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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小琉球，又名琉球嶼。位於高屏溪口之西南，即東港鎮西南海面約八

浬，高雄市南南西方約十八浬之海上，孤懸海中狀似一隻飄浮於台灣海

峽之鞋子，為台灣本島附近十四屬島中唯一珊瑚礁島嶼，也是唯一無東

北季風之渡假勝地。 

    本嶼為一丘陸地，地形最高處稱為龜仔路山，海拔 87 公尺，素為

航海者之指標。形勢東西狹窄，北部稍寬，南部較狹。面積僅有 6.8

帄方公里，全島被兩條交叉地塹切割成為四塊台地，一條走向東北至西

南形成中央地溝，為島中主要交通孔道（由白沙至海子口）；另一條走

向西北至東南，通過島之中央，外形較不明顯，為名符其實之剖腹山，

故俗稱「剖腹山嶼」。 

    小琉球的氣候溫暖乾燥，七月均溫最高 27.9°C，三月均溫最低 17°C，

本地每年夏秋之際多颱風侵襲，為全國颱風頻率最高處，而本區更位於

台灣能量最大、雨量最多之颱風路徑（約佔台灣颱風路徑百分之三十二

左右）之中，故此地之建築與設施均需考慮強風與巨浪之襲擊諸因素。  

    小琉球是台灣屬島中，唯一的珊瑚島，表面被珊瑚石灰岩覆蓋，

海岸被隆起的珊瑚礁圍繞。石灰岩洞地形及珊瑚礁海岸地形遍佈全島，

較著名的如烏鬼洞、美人洞、山豬溝等。琉球嶼珊瑚石灰岩質與鳳山珊

瑚石灰岩相似，琉球嶼之四塊台地表面，均被紅土質土壤所覆蓋，而呈

紅土台地。而這些紅土係珊瑚石灰岩長期風化後之產物，其風化後之結

果，使珊瑚石灰岩僅剩下不可溶性之紅色氧化鐵、氧化矽等雜質，因而

成為鮮明之紅色，全屬貧瘠乾燥之地不宜耕作。  

    近年來交通發達，使得小琉球的觀光人數從原本一年 10 幾萬人上

升到將近 40 萬人，此波人潮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不容小覷，大量旅遊業

者因而紛紛進駐小琉球。然而近年來學者研究發現小琉球的珊瑚礁在台

灣珊瑚礁生態系中的破壞率是最高的，帄均 50%~80%的珊瑚礁都有被破

壞的跡象，除了全球氣候變遷的因素外，業者與遊客的活動對生態的影

響也是十分巨大，這將是我們這組要探討的部分。  

 

 

 

 

 



貳、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探索原因： 

本組組員至各海邊旅遊勝地時，常發現遊客有傷害海洋生物之行為，

有些更是帶領遊客之旅遊業者，為吸引遊客，以遊樂性質，告訴遊客如

何使海洋生物做出保護自己的行為。以人類的角度來看是有趣或是有紀

念價值，無形中卻不斷在傷害海洋生物。  

 

二、釐清現況:  

目前有幾項是我們已經有發現的嚴重問題，例如：海參遇危險時，

會噴出白色黏液保護自己，常有遊客以捏擠的方式，使海參覺得有危險，

而噴出白色黏液，在這種行為之下，會傷害海參，減短牠的壽命；遊客

也常在離開沙灘時，帶走貝殼做紀念，卻會使生活在此地的寄居蟹沒有

適合的殼可利用，造成牠們必頇使用人類的垃圾做為自己的家這樣的悲

劇發生；業者帶遊客參觀潮間帶時，常只注意海參、海膽、或會游動之

海洋生物，卻忘了珊瑚，經常性的踩踏珊瑚，會造成珊瑚死亡，嚴重影

響此地生態！ 

 

三、解決問題:  

    我們希望以此次調查，能了解常地旅遊業者（導覽人員）海洋生

物的知識程度，是否是因為不知道以上行為會影響常地生態，或是他們

是了解的，卻為了吸引遊客，而帶領遊客從事此行為。我們也希望能實

際在潮間帶觀察業者與遊客之行為，以了解旅遊業對小琉球當地海洋生

物之影響。希望遊客都能不帶走屬於海洋的紀念品，卻能帶走滿滿的回

憶！ 

 

 

 

 

 

 

 

 

 

 

 

 

 



參、文獻回顧 

    根據我們選定的主題，我們這組參考了帛琉以及澳洲大堡礁的管

理模式。前述兩者有成功的觀光區管理經驗：  

一、 

「在帛琉，科羅州政府於 2012 年拋出提高出海證費用的議題，希

望將每位外國旅客拜訪洛克群島與水母湖的許可證費用自新台幣 1050

圓調高至 3000 圓，除增加財政收入外，也期待能以價制量，帄衡目前

過熱的旅遊市場。 

    在半年間，州政府密集辦理工作坊，並透過電台廣播節目向社會

大眾說明與分析該政策的利弊，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是每周都得跟同事一

起準備廣播內容而焦頭爛額，除了準備保育議題與安排與談人外，也得

預測社會大眾可能 Call-in 的問題，從提高遊憩品質、汰除低價市場與

保護環境等角度切入，環保人士、水警、生態學者、官員與旅遊業者都

是與談人，最有趣的是市場遇到的小販也會分享對此保育政策的想法，

最後搭配永續發展計畫與申請世界遺產的結果公布，終於敲定上路實

行。 

    政府透過政策宣示經營環境的方針與辦法，勢必對既有社會經濟

結構產生調整，帛琉如何弭帄紛爭並取得共識，是臺灣政府可以參考的

方式。過去台灣的各大景點以國人為主要的消費族群，但目前陸客與他

國遊客量日增，我國遊憩區仍未有針對外國旅客的配套與收費制度，對

遊憩品質與環境保護的衝擊漸見，政府應未雨綢繆為所當為。  

    從基礎生態研究、保護區劃設、遊憩設施清點、水產養殖區標定、

急難搜救到潛店遊客問券調查等工作均有水警參與，達成跨界互惠的知

識經驗交流。至於執法的成效與威嚴如何？筆者僅能從導遊、飯店經理

人與漁夫們對水警又愛又恨的態度來推敲，真的造成蠻大心理與經濟上

的壓力，例如有水警就無法餵鯊魚、飯店因曬海參而被罰款、帶團無證

出海而吃下大筆罰款等。 

    科羅州府透過洛克群島南方環礁的永續發展計畫的專章，擬定強

化公部門能力的藍圖，除了調高薪資與增聘人員外，並定期派員至海外

受訓或邀請專家講習，硬體投資則添購巡邏船、水上摩托車與設置瞭望

塔以增加執法效率。臺灣於 2004 年設置森林暨自然保育警察隊，著重

於查緝危害山林保育的非法行為，然而並非僅有森林需要具司法權的警

隊保護，小琉球、綠島與蘭嶼海域均需要自然保育警察的協助，帛琉經

驗除了顯示自然保育警察的角色能有更大的發揮空間外，也說明以警隊

角色宣導保育政策，並與在地合作取締工作的重要性。  

    歐美日旅遊業者與州府形成緊密的利益共同體，經營理念較符合

當地期待，如雇用帛琉籍導遊、不餵食魚類、不撿拾野生物、使用可再

利用餐具與保育團體合作等，也對保育政策的成型具影響力，以推獨木



舟遊程的 Planet Blue 美國籍經理在出海證調漲工作坊的發言為例，他

整理各生態旅遊景點的入園價目表，並舉烏干達大猩猩生態旅遊單日收

費新台幣 18,000 圓的高價為例，在收取高價後，目前預約仍需等半年

後方有名額。以此方式來鼓勵科羅州府朝高端市場發展，增加出海證費

用以過濾大量低價遊客，減少自然環境遭受到的遊憩壓力。  

    像是主打潛水遊程的 Neco Marine 荷蘭籍老闆娘則主動建議科羅

州於德國水道設保護區，管制船隻速度與潛水客數量，以減少對魔鬼魟

魚的干擾。當永續發展成為社會共識時，政府與企業的經營思維需隨之

改變，提供市場需要的商品才能共存共榮，反觀臺灣近期國家風景區與

水庫集水區的觀光開發計畫均引起大量爭議，顯示國家政策與企業經營

的模式確實需要反思，拚經濟有三千法門，何苦跟人民、環境與自己過

不去。」 

    由前述的資料可以知道，帛琉成功的關鍵在於強而有力的執法力、

以價制量的有效限制以及當地旅遊業的正確觀念，而當旅遊業者與政府

保育政策取得共識時，許多事情就會變得容易。所以我們根據資料我們

推測出旅遊業者就是主要影響觀光區生態的主因。因此，我們把研究的

對象聚焦在旅遊業者。 

二、 

「大堡礁海洋公園主要是以分區和管制規則、經營計畫、許可証的

核發和有效執法等來完成管理目標，將全區劃分為 7 個分區，讓使用者

(包括航運業者、旅遊業者、遊客)各取所需、各從所管，而使經濟發展

與生態保育不致嚴重扞格。每個分區可被利用的項目和強度都不一樣，

民眾和研究者都需遵守，管理局會針對各地點的自然資源遭受威脅程度，

進行各點之經營計畫，以有效阻止自然資源或保育類動物受到危害。海

洋公園內的生態旅遊活動，都是由民間業者經營，業者負有遊客安全、

生態解說、環境監督和資源保育的責任，管理局的角色是培訓和督導以

及核發執照，業者如果有嚴重疏忽或違反規定，其執照將被取消。管理

局員工的教育訓練項目是針對現場可能發生的狀況，去設計訓練課程，

每年訓練的預算約 10 萬澳元，2 至 3 年會再重辦訓練。 

   

    澳洲政府從小學生就開始注重海洋的環境教育，經常引導學生體

驗自然，培養民眾對環境的認知和自然資源保護的責任心，所以民眾非

常遵守法令，也會主動檢舉違法行為。在研究調查方面，澳洲政府更花

費不少經費，他們累積二、三十年的資料，來擬訂資源經營管理計畫，

也擬妥未來 25 年的發展計畫，並預估 2050 年時，珊瑚礁資源將損失 5

％。由此可知調查研究工作，是大堡礁海洋公園永續發展的不二法門。  

 

管理單位依利用項目及活動強度畫分八個分區，管制利用行為與遊憩活



動，各有可進行與不能進行的活動項目，有的則頇申請許可才可進行，  

主要分區有四種: 

 一般利用區(general use):無頇獲准即可遊船與網魚 

 棲地保護區(habitat protection):禁止有錢再破畫性的活動影響

敏感環境的生態，例如不能在此區網魚  

 自然保育公園區(conservation park):允許特定活動但有嚴格規範，

例如釣魚只能用一條釣線與一個魚鉤 

 海洋國家公園(marine national park):人人可以在該區自由划船、

游泳、潛水、滑水，但採捕活動(ex 釣魚)或採集頇有許可 

另有四種次要分區，每區範圍最多不超過大堡礁海洋公園面積的 5% 

 保留區(preservation):基本上禁止進入，也禁止任何採捕活動。

只有基於經營管理需求的學術研究可在獲得許可後進入  

 科學研究區(scientific research):以科學研究為主，多在研究基

地周圍，避免受到採捕活動干擾。有一種科學研究區是在海洋國家

公園區內，只要不採捕，遊客無頇獲准而可進行游泳、浮潛、潛水

等活動 

 緩衝區(buffer):此區讓大眾親近不受干擾的自然環境。此區允許

拖釣船捕撈遠洋魚種，但禁止底拖網及鏢旗魚  

 聯邦小島區(commonwealth island zone):由大堡礁海洋公園中聯

邦所轄的小島帄均低潮線以上的範圍所組成  

 

管理單位要能適時的針對較為脆弱的地區，或需保育的特殊物種，進行

重點經營的管理計畫，而這也正是大堡礁在面對大部份政策皆難以面面

俱到的通病，所訂定出的最佳解決方案。」 

    澳洲大堡礁的案例給我們的啟發是可以對小琉球訂定輪休的法令。

舉例來說，小琉球東半部開放前半年，而西半部封閉；後半年反過來開

放西半部，封閉東半部。再來就是環境教育要從小紮根，澳洲能成功其

中一個關鍵在於民眾對環境的認知和自然資源保護的責任心，所以民眾

非常遵守法令，也會主動檢舉違法行為。愛護環境的觀念是要從小培養

的，等到年紀大了很多教育都已經來不及了。  

    我們這組也找到了兩個旅遊新聞，分別是「到菲律賓與鯨鯊同游

大海！」以及「印尼設置世界最大蝠魟保護區」，這兩篇新聞告訴我們，

海洋生物的價值在活著的時候可以發揮到最大，保護環境同時也兼顧當

地民眾的生計，並且有現成的兩個案例放在眼前；也就是說，解決小琉

球問題的方法是可行的。  

 

 

 



肆、研究方法 

我們主要以兩種模式來進行研究，分別為：觀察法與人員訪談。 

 

觀察法： 

    觀察的對象分別是導覽人員以及遊客。分為三個地點進行觀察，分別為杉

板灣、排仔港潮間帶以及厚石魚澳。組員以遊客的身分進到潮間帶遊玩，觀察

並紀錄導覽人員以及遊客的一些行為，視情形在要離開前看是否能以聊天的方

式順便訪問到導覽人員。 

     

人員訪談： 

    騎車環島，沿途看到民宿就下車看是否能訪問，預計訪問 30位左右的民宿

業者或導覽人員；採用半結構式的口頭訪談，視情形針對其回答進行追問或者

改變題目。 

預期結果： 

    我們在問卷定稿前有進行前測，有針對受訪者曾質疑或者建議修

改要問的問題。希望經由觀察法以及人員訪談的結果交叉分析後，找出

旅遊業者對於珊瑚礁生態傷害之癥結點，究竟是由於導覽人員的帶頭效

應還是遊客的不正確心態使美麗的珊瑚受到破壞，並藉由觀察法及訪談

在業者的部分進行深入性分析，了解是否是年齡、性別或者相關背景知

識等等的因素，造成了業者對珊瑚礁保育心態之差異，希望報告結果可

以在未來政府對旅遊業者進行管理方案時參考的依據。另外，期望在保

護生態以及維持當地居民生計中間找尋一個恰當的帄衡點，讓小琉球的

生態與美麗景觀能永續發展。 

 

 

 

 

 

 

 

 

 

 

 

 

 

 

 



問卷擬定（訪談大綱） 

性別：                年齡：               

工作：                居住地： (原)                                   

 

問題： 

1. 請問你們在導遊的時候, 會示範擠海參給遊客看嗎? (會/不會) 

2. 你們知道擠海參，會使得海參壽命減少嗎？（知道/不知道） 

3. 根據你們的經驗, 遊客會對珊瑚礁中的一些小生物(如海星, 海膽等)感興

趣並拿起來把玩嗎?（會/不會） 比例大概有多少?       

4. 你們是否知道現在很多寄居蟹都找不到適當的家很大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

殼都被遊客撿走了? （知道/不知道） 

5. 你們會特別叮嚀遊客不要帶走當地的貝殼, 沙子嗎? (會/不會) 

6. 當你們旅遊業者帶遊客到海邊遊玩時,若發現遊客亂丟垃圾是否會進一步

勸導並請他們將垃圾拾起帶走? (會/不會) 

7. 做這行幾年，遊客增加後，你有覺得海邊有不一樣嗎？ 

8. 如果能事先告知遊客一些保護海洋的小常識並勸阻他們傷害生物,旅遊業

者的你們有多大的意願做這件事?                      

9. 當你們帶著遊客去海邊玩時,是否知道該如何保護海洋生物,即哪些事不能

做,哪些東西不能帶走,哪些地方不能踩? （知道/不知道） 

10. 如果不知道,那是否願意在被告知後進行這項保護措施? （是/否） 

11. 如果知道，那對遊客或者其他業者破壞海洋生態有何看法？如果有機會你

們願意著手保護生態嗎？又是否想過若不即時保護，對生態傷害有可能影

響到觀光業？ 

 

 

 

 

 

 

 

 

 

 

 

 

 

 

 

 



伍、研究限制 

    根據研究倫理，我們必頇在訪談前告知受訪對象我們在做研究，

且頇說明我們的研究主題。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假設對方很有可能不

會據實以告。而實際訪談的過程中，也確實發生了我們所假設的情況。

我們蒐集到了一些公式化的答案，像是「我們都有注意生態保育」、「政

府都有在做生態復育」或者「保護環境絕對是首要之務…」但根據我們

觀察法得到的結果，業者做出許多引導遊客的行為對生物是有傷害的；

也就是說，實際情況不是如他們所說，有說一套做一套之嫌。 

    時間也是限制我們研究的因素，我們去的時候正逢端午假期，再

加上我們選的那段期間也有課堂上的其他組別也在進行調查。許多業者

聽到我們是學生而且正在做研究，紛紛以「太忙沒空」或者「有其他學

生來問過了」為由婉拒（共訪問 27 家業者，有 15 家拒訪）。其實原本

最理想的研究方式是在當地待 1〜2 星期，藉由觀察法以及搭配找機會

與旅遊業者們閒聊，藉由聊天的方式卸下受訪者的心防，才能真正知道

對方在想些甚麼，或者蒐集到更多的樣本數。 

    而我們這組採用半結構式訪談，需要的時間較長，比起能迅速填

寫的問卷，業者往往嫌太過麻煩，拒絕受訪。 

    雖然我們採用質性訪談法，但結果顯示出我們蒐集到的有效樣本

數仍稍嫌不足，使我們難以下一個強而有力的結論。 

 

 

 

 

 

 

 

 

 

 

 

 

 

 

 

 

 

 

 



陸、研究結果與討論 

    由於我們採用兩種研究方法，研究結果也先分為兩個部分。首先

是觀察法，我們觀察的地點有三個，分別為杉板灣（紅圈的部分）、排

仔港潮間帶（綠圈的部分）以及厚石魚澳（藍圈的部分）。  

 
圖 1，小琉球景點分布圖。 

一、 

    根據我們觀察的結果，發現鄰近杉福生態潮間帶的杉板灣帶團的

導覽人員會一再叮嚀遊客不可以亂丟垃圾、不可以撿拾生物，而且會注

意將生物放回原本的位置。但是遊客人數最多的排仔港潮間帶以及浮潛

重點地區厚石魚澳，卻發現導覽人員幾乎沒有勸導遊客不要亂丟垃圾，

而且主動將海洋生物拿起來給遊客把玩、卻沒放回原地。也就是說，導

覽人員會有區域的差異，也多少說明了杉福潮間帶管制區有其正向作用

存在。 

    遊客的湧入會造成生態衝擊是可想而知的，而導覽人員也佔了舉

足輕重的地位。為了佐證我們的論點，我們在後面加入了一些在潮間帶

進行觀察時拍到的照片。 



 

圖 2，遊客撿拾海洋生物把玩時導覽人員並沒有在附近。  

 

圖 3，遊客任意踩踏潮間帶。 

 

圖 4，遊客亂丟菸蒂於潮間帶。 



 

圖 5，這位遊客居然在潮間帶旁撒尿，卻不見有導覽人員上前制止。 

 

 

 

圖 6，導覽人員將螺類拿給遊客們傳閱，傳閱完畢後卻沒歸回原位。 

 



 

圖 7，雖然在小琉球隨處可見這種牌子，但遊客們幾乎視而不見。  

 

 

圖 8，甚至有遊客在潮間帶附近釣魚。 



 

圖 9，遊客在導覽人員旁邊擠海參。 

 

 

 

 

 

 

二、 

    業者看到我們拿出錄音筆都會有所抗拒，所以我們的報告就不放

入與業者的合照了。我們訪問到業者的共同說法大約有以下幾點： 

1.有參加生態聯盟解說員一百六十小時的訓練  

2.他們不太相信當地的生物會滅亡，因為政府有在一定的期間內進行復

育，不需要特別去改變他們原本設計的行程。  

    雖然說訪問結果有一些雷同處，但我們還是有發現一些特別的答

案，像是我們訪問到一間由兩位年輕人（約莫 25、26 歲）開設的民宿，

他就有說他們家的民宿套裝行程是不包含潮間帶導覽的，若客人有需要

必頇額外付錢請導覽員，他們的想法是每一家民宿都有潮間帶行程，而

潮間帶也沒有紀念品給客人，客人的回流率往往不高；所以他們的行程

偏向放鬆與認識小琉球的美好，帶客人逛逛風景區等等。  

 

受訪者 A：「民宿要想自己的出路，不是一直帶潮間帶，如果這個客人真心喜歡

小琉球，一直去三次都去潮間帶會覺得有趣嗎？其實潮間帶不能去給客人留作

什麼紀念品，我可以告訴他小琉球多美，我很喜歡貼日常生活照在粉絲團，在

海上喝啤酒，喜歡這種感覺，我個人感覺就是放鬆，你來這邊就是放鬆，沒有

酒駕，不用戴安全帽，你回來就手錶放掉，衣服脫掉，直接去游泳。」 



    我們在進行潮間帶觀察的期間，有與一位老奶奶閒聊。碰巧得知

她女兒擔任潮間帶解說員。她就告訴我們，她的女兒會在客人來潮間帶

之前先「布置場地」，將其他地方的生物移到潮間帶來增加生物的多樣

性，藉此吸引遊客。 

    幾乎每一位業者都與我們談到觀光區垃圾的問題，他們都有提到

潮間帶唯一能帶走的東西只有垃圾，看到垃圾也會隨手撿起。但我們觀

察的結果也是發現潮間帶充斥著各式垃圾，不論是菸蒂或是飲料罐都少

不了，如果業者真的如他們所說會勸導遊客並隨手撿拾垃圾的話，那這

些垃圾究竟從何而來？當然也是不排除有可能是頑劣的客人不聽勸導，

但業者說一套做一套的可能性還是很大。所以我們推論，業者自身的觀

念和受到的訓練不夠完整，造成其導覽行為還是對當地生態造成負面的

影響。 

 

 

 

 

 

 

 

 

 

 

 

 

 

 

 

 

 

 

 

 

 

 

 

 

 

 



柒、結論與建議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一月 15583 3278 7268 3694 5651 20043 9144 6911 21055 9258 

二月 7942 18146 13323 17624 15713 10544 24234 20186 19767 29806 

三月 7776 7127 6097 6693 8254 10055 12641 7362 15379 17576 

四月 12797 10621 9260 11632 17262 12650 21117 22979 25538 39396 

五月 17945 15106 11070 12702 21737 27274 24262 17703 37271 27342 

六月 17185 9055 7907 14505 14441 18189 30977 32873 31385 44724 

七月 17342 16200 10494 16420 22322 29174 36563 46377 63499 54000 

八月 20567 8410 12244 8316 18734 15251 40064 30429 42832 49668 

九月 10184 4631 9261 11318 10021 10016 14480 37313 33956 32568 

十月 16551 8089 13926 10527 19681 14040 22649 33195 31894 36301 

十一月 12773 7237 9394 9379 15370 11755 14906 24189 18839 25657 

十二月 9568 3505 7094 9294 6697 11983 13195 15787 21349 12495 

總合人數 166213 111405 117338 132104 175883 190974 264232 295304 362764 378791 

資料來源：大鵬灣風景管理處 

    觀察上方的統計資料，2009~2010 年間的遊客人數突然爆增，全年

相差到七萬人之多，並且現在民宿如雨後春筍般一間一間的蓋，可以預

想到在未來如果不做人數控管或者相關措施的話，有可能會因為越來越

多人到小琉球遊玩，造成生態破壞越來越嚴重。這造成的傷害可能不是

數個月的休息保育時間可以彌補的。另外大批的遊客雖然帶來錢潮可是

也帶來的大量垃圾汙染，這座小島可能無法承受。 

    如果按照月份來看的話，二月寒假人會相對一三月人數比較多，

而四月因為大學生有春假和清明連假導致人數也很多，而旺季就是七八

九月份，可是近幾年來即時到十月還是有接近三萬人去小琉球觀光，或

許是因為小琉球在十二月開始進行潮間帶的保育，導致十二月人數突然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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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標示小琉球潮間帶的休養期。 

 

    小琉球近幾年努力拚觀光，縣府估計至少有超過 200 家的民宿，

其中大部分都沒有合法經營執照。交通部管理局查詢結果發現，小琉球

合法民宿僅有 33 家。而民宿往往也都扮演導覽人的角色。雖然合法導

覽人員都有通過生態聯盟解說員的認證時數，但是合法的民宿僅有 33

家暗示了很多人是非法的，甚至有可能是沒有上過生態教育的課程。換

句話說，他們教導遊客的行為與觀念就可能是錯誤的。再者，民宿業者

的套裝行程都會提供夜遊服務，導覽人員騎機車帶領大批遊客夜遊，也

就是說到了晚上就會有一群接著一群的機車在小琉球的道路上亂竄，而

在這個陸蟹繁殖的季節（如下圖所示的公告），許多陸蟹從陸地到海邊

繁殖的時候，晚上騎車燈光不明的情形下很容易沒注意到這小小的生命，

可能喀擦一聲就在柏油路上被壓過去了，就算有正確的保護陸蟹的概念，

也可能因為夜晚視線不佳而壓死陸蟹。 

 

圖 12，注意陸蟹出沒的海報。 

    根據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得知旅遊業對當地生態是有影響的，

不過，若要在生態和旅遊業之間取得帄衡點仍是可行，如文獻回顧部分



所描述的成功案例。但是必頇要考慮許多因素，也需要當地政府以及民

宿業者的配合，我們想到的方式如下列幾項： 

一、  管制潮間帶，像我們觀察法的結果有提到杉福潮間帶管制區還是

對當地有正面的影響，像是在那附近做導覽的解說員比較專業也

比較注意生態，同時會一再提醒遊客不亂丟垃圾且不能帶走任何

東西。 

二、  鼓勵民宿業者開發不同行程，不要只侷限於潮間帶導覽，多一些

人文歷史的行程，有助於緩解對生態造成的衝擊，也能吸引更多

不同種類的消費族群。 

三、  在往小琉球的船上播放宣導影片，先介紹當地的風景以及生態之

美，激發遊客保護這塊土地的心；並告訴遊客們旅遊潮間帶應該

注意些甚麼，例如不要擠海參和撿拾貝殼。  

四、  實施入島人數的總量管制，或者像是分區塊進行「輪休」，舉例

來說，東半部休息一年禁止進入；而隔年則是西半部關閉，以此

類推。  

五、  增加到小琉球旅遊之門票金額，利用昂貴金錢，使遊客減少，同

時也能不減少業者的收入。  

六、  於各潮間帶放置垃圾桶，有垃圾桶能夠收垃圾能降低遊客們亂丟

垃圾的頻率。  

七、  建立檢舉制度，像是拍到業者或遊客亂丟垃圾或者對當地生物做

出傷害的行為時，給予檢舉者懸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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