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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背景 

    近十年來，漁業資源過度開發利用，如何恢復漁業資源，並永續利用成為各

國重要的課題。依據國外的研究與經驗，設置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ed 

area)是當今認為有效且簡單的方式，相對於傳統限制漁獲量的方法，海洋保護

區是設置禁捕區(no-take zone)，來維持生態系的穩定性。 

 

依據「世界自然資源保育聯盟」（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 IUCN）

所採用之海洋保護區（Marine Protected Area, MPA）之定義：「MPA 係指在潮

間帶或亞潮帶地區，連同其上的水體、動植物、歷史與文化特徵，需藉由法律或

其他有效的手段來保存部份或全部相關的環境」（Kelleher 1999）。此定義可視

為一項國際標準，但各國對此有不同的修飾。台灣並無法規專門討論海洋保護區，

本次討論的漁業資源保育區是套用海洋保護區的概念，在 IUCN 的歸類為第四級

棲地物種管理處，以下我們皆此層級做討論。 

    而為什麼要在小琉球設置漁業資源保育區呢？小琉球是台灣唯一一座珊瑚

礁島嶼，地理位置特殊，漁業資源豐富，深受觀光客喜愛。但近年珊瑚礁魚類受

到過漁(overfishing)的影響，漁業資源短缺，需要及時改善，為了解決此問題，

同時也降低遊憩和觀光所造成的影響。屏東縣政府於民國 89年公告設置琉球漁

業資源保育區，並於 101 年修正公告採分區管制。  

  本漁業資源保育區法源來自漁業法。與保育區相關法條的有第一

條、第四十四條和第四十五條。第一條主要闡述立法的目的在於維持

漁業秩序，改善漁民生活。第四十四條主管單位可公告限制漁具、漁

法、漁區，及限制採捕特地物種。第四十五條為了保育漁業資源，主

管單位可設置保育區，管理單位為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負責。  

 

二、 研究動機與目的    

    據先前民國 95 年研究資料，實地訪談當地漁會人員，發現漁民

不知道設立海洋漁業資源保育區，且當地無告示牌。保育對象為九孔、

龍蝦、紫菜、石花菜，但是當地並無生產紫菜及石花菜，由於水溫較

高的關係，不適合九孔生存，小琉球本身並沒有九孔分布，龍蝦在漁

民捕撈壓力下，幾乎不復存在，就算有體型也相當小。可得知這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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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資源保育區的成效不彰，且法規訂定幾乎沒有意義。在 101 年修正

後，分區管理，馬尾藻、海膽及珊瑚礁魚類為保育對象，取代先前無

意義的保育對象，可推知當地開始重視保育區的重要性。  

 

   設立「琉球漁業資源保育區」，成功地將漁業資源利用之模式由

一味捕撈轉型為多元環保利用，並活絡了在地社區的經濟發展；然而，

伴隨而來的觀光壓力及各式汙染，又再度考驗著漁業資源保育區的存

續。經由此研究，我們達成以下目標：  

(1) 了解小琉球當地面對保育生態與觀光利益的衝突下，對於利用海

洋生態環境的看法；  

(2)  探討小琉球當地對於琉球漁業資源保育區的認知及政策現況的了解；  

(3)  觀光業者對於保育區的設置，有何因應方式以及對於生態環境的看法；  

(4)  反思人類在使用自然資源時，對於使用程度的如何拿捏，才能與環境共

存。  

 

貳、文獻回顧 

 

一、漁業資源保育區之目的 

    光復初期，因戰後復甦使沿近漁業快速發展，但長期積極漁撈作業下，因缺

乏有效的保護措施而使台灣鄰近海域資源枯竭。1970 年代政府為了保育沿近漁

業資源，透過人工魚礁和魚苗放流來促進復甦，但成效不彰，因此設立漁業資源

保育區來改善此現象，並公告禁捕的對象種，以期提高放流效益。 

 

    陳金陵(2006)提及保育區的選址是以適合放流目標物種的環境為重要考量，

並未從生態系的觀點進行保護；再者，保育最終目的是要維持水產資源能永續利

用，確保人類所需糧食來源。由此可知，漁業資源保育區是以人的利益為出發點，

且主為進行單一物種的保育，補充水產資源，對整體海洋生態環境的考量不全面，

因而當今漁業生態保育區的地點，對整體生態環境保護不一定最為恰當，爾後應

當研擬其他方案，劃分區域、分區管制各個生態環境，以達整體海洋環境保護之

目的。 

 

二、琉球漁業資源保育區之相關規範 

    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二項提及「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

護兼籌並顧」，因而強調經濟開發與生態保育的重要性，延續憲法原則，行政院

農委會漁業署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以及漁業法 44 條、45 條，自民國 67 年起，



4 
 

陸續設置 25處漁業資源保育區。 

 

    民國 87 年 1 月，屏東縣政府發布公文，設立「琉球漁業資源保育區」目的

為保育其所屬之沿岸海域漁業資源，特劃定水產生物繁殖保育區，保育範圍為琉

球鄉全島沿岸海域自低潮線向外海近伸200公尺之沿岸海域海岸線約十二公里，

水域面積 240 公頃，水深 1~12 公尺。主要保護的對象為九孔、龍蝦、紫菜、石

花菜。 

 

    然而，隨著觀光客人數增加，當地觀光業興起，101年 7月縣政府修正公告，

採取分區管制，西北分區及環島分區目前的保育措施為「除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學

術研究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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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杉福潮間帶管制區限制同一時間進入人數 300人為限，且僅限

進入規定之行走路線水域，保育物種也擴增馬尾藻、海膽、珊瑚礁魚類等，該區

全面禁止以任何方式採捕水產動物或破壞棲地。 

 

    目前管理方面由海巡署海岸及海洋總局進行岸際及海域之巡護取締工作，而

琉球區漁會則組成海洋資源保育守隊，輪班巡邏，配合政府取締違規，但漁會並

無實質公權力，沒有處分資格，小琉球當地青年也組成海洋志工隊一同為海洋教

育的理念付出。 

 

参、研究方法與限制 

     

首先，以文獻回顧的方式，了解小琉球漁業資源保育區的設置目的、政策法

規；再到小琉球當地進行田野調查，觀光客、居民、觀光業者藉由問卷訪談對漁

業資源保育區的認知，田野調查後將訪談錄音檔輸入成逐字稿，摘要訪談重點；

最後以文獻配合田野發現，相互對照，本文將探討漁業資源保育區實際運行狀況

與面臨困境。 

 

    由於單一對象訪談時間較長，至少 30至 90分鐘，因而訪談對象不多，又因

訪談對象背景差異，僅幾位訪談者較有代表性，因而搭配文獻回顧，方得深入探

討小琉球漁業資源保育區的發展與困境，本文最後提出保育區管理和規劃之相關

建議，然而隨著當地觀光業的興起與蓬勃發展，對於生態環境、漁業保育區有相

當衝擊與變化，因此本研究僅能得知過去發展以及田野當日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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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發現 

 

一、漁業資源保育區的現況 

1.關於得知保育區資訊的來源 

    保育區的資訊由鄉公所宣傳，我們首先訪談到的民宿業者，夢幻漁村民宿的

導覽人員說：「鄉公所有宣布，還有宣傳車有沒有，在講，全鄉一起宣傳這樣。」

芭芭雅民宿老闆說：「政府方面…應該是有宣導，有規定嘛！應該是有，但是是…

可能是比較少數人…大家都知道啦！大家都知道，應該是有宣導，那後來居民知

道，再居民跟居民宣傳，大概是這樣。」；而當地的消防局隊長也說到：是透過

巡迴車廣播宣傳得知的。接著我們訪問到陪家人來小琉球玩的蘇小姐，蘇小姐是

第一次到小琉球遊玩，對於保育區她有一點模糊的了解，她說到：「主要來到當

地是老闆會介紹」。所以我們得知保育區的宣傳形式應該是：鄉公所→民宿業者

→觀光客。 

 

我們更進一步探討後，經由小琉球生態旅遊發展聯盟 秘書長曾毓文的訪談

內容，小琉球有四個協會--商圈發展協會、休閒運動協會、生態旅遊發展聯盟、

觀光協會，目前保育區的觀念主要是由觀光協會來宣導，可是觀光協會自己也搞

不清楚漁業資源保育區的內容與其核心價值：「與環境找到共存的方法，經濟與

保育應兼具」，所以淪為徒有保育觀念，實際卻沒有甚麼作為。 

 

2.漁業資源保育區與杉福潮間帶管制區： 

    這兩者的差別為，漁業資源保育區公告保育的物種(附錄二)，是針對漁業生

結論 

研究結果發現 

漁業資源保育區現況 漁業資源保育區面臨問題 

小琉球田野調查 

問卷訪談：觀光客、居民、觀光業者 

文獻回顧 

漁業資源保育區的設置目的 漁業資源保育區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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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的保育；杉福潮間帶管制區則是因為縣政府打算要在小琉球潮間帶上面設管制

站，設管制站要有法令的依據，例如：濕地法、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小琉球生

態旅遊發展聯盟 秘書長曾毓文：「現在縣政府跟大鵬灣要一起申請自然人文生態

景觀區，過了他就可以在潮間帶設立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但在這之前，他想要

有所做為，所以他就依據已公告的漁業資源保育區來設這個杉福管制站」。 

 

發現其中的衝突點，漁業資源保育區只能限制採捕生物方面，不能管制人員

進出，但是目前杉福管制站設有管制人員進出的規定(附錄二)。申請到自然人文

生態景觀區之前，杉福管制區屬於一個過渡時期，只能暫時用漁業資源保育區的

規定，對大部分的民眾，採取道德勸說的方式，小琉球生態旅遊發展聯盟 秘書

長曾毓文：「因為一般人對法沒有那麼懂，所以用你會踩破海膽阿、嚇到熱帶魚

阿，對不對，妳不要進去，或者是你乖乖的照我的方式進去，就是用合理的方法

去管制他們」。 

 

二、漁業資源保育區面臨的問題 

1. 民眾獲得資訊與公文公告不同 

  從訪談結果來看，不論是民宿業者或是觀光客對於漁業資源保育區的詳

細資訊不了解，甚至出現不正確的資訊，公告規定西北分區禁止以任何方式

捕捉龍蝦、馬尾藻、海膽、珊瑚礁魚類及其他水產動物(洄游性魚類除外)，

而我們實際問到的業者，說是禁止以三層網，及使用竹筏進行商業性釣魚方

式，但可以進行休閒性的漁法，而此資訊得知的方式是居民間口耳相傳，及

宣傳車巡迴撥放，未見傳單或是海報宣傳。 

2. 當地居民對於保育知行不一 

  漁業資源保育區設立的目的是保育物種，使漁業資源能永續利用。當初

的為了漁業資源設立的目的，逐漸被觀光取代，保育的目的是怕一旦這些物

種消失，環境被破壞，觀光客就不來了，我們訪談的對象，全都支持海洋保

育區的實行，但在持續訪問下，發現有些業者覺得踩踏潮間帶對生態影響不

大，或是將生物任意拿起給遊客，保育大家會說，但實際去做的卻是少之又

少。 

3. 管理不甚嚴格周全 

  雖有管理，但從訪談的內容，可得知偷捕偷抓的情形仍層出不窮，不論

是當地居民或是觀光客，既使有口頭勸說，警惕效果不彰，根據漁業法第 65

條可罰則 3萬以上 15萬以下，若在進入前便告知可能會被處以罰則，大家採

捕的行為必當會降低。 

4. 保育區的環境受外在影響 

除了觀光客與漁民的捕捉壓力外，小琉球的生態面臨許多生態危機，從訪談

資料得知，如海洋垃圾及當地的汙水排放，興建過多的港口，甚至是有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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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島河川排放的垃圾及汙水都深深影響的小琉球。 

5. 目前小琉球有 200 多家民宿，但合法登記的僅有 35家 

   小琉球的合格導覽人員(夜間導覽、潮間帶導覽等)需要接受基礎班：16小時 

   的訓練，進階班：100小時的訓練，但是有些人員會覺得上進階班太麻煩， 

   而不接受訓練，導致小琉球的導覽人員眾多但是水準參差不齊。沒有正確的 

   保育觀念，怎麼會教給觀光客正確的知識呢。 

    

伍、 結論 

    因漁業資源日益枯竭，政府期望能恢復原本的資源量並使沿岸漁業持續成長，

因而設立漁業資源保育區，但主要目的卻是從人類利益為出發點，對於整個海洋

生態系有思考不夠全面的疑慮。又上述漁業資源保育區面臨的問題包括: 民眾獲

得資訊與公文公告不同、當地居民對於保育知行不一、管理不甚嚴格周全、保育

區的環境受外在影響、大量非法登記的民宿等等。 

 

    以上資訊可以歸納出，問題主要的原因在於沒有相關學術研究來提供海洋生

態系詳細資訊、也沒有可靠的負責機關進行宣傳，使民眾及業者無從得到正確的

知識；沒有更沒有嚴格執法取締使政策成效不彰。胡念祖老師曾提及，在行政組

織上，我國不是沒有處理或涉及海洋事務之機關，只是整個海洋事務是採傳統功

能分工的模式，零碎分布在十多個部會局署機關之中。(引自 對海洋設部之總體

觀 海洋及水下科技季刊 第十九卷．第一期)從本次文獻蒐集和訪談當中，我們

試圖尋找小琉球漁業資源保育區的管理機關，發現了胡念祖老師所提到的問題。 

 

    第一個調查到的機關為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該機關公告漁業資源保育區的

相關規定，並以漁業法加以規範，並提及小琉球漁業資源保育區的管理是交由經

費聘請的巡守人員和海巡署巡護，由此可知行政院海巡防署是漁業資源保育區的

執法機關之一。第三個機關則是老師上課時提及的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國家風景

區，但官方網站中並未提及有關漁業資源保育區的法規。第四個則是民間漁會所

組成的海洋資源保育巡守隊，負責輪班巡護，配合縣府取締違規。 

 

    由此可發現小琉球的漁業資源保育區的管理權力被分散到不同的機關，如此

一來會使各機關不能分清楚職責歸屬，使管理不易。胡念祖老師亦提及，對大部

分現行中央機關而言，海洋事務多屬其「邊陲業務」，在各該機關中，不僅不享

有政策及預算上的優先地位，甚至連主官或主管亦無所認識或重視。(引自 對海

洋設部之總體觀 海洋及水下科技季刊 第十九卷．第一期)因此，胡念祖老師提

出海洋(事務)部的概念，將目前散佈於十多個機關的海洋事務相關業務加以整編，

將原屬各機關的邊陲職掌加以重新定位，並藉組織重組使其匯整成一具政策焦點

的專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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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地和海洋本應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管理方式，因為在同一海域可能會有航道、

漁業捕撈行為、海底電纜、軍事等事務需要管理，若有海洋部的設立，讓海洋事

務的科學研究、政策規劃、執法單位等都交由同一部門管理，以本次小琉球漁業

資源保育區為例，有專職的機關全權管理並承擔一切責任，便不會有責任歸屬混

亂的問題，也能使政策執行更有效率。 

 

陸、參考資料： 

學術論文： 

陳金陵 (2006).我國漁業資源保育區規劃與管理之研究。國立臺灣海

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丁國桓 (2004).台灣漁業劃設海洋保護區之策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李冠應 (2004).我國海洋保護區設立之研究。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

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莊慶達 (2008)。國際海洋保護區的劃設與管理。頁 11-12 

邵廣昭、賴昆祺 (2011)。台灣海洋保護區的現况與挑戰。  

 

網路資料： 

海洋保護區對海洋生物多樣性與漁業資源的重要性  

網址：http://e-info.org.tw/node/9852 

漁業署 (2013)。臺灣海洋保護區相關成果  

網 址 ：

http://www.fa.gov.tw/cht/ResourceWorldOceansDay/content.asp

x?id=5&chk=1ace926b-167a-4324-8ad4-90e48330a627&param=pn%3D

1 

漁業資源保護區。網址： 

http://econgisdw.forest.gov.tw/Download/book/2/14_%E6%BC%81%E6%A5%AD%

E4%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漁 業 署 。 屏 東 縣 - 琉 球 漁 業 資 源 保 育 區 。 網 址 ：

http://www.fa.gov.tw/cht/ResourceConservationData/content.aspx?id=18&

chk=701bcbc8-ce44-4d1e-9d85-8ace6125930d&param=pn%3D2 

鄭又華(2013)。農業環境教育－漁業資源保育區。 農業出版品 / 農政與農情 第

257期。網址：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500412 

漁業署管理作為: 

http://www.fa.gov.tw/cht/ResourceWorldOceansDay/content.aspx?id=5&chk

http://econgisdw.forest.gov.tw/Download/book/2/14_%E6%BC%81%E6%A5%AD%E4%25
http://econgisdw.forest.gov.tw/Download/book/2/14_%E6%BC%81%E6%A5%AD%E4%25
http://www.fa.gov.tw/cht/ResourceConservationData/content.aspx?id=18&chk=701bcbc8-ce44-4d1e-9d85-8ace6125930d&param=pn%3D2
http://www.fa.gov.tw/cht/ResourceConservationData/content.aspx?id=18&chk=701bcbc8-ce44-4d1e-9d85-8ace6125930d&param=pn%3D2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447190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13
http://www.fa.gov.tw/cht/ResourceWorldOceansDay/content.aspx?id=5&chk=1ace926b-167a-4324-8ad4-90e48330a627&param=pn%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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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ce926b-167a-4324-8ad4-90e48330a627&param=pn%3D1 

胡念祖 對海洋設部之總體觀 

屏東民宿 | 屏東住宿 - 屏東琉球鄉合法住宿全部 

http://store.bluezz.tw/d.php?city=pingtung&town=liouciou 

 

http://store.bluezz.tw/d.php?city=pingtung&town=liouci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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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漁業法  

 

漁業法  

1)  第一條  

為保育、合理利用水產資源，提高漁業生產力，促進漁業健全發展，輔導娛

樂漁業，維持漁業秩序，改進漁民生活，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法令之規定。 

2) 第四十四條 

主管機關為資源管理及漁業結構調整，得以公告規定左列事項： 

一、水產動植物之採捕或處理之限制或禁止。 

二、水產動植物或其製品之販賣或持有之限制或禁止。 

三、漁具、漁法之限制或禁止。 

四、漁區、漁期之限制或禁止。 

五、妨害水產動物回游路徑障礙物之限制或除去。 

六、投放或遺棄有害於水產動植物之物之限制或禁止。 

七、投放或除去水產動植物繁殖上所需之保護物之限制或禁止。 

八、水產動植物移植之限制或禁止。 

九、其他必要事項。違反前項第四款至第九款規定之一者，應由該公告機關

處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公告前，應報由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之。 

3) 第四十五條 

為保育水產資源，主管機關得指定設置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水產動植物

繁殖保育區之設置，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核定，或由縣 (市) 主管機關提具該

保育區之管理計畫書，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其涉及二省 (市) 以

上者，應報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保育區之管理，應由管轄該保育區之直

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負責。但該水域跨越二縣 (市) 、二省 (市) 以上，

或管轄不明時，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機關管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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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海洋資源保育區公告內容  

縣市別：屏東縣 

公告日期：101/07/25 

公告文號：屏府農漁字第 10123807100號 

限制事項： 

1. 西北分區：自老人會起(22°21.323'N 120°22.862'E )至杉福漁港

(22°20.520'N 120°21.772'E)止。以高潮線起向外延伸 200公尺，扣除箱

網養殖區(L1-L8)及杉福潮間帶保育示範區(A1-A5)所圍之海域。 

2. 杉福潮間帶保育示範區：杉福潮間帶由 A1-A5所圍之海域。 

3. 環島分區：琉球全島沿岸高潮線起向外延伸 200公尺扣除西北分區、箱網

養殖區及杉福潮間帶保育示範區之範圍。 

4. 琉球新漁港、小琉球漁港、漁福漁港、大福漁港、天福漁港、杉福漁港及

其航道範圍，業經該府功告相關管理及限制事項者，從其規定。 

5. 西北分區及環島分區：除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學術研究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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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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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育對象： 

1. 西北分區：龍蝦、馬尾藻、海膽、珊瑚礁魚類及其他水產動物(洄游性魚

類除外) 

2. 杉福潮間帶保育示範區：所有水產動物及馬尾藻 

3. 環島分區：龍蝦、海膽及馬尾藻 

保護等級分類： 

杉福潮間帶保育示範區：2；其餘分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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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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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台灣 MPA之法規分析 

  項目  

法規 

定義/目的 保護標的 保護區 

名稱 

法規特色 主管 

機關 

漁業法 為保育、合理利

用水產資源，提

高漁業生產力，

促進漁業健全發

展，輔導娛樂漁

業，維持漁業秩

序，改進漁民生

活。  

水產動植物。  水 產 動

植 物 繁

殖 保 育

區  

為典型 MPA 樣式，

保護標的物較為

單一。  

農 委

會 

文化資產

保存法 

為保存及活用文

化資產，充實國

民精神生活，發

揚多元文化。 

指具保育自然價值之

自然區域、地形、植

物及礦物。 

自 然 保

留區 

須具備珍稀、特

殊、獨特生態為先

決條件，擁有 

特殊資源才加以

劃設。  

農 委

會  

國家公園

法 

為保護國家特有

之自然風景、野

生物及史蹟，並

供國民之育樂及

研究。  

特有之自然風景、野

生物及史蹟。  

海 洋 國

家公園 

延用最久的自然

保育法律，分區內

容較具完整性。  

內 政

部 

野生動物

保育法 

為 保 育 野 生 動

物，維護物種多

樣性，與自然生

態之平衡。  

指瀕臨絕種、珍貴稀

有及其他應予保育之

野生動物。  

野 生 動

物 重 要

棲 息 環

境 保 護

區 

保育瀕臨絕跡之

生物，偏重陸域保

護，罰則嚴厲。  

農 委

會 

發展觀光

條例 

為改善居民生活

環 

境，並促進市、

鎮、 

鄉街有計畫之均

衡發展。  

自然人文生態景觀。  國 家 風

景區 

立法以發展觀光

及繁榮為目的，並

非著重生態保育。 

交 通

部  

都市計劃

法  

保護當地之生態

資源以供觀光遊

憩。 

名勝、古蹟及具有紀

念性或藝術價應 

予保存之建築。 

其 他 資

源 保 護

區 

保護當地資源，對

於觀光客進入則

無特別限制或要

求。  

交 通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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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法 

(審核中)  

為保護、開發及

管理海岸地區土

地，防治海岸災

害，促進海岸地

區天然資源之保

育利用。  

重要水產資源地區；

珍貴稀有動植物；特

殊景觀資源地；重要

文化資產地區；重要

河口生態地區；其他

依法律規定應予保護

地區。  

海 岸 保

護區 

針對沿岸土地開

發、天然保育利用

等專設海岸保護

區。  

內 政

部 

資料來源：莊慶達(2008) 「國際海洋保護區的劃設與管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