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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 RAPPAM 在臺灣的操作調整於個案評估的適用性，藉由

文獻回顧、參與觀察、訪談與焦點團體等質性研究方法，於關渡自然保留區、挖

子尾自然保留區與無尾港水鳥保護區進行評估以及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執

行經營管理規劃的過程中收集資料，試圖補充 RAPPAM 系統評估方法於個案評估

的操作，並釐清評估結果與後續經營管理規劃的連結，以增進 RAPPAM 在臺灣於

個案評估的適用性。 

研究結果顯示，臺灣操作 RAPPAM 的程序上進行了一些調整，包括評估範疇

的釐清、權益關係人訪談、整理會議資料、IUCN-CMP 保育威脅分類以及重要工

作項目的彙整。而在後續經營管理規劃中發現，RAPPAM 的評估結果確實有助於

個案釐清保護區的威脅壓力與經營管理的優缺點，然在臺灣的調整如會議資料與

重要工作項目則是評估與後續經營管理規劃較為明顯的連結。 

本研究結果透露，未來欲增進 RAPPAM 於臺灣個案評估的適用性，在評估的

過程中，評估範疇應有生態尺度的釐清，確認保護區的保育對象物種、棲地或生

態現象，會議資料應有基線資料的呈現以及需增列回應目標的重要工作項目。

後，RAPPAM 的評估元素未能涵蓋個案評估重視的「成果」，因此，未來若要深化

RAPPAM 用於個案評估，則應設法加強對成果的評估。 

 

關鍵字：保護區規劃、經營管理計畫書、保育目標、分區規劃、基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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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opting the Guandu Nature Reserve, Wazihwei Nature Reserve, Ilan Country 

Wuwei Harbor Waterbird Refuge, and Hsinchu City Costal Wildlife Refuge as case 

studies, using qualitative methods including literature review,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terview and focus group, this study aimed to discuss the use of RAPPAM in case 

assessment in Taiwan and explore the link between evaluation results and management 

plann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or evaluating an individual protected area, there had been 

being several general modifications for implementing RAPPAM in Taiwan, such as 

clarifying the scope of assessment, interviewing stakeholders, compiling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for evaluation, using IUCN-CMP classification, and 

discussing the critical management activities. In the process of management planning, 

the research identified that except the results of RAPPAM, which truely point out the 

pressures, threats, strengths and weakness of an individual protected area,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for evaluation and critical management activities 

are the key link between evaluation results and management planning.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utility of RAPPAM in case 

assessment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during the evaluation process, consider the scope of 

assessment properly by an ecosystem approach, clarify the value of protected area, 

present the baseline information in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and add 

critical management activities to achieve objective. Finally, we conclude that outcome 

evaluation is the key point to improve RAPPAM on site-level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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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2008 年止，全球已經成立超過 120,000 個保護區，陸域與海域所涵蓋的總面

積約為地球表面積的 18.6% (Biodiversity Indicators Partnership, 2010)。保護區的成

立雖是保育工作 有效的手段，但不夠完善的經營管理會使得成立保護區的動作

失去意義，因此，如何提昇保護區的功效並妥善經營管理，便成為國內外保護區

經營管理上 重要的課題。而為檢視目前保護區經營管理狀況，國際間於 2004 年

生物多樣性公約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簡稱 CBD) 會員國大會中達

成以下決議：各會員國應在 2010 年前至少能對境內 30%的保護區，進行經營管理

效能評估工作 (CBD, 2004)。 

目前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衡量的重點大致包含下列三個主題：1. 單一保護區

或保護區系統的設計議題；2. 經營管理的現況；3. 保護區的壓力與威脅狀況以及

目 標 的 達 成  (Hockings, 2003; Hockings et al., 2004; Hockings et al., 2006; 

MacKinnon et al., 1986; Stolton et al., 2007)。然而由於各個保護區劃設所依據的法

規、經營管理目標與方式以及所屬機構等背景脈絡皆不相同，其經營管理的需求、

內容與成果即有不同。為提供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評估一個一致的取徑，並強化

經營管理者的能力，國際自然保育聯盟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簡稱 IUCN) 的世界保護區委員會 (World Commission on Protected Areas, 

簡稱 WCPA) 在 1990 年代中期委託澳洲 Queensland 大學的 Marc Hockings 組織團

隊，彙整早期各式不同的評估方法並連結保護區繁複的經營管理事宜，以經營管

理循環作為主軸支架，提出一個經營管理效能評估的架構 (Hockings, 1998)。 

自其評估架構問世以來，獲得國際保育社會的普遍採用，也促成了以此架構

為基礎的一系列評估系統的研發。其中，世界自然基金會 (World Wild Fund, 簡稱

WWF) 所發展出來的「保護區經營管理快速評量與優先設定法」(The Rapid 

Assessment and Prioritization of Protected Areas Management Methodology, 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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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PAM) 是目前國際上 普遍使用的評估方法  (Leverington et al., 2010)。

RAPPAM 為評估保護區系統而設計，目的是為了在保護區系統層級下找出保育優

先度與調整資源分配 (Ervin, 2003a)，使用一般普遍性的指標 (Leverington et al., 

2008)，無法針對個案獨特的背景脈絡。但 RAPPAM 方法學當中提到，此方法若經

調整，加入其他的衡量指標後，亦可適用於個案評估 (Ervin, 2003a)，促進單一保

護區的適性管理1，唯其並未說明如何調整。 

臺灣於 2006 年引進 RAPPAM，即希望可以同時兼顧個案與系統評估，先於宜

蘭縣無尾港水鳥保護區進行個案操作試驗與調整 (盧道杰、王牧寧，2006)。

RAPPAM 的評估流程包含決定評估範疇、分析現有資訊、執行 RAPPAM 問卷、結

果分析以及後續行動與建議五個階段 (Ervin, 2003b)，但由於無尾港水鳥保護區周

遭在地社區組織林立，各有其立場，地方主管機關與在地社區間的關係較為緊張，

為增加彼此的溝通，因而先分別與權益關係人進行互動對話，在大家對於保護區

的議題有初步共識後，再執行評估 (王牧寧，2006)。因此，王牧寧 (2006) 彙整國

外個案經驗，找出評估執行的要素，依循無尾港水鳥保護區的背景脈絡，便將五

個階段的流程調整為意見溝通、共識凝聚、效能評估與實際改善四個階段，但評

估主要執行前三個階段，不涉入涉及保護區管理單位行政權的第四階段「實際改

善」。2008 年，林務局委由臺灣大學組織研究團隊，進一步在林務局轄管的保護區

系統 (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與自然保護區) 中各

擇一試測，而於 2009 年至 2011 年，針對全臺灣的保護 (留) 區 (國家公園與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除外) 進行 (個案) 評估，釐清各保護 (留) 區所面臨的威脅與

挑戰，分析各保護區經營管理上的優劣勢，並在過程中持續調整 RAPPAM 操作方

式，以做為後續加強作業的基礎 (盧道杰、趙芝良，2008)。截至 2010 年底，研究

團隊已完成 32 座保護 (留) 區的個案評估工作，並於 2010 年著手進行臺灣海岸河

                                                       
1 適性管理 (Adaptive Management) 是一種取徑，可以經營管理複雜的自然系統，基於常識、經驗、

實驗與監測的基礎上，進行學習以調整經營管理方法 (Bormann et al., 1999) 



3 
 

口溼地型保護區的系統評估 (羅欣怡，2011)。 

為了釐清在臺灣的操作調整確實有助於 RAPPAM 在個案評估上的應用，並找

出評估與後續經營管理的連結，本研究以經營管理規劃的學理為基礎，藉由個案

的施行，以提升與補強 RAPPAM 在臺灣保護 (留) 區個案評估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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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評估架構 

一、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評估 

一個保護區的公告劃設，並不能保證已完整保護這些存在於保護區當中珍貴

的價值 (Hockings et al., 2008)，保護區後續的經營管理作為也是關鍵。而過去保

護區的經營管理中，主管機關亦甚少進行反省與改善的工作 (Stolton, 2008)。因

此，為了使保護區的成立發揮 大的功效，並且促進經營管理，我們必須藉由「評

估 (Evaluation)」來進行檢討，釐清經營管理者的決定與工作執行狀況是否恰當，

瞭解經營管理效能並衡量保護區的成效。「評估」意指「根據預先選定的原則來

評斷狀況或表現」(Hockings et al., 2006: xiii)。經營管理效能評估藉由選定的指標

與標準來反省與檢討經營管理現況 (Stolton et al., 2007)，其內涵在於發掘保護區

的經營管理程度，企圖理解什麼樣的經營管理可以保護這些價值並且達到目標 

(Hockings et al., 2006)。因此，執行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評估，除了可以完成 CBD

設定的目標之外，也具備以下幾點功能 (Hockings et al., 2006; Hockings et al., 2008; 

Lockwood et al., 2006; Stolton, 2008)： 

1. 可以幫助經營管理者跟權益關係人進行檢討，使經營管理在不斷變動的環

境下趨於完善。 

2. 促進更有效率地分配資源，並規劃有效的經營管理來處理保護區面臨的威

脅與機會。 

3. 促進經營管理的責任制跟透明度。 

4. 可提供國際上報告的資訊2。 

5. 將社區納入考量，以增加社區對保護區經營管理的警覺、參與及支持度。 

                                                       
2 國際要求保護區經營管理者提供保護區現況報告的需求越來越高，而經營管理效能評估正可以提

供這些報告所需的資訊 (Hockings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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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評估架構 

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與保護區系統的個別研究已經進行了至少二十年，回顧

過去保護區之經營管理成效僅考量生物或生態完整性上的成果，實為不足，應徹

底檢討整體經營管理面的問題才能完整理解效能。雖然認知經營管理對於保護區

的功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評估檢討仍較少關注在保護區經營管理的整體面

向，像是由經營管理方法到 後生物多樣性保育成果之間的連結，也較少考量權

益關係人或是考慮到保護區對社會面的衝擊 (Hockings et al., 2006)。再加上不同的

保護區因其背景脈絡的差異，針對評估會有不同的需求，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全

面性的思考保護區經營管理，IUCN-WCPA因此提供一個經營管理效能評估架構，

作為評估方法設計的參考 (Hockings et al., 2006; Lockwood et al., 2006)。此架構依

據經營管理循環，而經營管理循環的概念係解構經營管理的過程，主張保護區的

目標是基於背景脈絡、威脅等基本狀況所設定，並據以詳細規劃，投入所需的人

力與資源，執行相關工作而獲得產出， 終再將這些產出與目標相對應，即可獲

得經營管理的成果。而後彙總前期的成果，重新釐清基本狀況，檢討並訂定新的

目標，就可進入新的經營管理循環。其包含以下六種元素 (Hockings et al., 2006)(圖

2-1)： 

1. 脈絡 (Context)：瞭解保護區的背景脈絡，包含保護區的價值、面臨的威脅

與機會、權益關係人3以及經營管理與政治環境。 

2. 規劃 (Planning)：建立保育價值的願景、目的、目標與策略並減少威脅。 

3. 投入 (Input)：分配需要投入的資源以達成目標，包括員工、資金與設備。 

4. 過程 (Process)：依據公認的過程執行經營管理工作。 

5. 產出 (Outputs)： 終的產品或服務，通常應條列在經營管理計畫書或工作

計畫當中，指特定活動或工作方案的目標完成。 

                                                       
3 權益關係人 (stakeholder) 意指任何未組織或有組織的群體，他們通常在特定的議題或系統中有

共同的興趣 (interest) 或利益 (stake)(Grimble & Wellard,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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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果 (Outcomes)：新產生的衝擊或保護區目標的達成狀況。 

因此，Hockings et al. (2006) 認為完整的評估應針對經營管理循環中的各個元

素進行，才能深入地瞭解保護區的狀況，並因應變化以改變經營管理工作，

IUCN-WCPA評估架構因此包含經營管理的六個元素。 

 

 
圖 2-1 經營管理循環與效能評估元素 

(Hockings et al., 2006: 12) 

 

此外，IUCN-WCPA 除了提出評估架構外，也分別指出評估各元素應注重的重

點與指標 (表 2-1)。由於保護區的背景脈絡影響後續的經營管理，因此在「脈絡」

的評估上，強調釐清保護區的現況，包含重要性、保育價值、面臨的威脅、易受

損性、牽涉的權益關係人以及整個國家的脈絡，以有效擬訂後續的經營管理方向。

而保護區依據脈絡進行規劃，「規劃」的部份因而需衡量在這樣的背景脈絡下，保

評估 

脈絡 

規劃 

投入 

過程 

產出 

成果 

此保護區現在的

位置或現況？ 

我們要怎樣

的規劃？ 

我們需要哪些

資源？

如何進行經營

管理？ 

進行出來的結

果是什麼？ 

是否符合原來

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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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區法規與政策、系統設計、經營管理規劃的適當性。當確立規劃後，便會進行

資源投入以執行經營管理，因此需評估「投入」的資源狀況是否恰當。而如何將

投入妥善運用，則需檢視執行經營管理工作的「過程」是否按照既定的計畫執行、

執行的狀況是否適當以及具有效率。在工作執行後便需評估工作的「產出」，主要

考量經營管理行動的結果、服務與產品，將這些產出對應既定計畫的目標，衡量

是否具有效能。 後，檢視整個經營管理對應保護區目標的效果，評估「成果」

的狀況。 

 

表 2-1 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評估架構 

經營管

理元素 
說明 評估準則 

評估 

焦點 

脈絡 評估重要性、威脅與政策環境
重要性、價值、威脅、易受損

性、權益關係人、國家脈絡 
現況 

規劃 評估保護區的設計與規劃 
保護區法規與政策、系統設

計、經營管理規劃 
適當性

投入 
評估經營管理所需投入的資

源 

機構與保護區的可獲得的資

源 
資源 

過程 評估經營管理進行的方式 
檢視執行公認的經營管理工

作過程的適當性 

效率與

適當性

產出 
評估經營管理方案與行動的

執行；傳遞產品與服務 

經營管理行動的結果、服務與

產品 
效能 

成果 評估成果與達成目標的程度 
衝擊：經營管理對應目標的效

果 

效能與

適當性

(Hockings, Stolton & Dudley, 200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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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評估方法 

一、評估方法的原則 

除 IUCN-WCPA 評估架構能作為評估方法發展的基礎外，一個良好的評估方

法也應符合以下幾點原則 (Hockings et al., 2006; Leverington et al., 2008)： 

1. 具有效用 

能確實改善經營管理，顯示保護區的狀況趨勢且評估結果易於解釋，以及增

進權益關係人之間的溝通、關係和預警。也就是說，評估方法需可達成評估的目

的，因此方法必須符合經營管理需求，並可在各保護區之間的比較或是凸顯再次

評估時保護區的狀況進展。 

2. 具邏輯與系統性 

評估方法應具有邏輯與系統性，以增進不同系統間資訊的協調。IUCN-WCPA

評估架構即可提供評估方法發展的基礎，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評估所需涵蓋的元素

以及這些元素彼此之間的關聯性 (Ervin, 2003b)。此外，評估方法應儘量平衡六個

元素衡量的權重。 

3. 具備良好的指標 

評估的指標需能涵蓋整體面向，有清楚的衡量原則，且易於解釋其原因與影

響。一般而言，良好的指標應具備四種特質，可量測、明確、一致性與敏感性 

(Margoluis & Salafsky, 1998)，才能夠顯示狀況，釐清經營管理效能。 

4. 評估結果準確 

評估結果需能提供真實、客觀、一致且 新的資訊，而無論是使用質性或量

化方法收集的資訊皆可具有準確性。其中，執行質性評估時需特別注意以下幾點

以增加準確度：(1) 斟酌使用的字句以減少解釋上的差異；(2) 提供詳細的指導文

件或例子；(3) 訓練員工做好準備以進行評估；(4) 需要支持判斷的相關資訊；(5) 

進行交叉比對以釐清不一致的衡量標準；(6) 即時修正有偏差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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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符合成本 

評估方法要可實際執行，且不會耗費過多的資源與時間。長期的監測資料、

參與者的信任與合作以及使用現有的資料皆能減少評估時資源的消耗。 

6. 可納入有效的經營管理循環中 

評估方法應屬於經營管理循環的一部分，才能夠使評估確實改善經營管理。

要納入經營管理循環中，則需主管機關承諾重複使用這個方法。而為能使評估與

經營管理的面向有效的連結，保護區的重要價值及目標需要清楚明確，並符合經

營管理的需求，配合規劃、監測、研究與年度的工作方案。 

7. 具合作性 

評估方法應能促使良好的溝通、合作與參與 (保護區經營管理者與權益關係人

盡可能全程參與)。廣泛的參與可增加評估結果的準確性、完整度、接受度與有效

性。為促成參與，則須建立不具威脅性的立場來避免彼此的猜疑。而評估結果應

導向正面找出挑戰而非責任歸咎。 

8. 促進正向與即時的溝通及結果使用 

盡可能在短期呈現評估的效益，換句話說，評估需能即時回饋評估參與者，

且評估的結果與建議須能回饋經營管理以影響後續的資源分配與經營管理行動。 

 

上述的原則顯示，一個良好的評估方法應該具有一個完整的架構與良好的指

標以整體考量所有面向，評估方法本身要能夠符合經營管理需求，具有高可操作

性，並成為經營管理中的一環，以持續改善經營管理，而在評估的過程中需能確

實增進權益關係人的參與和信任。此外，評估結果應能真實反應經營管理現況，

並能夠直接與確實地回饋後續經營管理。 

 

二、評估方法的類型 

在 IUCN-WCPA 提出評估架構之後，以此架構為基礎的評估方法便蓬勃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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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這些評估方法大致可以區分為系統評估 (System-wide Assessments) 與個案評

估 (Site-specific Assessments) 兩種類型 (Ervin, 2003b; Hockings et al., 2006)： 

1. 系統評估 

評估的範圍涵蓋國家或區域內的所有保護區，能提供國家或區域的經營管理

者關於保護區系統的建議，可找出資源投入的優先性並調整其政策，適合主管與

經營管理決策者使用。例如 WWF 的「保護區經營管理快速評估與優先設定法 

(RAPPAM)」。 

2. 個案評估 

細緻的個案評估著重於建立監測系統與長期的瞭解單一保護區的經營管理狀

況，主要目的在於促進適性管理4。如針對世界襲產 (World Heritage site) 而設計的

「增進我們的襲產 (Enhancing Our Heritage, 簡稱 EOH)」。 

 

為了清楚釐清系統評估與個案評估的差異，以下以上述兩種在國際上較具有

代表性的系統 (RAPPAM) 與個案 (EOH) 評估方法為例子做分析比較 (表 2-2)： 

1. 評估目的 

在評估的目的上，RAPPAM 為找出保護區系統以及各保護區間的保育優先度

與調整資源分配，因此可以同時評估多個保護區並加以比較；EOH 用來發展適性

管理，方法中特別強調監測與評估系統的重要性，可利用此工具逐漸發展出監測

與評估系統。 

2. 優點 

兩種評估方法皆鼓勵視情況將方法做調整適用。系統評估的 RAPPAM 易於比

較各保護區之間的狀況，可藉評估結果調整政策；EOH 則偏於敘述性評估，對於

保護區的關鍵價值與經營管理適當性有深入的參與式評估，經營管理者可以直接

                                                       
4 適性管理 (Adaptive management) 是一個複雜自然系統的經營管理取徑，建立於學習 (常識、經

驗、實驗與監測) 的基礎上，藉由學習調整經營管理的方法 (Bormann et a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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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以舖陳後續經營管理的動作 (Stoll-Kleemann, 2010) 

3. 缺點 

RAPPAM 的缺點在於無法深入個案；EOH 卻由於評估較為深入而需耗費大量

時間等資源，操作成本較 RAPPAM 來得高。 

4. 評估重點 

RAPPAM 注重在脈絡、規劃、投入與過程，而 EOH 為著重的即是成果。或

許可解釋成 RAPPAM 評估結果係用來做資源分配的依據，因此需要檢視各保護區

脈絡、規劃、投入與過程的狀況，理解哪些保護區保育優先性較高或投入較多的

資源；EOH 則為促進適性管理，須釐清上次經營管理的成果狀況以進一步予以改

善，再加上其為發展監測的評估工具，監測需要指標，而指標可用來衡量成果，

所以首重成果。 

5. 參與人員 

RAPPAM 因其目的，參與評估的人員相較於 EOH 多了保護區系統的主管或決

策者，以便評估結果的後續應用。 

6. 結果分析 

在結果分析的部份，RAPPAM 的分析多以數字或圖表呈現，並進行各元素或

主題之間的關聯性以及交叉比對，據以調整政策與後續工作；然而 EOH 雖也有少

數的評估問卷，但多以文字敘述為主，因此分析需在評估之後立即進行，以擬定

後續可執行的經營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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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RAPPAM 與 EOH 之比較 

 RAPPAM EOH 

發展方法

的組織 
WWF 

UNESCO, IUCN, and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目的 優先度與資源分配 適性管理 

優點 

允許具比較性的評估；確認經營

管理優缺點；幫助發展適當地政

策；方法易於調整。 

完整深入且富有彈性，可在整體

評估中結合現有監測和評估系

統，易做調整。 

缺點 

未深入量測經營管理的成果，其

尺度不適於提供較詳細的個案評

估。 

需花費較多時間與金錢，並且執

行過程中需要不斷地投入資源、

訓練和協助。 

評估重點 脈絡、規劃、投入與過程 成果 

參與人員 
保護區系統決策者、經營管理者

和權益關係人 
保護區經營管理者與權益關係人 

結果分析 

以威脅壓力、生物與社經重要性

以及易受損性、經營管理效能、

多重分析為主。 

需針對各元素須即時進行分析以

擬出後續工作。 

(Ervin, 2003a; Hockings et al., 2008) 

 

整體而言，系統評估以整個保護區系統為重點，使用者的位階通常也因此較

個案評估為高，主要在策略上調整資源分配，一次評估的保護區數量較個案評估

多，著重脈絡、規劃、投入與過程的狀況，而資料型態通常需要有統一的標準模

式，以便在同一個基準上進行討論與評估。相反地，個案評估專注於單一保護區

的進展狀況，成果的評估因而特別重要，為了釐清成果，細緻的監測資料便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再加上個案評估多以文字敘述為主，能針對個案背景脈絡提出直

接的改善工作。因此，若要使系統評估方法可適用於個案評估，則須在成果評估

上多費心力，收集較為細緻的監測資料，並針對評估結果提出後續可執行的經營

管理工作。 

 

三、評估結果的分析方法 

Hockings et al. (2006) 指出，評估的目的在於詮釋與保護區經營管理相關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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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以瞭解保護區的狀況，並釐清各經營管理元素之間的因果關係。為了解釋這

些資料，可藉由以下五種方式進行分析 (Hockings et al., 2006)： 

1. 簡單的資料編纂分析 

簡單的資料分析屬於第一個層次的分析，其將收集而來的數據資料進行簡單

地彙整，再將分析結果以圖表呈現。這類型的分析需要原始的資料，可進行單一

保護區或保護區之間的分析。 

2. SWOT5分析 

SWOT 分析為普遍使用的方法。其先初步的判斷現況，再針對保護區的經營

管理上內部的優勢與弱勢以及外部的機會與威脅現況，透過個人或群體的討論與

分析，快速地總結並提出後續的改善方針。 

3. 評分 (Scores) 

為了快速且容易地進行比較現況，許多的評估系統都使用評分的分析方式，

將大量的資料直接轉譯為分數，RAPPAM 即採用這種分析方式，利於保護區經營

管理決策者完整回顧與比較各保護區的成效。然而，評分的分析方式雖可以快速

地進行評估，但卻有容易將複雜的議題過度簡化成分數、扭曲與錯誤解讀結果的

風險。為了降低這些風險，使用評分時可以具有支持性的資料作為佐證。 

4. 協定標準 (Agreed standards) 

評估還可以根據共同協商的標準來衡量分析，通常這些標準可以量化或敘述

性的文字呈現。標準的設定應針對保護區提出一個合理的想像，也應平衡各個經

營管理的面向。但因為標準的決定牽涉價值的判斷，需要獲得各權益關係人的共

識，因此其實通常難以明確。 

5. 統計分析 

統計分析可以看出整體的趨勢，真實地反應收集的數據。因此，在運算操作

上以及在質性轉為量化的資料時，進行統計分析應特別小心可能產生的誤差。 

                                                       
5 為 Strengths (優勢)、Weaknesses (弱勢)、Opportunities (機會)與 Threats (威脅) 的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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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五種分析方式各有其優缺點，可合併使用以進行完整、確實的結果分

析 (Hockings et al., 2006)。由上述可知，RAPPAM 採用評分的操作方式便於保護

區間的比較，但在個案評估當中，不需進行比較，而應深入個案的背景脈絡。因

此，若要增進 RAPPAM 於個案評估的適用性，則應降低複雜的議題過度濃縮成分

數的情況，除收集彙整具支持性的資料外，或許亦可考量增加其他的分析方式以

獲得良好的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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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RAPPAM6 

RAPPAM 已有將近 50 個國家使用於 1,600 個保護區，為目前 廣泛使用的評

估方法 (Leverington et al.,2010)。此評估方法除了可進行全國保護區的普查外，也

可以經調整而針對單一保護區進行評估 (Ervin, 2003a)，更是目前 能詳細提供實

作個案參考的評估方法 (王牧寧，2006)。因此，臺灣於 2006 年引進此方法進行調

整與適用。本節介紹 RAPPAM 以及回顧國際個案的操作方式。 

 

一、RAPPAM 方法學 

RAPPAM 由 WWF 依據 IUCN-WCPA 評估架構發展而來，其為在系統的層級

下改善經營管理，提供快速簡易的方法以瞭解保護區系統的主要趨勢及議題，分

析主要威脅壓力，協商後續改善的措施，以達到建立保育優先性與調整其資源分

配的目的。 

RAPPAM 方法學提及執行此方法時需符合以下八個假設，才能達到有效的評

估： 

1. 融洽的評估氣氛 

評估的資料品質取決於參與者的意願，因此一個透明且參與者彼此信任的氣

氛是獲得可靠資訊的基礎。 

2. 符合保護區定義 

評估的對象需符合 1992 年第四次世界保護區大會中保護區的定義7。 

3. 屬於政府管理的保護區 

適用於政府管理的保護區，也可修正與調整問卷以適用於私有保護區。 

4. 屬於森林型保護區 

原係針對森林型保護區設計，也可應用在其他類型 (包括草原與溼地等) 的保

                                                       
6 本節無特別引用處，係節錄自 Ervin (2003a)。 
7 保護區的定義為：特別劃設的陸域和／或海域地區，致力於生物多樣性、以及自然與相關的文化

資源等的保護以及維持，並藉法律或其他有效的方法管理的地區 (Dudley, 2008)。 



17 
 

護區，但須修正問卷說明與解釋。此外，目前尚未應用至海洋型保護區，若需使

用則須修改問卷。 

5. 為 IUCN 保護區類型8的 I 至 IV 類型 

使用於 IUCN 保護區類型的 I 至 IV 類型可操作性較高。第 V 與 VI 類型的保

護區則需視情況增列其他指標。 

6. 資料充足 

假設經營管理者有足夠的知識並可提供完整且可靠的資料。 

7. 不論保護區數量多寡皆可使用 

保護區數量多寡皆可使用，但當評估的保護區數量少於 6 個時，則應注重收

集與解釋質性資料，減少保護區間的比較分析。當評估的數量超過 50 個時，應以

區域、經營管理目標、保護區面積大小等特質相似的保護區作區分，以方便進行

比較。 

8. 適用於目標相似的保護區 

適於用來比較目標相似的保護區，若目標差異過大，應將相似者歸類成同一

群，再予以比較。 

 

RAPPAM 使用兩份表單與一份包含十七項主題共 120 題的問卷進行評估。兩

份表單一為保護區的基本背景資料，包含保護區的名稱、設立日期、面積、預算、

經營管理目標與重要工作項目；另一則是壓力與威脅9的分析，為開放式填答，除

列出壓力與威脅項目外，亦須衡量趨勢、範圍、衝擊程度與持續性四個指標。問

卷則為經營管理效能評估，將 IUCN-WCPA 經營管理效能評估架構中的元素轉換

成實際且細部的主題與問項 (表 2-3)，但主要強調背景脈絡議題 (威脅壓力、易受

                                                       
8 IUCN 保護區類型：Ia 嚴格的自然保留區 (Strict Nature Reserve)；Ib 原野地 (Wilderness Area)；II
國家公園 (National Park)；III 自然紀念物或特徵區 (Natural Monument or Feature)；IV 棲地╱物種管

理區 (Habitat/Species Management Area)；V 地景╱海景保護區 (Protected Landscape/Seascape)；VI
自然資源永續利用保護區 (Protected area with sustainabl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Dudley, 2008)。 
9 壓力與威脅僅有時間上的差異，壓力指目前保護區已經發生的不當影響力量、活動或事件，而威

脅則是未來可能發生 (Hockings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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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性以及生態與社經重要性) 與經營管理效能 (規劃、投入與過程) 兩個部份，問

卷為整個方法學的重心。 

 

表 2-3 WWF 快速評估問卷所包含的元素 

經營管理元素 相關的主題 

脈絡 
威脅；生物及社經重要性；易受損性；保護區政策與政策環

境 

保護區設計與規劃 保護區目標；合法的保護措施；位置的設計規劃 

投入 員工；溝通與資訊；基礎建設；財務 

經營管理過程 經營管理計畫；管理措施；研究、監測及評估 

經營管理產出 
威脅的預防；保護區的復育；野生動物的管理；與社區的互

動；遊客管理；基礎建設與計畫的產出；監測、訓練與研究

成果 經營管理措施所產生的新壓力 

(Ervin, 2003a) 

 

RAPPAM 方法學亦特別指明執行評估 為有效的方式為召開一系列參與式工

作坊，積極邀集保護區經營管理者、決策者與其他權益關係人全程參與評估，特

別強調參與式取徑10。其方法操作包含以下五個步驟 (圖 2-2)： 

1. 選定要進行評估的保護區 

需評估的保護區數量較少時，可全部予以評估；若數量過多，則可依據行政

區界、保護區經營管理類型或經營管理目標等來篩選欲進行評估的保護區。 

2. 分析各保護區現有的資訊 

收集保護區現有的資料，包含航照圖或衛星影像、生物多樣性資料、訓練與

能力建構的需求、威脅分析、科學與學術研究、人類與社會學研究、內部計畫與

田野報告、外部獨立機構的報告以及法律與政策資訊。這些資訊可用來作為評估

參考的依據或驗證評估的結果。 

3. 執行快速評估問卷 

                                                       
10 保護區經營管理邀集在地社群與其他權益關係人參與規劃與決策是目前評估執行的趨勢 
(Hockings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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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快速評估問卷 為有效的方法是舉辦參與式工作坊，其允許參與者共同

協商討論，以提供更具一致性與標準化的評估結果。也可視當地文化與評估環境

進行私下訪談。此外，根據不同國家的背景脈絡狀況，在執行問卷之前可進行問

卷修正，而問卷修正的方法建議包含發展特定的指標、增加題項、文字與解釋修

正以及可刪除題項。另在評估過程中，可藉由以下的方式提昇評估結果的準確度：

參與者彼此信任、評估資訊的透明化、具備可信度高的資料、問項解釋的一致性，

以及解釋給分的原因。 

4. 結果分析 

針對壓力與威脅及經營管理效能進行統計與分析。其中，經營管理效能的分

析著重於規劃、投入、過程與產出四個元素。 

5. 後續行動與建議 

後續行動與建議應從策略上來改善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 

 

 

圖 2-2 RAPPAM 方法學操作流程圖 

(修改自 Ervin, 20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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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RAPPAM於個案評估的限制 

RAPPAM的優勢在於能快速地評比數個保護區。因此，其方法學設定在使用

於需細緻深入的個案評估時有其限制。Hockings et al. (2006) 認為快速評估的「快

速」在於不需擁有大量的資料及額外的田野調查，且不需投入太多資源，便可即

時執行評估者。因此，通常仰賴文獻以及經營管理者或評估者的意見，主要著重

在評估經營管理元素中的脈絡、規劃、投入、過程，但產出與成果的評估則較為

有限 (Hockings et al., 2006)。RAPPAM即屬快速評估類型，係藉由文獻的回顧以及

舉辦參與式工作坊，邀集相關權益關係人的參與以獲得相關意見，較為注重脈絡、

規劃、投入、過程與產出，但卻幾乎沒有成果的評估。王牧寧 (2006) 則指出，

RAPPAM「快速」的精神應在於既能涵蓋多種面向，且僅需使用現有資料即可執

行評估，有別於以往僅為單一目的或面向的評估需先進行某項指標的調查才能完

成，則相較之下使用現有資料確實較為快速。這也凸顯RAPPAM雖能廣泛地涵蓋

許多面向，卻無法針對各個面向深入探討的缺點。此外，RAPPAM雖涵蓋許多面

向，但其使用一般普遍性的指標與面向，也因此不能因應單一保護區的獨特背景

脈絡。 

而為了進行保護區間的比較，RAPPAM使用評分的分析方式，將現有資料轉

譯為分數，因而造成豐富資訊的流失。在個案評估的操作上僅能概略瞭解保護區

經營管理狀況，無法提供更多詳細的資訊。這樣的方式因而較為注重比較性而非

絕對性 (Ervin, 2003c)，各保護區的實際狀況便難以深入討論。對於個案評估來說，

經營管理者需要實際瞭解保護區的現況以及獲得細緻的評估報告，而非僅有分數

與趨勢的呈現 (Hockings et al., 2006)。 

 

三、國外執行RAPPAM的案例 

目前共有10個國外進行RAPPAM的案例經驗於WWF網站11上可供直接下載參

                                                       
11 請參考：Http://wwf.panda.org/what_we_do/how_we_work/conservation/forests/tools/rapp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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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本研究藉由這些案例來瞭解其執行背景與操作流程，釐清RAPPAM可能操作

的方式，這些案例國家包括智利、不丹、巴西、柬埔寨、中國、蒙古、尼泊爾、

羅馬尼亞、俄羅斯與南非，其中智利的執行報告因不使用英文因而無法參考。以

下分別介紹： 

1. 不丹12 

不丹於1993年修正保護區系統，其保護區成立時間多較短，相關體制的建置

尚不完備。選定評估的保護區包含3個國家公園與1個野生動物保護區，這些保護

區都有各自可運用的預算、員工與經營管理計畫書。執行評估的目的在於瞭解保

護區整體的經營管理優缺點，為未來評估建立基準數據。其評估過程分為兩個階

段，第一階段包括三場參與式工作坊，在保護區當地舉行，每場進行的時間約一

天半，內容包含簡報、小組討論與綜合討論，釐清各保護區的優、劣勢以及機會

和威脅，並廣泛地討論重要議題。第二階段則針對經營管理者、員工與權益關係

人進行焦點訪談，深入討論第一階段的內容作深入討論， 後進行RAPPAM問卷，

並彙整訪談結果，列於每題問項之後。因其評估的數量少於6個，所以依循RAPPAM

方法學原則，注重質性資料的描述與呈現。評估結果的分析包含威脅壓力、易受

損性、經營管理效能與找出機會及優勢。 後針對嚴重的威脅壓力與經營管理弱

勢提出保護區系統的整體建議。 

2. 巴西13 

巴西選定評估的保護區包含海岸線、谷地、流域、山脈與都會區的保護區，

共有5個生態站 (ecological station)、18個國家公園以及2個生態公園。評估的目的

係為了解保護區系統的狀況及所面臨的問題，並制定因應對策。首先進行問卷的

翻譯與問卷結構的分析，再將問卷發給保護區經營管理者填答。並舉辦一次工作

坊，邀集所有的保護區經營管理者、員工、諮詢委員會代表以及NGO參加，以調

                                                       
12 節錄自 Tshering (2003)。 
13 節錄自 Lopes Simões and Numa de Oliveira,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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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增列問卷題項，但為能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因此盡可能維持問卷的原貌。而

後舉辦數個區域性的工作坊，邀請經營管理者、社區代表與各保護區的權益關係

人參與。工作坊每場為期兩天，第一天填寫RAPPAM問卷，次日檢視與調整分數

以進行數據間的比較與補充說明。 後一場工作坊則針對評估結果進行討論並針

對經營管理、保護與財務等議題提出建議，參與者包含RAPPAM的執行團隊、經

營管理者以及林業機構、林業基金會等的技術人員。 

3. 柬埔寨14 

柬埔寨的評估對象主要針對該國環境部管轄的26個保護區。評估執行包含三

天的工作坊，參與者以員工為主，並包括國際NGO代表，例如WWF。工作坊的流

程包含介紹、簡報、群組討論以及全體討論。參與者以其所屬保護區的生物地理

位置切分為5組，每一組皆先完成問卷， 後進行統整並在全體討論的工作坊中以

圖表呈現，共同討論、確認與交叉比對。其中，脈絡的分析分為國家與單一保護

區兩種層級，國家層級注重保護區系統整體的威脅壓力、易受損性與政策環境；

單一保護區則重視政策、法規、以及生物與社經重要性。 後再接著舉行一天的

工作坊，以各保護區的價值與面臨的威脅進行作圖 (mapping)，在空間上討論保育

優先。評估結果的建議則針對在國家層級產生的議題進行解決，並指定負責的單

位與執行期限。 

4. 中國15 

中國鎖定長江上游249個森林型保護區，選擇其中88個具代表性的保護區進行

評估。其評估目的在於瞭解應如何促進大範圍生態區的保育效果及其經營管理的

成效，找出需優先保育的保護區。這些保護區皆擁有完整的資源調查與經營管理

計畫，資料相當豐富。除了資料的收集外，亦自行設計問卷發送給各保護區的經

營管理者填寫，內容包含員工、投資、經營管理目標、巡護情形、監測研究與教

                                                       
14 節錄自 Lacerda et al. (2004)。 
15 節錄自 Li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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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等經營管理措施，以瞭解各保護區的經營管理，並將這些資訊作為評估的基本

資料。爾後共舉辦2次工作坊，邀請各保護區的經營管理者與學者專家進行

RAPPAM問卷的作答。結果比較各保護區的優劣勢，並釐清威脅壓力與生物重要

性共同排定保育優先順序，並針對財務、經營管理、威脅壓力的預防、減緩與監

測以及政策面提出策略建議。 

5. 蒙古 

蒙古選定31個在該國具重要性且經營管理歷史較久的保護區，包含12個嚴格

的自然保留區與19個國家公園。先由保護區經營管理者與國際非政府組織代表進

行一天的測試與規劃工作坊。 後舉辦為期三天的工作坊，主要由保護區的經營

管理者與員工參與。工作坊的流程包含介紹、簡報、群組討論以及全體討論。參

與者被分作4群進行討論，每一組皆先完成問卷， 後進行統整並在全體討論的工

作坊中以圖表呈現，共同討論、確認與交叉比對。分析方式與柬埔寨相同，分為

國家與單一保護區兩種層級，也依循國家層級的問題提出後續建議。 

6. 尼泊爾16 

尼泊爾執行RAPPAM的方式，先於2003年在4個草原型保護區進行測試，閣年

進行另5個草原型保護區的評估， 後評估11個山地型保護區。 後的評估報告僅

呈現其中5個草原型保護區以及11個山地型保護區的評估結果。整個評估的流程以

舉辦工作坊執行RAPPAM問卷為主，並依據評估結果提出策略建議。 

7. 羅馬尼亞17 

羅馬尼亞評估包含13個國家公園與12個自然保留區的保護區。評估的目的為

確認保護區的主要問題與經營管理效能，並提出解決方案，以及討論保護區的管

理計畫及經驗的分享與交流。評估舉辦為期兩天的工作坊，分成兩階段進行，第

一階段將保護區分成4組，分別進行RAPPAM問卷。第二階段則由全體參與者共同

                                                       
16 節錄自 Nepali (2006)。 
17 節錄自 Stanciu & Steindlegger, 2006。 



24 
 

評估RAPPAM系統層級的主題，除分析威脅壓力外，亦找出保育優先性，並針對

保護區系統提出建議。 

8. 俄羅斯18 

俄羅斯將所有國家重要性的保護區皆列入評估範圍，共有197個國家級的保護

區進行評估。而評估目的是為確認國家級保護區系統內管理問題的種類與程度、

壓力與威脅的普遍性與嚴重性。評估共舉辦8個工作坊，其中5個工作坊與IUCN共

同舉辦。第一次工作坊即進行RAPPAM的問卷的適用，並針對工作坊主持人做培

訓以及發展壓力與威脅的項目表。區域性的評估包含三天的互動式工作坊，參與

者包括保護區經營管理者、區域決策者與權益關係人，執行RAPPAM問卷。俄羅

斯將評估的保護區以行政區域做劃分，分為7組以進行威脅壓力的繪圖與分析，並

進行保育優先性的釐清， 後提出建議。 

9. 南非19 

南非挑選以保護生物多樣性為目標的110個保護區作為評估對象，而其評估的

目的為釐清保護區的經營管理效率，並確認經營管理活動的優先順序與資源分

配。評估共舉行6次的工作坊，而在舉行工作坊之前，要求參與者提供生物與經營

管理的相關資訊，如經營管理計畫書與分區計畫等。每場工作坊中約有15至20位

的參與者，其依據相似的保護區以3至5人為一組。參與者包含經營管理決策者、

員工以及社區保育官員等。回答問卷時需確認所有參與者完全理解問題，但在某

些題目的理解尚仍有高度的差異，因此在 後三場工作坊中修正細部問題。另在

部份題目完成後，全體共同評估與標準化所有保護區的分數。威脅壓力的部份，

則在第一場工作坊中便列出所有威脅壓力清單，而後便直接針對這些威脅壓力進

行評估。結果分析的方式則將保護區依地理位置分為3區進行分析討論，並提出整

體的建議。 

 
                                                       
18 節錄自 Tyrlyshkin, Blagovidov and Belokurov (2003)。 
19 節錄自 Goodma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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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這些國外案例的操作經驗 (表2-4)，可以發現國外案例的操作模式多屬系

統評估，一次進行數十個保護區。其中較為特別的案例則屬不丹，保護區評估數

量僅4個，在各保護區當地舉辦工作坊，後續也訪談權益關係人進行RAPPAM問

卷。由於評估個案少，因此遵照RAPPAM方法學的建議，多補充質性資料， 後

在報告的呈現上除了將RAPPAM問卷結果外，也記錄各保護區對於各題項的補充

說明。不丹這樣的操作方式可視為個案評估的操作，每次的操作僅針對一個保護

區，唯其非針對個案提出後續建議，而是以所有評估的保護區共同的弱勢為主進

行改善策略建議。而在評估過程的操作上，多以舉辦工作坊直接進行RAPPAM問

卷的討論，僅有幾個案例特別提及評估前資料的收集，但未說明這些資料如何彙

整。在各案例中，後續建議皆站在保護區系統的角度上進行討論，針對所有保護

區皆較為嚴重的威脅壓力與經營管理弱勢擬訂後續改善策略，而未能針對單一保

護區的狀況提出實際的經營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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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國外案例彙整 

國家 
評估

數量 
評估進行方式 後續建議 

不丹 4 

第一階段在保護區當地舉行工作坊討論

保護區重要議題，第二階段進行權益關係

人的訪談，執行 RAPPAM 問卷。 

針對嚴重的威脅

壓力與經營管理

弱勢 

巴西 25 

首先調整問卷，再舉辦區域性工作坊進行

問卷評估， 後舉辦一場工作坊統整討論

結果 

經營管理、保護與

財務等議題的建

議 

柬埔寨 26 
舉辦工作坊，先分組完成問卷，再統整討

論 
系統層級的建議 

中國 88 收集評估基本資料，舉辦工作坊進行評估

提出因應財務、經

營管理、威脅壓力

的預防、減緩與監

測以及政策問題

的策略建議 

蒙古 31 
舉辦工作坊，先分組完成問卷，再統整討

論 
系統層級的建議 

尼泊爾 20 分次評估保護區，舉辦工作坊執行問卷 策略建議 

羅馬尼亞 25 
舉辦工作坊，分組完成問卷，再進行系統

性的討論 
系統層級的建議 

俄羅斯 197 
首先調整問卷，再依行政區域劃分成 7 組

進行評估。 
系統層級的建議 

南非 110 
收集經營管理資訊，舉辦工作坊分組完成

問卷 
系統層級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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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保護區經營管理規劃 

若依循第一節提到的經營管理循環，保護區經營管理規劃應在評估後依據其

結果進行。而第二節也提到一個好的評估也應能回饋後續經營管理。為能釐清

RAPPAM 評估結果的資訊與後續個案經營管理的連結，本節回顧經營管理規劃的

相關文獻。 

 

一、經營管理規劃流程 

規劃是決定目標，並且選擇行動方案以達成目標的過程 (Lockwood, et al., 

2006)。也就是說，經營管理規劃應先確立目標，並釐清所擁有的資源，安排組織

各方面的經營管理活動，有效發揮人力、物力與財力等資源以完成目標，使經營

管理趨於完善 (國家林業局野生動植物保護司，2002)。而經營管理規劃的進行則

需釐清應使用哪些知識與資訊，選擇規劃方法與程序以及依循的規劃原則 

(Lockwood et al., 2006)。回顧國際相關保護區經營管理規劃指導手冊，將所建議的

規劃流程歸納整理為以下 10 個步驟 (國家林業局野生動植物保護司，2002；

Countryside Commission, 1986; Eurosite, 2004; Fallding, 2000; Tasmania Parks and 

Wildlife Service, 2000; Lockwood et al., 2006; MacKinnon et al., 1986; Tuxill, & 

Nabhan, 1998; Thomas & Middleton, 2003; The Countryside Agency, 2005)：  

1. 成立規劃小組 

雖然規劃亦可由一人進行，但保護區牽涉的面向多元，不同人參與的規劃會

有不同的結果，因此建議成立規劃小組，並邀集各專家與相關權益關係人參與整

個規劃過程。 

2. 收集資料 

資料是保護區經營管理與規劃的基礎，由於通常難以獲得較為完整的資料，

收集與編纂資料亦須耗費時間與金錢，因此應將重點放在關鍵資料上。而隨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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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區的大小、特徵與複雜度不同，所需的關鍵資料亦不相同，可依其成立宗旨

與保育對象來作收集。關鍵資料缺乏時，在時間與資源許可的情況下可直接進行

田野調查收集新資料；若時間與資源狀況不允許，則可將收集關鍵資料納入未來

工作項目中。資料類型包含保護區背景脈絡、生態資源狀況、人類活動與土地利

用狀況等。 

3. 確認與評估重要價值 

分析相關資料，確定欲保育的資源價值，釐清其重要性。 

4. 定義與分析議題 

定義保護區主要面臨的議題，找出原因並確認影響程度，將議題按其作排序，

作為後續處理的優先性參考。議題可分為內部與外部，內部多指經營管理面的限

制，外部則指威脅壓力。 

5. 建立宗旨與目標 

由重要價值與威脅壓力的分析，建立宗旨與目標，整個計畫書的主軸發展須

與宗旨及目標一致連貫。宗旨是針對未來願景做全面與一般性的陳述，較無時間

性，但須足以作為指導經營管理的方向，通常指政策面。目標則須反應新資訊或

企圖改變內外部環境，並且要能在一段時間內可實際操作、量測並清楚闡述某特

定結果，以作為後續評估經營管理成果的依據。 

6. 分區規劃 

分區規劃可促進保護區同時滿足不同目標與需求，簡化管理活動，允許人類

合理利用資源。不同區域的經營管理不同，需考量資源保育的優先性，保護的程

度且必須獲得權益關係人的支持才易於推展。可以包含在經營管理規劃中也可以

單獨處理。 

7. 回顧保護區邊界 

在進行分區規劃時，也應同時考量邊界是否須調整。 

8. 發展經營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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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相關資訊與目標，藉由權益關係人的參與，彼此腦力激盪，針對目標與

議題探討達成目標及解決議題的行動方案。此階段可暫不考慮可行性，主要將可

能執行的方法討論出來。經營管理方案包含四種類型：資源經營管理與保護、資

源使用管理、研究與監測以及行政管理。 

9. 選擇經營管理方案 

考量實際因素與可行性，由可能的行動方案選出可執行的方案。篩選的原則

可依循保育優先性、議題 (威脅壓力) 嚴重程度、專家評斷結果、會議討論結果以

及可投入的資源狀況。 

10. 擬訂計畫書 

將保護區資源概況、主要議題、經營管理方案等規劃結果，依照規定格式與

內容撰寫計畫書草案。 

 

雖然規劃的過程可細分為上述步驟，但某些步驟通常需要同時考量與進行，

並非簡單的事件或成果，須不斷地更新資訊並反覆進行 (Lockwood et al., 2006; 

MacKinnon et al., 1986)。而一個成功的規劃過程應具備明瞭的過程，對於議題能清

楚地瞭解，有合理與透明的決策，策略、目標與行動方案之間有連結與一致性，

也應有相當程度的參與 (Fallding, 2000; Lockwood et al., 2006)。 

由經營管理規劃流程與 RAPPAM 產生的結果做比對，可以發現評估的結果應

至少可提供至第 4 步驟「定義與分析議題」的相關資訊，以及第 8 步驟「發展經

營管理方案」，但 RAPPAM 僅能在系統的層級下找出保護區系統的問題與提供後

續建議，對於個案的回饋程度似乎較為薄弱。因此，若評估結果對於個案的後續

規劃能有實質回饋，則可視為是一個良好的個案評估方法。 

 

二、經營管理計畫書格式 

經營管理計畫書是經營管理規劃的過程及各項決策完成的成果與基礎，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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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過程與結果用文件的形式約定下來，作為後續經營管理活動的準則 (Fallding, 

2000; Thomas & Middleton, 2003)。因此，保護區經營管理計畫書可以提供保護區

的狀況陳述與經營管理的目標，作為獲得資源與支持的工具，並維持有效管理的

連續性，不因經營管理者變動而無所適從，另也是經營管理效能評估的資料參考

依據 (Countryside Council for Wales, 1996; Lockwood et al., 2006; MacKinnon et al., 

1986)。上述這些功能確保了保護區經營管理計畫書存在的必要性和正當性。為提

升保護區的經營管理，並開創不同保護區間資訊互動機制，提供更完善的經營管

理資訊，許多保育機關團體都訂定有具統整性以及適合各地使用的自然保護區經

營管理計畫書格式，並以指導手冊來導引自然保護區經營管理計畫書的撰寫。彙

整國外保護區經營管理計畫書建議格式 (國家林業局野生動植物保護司，2002，

2008; Countryside Commission, 1986; English Nature, 2005; Eurosite, 2004; Fallding, 

2000; Historic Scotland, 2000; Lockwood et al., 2006; MacKinnon et al., 1986; Rowell, 

2009; The Countryside Agency, 2005, 2006; Thomas & Middleton, 2003; Tuxill & 

Nabhan, 199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3)(表 2-5)，可發現格式與內容可分為以下

12 項：(1) 計畫描述；(2) 保護區描述；(3) 重要性特徵；(4) 威脅壓力；(5) 願景；

(6) 目標；(7) 工作計畫；(8) 分區計畫；(9) 監測；(10)回顧；(11) 參考文獻；(12) 

附錄。 

計畫簡述將整個經營管理計畫做一概述；保護區描述主要在呈現保護區的位

置、面積、法規依據以及基本的自然與人文環境背景；重要性特徵則應於經營管

理計畫書當中特別強調此保護區的物種或棲地的保育重要與特殊性以及評估現

況；威脅壓力則呈現保護區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願景則陳述在未來一段較長的

時間內 (多指 10 年以上) 想要達成的理想狀態；目標則應清楚的敘述在較短的時

間內應達成的狀態；工作計畫則是擬訂各項經營管理工作項目、投入資源的狀況 

(經費預算與人力) 以及完成的時間表；分區計畫則呈現分區規劃的結果以及相關

管制事項；監測則指各項工作執行的狀況與進度監測排定；回顧則須列出進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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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管理計畫書回顧與修訂的日期；參考文獻與附錄則附上經營管理計畫書當中使

用的文獻以及其他資訊。 

 

表 2-5 經營管理計畫書格式彙整 

項目\文獻編號 1 2 3 4 5 6, 13 7 8 9 10 11 12 14 

計畫簡述 V  V V V V V V V  V V  

保護區描述 V V   V V V V V V 
  

V 

重要性特徵 V V   V V V V V V V V V 

威脅壓力 V V V  V V V V V V V 
 

V 

願景    V V V V V V 

目標 V V V V V V V V V V 
 

V 

工作計畫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分區計畫    V V V V  
  

 

監測 V  V  V V  
  

V 

回顧 V   V V V V V  
  

V 

參考文獻   V V V V V  
  

 

附錄   V  V V V V  
 

V  

註：1. Countryside Commission, 1986；2. MacKinnon et al., 1986；3. Tuxill & Nabhan, 1998；4. Fallding, 

2000；5. Historic Scotland, 2000；6. 國家林業局野生動植物保護司，2002；7. Thomas & Middleton, 

2003；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3；9. Eurosite, 2004；10. English Nature, 2005；11. The Countryside 

Agency, 2005；12. The Countryside Agency, 2006；13. 國家林業局野生動植物保護司，2008；14. 

Rowell, 2009。 

 

經營管理計畫書應聚焦在短期相關特定的行動上 (Fallding, 2000; Tasmania 

Parks and Wildlife Service, 2000)。由表 2-5 可知經營管理計畫書不可或缺的部份為

工作計畫，也是規劃的重點核心 (Mackinnon et al., 1986)。其次，在經營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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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當中較為重要的部份則有計畫簡述、重要性特徵、威脅壓力、保護區敘述以及

目標。也就是說，良好的經營管理計畫書應要明確保育對象與施行方針，能夠確

實提供工作項目執行上的指南 (Tasmania Parks and Wildlife Service, 2000; The 

Countryside Agency, 2006; Thomas & Middleton, 2003)。此外，由於經營管理計畫書

的呈現是根據經營管理規劃結果，而在整個規劃當中可以發現其包含一個完整的

經營管理循環，從脈絡釐清一直到產出與成果的規劃都應涵蓋。因此，經營管理

計畫書的格式與內容也應遵循經營管理循環的邏輯，未來評估時才能直接以經營

管理計畫書的內容作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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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RAPPAM在臺灣使用於個案評估的適當性，因此為了瞭解臺

灣如何操作RAPPAM，做了哪些調整與改善，並以後續的經營管理規劃來呈現

RAPPAM個案評估的效用，本章先介紹選用的研究個案，再闡述使用的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個案 

研究者主要於 2010 年開始進行田野收集相關資料，由於 RAPPAM 在臺灣的

操作流程大致於 2009 年確立，因此研究者藉參與整個個案評估的流程以瞭解

RAPPAM 在臺灣的調整。研究個案的選擇因資料可及性高而以 2010 年於北部進行

評估的保護區個案為主，包括關渡自然保留區、挖子尾自然保留區以及無尾港水

鳥保護區，再加上這些保護區個案的背景脈絡有所差異而可分享不同的個案經驗

作為評估參考。藉關渡自然保留區的個案，研究者以得知評估的完整流程；挖子

尾自然保留區在執行評估之餘，亦有範圍重新規劃的計畫進行著，也增添此個案

的特殊性以作為評估的補充借鏡；而無尾港水鳥保護區曾於 2006 年進行評估，因

此 2010 年屬於再次評估，可藉此個案作為 RAPPAM 於個案評估的重複操作調整

參考。而 RAPPAM 評估結果與後續經營管理連結的部份，則因新竹市政府 (以下

簡稱竹市府) 於 2010 年欲以 RAPPAM 結果作為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保育計

畫書修正的依據，委託外部團隊進行經營管理規劃，此舉與研究者的研究主題相

符，因此藉由這個契機，研究者得加入新竹教育大學的計畫團隊 (以下簡稱計畫團

隊) 獲得個案相關資料，因此選擇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作為研究個案。以經

營管理循環來說，這四個個案分別位於不同的位置，因此可補充評估的不同議題。

關渡自然保留區進行評估而位於脈絡；挖子尾自然保留區除了評估外，算是邁入

部份規劃；無尾港水鳥保護區則完成了一次循環，進行第二次的評估，位於脈絡；



34 
 

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則在評估之後，進行完整的規劃。 

因此，本研究以關渡自然保留區、挖子尾自然保留區、無尾港水鳥保護區與

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作為研究個案，以下分別介紹： 

 

一、關渡自然保留區 

關渡自然保留區位於臺北市西北方、關渡平原溪南側，基隆河與淡水河交匯

之處，具淡水河出海口約 10 公里，為感潮淹水的半淡鹹水溼地一典型的河口溼地。

此區生物資源相當豐富，擁有高歧異度的候鳥群聚，而成為臺灣甚至國際上 重

要的濕地之一。1986 年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以下簡稱農委會) 將關渡堤防以南 55

公頃的沼澤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以下簡稱文資法) 劃為「關渡自然保留區」(圖

3-1)，由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北市府) 管轄。其保留區主要保護對象為水鳥。 

 

 

圖 3-1 關渡自然保留區 

(林務局，2007) 

 

二、挖子尾自然保留區 

挖子尾自然保留區位於臺北縣八里區淡水河出海口的左岸，緊臨觀音山台

地，周圍有大屯山系和觀音山系形成天然屏障，與淡水共扼淡水河口，面積約30

公頃，其為全球分布緯度 高之紅樹林保育區，亦為水筆仔純林分布的北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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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植物地理學上的特殊意義與研究價值，1983年臺北縣政府20 (新北市政府，以下

簡稱新北市府) 公告為「挖子尾自然保護區」，1994年1月農委會則依據文資法公

告為「挖子尾自然保留區」(圖3-2)，由新北市府經營管理。區內形成「河口紅樹

林生態系」環境，自然生態豐富，為留鳥及過境候鳥的重要棲息地，經調查的紀

錄已超過100多種，每年都有大批候鳥遷徙，亦常見彈塗魚等魚類、蟹類及貝類活

躍其中，構成海岸溼地多樣化之生物相風貌，兼具教育、生產及國土保安之功能。

挖子尾自然保留區之保育對象為水筆仔純林及其伴生之動物，其目標則為環境教

育、生態保育與學術研究等三大目標。 

 

 
圖 3-2 挖子尾自然保留區 

(林務局，2007) 

 

三、無尾港水鳥保護區 

無尾港周遭地區為宜蘭地區雁鴨數量 多的地點。1988 年國際水禽研究中心 

(IWRB) 及國際自然資源保育聯盟 (IUCN) 在亞洲溼地調查報告中即將無尾港列

為臺灣十二大重要溼地。1993 年，宜蘭縣政府 (以下簡稱宜縣府) 依野生動物保育

法公告為「無尾港水鳥保護區」(圖 3-3)。其保護區範圍東臨太平洋、西界岳明國

小，南至澳仔角崖邊、北抵新城溪，面積大小約 120 公頃，主要保護珍貴溼地生

                                                       
20 2011 年縣市合併升格，臺北縣政府改為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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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環境及棲息於內的鳥類。 

 

 
圖 3-3 無尾港水鳥保護區 

(林務局，2007) 

 

四、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 

1. 背景資料 

新竹市沿海的泥灘地為北台灣 大的濱海溼地，其中介於客雅溪口至南港無名

溝之間的香山潮間帶，生態資源豐富，此區在 1996 年國際拉薩姆公約 (Ramsar 

Convention on Wetlands) 組織會議中，被正式列為「東亞水鳥保護網」的一環。自

1998 年起，竹市府全力推動新竹海洋與自然海岸的保留，企圖保育漁業資源，兼

顧觀光與永續經營發展 (新竹市政府，2004)。在各方努力下，終於 2001 年奉農委

會核定，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正式公告成立「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圖

3-4)。範圍北涵括客雅溪口 (含金城湖附近)，南至無名溝 (竹苗交界)，東起海岸

線，西至 低潮線 (不包含現有海山漁港、浸水垃圾掩埋場及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

用地)，總面積 1,600 公頃，主要保護對象為河口、海岸生態系及棲息之鳥類與野

生動物。保育目標則包含基礎資料之建立、棲地環境之維護、復育計畫之實施以

及保護區之永續經營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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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位置與分區圖 

(林務局，2007) 

 

2. 經營管理效能評估結果 

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於 2008 年執行 RAPPAM 檢視其經營管理效能，

結果可分為壓力與威脅分析及經營管理問卷兩部份。壓力與威脅包含開發壓力、

水污染、非法獵捕、海岸地區規劃設計不適、社區反對、人力、經費不足、紅樹

林擴張及其他 (遊客壓力與管制不一) 等八項。其中，水污染與紅樹林擴張為持續

發生且會全面影響保護區的嚴重威脅與壓力；非法獵捕則可能逐步惡化；社區反

對與人力、經費不足的問題，在地方主管機關的努力下，有逐漸改善的趨勢。面

對這些壓力與威脅，後續可實施的工作項目主要有紅樹林清除、加強巡護管理、

與社區互動、教育訓練、調查監測、調查研究、經營管理之研究以及增加與其他

機關的橫向聯繫。而經營管理效能的部份 (圖 3-5) 則以財務、位置的設計與規劃

及基礎設施三項明顯呈現弱勢。而在經營管理目標及經營管理決策兩項表現良

好，為保護區之優勢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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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評估結果 

(盧道杰、趙芝良，20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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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為了細緻描繪整個操作流程以及後續經營管理的連結，本研究使用質性研究

方法。質性研究方法意指非經任何統計或量化而產生研究結果的方法，其藉由觀

察、訪談及相關文件的檢視來收集資料並加以分析 (Strauss & Corbin, 1997)。本研

究選用文獻回顧、參與觀察、訪談與焦點團體等質性研究方法收集相關資料以便

後續進行分析討論。然於不同的個案當中因研究者參與的程度不同，而使用不同

的研究方法，在關渡個案中，使用文獻回顧、參與觀察與訪談；挖子尾個案則為

文獻回顧與參與觀察；無尾港個案以文獻回顧與焦點團體的方法進行；新竹個案

使用文獻回顧、訪談與焦點團體。以下整合述明所有個案使用的研究方法與紀錄。 

 

一、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研究現象的脈絡，提昇理論觸覺，引導我們詮釋

資料，並可作為輔助性的佐證 (Strauss & Corbin, 1997)。本研究於關渡個案使用文

獻瞭解保留區與鄰近的自然公園成立的背景脈絡；挖子尾則藉評估收集的資料與

規劃計畫報告作為研究議題的材料；無尾港亦以評估收集的資料作為討論材料；

新竹個案的文獻回顧則以自然資源為主，主要收集自然資源調查與研究計畫報告

以及論文，以能完整理解新竹個案生態背景環境，作為規劃當中分區議題討論的

基礎。 

 

二、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著重於研究者融入在研究場域中進行觀察，可以理解環境的互動關

係與連結性 (嚴祥鸞，1996)。本研究藉由參與觀察，理解RAPPAM在臺灣的操作

流程與過程中發生的議題，並於關渡第一次工作坊以及挖子尾計畫當中收集權益

關係人對於自然保留區經營管理範疇認定的意見 (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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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參與觀察紀錄表 

日期 內容 參與者 

2010/06/25 關渡第一次工作坊 

A06、A11、A12、B01、G01、G02、G03、

L17、N04、N05、N06、N07、N08、O01、

O02、T01、T02、T03 

2010/12/22 挖子尾計畫期中簡報 A02、A03、A04、T01、Z01、Z03 

2011/01/04 挖子尾計畫專家座談 A02、A06、A11、N04、T01、Z02、Z03 

2011/01/11 挖子尾計畫社區座談會 A02、T01、Z01、Z03、Z04、Z05、Z06、Z07

2011/03/07 挖子尾計畫期末簡報 A02、A03、A05、B01、T01、Z01 

 

三、訪談 

訪談是田野資料的收集方式，用來聚焦特定的研究議題 (Carbtree & Miller, 

2007)，主要蒐集受訪者的經驗與主觀感受 (高淑清，2008)，創造情境以透過雙向

溝通來建構社會現象的本質與行動的意義 (潘淑滿，2003)。研究者於關渡個案藉

由訪談的方式釐清評估的範疇，並在新竹個案中收集各權益關係人對其保護區規

劃的意見看法。此外，研究者也訪談研究團隊的老師與助理關於RAPPAM工作坊

的操作次數及其原因，紀錄如表3-2。 

 

表 3-2 訪談紀錄表 

類型 性質說明 受訪者編號 紀錄數 

公部門 

區域保育官員 B02 2 

基層林務官員 B03 1 

地方政府保育官員 H02 10 

地方政府現場巡護人員 H03 2 

前地方政府保育官員 H04 1 

地方政府漁業官員 H05 1 

水利單位代表 H07 1 

海巡單位代表 H08 1 

地方政府保育官員 G03 1 

在地社區 

C 里里長 L01 1 

D 里里長 L02 1 

G 里里長 L03 1 

G 里里民 L04 1 

G 里里民 L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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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里里民 L06 1 

H 里里長 L07 1 

H 里里民 L08 1 

K 里里長 L09 1 

M 里里長 L10 1 

M 里里民 L11 1 

N 里里長 L13 1 

Y 里里長 L15 1 

研究團隊 

保護區 T02 1 

地景保育 T04 3 

底棲 T05 1 

助理 T06 3 

助理 T07 1 

助理 T08 1 

助理 T09 1 

助理 T10 1 

學者專家 

水文 A01 1 

底棲 A06 2 

棲地 A10 1 

鳥類 A12 1 

生態 A13 1 

鳥類 A14 1 

保育團體 
棲地 N02 1 

鳥類 N05 1 

總計 54 

 

四、焦點團體 

焦點團體是社會科學中 廣泛使用的方法之一  (Stewart & Shamdasani, 

1999)，其能在短時間內聚焦特定研究議題，觀察與獲得大量的言語互動及對話，

藉由這個過程取得資料 (胡幼慧，1996)，但此方法並非用來作為決策判斷 (Krueger 

& Casey, 2003)。另外，研究將參與式工作坊視為焦點團體法的一種類型，其將參

與式規劃與工作坊結合，強調所有參與者皆為主角，藉由觀點的凝聚引發與會者

互動，使之能充分的參與討論 (Loikkanen et al., 1999)。本研究使用焦點團體主要

欲釐清無尾港個案再評估的進行方式，以及新竹個案經營管理規劃的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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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3-3。 

 

表 3-3 焦點團體 

日期 內容 參與者 

2010/05/14 無尾港再評估 K01、T01 

2010/07/06 無尾港再評估 K01、T01 

2010/07/08 新竹規劃議題釐清 T01、T08 

2010/08/17 新竹資料彙整 T01、T08 

2010/08/19 新竹規劃說明會 
A09、A10、B03、H01、H02、H04、H06、

H08、L01、L02、L03、L09、T01、T08 

2010/09/10 
新竹分區規劃專家學者

座談會 

A08、A10、A15 (書面意見)、H02、H04、

N01、N02、N03、T08 

2010/11/16 新竹計畫期中審查 
A07、A10、A11、B03、H02、H04、N03、

T08 

2010/11/23 
新竹經營管理計畫書格

式討論 
T01、T08 

2010/12/14 新竹目標與威壓討論 T01、T08 

2010/12/21 新竹目標與威壓確立 H02、T01 

2010/12/21 新竹社區座談會 
H02、H04、H05、L06、L09、L12、L14、

L16、N02、T01、T08 

2011/01/27 新竹計畫期末審查 A10、A11、B02、H04、N03、T01、T08 

 

後，本研究的田野紀錄編碼共 6 碼，前三碼為受訪者編號，第 4 碼為資料

收集方式， 後 2 碼為流水號。而資料收集方式代碼，P 代表參與觀察，I 代表訪

談，F 代表焦點團體。 後，將以上紀錄彙整成表 3-4。 

 

表 3-4 田野紀錄總表 

類型 性質說明 受訪者編號

資料收集方式 
紀錄數參與 

觀察 
訪談 

焦點 
團體 

公部門 

中央保育官員 B01 2 2 

區域保育官員 B02 2 1 3 

基層林務官員 B03 1 2 3 

地方政府資深官員 H0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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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保育官員 H02 10 5 15 

地方政府現場巡護人

員 
H03 

 
2 

 
2 

前地方政府保育官員 H04 1 4 5 

地方政府漁業官員 H05 1 1 2 

地方政府官員 H06 2 2 

水利單位代表 H07 1 1 

海巡單位代表 H08 1 1 2 

地方政府資深官員 Z01 3 3 

地方政府資深官員 Z02 1 1 

地方政府保育官員 Z03 3 3 

地方政府官員 Z04 1 1 

地方政府官員 Z05 1 1 

地方政府官員 Z06 1 1 

地方政府官員 Z07 1 1 

地方政府資深官員 G01 1 1 

地方政府資深官員 G02 1 1 

地方政府保育官員 G03 1 1 2 

地方政府保育官員 K01 2 2 

在地社區 

C 里里長 L01 1 1 2 

D 里里長 L02 1 1 2 

G 里里長 L03 1 1 2 

G 里里民 L04 1 1 

G 里里民 L05 1 1 

G 里里民 L06 1 1 

H 里里長 L07 1 1 

H 里里民 L08 1 1 

K 里里長 L09 1 2 3 

M 里里長 L10 1 1 

M 里里民 L11 1 1 

M 里里民 L12 1 1 

N 里里長 L13 1 1 

N 里里民 L14 1 1 

Y 里里長 L15 1 1 

漁業團體 L16 1 1 

G 社協 L17 1 1 

研究團隊 保護區 T01 5 9 14 



44 
 

保護區 T02 1 1 2 

保護區 T03 1 1 

地景保育 T04 3 3 

底棲 T05 1 8 9 

助理 T06 3 3 

助理 T07 1 1 

助理 T08 1 1 

助理 T09 1 1 

助理 T10 1 1 

學者專家 

水文 A01 1 1 

水文 A02 4 4 

生態 A03 2 2 

生態 A04 1 1 

生態 A05 1 1 

底棲 A06 2 2 4 

魚類 A07 1 1 

鳥類 A08 1 1 

棲地 A09 1 1 

棲地 A10 1 4 5 

棲地 A11 2 2 4 

鳥類 A12 1 1 2 

生態 A13 1 1 

鳥類 A14 1 1 

生態 A15 1 1 

保育團體 

鳥類 N01 1 1 

棲地 N02 1 2 3 

棲地 N03 3 3 

鳥類 N04 2 2 

鳥類 N05 1 1 2 

鳥類 N06 1 1 

棲地 N07 1 1 

文史 N08 1 1 

其他 
棲地營造 O01 1 1 

規劃 O02 1 1 

總計 45 54 60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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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位置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先以文獻回顧的方式釐清 RAPPAM 在個案評估的限制與

經營管理規劃的學理，再藉由林務局的評估計畫與竹市府修訂保育計畫書的計畫

收集相關資料進行研究。在評估計畫當中，研究者直接參與關渡個案，進行文獻

資料蒐集、訪談與協助舉辦工作坊，在挖子尾個案僅以參與觀察的方式，參加評

估工作坊以及保留區範圍釐清計畫的焦點團體，無尾港則協助部份文獻資料的彙

整與評估工作坊的舉行。而新竹個案的文獻資料整理、訪談以及焦點團體的舉辦

皆由研究者執行。 

研究者以關渡與挖子尾個案進行評估的過程，理解評估範疇與保護區範圍衡

量的原則，無尾港個案再次評估所呈現的議題揭露 RAPPAM 在個案評估應注重的

關鍵，以及藉新竹個案進行規劃的過程釐清個案規劃的需求以及其與 RAPPAM 結

果的連結等，根據這些個案操作的經驗，以補充 RAPPAM 在個案評估操作上的調

整，增進在臺灣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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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RAPPAM 在臺灣的個案評估操作 

RAPPAM 自 2006 年引進臺灣，於宜蘭縣無尾港水鳥保護區進行個案研究。2008

年研究團隊於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瑞岩溪野

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與大武臺灣油杉自然保護區等四個保護 (留) 區進行個案評

估試驗，確立 RAPPAM 在臺灣的操作方式。2009 年起，研究團隊開始全面評估臺

灣的保護 (留) 區 (國家公園與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除外)。雖然 RAPPAM 在臺

灣的操作流程已於 2009 年做了一些調整與確定，但在 2010 年，研究者參與的三

個保護 (留) 區 (關渡自然保留區、挖子尾自然保留區以及無尾港水鳥保護區) 評

估過程，研究團隊發現仍有部份 RAPPAM 流程需進行調整。本章陳述 RAPPAM

在臺灣的操作調整，以 2009 年確立的流程為主軸，再藉由關渡、挖子尾以及無尾

港個案做細緻的補充。 

第一節 評估範疇 

在執行 RAPPAM 評估之前，先選定評估的目標保護 (留) 區，由於在臺灣為

個案操作方式，因此一次評估僅選定一個保護 (留) 區。而評估範疇除該保護 (留) 

區的法定範圍外，亦將周遭生態環境的互動關係納入審視。以下以關渡與挖子尾

個案釐清評估範疇的例子說明。 

 

一、關渡自然保留區 

關渡位於基隆河與淡水河交匯之處，根據文獻記載，清朝初年 (約 1700 年) 此

處為一片水域，直至光緒年間 (1875 年) 才經開墾而成農耕地 (林務局，2005)。

1964 年，水利署為防洪並增加通洪量而炸開關渡隘口 (A01I01)，生態環境開始改

變。1968 年，政府修建關渡防潮堤防止水患，將關渡溼地切割為兩塊，成為感潮

淹水的半淡鹹水溼地，原本整塊都是關渡溼地，一阻隔自然公園區變成淡水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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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區變成淡鹹水型的 (A01I01)。1986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將關渡堤防以南 55

公頃的沼澤劃設為「關渡自然保留區」。北市府為整體維護堤防內外之生態環境，

加強保育水鳥，同年成立「關渡自然公園專案小組」，初步規劃於堤防內設置關渡

自然公園，直至 2001 年完成委託民間團體經營管理並正式開園。 

1. 經營管理範圍現況 

2010 年進行 RAPPAM 經營管理效能評估時，評估範疇原僅限於自然保留區範

圍，但基於過去的背景脈絡，再加上研究團隊拜訪北市府保育官員詢問相關意見

時，發現其已將保留區與自然公園視為一個整體進行經營管理，我們自己的經營

管理是公園與保留區 (G01I01)。由於自然保留區法規 (文資法) 明令禁止人為干

擾，北市府無法於保留區執行任何經營管理動作，自然保留區不能去做管理 

(G01I01)，因此於鄰近的自然公園成為經營管理替代的區域，自然保留區跟自然公

園，我覺得事實上是有他的考量，自然保留區不能動，所以能動的只有自然公園，

所以也許這兩塊可以一起共同經營管理 (A14I01)。北市府保育官員 G01 表示，於

自然公園設立之初便有整體經營管理的考量，欲於自然公園進行棲地復育等相關

工作，當初自然公園設立就朝此方向開始做，那我們是從民國 89 (2000) 年開始棲

地復育，每年維持至少有一定面積的灘地去做棲地復育的工作 (G01I01)。 

保留區的生態環境因未受人為干擾，多維持自然演替的狀態，與設立之初相

比早已有所改變，自然演替的狀況下，水筆仔目前佔三分之二的面積，從原來草

澤的狀態變成林澤的狀態 (G01I01)。保育對象「水鳥」也因保留區棲地的改變，

造成其棲息地減少，而逐漸難以觀察到，當初的目的是保育水鳥 (鷸鴴科為主)，

但是現在是林澤，比較不容易看到，灘地也相對減少 (G01I01)。這樣的狀況下， 

G01 認為自然公園可作為保留區的互補，營造出保留區逐漸減少的灘地與其他異

於保留區的棲地環境，公園的好處是可以去整理棲地，提供一個能夠維持現在物

種生存的環境 (G01I01)。自然公園的經營管理者 N05 也提到，自然公園在棲地營

造上固然是希望能營造出越多樣的環境越好 (N05I01)，與保留區現在較為單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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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環境有差異。對於保育對象「水鳥」來說，兩處棲地環境與功用不同，有互

補的狀況產生，所以這兩塊剛好互補啦，有時候自然保留區這裡是棲息，自然公

園有棲息也有覓食  (A12I01)。N05 也認同自然公園有點像棲地補償的味道 

(N05I01)。 

而自然公園雖委託民間團體進行經營管理，實施棲地復育與營造，但其經費

仍主要來自北市府，現在的經費是來自市政府和國家重要濕地，國家重要溼地是

從去年開始的，以往都只有市府那邊 (N05I01)。因此，將自然公園納入評估範疇

較符合目前的經營管理現況 (T01P01)。 

2. 生態範圍 

此外，營建署於 2007 年選定國家重要溼地，將關渡自然保留區與關渡自然公

園納入「關渡溼地」(圖 4-1) 的範圍中，其範圍除了保留區與自然公園外，還跨至

鄰近蘆洲、五股與社子島的水域。這樣的範圍劃設顯示保留區與自然公園處於同

一個生態範疇底下，你看他還是涵蓋自然公園的範圍加上自然保留區 (A12I01)；

國家重要溼地已經又把它包含到整個水域，是以整個整體觀點來看 (N04P01)，是

在較大且整體的尺度上進行考量，以生態保育整個概念來談的時候，事實上是想

說用臺北盆地，或是最少說用國家重要溼地的概念整個去看它 (T01P01)。 

對鳥類進行長期研究的學者 A14 指出，因為水鳥的移動性高，將尺度拉大才

能有完整的考量，越大越好，才能做整體的考量，因為這鳥基本上都飛來飛去 

(A14I01)。另一個研究鳥類的學者 A12 也認為水鳥的移動性高，對於水鳥來說這

兩個區域皆是可以活動的範圍，水鳥還是跑來跑去阿，所以以鳥類來看的話，這

塊溼地其實沒有分，那是你自己本身因為說設立的先後，依據的法規的差別，他

有差異(A12I01)。此外，保留區與自然公園僅有一堤防之隔，根據關渡區域發展的

背景脈絡，照理來說，堤防內外的環境應有所連結，堤防內外應該是整體的環境 

(A06I01)，而在經營管理上應一起考量，因為經營管理這些 project 應該要一起考

慮，所以這個絕對是要放在一起 (A14I01)。而自然公園的經營管理者 N04 也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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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二區域視為一個整體來做討論，實際上經過這麼多年來看，我是滿贊成把關

渡自然公園跟關渡自然保留區整體看成是一個溼地 (N04P01)。綜合上述，由於鳥

類的移動性強，再加上國家重要溼地也同時將這兩個區域納入，因此站在生態的

角度，這兩個區域應可視為一個整體同時進行討論。 

但因「關渡溼地」的範圍跨臺北市與新北市，在行政管轄上的權責仍需要溝

通整合，未來經營管理較難掌控，這裡面其實也有談到一個議題就是說跨縣市的，

就是跟縣府 (新北市) 將來有很多可以做一些策略聯盟 (G01P01)。而保留區與自

然公園為北市府所管轄，未來的操作性較高，為了考量北市府未來可依據評估結

果操作或改進，進一步連結評估結果與後續經營管理，因此，研究團隊為確認這

樣的範疇認定是否恰當，便訪談幾位熟悉關渡自然保留區的鳥類、水文、底棲與

生態的專家學者 (A01、A06、A12、A13、A14 與 N05) 以獲得相關意見，並於第

一次工作坊當中討論確定評估範疇。 後評估的參與者亦同意以一個較為完整的

尺度，將評估範疇納入自然公園以進行 RAPPAM 經營管理效能評估。 

 

 
圖 4-1 國家重要溼地「關渡溼地」 

(營建署，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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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挖子尾自然保留區 

淡水河系的保留區設立從竹圍的環境保護運動開始。1979 年，臺灣省水利局

與臺北縣政府擬定「淡水河下游右岸河川新生地開發計畫草案」，當時中央研究院

院士周昌弘等學者與環保人士鑑於該預定開發地 (竹圍) 的紅樹林21 (水筆仔) 具

有保護與維持的價值，因而推行環境保護運動。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先生指示

應保留這片紅樹林 (黃國文等，2010)。之後，文化與生態學者更加積極地將挖子

尾以及關渡兩塊溼地納入保護範圍。1986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照文資法將竹

圍這塊區域正式劃設為「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同年，也成立了「關渡自然

保留區」。挖子尾自然保留區則先於 1983 年由臺北縣政府公告為「挖子尾自然保

留區」，而後 1994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文資法設為「挖子尾自然保留區」，管理

機關為臺北縣政府。挖子尾自然保留區位於臺北縣八里鄉淡水河出海口處的左

岸，由於上游河水所夾帶的大量泥沙在此處堆積，形成往河道中央突出的沙嘴地

形，位於入海口且地形彎曲，所以稱作「挖子」。此處是典型的河口生態系，河水

與海水在此混合形成半淡鹹水環境，造就了適合在這樣環境下生存的水筆仔在此

繁生。當 1979 年出現竹圍紅樹林的環境保護運動時，由於此區也有紅樹林著生，

因此備受注目。挖子尾保留區劃設時的保育對象為水筆仔純林及其伴生之動物。 

挖子尾自然保留區於 1994 年以二萬五千分之一經建版地圖進行公告，雖然明

訂保留區面積大小為 30 公頃，但實際範圍卻沒有明確界定。由於地形逐年在改變，

且與當初劃設時有所差異，新北市府指出以當初公告的保留區範圍圖沒有辦法進

行鑑界，無法釐清哪些地方在保留區內 (盧道杰、徐霈馨、羅欣怡，2010)。雖然

在行政上，新北市府以目前紅樹林的範圍作為保留區的範圍，但現有紅樹林的面

積約 8.9 公頃，遠不足當初劃設的 30 公頃 (盧道杰、徐霈馨、羅欣怡，2010)。而

近年林務局要求各個保護 (留) 區重新修訂經營管理書 (Z03P03)，新北市府因為

                                                       
21 目前臺灣有水筆仔、海茄冬、五梨跤以及欖李等四種紅樹林，水筆仔分布於北部淡水、挖子尾

地區 (范貴珠，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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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區目前資料較少，再加上此保留區公告時範圍與界線不明確，因此於 2010 年

委託臺大水工所進行挖子尾自然保留區資源調查與範圍檢討的計畫，進行完整的

檢討以作為後續經營管理的依據。同時，研究團隊也針對挖子尾自然保留區進行

RAPPAM 以檢視經營管理效能，在保留區法定界線不明的狀況下，研究團隊將評

估討論的尺度拉大，以整體生態的思維來進行評估，但礙於時間的關係，保留區

範圍的檢討僅能於臺大水工所的計畫有比較深入的討論。以下述明保留區範圍檢

討的原則，作為未來評估範疇以生態尺度衡量的參考。 

1. 保育對象的再確認 

每個保護區的範圍應該要與保育對象分布的位置一致 (Ervin, 2003a)，因此在

檢討保護區範圍時應先釐清保育對象。依據當初保留區劃設的背景脈絡，保育對

象為水筆仔純林以及其伴生之動物，然由於在淡水河系當中，淡水河紅樹林自然

保留區與關渡自然保留區中皆涵蓋水筆仔純林，長期針對紅樹林與棲地進行研究

的 A11 也指出，此區水筆仔的基因與另二區完全沒有差異性 (A11P03)。因此，此

保留區的保育位置與重要性便需釐清 (盧道杰、徐霈馨、羅欣怡，2010)。 

此區的生態系統可略分為灘地、水筆仔純林以及池塘與次生林 (財團法人臺灣

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2002)，常見的動物資源包含灘地上的萬歲大眼

蟹與清白招潮蟹等底棲蟹類 (荒野保護協會，2009)，鳥類以小白鷺的數量 多 (經

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2005)。此外，IUCN 認定為瀕臨滅絕種的唐白鷺，每年

估計有 20 隻以上過境此區。而植物資源則除了紅樹林外，以蘆葦為優勢植物 (黃

國文等，2010)。回頭檢視保育對象「水筆仔」，雖然此區的水筆仔在基因上不具特

別性，但此處屬於淡水河口生態廊道的一部分，為水筆仔純林分布的北界，在生

物地理學上仍具有重要性 (黃國文等，2011)。另外，研究底棲的 A06 提到，此區

雖然範圍較小，但其棲地特性變化很大，獨具重要代表性，挖子尾棲地特性變化

很大，在很小的範圍內棲地型態變化很大，具重要代表性 (A06P03)。依據上述的

理由，新北市府與學者專家 後仍以水筆仔純林及其伴生之動物作為保育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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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形變遷 

為了釐清保留區範圍劃設，臺大水工所除了針對水筆仔現況進行調查以補充

資料外，由於地形變化影響生態環境，進而牽連水筆仔的生存，因此分析歷年的

地形與變化以預估未來水筆仔的分布範圍。 

由於挖子尾自然保留區地形量測資料不足，目前僅有 1998 年的地形測量資

料，且臺大水工所分析過去淡水河口地形變遷及水理特性的研究資料，皆顯示淡

水河口地形與保留區地形變化趨勢一致，故可藉分析淡水河河口段及通過挖子尾

之大斷面歷年變化情形，推估挖子尾自然保留區地形變化趨勢。臺大水工所主要

蒐集淡水河水文、泥砂及歷年地形資料，及相關研究成果報告，綜合研析河口地

區地形變化趨勢。 

臺北港於 1993 年開始興建後，其河口建物「北防波堤」完全改變河口的水理

特性，其對淡水河而言為河口的延伸，造成八里、林口原為侵蝕性海岸而轉變為

淤積性海岸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2008)。此外，臺北港北防波堤到河口為

環流區，水流在此形成渦流而造成淤積，挖子尾保留區至八里渡船頭一帶，因受

天然河道地形影響，水流較為和緩，為易形成淤積之河段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

局，2008)。因此臺大水工所針對此保留區附近淡水河歷年地形 (大斷面資料) 進

行完整及系統性的分析，以確實掌握地形變遷趨勢。 

由於淡水河大斷面測量僅斷面 001 通過挖子尾保留區，因此臺大水工所以斷

面 001 位於挖子尾保留區範圍內的歷年高程測量資料，來推估此保留區歷年地形

的變化情形。由圖 4-2 可知，1969 年的平均高程為-0.11 公尺，至 1989 年禁止採砂

22時，達 低平均高程為-1.60 公尺，然後開始逐漸回淤，1994 年平均高程為-0.94

公尺，2009 年平均高程為-0.49 公尺。挖子尾保留區地形雖由 1989 年後逐年淤積，

但仍到達 1969 年之平均高程。進一步分析，近 15 年之平均淤積速率為每年 0.03

公尺，近 10 年之平均淤積速率為約每年 0.04 公尺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22 1982 年以前，淡水河開放採砂，後又禁止 (施上粟，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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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臺大水工所由上述斷面分析成果，確認挖子尾保留區地形具淤積之變化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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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淡水河斷面 001 於挖子尾保留區部分之歷年平均高程分析 

(黃國文等，2011：66) 

 

3. 水筆仔擴張趨勢 

水筆仔的生活史從胎生苗自成株脫落開始，胎生苗因浮力關係可隨潮水與沿

岸流漂散。胎生苗由潮汐推送，碰到灘地的高潮位或河岸高灘地後，在水流流速

和緩、靜止之處才會生根發芽。由於水流與地形的聚集作用，容易使胎生苗匯集

於同一處，之後形成樹群，便開始影響棲地周遭的水文與底質環境，使同時利用

其傳播的特性開始擴張領域，因此感潮區皆屬於水筆仔擴張潛在範圍。水筆仔形

成樹群後，植株的結構 (包含呼吸根、支持根、莖幹等) 容易造成水流減緩，促成

水中泥沙顆粒的沈降，因而使地形抬升。經年累月聚集成群生長的結果，水筆仔

終會佔領所有泥灘地，形成水筆仔純林23。而後更加速淤積，地形越積越高， 終

                                                       
23 本段節錄自黃國文等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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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域森林型態的生態系便取代了原來開闊的灘地型潮間帶生態系 (黃守忠、施上

粟，2007)。 

在釐清水筆仔的生活史後，為了理解水筆仔的擴張趨勢，預估未來保留區陸

化的速度，臺大水工所進行歷年航照圖判釋水筆仔的面積變遷，以和地形變遷趨

勢作比對。比對 1986 年 (民國 75 年)、1991 年 (民國 80 年)、1993 年 (民國 82 年) 

至 1998 年 (民國 87 年) 及 2000 年 (民國 89 年) 至 2009 年 (民國 98 年) 等 18 年

的航照圖的判釋成果 (圖 4-3)，可發現水筆仔有擴增的趨勢。早期 (1986 年) 面積

僅有 4.4 公頃，自挖子尾自然保留區公告後，面積自 1994 年的 6.4 公頃增至 2009

年的 8.4 公頃，擴增約 30%的面積，現況水筆仔約佔判釋區域24的 32% (圖 4-4)。

當區內有新的泥灘地形成，水筆仔或其他植物相會搶上該裸露灘地著床生長，故

裸露泥灘地的面積有減少的趨勢。而限制水筆仔擴增的主要邊界為道路或便道的

人為阻隔物，這些資訊可作為後續規劃的參考25。 

 

                                                       
24 判釋區域範圍 (圖 7-3) 約 25.8 公頃，臺大水工所選取範圍的原則須涵蓋保留區範圍，範圍的劃

定主要依據道路與便道，而由於判釋區域外並非水筆仔的生長區域，因此不進行判釋 (黃國文等，

2011)。 
25 本段節錄自黃國文等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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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歷年挖仔尾自然保留區紅樹林判釋成果比較 

(黃國文等，2011：50) 

註：年份為民國，另民國 90 年前之航照圖為黑白色階不作「其他植物相」的判釋 

 

 
圖 4-4 2009 年航照圖判釋成果 

(黃國文等，20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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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水工所調查水筆仔現況的結果發現，水筆仔成林主要分布於東南側，而

由高程變化與現場勘查結果，推論淤積趨勢應與水筆仔的擴張具正相關 (黃國文

等，2011)。水筆仔的擴張優勢易使地形抬升，再加上挖子尾的地形有逐漸淤積的

現象，臺大水工所的 A02 指出，灘地會慢慢淤積出去，但高程要看淡水河沙量，

目前沒辦法預估…挖子尾會不會持續淤積，水筆仔持續往外擴增，我們覺得是有

可能的 (A02P03)，因此挖子尾未來可能趨於陸化。不過在專家座談會的討論中，

長期研究棲地的 A11 提及，由於挖子尾受海影響，水筆仔較不容易擴張：這裡的

水筆仔擴展的速度跟關渡可能不一樣，他是這三塊最靠海，最受海影響，所以擴

展速度不會那麼容易 (A11P03)。而 A11 也指出當濕地逐漸陸域化後，對保育對象

水筆仔的生存是不造成影響的，其仍可存活 20 至 30 年，但水筆仔為純林因此要

特別注意病蟲害 (A11P03)。綜合上述，在地形以及保育對象水筆仔的特性影響下，

未來水筆仔仍會維持擴張的趨勢，但即便棲地陸化也不危及保育對象的存活。因

此，對保護 (留) 區經營管理有研究的 T01 認為，在未來這十年可先暫時不考慮水

筆仔的生態存活狀況，等到陸化相當嚴重時再來處理 (T01P03)。 

4. 人類活動 

由於自然保留區依據的法規為文資法，其中第 84 條指出「為維護自然保留區

之原有自然狀態，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任意進入其區域範圍」，其保留區範圍

就等同於一般保護區的核心區 (A05P03；B01P03)。但是只要是溼地就會有人 

(A11P03)，因此，應須釐清保護區目前的人為活動狀況。目前此區人為活動頻繁，

主要包含漁民活動、環境教育及觀光遊憩。 

環境教育是挖子尾自然保留區的保育目標之一，環境教育的需求因此不容忽

視。臺大水工所藉社區座談會釐清環境教育活動進行的範圍與方式：我們一般操

作的環境教育模式，如學校或社區單位提出預約導覽，有分早上與下午的場次，

先在中心介紹綠建築半小時，就到挖子尾自然保留區，從入口 (涼亭、曳船道) 進

入，主要希望小朋友可以近距離看到。成人團體則走到堤看沙蟹與環頸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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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遠鏡 (Z04P04)。觀光遊憩的部份則以十三行博物館提供的相關行程為主，也多

與臺北縣永續環境教育中心合作接洽：主要是文化觀光旅遊路線，十三行屬於人

文的部份，目前導覽僅限館內文物介紹，行程可規劃半日或一日遊。若對自然保

育有興趣，牽涉到水筆仔、鳥類或招潮蟹，我們會建議由環教中心做相關專業解

說，之前也曾合作過，這樣的結合可讓行程更加完整 (Z05P04)。而漁民活動的部

份，主要從魚貨道路與碼頭進入保留區，並進行漁獲行為，如魚釣與挖取貝類 (黃

國文等，2011)。此外，有多數漁船停泊於保留區內的裸露灘地上 (黃國文等，2011)。

由上述可以發現，人類活動分布位置皆多位於保留區的北邊，因此臺大水工所在

範圍檢討時將這些活動分布納入考量。 

5. 法規 

現有的遊憩行為以及傳統漁業活動頻繁，若依照文資法的規定，這些行為皆

違法，這邊有很多人進去，依照文資法統統要申請，否則基本上新北市是違法的 

(T01P03)。新北市府保育官員 Z03 指出，因為這些活動在公告之前就有了，就維

持從來的使用 (Z03P03)。在這樣的狀況下，若要符合文資法的規定，T01 指出劃

設範圍應衡量保育重點位置與行政能力，因而提出這樣的範圍檢討原則：我們想

法是現有民眾比較多的地方基本上視同合法，然後我們畫民眾比較不會去的地

方，其實我們大家都很清楚主要的地方是這塊 (民眾難以到達之處)，其實都是示

意圖，我們的行政能力這些地方 (民眾較多之處) 都沒有辦法處理，不然這塊假日

的人潮會造成行政負擔很高 (T01P03)。因為若需禁止民眾進入，則會耗費許多經

費與人力於管制上。因此，或可直接將民眾活動頻繁的範圍排除於保留區，漁民

該用的就排除在保留區以外，該留的就當核心區 (Z02P03)；因為人太容易進去了，

所以自然保留區盡量避開這個區段 (A06P03)，以符合保留區禁止進入以維持原有

自然狀態的精神，因多有人進出且無法限制，不如將那些區域排除在外，符合文

資法保留區的精神 (Z03P04)。 

6. 保留區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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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區範圍的檢討也牽涉到面積大小，其原有公告面積為 30 公頃，生態保育

的資深學者 A05 認為應遵照原公告之面積，不應變動，主要是擔心若挖子尾自然

保留區成為文資法第一個更動保留區面積的案例，會造成未來陸續有保留區跟

進：如果這個文資法可以撤銷掉，其他文資法保留的區域也會根據這個案例去撤

銷，很多人在這個情況下不敢動文資法，文資法只能擴大不能縮小就是這個樣子 

(A05P05)。新北市府資深官員 Z01 亦建議維持 30 公頃，以完整保護生態，我建議

維持原有劃設 30 公頃，生態範圍應該要保留大一點，還是需要保護它，免得一開

放很多生態就消失很可惜 (Z01P04)。而中央保育官員 B01 卻指出，保留區的範圍

檢討可以進行面積與範圍的調整，不需侷限於原有的面積大小，其實檢討可以不

用拘泥原來的面積跟範圍 (B01P05)。同時，B01 也提到保留區解除的條件：一個

是已達到保育的目的，第二個是已退化至無保育價值，第三是有另外的保護區做

保護，等同有雙重身份，文資法才可退場 (B01P05)。其中第三個條件意指新北市

府可以自行設立保護區，而後原有的保留區便可解編。也就是說，新北市府也有

自行劃設保護區的權責 (B01P05)，除了維持保留區外，亦可以考慮使用野生動物

保育法進行劃設。因此，臺大水工所 後依據不同法規、面積與範圍建議八種範

圍調整的方案26。 

 

由挖子尾個案的經驗可以知道，若要以生態尺度來進行評估，釐清評估範疇

亦可同時檢討保護區範圍。因此，決定評估範疇需先確立保育對象，再審視保育

對象的動態跟變遷 (T01P03；Z02P03)，或可勾勒適當的保育區塊， 後再衡量法

規、主管機關的行政範疇與實際管理面。 

                                                       
26 請參考黃國文等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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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會議資料的收集與彙整 

由於 RAPPAM 的「快速」設定，以及其使用「評分」的方式進行評估，所呈

現的結果容易流失大量豐富的資訊。而若要減少資訊流失的影響，可藉由大量可

靠的資料做為評分的依據 (Hockings et al., 2006)。因此，研究團隊依循 RAPPAM

提及的現有資料分析，收集各保護 (留) 區的相關資料。文獻資料收集的來源包含

經營管理計畫書與各保護 (留) 區歷年的研究調查報告。資料彙整內容主要包含：

1. 保護區背景資料：如位置、範圍、面積與目標；2. 資源狀況：包括自然、環境、

人文社經與土地利用狀況等；3. 威脅與壓力；4. 經營管理狀況：包含過去經營管

理工作項目、內容、過程、人力與經費投入。 

為增加瞭解與收集該保護區經營管理的狀況及資料，並補充過去保護 (留) 區

較為缺乏的威脅與壓力相關資料 (羅欣怡，2011)，研究團隊以訪談權益關係人的

方式進行收集。先拜訪該保護 (留) 區地方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並請其建議權益

關係人與可進行訪談的名單。研究團隊再以滾雪球的方式挖掘重要的權益關係

人，並進行個別訪談。權益關係人的類型主要包含：1. 政府機關：以主管機關與

管理機關為主，包括林務局、林區管理處、工作站及縣市政府或其他單位；2. 學

術團體：曾在該保護 (留) 區內進行過研究或熟悉該保護區及其相關保育目標或狀

況的學者專家；3. 在地社群：包括社區發展協會、在地保育組織27及村里長等；4. 

區域性或全國性保育組織：常於該保護區進行活動，或接受官署委託執行經營管

理計畫，瞭解其狀況的非在地保育組織 (盧道杰、張雅玲、趙芝良，2009)。而這

些權益關係人訪談的田野資料 後一併彙整至會議資料當中。而為了使這些彙整

資料能直接作為管理單位後續經營管理的參考，因此研究團隊依照各保護 (留) 區

法規訂定的經營管理計畫格式28進行資料彙整。由於各保護 (留) 區設立依據的法

                                                       
27 在地保育組織的成員以在地或鄰近社區為主 (盧道杰等，2009)。 
28 自然保留區為管理維護計畫書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2010)；野生動物保護區則為保育計

畫書 (野生動物法施行細則，2005)，而自然保護區為經營管理計畫書 (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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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不同，因此經營管理計畫書名稱與格式也互有差異，自然保留區為管理維護計

畫書 (行政院農委會，2010)，野生動物保護區則為保育計畫書 (行政院農委會，

2005)，而自然保護區為經營管理計畫書 (行政院農委會，2005)。將會議資料彙整

完成後，於第一次工作坊中提供給與會者，藉由這些資料促進參與者對於保護區

的認知，有助於工作坊上的討論。此外，研究團隊亦會進行保護 (留) 區的現場勘

查以實地瞭解保護區的狀況。 

而在關渡、挖子尾與無尾港個案中，在資料收集彙整的階段則因各背景脈絡

不同而有不同的議題，以下分別進行說明。 

 

一、經營管理投入 

在關渡與挖子尾個案中，由於評估範疇進行擴大釐清，保留區周遭其他單位

的互動關係也因此應予以考量。 

1. 關渡自然保留區 

關渡自然保留區評估範疇涵蓋保留區與自然公園，相關資料的彙整也應包含

自然公園的相關資料。然關渡自然公園分成四種區域 (圖 4-5)，包含保育核心區、

戶外觀察區、主要設施區以及永續經營區。自然公園的經營管理者 N05 即表示棲

地營造主要以保育核心區為主，核心區這個區塊大概挖出 21 到 22 公頃的水域，

就是長年固定的面積 (N05I01)；核心區中沒有必要性，基本上不會進入，比較需

要進入，就是棲地的維護和調查的部分 (N05I01)。因此，研究團隊認為，自然公

園除保育核心區以外的其他分區，經營管理需考量自然公園整體營運狀況，主要

以行銷與遊客需求為主，與關渡自然保留區互動關係較少，所以 後僅彙整自然

公園在保育核心區的經營管理投入。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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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關渡自然公園分區圖 

(關渡自然公園，2003) 

 

2. 挖子尾自然保留區 

新北市府指出，除了新北市府本身投入人力與經費進行經營管理外，如巡察

及清潔管理、相關設施修繕、教育宣導與資源調查，亦有其他相關單位於此保留

區投入資源 (表 4-1)，像是高灘地工程管理處、臺北縣永續環境教育中心29 (新北

市永續環境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新北市環教中心) 與大崁國小 (盧道杰、徐霈馨、

羅欣怡，2010)。 

高灘地工程管理處派遣的保全人員主要執行的工作包含巡護與清潔，而工作

範圍包含保留區周邊，這樣的投入工作性質與保留區的巡察及清潔管理相似。臺

                                                       
29 因縣市合併升格，因此更名為「新北市永續環境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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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縣永續環境教育中心則藉此保留區進行臺北縣學校環境教育推廣的活動。而大

崁國小亦將此保留區做為環境教育的場域，於鄉土教學中安排 1、2 年級的小朋友

認識保留區中的動植物。由於此保留區的保育目標包含：1. 環境教育目標：供民

眾參觀並實施解說教育宣導，增進民眾對自然生態的基本觀念；編印簡介、摺頁

供民眾參閱；2. 生態保育目標：保留區內自然地景景觀及水筆仔紅樹林生態系之

完整，使其永續保存；3. 學術研究目標：建立保護區之生態基本資料庫，提供學

術研究及環境教育之用。其中包括環境教育的目標，因此新北市環教中心與大崁

國小的這些投入符合保育目標。王牧寧 (2006) 曾提及，在 RAPPAM 方法學設計

中未將社區及其他夥伴的投入納入考量，應釐清這些相關的投入以免低估社區與

其他夥伴的付出。所以為了能整體考量此保留區的經營管理效能，研究團隊彙整

並納入這些單位的努力。 

 

表 4-1 相關單位於挖子尾自然保留區的投入 

單位 人力 工作項目 
投入經費

(年) 

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值勤1.5人 
八里沿線至關渡橋派駐保全人

員 
約3萬 

臺北縣永續環境 

教育中心 

志工約25人 

2位老師 
推動臺北縣學校環境教育 200萬 

大崁國小 — 

選定挖子尾為該校的教學主題 

(鄉土教學)，1、2年級學童安排

一星期的挖子尾教學 

— 

(盧道杰、徐霈馨、羅欣怡，2010：42) 

 

二、再評估會議資料的調整 

臺灣第一次的 RAPPAM 操作執行與調整係 2006 年於無尾港水鳥保護區進

行。而至 2010 年，研究團隊應林務局要求，為了能與其他保護 (留) 區同時進行

系統性的比較，再加上 2006 年到 2010 年也已經過了 5 年，是應再次檢視經營管



64 
 

理效能的時候，研究團隊因此於 2010 年在無尾港水鳥保護區進行第二次的評估。 

1. 資料收集彙整重點 

由於是第二次進行評估，研究團隊特在執行再評估之前先拜訪宜縣府，詢問

再評估操作模式的相關意見。對於再評估，宜縣府保育官員 K01 提出這樣的疑問：

再評估，除了填寫問卷之外，和第一次有何差別？如何看到進步之處？(K01F01)，

表示除了問卷評估經營管理效能外，經營管理的進展也應實際地呈現出來。

Hockings et al. (2006) 認為，重複評估的重點在於經營管理與威脅壓力的後續追

蹤。顯示再評估的操作，應要能釐清無尾港水鳥保護區五年內 (2006 年至 2010 年) 

的經營管理相關進展以及威脅壓力的變化狀況。因此，研究團隊在會議資料收集

以及權益關係人的訪談因而著重於近年資源變遷與威脅壓力的變化以及經營管理

工作項目、人力與經費投入。為了呈現進展，研究團隊以 2006 年評估結果作為基

礎，上次評估之後的 checking list 要出來，底下的資料就要拉出來，做哪些項目，

是否有特別的成果出來 (T01F02)，並將彙整結果與 2006 年作對照：從 2006 到 2010

的成果拿來跟第一次評估的威脅壓力和經營管理工作坊的分工對照。再評估的時

候呈現給參加工作坊的人知道 (T01F01)。K01 也期待能藉由這些資料的彙整進行

目標的檢討調整，把這些回應的東西建起來後，可以在今年的工作坊上，檢討保

護區的目標，有所調整完後，再來做經營管理評估 (K01F01)。 

由於此保護區的保育對象為水鳥，因此研究團隊將資源變遷的呈現重點放在

鳥類的變化上，以優勢的鳥種進行分析比較，作為資源變遷的資料。工作項目的

部份則收集彙整 2006 年至 2010 年宜縣府與在地社區的投入，並依據 2006 年評估

結果的目標、威脅壓力與重要工作項目的表格，填入五年來的經營管理工作狀況

以做比對 (表 4-2)，以凸顯目標、威脅壓力與重要工作項目之間的連結。威脅壓力

則訪談權益關係人針對威脅壓力的變化趨勢進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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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經營管理投入總表 (節錄) 

目標 
因應之 

威脅壓力

重要工

作項目 
因應執行的計畫案 

執行

單位

經費 

(元) 

年度 

總經 

費(元)

目標

1 

提供

水禽

候鳥

遷移

捿息

度冬

區

域，

維持

健全

的溼

地生

態系 

改變自然

系統 

(棲地陸

化) 

生 體 系

的 調

查、監測

與 復

育；長期

而言，利

用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為 資

訊 平

台，加強

整 體 經

營 管 理

的情形 

2006

 保 護 區 資 源 調 查

及保育計畫書 (野

生動物資源調查)

港邊

社區
120,000 

291,880
 無 尾 港 水 鳥 保 護

區 鳥 況 調 查 及 保

護 區 環 境 維 護 計

畫 (鳥況調查、水

質調查) 

促進

會 
171,880 

侵入性、

問題性物

種(外來

種) 

2007

 宜 蘭 縣 無 尾 港 水

鳥 保 護 區 九 十 六

年 度 保 護 區 資 源

調 查 及 保 育 計 畫

書 (水質、野生動

物資源) 

港邊

社區
140,000 

256,280

 無 尾 港 水 鳥 保 護

區 資 源 調 查 及 駐

站 導 覽 計 畫  ( 鳥

調) 

促進

會 
116,280 

2008

 宜 蘭 縣 濱 海 溼 地

保 護 區 保 育 計 畫

書(水質、底棲、野

生動物調查) 

港邊

社區
232,000 

524,280 無 尾 港 水 鳥 保 護

區 生 物 多 樣 性 之

保育共生計畫 (鳥

調、兩棲爬蟲、哺

乳類) 

促進

會 
292,280 

污染 

(水污染) 
2009

 宜 蘭 縣 濱 海 溼 地

保 護 區 資 源 調 查

暨 無 尾 港 解 說 中

心 維 護 管 理 計 畫

書 (水質底棲、昆

港邊

社區
403,000 67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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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道杰，2010：26-27) 

 

2. 會議資料格式的變更 

然研究團隊發現，若按照過去的會議資料格式與內容的呈現方式，則無法凸

顯此保護區五年來的變遷狀況與經營管理努力，仍僅能陳述保護區的現狀。因此，

研究團隊將會議資料格式做調整 (表 4-3)。除照舊概述保護區資源概況30外，研究

團隊特地加入 2006 年評估結果作為比對基礎，同時彙整五年內經營管理的投入工

作項目與經費 (表 4-2)。 後於「無尾港水鳥保護區經營管理現況」中，呈現 2006

年至 2010 年鳥類數量與空間分布等變遷，2006 年威脅壓力項目的現況以及五年內

針對這些威脅壓力項目所進行的相關工作狀況與成果。  

 

                                                       
30 主要是氣候、水文、動植物種數與人文環境等背景資訊。 

蟲、兩棲爬蟲、鳥

調) 

 無 尾 港 水 鳥 保 護

區 生 物 多 樣 性 之

保育共生計畫 (鳥

調、動物資源調查)

促進

會 
274,600 

2010

 宜 蘭 縣 濱 海 溼 地

保 護 區 資 源 調 查

暨 無 尾 港 解 說 中

心 維 護 管 理 計 畫

書 (水棲無脊椎、

水生植物、兩棲爬

蟲) 

港邊

社區
57,600 

217,450

 無 尾 港 水 鳥 保 護

區 週 邊 劣 化 棲 地

營 造 及 資 源 調 查

計畫 (鳥調) 

促進

會 
15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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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會議資料格式對照表 

原格式 調整後格式 

壹、計畫緣起、範圍及目標 壹、計畫緣起及保護區基本資料 

貳、計畫地區環境現況及特性 貳、保護區資源概況 

參、分區規劃及保護利用管制事項 參、2006 年無尾港水鳥保護區經營管理

效 能 評 估 結 果  ( 含 威 脅 壓 力 與

RAPPAM 問卷結果) 

肆、保護區所遇之威脅與壓力 肆、2006-2010 間無尾港水鳥保護區的

經營管理投入 

伍、所需之人力與經費 伍、無尾港水鳥保護區經營管理現況

(環境資源變遷的分析) 

陸、保護區大事紀要 陸、保護區大事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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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第一次工作坊 

將文獻資料與訪談田野資料彙整成會議資料後，研究團隊邀集權益關係人召

開第一次工作坊，先由研究團隊介紹該保護區的背景脈絡與經營管理現況，而後

由參與者共同討論，釐清其經營管理目標與現況，分析威脅壓力，並擬訂因應措

施。而工作坊後的分析，除 RAPPAM 原有的威脅與壓力及經營管理效能結果分析

外，研究團隊在臺灣的操作增加兩種分析，一是 IUCN-CMP 保育威脅分類 (以下

簡稱 IUCN-CMP)，另一則是重要工作項目，以下進行分述。 

 

一、IUCN-CMP 

2010 年，研究團隊嘗試於溼地型保護 (留) 區進行系統性評估與分析，在彙整

各保護 (留) 區的威脅壓力項目時，發現項目名稱雖多有差異，但實質意涵是相同

的，例如無尾港水鳥保護區的「傾倒廢土」與蘭陽溪口水鳥保護區的「垃圾」，皆

指「廢棄物」影響保護區 (羅欣怡，2011)。因此，研究團隊為了統一討論各保護 (留) 

區的威脅壓力，引介 IUCN-CMP 將威脅壓力重新歸類。 

Salafsky et al. (2008) 為了國際上討論保護區的威脅壓力能有共同的詞彙及語

言，且有助於更有系統性的進行分類，因此將威脅與造成威脅的因子做清楚的區

別， 後提出了 IUCN-CMP 保育威脅分類。IUCN-CMP 將威脅壓力分為九大類，

包含住所與商業開發、農牧與水產養殖、能源生產與採礦、交通運輸及服務廊道、

生物資源的使用、人類入侵與干擾、改變自然系統、物種入侵及難題、污染、地

理事件以及氣候變化和惡劣天氣 (Salafsky et al., 2008)。RAPPAM 在臺灣的操作，

係以開放的方式討論保護區的威脅壓力，再彙整權益關係人提出的威脅壓力項

目，因此容易指涉到經營管理層面的問題，例如「經費不足」，而與 RAPPAM 問

卷的問項有所重疊，或可能出現詮釋上的困擾。因此，2010 年研究團隊使用

IUCN-CMP 作為威脅壓力分類的標準，則可將經營管理層面的問題排除，便於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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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彙整分析各保護 (留) 區的威脅壓力狀況。但開放式討論威脅壓力的好處在於能

夠直接指明經營管理面上的缺點，並可一併討論因應措施，增加 RAPPAM 在個案

評估上的針對性。因此，為了同時助於個案與系統評估，研究團隊 終決定仍先

開放的討論威脅壓力，在第一次工作坊後再由研究團隊內部進行威脅壓力的重新

歸類。 

 

二、重要工作項目 

在第一次工作坊中，參與者共同討論與釐清威脅壓力的項目及程度，而後再

針對各項威脅壓力提出可能的因應措施。由於一個威脅壓力可能會有不同的因應

措施，而不同的威脅壓力卻可能有相同的因應措施，研究團隊在第一次工作坊後

將具有同樣工作性質的因應措施重新歸類，以能提供管理機關較清楚的參考，如

表 4-4 中，「氣候變遷對紅樹林的影響評估與監測」為應對氣候變遷，「針對保留區

內進行水質監測」則為因應水污染，但兩種因應措施皆可歸類至「調查研究與評

估」之中。 

 

表 4-4 重要工作項目與因應的威脅壓力 

重要工作項目 細部內容 (因應措施) 因應的威脅壓力 

調查研究與評估 

氣候變遷對紅樹林的影響評估與

監測 
氣候變遷 

針對保留區內進行水質監測 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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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第二次工作坊 

在第一次工作坊結束後，可獲得權益關係人對於該保護 (留) 區威脅壓力與後

續因應的共識，而後便進入 RAPPAM 評估。為使權益關係人於第二次工作坊中能

快速進入狀況，第一次工作坊後，研究團隊再次訪談各權益關係人進行 RAPPAM

問卷的評分作答，並詢問其給分的理由與意見， 後研究團隊彙整結果。問卷彙

整以匿名的方式將權益關係人作答的分數與意見簡要羅列於問卷每題問項下方，

如表 4-5 中的數字 (3 2 2 2 2 2 2 3) 與後續的文字部份，並以各權益關係人作答分數

的眾數作為建議分數，提供為參與第二次工作坊者的參考 (盧道杰等，2009) 

 

表 4-5 使用的問卷問項格式 

問題內容 
評估情形 

建議 會議結果

1A. 保護區包含較多稀有、易受威脅或瀕臨絕種的物種 2-3  

3 2 2 2 2 2 2 3 淡水河流域的生物大多普遍性，非瀕臨絕種 (G3-2)。保護區主要保護

之物種為水筆仔，目前並無受迫害之威脅 (G1-2)。此保護區物種為水筆仔和紅蟳

(G1-1)。少稀有、瀕臨絕種物種 (G2-2)。 

(盧道杰等，2009：9) 

 

在第二次工作坊中，先與參與者共同回顧並確認第一次工作坊的結果，包含

威脅壓力、因應措施以及由因應措施彙整而成的重要工作項目，再進行 RAPPAM

問卷。評估的進行係逐題宣讀問項，無異議則沿用建議分數，若有人提出其他意

見與看法時，則需討論出共識 (盧道杰等，2009)。所有問項結果皆採共識決，而

RAPPAM 的設計以主管機關為主 (Ervin, 2003b)，因此，當討論無法達成共識且差

異甚少時，則以地方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的意見作為 後決議的基礎。評估結束

後立即以圖表方式呈現經營管理效能評估結果，並與參與者共同詮釋評估結果的

意涵。評估的完整流程便在此結束，以下以較為特殊的關渡個案與無尾港個案說

明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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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渡自然保留區 

第一次工作坊時已確立關渡 RAPPAM 評估的範疇，並討論保留區的威脅壓力

項目與程度以及相關因應措施。在評估範疇確立後，研究團隊便開始針對 RAPPAM

問卷進行權益關係人的訪談，為了釐清「關渡自然保留區」以及「關渡保留區與

關渡自然公園」兩種範疇的經營管理效能，因此評估時特別請權益關係人分別針

對這兩種範疇進行衡量，舉辦第二次工作坊時也同時進行兩種範疇的評估。評估

結果如圖 4-6 與圖 4-7。 

由評估結果可知，「關渡自然保留區與關渡自然公園」的經營管理效能普遍優

於「關渡自然保留區」。因此，明顯可知，關渡自然保留區因關渡自然公園的存在，

而強化經營管理之效能 (盧道杰等，2010)。 

 
圖 4-6 關渡自然保留區經營管理效能評估結果 

(盧道杰等，20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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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關渡自然保留區與關渡自然公園經營管理效能評估結果 

(盧道杰等，2010：70) 

 

二、無尾港水鳥保護區 

雖然研究團隊在無尾港個案中，會議資料收集與格式上有進行調整，但整體

而言，再評估的流程與 2009 年調整後的流程沒有差別。而由於會議資料格式的變

更，為能在工作坊上呈現 2006 年至 2010 年的變化，研究團隊因而依循調整後的

會議資料格式擬訂工作坊討論流程 (圖 4-9)。研究團隊先簡報保護區的基本資料與

2006 年操作 RAPPAM 的結果作為背景脈絡，再呈現經營管理的投入，以及資源與

環境的變遷作為這五年經營管理的成果， 後進行威脅壓力、重要工作項目的討

論以及完成 RAPPAM 問卷。 

而在工作坊的 後，研究團隊除了呈現 2010 年的評估結果 (圖) 外，亦有 2006

年與 2010 年的經營管理結果對照。研究團隊為了釐清經營管理上的進展，因此僅

呈現第四大部份題項「規劃-經營管理目標」以後的分數。由圖 4-9 可以發現，除

了在「投入-基礎設施」的分數略低於 2006 年外，整體而言，無尾港水鳥保護區的

經營管理效能皆有明顯的進步。其中，尤以「過程-經營管理計畫書」 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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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的評估結果即建議經營管理計畫書是 可直接改善的項目 (王牧寧，

2006)，這樣的結果顯示宜縣府確實在經營管理計畫書有所改善。 

 

 

圖 4-8 無尾港水鳥保護區再評估工作坊流程 

(盧道杰等，2010：168) 

 

 

圖 4-9 無尾港水鳥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評估結果 

(盧道杰等，20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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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評估流程操作模式 

上述在臺灣的評估流程，包含兩次工作坊的召開，另也有許多保護 (留) 僅舉

辦一次工作坊便完成評估。彙整各保護 (留) 區的工作坊舉辦次數與原因 (表 4-6) 

可以發現，僅有 8 座保護 (留) 區舉辦兩次工作坊，1 座保留區舉辦四場工作坊，

其餘的 23 座保護 (留) 區皆舉辦一次工作坊即完成評估。 

研究團隊決定工作坊的舉辦次數，考量權益關係人、議題、保護 (留) 區可及

性，以及評估執行的成本等情況。原訂舉辦兩次工作坊係因為在某些保護 (留) 區

中，權益關係人與相關議題繁複，而需促進彼此的共識凝聚 (盧道杰、王牧寧與闕

河嘉，2008)，但在武陵櫻花鉤吻鮭野生動物保護區則又有例外，因權益關係人過

於複雜，光政府部門就包含 7 個單位，我們沒有辦法招開兩次這樣 (同時聚集所有

權益關係人) 的會議 (T02I01)， 後決議舉辦一次工作坊。大武山自然保留區則

因其面積較大，加上牽涉的權益關係人因而較多，所以以流域畫分成三區，先分

區進行權益關係人訪談與第一次工作坊， 後再舉行全區的工作坊進行經營管理

效能評估。而在保護 (留) 區的可及性低，需討論相關的議題也較少的狀況下，舉

辦一次工作坊也即可完成評估。評估執行的成本則也是執行時重要的考量，

Leverington et al. (2008) 便曾提及一個優良的評估方法，執行時應符合成本考量。

後，整理 RAPPAM 在臺灣操作的流程如圖 4-10。 

 

 

表 4-6 工作坊舉辦次數與原因 

保護 (留) 區名稱 
工作坊 

次數 
原因 

2008 

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 2 權益關係人與議題複雜 

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 2 權益關係人與議題複雜 

瑞岩溪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1 無在地社群，可及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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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臺灣油杉自然保護區 1 議題單純，可及性低，無在地社群 

2009 

臺北市野雁保護區 2 權益關係人與議題複雜 

蘭陽溪口水鳥保護區 1 議題單純 

坪林臺灣油杉自然保留區 1 權益關係人單純，計畫時間緊迫 

南澳闊葉樹林自然保留區 1 議題單純，計畫時間緊迫 

大武事業區臺灣穗花杉自然保留區 1 權益關係人與議題單純，可及性低 

關山臺灣海棗自然保護區 1 權益關係人與議題單純，可及性低 

臺東紅葉村臺東蘇鐵自然保留區 1 權益關係人與議題單純，可及性低 

海岸山脈臺東蘇鐵自然保護區 1 權益關係人與議題單純，可及性低 

臺中縣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 2 權益關係人與議題複雜，主管機關配合度低

阿里山臺灣一葉蘭自然保留區 1 範圍小，議題與權益關係人單純 

苗栗三義火炎山自然保留區 2 無特別原因，僅照原流程進行 

武陵櫻花鉤吻鮭野生動物保護區 
1 

權益關係人複雜，但召開 2 次工作坊無法全

數到達 

臺南市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 2 權益關係人與議題複雜 

臺南縣曾文溪口北岸黑面琵鷺動物保

護區 
2 權益關係人與議題複雜 

烏山頂泥火山自然保留區 1 議題單純 

2010 

宜蘭縣雙連埤野生動物保護區 1 議題單純 

挖子尾自然保留區 1 議題單純，計畫時間緊迫 

烏石鼻海岸自然保留區 1 議題單純，可及性低 

無尾港水鳥保護區 
1 

每年皆有召開一次經營管理工作坊，權益關

係人對議題熟悉 

大肚溪口野生動物保護區 1 權益關係人與議題單純 

關渡自然保留區 2 評估範疇須釐清，才能進行評估 

九九峰自然保留區 1 權益關係人單純 

棉花嶼、花瓶嶼野生動物保護區 1 權益關係人與議題單純 

澎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留區 1 議題單純 

澎湖玄武岩自然保留區 1 議題單純 

澎湖縣貓嶼海鳥保護區 1 議題單純 

澎湖縣望安島綠蠵龜產卵棲地保護區 1 議題單純 

大武山自然保留區 

4 

面積大，權益關係人複雜， 後決議先分為

三區進行第一次工作坊，再舉行全區工作坊

執行 RAPPAM 

(T02I01、T04I02、T04I03、T06I03、T07I01、T08I01、T09I01、T10I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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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RAPPAM 在臺灣評估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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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邁入下一個經營管理循環 

2008 年，盧道杰與趙芝良以 RAPPAM 評估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的經營

管理效能，結果指出此保護區經營管理計畫書雖依循相關法規格式進行編制，但

內容未與實際經營管理工作連結，另格式亦過於老舊，應重新檢討；竹市府也認

為自保護區設立以來，期間雖曾微幅調整保育計畫書，但如今環境資源已改變，

社會政經環境亦有變動，應適予調整，故於 2010 年委託計畫希望參考 2008 年評

估結果、地方主管機關之規劃、行政管理的可行性、專家學者以及相關權益關係

人的意見，修正保育計畫 (新竹市政府，2010)。本章即藉由參與竹市府委託的計

畫，分析彙整其對 RAPPAM 評估結果的回應，做為補強 RAPPAM 在個案評估上

的依據。 

第一節 從經營管理循環談起 

依照 IUCN-WCPA 經營管理效能評估架構所提及的經營管理循環，評估的結

果理應可以與保護區的脈絡、目標與規劃相比較，呈現出成果，再重新釐清脈絡

現況，制訂新的目標與進行新的規劃，進入下一個經營管理循環 (Hockings et al., 

2006)。雖然 RAPPAM 可以修改調整做為個別評估之用，但其性質上仍屬系統評

估的方法 (Ervin, 2003b)，使用普遍性的評估指標，無法特別對應個別保護區的獨

特背景脈絡 (Leverington et al., 2010)。因此，主管機關無法直接應用 RAPPAM 的

評估結果進行經營管理規劃。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的情形基本上也是如

此，故仍需額外進行保育計畫書修正的工作 (計畫)，以因應 2008 年的評估結果，

其也等同重起一個經營管理循環。 

竹市府保育官員 H02 提到此委託案時指出：其之所以沒有像過去保育計畫書

修正 31 ，僅由竹市府內部保護區主管機關自行簽辦後，舉辦公聽會便公告 

                                                       
31 2001 年公告第一版保育計畫書 (H02I01)；2004 年公告第二版保育計畫書 (新竹市政府，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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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2I01)，主要是因為第一版保育計畫書進行調整修正時有進行分區上的調整，我

們當初有分區上的一些小局部調整，比如說把海山罟這邊又劃出一個，因為臺灣

招潮蟹的關係，又劃一個核心區 (H02I01)，但後來送至農委會審核未能通過，就

是我們提了一些建議，他後來很多沒有同意 (H02I01)。因此，想藉由專家學者站

在第三者的觀點，對於保育計畫書的修正提供公開且完整的說明，增加變更的說

服力。不能夠說我們說了算，所以為什麼我們這次要放出來就是這個原因，因為

如果我在內部簽，他會覺得是我自己的意見，那我放出來給外面做，他們經過資

料的收集，學者的討論去講不行，比我講的好多了 (H02I01)。 

由於過去在保護區的經營管理上，即便是公部門內部，也常產生許多行政作

業上的衝突 (H02I01)。這些行政權責的衝突由主管機關自行處理時，容易被認為

其抱持著本位主義。因此竹市府希冀藉由專家學者出面，與其他單位及民眾進行

溝通，做為溝通主管機關與其他單位與民眾衝突的媒介，促進共識的形成以獲得

可操作性高的計畫書。我們會希望說經由這個溝通之後，能夠訂出一個比較務實

的一個修正計畫是比較容易達成的。我們不是要一個完美可是執行率非常差的計

畫，我們可能希望一個大家覺得 OK 的，然後我們把他做到最好 (H02I01)。這顯

示竹市府認為「溝通」在經營管理規劃具有其重要性，亦展現這次回應評估結果

的規劃作業與過去研擬保育計畫過程的不同，採行經營管理效能評估時的參與取

徑，以處理新竹市府內府外的多元意見。 

關於 RAPPAM 經營管理效能評估的結果，H02 認為雖然其提出許多大方向且

重要的建議，市府卻不一定能調整現有行政與現場的工作執行。比如說我們並不

可能因為知道效能評估的結果我們財力非常的薄弱，我們並不能以這個為理由去

要求去把經費增加 (H02I01)。這指涉到權限的問題，經費調整上的建議僅能提供

中央層級做參考，在地保護區主管機關則需要有更針對且實質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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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保育計畫書格式 

在一個新的經營管理循環當中，首先仍應檢視其脈絡狀況，而後再依其脈絡

進行經營管理規劃。RAPPAM 經營管理效能評估的結果，可以說是反省上一個經

營管理循環並提出建議，雖僅建議大方向，但仍是後續修訂保育計畫書的依循根

據。檢視 RAPPAM 經營管理效能評估的結果，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威脅壓

力除開發壓力、水污染、非法獵捕及紅樹林擴張外，其餘皆為經營管理層面的問

題32，包括如：海岸地區規劃設計不適、社區反對、人力與經費不足以及其他 (遊

客壓力與管制不一)。而其經營管理效能的弱點為財務、位置的設計與規劃及基礎

設施等項。為因應這些威脅壓力與弱點，提出高操作性的保育計畫書，則應先釐

清保育計畫書 (經營管理計畫書) 應具有哪些格式與內容。 

所謂的經營管理計畫書係將經營管理規劃的結果以文件的方式呈現，以作為

經營管理的依據 (Fallding, 2000; Thomas & Middleton, 2003)。然 RAPPAM 經營管

理效能評估結果指出，臺灣保護區的經營管理計畫格式與內容過於老舊，資訊未

曾更新，係造成經營管理計畫成為弱勢的原因，應依循經營管理循環的架構進行

修正 (盧道杰、趙芝良，2008)。 

國內保護區經營管理計畫書格式及內容係遵循各類型保護區法規其施行細則

規定辦理：自然保留區依循文化資產保存法與其施行細則，野生動物保護區為野

生動物保育法與其施行細則，自然保護區則遵照森林法及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

法。由於國家公園經營管理體系與其他類型保護區較不相同，臺灣已執行的

RAPPAM 經營管理效能評估亦未涉及，因此本研究僅統整除國家公園外的其他類

型保護區之經營管理計畫書格式與內容概況。 

根據法律規定整理其格式與內容 (表 5-1)，可發現國內計畫書格式以保護區描

述、重要性特徵與分區計畫為主，自然保留區與自然保護區雖提及現有潛在因子

                                                       
32 以 IUCN-CMP 保育威脅分類進行重新歸類 (羅欣怡，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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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因應策略，但於實際內容中並未詳列威脅壓力項目與說明因應策略。此外，計

畫書內容多與實際操作情況不相符合，未將經營管理計畫書的核心「工作計畫」

或是工作項目明列清楚，也因此難以發揮經營管理計畫書之功用「指導保護區之

經營管理」。而 RAPPAM 經營管理效能評估在臺灣執行兩年的結果建議，除更新

內容外，應加入威脅壓力以及工作項目，以串連經營管理邏輯 (盧道杰、趙芝良，

2008；盧道杰等，2009)。 

 

表 5-1 保護區經營管理計畫書格式與內容 

 自然保留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 自然保護區 

計畫

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

則 

野生動物保育法 
野生動物保育法施行細

則 

森林法 
自然保護區設置管理辦

法 

計畫

內容 

一、基本資料 
二、目標及內容 
三、地區環境特質及資

源現況 
四、維護及管制 
五、委託管理規劃 
六、其他相關事項 

一、計畫緣起、範圍、

目標及規劃圖 
二、計畫地區現況及特

性 
三、分區規劃及保護利

用管制事項 
四、執行本計畫所需人

力、經費 
五、舉辦公聽會者，其

會議紀錄 
六、其他指定事項 

一、計畫緣起 
二、計畫目標及內容 
三、計畫地區環境特質

及資源現況 
四、分區規劃及保護利

用管制事項 
五、分區之許可、管制

及利用事項 
六、委託管理事項 
七、圖籍資料 
八、附錄及其他指定事

項，包括說明會紀

錄 

 

而回顧國外經營管理計畫書相關指導手冊 (國家林業局野生動植物保護司，

2002，2008; Countryside Commission, 1986; English Nature, 2005; Eurosite, 2004; 

Fallding, 2000; Historic Scotland, 2000; Lockwood et al., 2006; MacKinnon et al., 1986; 

Rowell, 2009; The Countryside Agency, 2005, 2006; Thomas & Middleton, 2003; 

Tuxill & Nabhan, 199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3)，本研究發現格式呈現的重點

應包含保育物種或棲地等的特殊性、保育目標、壓力與威脅以及工作計畫，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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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串連經營管理邏輯。為解決國內經營管理計畫書的格式問題，本研究遵循野生

動物保育法，依法規保留原有格式項目，但於項目中進行細項的增加與內容調整，

調整的部份如下 (表 5-2)： 

 

1. 格式與內容的增加 

第貳部份計畫地區現況及特性中，「土地利用現況及所有權屬」牽涉層面較

為狹隘，應以「人文環境」涵蓋所有保護區相關人文資料，包含「人口與都市發

展簡述」、「土地利用」與「相關發展計畫」三部份；「本區面臨威脅及解決方

案」建議可更改成「威脅壓力與因應措施」，並將威脅壓力與因應措施明確列表，

才能與評估做更強的連結 (T01F08)。第參部份分區規劃、保護利用管制事項與經

營管理計畫中，將「經營管理計畫」改成「重要工作項目」，將重要工作項目明確

條列出 (T01F08)。第肆部份所需人力及經費保育計畫書則應配合保護區定期的評

估，以三至五年為期檢討一次 (T01F08)，因此羅列之人力經費也應以三到五年為

主；經費部份建議依重要工作項目分項敘述，使得經費分配更為清楚。 

 

2. 名詞變更 

第貳部份計畫地區現況及特性中的「地象」，其名稱不易理解，應改成詞意

相同但清楚明瞭的「地理環境」；第參部份分區規劃、保護利用管制事項與經營

管理計畫中，「分區規劃、保護利用管制事項與經營管理計畫」項目名稱則遵循

法定格式，修改成「分區規劃、保護利用管制事項」；「分區規劃」建議修訂成

「分區計畫」，因「規劃」屬未定案，「計畫」為確定之事實，應將分區規劃之

結果定案，列入保育計畫書中。 

此外，第伍部份「附錄」移至第陸部份，第伍部份則遵照法定格式，更改為

「舉辦公聽會，其會議紀錄」，並將新舊版保育計畫書修訂期間之相關會議紀錄納

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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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保育計畫書格式對照與說明表 

原格式 建議格式 

壹 計畫緣起、依據、範圍及目標 壹、計畫緣起、依據、範圍及目標 
  一、計畫緣起   一、計畫緣起 
  二、計畫依據   二、計畫依據 
  三、保護區範圍與面積   三、保護區範圍與面積 
  四、保育目標   四、保育目標 
貳 計畫地區現況及特性 貳、計畫地區現況及特性 
  一、自然環境狀況   一、自然環境狀況 
    1. 氣候     1. 氣候 
    2. 海象     2. 海象 
    3. 地象     3. 地理環境 
    4. 動物資源     4. 動物資源 
    5. 植物資源     5. 植物資源 
  二、土地利用現況及所有權屬   二、人文環境 
     1. 人口與都市發展簡述 
     2. 土地利用 
     3. 相關發展計畫 
  三、本區面臨威脅及解決方案   三、威脅壓力與因應措施 
     1. 威脅壓力項目與程度表 
     2. 威脅壓力的因應措施 
參 分區規劃、保護利用管制事項及經營

管理計畫 
參、分區規劃及保護利用管制事項 

  一、分區規劃   一、分區計畫 
  二、保護利用管制事項   二、保護利用管制事項 
    1. 共同管制事項     1. 共同管制事項 
    2. 分區管制事項     2. 分區管制事項 
  三、經營管理計畫   三、重要工作項目 (因應威脅壓力與

保育目標) 
    1. 共同管理計畫  
    2. 分區管理計畫  
肆 所需人力及經費 肆、所需人力及經費 (3-5 年) 
  一、人力配合措施   一、人力配合措施：現有與預計需求

人力 
    1. 目前人力  
    2. 預計需求人力  
  二、經費需求   二、經費 (分項敘述) 
伍 附錄 伍、舉辦公聽會，其會議紀錄 
 經營管理效能評估紀錄 
 保護區經營管理座談 (第一次說明會) 
 第二次說明會 
 其他 
 陸、其他指定事項 (附錄) 



83 
 

   一、大事紀 
   二、歷年教育宣導活動 
   三、歷年研究案 

 

在格式調整後，便確立了保育計畫書應有的格式與內容，計畫團隊後續則依

循其格式，因應 RAPPAM 經營管理效能評估的結果進行經營管理規劃。其中，主

要需討論的議題包含目標、範圍、分區與管制事項、重要工作項目。計畫團隊將

上述的議題進行討論後， 後依保育計畫書格式統整撰寫這些經營管理規劃結

果，另包括彙整的自然資源狀況進行更新，而其他部份則直接引述自 RAPPAM 經

營管理效能評估的結果與會議資料內容，如人文環境、威脅壓力與因應措施。這

樣直接引述會議資料的作法，證實會議資料的呈現確實助於串連 RAPPAM 與後續

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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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修訂保育目標 

目標設立是經營管理規劃過程 為基礎的部份，但卻容易被忽略 (Sutherland 

& Hill, 1994)，其對於經營管理計畫書是相當重要的，會影響與決定經營管理計畫

是否有成效以及經營管理目標是否有達成  (Hockings et al., 2006; Thomas & 

Middleton, 2003)。而一個良好的目標應具備結果導向、可量測、具有時間性與針

對性並可實際操作等特徵 (Margoluis & Salafsky, 1998)。換句話說，目標應指出擬

達成的狀況，且能提供指標來量測經營管理是否具有成效，並提供一段時間內具

針對性且能實際操作的經營管理方向。 

雖然 2008 年的 RAPPAM 經營管理效能評估結果顯示新竹濱海野生動物保護

區的目標為優勢項目。在 RAPPAM 問卷中，若目標為優勢項目則表示其已具詳細、

特別指明等特質，並直接述明關鍵物種或棲地等的維持與保護 (Ervin, 2003b)。但

新竹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的保育目標自 2001 年公告劃設以來，已近十年未曾修正

33；又基於目標應具有時間性的原則，再加上計畫團隊檢視原有保育目標亦發現其

實仍不夠詳細，未能直接指明關鍵物種或棲地。原目標也沒有闡述講明如何維持

關鍵物種或棲地，例如原有保育目標的「棲地環境之維護」中僅提及「加強保護

區內動植物」，卻無述明如何回應與加強。上述種種因素皆顯示此保護區的保育目

標應進行檢討修正。 

首先，依 Hockings et al., (2006) 所言，目標應針對保育對象。1996 年國際拉

薩姆公約已將此保護區列入「東亞水鳥保護網」，因此，此保護區的保育對象應是

水鳥。除水鳥外，計畫團隊內部討論時，T05 認為臺灣招潮蟹為臺灣稀有的海洋蟹

類之一，也是唯一的特有種招潮蟹 (陳鴻烈、李郁賢，2008)，因此應單獨提出來

討論 (T05F04)。回顧相關文獻，臺灣招潮蟹僅於臺灣少數幾個溼地有分布紀錄 

(A06I02)，其中以新竹香山溼地海山罟、彰化伸港與臺南七股有較為穩定的族群量 

                                                       
33 第一版與第二版保育計畫書的目標未有變動 (H02I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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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習德，1997)。因此，水鳥與臺灣招潮蟹應可被視為此保護區的重要目標物種。 

以水鳥與臺灣招潮蟹作為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的重要保育物種，就宜

審視其數量、分布或棲地環境等項目，及其所遇到的威脅壓力，擬具可能執行的

目標。而由於本保護區資料不足，無法詳細述明保育對象的目標狀態，如臺灣招

潮蟹目前僅知道分布於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外圍與海山罟，但未有數量紀錄 (陳章

波，2005)。此外，竹市府保育官員 H02 亦認為原有的目標不需針對特定物種進行

描述，當時我們並沒有列出目標物種的名字，我們只有舉例出臺灣招潮蟹或什麼

什麼的，我目前的想法我還是希望是這樣子 (H02I01)。針對原有保育目標的缺陷，

計畫團隊進行細部的修正，以符合目標的設立原則。而目標的討論先於計畫團隊

內部進行，而後與主管機關諮詢協商，確認其可操作性， 後在期末審查會議當

中無異議通過。 

首先計畫團隊檢視原有保育目標，發現原有目標主要希冀獲得基礎資料、維

護棲地環境、進行復育計畫以及結合社區推廣生態旅遊，然目標過於模糊不夠精

確，因此維持原有目標概念，僅使其更為明確針對： 

1. 「基礎資料之建立」不應該是保育目標，除沒有定義基礎資料外，亦沒有

指標可衡量目標是否達成，僅能算是工作項目 (T01F09；T05F09)，因此應予與刪

除。 

2. 「棲地環境之維護」沒有指明哪些棲地類型 (T01F09)，不具針對性。此保

護區的棲地環境類型包含河口域、泥質潮灘、沙質海灘以及海濱微鹹湖泊 (楊樹森

等，2009)，這些棲地類型皆屬於溼地34，為涵蓋這些棲地類型而將原本的棲地環

境改為海岸溼地 (T05F09)。而竹市府保育官員 H02 希望第一優先仍是維持生物多

樣性，我們的第一優先還是維持生物多樣性，包括棲地多樣性這個部份 (H02I01)；

T05 也認為應指出生物多樣性的維持 (T05F09)，因此修正為「海岸溼地生物多樣

                                                       
34 國際拉薩姆公約將溼地定義為：水深 6 公尺以下的區域，包括草澤、林澤、泥澤及水域，無論

是自然的或人為的、永久的或暫時的、其水為靜止的或流動的、抑或淡水、半鹹水或鹹水所構成的

地區；且包含低潮時水深不及 6 公尺的海域 (Ramsar,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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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維護」，特別強調海岸溼地的生物多樣性。 

3. 「復育計畫之實施」應該明確指出復育對象 (T01F09)，但計畫團隊考量竹

市府保育官員的意見， 後僅指明珍稀有本土物種，修訂為「珍稀有本土物種保

育及復育計畫」。 

4. 「保護區之永續經營」指涉的尺度太大，尚應包含市政府的永續經營，目

前難以討論 (T01F09)，計畫團隊因而檢視「保護區之永續經營」此目標後的細項

目標，發現主要提及生態旅遊35。而生態旅遊需能提供當地民眾經濟利益 (TIES, 

1990)，需有產業的發展，但在此保護區目前僅在環境教育方面稍有規模，目前沒

有產業，唯一的就是環境教育解說 (T05F09)。因此將「推廣環境教育」羅列為目

標之一，並與社區作連結，我設定他還是在環境教育解說，下一個五年如果說他

產業成熟的時候再放過來 (T01F09)。 

因此， 後計畫團隊將主要目標修訂為「海岸溼地生物多樣性之維護」、「珍

稀有本土物種保育及復育計畫」以及「環境教育之推廣」三項。 

接著，計畫團隊再將達成各目標可能操作的項目與方式列在主要目標後面作

為補充： 

1. 「海岸溼地生物多樣性之維護」意謂著保育棲地，因此將海岸溼地明確的

範圍定義出來，明列客雅溪口與香山潮間帶溼地。此外，因為棲地狀況會影響底

棲生物，底棲生物會影響鳥類棲息 (洪明仕、何平合，1999；楊樹森等，2009)。

因此，T05 認為在維護棲地的同時應包含底棲的生物多樣性 (T05F09)，底棲亦同

時可成為指標 (A06I02)。然目前紅樹林擴張為威脅壓力，所以計畫團隊於次要目

標中提及要抑制紅樹林擴張，並列舉潮間帶沙丘、草澤與泥灘等需維護棲地類型。 

2. 「珍稀有本土物種保育及復育計畫」應於後續指出特定對象，竹市府保育

官員 H02 認為次要目標當中可以列舉重要的保育對象，次要的目標可能是我們覺

                                                       
35 生態旅遊是一種到自然地區的旅遊，可以保育環境並促進當地民眾的福祉；Ecotourism is: 
“Responsible travel to natural areas that conserves the environment and improves the well-being of local 
people.” (TIE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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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某些重要的物種，我們在我們的復育計畫或者相關的管理上面盡量去維護這個

部份 (H02I01)。原保育目標當中已有提及臺灣招潮蟹，因此，臺灣招潮蟹仍列於

次要目標中。此外，T05 強調應須加強保育與進行原生物種的相關研究，例如海豆

芽 (A15F06；T05F07)。而原有目標中的鱟，T05 則認為復育的可能性尚未成熟因

而不放入目標中 (T05F09)。 

3. 於「環境教育之推廣」中加入具體的環境教育可操作項目，計畫團隊原提

議建置解說教育館，但竹市府保育官員 H02 認為建置是一回事，後續的持續營運

維護才是重點，蓋了館之後就有維護的問題 (H02F10)。H02 衡量後續經費支出的

可能性，認為建制解說教育館的可操作性不高。原因是教育館建設後的維護皆須

由地方政府自行負責，在經費有限的狀況下，竹市府難以自行持續營運，後續的

維護中央都不會支應，變成要求地方，這是比較難的地方 (H02F10)。另 H02 認為

反倒應活用現有的建物，選擇 為節省的方式，就有的建物沒什麼利用可以去活

化，像港南青年育樂中心；我們還是要考慮最節省資源的方式 (H02F10)。因此，

在主管機關的意見下，計畫團隊將解說教育「館」改為「場域」，並列舉出幾項

環境教育的工作項目，如印製解說摺頁等。此外，計畫團隊將環境教育與社區作

連結，認為應輔導在地社區推廣生態旅遊，你現在是推廣，等於是給她一個

initiation，五年之後就是經營 (T05F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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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原保育目標與修訂後的保育目標對照表 

原保育目標 修訂後的保育目標 

基礎資料之建立：建立保護區內之動植

物資源及人文與自然景觀資料。培訓相

關調查人員及解說人員。 

— 

棲地環境之維護：加強保護區內動植

物，確保棲地環境之完整以利其生存及

繁衍，充實各項軟硬體設施，發揮解說

教育功能。 

海岸溼地生物多樣性之維護：客雅溪口

及香山潮間帶溼地底棲生物多樣性及

鳥類棲息地的維護；抑制紅樹林擴張，

維護本保護區潮間帶沙丘、草澤、泥灘

等多樣性棲地。 

復育計畫之實施：改善復育臺灣招潮蟹

等瀕危物種之棲地，復育本保護區砂

丘、草澤、泥灘等多樣性棲地，清除近

年來人工栽植之紅樹林，尤其是清除臺

灣招潮蟹棲地周遭一定範圍內之紅樹

林，嘗試復育鱟或其他原生物種。確保

生態體系之自然演替過程，加強研究本

區具有特色之生物，落實動植物遺傳多

樣性之維護，並保育物種及生態系之多

樣性。 

珍稀有本土物種保育及復育計畫：清除

高 灘 地 紅 樹 林 復 育 臺 灣 招 潮 蟹 之 棲

地，執行水文研究，監測灘地粒徑組

成，探討改善臺灣招潮蟹之棲地。加強

保育保護區內之原生物種，深入研究稀

有物種如海豆芽等之生物學，確保其棲

地環境之完整以利其生存及繁衍，以確

保族群基因結構之完整。 

保護區之永續經營：結合當地居民、學

校等資源，推廣生態旅遊休閒計畫，讓

社區居民因而獲利，以增進其投入保育

的意願。這是達成社區整體營造與自然

資源永續利用之不二法則。 

環境教育之推廣：建置解說教育場域，

印製解說摺頁或教育推廣之書籍，發揮

教育解說功能，輔導在地社區推廣生態

旅遊。讓民眾親海、知海、愛海及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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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界線的變更 

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的邊界議題，主要是主管機關與其他機關間的行

政權責競合，及其引發或與其他權益關係人間的邊界問題。回顧 RAPPAM 的結果，

在問卷 (詳見附錄) 中評估此保護區權責與界線是否恰當的「5B. 這裡沒有相關土

地權或使用權的糾紛 (原住民族狩獵採集、土地權；其他政府部門)」及「5C. 邊

界的設定足以達到保護區的目標 (河流、山稜線、圍籬等的設置是否恰當)」，雖

兩題皆獲得 3 分，也就是大多正確的高分，然藉由訪談得知此保護區與水利、漁

業等其他機關間有權責競合問題，海岸地形的開放性也使得邊界難以達到完全保

護的效果，這顯示評估分數並未能凸顯其問題 (盧道杰、趙芝良，2008)。為了解

決這些主管機關於行政上倍感困擾的問題，計畫團隊檢視生態資源現況與其他機

關的使用情形，做為釐清行政權責，確立與其他機關溝通往來，及界線調整的基

礎。 

以保護區經營管理的角度而言，明確的邊界是相當重要的 (Ervin, 2003a)。適

當的界線表示在地社區、遊客以及保護區的員工無論在地圖或在現場皆能明瞭界

線 的 位 置  (Ervin, 2003a) ， 因 此 現 場 界 線 如 果 不 明 確 則 實 際 難 以 進 行 管 理 

(H04F07)。竹市府保育官員 H02 就指出在行政上的管理當然希望將界線明確，不

要有重疊的部份 (H02I02)，除能在行政上減少困擾外，在現場巡護的人員才能在

明確的邊界進行巡視 (MacKinnon et al., 1986)。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的邊界

議題與行政權責及保護區範圍息息相關，以下則分別進行行政權責的釐清與保護

區範圍調整。 

 

一、行政權責釐清 

與新竹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有行政權責議題的其他機關包括：北部地區巡防

局二四岸巡大隊 (以下簡稱二四岸巡大隊)、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以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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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局) 以及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以下簡稱新竹林管處)。 

保護區的北界範圍內有浸水安檢所，屬二四岸巡大隊轄管，平時安檢所與保

護區即沒有太多的互動 (H02I02；H08I01)，該所廳舍及周遭區域皆屬人工建築，

將其涵蓋在保護區內無實質意義。於是，竹市府保育官員與現場巡護人員建議在

保護區主管機關與二四岸巡大隊雙方皆同意的狀況下，浸水安檢所廳舍周邊可不

列入保護區範圍內 (H02I02；H08I01)。 

與二河局的爭議在保護區範圍以海堤為界。通常保護區範圍 好能是自然的

地理界線 (MacKinnon et al., 1986)，但因為此保護區未有自然邊界，因此僅能以海

堤為界。然海堤屬二河局管轄36，但其進行海堤相關工程需經保護區主管機關核准

後才可進行，造成二河局的困擾與不便。我們 (保護區主管機關) 就是跟他們 (二

河局) 說對不起這裡是我們 (保護區主管機關) 的，你們 (二河局) 要動這裡就是

要經過我們  (保護區主管機關) 的同意，他們  (二河局) 其實是不以為然的 

(H02I02)。由於現場狀況若非以海堤為界，會有空泛難以執法的情形，竹市府仍希

望維持以海堤為界 (H02I02)。經本研究訪談溝通， 後二河局表示願意維持原有

的行政程序進行海堤的維護：目前未有新計畫，以維護現有海堤為主，界線沒有

改變也無所謂，這個部份沒有意見，要做計畫再去做申請 (H07I01)。 

與新竹林管處相關的則是保安林與保護區重疊的問題。保護區係依地籍線劃

設，與部份保安林重疊。過去曾因保安林復育之相關工作 (定沙等) 範圍擴及保護

區內而有法令競合的問題 (H02I02)。新竹林管處與工作站的保育官員認為維持原

有程序，需進行相關計畫時，再經保護區主管機關審核即可 (B03F05；B02I02)。 

 

二、保護區範圍調整 

還有其他一些非行政權責問題而應檢討的地方，包含保護區北界、客雅水資

                                                       
36 海堤管理辦法第四條，「本辦法所稱管理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水利署，並由各該海堤所在水利

署所屬河川局執行各項管理事項；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或尤其設

置機關管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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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回收中心外圍、美山觀潮亭以及海山漁港南方淤沙堆置區。 

保護區北界原將海岸防風林劃入保護區內 (H02I05)，但根據經濟部水利署第

二河川局 (2010) 的監測調查，顯示自新竹漁港的北防波堤於 1996 年興建完成後，

漁港鄰近區域淤積作用強烈，漁港往南則逐漸由淤積轉為侵蝕，尤以保護區北界

海岸的客雅溪口港南地區侵蝕 為嚴重，海堤外沙灘與海岸防風林因而逐漸消

失，海岸溼地已經消失，現有保護區界定之範圍已為海域 (H08I01)。近岸處僅剩

二河局施作的工程建築物，維持邊界現狀在生態維護上已無重要性，因此竹市府

保育官員與計畫團隊建議將保護區北界範圍做調整。 

另外一個以生態現況做考量的區域為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外圍。H02 表示

2001 年保護區劃設之初，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正在規劃施工，所以未納入保護區

範圍內。而今其已於 2010 年興建完成，堤防護岸也俱完備後，客雅水資源回收中

心也依照當初的環評承諾於外圍設置臺灣招潮蟹復育區。為能持續保育臺灣招潮

蟹，因此 T05 建議將臺灣招潮蟹沿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外圍的分布區域劃入保護

區內，並列為核心區 (T05I01)。 

美山觀潮亭當初會劃在保護區範圍內，是因為以海堤作為保護區界線之故，

而該區在海堤外。當地里長 L02 指出過去此處垃圾堆積又無政府機關來進行處理，

經民間企業集資才請來包商幫忙整地，太多垃圾亂堆積，找環保局說無法清，那

我就自己來處理，他說好。有企業包商免費幫忙整平，花了四個月 (L02I01)。目

前則由在地社區自行經營管理，為里民活動、泡茶 (L02I01) 或漁民作業前之休憩

地點，竹市府也建置廁所做為腳踏車活動的休憩站。由於林務局的長官下來看的

時候，他是覺得你們說這個地方它是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或保護區好像也很怪，

因為整個都是水泥，整個都鋪柏油什麼的 (H02I02)，L02 亦認為社區活動的場域

在保護區內極不方便，因此希望能夠調整範圍，就是以後想要做什麼不好做，所

以我希望它撤掉 (L02I01)。回應在地社區的意見，竹市府保育官員 H02 倒是對於

這個區塊是否在保護區內沒有太大的意見，但其考量到此區目前屬於未登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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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列入保護區範圍內：第一，不會有單位去登錄撥用，容易形成無人管理的狀

態 (H02I02)；第二，其為未登錄地，因此沒有地籍線，無論在地圖或現場管理上

皆不易區別，何況此處算是填土造陸，H02 擔憂以後可能會擴大這個地方的使用

面積進而影響保護區，他之後你說劃出保護區，之後開始變大了，蠶食鯨吞變大

了之後，你還要說他不是保護區嗎？因為他界線不明，他的麻煩是界線不明 

(H02I02)。然在告知在地社區這樣的困境後，L02 指出在地社區沒有辦法處理這樣

的問題，那沒辦法，那是國有地，你叫我跟他租我才不要，還要花錢划不來，以

現況可以使用就可以了 (L02I01)。因此雙方妥協維持現況，竹市府亦將其視為既

有之建設、土地利用或開發行為 (H02I02)。 

位於保護區南邊的海山漁港，係依海山潮溝出海擴建而成的後潮港，目前僅

能依賴潮溝所形成的航道進出，因長年受漂沙影響航行，並容易淤積，需定期疏

濬 (H05I01；L16F11)。清淤撈起的淤沙因無法取得適當的棄置地點，權宜之下堆

置於漁港南邊保護區內。而在原有的保育計畫書當中也提及應予與審核漁港疏濬

之海沙堆置計畫。然在地漁會幹部 L16 指出每次疏濬皆要經竹市府審核，希望能

由保護區內劃出一塊淤沙堆置區以供漁港使用，在南堤往南兩三百公尺劃出 (保護

區)，以後海山漁港要疏濬也不會打擾到三百公尺以外的動物 (L16F11)。但竹市府

站在生態角度上考量，認為不應將此區域畫出保護區，仍應照舊以計畫審核方式

進行，才能將淤沙堆置對保護區的影響降到 低，如果我們藉由他是在區內，然

後來做計畫的審查，我們還可以要求他去調整出一個位子影響可能是相對小的地

方，可是今天如果把整個權力放出來的話，他們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H02I02)。因

此，計畫團隊認為此區應維持於保護區內，以法令限制與規範，俾利於完整維護

保護區周邊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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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分區的調整 

分區規劃是一種經營管理的工具，沒有固定的使用方式，可視各地需求進行，

將空間劃分，訂定不同的管制項目與強度，重點原則在於考量資源分布狀況，並

在公開的過程中取得權益關係人的共識，解決不同使用的衝突，以促進多元的經

營管理目標 (Amend et al., 2003; Geneletti & Duren, 2008; Lockwood et al., 2006; 

MacKinnon et al., 1986; Thomas & Middleton, 2003)。分區規劃指涉保護區的設計，

而設計會影響後續的經營管理規劃，Amend et al. (2003) 將分區規劃列為經營管理

計畫書的一部分，認為分區規劃雖可獨立成項，但與其他經營管理規劃部份互有

連結。顯示經營管理規劃前應衡量保護區的整體設計是否恰當，而這個委託研究

案 大的重點即是保護區的分區調整，其不僅牽涉到生態作用力與保護區範圍、

保育對象與管制事項的釐清，也在因應 RAPPAM 評估結果所指出的設計與規劃問

題。 

 

一、各分區定義 

由於分區規劃應視各地方需求進行，不同的背景脈絡會訂定不同的分區，因

此各地對於各分區的劃分定義與管制就會有所不同。就好比同樣在臺灣，國家公

園法明訂國家公園可依區內現有土地利用型態與資源的特性進行分區，可分為一

般管制區、遊憩區、史蹟保存區、特別景觀區以及生態保護區五種分區37。而自然

保護區、自然保留區與野生動物保護區等其他類型保護區當中，僅野生動物保護

區於野生動物保育法施行細則中提及野生動物保護區可分為核心區、緩衝區與永

續利用區38。表示即便在同一國家當中，有不同保護區，也可有數種不同分區的方

式。雖然野生動物保育法施行細則提出可進行分區，但對於各分區的定義與管制

                                                       
37 國家公園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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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野生動物保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劃定

之野生動物保護區，得分為核心區、緩衝區及永續利用區，分別擬定保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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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提供明確的指引，主要是因為管制影響民眾的權利，理論上影響到民眾權利，

依行政程序法這個也是不合法的 (T01F12)。顯示在臺灣，各分區的定義劃分與擬

訂的管制事項，各地亦可依其狀況自行處理，所以這個部份市府可以自己做決定，

理論上母法沒有的，相關主管機關除非他硬要用行政措施，這要看市府的決策 

(T01F12)。 

而在學理上，分區類型主要可分為核心區與緩衝區，核心區應應呈現保育價

值與目標對象 (Sabatini et al., 2007)，除了科學研究外禁止進入，而緩衝區為作為

緩衝，基本上允許合理、有限度的使用，另可依據限制程度再細分為不同的區域 

(Lockwood et al., 2006)。針對此保護區，竹市府前保育官員 H04 不斷強調分區重新

規劃應從兩種角度來進行，一是從資源狀況來檢視，要符合保育目標；另一則以

人為主，考量主管機關、當地民眾、漁民、遊客等多方想法 (H04F05；H04F07)。

回顧過去此保護區分區規劃的原則，由 H02I01 的語談中可以發現，原有的分區規

劃將重要的生態區域劃設為核心區 (H02I01)，而緩衝區與永續利用區的劃設則依

照在地社區的使用範圍做調配，主要是比較配合民眾的使用習慣，就是他們主要

是在這區活動，所以我們就把這邊劃成永續利用區，其他地方就做緩衝 

(區)(H02I01)。計畫團隊主張這次的分區重新規劃延續過去的原則，明確定義各分

區的定義與管制強度：核心區以生物多樣性高的地方或標的物種的分布位置進行

劃設以凸顯資源的珍貴性 (H02I01；T01F08)，核心區裡面等於有一個區域存在你

在做經營管理的時候是有標的物種……訂生物多樣性，那就找一個生物多樣性最

高的地方 (T05F06)，其管制強度應該要 強，禁止一切人類活動干擾 (H02I01；

T05F11)；而為降低核心區可能產生的衝突，範圍或可小一點，核心區大家都不要

去抓，但範圍小一點 (H04F11)，同時為減少民眾進入核心區的可能性，選擇不易

進入的地方  (A08F06；T05F09)。緩衝區則作為核心區與永續利用區的區隔 

(T05I01)，接受在地社區的傳統漁撈採集活動，但禁止遊客進入，緩衝區可以畫大

一點，漁民可以進去抓，遊客不能進入 (H04F11)。而永續利用區除可允許在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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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傳統漁撈採集活動外，亦鼓勵遊客以正確的方式使用以帶動地方發展，永續

利用區就可以盡量鼓勵大家去利用、玩，用對的方法去面對，還是有保護區的架

構在，也可帶動地方的發展 (H04F11)。 

在各分區劃分概念確立之後，亦須考量現場分區界線之辨識。適當的界線表

示在地社區、遊客以及保護區的員工無論在地圖或在現場皆能明瞭界線的位置 

(Ervin, 2003a)，因此現場界線如果不明確則實際難以進行管理 (H04F07)。界線的

設置如同保護區邊界一樣， 好能有自然的地理界線 (MacKinnon et al., 1986)，如

此不但在地圖上清楚易辨別外，在現場的經營管理當中也較為容易判釋 (Ervin, 

2003a)。但是此保護區位於海岸，區劃的界線都與海岸線垂直，區與區之間未能有

自然地理界線，因此未來可考量設立界樁以增加現場的辨識 (A07F07)。此外，竹

市府保育官員 H02 指出，明確的座標是必備條件，分區界線以同一緯度為佳，現

場巡護人員可藉由 GPS 於現場直接判釋 (H02F07；H02F10)。 

 

二、原核心區設置的適宜性 

每個保護區的劃設、經營管理與評估皆需要有足夠的基礎資料支持，才能做

出正確的判斷 (Bertzky & Stoll-Kleemann, 2009; Lockwood et al., 2006; Thomas & 

Middleton, 2003)。一個保護區若具有足夠的基礎資料，表示此保護區的生態狀況

主管機關或學者專家皆能有相當地瞭解與掌握，才能夠進行適當的經營管理工

作。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自 2001 年指定客雅溪口為核心區，竹市府保育官

員 H02 指出當時 (2001 年) 相關研究甚少，資源分布位置亦不清楚，當初我們劃

設的時候基礎資料並沒有很豐富，比如我們有一些相關的規劃報告裡頭會把以前

相關的調查資料做引用，可是那個都是說香山溼地有什麼，你看不出來他在哪裡 

(H02I01)，僅認為流至香山溼地的 大條河川為客雅溪，其溪口又屬河口生態系，

河川帶來的大量有機物質會於河口沈澱，生產力高，因此孕育大量底棲生物，因

而多樣性高 (溼地保護工作委員會，1994)，此區因此劃為核心區，當初劃設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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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基礎資料並沒有很豐富，我們認為這個區域最重要，因為我們覺得說是河口

的生態系 (H02I01)。 

而此保護區自 2001 年劃設到現在，相關研究調查持續累積資料 (表 5-4)，主

要包含鳥類、蟹類與底棲等生物多樣性調查及水質監測等。自保護區成立以來，

每年皆由新竹市野鳥學會進行鳥類調查，針對保護區內的鳥類種類與數量進行記

錄。蟹類的調查則於 2002 年新竹市野鳥學會進行鳥蟹資源調查，釐清保護區內十

大優勢蟹種的分布；在 2003 年則特別針對臺灣招潮蟹進行研究， 2005 年至 2007

年於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外圍進行臺灣招潮蟹復育的監測研究；2009 年至 2010 年

蟹類調查則與鳥類監測計畫合併進行，調查範圍以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外圍為

主，記錄觀察到的蟹類種類與數量，並特別針對臺灣招潮蟹。保護區內底棲的多

樣性調查研究僅於 2004 年進行。水質監測則在 2005 年至 2008 年於保護區內進行。

因此，在這幾年研究調查監測的進行下，主管機關對於整個保護區的生物資源狀

況與分布位置已較為瞭解。現在可能經過這幾年，當然主要是老師、荒野協會，

就是保育團體他們的努力，所以我們對這邊的狀況有更多的瞭解 (H02I01)。 

 

表 5-4 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歷年研究調查 

年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主持人) 

2002 
鳥蟹資源調查 新竹市野鳥學會 

生態保育對策及紅樹林調查研究 陳章波 

2003 
生物資源調查及溼地經營管理規劃試作 新竹市野鳥學會 

臺灣招潮蟹研究 中央研究院 (謝蕙蓮) 

2004 
新竹市香山溼地生物多樣性調查研究 新竹教育大學 (楊樹森等) 

南港水塘環境調查 新竹教育大學 (楊樹森) 

2005 

新竹市南港海岸區域復育先驅計畫 唐馨園規劃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金城湖生態系現況與未來棲地改善之可行

性研究 
新竹教育大學 (楊樹森) 

保護區環境生物監測計畫 清華大學 (曾晴賢) 

新竹市南港生態園區委託規劃 中華大學 (李麗雪、郭一羽) 

2005 生態學術研究—大庄紅樹林及海山罟對照 新竹教育大學 (楊樹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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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 區主要底棲蟹類食性及覓食微棲地之研究

2005 

(2 年) 

新竹市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生態復育計畫

分項計畫 3-臺灣招潮蟹 Uca formosensis 幼

苗復育、放苗及監測計畫 

中央研究院 (謝蕙蓮) 

2005 

(3 年) 

新竹市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生態復育補助

計畫分項計畫 2-3：海埔地開發工程預定地

臺灣招潮蟹及其他物種後續監測計畫 

新竹市野鳥學會 

2005 

(3 年) 

新竹市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生態復育計畫

─復育區棲地改善計畫─臺灣招潮蟹及其棲

地研究 

中興大學 (施習德) 

2005 

(3 年) 

新竹市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生態復育計畫

復育區棲地改善計畫（分項計畫 2-1 臺灣招

潮蟹及其棲地研究） 

中華大學 (朱達仁) 

2005 

(4 年) 

新竹市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生態復育計

畫—復育區棲地研究及改善計畫 
中華大學 (陳有祺) 

2006 

重金屬污染調查研究及環境教育教材開發

製作 
新竹教育大學 (楊樹森) 

保護區環境生物監測計畫 清華大學 (曾晴賢) 

2007 

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人類活動影響

分析及管理策略研究 
新竹教育大學 (楊樹森) 

保護區環境生物監測計畫 清華大學 (曾晴賢) 

香山溼地紅樹林清除計畫 荒野協會新竹分會 

2008 

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紅樹林清除計

畫 
荒野協會新竹分會 

紅樹林已清除區後續觀察維護計畫 荒野協會新竹分會 

保護區環境生物監測計畫 清華大學 (曾晴賢) 

金城湖水質改善及夏季低溶氧改進方案研

究 
新竹教育大學 (楊樹森) 

金城湖底泥厭氧改善研究 新竹教育大學 (楊樹森) 

2009 

紅樹林已清除區後續觀察維護計畫 
荒野協會新竹分會 

三姓溪口西區紅樹林清除計畫 

香山濕地鳥類監測計畫 新竹市野鳥學會 

新竹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多毛類及星蟲動

物生物相之時空變異與其棲地特性關聯之

研究 

新竹教育大學 (楊樹森) 

 香山濕地紅樹林清除及效益評估計畫 荒野協會新竹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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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香山濕地鳥類監測計畫 新竹市野鳥學會 

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及其保育計畫

書的檢討與修正 
新竹教育大學 (楊樹森) 

新竹市濱海北區生態調查評估 亞洲大學 (張筱筠) 

 

而根據近年的調查，楊樹森等 (2005) 指出客雅溪口的底棲雖有高豐富度，但

多樣性不高，這邊他的底棲生物的狀況不是最好的，所以他鳥類狀況也不是很好 

(H02I01)。此外，客雅溪口目前多被紅樹林所覆蓋，另根據環保署的水質資料 (2004

年至 2010 年) 顯示，流入保護區的河川中，以客雅溪與鹽港溪出海口的水質污染

狀況 為嚴重，呈現中度以上至嚴重污染39。底質環境亦有所改變 (T05F09)。在

這樣的狀況下，竹市府保育官員 H02 認為客雅溪口沒有特別需保護的對象，人家

問我說為什麼核心區在客雅溪口，我除了講他是河口生態系以外，好像講不出他

那邊有什麼特別的，比如說他那裡有什麼東西是只有那邊有的所以一定要核心保

護下來 (H02I01)。再加上前面已釐清的保育對象水鳥與臺灣招潮蟹，由研究調查

資料的彙整，可以發現主要保育對象水鳥與臺灣招潮蟹的分布位置：鳥類於退潮

時廣泛散布於保護區內的灘地覓食，於漲潮時則主要聚集在金城湖、客雅溪口、

浸水垃圾掩埋場以南至大庄溪口、美山安檢所海邊、海山漁港北側以及海山罟一

帶 (黃宏正，2009)；臺灣招潮蟹則因其棲地要求嚴苛，主要分布於客雅水資源回

收中心外圍與海山罟的高灘地 (尤少彬、張文亮，2010；朱達仁等，2008；黃宏正，

2009)。顯示客雅溪口因生物多樣性不高且不具特殊保育物種，再加上紅樹林遍布

與水質污染，已不適合作為具備生物多樣性高或特殊保育物種分布的核心區，應

該有些東西可能比較在核心區會看到在其他區是看不到的，可是在我們這邊幾乎

沒有這種情形，所以在這個部份你就會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大的意義 (H02I01)。 

 

 

                                                       
39 依據「河川污染程度指標 (RPI)」判定，RPI 指標係以水中溶氧量 (DO)、生化需氧量 (BOD5)、
懸浮固體 (SS) 與氨氮 (NH3-N) 等四項水質參數來計算 (全國環境水質監測資訊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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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類活動範圍 

傳統漁撈採集活動範圍根據楊蕙禎 (2009) 的調查結果 (圖 5-1) 以及本研究

進行的在地社區訪談，可以發現主要的活動範圍為浸水垃圾掩埋場以南到海山漁

港以北的外灘，而蚵架多位於美山安檢所以南至海山漁港以北。當地里長 L03 指

出漁民主要活動範圍在外灘，較少出現於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附近，但因其多藉

由浸水垃圾掩埋場旁的通道進出，認為應至少保留其通道，其實這些活動都是在

外灘附近進行，但就需要這個通道讓他們過去 (L03I01)。 

再者，常發現民眾藉由浸水垃圾掩埋場旁的便道進出核心區從事挖掘貝類與

撈魚的活動 (楊蕙禎，2009)，核心區那裡根本就已經鋪了一個道路，摩托車都已

經可以騎進去 (H02I01)；都用走的，也有開車騎車下去的，像沙灘車、吉普車那

種 (L03I01)。除凸顯民眾不瞭解保護區的範圍與相關管制規定外 (楊蕙禎，2009)，

亦表示核心區的配置不佳，與傳統漁撈採集活動範圍互有重疊，以及保護區的管

制不力。根據客雅溪口生態狀況與人類活動干擾的情形，皆顯示核心區應進行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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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環文蛤、公代與人類活動分布圖 

 (楊蕙禎，2009：78 頁)  

(紅色圓形符號代表環文蛤之分佈，菱形橘色符號代表公代之分佈。星形藍色符號代表進出保護區

人數 多之調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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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制的現況 

核心區基本上禁止進入，但目前多以勸導為主，未嚴格限制民眾進入保護區；

緩衝區與永續利用區皆允許在地社區進行傳統漁撈採集活動，其 大區別在於緩

衝區一人進入便需申請，而永續利用區十人以上進入才需申請，這邊 (永續利用區) 

十人以上要申請，這邊 (緩衝區) 一個也要申請，差只差在這裡而已 (H02I01)。而

現場的巡護，目前有兩名巡護人員，巡護的頻率一天共巡兩次，早上與下午各一

次：一個早上他往北，我往南；下午我往北他往南 (H03I02)。竹市府保育官員 H02

認為在目前的經費40狀況下，巡護強度很難再增強，再加上保護區為開放的地形，

可及性高，應該說我們很難再執行的更嚴格，因為我們的動線真的是到處都可以

進去 (H02I01)。此外，竹市府認為強烈的管制容易遭民眾反彈。所以當保護區為

地方政府所管轄時，若管制事項搭配的行政處罰未能獲得地方行政首長的支持，

實際執行有其困難度：之前我們罰，市長很不高興，我們單位黑了好幾年，他覺

得我們沒有體恤民生疾苦 (H02F10)。竹市府保育官員 H02 指出，此保護區的生態

狀況惡化主因為大環境的改變，例如客雅溪的水質污染 (楊樹森等，2005)，限制

人類的活動並不能解決生態環境惡化的問題，我們主要是大環境惡化，污染、泥

化的問題造成我們的生物物種改變，物種變成單一，在這種情形之下，並不是限

制人的活動可以去完成的 (H02I01)。因此，綜合上述原因，在經費考量、地方行

政首長的支持與否以及人類活動干擾影響較小的狀況下，主管機關寧可採取較為

寬鬆的管制 (H02I01)。也就是說，目前的巡護管制仍會繼續維持現況。 

 

五、分區規劃的確立 

由前述的核心區定義可知，核心區的規劃與劃設應以保育對象的分布位置為

準，但水鳥移動性高，整個保護區範圍內皆有分布，因此，計畫團隊以分布範圍

較為明確的臺灣招潮蟹 (主要分布於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外圍以及南邊海山罟) 

                                                       
40 兩名巡護員皆為臨時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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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核心區劃設依據 (H04F06；N01F06；N02F06；T05F09)。而核心區的大小則考

量現有傳統漁撈採集活動範圍以及主管機關巡護管制的狀況。 後，計畫團隊擬

定兩種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外圍核心區的劃設方式：第一是以浸水垃圾掩埋場通

道以南至客雅水資源回收中心的全部面積 (圖 5-2)，另一則是保留外灘成為緩衝

區，而將核心區範圍縮小 (圖 5-3)。南邊海山罟則因在地傳統漁撈採集活動較少，

而劃設小區域核心區以保護臺灣招潮蟹 (T05F09)。 

而緩衝區與永續利用區的劃分，T05 認為緩衝區應用來區隔核心區與永續利用

區，因此直接考量永續利用區劃設的大小以找出恰當的緩衝區。因此考量在地傳

統漁撈採集活動的範圍，以固定與明顯的蚵架作為永續利用區的區隔界線

(T05F09)，以美山觀潮亭以南至海山漁港以北作為永續利用區，其餘皆為緩衝區。 

 

 

圖 5-2 方案一：新舊分區對照圖 

(左為舊分區，右為新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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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方案二：新舊分區對照圖 

(左為舊分區，右為新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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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重要工作項目的確立 

經營管理規劃應在目標確立之後，針對目標並回應威脅壓力來擬訂恰當的工

作項目 (Margoluis & Salafsky, 1998)，同時考量工作項目的優先性以及可行的資源

分配 (Sutherland & Hill, 1994)，以指導後續的經營管理工作。由於 RAPPAM 經營

管理效能評估原本便可釐清威脅壓力，臺灣的調整則針對各項威脅壓力提出因應

措施，並在評估後依性質將因應措施歸類成重要工作項目。 

 

一、重要工作項目的重新釐清 

依 2008 年 RAPPAM 經營管理效能評估結果，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的

威脅壓力包含開發壓力、水污染、非法獵捕、紅樹林擴張、海岸地區規劃設計不

適、社區反對、人力與經費不足以及其他 (遊客壓力與管制不一)(盧道杰、趙芝良，

2008)。計畫團隊內部討論這些威脅壓力時，除釐清水污染與紅樹林的擴張狀況外，

增列底質泥化與底質重金屬污染兩項威脅壓力 (T05F09)，也討論了針對這些威脅

壓力的可能因應措施 (表 5-5)， 後再分類因應措施。因應措施的分類方式係先針

對各項因應措施給定實際工作項目的性質，例如威脅壓力中「開發壓力」的因應

措施包含「狀況瞭解 (人文經社、生計考量等研究) 及資源有限性的瞭解與釐清」，

這項因應措施屬於「調查研究」的工作內容，因此將其列於「調查研究」的工作

項目中；又如另一因應措施「不同單位的橫向溝通，結合其他處室 (尋求友善生態

的發展方式)」未來應加強溝通，則將其列入「加強不同單位橫向溝通」的工作項

目當中。 後以相同的工作項目名稱進行彙整。此外，回顧 2008 年至 2010 年的

在臺灣操作的 RAPPAM 評估結果發現，其新增的重要工作項目僅回應威脅壓力，

卻未能針對目標列出可行的經營管理事項。因此，本研究將保育對象水鳥與臺灣

招潮蟹的調查監測機制列入重要工作項目「調查監測」中，環境教育推廣則獨立

為一工作項目，並列出細部內容 (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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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威脅壓力與因應措施 

威脅與壓力 可能的因應措施 

開發壓力 

漁港海堤建設 (港南海堤、海

山漁港)；北邊鄰近的海埔新

生地開發；海山漁港的淤沙

堆置；觀光遊憩發展 (廁所、

景觀亭、道路)；風力發電機

組的設置；廟宇建築的侵建

等 

狀況瞭解 (人文經社、生計考量等研究) 及資源有

限性的瞭解與釐清 

不同單位的橫向溝通，結合其他處室 (尋求友善生

態的發展方式) 

教育、與社大合作、社區林業計畫 (環保意識提高、

主動宣導…) 

爭取在地支持 (漁民意見與立場宜優先) 

建設前做效益評估、區域考量 

位階提高 

水源污染 

主要為客雅溪、鹽港溪；科

學園區排放水雖然符合於放

流水標準，但是否含有特殊

有機物質目前並未明確掌握 

(如，種類、揮發與否、物質

的生物毒性、分解過程、生

物蓄積放大及環境背景含量

等)。 

定期檢測公布水質資料 (現況：多單位監測選擇性

公布) 

建立保護區水源污染監測機制網絡 (整合現有相關

單位的監測點位，並考量新設監測點) 

委託計畫釐清污染源 (垃圾掩埋場、飛渣、科學園

區、周遭工廠等) 

科學園區排放水有機化學物污染物質分析、生物毒

性及生物蓄積研究分析 

位階提高 (許多問題可一併解決) 

社區參與環境保護巡護 

科學園區企業認養保護區經營管理的推動 

底質泥化 
水文模式的建立及底質粒徑的監測 

探討底質泥化造成的原因及因應措施 

底質重金屬污染 

定期的監測了解其分布狀態，監測重金屬在生物體

內蓄積含量變化 

高污染區定位，加強監控及設法整治 

紅樹林擴張 
研究紅樹林擴張模式及因素，抑制現有紅樹林的擴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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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中長期因應措施及計畫 

考量保育團體與在地結合清除紅樹林 (僱用當地民

眾) 

非法獵捕 

外勞非法撈捕 

外客聞名來抓 

加強巡護、志工協助加強勸導、鼓勵社區參與巡守

與舉報 

宣導污染毒害影響 

設置外文解說告示牌 

社區民意支持度低 

紅樹林阻擋排水口 

管制在地居民在海邊的休閒

與遊憩行為 

申請手續繁複 

考量釐清與在地資源使用 

加強教育宣導：合辦活動、主動接觸引導其自主性、

對民眾正面部分可宣導強調 

輔導推廣生態旅遊 (社區林業計畫)、內政部營建署

溼地巡護計畫 

清除紅樹林 (僱用當地民眾從事紅樹林清除作業) 

簡化管理行政流程 

人力、經費不足 

社區、保育團體、志工 

位階提高 

私人企業贊助 

其他 (管制措施、遊客壓力) 

管制措施可再檢討、簡化管理行政流程 (名冊、隨

時登記) 

釐清遊客壓力，具體研擬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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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重要工作項目與因應的威脅壓力 

重要工作項目 細部內容 因應的威脅與壓力 

紅樹林清除 

抑制現有紅樹林的擴張 

紅樹林擴張、社區民意

支持度低 
擬定中長期因應措施及計畫 

考量保育團體與在地結合清除紅

樹林 (僱用當地民眾) 

加強巡護管理 
設置外文解說告示牌 非法獵捕 (外勞非法撈

捕、外客聞名來抓) 志工協助加強勸導 

與社區互動 

爭取在地支持 (漁民意見與立場

宜優先) 
開發壓力 

鼓勵社區參與巡守與舉報 

非法獵捕 (外勞非法撈

捕、外客聞名來抓)、水

源污染、人力不足 

輔導推廣生態旅遊 (社區林業計

畫)、內政部營建署溼地巡護計畫

開發壓力、社區民意支

持度低 

考量釐清與在地資源使用 

社區民意支持度低 加強教育宣導：合辦活動、主動接

觸引導其自主性、對民眾正面部分

可宣導強調 

教育訓練 訓練、巡護、參與活動、宣導 

開發壓力、水源污染、

非法獵捕 (外勞非法撈

捕、外客聞名來抓)、社

區民意支持度低 

調查監測 

鳥類調查監測 
 

臺灣招潮蟹調查監測 

定期檢測公布水質資料 

水源污染 建立保護區水源污染監測機制網

絡 (整合現有相關單位的監測點

位，並考量新設監測點) 

底質粒徑的監測 底質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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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污染區定位，加強監控及設法整

治 
底質重金屬污染 

定期的監測了解其分布狀態，監測

重金屬在生物體內蓄積含量變化 

調查研究 

基礎資料 (人文經社、生計考量、

遊客數、總量管制等研究) 

開發壓力、其他 (管制措

施、遊客壓力) 

資源有限性的瞭解與釐清 
開發壓力 

效益評估 

委託計畫釐清污染源 (垃圾掩埋

場、飛渣、科學園區、周遭工廠等)

水源污染 科學園區排放水有機化學物污染

物質分析、生物毒性及生物蓄積研

究分析 

水文模式的建立 

底質泥化 
探討底質泥化造成的原因及因應

措施 

研究紅樹林擴張模式及因素 紅樹林擴張 

管制措施檢討 
管制措施再檢討 社區民意支持度低、其

他 (管制措施、遊客壓

力) 簡化管理行政流程 

加強不同單位橫向

溝通 

不同單位的橫向溝通，結合其他處

室 (尋求友善生態的發展方式) 
開發壓力 

尋求私人企業贊助 
科學園區企業認養保護區經營管

理的推動 
水源污染、經費不足 

爭取提升認同支持

層級 

其他機關重視度提高、促進橫向聯

繫 

開發壓力、水污染、人

力、經費不足 

環境教育推廣 

舉辦環境教育活動 

 建置解說教育場域 

出版解說及環境教育的媒體 

輔導在地社區推廣生態旅遊 
開發壓力、社區民意支

持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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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執行的人力與經費狀況 

由於資源有限，經營管理效能評估方法中，以 RAPPAM 為重視優先順序的

排定 (Ervin, 2003a)。雖其排定的優先以保護區為單位，但亦顯示應在有限的資源

下執行 為重要的工作。竹市府保育官員 H02 即不斷強調，此保護區 大的限制

為人力與經費，我們這邊因果關係絕對是人跟錢……我的意思是說這個絕對是執

行面最現實的問題 (H02I01)，即使知道應進行哪些經營管理工作，也需要在可能

的範圍內才能執行。因此本研究先釐清人力與經費狀況。 

首先，在人力資源方面，竹市府僅有一位承辦人，主要處理行政上的業務，

負責保護區的經營管理與規劃 (羅欣怡，2011)，亦須支援其他業務，非專司負責

保護區經營管理。巡護與研究監測等其他經營管理工作則由臨時雇工或委外計畫

來執行。 

經費方面，本研究彙整歷年保護區投入的經費與來源 (表 5-7)，可知每年經費

主要來源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以下簡稱林務局) 與竹市府的自籌款。自籌

款是配合林務局規定，市府需自籌 1: 9 的比例款項，來搭配項林務局給定的經費，

以進行保護區的經營管理；這樣的比例大約從 2010 年才開始遵循，之前的比例比

較不一定，大概從 2010 年開始遵循這個比例，之前沒管那麼嚴 (H02I09)。此外，

營建署於 2007 年將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列入國家重要溼地，提供竹市府額

外的經費來源。由表 5-7 可以發現保護區的經費來源以林務局為主，竹市府經費自

籌部份比例不高，而營建署的補助性質又以計畫申請為主。因此，當林務局減少

經費補助則保護區便難以執行經營管理工作，我講個很現實的問題，我們地方自

己編不出錢來，所以我們一定是靠中央補助 (H02I01)。由於每年林務局撥給的經

費總額多不固定，並有減少的現象，在經費多依靠林務局補助的情況下，市府較

難預測未來經費預算的多寡，增添經營管理規劃的不確定性。竹市府保育官員 H02

亦提到未來林務局與重要溼地補助計畫會合併，但經費卻減少，我目前手上兩個

計畫就是保護區跟重要溼地，明年會合成一個，我的錢少了一半 (H02F10)。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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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乃在地主管機關難予預測的部份，因此如何在有限的資源進行有效的經營管

理則是一大考驗。 

 

表 5-7 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歷年經費 

年份 林務局 竹市府 合計 

2002 1,694,986 286,240 1,981,226 

2003 1,536,175 650,064 2,186,239 

2004 3,160,576 484,732 3,645,308 

2005 2,646,694 750,187 3,396,881 

2006 2,678,237 506,800 3,185,037 

2007 3,831,993 622,499 4,454,492 

2008 3,167,000 462,442 3,629,442 

2009 3,430,000 50,000 3,480,000 

2010 2,000,000 222,000 2,222,000 

註：林務局 2004 年至 2007 年的經費包含補助保護區與生物多樣性計畫，竹市府 2004 年與 2005

年包含補助保護區與生物多樣性計畫。此表並未包含營建署補助經費。 

 

三、每年基本支出 

接著，釐清此保護區歷年的基本支出，推估此保護區每年扣除基本支出後，

可委外執行計畫的經費狀況。竹市府保育官員 H02 指出此保護區一年的基本人事

業務費為 20 至 30 萬，包含宣導品等，加上志工培訓等相關的支出則約 20 至 25

萬 (H02I08)，共約 55 萬。而 H02 特別強調巡護是每年必須進行的工作項目，像

我就會覺得巡護管理真的是非常重要 (H02F10)，每年約花費 60 至 62 萬。因此，

將基本人事業務費、志工與巡護列為每年皆須執行的工作項目，其支出約近 110

萬。若未來林務局補助的經費可能減少，以 2010 年的經費總額為基準，扣除每年

基本支出，約剩 120 萬，剩餘經費可委外執行的計畫項目則因此相當有限，工作

項目設定優先也因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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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定工作項目的優先性 

本研究彙整過去五年執行計畫的項目 (表 5-8)，發現每年皆會執行的工作項目

為鳥類調查監測；臺灣招潮蟹相關監測與研究則僅於 2005 年至 2007 年進行；水

質調查監測也僅 2005 年至 2008 年執行；而紅樹林的清除則從 2007 年開始到 2010

年。此外，竹市府保育官員 H02 表示，當年若有額外經費時，則會諮詢長期於此

保護區進行研究的學者要做哪些調查研究 (H02F09)，因此每年皆有其他不同的研

究調查項目。由過去的工作項目與重要工作項目 (表 5-6) 做比對，可以發現過去

執行的項目以紅樹林清除以及調查監測與研究為主，竹市府保育官員 H02 表示這

些工作項目為保護區主管機關必須自行執行，因此列入工作項目的優先，在保育

計畫裡頭把一定是我們做的事情優先 (H02F10)。因此，未來的工作項目仍會以紅

樹林清除以及調查監測與研究為優先選擇。 

 



112 
 

表 5-8 2005-2010 年計畫項目 

年 項目 

2005  鳥類調查監測 

 臺灣招潮蟹復育監測、棲地研究、改善 

 保護區環境生物監測 (水質) 

 大庄、海山罟底棲蟹類研究 

 南港海岸復育 

 金城湖生態系研究 

 南港生態園區規劃 

2006  鳥類調查監測 

 臺灣招潮蟹復育監測、棲地研究、改善 

 保護區環境生物監測 (水質) 

 重金屬污染調查研究、環教教材開發 

2007  鳥類調查監測 

 臺灣招潮蟹復育監測、棲地研究、改善 

 保護區環境生物監測 (水質) 

 紅樹林清除 

 保護區人類活動分析與研究 

2008  鳥類調查監測 

 保護區環境生物監測 (水質) 

 紅樹林清除與清除區之維護 

 金城湖水質與底泥改善研究 

2009  鳥類調查監測 

 紅樹林清除與清除區之維護 

 多毛類與星蟲動物之研究 

2010  鳥類調查監測 

 紅樹林清除與效益評估 

 保育計畫書修正 

 濱海北區生態調查 

 

回顧過去曾執行的工作項目，鳥類調查自此保護區設立以來每年皆進行：目

前是一年約 20 到 40 萬 (H02I08)，H02 指出未來仍會將鳥類調查列為工作項目以

持續累積鳥類資料，但會考量計畫執行的狀況，找出 為節省經費的方式：鳥會

目前有四季鳥調，但因為他們討論的部份一直都比較弱，資料是不是可用還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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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不然可能會想說直接跟他們調四季鳥調的資料就好，節省經費 (H02I08)。臺

灣招潮蟹的部份，H02 提到 2005 年至 2007 年有做調查研究是因為客雅水資源回

收中心的補助，後來因為蟹類調查所需經費頗為可觀，所以未能在委託計畫 

(H02I08)。因此，H02 表示列入每年執行的工作項目中，但與底棲等其他生物調查

同列，每年輪流做不同的生物種類。也許不會有特別計畫支援，應該說是一個觀

察關注的對象，可能不會有定量的調查，可是會做觀察。定量也許會一段時間才

做，幾年才做一次這樣 (H02F10)。於 2005 年至 2008 年皆進行的水質監測，H02

認為效果不彰，因此未來不會將水質監測列入工作項目中，水質監測之前做了沒

什麼用，因為測的都是最基本的……這樣根本看不出什麼變化，目前僅依靠環保

署在河口的水質監測資料……未來不會想要進行水質監測的部份 (H02I09)。而紅

樹林清除，H02 認為此為現階段主要的工作，預定未來的幾年都會執行，範圍以

新分區規劃之核心區為主 (H02I05)，並維護已清除區域，設法減少維護成本與進

行研究 (H02I08)。因此，鳥類調查監測、蟹類調查以及紅樹林清除皆列入未來的

工作項目當中。由上述可以發現，主管機關藉由過去執行成效與花費的經費狀況

來衡量未來的工作項目優先性排定，不但希望能持續地累積資料，並找出 為節

省經費的方式進行，所需經費較大的項目便因此不會每年進行。 

除了檢討過去執行的計畫，找出仍需持續進行的工作項目外，計畫團隊認為

工作項目的優先應能因應 為嚴重的威脅壓力。由整個保護區的威脅壓力，水源

污染、紅樹林擴張、底質泥化與底質重金屬污染看來41，共同的因子為水。其中威

脅程度較為嚴重的紅樹林擴張，計畫團隊指出若能進行水文研究，便可以釐清底

質的變化狀況，以預估紅樹林擴張的趨勢以及底棲生物相的狀況，其影響未來經

營管理的決策與效益，如果你要正本清源去談植群、底棲生物相的趨勢，也許可

以考慮；會影響到我們是不是有幾年的時間可以因應 (T01F10)。羅欣怡 (2011) 彙

整臺灣溼地型保護區的基礎資料時，也曾提及水文研究的相關資料應視為溼地的

                                                       
41以 IUCN-CMP 保育威脅分類進行重新歸類，排除經營管理面 (羅欣怡，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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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項目。因此，水文研究應為 優先的工作項目。但竹市府保育官員 H02 卻指

出：沙源不見得釐清了就有辦法解決沙源問題，這個希望漁業署單位來進行，因

為淤沙會影響漁業使用，又是筆大錢，希望上面能有一個政策引導我們應該怎麼

做 (H02F10)。顯示尺度與經費較大的研究應有上級主管機關以政策進行整合，然

目前的狀況，主管機關雖認同水文研究的重要性但所需經費龐大，因此僅能待經

費充裕時執行， 後仍列入工作項目中並將執行頻率設為其他 (H02I08)。 

而列於重要工作項目表中的其他項目，環境教育推廣的部份為回應目標則皆

列入工作項目中，H02 指出每年都會推廣生態環境教育，但經費可能有其他計畫

支援 (H02I08)；舉辦環境教育活動與出版解說與環境教育媒體則視需要經費狀況

而定，因而執行頻率為其他 (H02I08)。此外，，H02 特別指出底質粒徑監測、重

金屬分布位置監測以及生物體內重金屬蓄積含量調查這三項調查監測與研究項目

可合併為一計畫列入工作項目中，希望五年進行一次 (H02I08)。而其他未列入的

工作項目：如社區互動，H02 認為應每年進行，但可不列入工作項目中，我會覺

得說這個部份不一定要列入重點工作項目，可能不用特別設定目標今年要怎麼樣

去做溝通什麼的 (H02F10)。教育訓練則可能有別的計畫支援而不予優先考量 

(H02F10)。管制措施檢討已於本研究處理而不納入項目中。加強不同單位橫向溝

通與爭取提升認同支持層級則除於本研究執行外也應持續進行 (H02F10)，尋求私

人企業贊助的工作項目也不被列入保育計畫書當中。 後選擇列出的工作項目如

表 5-8。 

本研究發現，會被主管機關列入工作項目的，以需編列經費委外進行計畫且

直接回應目標與嚴重的威脅壓力的項目為主，如鳥類調查監測與紅樹林清除；而

可由主管機關內部自行執行的，如巡護、與社區互動、教育訓練、加強不同單位

橫向溝通、尋求私人企業贊助以及爭取提升認同支持層級等，則不會列入工作項

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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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工作項目執行頻率 

執行頻率 工作項目 備註 

每年 

基本業務費  

巡護  

志工  

鳥類調查監測  

紅樹林清除區維護  

棲地改善 (清除紅樹林等) 與研擬後續

因應措施 
 

推廣生態環境教育  

相關生物調查 (蟹類、底棲等) 每年輪流做一項目 

五年一次 

底質粒徑監測  

重金屬分布位置監測  

生物體內重金屬蓄積含量調查  

其他 

水文模式建立及水污染來源釐清  

舉辦環境教育活動  

出版解說與環境教育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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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RAPPAM 在臺灣的適用 

第一節 評估流程 

比對RAPPAM與在臺灣操作的流程 (以舉辦兩次工作坊為例)(圖6-1)，主要有

以下幾點的差異： 

 

 

圖 6-1 RAPPAM 操作流程比較 

 

一、評估範疇 

從開始的選定評估範疇，一次評估中涵蓋的保護區數量便有差異， RAPPAM

因其為系統性評估方法，因此一次評估多個保護區；臺灣將 RAPPAM 使用於個案

決定評估範疇 

分析現有資訊 

執行 RAPPAM 問卷 

結果分析 

後續行動與建議 

RAPPAM 操作流程 在臺灣的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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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一次僅評估單一保護區。由挖子尾與關渡兩個個案可以發現，評估的對象

範疇不僅包含單一保護區的法定範圍，也企圖以較大的生態尺度釐清整個保護區

應有的範疇。Lockwood et al. (2006) 認為某些環境的議題應站在生態的尺度下檢

視，超越法律的界線與權責並將所有牽涉的因子納入討論，這樣的方式不僅能與

權益關係人有完整的溝通，亦可藉此整合社會、經濟與環境等面向，更有助於完

整且有系統地發展策略以處理威脅壓力。尤以關渡個案的評估結果 為明顯，因

自然保留區與自然公園緊鄰，亦屬於同一水系，再加上鳥類的移動力強，彼此之

間有生態上的互動，因而擴大評估的範疇，結果也確實顯示將評估範疇尺度拉大

經營管理效能較佳，呈現評估範疇擴大的適當性。因此，藉由這些個案顯示，評

估範疇不應限於原有保護區的法定範圍，應在生態尺度下進行討論 (A12I01)，同

時亦可檢討保護區劃設範圍。 

 

二、權益關係人訪談 

由於 RAPPAM 採用評分的方式進行評估，在評估的保護區數量多時，可直接

以分數進行比較。但在單一保護區評估時，容易將大量豐富的資訊全部簡化為分

數 (Hockings et al., 2006)，而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可要求受訪者針對分數做解釋或

補充 (Hockings, 2003)。所以，RAPPAM 強烈建議採用參與式取徑進行評估，以獲

得較為準確與詳盡的資料，亦指出當評估的保護區數量少於六個時，應注重質性

資料的收集 (Ervin, 2003a)。而為了補充與收集較多細緻的資料，RAPPAM 在臺灣

多進行了權益關係人的訪談。雖 RAPPAM 方法學曾提及可依各國之背景脈絡進行

權益關係人的個別訪談，然在國外的案例中，也僅有評估保護區個案數 少的不

丹進行訪談，但其訪談以 RAPPAM 問卷為主。在臺灣的操作又比不丹來得細緻，

因為我們不僅訪談 RAPPAM 問卷，也收集權益關係人對於保護 (留) 區的相關意

見，使其於工作坊上容易快速凝聚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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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資料 

RAPPAM 注重現有資訊的分析；在臺灣則除現有資料分析外，藉訪談權益關

係人以獲得質性資料，包含威脅壓力與經營管理等相關意見與資訊， 後統整現

有與田野資料以編纂成會議資料，以臺灣各類型保護 (留) 區經營管理計畫書的法

定格式為依據，提供作為工作坊上參與者的參考。 

RAPPAM 方法學中將威脅壓力資料視為現有資料，其多應呈現於經營管理計

畫書中，然臺灣保護 (留) 區的威脅壓力需藉由訪談才能進一步釐清，顯示經營管

理計畫書格式相當不注重這個部份，也顯現臺灣保護 (留) 區經營管理計畫書格式

未能串連經營管理邏輯的問題。因此，在新竹個案，計畫團隊將其格式調整後，

會議資料的資訊以及評估結果往後便更容易直接回饋至經營管理規劃。此外，這

樣的格式與內容調整確能清楚呈現經營管理邏輯，並使其與實際經營管理能有更

強的連結與應對，是作為後續經營管理評估回顧的基礎。 

而在關渡個案，在會議資料中的經營管理投入將北市府於自然公園的努力以

及自然公園本身的投入納入；挖子尾個案，研究團隊亦在評估時即加入其他單位

的努力。Berkmuller (2000) 認為這些與經營管理相關的其他單位投入實不容忽

視，其對經營管理有所影響，因此評估時也不應分開進行。此外，藉由這些個案

彙整其他單位投入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與其他單位的橫向聯繫顯然是臺灣保護 

(留) 區經營管理非常重要的項目，尤其是都會區附近、濱海人類活動多、範疇受

限的保護區，才能夠減少資源的重複，並發揮資源投入的 大效益。 

而藉由新竹個案，研究者發現 2008 年 RAPPAM 經營管理效能評估針對新竹

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編纂的會議資料，在這次的經營管理計畫書修訂發揮相當

的效用。由於其格式依循法定的保育計畫書格式，內容也整理了 2008 年以前此保

護區的狀況，包含保護區背景基本資料、自然環境資源、人文環境與過去執行計

畫項目等，計畫團隊因而減少規劃時資料收集所耗費的時間與成本，並可直接更

新經營管理計畫書的內容。然新竹個案依據 RAPPAM 經營管理效能評估結果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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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管理規劃，因為需要進行分區規劃，重要保育物種以及在地傳統使用的分布

資訊便顯得十分重要。而 2008 年的會議資料僅呈現自然資源的種類與概況，並沒

有特別呈現保育對象的特殊性與重要性，更沒有其分布，在地傳統使用的相關資

料也是相當缺乏。因此，未來若能於評估時便進行保育對象的確立以及彙整分布

狀況，後續規劃則能直接連接。 

RAPPAM 屬系統性評估，因而不需仔細檢討各保護區過去執行的工作狀況，

而對於個案評估來說，檢討過去執行的工作是否恰當是相當重要的。在臺灣，會

議資料的呈現有助於將保護 (留) 區過去工作執行清楚呈現於權益關係人面前，過

去臺灣保護 (留) 區這些經營管理的相關資訊，僅供主管機關內部參考，藉由這樣

的方式，能夠增進資訊透明化，促進權益關係人對於過去保護區經營管理有些瞭

解，以提供未來改進的建議。而無尾港個案因進行第二次評估，因此研究團隊便

以第一次評估結果作為基線資料 (baseline information)，並藉由調整會議資料格式

凸顯五年間的變遷趨勢與經營管理工作，並與基線資料互作比對，才能釐清五年

來投入、過程、產出到成果之間的連結。因此，基線資料的建立相當重要，它是

評估成果的依據，也可以提升評估的效度 (Jones, 2000)。 

由上述可以發現，會議資料的收集與彙整不應僅包含保護區的現有狀況，還

應儘可能包括影響保護區的因素與變化趨勢 (Thomas & Middleton, 2003)，以有基

線資料作為比對。而為了能使會議資料對於後續經營管理規劃更有助益，則須將

保育對象釐清，並呈現其特殊性與重要性，後續經營管理規劃也才能針對保育對

象，予與連貫。 

 

四、IUCN-CMP 保育威脅分類 

臺灣在操作 RAPPAM 時，以開放的方式討論威脅壓力。鼓勵權益關係人廣泛

的談論保護區的經營管理，並直指經營管理上的缺失。藉由新竹個案，研究者認

為開放討論威脅壓力有其優點，除能釐清一般的威脅壓力外，更可顯露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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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問題，例如海岸地區規劃設計不適與管制問題。其中，指涉保護區設計的問

題，可於 RAPPAM 結果當中呈現，但管制問題卻未被涵蓋。而研究團隊在評估工

作坊會後藉由 IUCN-CMP 保育威脅分類將評估討論的所有威脅壓力重新歸類，這

是 RAPPAM 方法學未曾提及的部份。而在國外案例中，僅南非提及為了標準化評

估的結果，因此南非進行評估時自行彙整並列出威脅壓力的項目清單(Goodman, 

2003)，其他國家未曾提及如何進行威脅壓力項目的整合。臺灣引進 IUCN-CMP 的

分類系統，除了可以區隔保護區所遭受的威脅因子與經營管理層面問題，亦藉此

進行威脅壓力的標準化，作為系統評估比較的基礎，易於各保護 (留) 區間甚至國

際間的比較討論。此外，RAPPAM 與 IUCN-CMP 協助保護區釐清威脅壓力後，便

能直接將這些項目列入經營管理計畫書中，如新竹個案，也因此可作為將來評估

的基線資料，如無尾港個案。 

 

五、重要工作項目 

RAPPAM 經營管理效能評估 後需針對結果提供建議，建議可作為後續經營

管理改善的方向與作法。Hockings et al. (2006) 認為評估結果的建議應符合以下幾

點： 

1. 確保建議夠清楚明確，且能實際操作。 

2. 要包含短、長期優先性、時間軸與預算，短期行動則應清楚具體，在時間

與資源限制下可達成。 

3. 要能對經營管理系統有回饋，包含未來計畫、資源分配與行動。 

4. 要聚焦在經營管理者與巡護可執行的行動，必要時則回應超出界線權責外

的問題。 

5. 藉由年度計畫與未來的評估進行監測，確定行動是否有被執行，以及成功

地處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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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幾點，良好的建議應具備針對性，並可直接實際操作，清楚預算分

配優先性，後續藉由持續監測以確認行動的施行。但 Hockings et al. (2006) 也指出

通常評估的建議會很複雜，而不是一系列的工作清單。因此，RAPPAM 僅指出後

續行動與建議應從策略上來改善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由國外案例的結果建議則

可窺知，主要是因為其為系統評估方法，因此需依據所有保護區皆面臨的問題提

出建議，因而無法針對各別保護區。因此，若要在個案評估上能有更多的回饋，

則應依據個別保護區的問題提出因應，並建立清楚與具體可行的建議 (Hockings et 

al., 2006)。 

RAPPAM 在臺灣的操作，其中針對威脅壓力討論可行的因應措施，會後研究

團隊再進行重要工作項目的彙整。新竹個案呈現 RAPPAM 在臺灣操作的流程中的

重要工作項目彙整確有助於經營管理計畫書中工作項目的擬訂，竹市府可以直接

由工作項目類型當中排定未來的工作項目優先。然 RAPPAM 問卷中「10D. 符合

保護區經營管理優先與目標的經費分配」，在評估執行時，實難以釐清背後分配

的原則。以新竹個案為例，重要工作項目的可操作性需考量人力與經費，在人力

與經費有限的狀況下，工作項目的優先因此以因應 為嚴重的威脅壓力以及回應

目標的工作項目為主。工作項目的優先順序排定則幾乎依循竹市府的意見，表示

即便評估能給出具建設性的建議，後續仍需多與主管機關進行溝通協商。此外，

研究者在新竹個案中也發現，在臺灣操作 RAPPAM 提出的重要工作項目僅因應威

脅壓力，未能與目標有所連結。因此，評估後的經營管理規劃，除可從重要工作

項目當中做選擇外，應一併列入回應目標的工作項目，除可串連經營管理邏輯，

未來才可評估成果。 

 

六、操作模式 

RAPPAM 僅提及可藉由工作坊的舉辦進行評估，但未詳述舉辦的次數或方

式。而國外案例的執行經驗大多舉辦工作坊直接進行威脅壓力與問卷，且一次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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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數個保護區，在過程當中較少提及有針對個別保護區進行討論。在臺灣則因為

針對個別保護區進行，需要有較針對以及仔細的討論。因此，在臺灣的操作先召

開一次工作坊，促使各參與者在過程中增進彼此對保護區想法的溝通，也可調和

既有的衝突 (盧道杰、王牧寧、闕河嘉，2008)，獲得共識後再進行威脅壓力與因

應措施的討論。之後，在第二次參與式工作坊召開之前，針對問卷再次進行個別

權益關係人訪談，並彙整權益關係人問卷作答分數以及理由供第二次參與式工作

坊參與者參考。這樣的設計可以細膩化共識決的操作，不但能使權益關係人對於

問卷先有一定程度的概念，並獲得各問項細緻的質性資料，也可避免工作坊中權

益關係人由於評估速度較快而造成思考的倉促，更可降低部份弱勢權益關係人判

斷受其他權益關係人的干擾 (趙芝良等，2010)。由於第一次與第二次參與式工作

坊間常間隔一段時間，第二次參與式工作坊便從第一次工作坊的威脅壓力與因應

措施的結果再確認開始，並呈現重要工作項目。這樣的操作除了能喚起參與者的

記憶外，亦能夠促進參與者重新釐清這些威脅壓力、因應措施與重要工作項目的

恰當性，提出需要修正的地方。 

而在考量保護 (留) 區的背景脈絡後，也有僅訪談一次權益關係人以及舉辦一

次工作坊的操作流程，這樣的操作可以降低評估的投入資源量。但研究團隊的老

師 T04 指出，在操作一次工作坊的過程中，若在權益關係人對於該保護 (留) 區的

脈絡皆不瞭解的狀況下便執行 RAPPAM 問卷，可能會造成結果的誤差 (T04I03)。

而對於一次或兩次工作坊操作的效益，在本研究當中並未處理，僅能呈現臺灣目

前的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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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經營管理規劃的其他議題 

經營管理規劃至少需釐清保護區的重要珍貴價值、威脅壓力、目標以及工作

計畫等議題，在上節中呈現 RAPPAM 在臺灣的操作可協助威脅壓力與工作項目的

釐清，其他議題雖然於 RAPPAM 問卷當中提及，但卻未能深入檢討，本節藉由挖

子尾與新竹個案，討論其他在經營管理效能評估時應深入討論的議題。 

 

一、範圍劃設 

保護區範圍劃設的恰當性應以生態的尺度來思考  (Ervin, 2003a)。而在

RAPPAM 問卷中與保護區範圍界線適當性相關的題項有「5A. 此保護區有長期且

合法的有力保護 (包括所有資源，含礦產、水源、林木，沒有衝突與矛盾)」、「5B. 

這裡沒有相關土地權或使用權的糾紛 (原住民族狩獵採集、土地權；其他政府部

門)」、「5C. 邊界的設定足以達到保護區的目標 (河流、山稜線、圍籬等的設置

是否恰當)」、「6A. 此保護區的位址與保護區的目標一致」、「6B. 此保護區的

規劃及外形能充分保護生物多樣性 (夠大嗎？)」、「6D. 周圍的土地利用使保護

區能有效管理」。這些問項雖皆與保護區範圍劃設相關，但 RAPPAM 問卷先於第

五大題檢討保護區範圍的法規相關問題，而後才在第六大題由生態的層面檢視整

個保護區的設計狀況，與個案經驗的邏輯順序較不相同。 

挖子尾個案顯示，釐清保護區的範圍應先確立保育對象，而若欲進一步理解

物種與資源分布，則應先釐清生態作用力，才能依據生態作用力的變動趨勢來預

估物種與資源分布的變動。對於溼地來說，其形成 主要的元素為水，因此水乃

是影響溼地生態系的關鍵因子，水文影響地理環境分布，然後影響至生物 

(A06F11)。因此，溼地型保護區應有相關的水文資料 (羅欣怡，2011)。挖子尾個

案藉水文相關資料釐清生態作用力以瞭解棲地環境的變化趨勢，並預估保育對象

未來的變遷狀況，在討論的過程中，臺大水工所甚至將尺度拉大，擴及臺北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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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新形成的灘地，以一個較為完整的整體來思量保護區的劃設， 後再依循法規

檢討自然保留區劃設位置與面積大小的恰當性。而新竹個案則可發現，保護區範

圍界線的討論不僅需考量生態現狀亦涉及其他單位的行政權責範圍。 

綜合這些個案經驗可以發現，保護區的範圍應先釐清整個生態的尺度，再考

量實際法規的狀況，與 RAPPAM 問卷先檢視法規適宜再以生態角度檢討保護區範

圍設計的邏輯有所不同。應需先確認保育對象，才能檢討保護區的位址與目標是

否一致；而後釐清生態作用力，理解資源分布狀況以及可能的變遷趨勢，預估資

源變遷狀況，再套上法規以及主管機關的行政範疇，以確立保護區的規劃及外形

是否恰當與檢討邊界的設定問題。 

 

二、目標 

RAPPAM 僅於問卷中「4A. 保護區的目標提供了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與維持」

與「4B. 在經營管理計畫裡明確表列特定的生物多樣性相關的目標 (詳細、特別指

明、直接敘明關鍵 PA 資源-關鍵物種的維持與保護)」提及保護區目標的適當性，

4A 題意過於簡要，雖然 4B 在括號內將一些原則點出，但可能在實際評估上可能

受題意簡要、受訪者主觀判斷以及研究團隊說明不足的影響，而使結果可能不確

實。就如新竹個案，雖然評估結果呈現其目標為優勢項目，但計畫團隊發現原有

的保育目標應屬於廣義的「宗旨」，陳述過於隴統，沒有清楚羅列保育的對象物種、

棲地或生態現象，並缺乏可行性的考量，因此難以與實際經營管理作為相互連結。

因此，其保育目標並未具備詳細、特別指明等特徵，顯示 RAPPAM 在臺灣的操作

可能等影響，而未能確實凸顯經營管理目標的問題。此外，Margoluis and Salafsky 

(1998) 將目標做一完整的定義，其認為一個良好的目標應不僅特別指明關鍵保育

物種的維持於保護，而應描述欲在一段時間內達成的結果，並且包含可量測目標

達成與否的指標，以及要能夠實際操作。基於目標需具有時間性，因此，研究者

認為即使目標為經營管理的優勢也應同時進行檢討修正，後續經營管理才能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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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性。 

然要訂定良好的保育目標，應先釐清此保護區的重要價值特徵與保育對象，

這是保育目標擬定具針對性的基礎，具備針對性後，也才容易設立適當且可行性

高的目標。由新竹與挖子尾個案可發現，保育對象的釐清為首要。新竹個案後續

的分區規劃與重要工作項目也與保育對象息息相關，可以說保育對象的釐清與目

標設立貫穿整個經營管理規劃。挖子尾個案則是確立保育對象後，後續的範圍檢

討才能進行。在 RAPPAM 問卷中，關於保護區的重要價值特徵與保育對象的評估

於第一部份生物重要性與第二部份社經重要性題項進行，但因為此份問卷係針對

系統評估作設計，因此注重保護區間的重要性比較。在單一保護區操作時，容易

受問卷本身設計影響而難以凸顯個別保護區的重要保育價值。因此，RAPPAM 於

個案評估操作應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釐清重要保育對象，並於會議資料當中呈現

其特殊性，若時間許可亦應在參與式工作坊中進行討論，以便於後續規劃時確立

目標。 

而目標牽涉保護區經營管理效能的成果評估，成果即反應了目標是否達成，

因此應有明確的指標以供檢視。而在新竹個案的目標討論當中，雖已依循目標設

立原則重新修訂目標，但其實許多列出來的部份仍屬於工作項目，而不是陳述想

要達成的狀態，因此也沒有明確的指標能夠衡量目標達成與否，這或許是因為資

料上還有缺乏，未來若資料足夠時，或許便能建立更為精確的目標，後續成果的

評估才有依據。 

 

三、分區規劃 

關於分區設計的評估，RAPPAM 僅單以一個題項進行檢討，「6C. 此保護區

的分區系統足以達成保護區的目標」，題意僅提示需衡量分區規劃結果的恰當性，

但其背後應考量許多因素。2008 年 RAPPAM 經營管理效能評估結果呈現新竹市濱

海野生動物保護區此題獲得 2 分，分數偏低。其雖能呈現分區規劃有問題，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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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指出分區規劃應如何進行調整。 

由新竹個案呈現，分區規劃的過程是相當複雜的，需先釐清保育對象與現況

分布，找出應保護的重點位置，再套入在地使用的範圍分布以排除核心區的劃設，

滿足在地使用的需求。上述這些都需要足夠的資源分布與在地使用狀況的資料來

支持，由於新竹個案目前未有細緻的社經活動範圍資料，資料還不算充裕，因此

僅能以概略位置進行劃分。而在初步分區劃分之後需考量實際執行面，除了現場

界線需要明確以外，也要釐清竹市府在巡護上實際可以投入的資源狀況與意願。

後要能充分的與權益關係人進行溝通以獲得共識。 

此外，Ervin (2003b) 指出，在某些保護區當中，分區不見得有其必要性。然

在臺灣，依文資法劃設的自然保留區限於法規而不能進行分區，整個保留區都是

核心區。而在挖子尾個案當中，計畫團隊考量法規上的限制而欲將保留區的範圍

調整排除現有的使用範圍，並在較大的尺度下，以保留區作為核心區，將周圍視

為緩衝區考量整體規劃，也屬於較大尺度的分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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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本研究目的在於釐清RAPPAM在臺灣的操作調整於個案評估上的應用，並根

據關渡自然保留區、挖子尾自然保留區與無尾港水鳥保護區三個執行RAPPAM的

個案經驗來進行補充個案評估的操作，也藉由新竹市濱海野生動物保護區的經營

管理規劃，檢視RAPPAM在臺灣操作方式的效用，並勾勒出「評估結果」與「後

續經營管理」的連結，以增進RAPPAM於個案評估的適用性。 

RAPPAM 是依據 IUCN-WCPA 經營管理效能評估架構所設計，雖然問卷具有

一定的廣度，但其屬系統評估，著重比較保護區間的狀況，因此，評估結果僅能

顯示大致的趨勢，不具個案針對性。雖然 RAPPAM 確實有助於個案釐清經營管理

上的優缺點與保護區的威脅壓力，但這些結果接連至後續規劃仍需要花費一些功

夫。在臺灣，為了能夠深入個案，而在 RAPPAM 操作的程序上進行了一些調整，

包括評估範疇、權益關係人訪談、會議資料的彙整呈現、IUCN-CMP 保育威脅分

類以及重要工作項目。其中，會議資料除可作為評估的參考外，亦可直接用來更

新經營管理計畫書的內容；重要工作項目的整理釐清則可直接作為後續經營管理

的實際工作項目，這兩項調整動作為 RAPPAM 在臺灣操作的評估與後續經營管理

規劃較為明顯的連結。這也顯示，對於個案評估來說，評估結果應提供更為針對

與細緻的資訊，才能夠直接與下一個經營管理循環串連。 

整體而言，未來欲增進 RAPPAM 於臺灣個案評估的適用性，評估範疇不應再

僅限於保護 (留) 區的法定範圍，而需有生態尺度的視角，才能夠適時釐清自然界

的生態作用力與互動，同時檢視保護區的範圍劃設；在評估的過程中釐清保育對

象，後續才有利於目標的確立；於會議資料中呈現基線資料以作為評估的依據；

重要工作項目除須應對威脅壓力外，應列入回應目標的項目。然 RAPPAM 未能涵

蓋個案評估重視的「成果」，因此，未來應設法加強對成果的評估。此外，本研究

僅在探討 RAPPAM 在臺灣操作上的改變，對於 RAPPAM 問卷本身的問題未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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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究，或許未來可進一步檢討改進 RAPPAM 問卷，以更適於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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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RAPPAM 問卷 

1A. 此保護區包含較多稀有、易受威脅或瀕臨絕種的物種 

1B. 此保護區包含相對較高的生物多樣性 (物種豐富度、結構多樣性、生態系異質

度、地質特徵：海拔、水文、坡度向、土壤、基岩質) 

1C. 此保護區有較高程度或數目的灣特有種或特有亞種 (保護區有較高程度的本

地種化現象) 

1D. 此保護區提供一關鍵的野生物地景功能 (生物在生活週期中所需的環境：某物

種重要的繁殖、覓食、育幼、遷徙中繼等) 

1E. 包括所有在此保護區所包含的棲地與生態系中應涵括的動植物多樣性 

1F. 此保護區在台灣保護區系統的代表性有顯著貢獻 

1G. 此保護區維持關鍵物種的 小可存活族群量(物種存續 500 年所需的 小族群

量) 

1H. 此保護區的結構多樣性與歷史紀錄一致 (人為大量開發或干擾前) 

1I. 此保護區包含歷史範圍大量縮減的生態系 (曾普遍分布者) 

1J. 此保護區維持所有自然過程與自然干擾的範疇 (自然過程謂生態系統可讓其

運作與演進的過程；干擾範疇係指自然干擾的型態，林火、洪氾、冰凍、颱風、

病蟲害) 

2A. 此保護區對於當地社區 (群) 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就業市場 (直接聘僱與間

接的產業) 

2B. 當地社區 (群) 生計依賴保護區的資源 

2C. 此保護區透過永續資源的利用提供社區 (群) 發展的機會 (有列入保護區目

標，在保護區循環生產力範圍內，對其他資源衝擊 小) 

2D. 此保護區對於社區 (群) 而言有著宗教或精神上的重要性 

2E. 此保護區有著特別的特色及藝術上的重要性 (景色優美＋地質襲產地) 

2F. 此保護區包含高度社會、文化、或經濟重要性的植物品種 

2G. 此保護區包含高度社會、文化、或經濟重要性的動物品種 

2H. 此保護區有高度的休憩價值 

2I. 此保護區提供重要的生態系服務且對社區有利益 (水質交換、洪泛控制、防止

沙漠化) 

2J. 此保護區有高度的教育意義及 (或) 科學價值 

3A. 此保護區的違法行為難以監測 (察覺) 

3B. 該區域的法規執行效率低 

3C. 該區域中貪瀆與不公的行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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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該區域的情勢的不安 (武裝衝突) 和 (或) 政治的不穩定 

3E. 此保護區的目標和當地的文化習慣、信仰和傳統利用的方式有所衝擊 

3F. 此保護區的資源具有高市場價值 

3G. 非法活動很容易進入此區域 

3H. 這裡對易受傷害的保護區自然資源需求強烈 

3I. 此保護區管理者遭逢壓力以致不適當或過度利用保護區資源 

3J. 此保護區的雇員的新聘或保留都是很困難的 

4A. 此保護區的目標提供了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與維持 

4B. 在經營管理計畫裡明確表列特定的生物多樣性相關的目標 (詳細、特別指明、

直接敘明關鍵 PA 資源-關鍵物種的維持與保護) 

4C. 經營管理政策與計畫與保護區目標一致 (吻合、扣連) 

4D. 此保護區雇員與管理階層明瞭保護區的目標與政策 

4E. 在地社群支持保護區所有的目標 (衝突少、小，參與政策↑，志工↑) 

5A. 此保護區有長期且合法的有力保護 (包括所有資源，含礦產、水源、林木，沒

有衝突與矛盾) 

5B. 這裡沒有相關土地權或使用權的糾紛 (原住民族狩獵採集、土地權；其他政府

部門) 

5C. 邊界的設定足以達到保護區的目標 (河流、山稜線、圍籬等的設置是否恰當) 

5D. 員額與財務資源足以執行關鍵的執法活動 

5E. 與在地社群間的衝突都能公平且有效率地解決 

6A. 此保護區的位址與保護區的目標一致 

6B. 此保護區的規劃及外形能充分保護生物多樣性 (夠大嗎？) 

6C. 此保護區的分區系統足以達成保護區的目標 

6D. 周圍的土地利用使保護區能有效管理 

6E. 此保護區與其他被保育或保護的區域連接在一起 

7A. 員額足以有效地管理保護區 (能按照時程完成重要工作事項的人力) 

7B. 員工有足夠的技巧以執行關鍵的管理業務 (人力資源管理、資源調查查、監

測、規劃) 

7C. 訓練和發展機會都能切合員工的需要 (長期正式教育、短期研習、輪調、觀摩

考察、短期交換等) 

7D. 員工的工作績效與工作進度都定期檢討 

7E. 員工的聘雇情形足以留住高素質的員工 

8A. 現場與辦公室的員工有適當的溝通工具 (電話、電腦、internet、傳真、無線電)

8B. 現有的生態及社經資料足供保護區的規劃 (生態資料包括：有用的空間影像資

料，衛星照片、航照、土地利用；生物資料—物種、分布、植群社會、自然社會

等；生態過程)(人類學研究，社經分析，資源使用，社區發展需求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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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 有適當的蒐集新資料的方法 (GPS、顯微鏡、放大鏡、望遠鏡、相機、調查工

具、錄音機) 

8D. 有適當的資料處理與分析系統 (電腦、軟體、植群監測與分析工具、人口調查

與動態、資料庫管理) 

8E. 與在地社群可以有效溝通 (特別在保護區相關議題上) 

9A. 交通運輸系統足以執行關鍵的管理活動 (運輸工具與交通媒介) 

9B. 現場設備足以執行重要的管理工作 (例：帳棚、背包、睡墊等) 

9C. 員工設施足以執行重要的管理工作 (辦公室、宿舍、研究站、管理站、訓練設

備) 

9D. 設備的維持與照顧可確定長期的使用 (包括定期更新、升級) 

9E. 訪客的設施適合訪客的使用 (管理目標、資源敏感性、使用強度等) 

10A. 過去五年，此保護區有充裕的經費執行關鍵管理工作 

10B. 未來五年，此保護區有充裕的預算執行關鍵管理工作 

10C. 此保護區有可支持有效率且有效經營管理的財務管理作業 (包括：適當的報

表；準時報告；記錄準確；完整的預算程序及適時的經費撥用) 

10D. 符合保護區經營管理優先與目標的經費分配 

10E. 此保護區有長期的財務支持 

11A. 有一份詳盡的、 近編製的經營管理計畫 (經營管理計畫書詳盡完整、且近

期已系統性修編完成) 

11B. 有一個完整的自然與文化資源調查 

11C. 有針對保護區的威脅和壓力進行分析與提出因應策略 

11D. 有確定的特定標的以回應經營管理目標的詳盡的工作計畫 (可直接查核人員

工作績效) 

11E. 例行地將研究與監測成果納入經營規劃中 

12A. 明確的內部組織 

12B. 透明的經營管理決策 

12C. 此保護區員工經常與同仁、在地社群及其他相關組織合作 

12D. 在地社群參與影響他們的決策 

12E. 此保護區各階層的員工與管理階層溝通良好 

13A. 準確監測與記錄保護區合法與違法利用的衝擊 

13B. 重要生態研究與保護區的需求一致 

13C. 社經研究與保護區的需求 (管理目標的優先順序與需求) 一致 (著重在保護

區資源的文化使用) 

13D. 此保護區員工能定期取得 近的學術研究與意見 

13E. 能確知與排列優先關鍵的研究與監測需求 

14A. 威脅的預防、偵測及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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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B. 園區復育與緩和的努力 

14C. 野生動植物或棲地的管理 

14D. 與社群的互動及教育的努力 

14E. 訪客與遊客管理 

14F. 基本設施的發展 

14G. 經營管理的規劃及評估 

14H. 對員工的考核、管理及評估 

14I. 員工的訓練及發展 

14J. 研究與監測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