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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調查背景 

小琉球近年來成為台灣民眾的離島觀光聖地，因為其生態多樣性資源豐富，

觀察島上生物多樣性的行程，成為小琉球最受遊客喜愛的行程之一，例如:潮間

帶觀光導覽行程。然而，遊客人數變多，並且會在潮間帶踩踏、撿拾生物、丟

棄垃圾……等等，使得小琉球潮間帶生態受到嚴重衝擊，杉福的潮間帶破壞尤

其嚴重，生物族群數量，下降到只有其他潮間帶地區的 1/20、杉福潮間帶 1平

方公尺內找不到 2公分以上的生物。  

根據此現象，政府的對策一開始是，宣導:不獵捕、不購買、不採集、不攀

折、不侵擾或破壞野生動物賴以生存的棲地。但因宣導成果有限，因此在 2012

年 8月 17日，交通部大鵬灣國家風景區正式實施小琉球杉福潮間帶遊客總量

管制，為保護生態環境，使小琉球觀光資源能永續發展，杉福潮間帶自即

日起實施遊客總量管制，其管制辦法如下： 

1.遊客進入潮間帶前需閱讀和遵守潮間帶公約。 

2.杉福潮間帶內管制人數為 300 人。 

3.杉福潮間帶內遊客人數超過 300 人時，遊客需在管制站外等候。 

4.遊客需在有導遊或解說人員的帶領下進入潮間帶。 

5.遊客需遵從導遊或解說人員的指示和引導。 

6.於潮間帶進行遊憩活動時，遊客需於規劃範圍內進行。 

7.在潮間帶時遊客不可單獨離隊活動。 

8.在潮間帶遊客不可帶走潮間帶生物及其他破壞潮間帶的行為。  

  實施時間: 2012年 8月 17日至 2014年 3月 31日 

＊不遵守之遊客，將以漁業法處新台幣 3 萬至 15 萬元罰款。 

這個計畫也使民宿導覽套裝行程生意受到影響，但如果不暫停潮間帶旅遊，

讓自然環境休養生息，未來一旦被破壞，島上所有民宿收益都會大打折扣。 

二、 研究目的 

 

我們想藉由實地探訪調查小琉球了解到杉福潮間帶管制效應: 

1.小琉球島上民宿業者的配合度、及想法 

2.專家、政府的看法 

3.杉福潮間帶未來管理建議 



 

貳、 研究方法與研究機制 

 
一、 研究對象及方法 

小琉球主要行程多為民宿業者準備的套裝行程，行程中幾乎包括潮間帶生

態導覽，而小琉球近年來民宿已達到大約三百多間，於是可想而知大量遊客會

參加民宿準備的潮間帶導覽，勢必對潮間帶是一大傷害。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

小琉球的民宿業者對潮間帶資源管制的配合程度，其他對象還包括鄉公所秘書

蔡文財、學者曾喻文。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欲從文獻、書籍資料探討潮間帶近年來的管制計畫

及生物多樣性變化。以下為研究方法說明: 

1. 問卷法配合簡答說明:調查小琉球島上民宿業者是否配合政府管制、說明   

配合原因、了解想法 

2. 實際訪談法:實際訪談業者對於政府政策的成果、看法以及建議；訪談政府

機關實施上的困難以及未來方向。 

3. 文獻資料:了解小琉球潮間帶概況及實際遊客量，也從文獻法規中明瞭管  

制條例的依據為何。 

4. 實地攝影、錄音:實際勘查潮間帶生物。 

 

二、 研究時間及人數 

1. 調查時間:104 年 5月 30日~104年 6月 1日 

2. 研究員人數:5 人 

3. 訪問民宿樣本:31份 

4. 有效樣本:31 份 

 

三、 研究限制 

近年來，小琉球旅遊業興盛，有許多新興民宿成立，有些是外地人民到小

琉球經營民宿，而外地人來小琉球經營會對當地的生態變化相較之下比較不瞭

解，也比較不重視；有些當地老民宿的老闆年紀比較大，教育程度比較低，對

保育政策採取消極應對態度，且也會拒絕接受訪問；近年來，大量新興民宿興

起，而新民宿會有較多的客人，我們親自去訪問時，老闆通常都以非常忙碌為

理由拒絕接受訪問。 

 

 

 



 

參、 文獻回顧 
一、  小琉球的地形與主要遊憩潮間帶相對位置

 

 

小琉球主要有五個潮間帶，分別為肚仔坪、漁埕尾、杉福、蛤板灣、龍

蝦洞。其中肚仔坪、漁埕尾、杉福，因為易達性高，因此多由導遊或當地民宿

業者帶隊前往的團客居多；而蛤板灣多以散客和自由行的遊客為主；龍蝦洞潮

間帶則因地形崎嶇不容易到達，前往的遊客非常的少，不是遊客主要遊憩的潮

間帶。  

 

二、小琉球遊客人數及遊憩密度 

1. 由下圖中的藍圈、紅圈可以看出，漁埕尾和杉福潮間帶為遊憩密度最高的潮

間帶密度分別為 0.032及 0.051，遠遠高於其他潮間帶(0.004、0.006) 

 

 

 



 

2. 由下圖表中，六月及假日的人數為 13,222人，五月和平常日的人數是

8,084人，而這些數據為目擊遊客量，實際遊客量通常為目擊三倍之多，因此

小琉球潮間帶一天人數可能會高達 39,666驚人的數量。 

 

 

 

 

 

 

 

 

                  

2011年 5 月、6 月小琉球潮間帶遊客量表 

 

三、 遊憩密度對物種組成及優勢度的改變 

 

小琉球潮間帶高優勢物種為蜈蚣櫛蛇尾，其分布主要在近岸地區的砂質基

底的多孔隙環境由於其身上無硬殼保護，對於遊客踩踏的物理性破壞較為敏感，

遊客踩踏的壓力直接反應在蜈蚣櫛蛇尾的族群存活上，蜈蚣櫛蛇尾的族群的消

長是反應潮間帶遊憩壓力很重要的生態指標，在漁埕尾和杉福潮間帶的遊憩壓

力最大，在遊客持續不斷的踩踏下，蜈蚣櫛蛇尾的族群數量由高優勢度降低為

優勢度，在遊憩壓力持續存在下，族群無法恢復到如同龍蝦洞潮間帶的自然狀

態。  

由下圖中看出，蜈蚣櫛蛇尾優勢度與遊憩密度呈現反比關係，蜈蚣櫛蛇尾

在遊客較少到達的龍蝦洞潮間帶最為優勢(92.3%)，但在較高遊憩密度的漁埕尾

和杉福潮間帶，蜈蚣櫛蛇尾族群量已由高優勢種下降為優勢種(分別為 17.8%和 

21.4%)。 

 

 

 

 

 

 

 5 月 6 月 非假日 假日 實際 

平均遊 

客人數 

264.9 440.7  183.7 785.2  

全月的遊客

量 

8,211 13,222  8,084 13,349 3倍= 

39,666 

17.8% 

92.3% 

21.4% 



 

肆、 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研究發現 

A.民宿業者 

我們以隨機採樣的方式，在小琉球島中央已一個發散點分三路隨機找了 31

家民宿做訪談調查。針對業者的反應，我們主要分做兩種應對方式： 

a.有配合有的民宿業者仍然會有偷帶遊客走小路的情形，對此我們會試著

了解其原因，是否對生態維護的觀念不深，或者認為保育不重要，亦或有經濟

壓力的問題，最後再試著對他們做宣導，講述生態維護的重要性，若不重視，

日後對其經濟會帶來的問題。 

b.至於有再配合的業者，我們會藉由訪談的方式去了解他們的想法，是迫

於無奈，或者真的有保育的意識在，詢問他們對於管制所帶來的影響，是否真

有成效，且是否有任何建議或想法。 

 

1.所訪談民宿的營業時間:問卷調查的結果，我們發現有 77%的民宿業者都是 5

年內開始營業的，顯示近年小琉球的觀光產業興起之後，許多民眾被吸引開始

朝此發展，甚至有非本地的居民來營業民宿，希望藉此順風車大賺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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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宿的配合主要原因 

 

(1) 60%的認為生態維護很重要，因為環境被破壞，生物量減少之後，潮間帶的

吸引力也必將衰弱。 

(2)50%的業者解釋他們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像是夜遊、浮潛等，甚至有業者強

調保育的重要性，堅持不帶潮間帶，以水上活動作為其民宿特色。 

(3)15%的業者說是一群有共同意識的人約定好要遵守的。小琉球上的一些人成

立了生態聯盟和觀光協會，以生態維護為宗旨在努力。 

 

3.管制所帶來的好處與壞處 

(1)好處： 

a.管制能帶來生態的永續發展：進入潮間帶的人數減少，踐踏量就會降低，對

環境的破壞得以受到控制，使潮間帶有喘息的空間，讓當地的生物能再次復育，

使生物量漸漸增加。 



 

b.能提高對潮間帶的生態重視：因為管制的約束，遊客必須在導覽人員的帶領

下能進入潮間帶，此情況下遊客能聆聽導覽，了解生物習性，甚至生態保育的

重要性; 管制也規定遊客不得帶走潮間帶生物或破壞潮間帶，能保護環境生態。 

(2)壞處： 

a.對經濟帶來影響。畢竟潮間帶是小琉球的一大特色，也是許多遊客慕名前來

的原因，限制了入場的人數，自然就使一些遊客喪失了前來的意願，也就讓民

宿少了一個客人。 

 

4.應變方法 

有些遊客或許不知道有管制之事，到了卻因為管制而看不到想要的難免會

有所抱怨，此時民宿業者也有了應變的方法。 

(1)提出替代的方案，取代原潮間帶的行程。有些業者會帶遊客前往不受管制的

潮間帶，因為沒有人數限制，依然可以隨意進出；有些則會以潮間帶以外的行

程代替，像是夜遊、觀星，或浮潛等水上活動，在此同時有些業者也會藉機教

育遊客生態保育的概念。 

5.政府管制成效如何?(民宿業者認為) 

(1)約束力不夠。因為此管制並沒有明文法律規定，所以並不能強制遊客不進入

管制區，也僅只能對其做宣導與規勸，無法做任何的處罰動作，使許多遊客仍

然一意孤行。 

(2)有些導覽人員帶的遊客太多。管制規定一個導覽人員最多只能帶 30 個遊客，

使有些業者鑽漏洞，帶人入場後交給另一導覽人員，造成有一個導覽帶超過 30

人，甚至近百的狀況，使業者無法完全掌握遊客的走向，造成許多生物遭殃，

解說效果也大打折扣。 

(3)300人仍對生態影響甚大。管制內容為”同一時間不能超過 300人”，但有

人進去就有人出來，一天下來甚至能到上千人踐踏過潮間帶，管制效果並不大。 

(4)應該達到長期、完整全面化。管制的延續時間仍不久，效果尚不明顯，宜持

續保持，並把管制範圍擴張到其他潮間帶，不僅僅是杉福潮間帶，保育更多的

生態環境與生物。 

(5)相關生態調查太少。對於潮間帶的相關學術研究不夠，相關知識不夠豐富，

業者與居民對生態環境的了解不夠深入，自然就較難產生保護的觀念，也較難

傳達給遊客。 

(6)民宿業者意見有分歧。因為管制多少會對經濟造成影響，部分業者會有所反

彈，而有不遵守、走小路的情形，宜讓民眾達到生態保育的觀念意識，共同維

護。 

 



 

6.希望未來政府怎麼做(民宿業者認為) 

(1)加強學術性研究。多推廣生態研究，安排學者與志工參與潮間帶的觀察調查，

藉以增加對此特別的生態環境的知識，深入了解，已訂定更適合與完善的管制

與保育方式。 

(2)多重視保育宣傳。許多業者與當地民眾對於潮間帶的保育仍不甚了解，政府

宜加強宣導，使人民能達到生態維護的共識。 

B.專家 

 本研究用訪談的方式，生態學者提出杉福潮間帶管制站需要改善或加強

的想法。根據杉福潮間帶管制站的規定，限制杉福潮間帶同一時間，最多容納

300人，並且需要解說員帶領之下才能進入。專家認為，雖然規定同一時間不

得超過 300人，但計算一整天進入過潮間帶的人數也是相當龐大的。他建議應

將規定修正為「一天最多 120人進入」。 

再者，在解說員方面，專家認為大多數的解說員缺乏專業程度，無法嚴格

教育遊客對生態的愛護意識，時常恣意讓遊客踐踏甚至把玩潮間帶生物，也無

法控管遊客跟著團體行動，使他們擅自離開隊伍致使做出傷害潮間帶的行為。

因此，解說員專業程度勢必要提升，專家認為應將解說員受訓時數增加到 160

小時。 

另一方面，專家認為可以將潮間帶劃分為三個區域分別為: 永續利用區、

緩衝區、核心區。永續利用區是開放遊客進入參觀。緩衝區平常不開放，但是

當永續利用區需要進行休養期的時候，便讓緩衝區開放遊客進入。核心區是完

全不對外開放，僅作為生態調查或研究用途。 

另外，專家建議提高潮間帶的入場費，以此能夠減少無心進入潮間帶的遊

客，讓真正對潮間帶有心學習的遊客進入。而這些費用，可以用來蓋一座文創

展覽館，使遊客在進入生態環境之前，先進入館內有豐富的生態教育和介紹。 

 以上，都是專家能夠對杉福潮間帶降低破壞的辦法。但最根本的，希望

不要讓遊客進入杉福潮間帶，提倡夏季保育。因為大多數生物的繁殖季節在夏

季，雖然旅遊旺季也是在夏季，但是如此一來，人類的旅遊行為會打擾到生物

的繁殖期。專家認為，要復育潮間帶生態系，零人為破壞才是不二法門。 

C.政府機關-鄉公所 

 本研究也同樣訪問了鄉公所對於杉福潮間帶管制站的管制問題。他表示

在計畫管制的初期遇到了許多困難，例如: 漁民反對、部分民宿業者反彈。因

為設立管制站之後，禁止任何人採捕生物，影響到了漁民的生計。而且管制人

數後，想要進入杉福潮間帶的遊客時常需要排隊，會讓遊客降低去潮間帶的欲

望。因此也會影響民宿業者的生意。 

 於是鄉公所進行宣導，希望利用宣導讓大家了解設立管制站的用意。起

初，成立了生態觀光協會，用良性勸導的方式教育漁民以及民宿業者，設立管

制站的目的是為了要保育杉福潮間帶，有保育才能永續利用。接著，安排了導

覽人員，一位導覽人員配額最多 30人進行潮間帶解說，並限制參觀時間，藉此

能加快人數的流動。 



 

後來配合學者的建議，鼓吹冬季旅遊。因為夏季為大多數生物的繁殖期，

希望遊客冬季旅遊，減少夏季旅遊的遊客數，讓潮間帶生物順利的繁殖。 

 而談到未來的計畫，鄉公所計畫進行每年生態環境輪休，每年只開放部

分景點讓遊客參觀，隔年開放其他景點，讓去年開放的景點休養。另外也計畫

成立志工巡囉，定時對潮間帶以及其他生態環境進行調查與記錄。 

 

二.問題與討論  

經過與民宿的訪談，我們歸納出以下 3點問題並進行討論： 

1.缺乏完善的法令： 

在訪談當中，超過 6成的民宿業者跟我們提到了立法的需求。在潮間帶的執

法，現時的確存在有很大的困難。正如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副處長許主龍所說(註 1)：「因鵬管處無執法權，若遇強行進入或違法採集，

根本無法令可約束是一大難題。」 

據「屏府農漁字第 10123807100 號」的規定(註 2)，杉福潮間帶保育示範區：

未經該府認證合格之解說人員帶領不得進入，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學術研究及管

理單位人員除外。同依時間進入人數以 300人為限，且僅限進入該府劃設之人

員行走路線水域(以浮球或其他方式標識適當路線)。除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學術

研究及管理單位人員外，禁止於保育區範圍內以任何方式採捕（含徒手）保育

對象或破壞棲息環境之行為。潮間帶保育示範區範為該府得視保育成效或管理

需求予以調整。又據大鵬灣國家風景區關於「小琉球杉福潮間帶遊客總量管制

區正式實施」之公告(註 3)：不遵守之遊客，將以漁業法處新台幣 3萬至 15萬

元罰款。由此可見，小琉球杉福潮間帶的執法權限是落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

業署身上，而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並沒有被賦予任何的執法權。 

漁業法相關的法令就只針對違法採捕的「漁業法第五章保育與管理第 44 條」

關於「為資源管理及漁業結構之調整得公告規定事項」之第一點：《水產動植

物之採捕或處理之限制或禁止》及第二點：《水產動植物或其製品之販賣或持

有之限制或禁止(註 4) 》。對於違法行為處罰方面則是以「第七章罰則第 60

條」關於「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第二款所為之公告事項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十五萬元以下罰金。」(註 5) 如此

並沒有對遊客對潮間帶的進入、觸摸、踐踏行為作出明確規范、限制，解說員、

園區管理員也只能作柔性勸導。 

2.管理制度並不完善： 

訪談得出的結果，現時只單對杉福潮間帶作出管制，對於其他的潮間帶並

沒有足夠的管理，加上現時只有規定杉福潮間帶內同一時間不可超過 300人(註

6)，正如生態聯盟總幹事曾毓文老師所說：「說是 300 人沒錯，但是 30 人出來，

30人又可以進去，又不是一樣！」如此的管制，只是給予人們一種作作秀的感

覺而已。 

據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委托民享環境生態調查有限公司於民國九十八

年四月得出之「小琉球生態旅遊資源調查及規劃執行案」成果報告書第一百二



 

十三頁所示，在專家學者估計之生態或實質承受量，與遊客及業者的社會心理

承受量的評估結果，在尚可的前提下，杉福漁港北岸的潮間帶是每天 235~296

人，杉福漁港南岸潮間帶是每天 110~138人。在報告書中所建議的每天總人數

限制，到現實執行變成了同一時間的人數限制，那是怎麼的管理制度？如此的

做法實在令人感到可惜、難過! 

另外，棘皮動物及藻類皆在四月春末的時間大量繁殖(註 7)，而當地所設

立的休養期則是從十二月到隔年的三月。也如生態聯盟總幹事曾毓文老師所說：

「該段時期正值冬季，前來小琉球的遊客不多。」也有民宿業者告訴我們：

「到了四月遊客一來，潮間帶的生物一下止又被踏光了。」如此的保育計劃，

其目的及成效確定令人質疑。（補充說明，「冬季休養期」計劃只是由琉球鄉

觀光發展協會、商圈發展協會及生態旅遊發展聯盟發起(註 8)，並沒有任何法

律的規定，遊客還是可以自由進入潮間帶。） 

3.遊客負荷量太大： 

每年至少三十五萬人次的遊客前往小琉球(註 7)，一到假日更湧入上萬名

遊客(註 7)。當中大部分遊客都是以「套裝行程」的形式作遊覽，行程司少不

了去潮間帶。大多數業者說，近年小琉球潮間帶的生物種類和數量感覺也越來

越少。更有研究及報導指出：「老一輩的小琉球鄉親說，以前小琉球的生物是

層層疊疊，現在是人層層疊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助理教授羅柳墀

研究團隊，在小琉球進行長達 1 年半的監測調查研究(註 9)，發現島上的杉福、

蛤板灣、漁埕尾及肚仔坪 4處主要的潮間帶區域生物族群數量，已經下降到僅

有其他潮間帶地區的 1/20，生物族群的分布已退卻到浪區。若潮間帶再任由發

展下去，不僅遊憩品質將急速下降，很多生物也會滅絕。 

在此引用地理學報第六十九期 25-46 (2013)：「遊憩衝擊對小琉球潮間帶

生物多樣性與族群空間分布的影響」，文中指出：遊客不間斷的踩踏，使孔隙

消失潮池變淺，使生物失去躲藏生存的棲地，縱使偶有生物個體出現，在遊客

踩踏和無法躲藏的環境條件下，個體也將直接面對踩踏的物理性破壞而死亡。

在高遊憩壓力下的潮間帶，生物個體逐漸消失，生物營造環境的能力下降(註

10)。在如此高遊客量的環境，潮間帶裡的生物無法營造出適合自身生存的多孔

隙空間，更很難在小琉球繼續生存。 

 

 

 

 

 

 

 

 



 

伍、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小琉球擁有多處潮間帶，擁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對遊客而言是項特別

的行程，吸引遊客前往，加上民宿業者的提倡，是現在遊客前往的目的之一。 

 

1.民宿業者對杉福潮間帶管制的配合度:  

依據杉福潮間遊客總量管制的內容: 「潮間帶人數同一時間不超過 300

人，一位導覽人員最多只能帶 30 名遊客入場」，因管制區門口有設立管制閘門，

需現場或提前登記以控管人數，每一間業者幾乎都會根據其配合的導覽人員當

天有無登記到杉福潮間帶來決定是否前往，在這個方面是配合管制的，具有高

配合度。但是我們認為民宿業者之所以能輕易的全部配合管制，是由於管制的

本身很容易遵守，且其實小琉球不只有杉福這個潮間帶，如果登記不到，業者

為了不讓遊客們等，大部分會採取帶到其他潮間帶。而在導覽人員方面，雖其

都遵守不超過 30 人的規定配合管制，但透過訪談後發現，此規範有嚴重的漏洞，

因為未規範導覽人員帶入場後後續的行為，造成有些導覽人員只負責到入場，

入場後就交給其他導覽人的現象。 

 

2.杉福杉福潮間帶管制站對生物恢復的成果：  

 杉福潮間帶等潮間帶的生態多樣性資料少且不直接公開化， 

造成管制成果只能由訪談口述的方式進行。從訪談中得到，管制實施剛開始的

確對生態回復有效，有明顯的看到生物數量變多， 一段時間後，生物數量又回

到原先遭破壞的狀態;因管制中限定的人數依舊很多，管制對生物數量及其多樣

性無太大的改善，有望再減少進入的遊客人數以達到管制的目的，使生態回復。 

 

3.杉福潮間帶管制區實施問題: 

(1) 集中於杉福潮間帶，其他潮間帶人數反而上升：目前的管制只集中管制杉

福潮間帶，未管制其他潮間帶，因此隨著進入杉福潮間帶人數減少，遊客去潮

間帶的人數沒有下降的情況下，其他潮間帶的人數相對上升，對其帶造成人數

上升破壞、也可能上升的影響。 

(2)人數管制中「同一時間」不超過 300人數量依舊過高：管制實施至目前由人

為觀察的結果，生態沒有回復，再加上 且根據文獻回顧中的資料，一時間不超

過 300人的人數上規定尚太多。 

(3)管制區的法律效力弱：依現行的法律，沒有法律明確訂定是否可以管制進入

潮間帶人數，因此在其管制上也沒有依據，較難說服人。 

(4)導覽人員的執照標準不一：導覽人員的執照沒有統一的標準及發放單位，不

僅對導覽人員的解說品質有影響，也對其執照的有效性會產生爭議。 

 



 

二、建議 

1.對民宿業者的建議 

(1)小琉球還有很多特別的人文、生態資產，建議發展出其它替代方案，輪流推

出，勿集中於潮間帶。 

(2)民宿業者間行銷聯盟的建立，共同訂定且提高潮間帶的價位，使遊客不僅有

品質也降低潮間帶人數。 

(3)為保護潮間帶，建議進行潮間帶行前的教育且控制導覽員的品質及導覽人數。 

(4)共同合作的保護潮間帶，才是永續發展的方法。 

2.對政府機關的建議 

(1)訂定相關法規加強潮間帶的管制約束力。 

(2)排定相關課程教育民宿業者生態環境維護的重要性及與其產業永續相關性。 

(3)建議請專業學者對小琉球潮間帶生物量、人數負載力進行定期的評估，在訂

定相關規定時，才能說服當地業者及民眾。 

 

3.對未來政策的建議 

(1)持續相關管制也明確的依法制定政策使其能更加嚴格取締管制化，包括訂定

導覽人員的執照取得方式及帶入場人數，且違者需嚴格執行處罰。 

(2)分區管制，勿集中于一個潮間帶，使每個潮間帶都能修養。 

(3)擴大宣導的範圍且並加入教育的概念，不僅通知民宿業者及當地居民也透過

網路、設立指示牌的方式使遊客知道。 

(4)設立導覽人員認證的統一標準及負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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