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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執行理念必須清楚了解：

（一）生態旅遊之內涵與理念

生態旅遊基本上是一種特定形式的深度

旅遊，以自然為取向，透過教育與解說，由

在地專業小型企業組織主導，引領旅者體驗

和了解旅遊地。生態旅遊將利潤回饋當地，

提供住民社會經濟方面的主動參與意願，以

促進其觀光發展的機會、自然生態與人文的

保育，是可以永續經營的。

生態旅遊定義：

生態旅遊是一種具有環境責任感的旅遊

方式，保育自然環境與延續當地住民福祉為

發展生態旅遊的最終目標（The Ecotourism

Society﹐1991）。

一、前言

林務局於90年8月開始進行國家步道設

計管理規範之研訂作業，作為國家自然步道

系統後續各項建置作業之依循。

國家步道於設計規劃、整修維護等過程

中，得有效整合地方意見、凝聚地方共識，

促使地方發展與步道建置同步進行，有必要

進行步道系統之生態旅遊及社區部落配套發

展營造，藉由社區部落人才培養，建立社區

自發性、自主性及自信心；以強化部落文化

環境認知、促進社區產業結構多元，提昇社

區組織體質，進而建構該步道系統完整之區

域形象，營造環境資源之永續利用。

社區參與國家步道的經營管理有幾個期

望的目標達成：

（一）積極促成社區部落經營國家步道管

理維護工作。

（二）提昇步道旅遊品質，持續國家步道

自然保育。

（三）積極投入與整合地方資源，完備步

道整體服務設施。

二、執行理念

社區參與國家步道的執行過程裡，有幾

社區如何參與國家步道經營管理─以霞喀羅
國家步道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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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體驗旅遊。



台灣林業 ■ 九十六年 二月號74

植樹月專輯■■

基於上述的的定義我們可以將生態旅遊

的意涵如下所述（郭育任，2003）：

1﹒尊重原有自然資源與人文生態基礎

下，所進行的旅遊活動。

2﹒有永續經營的理念。

3﹒旅遊者的環境倫理與認知。

4﹒社區回饋。

生態旅遊是一種小而美的旅遊方式，當

大量遊客被引入一原始生態系就容易干擾當

地動植物，容易超越當地生態所能容忍的負

荷量，當大量遊客擁入一傳統社區，帶來的

金錢文化可能導致當地文化傳統的商品化，

文化傳統轉變為可供消費的商品，此外社區

與外來經濟力在短時間內的大量接觸，也可

能導致衝突甚至更複雜的社會問題。

（二）社區參與的營造理念

其建構國家步道的生態旅遊，一方面必

須給傳統原住民社區（或是一般社區）生態

旅遊的體驗與活力，一方面也兼顧國家步道

的遊憩品質管理與自然資源保育，如此才能

有優質的國道步道旅遊。

1﹒環境管理

秉持尊重環境與住民的原則，規劃適當

的旅遊時機與旅遊區域，避免干擾了動植物

的季節性活動；不但要監測生態環境有否被

旅遊活動所傷害，當環境遭受破壞時，更要

選擇正確的修復時機和方式，避免雙重的殺

傷力。

2﹒遊客管理

生態旅遊應在承載臨界量下進行有限度

的發展使用，以總量管理限制遊客人數，維

繫永續生態和旅遊品質。

3﹒服務管理

培訓志工、研發在地特色餐飲、設計套

▲步道生態旅遊社區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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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行程，將各種適合的生態旅遊結合新舊景

觀，整合於一個地區，遊客一年到頭都可來

體會各種生態經驗，參加不同的主題活動。

4﹒教育結合

生態旅遊的永續發展是需要生態教育改

革，並將這種轉變全面的付諸行動，與國中

小學教育結合正是最有效的利器，讓每個孩

子從小就有相關的教導與體驗，接受這種以

尊重為出發點的深度旅遊方式，同時也提高

了經營社區成功的可能性。

三、社區參與蒻霞喀羅國家步道

為例

（一）背景說明

1﹒地理位置

橫跨新竹縣的五峰鄉、尖石鄉，並由清

泉繞經石鹿大山（霞喀羅大山）後抵達尖石

鄉養老部落，全長約37.7公里。東經養老可

至秀巒溫泉，西由石鹿林道至清泉溫泉。

2﹒環境概況

（1）步道歷史沿革

霞喀羅國家步道是由「霞喀羅警備道

路」與「薩克亞金警備道路」兩條古道所構

成，在光緒12年林朝棟率清兵討剿霞喀羅群

時，就已經開鑿之番地道路。在日據時期的

大正2年，日警利用討伐霞喀羅群，由民都

有山至霞喀羅山，採用陡上陡下的方式開鑿

「隘路」。

林務局執行全國性國家步道系統的規

劃，將其定之為「霞喀羅國家步道」。這一條

▲步道生態旅遊關聯圖。

▲霞喀羅步道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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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古道，有著可歌可泣的原住民抗日史，

也有族群從對立到融合的故事，沿線有十幾

個駐在所遺址，依然可以找到殘存的土牆、

碉堡、砲台、紀念碑遺址，可說是史蹟資源

非常豐富的區域。

（2）霞喀羅國家步道發展概況

林務局於93年2月24日擴大舉辦「霞道

風範－霞喀羅國家步道發表會」，向全國民眾

宣布霞喀羅國家步道開幕，並推廣在地部落

旅遊觀光資源及塑造霞喀羅國家步道示範形

象，以求樹立未來國家步道經營規範。

不幸地，民國93年8月22到24日艾利颱

風來襲，風雨的強大威力致使新竹縣尖石鄉

及五峰鄉災情嚴重，對於霞喀羅國家步道及

部落居民也產生重大的轉變，也讓中央及地

▲霞喀羅國家步道正式開放。

▲部落長老慶祝步道開放。

▲艾利風災步道坍方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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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對於霞喀羅國家步道的修整，須重新

定位與規劃。

艾利風災過後至94年底為止，累計共有

11個颱風陸續經過台灣本島，其中94年8月

30日泰莉颱風及94年9月30日龍王颱風屬強

烈颱風，路經直接穿越台灣中部地區，對霞

喀羅步道、周邊部落及聯外道路造成較顯著

的影響，每遇風雨便常有災情傳出。

3﹒養老和石鹿部落現況

（1）箘葰人口

霞喀羅步道之部落人文調查，分為預設

置轉運站的清泉部落及秀巒部落，以及步道

經營之錦延部落、養老部落和石鹿部落，其

調查如表1。

由於部落地處偏遠山地缺乏工商企業，

故居民普遍謀生不易，年青人紛紛前往平地

求職謀生或求學，因此部落之社會經濟發展

無法提昇，且接受中等教育以上之青少年，

多無法留在原鄉工作，部落目前多為老人從

事務農及未成年之孩童。

（2）產業背景

產業結構上來說，大部分以農林為業，

農業以栽植果樹為主，約佔30％，其中又以

▲霞喀羅國家步道發展歷程圖。

訰1 五峰薁桃山村及尖膾薁紹巒村人口統計訰

桃山村 650 964 748 1,712

秀巒村 472 869 695 1,564

原住民

人口數

男 女 合計

地區
戶數

資料來源：臺灣省新竹縣五峰薁戶政事務所（95﹒12）紽

臺灣省新竹縣尖膾薁戶政事務所（9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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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為重要產出，甜柿、梨次之，在縣府強力

促銷下，近年來水蜜桃已成為新的明星特

產，逐漸有取代梨的趨勢，並結合觀光發

展，成為山地新的經濟收入。

（二）環境資源特色

1﹒動植物資源

進入石鹿之後即有一大片60年代種植之

柳杉造林，樹齡已近30年，林相閉鬱。越過

霞喀羅大山北鞍後，林相則以闊葉林為主，

樹種包括森氏櫟、昆欄樹、台灣赤楊、台灣

紅榨槭、青楓、尖葉槭等。過白石吊橋後，

於60年代的楓香造林已成林，秋紅時節成為

登山客賞楓之新據點，其中以馬鞍附近最優

美。過馬鞍後開發較盛，出現多處桂竹林，

以粟園附近最為壯觀。沿途可見稀有之黃花

鳳仙花及棣慕華鳳仙花。其中棣慕華鳳仙花

▲養老部落人口產業背景分析圖。 ▲石鹿部落人口產業背景分析圖。

▲步道美景。



是面臨危機的植物（黃增泉，1987），且

霞喀羅國家步道也是其分布的最低海拔

（李俊緯，1996），具生態與解說教育意義。

台灣中海拔山區是哺乳類生物分布高

峰，以台灣獼猴、赤腹松鼠、大赤鼯鼠、

白面鼯鼠、黃鼠狼、鼬獾、白鼻心、台灣野

豬、山羌、台灣長鬃山羊等等最常見。鳥類

分布以海拔900至1,200公尺及1,800至

2,100公尺最豐富。

2﹒霞喀羅歷史遺址

駐在所的現況，除了高橋警官駐在所因

霞喀羅溪的向源侵蝕，已於昭和20年（西元

1945年）連同地基崩落於溪谷，完全無跡可

尋外，其餘各駐在所遺址皆有留下或多或少

的史蹟遺址供後人研考（參考資料：霞喀羅

國家步道人文史蹟期末報告，楊南郡、南島

文化工作室，第16∼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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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楓葉林。

▲白石吊橋。

▲白石駐在所。



（三）協會組織現況

部落因應國家步道的推動，也分別成立

2個部落的發展協會。新竹縣尖石鄉秀巒村的

錦路部落及養老部落於92年成立在地協會，

目前會員共47人，協會成立後積極向爭取經

費建設部落與營造工作。新竹縣五峰鄉桃山

村的霞喀羅部落於93年成立在地協會，目前

會員共41人，協會成立後積極建立居民共

識，共同為部落發展努力。其協會的組織現

況下：

（四）執行內容

1﹒執行策略

霞喀羅步道受艾利風災後，未來整體之

發展策略將著重在「國土復育環境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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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竹縣尖石鄉錦延生態旅遊保育協會

新竹縣尖石鄉秀巒村10鄰3號 47人 13人

新竹縣尖石鄉錦延生態旅遊保育協會 92年12月25日
團體

全稱

成立

日期

會址
現有

會員
會務

人員

2﹒新竹縣五峰鄉霞喀羅觀光休閒協會

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15鄰241號 41人 13人

新竹縣五峰鄉霞喀羅觀光休閒協會 93年2月23日
團體

全稱

成立

日期

會址
現有

會員
會務

人員

▲霞喀羅駐在所分布圖。

▲霞喀羅步道遊憩資源圖。



之目標，步道其軟硬體在永續發展推動上之

意見，凝聚社區部落居民等共識，重構政

府、部落等公私部門對霞喀羅步道未來之整

體發展策略。霞喀羅步道的社區推動的架構，

如上圖。

2﹒執行內容

執行內容可分為個三部分：生態旅遊營

造、管理維護訓練、生態旅遊推動。

（1）生態旅遊營造

1生態解說訓練

建立解說之專業技能，並協助部落內解

說種子人員的成立，解說教材的內容包括霞

喀羅步道的生態、地方性的民族植物與人文

歷史、泰雅族的遷移和部落的文化等。解說

員課程目標為、解說員教材編撰、實地解說

能力訓練、解說認證制度的規劃。

解說員認證制度之規劃目標，是讓部落

解說人員具持續進修之意願，提供解說員程

度的審視，並且作為課程學習和實務經驗的

時數記錄，讓學員具有經驗累積的成就與持

續進修的目標。

A﹒解說員培訓操作模式

課程主要以訓練種子解說員為主要目

標，進行解說員技巧加強訓練、霞喀羅步道

生態與人文歷史導覽、部落文化分享和急救

訓練，最後以解說員認證制度進行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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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喀羅步道整體發展策略圖。

▲霞喀羅步道計畫發展圖。

▲社區營造執行架構圖。



課程配合部落農忙期，預定於每年8月

執行，過程中以訓練實地解說能力為主；經

認證之解說員，配合生態工作假期之舉辦，

擔任活動解說員，以實務性操作，增進解說

員經驗與臨場執行能力。

B﹒解說課程規劃

解說課程依解說內容之主題進行課程規

劃（如表2），主題課程教授方式結合靜態與

動態之走動式教學。部落解說員主要以通材

訓練為主，著重實地解說與導覽能力，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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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員訓練模式流程圖。



員之評核以實地導覽為考核。

2組織營造與凝聚

A﹒部落發展學習觀摩

目的是希望藉由探訪國內相關部落發展

案例，啟發部落居民對於創意產業之想法與

參考，在活動中更可提昇與其他部落間的聯

繫與合作，增加原住民對資源運用的概念。

觀摩活動共舉辦兩場，分別為嘉義縣阿

里山鄉山美社區（達娜伊谷）、茶山村、達邦

村之觀摩；以及南投縣埔里鎮愛蘭台地、桃

米村、仁愛鄉春陽村、廬山溫泉等生態教育

解說之觀摩。除了讓錦延和清泉兩部落之居

民體驗深度生態導覽、民宿經營、生態遊

程、原住民文物解說外，更於每晚活動結束

後舉辦座談會，利用部落與部落間之對話和

成功經驗分享，加強觀摩與學習效果及部落

重建之信心，實際體驗生態導覽解說與經營

讓文化創意概念注入人心。

B﹒專家座談會

依據部落居民需求，邀請相關專家針對

旅遊、手工藝文化、部落產業、社區營造、

部落特色等議題，提出案例或經驗指導，讓

部落居民持續學習，吸收新知。

經由水田部落謝新福牧師的指導，讓部

落有機會能吸取水田部落發展之寶貴經驗，

由此次座談會促使部落快速凝聚共識，並主

動希望能有更多機會參訪其他部落。

另外，也邀請泰雅文化工作者，針對部

落文化經營與利用之面向，與部落互動討

論，成效相當顯著。在清泉部落更激發出發

展「織布文化館」之想法，由自己部落種植

傳統苧麻為材料，以傳統之織布方式呈現最

原味之泰雅文化。經由文化館的籌備，部落

內召集具有織布技能之泰雅老人，將傳統織

布技巧傳承給後代，注入部落文化培力。

C﹒部落學習共識會

錦延部落為達成生態旅遊e計畫之執

行，藉由共識會的舉辦，協調中華電信架設

基地台，以及預定地其產權與回饋方式之溝

通，希望能儘快完成部落內網路及電話線路

之籌設。

在清泉部落則協助進行協會網頁logo之

票選活動，加強對未來經營霞喀羅步道及其

配套措施進行意見上之溝通，進而選出部落

景觀工程與施作地點，並組成生態工班之核

心隊員。

（2）管理維護訓練

針對部落成立生態工班成員進行持續性

的培訓，選取霞喀羅步道內之適宜地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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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霞喀羅步道解說員課程表

項次 課程類別 課程內容粼暫定粽

主題一 基礎課程 解說技巧與解說原則

活動急難跚理與急救技巧

主題二 人文課程 霞喀羅步道歷史

泰雅族歷史與部落文化

主題三 生態課程 霞喀羅步道的動物世界

霞喀羅步道的花草叢林

主題四 經驗學習 原住民解說員經驗分享

部落學習觀摩行

主題五 學員交流 學員解說演練



行現場維修訓練與簡易設施就地取材施作之

能力。本階段透過教育與專業的訓練，提供

步道維護與修建工程之基礎課程，以增加地

方就業能力，並提昇工班對維護步道景觀環

境的責任感。生態工班培訓主要為生態工法

技能的輔導、輔導步道維護管理的能力。

1生態工班培訓模式

生態工班訓練依地域性關係建議分開授

課；生態工班著重於對實地勘查的能力，以

及對生態環境的保育觀念。課程聘請具實務

施作經驗之講師，依施作之工作要項進行課

程訓練，著重實地施作之能力。

2生態工班課程規劃

生態工班課程（如表3）主要為生態工法

的執行觀念、環境調查能力與對霞喀羅步道的

管理維護，生態工班是步道維護的地方培力，

步道的生態環境維護與相關設施之建設相

關，生態工法的施作是對工班培訓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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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工班培訓流程圖。

表3霞喀羅步道生態工班課程表

項次 課程類別 課程內容（暫定）

主題一 基礎課程 生態工法概念與永續發展

主題二 環境調查 生態環境調查執行方法

主題三 工法施作 生態工法案例分享

主題四 管理維護 施工管理

原棲地保護觀念

主題五 實作教學 實地操作教學

▲工班訓練（上、下左）、砌石操作（下右）。



（3）生態旅遊推動

執行針對霞喀羅步道的生態旅遊方案提

出「工作假期」之操作方式，作為霞喀羅國

家步道生態旅遊的主要推動的旅遊活動。

1工作假期的意義

工作假期（Working Holiday）是結合

生態與文化的新休閒形式，也是一種新型態

的生態環境維護志工服務形式。工作假期主

要即是利用工作或學校放假期間，參與自然

生態環境的義務勞動工作，藉由工作達到服

務社會的目的，並且從中得到休閒的功能。

2工作假期活動目的

生態旅遊希望藉由生態工作假期，促使

民眾對霞喀羅步道的生態和環境進行瞭解，

並藉由實際勞動的付出，能從心體會自然生

態保育的重要性，更藉此體驗深層的泰雅族

原住民文化與生活智慧，由此展開霞喀羅步

道的生態休閒活動推廣。

霞喀羅工作假期進行旅遊資源的串連，

也是人力資源和地方資源的整合，活動支援

協助除了部落居民的投入，還邀請到相關領

域的講師提供專業的協助和諮詢，此部分亦

是工作假期有別於生態旅遊的深度體驗之

處，藉由在地居民與專業講師的導引，活動

除了傳達對環境的關懷，對部落、對人、對

文化的關懷，亦是建立人與人、人與環境之

間的互動。

3工作假期效益

A﹒建構霞喀羅步道自然資源與部落文化特色的結合

藉由霞喀羅步道的自然資源，推廣山林

活動自然生活概念與生態保育觀念，藉由結

合周圍部落的文化特色，提昇此步道休閒遊

憩的多元價值，進而提昇部落生活與休閒產

業的經營。

B﹒活動提供霞喀羅步道解說員與生態工班的展現舞台

本計畫進行部落在地人員培訓，結合培

訓課程，提供解說員與生態工班成員展現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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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操作機具。

▲志工施作排水。



台灣林業 ■ 九十六年 二月號86

植樹月專輯■■

▲工作假期。 ▲志工遺址清整與探索。

▲工作假期執行流程。



訓成果之舞台，有助於地方自主經營之落實，

並藉此推廣解說員之重要性，初估將有助於

提昇霞喀羅步道生態旅遊之深度與多元化。

C﹒從實作中體認生態工法對環境永續經營之重要性

生態工法的施作是建構在保育生態環境

的完整，提供生物多樣性的生存原則，此作

法不僅不會破壞原生物的棲息，也提供人類

安全的生活環境。本活動藉由課程說明與實

際施作的結合，讓參與的成員經由實作中，

親身體認環境永續經營的重要性。

D﹒建立活動經營模式落實部落自主營運

藉由生態旅遊的舉辦過程建立模組發

展，期以此經驗帶領部落落實地方自主經營

之運作，並得以經由社區部落的營造結合霞

喀羅步道發展的永續經營。

四、建議

3年來經過執行霞喀羅步道的計畫，步道

從規劃展開，到設計施工，到正式開放，經歷

艾利颱風的災害，歷經規劃當時所未遇到與

考量的變數，就是天然災害，也促使社區營

造與遠景規劃必須完全重新的調整與推動。

過去甚多單位或是社區協會，都過度落

入經濟發展的思考裡，讓其社區過份期待步

道所帶來的經濟獲利，直接造成在規劃或是

營造的過程充滿短視看法，舉凡如停車場、

步道舒適性、過度的解說設施、社區中心等

意見，造成社區發展過度傾向於觀光發展，

而忽略其礎且適宜的農耕經濟與生活方式。

在這難得計畫執行經驗，或許可以提供

未來要參與步道經營，或是步道生態旅遊規

劃的團體幾個建議：

（一）積極且耐心的培訓人才

步道的主要的兩大部分即是生態旅遊的

推廣、步道管理維護，其衍生出來人才訓練

即是解說、工班的訓練。這兩項訓練均無法

一次到位的完成訓練，必須長期的培訓與實

地的操練，社區往往無法耐心的長期接受訓

練，無法有效培訓相關人才，以至於造成後

續經營上障礙。政府應編列或是長期讓社區

執行解說的訓練、工班成立與訓練，社區也

要有耐心接受訓練。

（二）創造高價值的生態旅遊產品

社區所規劃的步道生態旅遊產品，應朝

向學習性、體驗性、故事性的生態旅遊的活

動，因為國家步道的魅力，在於它的生態資

源多樣豐富、古蹟人文故事動人、部落文化

體驗。社區所推出的生態旅遊產品或是活動

應該不落於一般旅遊活動，僅收解說費或是

住宿費而已。而是朝向高價值的生態旅遊的

產品，如國家步道工作假期、深度體驗探索

旅遊的活動。

（三）網路e化之建置

延伸已建構之e計畫藍圖，實體架設電

信網路設備與資訊設備，設計部落之網站系

統，以及訓練社區組織網路操作與經營，以

作為未來步道推廣經營推廣，以及步道現況

資訊傳達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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