環境資源的產業；決策者

傾向藉由經濟指標簡化並美化問題；總體/宏觀層次的
作為影響了經濟、環境、社會的成敗或是社區、企業

等個體/微觀層次的表現（Clayton） 
法律問題在永續觀光的關鍵議題中首當其衝，沒有適

當的法律架構就不可能發展永續觀光，法律規範以及

管制標準對健全的投資和永續運作抱持的是支持性的

態度。政府必須肩負起監督和審核環境影響的主要責

任（Sinclair & Jayawardena） 

宏觀（macro）層
次，也就是由政府

主導永續觀光的發

展與相關機制的設

計 

 

資料來源：本論文整理。 

由上述整理可就各主題得出以下結論： 

一、永續觀光的前提 

由於永續觀光結合了「永續的觀光」和「利用觀光促進永續發展」雙重意義，

因此永續觀光的發展應同時顧及「觀光」及「永續」，意即兩者都是永續觀光的

最終目標，但力求觀光事業長存時不能犧牲永續發展的條件，致力於永續發展時

亦不能犧牲觀光事業的生存。 

二、永續觀光與環境 

良好的環境品質為永續觀光的根本與基礎，而要保持原有的環境品質甚或改

善之，必須透過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的實施與相關配套措施。由於環境議題是該項

制度的焦點，故評估時應以環境為優先考量，可從觀光開發的前、中、後分述之： 

1. 觀光開發開始之前，對於開發投資者提出的計畫必須有完善的環境影響評

估，評估內容應包括區位的選擇是否適當、建設是否與環境協調相容、有無

良好的廢棄物處理設施、是否有過度消耗環境資源的設計、將支付的環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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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與預期效益利潤是否相稱，以及有無替選方案可彈性地配合使用等。環境

影響評估應扮演開發的前提角色，即開發計畫未經審核通過前或未通過審核

者，均不得為開發行為。 

2. 在觀光開發進行中，應嚴格要求建設的進行須符合各項環境標準並持續進行

監督的工作，違反者在經警告後仍不予改善，則應視建設程度與其他客觀條

件分別以強制力使其遵守之或中止其開發建設，並命其擔負起恢復環境的責

任。 

3. 在觀光開發完成後，對於建設的使用與運作應執行後續的追蹤工作，包括發

現前二階段所忽略的問題、持續觀察實際運作後對環境的影響、要求營運者

定期提出報告，並對其所造成的環境影響做及時的補救與改善。 

唯有三個階段均予落實，才可稱為是一套完善健全的環境影響評估制度，永續觀

光的目標也才有達成的可能。 

三、永續觀光與地方社區 

觀光地社區和民眾的參與與支持，是永續觀光發展的一大助力，其原因和意

義從許多研究中可得知。因此永續觀光必須有納入地方社區的機制設計，亦可以

觀光發展的前、中、後三個階段來看： 

1. 觀光開發開始甚至開發計畫定稿之前，除主動配合地方特色與環境外，還應

廣開諮商大門，聽取當地民眾意見，從而修改或訂定計畫，不但可使計畫更

趨完善，也可提前消弭後續發展的阻力於無形。 

2. 在觀光開發進行中，須告知住民開發程序與進度，並應有意見表達的管道及

予以回應。 

3. 觀光開發完成後，建設的營運管理應廣納當地社區與居民的人力與物力，使

地方社區能分享觀光發展的利益，同時對於後續的環境、社會等影響也應有

意見表達與回應的機制。 

特別要注意到的是，這些機制都應注重與強化民眾對於意見表達管道的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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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管道本身的有效性以及確保實質的回應、補償與改善。 

四、永續觀光與觀光業界 

觀光業界在永續觀光中，一般多偏重其觀光角色而非永續角色，主要目的在

於促進觀光經濟的繁榮與存續。為排除觀光業界進入永續觀光發展的障礙，應有

以下的機制設計： 

1. 升觀光投資者與業者對於永續觀光概念以及永續觀光與其行為間關係的認

識，從更宏觀的角度使其瞭解永續觀光對於觀光產業長期性的影響。 

2. 協助業界取得永續措施的專業知識與技術，並在實施上給予指導、協助。 

3. 對於採行永續措施初期所增加的額外成本，在一定條件下可予補助或優惠措

施，以減少投資者與業者的損失，提高其配合參與的意願。 

在此必須扭轉傳統上觀光業界與永續觀光的敵對觀念，認識到雙方合作以互蒙其

利的可能性，以更和諧與互助的方式共同達成永續觀光的目標。 

五、永續觀光與政府管制 

以上各主題的機制設計，全部都與政府管制的運作密切相關，其關聯的核心

在於政府在永續觀光的成就上應扮演教育者、領導者與主事者的角色，包括以教

育方式奠定永續觀光概念在社會各層面的發酵、作為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的主導人

與負責人、訂定社區與民眾參與的規則並促進其參與和成果分享，以及提供投資

者與業者相關協助、指導和補助等措施，更重要的是確保各機制的可行性和實質

有效性，方使各項機制均能確實運作而不致淪為空談。 

永續觀光各面向機制設計之詳細內容與整理，參考表 2-3-2。 

表 2-3-2：永續觀光機制整理表 

面向 內                        容 

總體 
原則 

同時顧及「觀光」及「永續」：力求觀光事業長存時不能犧牲永續發展

的條件，致力於永續發展時亦不能犧牲觀光事業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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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開發開始前：對於開發投資計畫必須有完善的環境影響評估。環境

影響評估應扮演開發的前提角色，開發計畫未經審核通過前或未通過審

核者，均不得為開發行為 
觀光開發進行中：嚴格要求建設的進行須符合各項環境標準並持續進行

監督的工作 
觀光開發完成後：對於建設的使用與運作執行後續的追蹤工作，要求營

運者提出報告並進行補救與改善 

環  

境  

保  

全 

三階段的落實以確保完整的環境影響評估制度 
觀光開發開始前：主動配合地方特色與環境外，應聽取當地民眾意見 
觀光開發進行中：告知住民開發程序與進度，並應有意見表達的管道及

予以回應 
觀光開發完成後：營運管理應重視地方參與及利益分享，對於後續影響

應有意見表達與回應機制 

地  

方  

參  

與 應注重與強化民眾對於意見表達管道的可及性、該管道本身的有效性以

及確保實質的回應、補償與改善 
提升業界對於永續觀光概念及相關議題的認識 
在永續措施的專業知識和技術的取得與實施上給予指導、協助 
提供補助或優惠措施以減少損失並提高配合參與意願 

業
界
參
與 

扭轉傳統上觀光業界與永續觀光的敵對觀念，以良好互動共蒙其利 
組織並支持一個具獨立性、專業性與代表性的團體負責進行觀

光開發建設相關審議的實施與後續追蹤監督的工作 
審議的考量包括觀光開發建設與環境的相容性、所帶來觀光效

益與環境成本的衡量、對環境衝擊的預測、改善做法與替代方

案的可能性、與地方社會與文化的合作和融合等要素 
後續的追蹤監督則須注意相關規則的遵守、保持與開發單位長

期性的接觸及資訊交流、確實掌握環境的改變狀況、持續接收

社會大眾的意見、確保開發單位對當地民眾損失的補償責任等

要素 
以各領域專家、學者以及民眾—尤其是當地居民—的意見為評
估的標準 

觀  

光  

開  

發  

審  

議  

機  

制 

審議決策採共識決，並尊重各領域專業 

  
透過立法方式賦予上述環境影響評估團體一定程度的強制/公
權力，以確保環境影響評估的效力與對開發建設行為的拘束力

政    

府    

管    

制    

機    

制 地
方
參
與
機

制 

建立廣泛且有效的資訊告知與傳播管道，確保社會大眾對觀光

開發建設資訊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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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環境影響評估團體以外一般民眾的意見表達管道，並設置

專責單位負責確保該管道的暢通性與回應性（可與前項管道相

互結合） 
提供觀光與建設等專業知識和技術，並促進相關產業的合作 
透過立法或行政命令方式提供業者補助或優惠措施 

業界 
參與 
機制 建立雙向而有效的資訊告知與意見表達管道 

 

其
他 

透過媒體宣傳、說明會等政策工具，以教育方式強化社會大眾

對永續觀光概念的瞭解與認同 

資料來源：本論文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