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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採用 Berkes等（2007）適應性共管成熟度的量表，以無尾港

水鳥保護區及其周遭社區、墾丁國家公園與社頂部落、太魯閣國家公

園與大同大禮部落、崙埤部落與林務單位的林地資源共管醞釀等為個

案，分析台灣在地居民與自然資源經營管理機關，共同經營管理保護

區的狀況與未來的展望。結果顯示：無尾港水鳥保護區案以參與式工

作坊遂行的保護區經營管理有高度的適應性共管成熟度；墾丁國家公

園的社頂部落雖少指涉經營管理決策，能充分發展生態旅遊也約可達

中度成熟度；太魯閣國家公園與大同大禮部落因政策不確定、部落組

織運作未臻成熟尚屬初期；崙埤部落案因部落組織自主性高、運作成

熟、對外網絡連結良好，雖尚在醞釀共管事宜，部分項目也有中度的

表現。綜整四個個案，在現今法規未具強制執行共管的情況下，只要

政策架構清楚、不直接指涉經營管理決策，或在主管機關可接受而社

區又能發揮的範圍內，如發展生態旅遊，也可有施行共管的機會。 

關鍵詞：共管保護區、適應性共管、社區參與、生態旅遊、權益關係

人、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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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代的保護區基本上是在西方萌現與發展，再逐漸推廣到全世界，其

經營管理的典範思維是以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直接轄管，科學知識為基

礎，排除人為的干擾。富有大面積、無永久住民、聯邦政府直接管理特質

的美國黃石國家公園是其最典型的代表。然而，如此經營管理做法的保護

區卻在許多地區跟在地居民及其他資源利用活動產生許多衝突。因此，國

際保育社會開始出現一些另類的取徑，主張與在地（鄰近）社區，尤其是

少數族群或原住民族，建立夥伴關係甚至將其納入經營管理機制中，這即

所謂的參與式的保護區經營管理（participatory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1990 年代後期，參與式的取徑逐漸成為保護區經營管理的一個重要趨勢，

主管官署與在地社區或資源使用者等權益關係人分享經營管理權力的共管

（co-management）保護區案例，也逐漸在許多地區出現。仟禧年過後，國

際保育社會大力推廣多元的保護區治理型態，共管保護區遂成為全球的焦

點之一。然其醞釀與設置指涉產權、所有權、決策權、權益分享、體制設

計等，因區域族群、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等背景脈絡不同，而有不同的

考量。許多保護區經驗顯示共管成功的關鍵在於權益關係人，特別是在地

社區或原住民族，可與主管官署共同在權力結構、資源利用與利益分配上

有所協議。然由於在地社區內部常多元又異質，國家政策也經常會隨社經

環境變遷而有所調整，因此，有說共管是個持續的過程。近年，為符應複

雜現實社會的狀況而發展出演化與適應性的觀點，其加添規範、網絡、實

驗與學習的面向，使共管的論述更趨寬厚完整。 

在台灣，共管的議題肇始於仟禧年左右倡議原漢共管的馬告國家公園

芻議，時由於政治環境逐漸注重原住民族權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簡稱林務局）於 2000年也推出以共管森林資源為願景目標的社區林業計

畫。2005 年，總統公佈施行〈原住民族基本法〉，2007 年，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公告〈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規定新設資源保育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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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共管的機制。野生動物保育法與森林法也陸續修法尊重原住民族在野

生動物與森林資源利用上的傳統權益。2009 年，內政部發布〈國家公園區

域內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基準〉1，做為國家公園區域內執行

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的依據。隨著法規的調整，仟禧年以來，

台灣也陸續出現一些保護區與在地居民對話與互動良好的個案，如非原住

民地區的無尾港水鳥保護區跟其周遭社區共同在保護區經營管理上的努

力；墾丁國家公園輔導社頂部落發展生態旅遊，在地社區既協助進行資源

調查與巡護山林，也能有產業發展的機會。為探討台灣保護區共管的情勢

發展與面臨的問題，本文以二手資料為本，以 Berkes, et al.（2007）的適應

性共管成熟度的階段性評量為基礎，分析幾個有指涉到保護區主管機關與

在地居民權益互動的個案，或共管保護區的籌設或概念建構，來統整討論

分析台灣在保護區共管議題方面的進展與未來的機會。 

貳、國內外保護區共管的狀況 

一、共管的定義與內容 

共管（co-management）包括：協同管理（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參與式管理（participatory management）、聯合管理（joint management）、分

享 管 理 （ shared management ）、 多 頭 集 體 管 理 （ multi-stakeholder 

management）、圓桌協議（round-table agreement）等字義；指的是一種存在

於自然資源（保護區）各權益關係人間的夥伴關係，彼此同意分享在自然

資源（保護區）範圍內的土地與資源的權力、責任及經營管理的運作，同

時特別保障權益關係人與自然資源（保護區）相關的功能、權益與責任

（Borrini-Feyerabend, 1996; Borrini-Feyerabend, et al,. 2000; Carlsson & 

Berkes, 2005; Mabee & Hoberg, 2006）。自然資源共管的興起是對中央集權科

                                                        
1
 內政部 2009年 10月 29日台內營字第 0980809979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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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管理典範效益不彰的反思，也是民主風氣普及、環境團體的鼓吹、在地

參與的風行、道德與認同、及政治對糧食與環境安全的重視等諸多因素影

響下的結果（Snelder & Persoon, 2005）。由於共管有任務分派、交換資源、

組織連結、降低轉換成本、分擔風險、衝突解決與分享權力等正面的效益

（Carlsson & Berkes, 2005），近二十年在自然資源經營管理上受到各界相當

的重視（Berkes, 2007）。 

如果以 Berkes et al,（1991）所揭示的「政府與在地資源使用者分享權

利與責任」作為共管的定義，近代歷史上的共管案例與經驗至少可追溯至

百多年前，如：1890年代挪威政府的鱈魚衝突管理、1901年日本制訂准許

在地漁業組織管理沿自封建時代的村落海域的漁業法案、喜馬拉雅山區於

1920～1930 年代即有的「政府制定經營架構與法規，社區居民制訂日常使

用的細部規則」的森林管理、與 1972年印度的聯合森林管理（Joint Forest 

Management）等（Berkes, 2007）。 

共管一詞最早可能是出現在加拿大 1975 年的北魁北克協議（Northern 

Quebec Agreement），美國華盛頓州則在 1984年通過鮭魚管理的部落條約，

當時的共管指涉到分配，且為各權益關係人制訂作業的階段，以能達到複

雜的多邊法規整合的資源管理；而國家環境與經濟圓桌會議（National Round 

Table o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 NRTEE）對共管所下的定義則是

「共管隱含至少一個政府機構和其他團體的協定，且政府是必須的夥伴之

一」（NRTEE, 1998）；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diversity）定義共

管為「政府與在地社區間對於自然資源經營管理的職權、責任與利益的分

享」2。共管的定義有各家說法，但仍可整理出共通點：其係在權益關係人

間某種程度地分享自然資源管理的權責。一般而言，共管特別是指主管官

署與在地資源使用者間的權益與責任分享的關係（Beckley, 1998），是公部

門與私部門間的某種夥伴關係（Carlsson & Berkes, 2005）。 

                                                        
2 「 the sharing of authority, responsibility, and benefit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local 

communities in the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於 2011 年 1 月 28 日下載自

http://zm.chm-cbd.net/glossary_keywords/C/co-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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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共管指涉到許多獨特的政府體制、社區、情境狀態、治理型態、

治理過程，及自然生態體系所形成的複雜性（complexities），不同個案的共

管有著不同的面貌3（Carlsson & Berkes, 2005；靳樂山等，2006）。為因應這

些複雜性，共管需要考量：體制的設計、在地社區（特別是原住民部落）

有意義參與的能力、整合在地傳統自然資源的治理與知識系統等因子

（Mabee & Hoberg, 2006）。Carlsson & Berkes（2005）建議為達到共管分享

權力的結果或目標，應重視社區培力及官署與社區間權益互動的醞釀過

程。Borrini-Feyerabend et al.（2004）彙整全球相關自然資源共管的個案經

驗，對共管的操作程序與考慮事項提出詳盡的建議。 

Berkes（2007）統整歷年來的共管個案與論述的發展，認為共管不只是

權利、體制與互信的議題，提出共管演化的性質及共管與協同和參與式排

置（collaborative and participatory arrangement）類同的觀點，整理出七個共

管的面向：1.權力分享（Power sharing）：強調經營上的權力與責任分享；

社區從諮詢到有效控制資源的權限；2.體制的建立（Institution building）：

在地階層的機構通常缺乏與政府共事的背景，對政府機構而言，也未準備

好與在地組織合作；3.信任的建立（Trust building）：建立信任對合作關係是

必須的，學習尊重不同的世界觀並且整合不同的知識系統； 4.過程

（Process）：聚焦在共管是一個過程而非一固定的終點；在共管過程裡，權

利分享是其結果，而不是開始；5.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共管伴隨著

反覆的回饋與經驗的學習，從做中學反應了社會與生態回饋，並且提供經

營管理的彈性；6.解決問題（Problem solving 2007）：夥伴的網絡可視為轉

換學習的情境，也可發展信任與技巧去處理與日俱增的複雜問題；7.治理

                                                        
3 Carlsson & Berkes（2005）著重國家與社區的關係，提出共管有交換系統（exchange 

system）、聯合組織（joint organization）、國家巢狀系統（state-nested system）、社區巢狀

系統（community-nested system）與網絡系統（network）等五種類型。靳樂山等（2006）

則由連結方式切入，認為共管的類型可分有六種，包括：1.共建組織（比較常見的共管

型態）；2.通過提供訊息、技術與服務等援助（鬆散共管）；3.通過合同協議（利益關係明

確）；4.以行政與政策手段為主（行政管理取徑，中國多見）；5.合資或股份制形式（商務

企業多採用）；6.生產或生活中的聯繫（社區中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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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好的治理原則是權力與責任的分享，而其法律與權限則立

基於民主授權、透明化及責信度。 

基於前述面向，Berkes et al.,（2007）進一步提出適應性共管（adaptive 

co-management）的概念，相較於早前的共管論述，其特別強調共管的演進

面（evolutionary dimension），也就是說推動共管的過程同時也是促進社會

互動的過程，必須透過信任建立（trust building）、體制設計（institutional 

design）和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等動態（dynamic）且跨尺度（cross-scale） 

互動的過程，不斷厚實共管成功的基礎。簡言之，適應性共管標幟一個更

前瞻性的共管取徑，其能更彈性地符應不同的現實狀況，且更具備複雜系

統（complex systems）的視野。儘管無法歸結出共管成功的因子，Berkes

等人認為綜整過去廿年的田野與文獻經驗，可以整理出一些準則來討論不

同階段的適應性共管成熟度。其包括：啟動的理由（reason for being）、權

力分享的程度（degree of power sharing）、世界觀與合理化（worldview and 

sense making）、規則與規範（rules and norms）、信任與尊重（ trust and 

respect）、水平連結與網絡（horizontal links and networks）、垂直連結（vertical 

links）、知識的使用（use of knowledge）、實驗能力（capacity to experiment）

與學習（learning）等。 

二、共管保護區 

Borrini-Feyerabend, Kothari & Oviedo（2004）認為共管保護區是： 

「與其他政府機關間及其他權益關係人，特別是那些在文化與生

活生計上，倚賴該區的原住民族與在地和遷移性的社區，共享決

策權力、責任與責信度（accountability），而由政府劃設的保護區。」

（p32）。 

保護區的共管體制論述是個權利關係的連續質譜，主要強調的是權利

分享的面向，在現實場域裡更是一沿著連續質譜發生的過程（Carlsson & 

Berkes, 2005）（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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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參與在保護區經營管理的應用（一個連續面的討論） 

主管官署完全控制 
官署與權益關係人 

分享控制 

權益關係人（社區） 

完全控制 

   

保護區的共管 

←———————————————→ 

---- 主動諮詢 ----- 尋求共識 ---- 
決策協商 

建立協議 
---- 

透過正式機

制分享權力

與責任 

---- 
移轉權力

與責任 
---- 

           

無其他權益關係人的涉入  無官署的涉入 

------------------------------------------------------------------------------------------------------- 

權益關係人（社區）的期望增加→ 

增加權益關係人（社區）的貢獻、承諾與責任→ 

（修自 Borrini-Feyerabend, 1996: 16-17） 

在表一所列的參與式經營管理裡，越靠左邊意謂權力與控制越集中於

官署，其最極致的呈現即是官署全權在握。越靠近右邊意謂非屬主管官署

的權益關係人，如在地社區或資源使用者，掌握保護區經營管理機制的程

度越高，其最極致的呈現就是社區治理或自治。整個體制與機制自左到右，

意味著權益關係人的涉入、承諾與責任的增強。這連續面的討論也意諭著：

共管的過程與協議需要考量每個地區個案的獨特歷史與社會政治脈絡

（Borrini-Feyerabend, 1996）。以表一為基礎，從保護區機構（主管機關或經

營管理單位）與保護區所指涉的社區在保護區職權與責任的相互關係，可

呈現保護區的治理選擇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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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保護區機構與社區的相互關係 

   

政府經營管理的保護區 共管保護區 社區保育區 

保護區機構掌控完全的職

權與責任 

保護區機構與相關的社區

分享職權與責任 

相關社區掌控完全的職權

與責任 

←－－－－－－－－－－－－－－－－－－－－－－－－－－－－－－→ 

忽略壓制 通知或 

諮詢 

尋求共識與

由上對下的

利益分享 

決策溝通與

訂定特別的

協議 

藉由共管組

織的席次或

其他方式正

式分享職權

與責任 

分權、重構、

懇認職權與

責任 

（Borrini-Feyerabend et al., 2004: 30） 

共管保護區的重點是由政府劃設，必需要法規正當性及政府意願態度

的支持。除此之外，它可以是一個多元屬性的經營管理機制或組織，可指

涉國家、區域或地方等不同層級的不同政府機關，其經營管理計畫也多會

包括配套措施、執行細則、誘因與補償等事項。共管保護區的權益關係人

通常是該區被國家法規認可的主要權利擁有者，如：主管機關或其他政府

單位，對該區土地與自然資源有權利主張的在地社區，還有其他包括：半

官方組織、民間團體與私人（含企業）。不同的權益關係人對保護區有不同

的連結、權利與利益，其參與保護區事務的權力與誘因也不同。共管保護

區的特色是會設有一組織作為權益關係人參與的管道（Borrini-Feyerabend et 

al., 2004）。 

共管保護區的共同特徵為： 1.共管是一個社會承諾（ social 

engagement）、面對（encounter）與實驗性（experimentation）的場域；換句

話說，共管是一個為了爭取參與權利、透過社會學習促進改變的過程，需

要克服舊體制的侷限，採用做中學的適應性取向；2.共管是多樣性的，是不

同團體、不同階層與跨學科的嘗試；3.共管立基溝通及決策參與，而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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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與責任的分享，及與各行動者的利益分配；4.共管是一個彈性的過程，

而非一個終點（Borrini-Feyerabend, Kothari & Oviedo, 2004）。一般常提及的

社區共管，則是指在地社區共同參與保護區的經營管理決策、實施和評估

的過程，其旨在結合生物多樣性保育與社區的可持續發展；但當地社區對

特定自然資源的規劃與使用具有一定的職責，同時也是指社區同意在持續

性利用這些資源時，不抵觸保護區生物多樣性保育的總目標（ibid.）。 

Carlsson & Berkes（2005）與 Borrini-Feyerabend et al.（2004）認為共

管保護區的設立應著重社區培力及官署與社區間權益互動的共管醞釀過

程，Borrini-Feyerabend, Kothari & Oviedo（2004）則提出包括分享資訊、意

見與利益，培力在地社區參與保護區的經營管理，分享權力與責任，持續

相互對話與學習的保護區共管施做步驟與程序。靳樂山等（2006）以中國

大陸為對象，以結合生物多樣性保育與可持續社區發展目標，主張類似的

共管施行階段：1.初始建立共管組織，進行調查，選點試驗，與地方協調；

2.規劃共管，制訂社區資源管理計畫；3.社區共管的審批與實施。 

綜上可知，共管保護區是前述自然資源共管論述的內涵和實踐形式之

一，儘管現階段國際間共管保護區的發展因為不同的生態環境、社會關係

與政策體制組合而有多元樣貌，總體而言多呈現如適應性共管概念所指之

動態演進的特性。因此，本研究嘗試採用 Berkes et al.（2007）的適應性共

管排置成熟度評量準則（如表 3），來檢視國內的幾個個案，作為檢視目前

國內相關共管保護區發展現況的基準，並探討其未來可能的發展機會。 

參、方法 

本研究以文獻回顧為主要研究方法，檢視的個案有：無尾港水鳥保護

區及其周遭社區、墾丁國家公園與社頂部落、太魯閣國家公園與大同大禮

部落、宜蘭縣崙埤部落的九寮溪流域林地管理等四個。這些個案已有較多

的文獻資料，而且本研究團隊除社頂個案涉入較少外，於其他個案在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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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多有扮演促進者4角色，故熟悉各個案狀況且可在文獻外另外提供近

一、兩年的田野素材，予以補充說明。每個個案簡要敘述其背景：含資源

環境、人口、環境資源管理議題等，並依 Berkes et al.（2007）評量適應性

共管成熟度的項目書寫，比較分析環境資源的共管狀況（表 3）。 

表 3：適應性共管排置的三階段成熟度 

準則 Criterion 初期 Early stage 中期 Middle stage 成熟期 Mature stage 

啟動的理由

Reason for being 

由上到下的干預或

為因應危機的自我

組織所啟動 

能成功回應管理挑

戰的自我組織 

能因應包括不在表

定行程中的一系列

挑戰的適應性共管 

權力分享的程度 

Degree of power 

sharing 

沒有或很少明文規

定 

從雙向資訊交換到

決策的夥伴關係 

形塑管理問題與解

決方案，測試與決策

的平等夥伴 

世界觀與合理化 

Worldview and 

sense making 

回應過去事件與資

源危機 

感知新事實並開始

期待及發展共識 

藉期待規劃與發展

一共享願景的未來

來形塑現實 

規則與規範 

Rules and norms 

多為外來加諸，經常

在正式與非正式規

則間中斷 

開始發展自己的正

式與非正式的規則

與規範 

規則與規範的測試

與發展，正式與非正

式規則間的互補 

信任與尊重 

Trust and respect 

倚賴正式安排多於

相互信任與尊重的

關係 

典型地從關係的高

低點學習練習信任

與尊重彼此  

發展完整良好具信

任與尊敬，又指涉多

人與單位的工作關

係 

水平連結與網絡 

Horizontal links 

and networks 

少連結與非正式網

絡 

增加連結數，並分享

資訊 

與具多元功能的夥

伴有許多連結，並藉

網絡進一步分享知

識 

                                                        

4 促進者可以是部落或權益關係人的一員或一些個人，但多會是指外來的個人，能獨立、

尊重所有參與者，促進每一個人參與對話與協調，擅傾聽，能耙梳關鍵問題，引導參與

者拓展視野（Borrini-Feyerabend et a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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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適應性共管排置的三階段成熟度（續） 

準則 Criterion 初期 Early stage 中期 Middle stage 成熟期 Mature stage 

垂直連結 

Vertical links 

僅止於正式明文規

定 

整理其他階層的角

色與功能；理解資訊

能向上與向下流動 

以 雙 向 的 資 訊 交

流，跟管理機關其他

階層建立強健且滿

溢的連結  

知識的使用 

Use of knowledge 

不偏不倚使用可及

的技術與科學資料

或在地資訊 

注意不同形式的知

識與如何一起使用  

認知在地與傳統知

識；結合不同知識與

共同生產知識 

實驗能力 

Capacity to 

experiment 

少或沒有能力或意

願實驗 

有意願實驗；發展規

劃、執行、與由實驗

中學習的能力 

透過數個循環實驗

產生適應與創新 

學習 Learning 工具性學習 

以工具性的學習為

基礎發展彈性，認知

不確定性 

雙環或變形學習， 

學習去學習處理不

確定性 

Berkes et al.（2007: 324-5） 

肆、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個案背景簡述 

（一）無尾港水鳥保護區及其周遭社區5 

無尾港水鳥保護區係 1993年宜蘭縣政府（簡稱宜縣府）依野生動物保

育法公告劃設，為一百公頃多的防風林圍繞濱海溼地。該地原為新城（武

荖坑）溪出海口，後因颱風造成原有河道淤塞，政府將河流改道後，原為

                                                        

5
 請參考盧道杰、王牧寧（2006）與盧道杰、王牧寧、闕河嘉（2008）。2009 年後至今的

發展係部分研究團隊與無尾港文教促進會共同執行 2008 年工作坊量測溼地高程的決

議，及後續申請內政部營建署城鄉分署的國家重要溼地計畫仍在執行中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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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口的河道水域逐漸形成半封閉的溼地，成為重要的候鳥過境路徑與棲

地。該溼地目前的自有水源主為颱風降水及含鐵量偏高的地下湧泉，陸化

一直是該溼地的一大威脅，人為介入控制溼地環境為保護區經營管理的必

要措施之一。另外，由於保護區在劃設時，係以公有地為限，造成無法控

制鄰接核心水域私有地土地利用方式與上游汙染的困境。無尾港水鳥保護

區鄰近包括有五個社區聚落，除去岳明新村為政府安置大陳義胞所設，其

他四個傳統聚落，約有 2,700人。早期其多以一級產業為主，近年經濟型態

改變，年輕人口大量外移，村落卻因土地持份共有，無法有效發展，多期

待大型公共建設能徵收土地，解決在地發展的困境。因此，歷年來，在地

居民對遠洋漁港、蘇澳火力發電廠案皆有相當的期待。1993 年劃設無尾港

水鳥保護區後，在地居民對發展的期盼與情緒轉移到保護區上。這樣的背

景，加上社區地域與組織的立場與資源競逐，造成該保護區經營管理上的

困難與挑戰。縣政府經費資源有限，亟欲與社區組織互動，卻常順了這廂，

逆了他意，動輒得咎。本保護區周遭的四個漢裔的傳統聚落，各有四個社

區發展協會（簡稱社協），其中同屬港邊里的港邊、港口社協算是比較活躍

的。還有一個於 1997年成立的跨社區的在地保育團體，無尾港文教促進會

（簡稱促進會）。 

2004-2005 年，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與部分本研究團隊成

員，陸續在該地舉辦工作坊，議論溼地與保護區的議題，同時藉由保護區

經營管理效能評估的研究，彙整各權益關係人對保護區經營管理的意見，

舉行工作坊逐步建立權益關係人間的互動對話機制。2006 年至今，在宜縣

府的堅實支持下，每年持續舉辦的工作坊不僅成為權益關係人的資訊流通

平台，更成為無尾港水鳥保護區經營管理的規劃、執行與決策體制的一部

份。其促成野生動物保護區保育計畫書的修訂，甚至調整保育目標，加入

社區發展的項目，讓權益關係人，特別是社區組織可以、也願意參與相關

野生動物保護區的經營管理事項，如：抽砂疏浚、鳥類調查、生態監測、

巡護、步道清潔與維護、解說教育等。2007 年下半年始，工作坊移轉予無

尾港文教促進會辦理，至今成效良好。另近幾年，港邊社區發展協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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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縣府委託經營保護區的解說教育中心，無尾港文教促進會獲林務局支持

辦理以大無尾港生態村為願景的第二階段社區林業計畫，以促進會為社區

組織意見與資訊交流及協調的平台，進行步道巡護與導覽、水質監測等工

作，進一步整合周遭社區與保護區的經營管理。2009、2010 年保護區內發

生淤積裸露的陸化現象，縣府曾應促進會的要求邀集相關單位會勘協商因

應策略。近年經常性的撈除布袋蓮與小型的疏浚工程，甚至每年的活動與

預算編列，在地社區與促進會也都跟宜縣府有相當的互動。 

本案當年係由外來學術團隊啟動，以工作坊彙整回應各權益關係人對

保護區的意見，是無尾港水鳥保護區與社區及其他權益關係人形塑環境資

源共管的關鍵機制。數年來此機制不僅運作尚稱順暢，縣府也能遵循與實

踐工作坊的討論結果。也因為如此，在地社區願意持續參與工作坊，討論

與分工執行相關的決議。最近兩年，無尾港溼地淤積狀況突然轉趨嚴重，

促進會除促請縣府召開會議與現勘討論，積極清淤，也與學術團隊合作申

請國家重要溼地計畫，進行高程與全潮測量，試圖釐清狀況，並回應此一

危機。 

整體而言，無尾港促進會與宜縣府間的互動，可謂相當全面，每年縣

府有計畫地支持幾個比較有執行能力的社區組織進行資源調查與監測、解

說教育館的營運等，在保護區的威脅壓力與經營管理議題，及因應措施上，

也多能相互諮詢、互通有無。雖然縣府有時候礙於法規與行政流程，無法

完全配合在地社區，其信任與尊重已有相當高的程度。在沒有明文規定權

力分享事宜的情況下，無尾港促進會與周遭社區卻藉由工作坊與其他機

制，參與宜縣府在保護區經營管理工作上的管理決策及資源分配。 

促進會與在地其他的幾個社協皆保有相當不錯的關係，也一起合作執

行第二階段社區林業計畫，設置社區苗圃、漁寮，進行巡護與步道修整；

核心幹部則與媒體及在地政治人物關係匪淺，也跟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

研究中心、國立宜蘭大學、國立台灣大學等學術單位共同合作進行資源的

調查與監測工作並分享資訊；其對外水平連結與網絡交錯綿密。宜縣府與

在地社區的互動密切且頻繁，其垂直連結，包括宜縣府承辦、課長、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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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室、林管處、林務局等，都已臻順暢的程度，但相關的運作未訴諸文字

規定，也就是還未有所謂體制化的動作。 

近年無尾港水鳥保護區的經營管理逐漸累積資源分佈、水質、高程與

全潮的資訊，而在執行的過程中，也運用了一些在地居民與環境長期互動

所擁有的在地知識，雖尚不能斷言其可整合在地知識與科學知識共同生產

新的知識，但的確對學術團隊助益良多。促進會的志工們勇於嘗試、創意

十足，以擔任各社區組織的對話平台自居，統籌協調第二階段社區林業計

畫；也經常邀請專家學者上課，充實志工能力，逐步建立監測機制；在高

程與全潮測量的過程中，更充分發揮規劃與創新能力，協助學術團隊順利

完成測量工作。促進會部分核心幹部與志工，經常性地學習認識不同生物

種類及其調查監測的技巧，而藉由資源調查與監測的進行，探究與掌握無

尾港溼地的不確定性。在過程中，志工們學會反思他們過去對溼地的瞭解

與知識，而能有創新的討論。譬如候鳥季時每月定期進行的鳥類調查，就

曾隨著鳥類的狀況調整調查路線；針對溼地多變的地形，志工提供學術團

隊意見，修改量測與監測的載具與流程；其實志工們動手做，做中學，集

體討論的機制即是學習的最佳表率。 

雖然，本保護區地方主管機關與在地社區間的良好互動，或還有許多

的影響因素（如：學界長久的陪伴作為兩造關係的促進者），但其凸顯縱使

缺乏法律規章的體制架構，只要主管機關願意支持，配合促進者跟其他的

措施，如工作坊般的參與式工具，即可以提供權益關係人參與保護區經營

管理的管道，顯現野生動物保護區的協同（共同）經營管理。主管機關與

各權益關係人尤其是在地社區不僅可以分享資訊及溝通意見，在地社區也

藉由不同場合與計畫的參與，能逐步參與保護區的經營管理，甚至在縣政

府的培力賦權下，也能參與決策。目前該保護區每年仍持續舉辦經營管理

工作坊，提供主管機關與各權益關係人相互對話與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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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墾丁國家公園與社頂部落6 

社頂部落位於墾丁國家公園內，其範圍涵蓋社頂自然公園、梅花鹿復

育區、墾丁國家森林遊樂區、試驗林地與國有林班地。坐擁絕佳的生物、

景觀與人文資源，社頂部落在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簡稱墾管處）委託學

術團隊大力輔導下，已成為近年台灣生態旅遊的典範據點。 

社頂部落屬排灣族部落，有約 70戶 400人左右，早期部落居民以狩獵、

漁撈及燒墾山林種植旱稻為生，後來一度伐木燒製木炭。1980 年代，墾丁

森林遊樂區成立，社頂部落轉以販賣紀念品、從事餐飲為主。1980 年代後

期，墾丁大街興起，觀光據點與型態丕變，社頂部落的居民生計每況愈下。

2005 年，墾管處選定社頂部落及其周遭地區試辦生態旅遊，委託輔導團隊

培力社區成立「社頂部落文化發展促進會」，推展生態旅遊產業，進行文化

傳承，加強居民的生態保育觀念，並共同維護、經營與管理自然資源。 

幾年來從最基礎的共識凝聚、環境調查、生態監測、解說培訓；進階

的遊程路線設計、規劃承載量、建立策略聯盟；不斷以問卷、定期會議與

固定巡守並記錄等方式，確認遊客滿意度、部落營造成果與生態環境的完

整。依照此一連串完整且緊密的規劃循序漸進，社頂發展生態旅遊發展至

今成果斐然，獲得許多單位的肯定，包括：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 2008年度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計畫執行特優良單位、屏東縣政府學習典範獎、2008

年行政院永續計畫行動獎第一名等。其在解說員教育、遊程規劃與設計，

以及宣傳工作等項目尤其成功。特別是其在推展生態旅遊之餘，能落實在

地巡護工作，已成為國家公園與林務單位，尤其是後者全力推廣的典範7。 

但是，社頂部落推行生態旅遊也面臨一些挑戰：缺乏實質公權力以致

無法確實控制遊客數、部落人口高齡化以致部落事務面臨傳承危機、經濟

                                                        

6 請參考廖宜雰、張長義（2009），及墾丁社頂旅遊網，2011 年 1 月 30 日下載自：

http://sixstar.cca.gov.tw/blog/serdin/communityAction.do?method=doCommunityView。 
7 2009年 10月起林務局舉辦 5梯次的社區林業生態旅遊發展模式研習工作坊，凸顯社區

林業計畫以生態旅遊為標的企圖（請參考 http://communityforestry.forest.gov.tw/，2010年

7月 6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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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因不足、高度依賴公部門及輔導團隊等。解說員在巡守時遇到有不當行

為的遊客，僅能現場勸說並回報墾管處處理，無法立即查報取締。表面上，

墾管處雖然委託部落居民管理與監測社頂自然公園的資源，其結果仍以參

考性質居多，尚少直接回饋到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作業。就社頂部落自身

而言，直接參與生態旅遊產業推動及經營者為少數，且並非所有參與部落

事務的人皆被充分賦權，部落社區的機制還有許多進步的潛力。最具挑戰

的還是經濟誘因，如果僅能增加販賣紀念品與解說費收入，是否能有足夠

的後續推進力，以促進在地培力與獨立經營，宜進一步觀察。 

社頂一案係墾管處主動施行的計畫，其由受委託的輔導團隊帶領，從

社區組織著手、進行資源巡護監測、培訓解說人力、開拓生態旅遊資源、

及發展生態旅遊。近年當輔導團隊逐步降低投入強度，社區組織也頗能自

處。雖無相關證據顯現較高程度的適應性共管，至少有中度成熟的共管內

涵，唯除生態旅遊相關事務，在地社區尚未能參與墾管處的環境與資源經

營管理決策。社頂案的特色在社區與墾管處能共同感知社頂發展生態旅遊

的潛力，戮力安排相關的路線及導入遊客，在保育與社區發展間尋求雙贏

的局面。社頂部落在環境資源上的巡守、調查監測與參與是在國家公園法

與相關規定，及墾管處的政策架構下施行。在地社區不同生態旅遊業者在

區域導覽與干擾野生動物上的節制方面，有彼此協調與發展規範的跡象，

但還未臻成熟。墾管處對社頂部落有相當的信任與尊重，至少資訊可上下

流通，相關課室與社區關係良好，然似還未跟管理處其他階層有強健滿溢

的連結。社頂部落對輔導團隊則依賴深，與其他外界的水平連結及網絡關

係，雖有著力，還有許多發展潛力。 

社頂部落在輔導團隊的培力下所從事的資源調查與巡護工作，基本上

是依循科學技術與相關準則，在生態旅遊解說上，則整合了較多在地的文

化與知識，而有不錯的表現。該案的實驗能力比較多是來自輔導團隊的啟

發，但在地部落的意願的確是不容小覷，尤其是解說的部分，在地解說員

藉著輔導團隊教導的物種辨識，定期調查以瞭解其分佈，掌握資源出現的

不確定性，並在解說過程中隨興應變。這種適應與創新能力在社頂部落生



《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第 4卷、第 2期 (2011/夏季號) 18 

態旅遊的發展上頗得到遊客的讚賞。 

（三）太魯閣國家公園與大同大禮部落8 

大同（Sakadang）、大禮（Huhus）部落位於太魯閣國家公園範圍東側

之清水山系、立霧山稜脊與砂卡礑溪流域上游，為約 200 年前即遷入、又

多次遷入遷出的太魯閣族部落。因其傳統領域位於同一集水區，地緣關係

強，在太魯閣國家公園計畫中地域單元與屬性相同，本文合稱為同禮部落。

1979、80 年間部落居民大多遷移至民樂社區，目前僅有廿餘戶居住山上部

落農耕。山上農作以箭筍的產值最高，近年，鄉公所每逢夏季舉辦箭筍節，

促銷箭筍，提高在地居民的農業收入。民樂社區現住有約 300 餘人，年輕

人多外出工作。同禮部落有豐富的人地關係與生態知識，從其傳統地名的

分類即可歸納出同禮部落漁獵、農耕與山林經營的線索與故事。部落居民

有心維持山上土地功用，以發展經濟產業，復振文化，在 2004年底大同大

禮兩部落共同成立「同禮部落自然生態自治協進會」（簡稱協進會），成為

部落居民與公部門間的對話及聯繫窗口，一度相當活躍。但因部落內部人

群關係錯綜複雜，產業與土地利用彼此競爭，協進會雖有一定的動員力，

尚無全面性的影響力。總而言之，同禮部落雖有強烈的文化復振與傳統權

利的認知，擁有豐富的在地知識與文史資產，但內部凝聚力不足，部落社

區組織運作未成熟。 

同禮地區原即為原住民族保留地，1986 年太魯閣國家公園成立時，被

規劃為遊憩區，曾一度被列為優先發展的地區。由於該區脆弱的地質影響，

太魯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簡稱太管處）無法支持在地原住民族部落開路的

提議，也是擔心過多的遊客湧入會降低園區環境品質造成經營管理上的困

擾，2001 年呈報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核准變更為一般管制區。因為其既是

原住民族保留地，也是國家公園的一般管制區（或遊憩區），在地原住民理

應可以維持原有的土地利用方式與強度。由於這發展與保育間的兩難，太

                                                        
8
 本個案相關細節請參考盧道杰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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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處對同禮部落的政策與定位一直低調而隱晦。 

對同禮部落，太管處過去除了為促進與地方居民彼此的互信與互動所

成立的「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化發展諮詢委員會」，也推行砂卡礑部落

地圖繪製計畫，委託研究夥伴關係的建置。後也聘請在地居民進行溪流巡

護，以及舉辦文化傳承研習如傳統籐編、織品創作、太魯閣口簧琴製作等，

並與協進會合作舉辦部落音樂會、箭筍嘉年華、呼喚祖靈的系列活動包括

小米播種之旅、部落傳統生活體驗和箭筍季等。生態旅遊是近年太管處理

解部落發展的意願，用以協助同禮部落發展的另一個重點，希望藉過境式

的生態旅遊，在維持環境與資源品質的前提下，引進遊客與經濟誘因。歷

年來，太管處委託包括：生態旅遊細部規劃案、砂卡礑及大禮大同地區生

態旅遊行動計畫之研究、生態旅遊整體規劃研究、以及大禮大同地區生態

旅遊遊程之規劃研究等，規劃同禮地區的生態旅遊。同時，培訓原住民解

說人員，如跟著獵人走—目擊式狩獵活動計畫，企劃以一日體驗為主的生

態旅遊活動。雖然目前太管處與部落皆重視也願意投入生態旅遊，但尚無

具體的生態旅遊政策方針，相關計畫尚待整合與發揮，也有著客源不穩定、

專業訓練不足、遊程及相關軟硬體配置皆未到位等問題。現前同禮部落與

太管處雙方皆有改善關係，共同維護環境、傳承傳統文化與促進部落社區

發展的意願，但一方面是互信共識不足，一方面是手工藝產業與生態旅遊

發展的誘因不足。 

回顧太管處與同禮部落的互動，同禮部落當年也是由太管處委託的學

術團隊引動成立相關的社區組織，但後續雙方互動低，兩造間保持著在地

社區與官署間的官式對話及形式尊重，卻沒有比較堅實確定的信任，也少

共同討論與因應任何管理議題。太管處對同禮部落的種種輔導措施多是管

理處單方面的決定，雖有透過許多管道在生活生計上做協助，但在資源分

配與土地利用上則趨於保守，消極應對部落發展民宿的期待，僅願安排過

境式的一天行程。同禮部落雖傳統領域及傳統人地關係在部落中，仍有耆

老記憶與遵循，但在太魯閣國家公園範圍內，受國家公園法規管制的成分

較多，加上大部分居民已遷至山下，舊有社會規範式微。同禮部落與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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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學術團隊有一些連結，部落頭人與鄉公所互動良好，民宿業者也跟

遊客逐步建立聯絡，然這些水平網絡要能有所發揮，恐還需一番烘焙。 

同禮部落與太管處的互動，雖近年成立單一窗口，但資訊的流動仍不

夠透明，也未見整合。整體而言，同禮部落案雖然有太管處戮力協助同禮

部落手工藝與文化產品的傳承與商品化，卻無法動搖以科學知識與現代官

僚體制為基礎的國家公園管理架構，其於在地知識使用的項目上是比較弱

的。同禮部落案的創意多分散於太管處不同課室的計畫裡，尤其幾年前曾

推出目擊狩獵的嘗試，當時部落社區也相當配合，一時間頗有氣勢，可惜

效果不佳未能繼續。加上在地部落組織的運作成熟度，及其與在地居民間

的連結都待加強，所以我們對該案的實驗能力較為保留。太管處協助同禮

部落發展手工藝的部分，或可視為工具性學習。但若要在地居民於學會這

些技術後，能察知傳統文化在部落與主流資本市場中的不確定性，進而以

行銷、部落內部組織連結或其他方式來因應，恐怕還有許多需要努力的地

方。 

盧道杰等（2009）認為在國家公園的架構裡，或者同禮地區的發展定

位可以是國家公園與在地原住民部落夥伴關係的核心議題。如果太管處願

意以促進互動、實質操作與展望未來為夥伴關係建置的階段性考量，近程

或可設置單一窗口，築構部落對太管處建立夥伴關係的信心，釐清後續生

態旅遊發展的範疇、目標與可能的操作，逐步培力社區部落，以穩固部落

與國家公園的正向連結，中、長期甚至可朝生態社區做思考。或可突破本

案在地原住民與管理處的互動與參與僅止於知會、諮詢的窘境。 

（四）宜蘭縣崙埤部落的自然保護區芻議9
 

崙埤村是大同鄉鄉治，人口約 700人，也是最靠近平原的泰雅族部落，

係 1914年左右自桃園縣復興鄉境內遷入。泰雅族傳統上以十多戶小群散居

                                                        

9
 請參考盧道杰等（2010），部分於九寮溪步道修建議題上林務單位與崙埤社協的互動，

則係研究團隊於 2010年下半年至今在該部落的田野紀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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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山區，以游耕狩獵為生。日治政府與國民政府的山林收歸國有政策，強

制遷徙作為，破壞了傳統部落型態與社會組織，也使當地傳統慣俗、信仰、

禁忌與對土地的使用管理方式產生質變。現今崙埤雖漸興起觀光產業，仍

以農業為大宗，青壯年則普遍外出在製造業與營造業工作，公職人員雖尚

是少數，與大同鄉其他各村比較已是相當優勢。仟禧年後崙埤社區發展協

會（簡稱崙協）迅速崛起，積極投入社區總體營造工作，是全台灣原住民

族部落中的佼佼者，社區組織與運作成熟，迭獲各級政府許多計畫的補助。

其全力發展相關旅遊產業，積極設置九寮溪生態教育園區，修建部落裡的

崙埤野溪和長崙步道，串聯整建周邊高山旅遊的資源如中嶺池、崙埤池，

甚至是從崙埤部落通往烏來鄉福山村的哈盆越嶺古道，以提供遊客更多樣

的遊憩機會，促進部落的發展。 

2007 年初的一次部落會議中，該部落族人發言抱怨其傳統領域內的某

處湖泊，生態豐富，但卻常為外人所侵擾破壞，恣意採集水生植物，要求

部落會議設法制止類似情形持續發生。後來，研究團隊與部落頭人、耆老

與核心幹部討論如何保護部落生態資源、促進社區發展，遂開啟共同合作

探討依森林法與原住民族基本法劃設共管的自然保護區的主題，引動後續

以九寮溪流域為範圍的資源共管討論。 

在討論過程中，部落頭人毫不保留地表達對林務單位不信任，擔心此

舉會進一步壓縮其狩獵的空間。但歷經數月的醞釀與協商，部落族人認同

旅遊產業是部落與社區發展的願景出路，文化與山林資源則是其發展的重

點，必須要與林務單位合作，取得林地的經營管理權。另，透過法規的探

討，大家發現保護區不是完全禁絕利用的絕對保護，或有機會爭取委由部

落管理，形塑排外的效果，在資源保育與文化傳承上也留有彈性的空間，

可以是部落發展旅遊產業的一大利器。最後，部落會議決定以九寮溪流域

為試辦區，在不涉及狩獵採集事宜的前提下，漸次展開，同意以組織共管

會、實施委託部落管理、並保障部落權利的共管的崙埤自然保護區的概念，

授權崙協派員參與研究團隊，跟林務單位聯繫籌設事宜。 

林務單位理解資源共管事項在國家政策與森林治理的重要性，但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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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有確定的政策方向，也擔憂與部落缺乏一致的願景目標，尤其基層的

信心不足，對共管自然保護區的構想較為保留。我們訪談的學者專家則多

秉持審慎樂觀支持的態度，認為法規架構的支持與規範可減少未來發展失

控的機率。其中，以個人身份參與訪談及討論的原住民族事務資深官員，

讚佩共管自然保護區可增加原住民族部落學習自然資源的經營管理，重塑

人地關係，創造與相關政府機關的互動對話。 

2007 年底，林務單位認為劃設共管自然保護區的時機尚未成熟，建議

部落先行發展含分區與經營管理計畫的保護區計畫，再洽協商。2008年中，

研究團隊與部落共同整理崙埤周遭步道的資訊，並洽請林管處協助修建。

林管處會勘後決定逐年編列預算修建與維護九寮溪步道，且建議部落社區

能在完工後認養與巡護管理步道，逐步醞釀後續共管的議題。該步道於 2010

年底已大致完成相關硬體設施，林管處與規劃單位在規劃階段多次召開說

明會聽取部落意見，創造了不少與部落社區互動，然其仍多由林務單位做

決策，社區的參與尚屬諮詢性質。 

九寮溪流域下游屬原住民族保留地，上游雖是國有林班地，但崙埤部

落族人一直有利用山林的動作，也有一些內部勢力的劃分。除步道與社區

林業外，崙埤部落與林務單位間還是有許多不同的觀點與做法，需要更多

的時間與空間來醞釀。崙埤部落的社區組織及其運作所以遠近馳名，其中

一個原因即是崙協核心幹部與外界有許多橫向連結，跟包括在地、地方與

中央政府各單位均保持良好關係，也與相關學界及業界有著不錯的計畫連

結（鄭凱方，2005），可說是四個個案中的翹楚。崙埤部落與林管處的關係

類似太管處與同禮部落的狀況，雙方對話與合作意願高，但資訊的流動透

明度稍低。然崙埤部落相當堅持其主體性，舉凡民宿、餐飲、步道解說、

設施營造等都可以看到泰雅文化符碼蘊涵其中，利用溪畔築起的小米園區

則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崙埤部落在與林管處商討步道的設施與解說系

統設計時，都強調其傳統文化的舖陳。反倒是林務單位在這方面還是以諮

詢為主，談不上參與及整合，是可惜了一些。在教育訓練研習方面，除解

說員的培訓外，小米園區的闢建與生產投入是其工具性學習的最佳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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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透過耆老的教導、習作與實際耕作，在小米栽培的作業上逐步掌握在地

物候、個別農民能力，協會也逐步建立起後續的產銷機制。這農法的確立、

產銷與分配的排置即包含了變形學習的訣竅。由於後續崙埤部落與林務單

位合作的焦點在九寮溪步道，我們也期待其能如社頂部落般發展出獨具特

色的解說，在遊客服務與管理上扮演積極的角色。 

二、共管情勢的整體分析 

表 4：各個案適應性共管成熟度分析 

個  案 

無尾港水鳥

保護區及其

周遭社區 

墾丁國家公園

社頂部落 

太魯閣國家公

園同禮部落 

崙埤九寮溪流

域資源的共管 

族裔 漢人 排灣 太魯閣 泰雅 

範疇 無尾港溼地 社頂地區 
大同大禮（原住

民族保留地） 

九寮溪流域上

游的國有林班

地 

土地資源

利用型態 

農作、環教、

棲地復育、文

化活動、生態

旅遊 

生態旅遊 

農作、狩獵、登

山、畜牧、生態

旅遊 

生態旅遊、狩

獵、採集 

主要資源

管理機關 
宜蘭縣政府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太魯閣國家公

園管理處、新城

鄉公所 

羅東林管處 

在地資源

管理體制 
促進會、社協 社協 促進會 社協 

相關法規 
野生動物保

育法、森林法 

國家公園法、

森林法、原基

法 

國家公園法、原

基法 
森林法、原基法 

背

景

資

訊 

共管機制 
參與式工作

坊、社區林業 
生態旅遊計畫 生態旅遊計畫 

崙埤共管自然

保 護 區 計 畫

書、九寮溪步道

認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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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各個案適應性共管成熟度分析（續） 

個  案 

無尾港水鳥

保護區及其

周遭社區 

墾丁國家公園

社頂部落 

太魯閣國家公

園同禮部落 

崙埤九寮溪流

域資源的共管 

啟動理由 

成熟：在地社

區組織與縣府

及其他權益關

係人可透過工

作坊及其他機

制因應溼地淤

積陸化的突發

挑戰 

中期至成熟：

與輔導團隊成

功推動生態旅

遊、資源調查

與巡護工作，

能解決生態旅

遊偶發的挑戰 

初期：有組織、

有對話，尚不足

以回應管理上

的挑戰 

初期至中期：社

區組織成熟，也

多能回應現實

中的挑戰，然缺

官署的參與 

權力分享

的程度 

成熟：雖未有

明文體制化，

權益關係人可

定期共同討論

問題、擬訂與

施行因應措

施 

初期至中期：

有雙向的資訊

流通與交換，

尚少涉及決策 

初期：有資訊交

流，缺整合、透

明度，多諮詢性

質 

初期至中期：多

單向的資訊交

換，為涉及決策 

世界觀與

合理化 

成熟：有共享

且可定期檢討

的目標與願景 

中期：共同發

展社區為主的

生態旅遊，可

持續性待觀察 

零至初期：有意

願，但尚未有共

同回應資源議

題的經驗 

初期至中期：有

互動、有討論、

有些共識，歧見

仍多 

規則規範 

中期至成熟：

社區間組織有

非正式的連

結，透過促進

會的平台跟縣

府與林務單位

互動整合，已

具相當成效 

中期：在國家

公園法規架構

下，部落社區

內部已存有相

關的資源管理

與 利 用 的 規

範，但生態旅

遊業者間仍待

努力 

初期：凡事多以

國家公園法為

依歸，部落社區

的傳統規範式

微 

中期：林務單位

依法行事，部落

仍 活 躍 於 山

林，傳統規範

強，兩者需時間

整合協調 

適

應

性

共

管

成

熟

度

評

量

準

則 

信任尊重 

成熟：經營管

理議題多能

與社區商討

協調，並分工

因應 

中期至成熟：

墾管處尊重與

信任社區的作

為，唯過於倚

賴輔導團隊 

零至初期：尚止

於官式對話與

形式的尊重 

初期至中期：林

務單位會諮詢

與尊重部落社

區 觀 點 與 意

見，但決策仍以

林務單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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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各個案適應性共管成熟度分析（續） 

個  案 

無尾港水鳥

保護區及其

周遭社區 

墾丁國家公園

社頂部落 

太魯閣國家公

園同禮部落 

崙埤九寮溪流

域資源的共管 

水平連結

與網絡 

成熟：促進會

與社協跟許

多地方與中央

政府機關、大

學與學術研

究單位有互

動連結 

初期：除輔導

團隊與墾管處

外，相關的連

結較少 

初期：有部分對

外的連結，還未

凸顯其功能性

與有效性 

中期至成熟：部

落社區有深廣

的對外關係 

垂直連結 

成熟：與林務

局、林管處、

縣府互動良

好 

中期：與墾管

處各階層互動

良好，但跟經

營管理的連結

還不夠堅實 

初期至中期：跟

太管處相關處

室承辦關係不

錯，但缺整合；

資訊流通，透明

度待加強 

初期至中期：與

林務單位各階

層保有官式的

接觸，資訊交流

較為單向 

知識使用 

成熟：能運用

在地知識，結

合科學技術

在資源監測

上發揮 

成熟：能將在

地知識運用於

生態旅遊 

初期：以科學知

識 為 主 的 典

範，逐漸注重在

地知識 

初期至中期：步

道修建整合多

在地知識，惜仍

多諮詢性質 

實驗能力 

成熟：與學術

團隊互動共

同創新資源

調查與監測

方法與機制 

中期至成熟：

雖多由輔導團

隊啟發，在地

社區於生態旅

遊發展上的規

劃與執行力頗

佳 

初期：以管理處

或計畫為主，社

區於民宿發展

上有些發揮 

中期：社區相當

成熟，倒是林務

單位的意願較

低，否則成熟度

會更高 

適

應

性

共

管

成

熟

度

評

量

準

則 

學習 

成熟：透過學

習與集體機

制掌握資源

變遷與因應

不確定性 

中期至成熟：

可認知不確定

性，並嘗試處

理，在生態旅

遊發展學習功

用大上 

初期：手工藝傳

承為主，少深層

的學習 

中期：社區成熟

度高，林務單位

則多屬工具性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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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案適應性共管成熟度 

表四我們整理了前述四個個案的背景脈絡，包括範疇、土地資源利用

型態、主要資源管理機關、在地資源管理體制、相關法規及共管機制，並

以適應性共管成熟度評量的準則，分析每個個案。審視這四個個案，前三

個個案為成立多年的正式保護區，第四個個案則是一個正在發展中不確定

性高的資源共管提議。所有四個個案皆與周遭社區或部落有密切的連結，

其中除無尾港水鳥保護區周遭社區，屬漢人社區外，其他都是原住民部落

社區。四個個案都指涉到生態旅遊，尤其國家公園境內的兩個個案更是管

理處力推的資源利用型態，也是共管機制的主體。崙埤案九寮溪步道的修

建與後續的部落認養，雖尚未具體成形，卻也跟生態旅遊脫不了關係。而

從適應性共管成熟度評量來審視四個個案，可以發現無尾港水鳥保護區及

其周遭社區的共管運作，在各方面都已有相當的成熟度；唯規則與規範方

面，一是因為共管的運作尚未體制化，一是民間與官署的立場還是有些差

異，還有發展的空間。墾丁國家公園社頂部落的生態旅遊計畫，在國家公

園法、管理處政策與計畫的框架下，也有相當的適應性共管的成熟度，特

別是知識使用、啟動理由、信任尊重、實驗能力與學習等項都有中期以上

的表現。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同禮部落案則多處初期，可謂尚在共管的醞釀

前期。至於崙埤部落與林務單位在九寮溪林地的共管議題上，雖還沒正式

推展，得力於部落社區組織的自主性與運作成熟度，及仍存在山野現場的

傳統規範，在規則規範、水平連結與網絡、實驗能力與學習方面，已有中

期的水準，透露出渾厚的共管甚至社區治理的潛力。 

（二）適應性共管成熟度差異分析—官署分享權力的意願 

無尾港、社頂和同禮三個個案都是正式的保護區，也都沒有正式明文

規定的共管機制，以適應性共管來說，分別具有高、中、低的成熟度。比

較分析三者的背景資訊，可以發現，無尾港保護區藉參與式工作坊，讓在

地社區與其他權益關係人持續參與保護區經營管理的討論與決策，甚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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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擔經營管理的工作；墾丁國家公園的社頂部落則參與生態旅遊、資源調

查與監測、及巡護的工作，但少指涉經營管理的決策，可能是由於對輔導

團隊的倚賴，影響部落組織的對外水平連結也較低；太管處對同禮部落的

原住民族保留地的資源管理，則尚未形成政策，跟部落社區間的互動也僅

止於表面的官式意見徵詢，從其垂直連結可達中期水準來看，癥結恐在決

策與政策層級。綜觀這三個個案會有不同的適應性共管成熟度，資源主管

機關的權力分享影響頗大。 

從法規與官署意願等幾個面向來審視。由於野生動物保育法並沒有規

定任何與權益關係人互動的條文，無尾港水鳥保護區位於平原地區，已成

立多年，未指涉任何原住民族，不適用原基法相關的規定，宜縣府願意跟

在地社區與保育團體發展緊密的互動關係，我們認為宜縣府認知保護區的

經營管理需要在地社區的支持方能成其事是原因之一；工作坊能協助其與

在地社區各組織能透明交流資訊、坦承對話、能集大家之力共同為保護區

做出貢獻是原因之二；地方政府接近基層，在地民意能透過各種管道傳達

政治影響是原因之三。也因為主管官署意願高，雖然缺乏正式的體制安排，

也能達到資訊公開與權利分享的境界，甚至有參與決策的機會。 

墾丁國家公園與太魯閣國家公園都是在 2000年代初中期開始與在地社

區合作發展生態旅遊，太魯閣國家公園同禮部落案的啟動時間還要早一

些。墾丁的社頂部落施做生態旅遊，舉凡資源調查、巡護、生態導覽解說

等，在輔導團隊的穿針引線下，皆能跟墾管處互通有無，且有一定的自主

性，也頗能帶動部落社區的活力。相對地，同禮部落在太管處推行的生態

旅遊計畫上，就比較被動，資訊的分享程度尚待加強。兩者差別或在於：

一、管理處合作的對象：在墾管處是社頂部落，在太管處則多以個人為主；

二、部落社區組織的健全度：社頂部落文化發展促進會組織完整，運作順

暢，能聚合部落族人的力量，同禮部落自然生態自治協進會則內部凝聚力

不足，組織運作尚待加強，內聚向心與動員力低；三、政策權責與範疇清

楚：墾管處有將指涉社頂部落生態旅遊的範圍、項目作比較清楚的權責釐

清，讓社區有比較充分的發揮空間，太管處則無一致的生態旅遊政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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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高層支持：墾管處在推展社頂生態旅遊之初，決策高層傾全力支持配

合，太管處針對同禮地區的保育與發展則較為保守低調。 

審視兩座國家公園因為座落於原住民族土地上，雖有面對並未具強制

性質的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辦法的壓力，內政部也曾於 2009年發布

國家公園區域內原住民族地區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基準，但兩座國家公園

管理處卻也都沒有成立與在地原住民族的正式資源共管機制。不過，無尾

港水鳥保護區與墾丁國家公園社頂部落的個案經驗顯示，在沒有法規支持

下，只要管理機關願意，還是可以做到一個程度的共管。 

（三）官署主導與政策框架 

那麼，什麼情況下資源管理機關會有意願跟在地社區建立資源共管的

機制呢？在墾丁國家公園的社頂部落一案中，墾管處在國家公園法及其他

相關法規授權下的權責範圍內，框架生態旅遊的範疇、部落社區可指涉的

事項與行為、甚至有能力掌握客源，讓墾管處獨佔決策的權力，提高其培

力賦權在地社區的意願。雖然社頂部落少能參與墾管處的經營管理決策，

但該框架提供了部落產業發展的機會，培力了族人的能力、燃起部落的內

聚向心，族人也藉資源監測與巡護參與了現場的經營管理動作，跟環境資

源有直接的互動連結，促進了社區參與的動能。崙埤部落一案則凸顯部落

組織的自主性、組織運作、對外連結等在適應性共管成熟度上的加分效果。

但是，就如一般共管的定義所言，其是政府與社區間對自然資源經營管理

的職權、責任與利益的分享（NRTEE, 1998），共管保護區終究需要政府出

面劃設（Borrini-Feyerabend, Kothari & Oviedo, 2004），缺乏體制支持、沒有

彼此的互信，還是無法成其事。崙埤案的另一個啟發是林管處對社區組織

自主性的憂慮，其最終選擇比較熟悉與擅長的步道項目，在自己可以掌握

的節奏下，營造彼此間的關係。 

比較墾丁國家公園社頂部落案與崙埤部落案，宜縣府在無尾港水鳥保

護區經營管理上對在地社區的培力，無疑是更具共管精神的。但從官署掌

控力與政策框架切入，宜縣府在法制上仍擁有最後的決策權，其本質跟社

頂案的墾管處與崙埤案的林務單位雷同，只不過其政策框架比較寬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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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了大部分保護區經營管理事項。這也可解釋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同禮部落

案，因為太管處尚未形成確定的政策框架，雙方關係無從建立起，所以適

應性共管成熟度的表現就都比較初淺。因此，政策框架或是本研究個案適

應性共管成熟度的關鍵因子。也就是說，如果能像宜縣府或墾管處能框架

出資源管理單位容許社區操作的範疇、項目與程度，配合成熟的社區組織

運作，其滿意且可在框架內發揮，那麼就可形成一定程度以上的共管機制。

若要成就更高的適應共管成熟度，則需要法規正當性的體制配套。 

至於框架的內容，綜觀四個個案，社區參與的資源管理項目多指涉資

源調查、監測、巡護、環境教育與解說等項目，而跟生態旅遊的推展息息

相關。墾丁國家公園的社頂部落案、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同禮部落與崙埤部

落案，則更進一步欲藉生態旅遊提供部落社區經濟誘因，強化彼此的夥伴

關係。其中墾丁國家公園的社頂部落推展生態旅遊頗為成功，除屢獲各界

獎賞表揚，已為林務局視為典範社頂經驗推廣10。比較無尾港水鳥保護區的

情形，一方面可能是其旅遊資源並不突出，要推展生態旅遊的客觀條件稍

遜；一方面可能是在地社區比較能在政治上影響地方政府政策與作為；一

方面是在地社區組織能力與水平、垂直連結佳，能分擔縣府的工作；再者，

可能是地方政府的資源較少；所以，在地社區能獲得宜縣府比較多的培力，

參與保護區的經營管理，而能參與決策。相對來講，生態旅遊這種在資源

經營管理與權責利益上，比較不會直接指涉資源的利用，而衝擊經營管理

權責的特殊夥伴關係，似乎是目前缺乏法規強制共管的情況下，林務局與

國家公園等，較具行政資源的中央政府自然資源管理機關，比較能夠接受

的共管型態。 

伍、結論 

共管保護區本即政府所劃設，政府的意願與態度是關鍵因子。雖然原

住民族基本法有資源共管的規定，野生動物保育法與森林法尊重原住民族

                                                        

10
 林務局於 2009年以社頂部落為對象辦理一系列生態旅遊觀摩，於 2010年以其為典範個

案進行社區林業社區的講習訓練，請參考林務局社區林業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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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統資源使用方式，國家公園公布有資源共同管理會設置基準，但本研

究四個個案所指涉的保護區法規，野生動物保育法、國家公園法與森林法

（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法或步道管理）皆沒有強制跟權益關係人互動、

分享資訊、決策權力等的條款。面對台灣內部政治逐步開放、法規卻未見

強制共管的氛圍，以 Berkes（2007）的適應性共管成熟度量表來分析本研

究的四個個案經驗，顯示無尾港水鳥保護區與周遭社區，及墾丁國家公園

的社頂部落已有中度以上的適應性共管成熟度；崙埤部落與林務單位在九

寮溪流域上游的林班地，雖尚未建構成有效的共管機制，憑藉其成熟的部

落組織運作，也有部分項目達到中度的成熟度；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與

其園區內的同禮部落，則還未有比較明顯的共管夥伴關係。 

分析這些個案資訊發現，不直接指涉資源利用、政策框架範疇與項目

清楚、管理機關能掌握決策權，加上在地社區組織運作良好、又能有所發

揮，是適應性共管成熟度高的主因。以現今部落社區普遍可指涉的巡護、

資源調查、監測、解說宣導、生態旅遊發展、乃至保護區經營管理的諮詢

對話等項目，台灣保護區共管機制確有存在與運作的空間，其並不一定需

要法規的硬性支持，啟動端賴政府官署的意願與態度。未來，如果國家政

策能更明確，地方民意表達與訴求能更清晰，個案經營管理的政策框架更

開放，相信台灣的資源共管個案會更多，也會更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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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the criterion of maturity for adaptive 

co-management raised by Berkes et al. (2007), to analyze case studies of 

the Wu-wei-kang Wildlife Refuge and its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Kending National Park and Shir-ding tribe, Taroko National Park and 

Da-Tung and Da-Li tribes, and Lunpi Tribe and forestry agencies on 

developing co-management on forest lands, for the status and future 

visions of co-managing protected areas between local residents and 

management authorities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aiwa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high maturity of adaptive co-management for the 

Wu-wei-kang Wildlife Refuge to use the participatory workshop in its 

management; it can achieve middle agree for the She-Ding tribe to 

develop the ecotourism program in Kending National Park though 

involved little in policy-making on park management; the co-management 

mechanism between the Taroko National Park and Da-Tung and Da-Li 

tribes belongs to preliminary stage since there isn’t clear policy and the 

tribe organization cannot work well; there are some items achieving 

middle maturity for the case of Lun-pi tribe since its high 

self-organization, smooth operation and good connections with outsides 

no matter still on negotiation processes. Learning from these four case 

studies, it is possible to implement co-management with the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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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ies to some degre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are not 

directly involved in policy-making on management, and that the 

authorities can accept and the local communities can develop, such as 

ecotourism development, while there isn’t any compulsion by current 

legislations in Taiwan. 

Keywords: Co-managed protected area, adaptive co-managemen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ecotourism, stakeholders, 

empower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