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永續觀光與我國大型海岸觀光開發 

本論文的進行，有必要對海岸的特性與該特性對海岸觀光的影響有所了解；

本章的目的除了奠定這項基本了解，並將以此了解為基礎，檢視目前我國大型海

岸觀光應予重視的目標以及所遇到的價值衝突。 

第一節 海岸特性與海岸觀光 

海岸地區的觀光發展之所以會和其他地區的觀光發展有很大的差異，主要原

因在於海岸位於海陸交界，因而具有其不同於一般內陸的特性。本節首先就海岸

的範圍與特性加以說明，再討論觀光活動對於海岸環境與社會兩大方面的種種影

響。 

壹、海岸的範圍與特性 

一、海岸的範圍界定 

海岸並非一條線，而是一個帶狀區域，乃指受海洋環境影響，自大陸棚外緣

至海水或鹽分影響所及之陸地所涵蓋之地帶，其幅度因時因地而變，並且可依物

理、生態、文化而有不同的界定（郭金棟，2004：2）。國內對於海岸範圍之界定，

實務上包括海岸巡防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海岸係指「臺灣地區之海水低潮線以迄

高潮線起算五百公尺以內之岸際地區及近海沙洲」；另外，行政院於 2005年通過

之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則指海岸地區為「以平均高潮線至第一條省道、

濱海主要公路或山脊線之陸域，以及平均高潮線往海洋延伸至 30公尺等深線，

或平均高潮線向海 6公里所涵蓋之海域，取其距離較長者為界，並不超過領海範

圍之海域及其海床與底土」。學術界界定海岸的範圍，除了海岸線兩側的區域，

一般還包括了「濱海陸地」以及「近岸海域」1（林俊全，2000：217）；廣義而

                                                 
1 「濱海陸地」為受海洋直接及顯著影響之區域，以平均高潮限制最近之山稜線，獲致地形、植
被有顯著變化之處，或至濱海主要公路、行政區界、溝渠、地籍產權界線明確之處為界；「近岸

海域」以平均高潮至等深線 30公尺或平均高潮線向海三浬處，取其距離較長者為界（林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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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甚至含括了專屬經濟區—領海基線外 200浬—的部分（邱文彥，2000：6）。 

二、海岸的特性 

海岸地區為水陸資源交接、過渡之地帶，因為海水不斷地沖蝕及堆積，再加

上河流的淤積以及風力作用，造成了生態資源複雜、地形地貌變化多端的特性，

從而成為整體海洋環境中生產力最高、生物最豐富的部分，是世界上最複雜的多

元使用地區之一（Griffis & Kimball, 1996: 709）。Turner等學者（1998: 269）表

示，從生態經濟學的觀點，海岸區域牽涉到具有特殊功能的物質、生化和社經相

關體系，因此海岸資源系統製造了多樣的經濟性財貨和服務，直接或間接地提供

了人類基本而全面的服務，因此漸漸為社會所重視。 

相對於一般的內陸土地，海岸地區的特殊性質可歸納為複雜性、多元利用性

和脆弱性等三大項（張隆盛，引自羅俊瑋，1996：第三版）： 

1. 複雜性—海岸位於海洋與陸地的交界地帶，受潮汐、波浪、河流注入等影響，

水中營養豐富，培育出種類豐富的生物；另一方面，從陸地到海洋一路可見

海灘、沙洲、潟湖、沙丘等海積地形以及海蝕崖、海蝕平台、海階等海蝕地

形，因此無論是在動、植物等生物種類上或是地形上，海岸地區皆呈現出高

度的複雜性。 

2. 多元利用性—海岸地區是各種土地使用競相角逐的地帶，包括農業、水產養

殖業、採砂、港口船塢、工業廠房、住宅社區、污水垃圾處理、風景遊憩和

自然生態保護⋯等等，在在顯現了海岸地區多元的使用可能。 

3. 脆弱性—由於海水的連結與牽引，整個海岸地區可視為一體，其中各種資源

相互依存，牽一髮而動全身，一環節之變動可對整個海岸體系造成影響，故

海岸地區實有高度脆弱之特性。 

基於這些特殊性質，在海岸土地的使用與各項活動的進行上必須有特別之注意與

考量，以面造成破壞與損失。 

                                                                                                                                            
200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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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海岸觀光的影響 

海岸地區的特性賦予了海岸一種獨特的吸引力，在觀光休閒活動普遍受到重

視之後，海岸觀光便大為興盛起來。在英格蘭及威爾斯所作的抽樣調查顯示，海

灘的吸引力比國家公園、河川、湖泊、森林、博物館和遊樂區都來得大（Tunstall 

et al., 1997）；在美國所進行的統計則發現每年有超過 1億 8千萬人次的國人進行

國內海岸觀光活動，比前往其他旅遊點的人都還要多得多（Beatley et al., 2002: 

2）；東南亞、環地中海、加勒比海沿岸也都是世人所熟知的度假聖地，海岸觀光

在全球熱門的程度可見一斑。 

海岸觀光在帶來龐大觀光收入的同時，也促進了國家或地方的經濟成長，對

於已開發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而言，都是重要的經濟來源。然而海岸觀光的發展卻

可能導致眾多的負面影響，Kay & Alder（1999: 36）歸納海岸觀光牽涉了環境還

有社會兩大議題： 

一、環境議題 

Tunstall & Penning-Rowsell（1998: 320）針對英國所進行的研究發現，雖然

英國也有較少人為設施的海岸度假區，但所吸引的遊客人數以及能提供的海岸活

動體驗種類都比大規模而設備齊全的度假村少得多。同樣的現象其實在世界各地

皆然，因此大多數的海岸觀光經營者往往致力於觀光遊憩設施的興建，其中又以

以大規模或國際型度假區為訴求者為甚。但是在發展海岸觀光時，往往因為破壞

性的行為導致環境壓力上升，這個問題受到了研究者廣泛的注意。Wong（1993）

指出，近岸地區的任何開發建設都可能影響海岸結構的穩定，或是造成沙灘的流

失而加速海岸的侵蝕；此外，海岸的觀光活動或建設若沒有配合良好的處理措施

與設備，產生的廢水往往直接排入海中，廢棄物則直接堆積在海邊或被帶到比較

遠的海域傾倒，都會嚴重污染海水和海洋生態環境。Klemm（1992: 171）批評大

規模觀光工程相關行為—包括開挖土石、任意棄土等—易造成不透水層面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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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破壞地形，減少植被和土壤的過濾以及淨化作用，使流入河口之淡水的品質、

流速、流量發生改變，致原有水文系統失去原有平衡。 

此外，Wong（1993）和 Savage（1993: 297）都提到了地下水使用的問題，

兩人表示不當或超量的地下水抽取使用，將造成地下水位下降，使海水入侵淡水

所在的土壤層導致淡水的含量大幅減少，海岸地區將受到日常所需用水嚴重短缺

的重大威脅。Johnson & Seabrook（1996）則關注觀光遊樂活動對環境造成的衝

擊，他們表示許多近岸遊樂活動都在外環水道或海口地帶進行，而遊樂器材排放

的廢棄物、船底污水和器機械溢漏的柴油或汽油等污染會因為環繞的本質以及因

沉積而造成的吸附和堆積作用而擴大，尤其是動力船和滑翔機更會對環境造成直

接破壞。 

海岸地區有許多珍貴的地理區域與生態系統，因為其特殊性質與高度敏感而

極易受到觀光發展衝擊的影響，例如溼地的獨特生生態系很可能因抽乾水源、挖

泥疏浚以及填平沼澤或鹽湖而消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

1989：42）。更受到高度討論的是珊瑚與珊瑚礁的破壞及其他相關課題，包括

Domroes（1993: 80）指出，對珊瑚礁的破壞往往來自於各種輕忽草率的行為和

建設，例如採挖珊瑚作為建築材料、開闢穿過珊瑚礁的遊艇航道、橫切珊瑚環礁

作為潛水或浮潛的場地等，造成了珊瑚礁之間的裂縫，從而破壞地理上的自然平

衡以及環礁的生態系統，同時也使得潮水和碎浪得以直接進入瀉湖並到達岸邊，

威脅到人類的安全並侵蝕海岸；Wong（1993）表示，在工程進行的過程中，廢

棄和沉積物會被沖刷到珊瑚礁之中，使珊瑚礁遭到污染破壞，而橫跨在珊瑚礁淺

灘的防波提等建物會使沙灘流失，導致加速海岸侵蝕以及破壞珊瑚生態；Goudie 

& Vile（1997: 230）以及 Holden（2000: 81）的研究指出，觀光活動對珊瑚與珊

瑚礁帶來破壞的情況在世界各地都很嚴重，其代表的意義不僅是生物多樣性的喪

失，還因珊瑚形成了相連結的生態系而根本上地威脅到觀光所依賴的環境資源。 

觀光當然不是破壞海岸環境的唯一原因，但觀光的高度跨領域性質卻使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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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具有擴散與延伸的效果。Crick（1989: 315）指出，許多海岸國家—尤其是

致力於國家發展的開發中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的觀光發展總是短視近利，以極

為耗能的方式換取經濟的收入，而不當的開發建設對於高度敏感的海岸地區，將

造成更為劇烈的環境負面影響。其實這並不全然是個零和的情況，吳濟華等人

（1999）指出一般海岸觀光設施包括有「自然環境遊憩類」與「生態環境保育類」

兩種次類，前者之開發經營目標在於排除娛樂性的商業設施，且建物應不加矯飾

並力求與周圍環境的協調，後者則強調維持觀光資源的天然狀態與不加人工之修

飾；Penning-Rowsell等人（1992）的調查也顯示，具有吸引力的自然景緻也是

不少遊客選擇旅遊地點的重要因素，仍有為數不少的受訪者重視的是海岸的景色

特徵，甚至偏好遊客比較少或未高度開發的海岸。這些說法提供了發展海岸觀光

時傳統大肆開發建設以外的另類思考。 

二、社會議題 

Kay & Alder（1999: 36）指出與海岸觀光相關的社會議題包括原有居民的遷

移、攸關收入和生計的親海權、使用者之間的衝突、對於地區的舒適環境所造成

的改變，以及對生活型態可能帶來的變化等問題，都有必要加以關注，而這些社

會議題在許多學者的研究中被更具體的一一體現。Keefe（1995）在墨西哥進行

的研究指出，迪坡斯特蘭（Tepozlan）地區的居民反對高爾夫球場的興建、五星

級飯店與容納八百位觀光客的計畫，主要原因在於此開發案預計每天將使用高達

525,000加侖的水量，嚴重威脅到小鎮居民用水的短缺。Nicolson-Lord（1993）

以印度為研究對象，發現果亞省（Goa）的果亞之城飯店（Cidade de Goa）在沙

灘上興建厚達 2.4公尺的圍牆以防止當地民眾的進入；泰基（Taj）度假村和阿瓜

達堡壘（Fort Aguada）的海灘度假旅館讓遊客 24小時都得以戲水，而鄰近村民

一天的供水卻不超過 1到 2小時。類似的問題在我國也受到討論，例如鍾幸鈴

（2005）指陳澎湖縣吉貝嶼的沙尾一帶於約 20年前出租民間興建吉貝海上樂

園，將居民和沙尾阻隔開來，成為一個自外於吉貝嶼的「租借地」。以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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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反映了當地民眾被排除在一些習慣上使用的自然資源與生活範圍之外的情

形，顯示出嚴重的社會正義與資源分配問題。 

除了資源使用的問題之外，文化性的問題也頗受矚目。Domroes（1993）分

析馬爾地夫（the Republic of Maldives）海岸觀光發展的經驗，發現到馬爾地夫

觀光度假的遊客和當地居民幾乎全無互動，彼此也沒有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

Altinay & Hussain（2005）從北塞浦路斯（North Cyprus）個案研究的結論則指出，

以觀光—尤其是海岸觀光—為主要經濟支柱的北塞浦路斯，在人文方面受觀光發

展的影響很小，這兩者顯現出的是文化隔離與冷漠的問題，這或許和兩者都以國

際型觀光遊客為主要市場有關係。但也有比較極端的可能，例如 Butler（1980）

分析當觀光發展到一定程度（觀光客人數在觀光旺季會超過當地居民人數）時，

當地居民會基於大量的觀光活動以及觀光客對地方的干擾，或觀光客與地方格格

不入的生活方式，而對這些外來者採取愈來愈敵對的態度；而在前章所提及包括

Williams、Burns、Cottrell等學者指出觀光對於文化上商業化與商品化現象、自

我認同與犯罪、「示範效應」、追求物質文明與提倡享樂主義、文化認同的流失、

社區摩擦…等社會問題，也都有可能在發展觀光事業的海岸社區發生。 

綜觀上述社會相關議題，彼此之間其實具有互為因果與相互加強的關係，相

關的計畫、管理與管制將在社會與文化走向衝突或和諧的選擇上發揮決定性的影

響力，海岸甚至於任何地區的觀光在尋求發展時，都應予注意。 

三、小結 

海岸觀光往往是國家或地方經濟成長與繁榮的動力，從而助長的國家或地方

的發展，然而基於海岸不同於一般內陸地區的特性，其觀光發展將面臨更多且艱

鉅的挑戰，大致上可分為環境議題與社會議題兩者，其處理與因應的適當與否將

直接影響海岸觀光的成敗與存續。Tunstall & Penning-Rowsell（1998: 319）指出，

海岸地區在發展觀光時，「彈性」（resilience）相當的重要，指的是「在海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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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地處理自然動態與社會動態的能力」2；簡言之，即力求培養兼顧自然環境

與社會上經濟需求的能力。「彈性」的實質內涵正與永續觀光的訴求相呼應，點

出了海岸永續觀光的核心要素，以此為基礎，後續將就我國海岸觀光的現況與有

助達成海岸永續觀光目標的機制進行探討。 

第二節 海岸永續觀光 

經過了以上對永續發展、永續觀光等概念的基本認識，以及對一般及我國海

岸觀光議題有所了解之後，本節將把重點放在海岸永續觀光的課題之上。首先檢

視並整理過去學界與實務界相關的論述和經驗，再以所累積的知識為基礎，嘗試

設計出一套海岸永續觀光的機制。 

壹、海岸永續觀光的相關論述與經驗 

一、海岸永續觀光的相關論述 

學界在就海岸觀光的最佳發展模式進行討論時，不盡然會特別點出「永續觀

光」一詞，但多數論述已將永續觀光概念融入其中。Wong（1993）以馬來西亞

半島為例，探討適當的島嶼觀光發展模式，點出了幾個必須優先考量的重點： 

1. 距離與交通：快捷便利的可及性（access），是島嶼觀光能否順利成功的一大

關鍵。 

2. 季節與氣候：氣候季節性的變化決定了觀光事業的淡、旺季分配，尤其是在

氣候變化差異大的觀光地區。 

3. 國家級計畫：具有指導作用的國家計畫與觀光發展政策有助於確認具有觀光

潛力的海岸地區。 

4. 資源與承載力（carrying capacity）：海岸乃相對脆弱的地帶，觀光開發須以足

夠的承載力為前提。 

而清灘、供水、廢水與廢棄物處理以及防波提的設置等工作也都應在這幾個優先

                                                 
2 原文為”the ability to deal flexibly with natural and social dynamics in the coast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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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之下進行。他並且提供了幾個可供參考的做法，包括以建立海洋公園（marine 

park）的方式保護自然景觀、保留並改善棲地和生態的環境，並藉此劃分研究、

教育和遊憩等用地；生態工法、設置後退線（set-back line）3、使用/污染者付費

等，也是可以考慮的措施。1991年國際觀光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ourism）（國際觀光會議，引自Wong, 1993: 92）則提出對島嶼觀光的建議如下： 

1. 海岸建設宜採中小規模方式進行，以減少對環境的破壞。 

2. 海岸開發應多樣化地利用地方性資源。 

3. 應有全面性的政策和管理以控管海岸觀光發展。 

由於大多數的島嶼觀光建設與活動都在海岸地區進行，Wong和國際觀光會議對

於島嶼觀光的建議，對海岸觀光開發與建設也有相當的價值。 

Meyer-Arendt（1993）運用「遊憩演進的概念式模型」（conceptual models of 

resort evolution）和「遊憩周期模型」（resort cycle models）來討論海岸觀光活動

在墨西哥灣造成的地理上影響，他分析海岸觀光活動的演進多會循探索

（exploration）、參與（involvement）、發展（development）、強化（consolidation）、

停滯（stagnation）、復甦（rejuvenation）或衰退（decline）等六階段發展，而觀

光-環境間關係在各個階段有複雜的發展與演變，打破了傳統上對兩者線性關係

（linear relationships）的看法。Meyer-Arendt表示這種週期分析方式有助於預測

當地居民和觀光客群的行為、觀光建設對海岸地區的影響以及民眾和政府對環境

破壞的反應，能幫助相關單位發展出最適當的規劃。 

不同於上述從較微觀或實務層次開始進行分析，Miossec（1993）從法國的

經驗中指出確立上位法律的重要性，而海岸保育法律的確切執行才是海岸觀光可

長可久之根本。一直以來，法國國會通過的海岸相關法律多半是在管制而非促進

                                                 
3 後退線是一條界線，在海岸或河川兩岸劃為緩衝區，禁止建築物的建造。這個法則是生態工法
中最軟的設計，也最能防患於未然。但這項法則目前在台灣並無立法；於尚未開發的海岸與河川

行水地帶，政府相關單位應盡速建立此一防災減害的觀念與機制。對於過度開發的海堤及河堤與

排水圳鄰近地區居住的居民，應廣為教育宣導，自負天災、淹水或浪擊的風險（台灣海洋生態資

訊學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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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的發展，並且以這個方式對海岸環境進行保護，使作為觀光基礎的海岸資源

與景觀得以長久維持下去。Miossec並在結論中表示，今後海岸觀光問題的解決，

依靠的將是法律而非技術。 

從學者的研究分析中可以發現，對觀光地區地理與文化特質、承載力、觀光

條件的了解，以及對未來發展可能的預測是海岸觀光開發與建設的基礎工作，而

經確立的上位法規範得藉由其指導的角色助一臂之力。 

二、海岸永續觀光的成功經驗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過去成功的海岸永續觀光經驗或許可以提供一些啟示。

瑞典政府將海岸分為環境價值特殊海岸4、重度開發之海岸5，以及其他海岸6三

類，以三類海岸不同的特質為基礎分別規劃適當的海岸觀光計畫並對天然資源及

環境的完整性賦予以相當之重視；瑞典政府設有環境部，把環境保護工作放到了

與經濟、國防同等重要的戰略位置上，與海岸警備隊、國家海事局、瑞典氣象與

水文研究所有著明確的合作機制，海岸觀光也就在此健全的架構下獲得良好發

展，然而這種模式的成功乃是建立在強大經濟後盾的基礎之上，並非放諸四海皆

可適用（栗茂峰，1999）。 

在美國，有許多成功的海岸觀光開發都是由民間進行，政府僅扮演計畫審核

與環境評估及追蹤的角色，如佛羅里達州（Florida）的亞美利亞海島農莊（Amelia 

Island Plantation）、密西根州（Michigan）的弘斯泰德渡假村（The Homestead）、

南卡羅來那州（South Carolina）的海松農莊（Sea Pines Plantation）和齊亞哇海

角公園（Kiawah Island）、夏威夷群島（Hawaiian Islands）上的卡帕魯（Kapalua）、

維利亞（Wailea）和卡那帕利（Kaanapali）三個渡假遊憩據點等，這些案例的共

同特色是負責開發的民間企業相當重視開發前的環境研究，對於長期經營的自然

                                                 
4 完全禁止工業區之設置，促進開發以達成各項遊憩使用目標，同時加以保護工學術研究等用途。 
5 危害環境之工業只允許於既有地區或其附近設置，優美之海岸線地區應改善公共交通並保留充
分面積以提供觀光及戶外遊憩空間。 
6 自然特色對戶外生活較不重要之海岸，包括分散興建渡假別墅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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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景觀保育以及財務利潤都有良好而縝密的計畫，和當地原有的人文生態與

地方文化也能有適切的配合（美國都市與土地協會，1992）。 

其他成功經驗如日本於 1970年修正自然公園法後開始設立「海中公園地

區」，將海洋生態之保護列為第一重點，以海岸城鎮為觀光基地等多角經營並採

重疊式及立體使用方法，海岸觀光設施以保持自然景觀為前提，儘量減少人為設

施，任何設施都須注意基地之穩固性，外形、顏色都應配合美觀設計與實用性；

美國託管地維京群島（Virgin Islands）則鑒於過去許多海岸地帶由於各種不同機

構辦理，權責無法統一，法令規章亦多重複且互有矛盾之處，建築許可證核發單

位及程序混亂並缺乏作業標準，因此當局依照聯邦法令設置「海岸地帶管理處」

並由此單位核發海岸使用、建築等許可證，統一管理整個海岸地帶及其觀光開發

（傅屏華，2002）。 

這些成功經驗呼應了學界的討論內容，再次證明對觀光地區各方面的了解以

及政府政策、措施與法律規範在海岸觀光建設與發展上的重要性。 

貳、海岸永續觀光的機制 

以前面的討論為基礎並參考第二章永續觀光的機制設計，可以從兩大面向為

出發點來設計海岸永續觀光的規範機制。其一為地方性面向，從較微觀或低層次

的角度出發，內容方面參考Wong和國際觀光會議所提建議，包括氣候、生態資

源、地理資源、人文、土地承載力等五項次類；其二為政策性面向，從較宏觀或

高層次的面向，包括政策、組織、管制措施、法規等四項次類。 

一、地方性面向 

1. 氣候：氣候影響著幾乎所有觀光事業的發展，因為舒適宜人的氣候往往是觀

光客選擇觀光地與造訪時機的重要因素。以台灣而言，因位處季風帶且地形

複雜，導致各季氣象差異大，使部分的海岸地區可明顯區隔其觀光淡季與旺

季；此外，沿岸海流與波浪的變化皆與氣象密切相關，影響觀光活動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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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海岸建設與土地開發的條件。透過氣候變項對觀光行為、觀光流量與觀

光地的觀光潛力進行預測，對觀光開發建設的規模與設計有很大的幫助。 

2. 生態資源：海岸特殊的生態資源是海岸觀光發展重要的基礎，然而海岸生態

相當地脆弱，如溼地、珊瑚礁等生態系都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世界各地的經

驗均指出，無論是為發展觀光所為之開發建設（如海岸旅館、遊樂設施…等）

或是以人生安全為考量的防護措施（如海堤、消波塊等），人類的活動與開發

建設稍有不慎便會引發嚴重的生態干擾與破壞。要同時兼顧觀光必要的活動

與開發建設與有效避免或減輕對生態的人為干擾，對海岸地區生態體系的了

解為根本且必要的工作。 

3. 地理資源：海岸的地理資源是海岸觀光的基礎之一，然而並非所有形態的海

岸地理資源都適合進行觀光活動或進行開發建設。Foster（引自Wong, 1993: 

93）指出四種適合發展海岸觀光的區位為典型的平坦海岸、濱海河口或瀉湖、

陸岬以及濱海丘陵，原則上這些地理區比較具有觀光潛力也能承受開發建設

的壓力，而在不相宜的地理區上進行觀光活動或進行開發建設則容易遭到事

倍功半的挫敗。因此，對海岸地區地理形態的探査與評估也是發展海岸永續

觀光的前提工作。 

4. 人文：觀光的發展深受人文條件的影響。觀光地社區和民眾的參與是永續觀

光成功的關鍵之一，而對於大部分以漁業為傳統產業以及多有為適應環境而

衍生出特殊風俗的海岸地區而言，觀光活動與開發建設都是可能在短期間內

位社區帶來巨大衝擊的因子。海岸觀光並牽涉到Miossec（1993: 185）所稱

的海岸社區都市化過程（urbanisation），過程中當地居民的反應往往經歷興奮

（euphoria）、冷漠（apathy）、惱怒（irritation）、敵對（antagonism）等不同

階段（Doxey，引自劉修祥，2000：388），其間歧異與衝突問題之解決須透

過尊重地方文化與意見、保存人文特色與遺產以及融合地方與外來力量來達

成。 

5. 土地承載力：土地的承載力乃是氣候、生態資源、地理資源與人文等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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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綜合結果。土地承載力大致上和可接受之開發建設規模、不同開發型態的

壓力的成正比，例如較沿岸寬廣的平地或是較充足的淡水供應能支持較大規

模旅館或觀光遊憩設施的運作、較廣泛的地方性參與可深厚開放與包容外來

人文衝擊的能量。在發展海岸觀光之前，必須確認海岸地區的承載力，以為

訂定合適的觀光發展計畫奠定基礎。 

二、政策性面向 

1. 政策：政府的政策提供了國家各領域發展的大原則，在發揮教育性作用的同

時也決定了社會大眾的行為方向，較為抽象但在實質上具有決定性影響力。

海岸觀光雖然涉及許多專業事項，但在政策面可以較不受技術性細節的拘

束，重點在於要有永續觀光與海岸永續觀光的正確概念與宏觀的格局，以長

遠的眼光衡量短期性觀光開發與長期性永續觀光之間的優劣得失。 

2. 組織：責任明確且具法源基礎的專責機關對整合性的海洋政策與海岸管理大

有幫助，國外成功的海岸管理經驗即不乏基於此類專責機關的有效運作而達

成者7。我國海岸管理在機關組織上的缺失向為被批評的重點項目8，觀光政

策雖有政府觀光部門主管負責，但海岸觀光更以海岸開發的特殊考量為核心

課題，因此政府組織中設有海岸管理之高層專責機關無論對於海岸觀光或是

更廣泛的海岸管理而言，都有其迫切之必要。 

3. 管制措施：相對於政策而言，管制措施必須對技術性細節事項有較縝密的考

量。因此海岸觀光措施應本於對海岸地理環境與海岸社區人文環境的勘查、

建設與活動的影響、觀光效益分析之結果，其制定須著重專業意見的集結，

同時也應顧及標的人口的意見。 

                                                 
7 參考 Lee（1998）對韓國、Olsen（1999）對美國、McCleave等（2003）對中國、Rutherford等
（2005）對加拿大之案例分析以及 Cicin-Sain（1993）。 
8 如林銘崇（1995）批評國內海岸管理機關事權不一；胡念祖（1997；2003）與邱文彥（1998）
強調海岸與海洋部級專責機關的必要性；監察院（2004）針對我國海洋相關課題所進行的總體檢
調查報告中指出了目前海岸管理的問題，第一項即為專責機構的缺乏等。 

 42



 

4. 法規：具法律地位的規範能有效發揮指導性與強制性作用。國內海岸相關立

法的不足與機關組織上的缺失同為各界批判重點9，海岸觀光同時牽涉觀光與

海岸管理議題，各種規範更散見於零零總總的觀光、土地和環境法律與其他

規定之中。有鑑於此，應加速海岸法的立法通過以及有系統地整理海岸管理

相關規範之架構並整合其內容，使海岸永續觀光能在明確的法律體系下進行。 

海岸永續觀光各面向機制設計之詳細內容與整理，參考表 3-3-1。 

表 3-2-1：海岸永續觀光機制整理表 

面向 次類 內                     容 
透過氣象機構取得海岸地區的氣候與氣象的資料並建立相關資

料庫 
利用海岸地區的氣候與氣象資料提出適合的觀光活動/體驗及
其季節性分配 

氣候 

利用海岸地區的氣候與氣象資料預測觀光客流量並規劃因應與

接待措施 
透過學術機構取得海岸地區生態體系的資料並建立相關資料庫

利用海岸地區的生態體系資料提出不同生態之分布與其敏感內

容，以及可承受的觀光活動/體驗與相關建設 
依據不同生態之分布與其敏感內容，提出可承受之觀光活動/
體驗與相關建設 

生態

資源 

設立專責機構或單位負責追蹤海岸地區生態體系所受影響與變

化 
透過學術機構取得海岸地區地理的資料並建立相關資料庫 
以 Foster提出的四種區位為標準，則取適合發展海岸觀光的基
地 
配合各區位提出可承受之觀光活動/體驗與相關建設 

地理

資源 

設立專責機構或單位負責追蹤海岸地區地理所受影響與變化 

地
方
性
︵
參
考
表2-3-2

﹁
環
境
保
全
﹂、﹁
地
方
社
區
﹂
主
題
︶ 

人文 
透過學術機構即探訪勘查取得海岸地區人文性的資料，並建立

相關資料庫 

                                                 
9 如胡念祖（1997）、邱文彥（1998）以及監察院（2004）在前註同一份報告中，均指出海岸法
的立法未完成，實不利於我國海岸管理之健全；以及邵廣昭（2000：27）表示，正式法規基礎的
欠缺使得「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環保與經濟並重」、「以前瞻性、大格局、新思維的宏觀視野，

營造繁榮、安全、生態的海洋發展願景」、「以海洋立國」等主張都僅作為宣示意義的口號，難有

真正獲得落實的可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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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海岸地區的人文資料提出適合的觀光活動/體驗與相關建
設 
以明文規範確保觀光開發者與相關機構單位在原有人文遺產保

存上的合作 
確保運用的觀光包裝與海岸人文特色與遺產之相容與無害 
提出適當與有效管道確保地方力量在觀光開發前、中、後等階

段之資料取得與意見表達 
召集專家學者綜合並分析海岸地區的氣候、生態、地理與人文

等資料並建立相關資料庫 
土地

承載

力 

提出適當並可承受之觀光活動/體驗與相關建設（參考表 2-3-2
「環境」與「地方社區」主題） 

政策 
相關主管機關對於海岸觀光政策的制定應設有討論機制，相關

決策與須得各主管機關之認同 

設置責任明確且具法源基礎之高層機關專門統一負責海岸相關

事務 
針對海岸觀光相關審議的實施與後續追蹤監督設置具獨立性、

專業性與代表性的團體負責， 
海岸觀光相關審議採共識決並尊重各領域專業 
設立專責機構或單位負責追蹤海岸地區氣候、生態、地理與人

文所受影響與變化，並賦予該機構或單位一定之強制/公權力 

組織 

設置專責單位負責確保資訊告知與意見表管道的暢通性與回

應性 
以對海岸地理環境與海岸社區人文環境的勘查、建設與活動的

影響以及觀光效益分析、標的人口意見為管制措施的準則 管制

措施 
措施之制定者應包括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與標的人口代表 

以海岸法為最高指導法規 

政
策
性
︵
參
考
表2-3-2
﹁
政
府
管
制
機
制
﹂
主
題
︶ 

法 
規 有系統地整理海岸管理相關規範之架構並整合其內容 

 

 

資料來源：本論文整理。 

 

第三節 我國海岸觀光的發展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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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首先回顧我國海岸觀光的背景與發展的情形，再就現實情況與海岸永續

觀光價值有所衝突與爭論之處進行檢討。 

壹、我國海岸觀光的發展背景與歷程 

台灣僅本島便可大致分為北部的沉降海岸、東部的斷層海岸、南部的珊瑚礁

海岸和西部的隆起堆積海岸四區（林朝棨，引自林俊全，2000：227），多樣化的

地形特性與生態環境景觀奠定了台灣發展海岸觀光的厚實基礎。然而台灣海岸觀

光的發展歷程頗有一番曲折，主要是由於自國民政府撥遷來台後便長期實行海禁

政策，使得台灣人民對於海洋與海岸抱持相當程度的距離感，直到民國 76年解

除戒嚴、開放海岸後，民眾接近與利用海岸的機會才大為提升（許文聖，2005：

57）。 

在經濟起飛、進行觀光遊憩活動成為社會普遍風氣的背景之下，海岸地區因

為各種不同的地形豐富，很快就成為國內旅遊的熱門地點，開發較具規模者甚至

吸引了為數眾多的國外遊人，因此政府也配合整體觀光政策對於海岸進行遊憩規

劃，包括依據交通部觀光局所屬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管理站設置標準所設立，以

海岸風光為主要特色的東北角海岸（1984.6.1設立）、東部海岸（1988.6.1設立）、

澎湖（1995.7.1設立）、大鵬灣（1997.11.18設立）、馬祖（1999.11.26設立）、北

海岸及觀音山（2002.7.22設立）、雲嘉南濱海（2003.12.24設立）等 7個國家風

景區10，以及依據國家公園法及其施行細則、國家公園管理處組織通則、行政院

核頒的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觀光資源開發計畫等法規所設立，以海岸遊憩為

重點觀光資產的墾丁國家公園（1984.1.1設立）11（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 

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的規定，交通部為我國觀光主管機關，負責發展觀光政

                                                 
10 目前國內共有 11個國家風景區，另 6處為花東縱谷（1997.4.15設立）、日月潭（2000.1.24設
立）、參山（2001.3.16設立）、阿里山（2001.7.23設立）、茂林（2001.9.21設立）以及西拉雅（2005.11.6
設立）國家風景區。 
11 目前國內共有 6座國家公園，另 5座為玉山（1985.4.10設立）、陽明山（1985.9.16設立）、太
魯閣（1986.11.28設立）、雪霸（1992.7.1設立）以及金門（1995.10.18設立）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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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督導並審核全國觀光業務與計畫，負「政策」之責，下設觀光局負責推動觀

光事務，負「行政」之責12。除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隸屬於交通部、國家公園管理

處管理由內政部主管外，其他區域、地方性的觀光業務則屬於地方政府的權限，

各自發展其觀光政策。傳統上，觀光發展多由政府主導進行，近年來民間參與開

發的成分則逐漸增加，這個現象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公佈施行後更為普

遍。在此氛圍下，許多海岸觀光領域亦採用民間參與的方式進行，近年來較為人

所知的例子包括了 2004年的大鵬灣BOT案，以及 2005年的福隆濱海旅館區BOT

案等（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 

無論是政府進行開發抑或是民間提出申請，未來海岸觀光都會是我國發展觀

光事業中重要的一環，海岸永續觀光也將因而成為相關單位致力追求的目標。但

正如同前面各章節所呈現的，要達成海岸永續觀光的目標，政府或民間的考量都

不應也不可能僅止於觀光領域而已，這是描繪我國海岸永續觀光藍圖的重要前

提；而了解過去與當前海岸觀光的問題、挑戰與困難，則是邁向成功海岸永續觀

光的第一步。 

貳、我國海岸觀光的檢討 

我國海岸觀光發展至今，少數景點已獲得普遍好評甚至享譽國際（如墾丁），

但或有負面效果漸漸顯現、或在發展的成長上遇到瓶頸，須提出因應對策或解決

方案；又部分開發成效不如預期，甚至造成環境破壞等負面衝擊，遭受各界大力

撻伐；還有更多海岸地區已被設定為觀光發展用地而有待進一步開發，或是開發

建設目前正在進行當中。針對國內不同地區以及不同情形，可從民間、學界與政

府相關部門等批評檢討意見中，得知現況下的問題所在。 

海岸與海洋兩者密不可分，其中一方受到衝擊，另一方很難免於被波及。胡

念祖（2003：7）指出，在海域觀光遊憩活動將成為台灣觀光旅遊主流之際，公、

                                                 
12 參考發展觀光條例第三條、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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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海域觀光旅遊開發對資源與環境之衝擊、漁業活動間之競合，以及缺乏法律

管理處罰依據，乃我國海洋觀光遊憩與管理之三大問題；許文聖（2005：62）也

提到海洋遊憩活動與漁業活動的競合衝突，並表示海岸景觀容易因遭開發建築的

破壞而減損，而加強資源保育觀念與建立保育措施乃是我國海洋觀光遊憩發展所

面臨之課題。兩人論述雖針對海域而提出，但對海岸地區有同樣的影響。 

立法院永續會與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曾於 2004年共同主辦一系列分為北、

中、南、東以及離島五區進行的「漁港與海岸保護與方法論壇」，與會者紛紛指

陳我國海岸觀光上的問題：柯金源（2004）指出，為了發展觀光而興建的防波堤、

天然游泳池等設施，嚴重破壞自然環境與生態，如金沙灣、八斗子等地區都是這

類建物的受害者；余立平（2004）表示，福隆海水浴場除了平日遊客的造訪外，

每次舉辦大型活動前都必定遭受大規模的「整形手術」，造成了沙灘嚴重流失的

結果；蔡碧芝（2004）批評高雄市政府砸下重金所興建的旗津海岸公園直接蓋在

潮來潮往的衝擊帶上，後來又追加水泥平台補強以及人工島、潛堤、人工灣澳等

設施，也同樣導致沙灘大量流失，受到海水嚴重侵蝕的遊客中心甚至對生命安全

造成威脅；施拉橫（2004）表示，蘭嶼所屬地方政府為開拓觀光市場而興建的簡

易港口不但直接消滅原有自然生態，對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與傳統文化也造成劇

烈的衝擊13。 

事實上，社會和學界對於海岸觀光議題的關心始終未曾間斷，對於重大個案

的討論更是熱烈，例如楊宗瑋（1999）針對台東知本溼地的開發問題表示，綜合

遊樂區的開發將使知本的溼地面臨生態危機；范智明（2004）和李永展（2004）

對喧騰一時的蘇花高興建案均表示，蘇花高目的在配合東部觀光產業的發展，但

該目標可否達成仍存疑，對自然景觀與當地生活型態均將造成衝擊卻是可以肯定

的。澎湖吉貝嶼的 BOT開發案因為具更廣泛的影響並涉及更多的利害關係而延

宕多年，許多生態環保團體憂慮這種國際型的大規模開發案對吉貝這樣的迷你小

                                                 
13 李偉文（2004）和李永展（2005）也有相關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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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而言將是一場生態與環境浩劫：島嶼上有的百座石滬不只成為美麗的地景，也

是吉貝深厚歷史文化的代表、台灣重要的文化資產，可以預期這樣的資產在大規

模開發下必將破壞殆盡；在商業競爭的思考下，當地民宿業者完全被排除在外，

令他們無法接受這種開發模式；而大型企業僅提供次等勞工的就業機會，就深植

地方經濟基礎而言無益，對當地居民卻是極大的感情傷害（郭志榮，2004）。 

國內學界與民間對海岸觀光的發展與政府政策皆採負面評價而幾無給予正

面肯定者，可知目前政府所採措施與學界與民間所希望、追求的目標有相當程度

的差異。由本章一、二節可知，永續觀光的概念以及該概念在海岸觀光上的運用，

對於海岸觀光開發的各個面向都有著具指標性的參考價值，各方參與者、利害關

係人—尤其是具主導地位的政府相關單位—應以海岸永續觀光作為決策與行事

的指標。然而目前國內的海岸觀光開發，常是經濟利益考量凌駕於一切其他價值

之上：氣候、生態資源、地理資源、人文、土地承載力等條件的重要性受到貶抑

和犧牲，政策、組織、管制措施、法規等訂定則遭到扭曲或專為經濟目的而服務。

要扭轉這樣的缺失，必須對問題的肇因有深入之了解，以下章節即將焦點置於我

國海岸觀光開發的兩大主要審查機制的內容，從而探求改善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