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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步道除是通往旅遊目的地之通道外，亦是一種遊憩資源，而不同遊憩環境資

源均有其最適切搭配的活動與體驗機會，故步道的發展不再是以滿足使用者的需

求來選線與開發，而是應該重視步道本身的資源特質，方能以適切的開發強度與

設施導入，分別滿足追求安全、社會、尊重、自我實現等不同需求之使用者。故

本研究以遊憩需求、遊憩機會序列、遊憩承載量等觀點，配合遊憩規劃程序，為

國家步道建構一步道系統，以供資源檢視、評估、步道選線與經營管理之參考依

據。本研究以八項界定因素，將國家步道以概念性方式分類為大眾遊憩、深度體

驗、高度保育三層級之步道系統。 

壹、前言 

根據民國 90 年國人旅遊狀況調查報告得知，週休二日實施後，民眾利用週末

假期從事國內旅遊者增加，旅遊時喜歡的遊憩活動以「觀賞自然景觀」及「露營、

登山、森林步道健行」為主（觀光局，2002）。為配合國人旅遊之需求與資源之永

續利用，政府極力推行「國家步道系統建置計畫」，以提升國家步道之健全性與永

續發展，並提供民眾更多樣化的遊憩機會。 

在風景區與遊憩區中，步道系統的規劃與設置是重要一環，尤其是以自然景

觀為主的地區，步道引導遊客至主要景觀資源及具有吸引力的據點，使遊客得以

體驗與欣賞步道旁的各種景觀資源，此外，步道也藉由其引導機能，來限制使用

路線以減少環境衝擊；是故，步道已不只是提供遊客進出目的地之安全與舒適的

通道空間而已（Douglass, 1982），更是一種遊憩資源與經營管理策略。 

不同的步道空間、資源特色與經營管理策略，使得各條步道具有不同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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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能，為了確實發揮步道應有的機能，步道設計上之路線選擇、步道寬度、開發

型式、使用材料、提供設施等均有所不同，如適合一般大眾健行的草嶺古道，與

必須考量體能與登山技巧的玉山主峰線步道，在步道機能上即有差異，而其步道

設計、服務與提供之遊憩體驗亦有所不同。林務局所規劃的國家步道系統，涵蓋

了台灣山岳、海岸及郊野地區等不同資源與敏感度的國有林地，因此，各條步道

可供利用之強度不同，因而區內步道的層級以及主要提供的遊憩體驗均有所不

同。不同層級的步道遊憩環境，提供國人生態旅遊、自然體驗、環境教育、休閒

遊憩與景觀欣賞等不同遊憩體驗之機會。本研究基於國家步道可供遊憩利用之本

質，從遊客需求、遊憩機會序列及步道承載量之觀點，探討國家步道系統之分類

層級，進而提出各層級步道之設計原則與方法。 

貳、規劃方法論 

規劃方法論是以科學的方法來看待環境，以求取最適宜的土地利用計畫。在

過去 30 年以來，為經營管理荒野與自然地區等特殊環境的遊憩活動，提出相關管

理程序，其中遊客數量、遊憩體驗品質及環境品質等項目是經營管理架構之基礎，

但管理者大多只考量到使用者的需求，而提供配套之遊憩機會環境，較少確認環

境承載量之限制（Boyd & Butler, 1996）。然而，一遊憩環境的最終目的，除滿足遊

憩需求與提升遊憩體驗品質外，亦應該考量遊憩環境所能承載之使用量與開發強

度，方能使遊憩資源與環境得以永續利用，而國家步道系統本身即是一項遊憩資

源，且其服務範圍與對象甚廣，為能使國家步道在兼顧生態保育、經濟發展與社

區福利之生態系經營原則下永續發展與利用，並進而展示台灣自然美景、重塑福

爾摩莎新形象，本研究分別由使用者之需求理論、遊憩機會序列與承載量作為步

道分級之界定因子，歸納出國家步道系統之層級與設計原則，以作為國家步道之

發展建置與經營管理之建議，研究架構參見圖 1 所示。 

國家步道系統計畫 步道規劃與設計 經營管理建議 

界定要素 

需求理論 

環境條件 
環境承載量 

遊憩機會序列

遊憩需求 

步道機會序列 步道設計原則 

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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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需求理論分析圖 

一、人類行為與需求 

從心理學角度出發，人類行為

的表現皆起源於需求，為滿足各類

的需求而衍生出各類型的行為舉

動，因此，需求理論在心理學界被

廣泛地應用在探討人類行為的內

在驅力。人本心理學家馬斯洛前後

分別提出人類需求之 X、Y、Z 理

論，並認為人的需求有兩類：一類

匱乏性質的需求(Deficit, D-needs)，另一

類 為 自 我 成 長 性 質 的 需 求 (Being, 
B-needs)。馬斯洛將前四層次的需求都歸類為匱乏性質的需求，即強調健康個體須

先滿足匱乏需求，方能逐步邁向自我實現，故後兩層次的需求歸類為自我成長性

質的需求，而其後發展之 Z 理論即提出最高需求，係指超個人、超越自我、超人

本（不再以人類為中心，而以宇宙為中心）、天人合一等需求，會產生忘掉自己而

與宇宙、天地融合為一、寧靜、喜悅、充實心境之高峰體驗（圖 2）。 

在各種需求之間，有先後順序和高低層次之分，多數人都會先要求低層次需

求之滿足，而後才會追求較高層次的需求。而遊憩需求在不同個體間，由於成長

歷程之社經特性、遊憩經驗、自我追求目標等的不同，因而產生不同層次之遊憩

需求。就步道遊憩環境來看，不同的步道遊憩環境所能滿足之遊憩需求就有所不

同，依馬斯洛需求層級分類來看，部份個體追求的是身心放鬆、同儕親友之歸屬、

親近自然之一般遊憩需求，藉以滿足個體在生理、社會等方面之匱乏性需求，而

在自我成長性需求層級中，個體追求的是自我實現、天人合一、超我境界等高峰

體驗之遊憩需求。因此，為滿足普羅大眾不同之遊憩需求，提供不同層級且具多

樣化的步道遊憩環境是必需的。 

二、遊憩機會序列 

遊憩機會係指一位使用者在其偏好的環境中，真正選擇一項所偏好之遊憩活

動予以參與，以獲得其所需求之滿意體驗，若將不同使用者偏好的這些環境、活

動、體驗類型加以組合，便能構成一序列或一連續性的遊憩機會，即遊憩機會序

列（Recreation Opportunity Spectrum, ROS），因此 ROS 的三個主要組成因子即為

活 動 機 會 (activity opportunities) 、 環 境 機 會 (setting opportunities) 、 體 驗 機 會

(experience opportunities)，藉由不同環境將創造出其可接受的活動機會與體驗機

會，故 ROS 的概念促使戶外遊憩機會的多樣性，並使各環境的經營管理措施皆能

滿足遊客需求與體驗。 

自我實現 

受尊敬的需求 

社會需求 

安全需求 

生理需求 

最高 Z 理論 

Y 理論 

X 理論 

D-needs 

B-needs 



步道規劃設計方法論：遊憩承載與使用面 
 

6-5 
 

 

ROS 中的環境機會，涵蓋了極現代化到極原始性之一序列的遊憩機會，為能

更適切定義各類不同層級的環境機會，Clark 與 Stankey(1979)以可及性、非遊憩資

源使用的狀況、現地經營管理、社會互動、可接受的衝擊程度和可接受的制度化

管理等六個經營要素為界定因子，將環境機會分成四大類：現代化地區(modern)、
半現代化地區(semimodern)、半原始地區(semiprimitive)及原始地區(primitive)。其

中，現代化地區係指都市人工環境中，以自然景緻為背景，提供高使用量之遊憩

環境，與個人或團體之接觸與交流頻繁，以競技性、觀賞性或較靜態性的活動為

主；半現代化地區則指具部份人工化之自然環境，因應特殊需求而進行設施之建

設，同時享有與他人交流與孤獨體驗，較不提供具挑戰性、冒險性之活動；半原

始地區具有適度之自然環境，經營者提供最低限度之管理，提供適度遠離人群之

孤獨體驗，並有相當高之機會與自然環境接觸；而原始地區則保有大面積之自然

環境，提供極高度之遠離人群孤獨體驗，享有獨立、與自然融合之感，需對自然

環境有深刻瞭解以因應冒險性之遊憩環境。 

因此在國家步道系統之規劃設計上，為滿足不同層級之遊憩需求，可以 ROS
的機會序列為概念，提供或創造一序列遊客期望的體驗與活動機會，讓不同遊客

得以選擇適當的旅遊活動與體驗，以滿其自身的遊憩需求。 

三、遊憩承載量 

承載量概念之發展係起緣於生物學領域，係鄙棄人本為主而以生態為本的精

神，著重於自然生態資源所能提供人類使用與負荷的量，以瞭解何種使用強度仍

可兼顧自然資源的維持與平衡，而最早係被應用在牧場與野生動物之經營管理事

宜上。戶外遊憩行為本身係建構在戶外環境之使用上，因此或多或少都會使用到

自然生態資源，也多少造成環境之負荷，當使用量小且為自然生態環境所能負荷

時，則生態仍保平衡，但當使用量超過生態環境之負荷，即產生環境之衝擊，並

對環境造成不可回復之破壞，故 LaPage（1963）即應用承載量之概念於戶外遊憩

領域，提出遊憩承載量（Recreational Carrying Capacity）後，便陸續有許多學者自

許多觀點討論遊憩承載量之意義，並應用在遊憩區之經營管理上。 

為能適切地為遊憩區定義出其最適之遊憩承載量，並兼顧遊憩活動與體驗之

需求，Shelby 與 Heberlein (1984)根據可接受改變程度之概念，認為最適承載量之

評估，除須得知生態資源改變程度與遊憩使用量之關係外，亦需要瞭解該區所提

供之體驗類型及其對應之可接受衝擊程度，故承載量之評估包括兩大部分，即經

營管理參數與衝擊參數兩者關係之客觀描述性部份（descriptive component），與評

估 欲 提 供 之 活 動 體 驗 所 能 接 受 之 資 源 改 變 程 度 之 評 估 性 部 份 （ evaluative 
component），藉由此一評估架構以求得最適切的遊憩承載量（圖 3）。 

 

 

圖 3  遊憩程載量評估架構圖 

經營管理參數

體驗類型 

衝擊參數

評估標準

遊憩承載量 

描述性部份 

評估性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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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by 及 Heberlein（1984）依上述評估架構將遊憩承載量定為：一種使用

水準，當超過這個水準時，遊憩利用對衝擊參數所造成之改變程度，超過評估標

準所能接受的程度。此外，因對於各種遊憩影響之重視程度不同，採用之衝擊參

數亦不同，故他們嘗試從生態、實質、設施、社會四個層面定義四種遊憩承載量，

其中實質承載量可透過更有效的資源利用方式來改變，設施承載量方面，管理單

位亦可由更多的投資提供更多的設施來改變，而於規劃階段則宜以生態承載量及

社會承載量之評定為主，而實質承載量及設施承載量之分析，則以提供資源利用

方式及設施建設之參考依據為主要目的。 

鑑於國家步道系統的發展與建置目標，在於保育生態環境資源與滿足民眾休

閒遊憩需求，為確保步道及兩側資源之永續發展，應運用遊憩承載量之概念，於

開放遊憩使用之前，採取生態及社會承載量之評定為主，訂定適當之遊憩承載量，

以制定合理之經營管理措施與遊憩設施開發計畫，進而控制適切的遊憩使用量，

讓遊憩資源可兼顧環境資源所能承載的使用強度與遊客體驗需求下，滿足遊客並

避免過度的使用造成遊憩資源的破壞。 

參、步道機會序列 

從規劃之架構可知，明確的步道系統分級將有助於爾後擬定合理且可行之配

套措施，包括步道建設計畫、經營管理措施與行銷方案。而目前步道系統之分級

方式，無論採用歸納法或演繹法，皆離不開經由資源導向（resource-based）、使用

者導向（user oriented）、經營導向(management oriented)三個象度之考量。而國家

步道系統係為服務全國民眾，涵蓋自然生態環境與既有步道甚廣，故可提供遊憩

機會的步道環境甚為多樣，因此，本研究依據上述之需求理論、遊憩機會序列與

承載量觀點，並同時兼顧資源導向、使用者導向、以及既有步道之經營導向三個

象度之多軸考量，以建構國家步道系統與各級分類。 

一、界定要素 

本研究以多軸考量模式，建議下列八個界定步道機會序列之基本要素如下： 

（一）環境因子 

1.自然度：係指土地現況與原始植生之脫離程度，自然度越高表示保持原

始植生越完整或開發程度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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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形變化度：係指環境地勢起伏之變化度，環境地勢起伏變化越大則困

難度越高。 

3.可供承載強度：包括欲導入之活動是否能與環境相容、環境對活動之敏

感強度以及環境所能承載的使用量多寡。 

4.可及性：係指前往該環境之路途開發程度（鋪面、步徑或鄉間小道）或

交通工具（遊覽車、自用車、徒步）。 

（二）使用者需求 

1.活動需求：係指使用者為滿足觀賞性、體驗性、冒險性等活動之序列需

求。 

2.體驗需求：係指使用者欲滿足之生理的、社會的、自我實現的等體驗之

序列需求。 

（三）經營管理 

1.遊憩設施：係針對既有步道之界定，指既有步道之經營管理現況，如開

發強度、設施項目與複雜度、設施位置與明顯性。 

2.可接受的制度化管理：指管理制度之技巧與嚴格強度，包括對使用者行

為之管理強度及對環境開發之管理強度。 

二、步道分類 

依上述之八項界定要素，建議國家步道可分為三種不同層級，分別是大眾遊

憩步道、深度體驗步道及高度保育步道。 

（一）大眾遊憩步道 

大眾遊憩步道的特色是自然度與敏感度低，承載量與可及性高，並以滿足一

般社會大眾之觀賞性、體驗性、生理性與社會性等基本遊憩需求，因此欲導入之

遊憩活動上，包括健行、親近自然及賞景等一般性活動。又由於此類步道的自然

度與敏感度相對較低，可及性高，因此都會區近郊之國有林地可朝此類步道發展，

以服務都會區居民之一般休閒遊憩，且在經營管理上，對於步道環境之設施要求

較為現代化、舒適、高品質，即開發強度較強方能吸引與滿足大量的使用者。 

（二）深度體驗步道 

深度體驗步道的特色是自然度與敏感度稍高，而承載量低於大眾遊憩步道，

故保護區、國土保安區之山林地，可發展為深度體驗步道，而本區環境亦多具有

獨特之自然、人文生態資源特色，亦可作為生態觀光之推廣步道，以滿足自然體

驗及生態學習需求之遊客。另一方面，本類型步道之遊憩使用量應有所限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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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過高之使用量造成資源環境不可回復之破壞，以及追求深度體驗之遊客因環

境過度使用，所造成心理滿足感下降。 

（三）高度保育步道 

高度保育步道之特色是自然度與敏感度極高，可及性極低，並以自然生態資

源為主的環境。故鄰近中央山脈保育廊道、國家公園之生態保護區與史蹟保存區

均應發展此類步道。此類步道以環境資源保育為最終目標，並提供遊客追求自我

實現、高峰體驗之遊憩機會。然本區步道所經環境之生態敏感性較高，故任何不

當的人為干擾均可能造成資源難以回復的風險，因此，在遊憩使用量需做最大之

管制，以限制過量的遊憩衝擊所造成的影響。此類型步道系統在規劃設計上，以

生態環境資源保育為最高原則（表 1）。 

表 1 步道層級之界定要素 

界定因子 大眾遊憩 深度體驗 高度保育 

自然度低   
1.自然度 

  自然度高 

地形起伏小   2. 地 形 變 化

度   地形起伏大 

3. 可 供 承 載

量 
   

a.活動相容性 相容性極高 有點相容 
相容性低 

b.環境敏感度 敏感性極低 有點敏感 
敏感性極高 

c.承載量 承載量高  應特別重視承

載量 

4.可及性    

a.接近道路 
可供車輛通行之柏油路 

 

車輛管制之碎

石路 

環境因子 

b.交通工具 
遊覽車 汽機車 

徒步 

5.活動需求 觀賞性活動 體驗性活動 
冒險性活動 使用者需

求 6.體驗需求 滿足安全需求 滿足社會需求
滿足自我實現

7.設施管理    

a.開發強度 開發強度極高 開發強度中等
極低度開發 

經營管理 

b.設施項目 解說中心、公廁、指示牌、橋樑、鋪面
僅有安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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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設施複雜度 非常複雜 有點複雜 
沒有改變 

d.設施明顯性 
改變大且非常明顯 主要呈現自然面貌

不改變 

8.制度化管理    

a.使用者管理 完全無管制 中等管制 
嚴格管制 

肆、各級步道之規劃與設計原則 

本研究將國家步道系統以概念性方式，分為大眾遊憩、深度體驗、高度保育

三層級之步道系統。以下分別依不同層級之步道系統，依規劃方法論之架構說明

其規劃設計原則如下： 

一、步道規劃 

Clark 與 Stankey（1979）就 Lake Kachess 的發展史發現，該區原是古木參天、

溪流清澈的原始荒野地區，是少數追求自我實現者的旅遊勝地，但因為水壩的開

發使得本區逐漸被大眾知道，而吸引更多遊客進入，相關單位亦為滿足大量遊客

需求，開始興建道路，且逐漸現代化，以服務更廣大之遊客，使得該區已不在是

當初少數追求自我旅遊者之原始荒野地，環境改變，需求者轉而尋求另一旅遊淨

地。為避免踏上 Lake Kachess 的後塵，因此開始考量以 ROS 的六個要素來評估一

地區的最適發展機會。是故 ROS 不單僅是應用在遊憩資源調查，以檢視及評估環

境特色來決定遊憩環境在序列概念上之相對可利用性，更可應用在遊憩資源的規

劃與分配、提供適切之遊憩機會以滿足遊客欲追求之體驗、以及評估經營管理執

行之成果。 

而國家步道之發展目的，即是兼顧資源保育與提供遊憩活動的雙重目標，但

步道的選線、設施強度與環境資源和使用者需求息息相關，因此為使國家步道能

永續保存既有資源，且滿足不同需求之使用者，步道沿線之土地利用、空間之佈

設及周遭環境之配合等方面，均應以環境資源為本，合理與妥善規劃，再配合步

道界定因素來檢視與評估該環境資源的最適步道開發，方能落實國家步道之最終

目標與理想。步道規劃程序與內容說明如下： 

（一）基本資料調查 

由於步道之設置對沿線土地利用有極大之影響，因此須進行環境基本資料調

查，才能使週遭環境及空間之佈設合理且符合經濟原則，並提供後續設計之考量，

而現況調查分析應以影響範圍為調查區域，不應僅限於實際規劃範圍，基本調查

主要可分為兩個部份： 

1. 資源供給面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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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供給面之調查主要在瞭解規劃範圍之發展潛力與限制，並藉由資源

面之調查，訂定各個步道之遊憩承載量，進而應用於步道之選線上，藉由整

體且完善之環境調查，才能將步道之選線作業做最合理之安排。 

不同層級之步道系統，各項資源供給面調查項目之著重程度不同，建議

配合步道系統之設置目標，選擇主要調查重點作詳盡之調查，方能使資料之

蒐集與分析作業既經濟又有效率。就高度保育步道系統而言，因其生態環境

敏感度極高，故應進行詳盡之生態環境資源調查，而深度體驗步道系統，除

就生態環境資源進行詳盡調查外，亦應針對可供解說教育之資源進行調查。

以下列出自然與人文環境各項調查項目： 

(1) 自然環境調查，項目包括：計畫範圍之地理區位、生態、地形、地

質、土壤、水文、氣候、動植物、礦產、特殊景觀等。 

(2) 人文環境調查，項目包括：規劃範圍之行政區域、使用分區、聯外

交通系統、公共設施之數量與品質、古蹟遺址、服務區域內人口與

產業結構、污染物之分布與處理情形、開發上之限制，以及開發後

衍生之問題及因應措施。 

2. 需求使用面調查 

遊憩需求亦如馬斯洛需求層級理論，具有一般遊憩需求到追求自我成長

性質之最高需求。本研究之步道系統分級即依據該層級理論，將遊憩環境依

遊憩機會序列概念進行分級，以供不同遊憩需求層級之遊客使用。因規劃設

計之最終目標在於求取最適宜、合理之土地利用方式，而遊客之遊憩需求、

使用行為亦與環境息息相關，因此需求使用面之調查常是規劃之基本資料調

查分析重點工作之一。 

本研究為滿足不同層級之遊憩需求，將步道系統分為大眾遊憩、深度體

驗、高度保育步道系統，以滿足具匱乏性質及自我成長性質之遊憩需求。在

使用行為方面，調查項目包括：使用者族群之特徵、步道使用情形等。整體

而言，不同層級之步道系統在需求使用面之調查工作著重點不同，就大眾遊

憩步道系統而言，以使用者需求導向為主，較著重需求質量之調查，而深度

體驗與高度保育步道系統則較著重使用行為調查，並進一步將結果與資源面

調查結果相較，以瞭解使用行為對生態環境資源是否產生過度衝擊之情形。 

（二）步道選線 

ROS 應用於資源的規劃與分配上，係指序列相近的環境機會，因其環境特

徵、使用者需求與經營管理方式相似，故可作為擴大或延長活動範圍之選擇，

因此在步道選線上，當依據前述之資源現況與需求調查後，訂定遊憩環境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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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為步道選線之依據。此外，除整合遊憩環境機會相近的步道資源成一步道

外，亦須考量下列其他因素。 

1. 承載量 

選擇對土地產生最小衝擊且令人賞心悅目的步道，並充分利用現有自然

地形和植被，以求維護成本達到最低。在生態敏感性愈高、生態環境資源愈

珍貴之步道環境，為保持其生態環境資源之完整性，應制定較低之遊憩承載

量。應用此一概念，高度保育之步道系統即應訂定極低度之遊憩承載量。 

2. 步道資源狀況 

步道所經路線周圍環境應有最多的變化，或儘量選擇可途經景觀、歷

史、文化等遊憩價值之特別區域與據點，而一般遊客最偏好視覺較開闊或原

始林相之景觀。此外步道亦應避開稀有動植物棲地等敏感地帶以減少對自然

環境的損害，避免經過土質不良、坍方區、或坡度過陡之路段，一方面保護

遊客使用之安全，另一方面以利於日後之管理維護工作與減少經費開支。此

外，現存適宜且排水良好的舊有步道應儘可能與新步道整合。 

3. 步道起訖點型式 

步道的起訖點必須在交通可及性高的地方，最理想的是在停車場附近或

有運輸系統接駁之處，且起訖點須有明確且清晰的標示；經研究結果顯示，

一般遊客較喜歡起訖點位置相同的環型步道勝於線形步道（黃淑為，1999）。

因此，以服務一般社會大眾之大眾遊憩步道系統，應以環型選線為規劃原

則，而深度體驗步道系統亦建議以起訖點相同為原則，至於高山保育步道系

統考量生態環境之敏感度與使用者追求最高遊憩需求，建議以單線單向選線

為原則。 

4. 步道長度 

一條步道的長度最好以步行所需時間來度量，而步行所需時間則取決於

行經地區的地形起伏狀況、步道的實際長度，以及步行者的特性；建議大眾

遊憩步道系統長度為 10 公里以下、深度體驗步道系統長度為 10-30 公里、

高度保育步道系統長度為 30 公里以上。 

（四）步道發展構想 

步道資料蒐集與分析工作進行完成並確立規劃發展方向後，即可進一步針

對結果，提出步道發展構想，再依據發展構想提出相關之建設計畫。 

二、步道設計 

步道的設計方面並無一定原則，簡言之，步道的設計應配合步道規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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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對自然環境產生最少的干擾，並考慮使用者的安全和樂趣、人行流量和類型，

以及該地區之景觀美質，結合環境特色進而產生一高品質、高耐久性、低維護的

步道。以下將依大眾遊憩、深度體驗、高度保育三類步道系統進行設計原則說明： 

（一）大眾遊憩步道系統 

大眾遊憩步道系統多為景觀步道且開發程度較高，係以現有路況難度較低之

健行路線予以適當整理，改善路基架構與行走空間，提供較優良、完善之服務設

施與公共設施；連結遊憩與景觀資源，提供多樣化之旅遊體驗，並導入郊遊、野

餐、欣賞風景等活動。其設計準則分述如下： 

1. 步道入口據點 

步道入口服務據點係配合步道系統之起訖點加以設置，為提供健行遊客更完

善之服務，入口據點可配置停車空間、公廁、多用途空間，以及解說服務等。 

2. 路基建築 

在不過分整地之原則下，提高步道路況之舒適性。坡度在 15%以上之步道路

段，長度不可超過 50 公尺，而水平路面之路基須墊高，以減少路面積水。 

3. 步道寬度 

大眾遊憩步道系統之步道主要提供一般社會大眾使用，其路面寬度應維持在

2～2.5 公尺之間，以容納步行者雙向通行，經研究結果可知，一般大眾亦較

喜歡可以兩人並行的步道寬度。 

4. 步道階梯 

為提供社會大眾最舒適的步行環境，於坡度大於 15%以上處設立階梯以易攀

登，以減少長斜面，而階梯的寬度與步道寬度相同，踏面高度以 15～20 公

分，踏面深度以 25～30 公分為標準。 

5. 涉水便橋 

基於安全之考量，因此當步道不可避免必須橫過溪流時，必須搭設便橋，以

方便遊客通過，便橋寬度與步道寬度相同，並架設欄杆。 

6. 步道材料 

大眾遊憩步道系統之使用量極大，為確保步道之耐久性應以耐磨性高之鋪面

材料為主，朝較簡易、人工化且持久之設施設計為原則。 

7. 欄杆或護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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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杆或護欄必須與步道或階梯配合設置，可保護特殊區域及展示物，以避免

遊客太靠近而造成破壞；此外在部份路段基於安全考量，也應加設欄杆或護

欄，而欄杆或護欄的設計上，則須考慮人行的視線高度，盡量不遮蔽視野景

觀，且型式應簡單輕巧。 

8. 植栽美化 

以原有植栽整理為原則，必要補植時則以該區域原生植物樹種為優先，另外

在步道開發過程中挖方、填方坡面、土坑或其他地表植被已除去之區域，應

以原生樹種進行大量的植被復育。 

9. 休憩據點設置 

為提供遊客勞累時歇腳與欣賞景緻之場所，應於步道景觀優美處或連續步行

約 30～60 分鐘之區間，闢建完善之休憩據點並提供安全之設施，各設施之

設計手法應以強調步道特色為原則。 

10. 指標設施 

指標設施包括：地點、方向、解說、警示等指示牌，各有不同指標功能與作

用。大眾遊憩步道系統應具備完善之指標設施，其材質選用應以適合當地氣

候環境、可塑性強、材料取得容易且方便維護之材料，須全區一致，且各類

指示牌應集結設置，以減少牌示林立情形產生。以下就各類指示牌說明之： 

(1) 地點指示牌—步道入口應設置全區導覽地點牌，明確說明遊客所在

位置，並說明步道路徑、距離、遊客須知及沿線景點介紹，整體而

言，內容力求簡單化，並以色彩及圖例表示各步道之分級程度。 

(2) 方向指示牌—在主要據點及步道中途分岔口設置，並以色彩及圖例

表示。 

(3) 主題解說牌—為自然與人文古蹟景觀說明，主要設置於景點附近，

亦可配合涼亭共同設置，以大型主題解說牌為主。 

(4) 警示牌—設置於可能發生意外之地點上，或立於步道入口提醒遊客

注意。 

11. 住宿設施 

大眾遊憩步道系統主要提供當日往返之行程，因此不須設置住宿設施。 

12. 解說內容 

大眾遊憩步道系統服務對象為一般社會大眾，因此在解說主題、解說內容之

選擇上，以生動有趣、淺顯易懂的型式展示為佳，如圖畫說明。 

13. 服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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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入口據點之服務設施外，步道沿線之服務設施尚包括：廁所、飲水設施、

休憩座椅、垃圾桶等。 

（二）深度體驗步道系統 

深度體驗步道系統主要提供追求自我成長需求之遊客使用，其具豐富之自然

環境與原野體驗，故沿線步道狀況較為原始，行程難度較大眾遊憩步道系統稍高

且較具冒險與知識性。 

1. 步道入口據點 

深度體驗步道系統係屬較低開發之路程，因此在步道入口所提供之服務設施

均較大眾遊憩步道系統的服務層級較小，建議配置有小型停車空間、公廁與

方向指引服務設施。 

2. 路基建築 

以不過分整地為原則，路基維持不小於 1 公尺左右，在土表較易流失之路段

設置木樁與導流木，其餘路段則以不鋪設鋪面材料為原則。 

3. 步道寬度 

路面寬度應維持在 1～1.2 公尺之間，以容納步行者單向通行。 

4. 步道階梯 

於坡度大於 20%以上處，利用現地石塊予以堆砌外，亦設置利用木樁與導流

木以便攀登。 

5. 涉水便橋 

基於安全之考量，因此當步道不可避免必須橫過溪流時，必須搭設便橋，以

方便遊客通過，便橋寬度與步道寬度相同，並架設欄杆。 

6. 步道材料 

步道之鋪面材料以就地取材或採用自然材料為原則，並儘可能保持原有路

況，如：泥土路、碎石等地表。 

7. 欄杆或護欄 

欄杆或護欄必須與步道或階梯配合設置，可保護特殊區域及展示物，以避免

遊客太靠近而造成破壞；此外在部份路段基於安全考量，加設欄杆或護欄，

而欄杆或護欄的設計則須考慮人行的視線高度，盡量不遮蔽視野景觀，且形

式應簡單輕巧。 

8. 植栽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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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以保持自然植相為原則，必要時則進行原有植栽之整理。在步道闢建

時，儘可能保護原有植相，以免破壞或干擾自然生態棲地之完整。 

9. 休憩據點設置 

僅於較具景觀資源處或步行約 30～60 分鐘之區間，稍予以整地以提供較平

整之休憩空間，或於適當地點就地取材搭設簡易休憩涼亭，或挑選巨石予以

設置，提供遊客歇腳之用。 

10. 指標設施 

步道沿線尚須設置些許指示性設施，說明如下： 

(1) 地點牌—步道入口應設置全區導覽地點牌，明確說明遊客所在位

址，並說明步道路徑、距離、遊客須知及沿線景點介紹，整體而言，

內容力求簡單化，並以色彩及圖例表示各步道之分級程度。 

(2) 方向指示牌—在主要據點及步道中途分岔口設置，並以色彩及圖例

表示欲前往之步道分級與鋪設情況。 

(3) 小型主題解說牌—為自然與人文古蹟景觀說明，設置於主要景點附

近。 

(4) 警示牌—設置於可能發生意外之地點上，提醒遊客注意。 

11. 住宿設施 

由於深度體驗步道主要提供 2-3 日之行程，因此建議於步行時間約 4-8 小時

處，選取地勢平坦、地質穩定等受衝擊程度較低且具備水源之地區，建設住

宿山莊或露營地等住宿設施。 

12. 解說內容 

深度體驗步道系統係提供遊客追求自我成長學習、教育研究之步道系統，因

此，解說內容應含深度之資訊，或以預約方式提供專業解說員隨行。 

13. 服務設施 

為提供較原始之遊憩環境，步道沿線除簡易休憩設施、指標設施外，不提供

任何服務設施，包括垃圾桶，以倡導、落實垃圾自行帶下山之理念。 

（三）高度保育步道系統 

高度保育步道系統係高度資源依存型、高使用困難度及低使用量之步道系

統，提供追求高峰經驗之最高遊憩需求環境，具有原始、生態敏感度高之環境

特質，因此此系統之步道設計原則，以保持原貌、儘可能減少人力介入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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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僅就可能出現人力介入之步道環境設計項目說明之： 

1. 步道入口據點 

提供臨時停車、整裝空間，及方向指引服務設施。設施建造以取材自然、簡

易造型為原則。 

2. 欄杆或護欄 

於地勢險峻處，基於安全考量，可適當提供欄杆以維護登山者安全，形式應

簡單輕巧。 

3. 休憩據點設置 

僅於較具景觀資源處，稍予以整地以提供較平整之休憩空間，並以取材自

然、簡易造型為原則。 

4. 指標設施 

僅提供簡易方向指示牌、警示牌。指示牌造型、用色、材質均應力求與環境

背景相容。 

5. 住宿設施 

在高度保育系統步道上，僅建設避難用之山屋。 

伍、步道之經營管理 

經營管理計畫係達成資源永續利用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之一，完善的經營管

理計畫，將有助於經營管理者落實步道開發之執行與推廣。而經營管理計畫之擬

定，通常依據計畫區資源、未來開發型態，配合計畫構想與實質計畫，共同研擬

作業內容。 

不同層級之步道遊憩環境，由於建置目標、資源型態、使用情形等不同，因

而執行發展之經營管理計畫相異。就使用情形而言，大眾遊憩步道系統，使用量

極高，因此步道環境之維護工作頻率自然得增加，而高度保育步道系統，使用量

極低，且多為具高度環境倫理觀之使用者，因此，步道環境可保持原狀或藉由環

境自淨系統來消化分解，因而人為之維護管理工作頻率可降至最低。 

而在管制措施及行前訓練方面，不同層級之步道遊憩環境，亦應擬定不同之

經營管理策略。其中大眾遊憩步道系統，係提供一般社會大眾從事一般休閒性活

動，因此，在進出、沿線步道使用上，儘可能不制定任何管制措施；至於深度體

驗及高度保育步道系統，由於所擁有之資源環境敏感性高，且遊客追求較高層級

之遊憩需求，因此過量的遊憩使用，將可能造成環境資源的過度負荷及遊客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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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感下降，因此，制定使用量及使用行為等管制措施是必需的，此外，為確保

資源受破壞程度降低及使用者之人身安全，在進入該遊憩環境有必要進行行前相

關知識之訓練，且訓練內容應配合生態環境敏感度及其原始程度，而有程度上的

不同。 
表 2  各級步道之規劃與設計原則 

步道系統 

規劃設計 
大眾遊憩 深度體驗 高度保育 

目標 
對象 一般社會大眾 體能良好，具環境

倫理觀者 

體能極佳，具高度

環境倫理觀者 

區位 位於都市近郊，交

通可及性高 

位於保護區、國土

保安區之山林地，

交通可及性中等 

位於生態保護區、

史蹟保存區之國家

公園，交通可及性

低 

自然度 低  中 高 

獨特性 自然、人文景觀獨

特性較低 

自然、人文景觀獨

特性中 

自然、人文景

觀獨特性較高 

資源

面 

敏感性 低 中 高 

遊 憩 需

求 

運動健身、休憩賞

景、溝通情感、放

鬆身心 

自我成長學習教育

研究 

鍛鍊體魄、冒險探

奇、教育研究、追

求自我肯定 

 

花 費 時

間 

當日來回 2-3 日 4 日以上 

登 山 技

能 

無 野營技術、野外生

活常識、登山基本

常識 

野營技術、野外求

生技術、氣象知

識、登山技術、攀

岩溯溪技術等 

裝備 輕裝 中裝 重裝 

使用

面 

體 力 消

耗 

低 中 高 

承載量 高 中 低 

步 道 型

式 

環型或複合環型 一線往返，起訖點

相同 

一線單向，起訖點

不同 

遊 憩 據

點 

多 少 甚少或無 

規劃 

坡度 平緩 儘可能平緩 保持原狀 

B-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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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道 長

度 

1-10 公里 10-30 公里 30 公里以上 

活 動 類

型 

休閒性 教育性 冒險性 

入 口 據

點 

完善公共服務設施 基本公共服務設施 甚少或無公共服務

設施 

路 基 建

築 

提供高度舒適路況 提供中度舒適路況 保持原有路面 

步 道 路

寬 

2-2.5 公尺 1-2 公尺 － 

步 道 階

梯 

坡度﹥15% 

設立階梯 

坡度﹥20% 

設立階梯 

－

步道

系統 

規劃設

計 

大眾遊憩 深度體驗 高度保育 

涉 水 便

橋 

有，與步道同寬 有，與步道同寬 －

步 道 材

質 
耐磨性高之鋪面材

質 

就地取材或採用自

然材質 

保持原有路面 

欄 杆 護

欄 

有 有 甚少或無 

植 栽 美

化 
原有植栽整理，必

要時補植 

保持原有植相，或

原有植栽整理 

保持原有植相 

休 憩 據

點 
完善型 簡易型 甚少或無，簡易型

指 標 設

施 
完善 少許指標 甚少或不具指標 

住 宿 設

施 
無 山莊、露營地等住

宿設施 

避難山屋或無 

解 說 內

容 
淺顯易懂 深度資訊、解說員 － 

設計 

 

沿 線 服

務設施 
廁所、垃圾桶、飲

水設施、休憩座椅

等 

－ － 

經營

管理 
維 護 頻

度 
高 中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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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制 措

施 
低或無 有 有 

行 前 訓

練 
無 保護人身安全及自

然保育一般常識 

保護人身安全及自

然保育之專業知識 

陸、結論 

一條步道的開設，是決定該地區發展型態的關鍵，但人們常因過度集中式的

旅遊，造成環境敏感區、脆弱地、生物棲息地的破壞，因此事前應擬定步道規劃

目標、妥善的規劃動線、設計活動類型，以提供給使用者使用，俾使自然資源在

不虞匱乏的情況下，滿足遊客的需要。而國家步道系統乃提供國人一處休閒遊憩

環境，但由於遊憩資源、遊憩需求、遊憩活動等不同，實需要一專門的管理措施，

使得珍貴的森林遊憩資源，在滿足國人及後代子孫之需求下得以永續利用。 

本研究從規劃方法論、遊憩需求，依據遊憩機會序列之概念，將國家步道系

統分為大眾遊憩、深度體驗、高度保育三層級之步道系統，屬於概念性初步之分

類方式，並針對三層級之步道系統其規劃目標訂定、資源與使用面之基本資料調

查、規劃設計、經營管理原則以序列概念來說明（表 2），從根本之發展概念來著

手，藉以「大處著眼」期許未來「小處著手」，確實發展落實國家步道保育與開發

並重之終極目標。而目前國內對於國家步道系統的整體規劃，初步針對高山與歷

史古道進行遴選與評估，此兩類國家步道具有資源之獨特性，有必要儘速規劃建

立合理且有效之經營管理方式，以達資源保育與永續利用之目標。然而國家步道

環境資源之多樣性高，且大眾遊憩需求之層級也有所不同，如何針對不同遊憩需

求導向，配合國有林環境資源合理運用、永續發展之目標，設置規劃完整且多樣

化的遊憩機會是當前國家步道系統發展要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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