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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業不僅是開發中國家重要的外匯來源，
更是偏遠離島的重要財源。然而近年來，
各國已開始關注觀光業所造成的一系列負
面影響，包括交通產生的空污、住宿遊樂
帶來的垃圾及污水，以及人為活動造成的
生態破壞等。這些負面影響，對環境承載
量較低、生態環境較脆弱的離島更是嚴重，
最後將造成觀光的無法永續，同時當地社
區不僅未能普遍享受到觀光帶來的經濟利
潤，更被迫接受生活環境品質的劣化。
因此聯合國強調，觀光發展要充分考慮

對現在和未來環境、經濟和社會 (社區 )的
衝擊。這也是我們一直強調的：離島海洋
社區永續發展，必須讓當地的「生態、生
計、生活」之「三生」能並重發展，在維
護島嶼生態基礎下，增加社區的經濟活動，
同時尊重居民的生活傳統與文化。這三生
必須共生共榮，才能永續發展。

遊客過量將劣化離島環境

沒有節制的觀光發展將使離島「三生」
難「共榮」。以小琉球為例，依據交通部
資料，可以概估最近每年登上僅有 6.8平方

公里的島嶼上觀光的人次，大約就達 100

萬，其中進入最重要三個小面積的「潮間
帶保育示範區」的也超過 15萬人次。而近
兩年的科學調查發現，這三個示範區的物
種豐富度指數和生物密度，都明顯比五年
前減少超過八成；其中，肚仔坪已經成為
其他生物大量消失，僅剩大量海膽的「海
膽荒礁」。雖然無法掌握的氣候變遷可能
也是造成環境劣化的元凶，但不可推諉的，
過量的遊憩觀光是重要因素。
過量遊客的踩踏和不當行為直接影響生

態環境，同時也產生過量的生活廢污水和
垃圾，造成間接影響。目前幾個觀光離島
已有污水處理廠，綠島、蘭嶼則仍在規劃
建設。然而即使有污水處理廠，也因接管
普及率及污水處理量有限，而使未經處理
的污水直接排入海洋，直接影響海洋與海
洋生物，而使珊瑚礁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
下降，也影響親海遊客的衛生安全。垃圾
的問題則是因為離島均沒有垃圾焚化廠，
而長期依賴本島縣市代燒。108年即曾因本
島縣市調降代燒量，導致綠島、蘭嶼廢棄
物清運不符成本而無廠商承辦，造成這兩
處五個月沒有清運垃圾，發生掩埋場爆滿

今年暑假，你會想到哪裡旅遊呢？許多
遊客嚮往去小巧又可愛的離島，體驗

不同的自然人文風情。的確，離島不僅容易
親近海洋，又具有獨特的風情文化與環境生
態，且須坐船或飛機才能抵達，讓人有出遠
門的興奮，因此近年來離島觀光人數不斷上
升。去年全球爆發新冠肺炎疫情，各國紛紛
採取邊境管制，我國疫情舒緩後，久未出遊
的國人將重心轉往國內，端午連假及暑假時
許多觀光景點更是出現「報復性旅遊」的現
象，小琉球、澎湖、蘭嶼、綠島等離島，更

是傳出爆量遊客影響生態環境的新聞，也使
得多年來討論的污水 /垃圾處理、登島費徵
收等議題再次浮現檯面；這顯示離島觀光要
永續，就必須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走
出一條平衡的路。

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
並非離島發展的單選題

觀光業一向被認為是無煙囪產業，全球
皆在努力推動觀光發展，以活絡當地經濟；

Forum 論壇

離島愛與愁
讓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共榮並進
■文─張水鍇 (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教授 )
　　　    吳孟澤 (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事務研究所研究生 )
■圖片提供──高雄市政府、張水鍇、劉莉蓮、吳孟澤

▲小琉球肚仔坪潮間帶
出現「海膽荒礁」。

▲ 民眾騎乘機車排隊往旗津渡船頭。
▲

 綠島、蘭嶼候船
區的環境保護宣
導標語。

▲高雄市長陳其邁也出席了盛大擧行的旗津淨灘活動。 ▲淨灘後，還原旗津海灘美麗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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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垃圾危機。
國人愛吃海鮮的偏好，也在過量遊客下

造成沿岸漁業資源的過度利用。除此之外，
過量遊客也對離島居民造成生活上的影響，
例如島上摩托車遊玩模式，對當地造成交
通混亂、危險、生活噪音等。旅遊尖峰期
也造成當地民生用水、用電不足問題，例
如蘭嶼去年即發生用電過量而嚴重跳電。
這些都嚴重影響離島居民 (大部分不是觀光
業者 )的生活品質，甚至是生活文化。

離島觀光兼顧經濟發展
與環境保護的策略

離島觀光三生共榮策略可有許多方面的
考慮，依照實務經驗來看，一方面需要透
過對海域資源的科學評估監測，瞭解當地
海域生態的限制，並為該海域之經濟行為
制訂合適之規範，以降低觀光所帶來的衝
擊。另一方面可將調查所得科學知識轉譯
為科普教材，透過與當地團體的協力合作，
推動居民、遊客與觀光業者的環境再教育
與培力訓練，以促進產業升級。
離島遊客總量管制或收取登島費 /清潔

費，是過去常討論的重要策略，然而大多
仍止於討論階段，因熱門離島的科學調查
仍不足以估計承載量或因有其他考量，目
前僅有宜蘭龜山島、金門大膽島等無人島
成功限制登島人數。除此之外，可用策略
包括限制進出特定生態區域的人數，或推
動合適之遊客管理規範。以小琉球為例，
目前已要求，進入劃設為自然人文生態景
觀區的五個潮間帶的遊客，必須要有專業
導覽員陪同；又因潮間帶生態嚴重退化，
其中三個保育示範區每年訂定一段休養期，
禁止所有除居民及核准人員外的人員進入，
也限制同一時段進入之人數，並禁止攜帶
寵物，且只能行走在導覽線內；禁止以任
何方式採捕所有水產動物及馬尾藻，每年
生物繁殖期間也禁止夜間導覽活動等。未
來也將劃設類似禁漁區的「核心保育區」，
禁止所有未經核准人員進入。為讓這些管
理有效，屏東縣政府也正強化管制站之科
技管理功能，以及遊客之環境教育，期待
這些措施和規範，能讓生物資源恢復，提
高親海體驗與環境教育的品質。
要在觀光已過度發展的地區推動這些規

範，其實相當不容易，需要有政府的決心
為後盾，研究團隊的科學調查為基礎，透
過社區化的持續協商來取得共識。小琉球
過去在海委會的補助、縣政府的努力下，
利用科學調查成果為基礎，依據「爭議擱
置」、「人 /事分離」、「繁簡異步」、「滾
動管理」等原則頻繁溝通才取得管理上的
進步。小琉球除以上的管理共識之外，還
有許多要做的，包括保育費收取制度的規
劃與溝通等，仍需要政府持續的支持，以
期逐步達到三生共榮景象。
另以高雄為例，旗津在連假也常發生遊

客過量問題。居民表示機車遊旗津是當地
招牌玩法，因而常造成環境污染、交通混
亂及安全問題，後來市政府以連假渡輪禁
載機車來應對，然而此舉雖讓問題獲得明
顯改善，但也明顯減少遊客數量，加上許
多遊客抱怨至旗津機車雙載來回票價過高
問題，已對當地觀光業造成一些衝擊。所
幸市政府的環保政策是一直穩健邁進，民
眾的環保意識近年也逐漸抬頭，未來政府
和居民定能取得均衡兼顧經濟與環境的共
識作法。
同樣以高雄為例，近幾年台灣各地開始

自發舉辦淨灘活動，旗津除了也舉辦淨灘，
更曾比照國外將淨灘所撿拾的廢棄物進行
登錄統計，建立旗津海灘的「垃圾履歷」；
對於海廢 (如廢棄漁網 )的處理，除了積極
打撈，旗津也在海保署、海洋局、高雄區
漁會的號召下，協助漁民實施回收再利用，
讓垃圾變黃金；甚至對空氣品質的議題也
早有關注，由於旗津現有的 8艘渡輪裡，
有 6艘是仰賴柴油發動，已影響高雄港區
空氣品質多年，高雄立委賴瑞隆於去年 11

月即邀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與高雄市政府，
針對補助市政府新購電力驅動渡輪召開會
議，近日環保署已正式核定將補助 8000萬

元，加上地方自籌的 8000萬，市政府將
於未來兩年間啟動「電力驅動渡輪汰舊計
畫」，可望顯著降低渡輪對港區空氣品質
的影響。

三生共榮靠政府、業者，
也靠遊客　　

生態旅遊學會 (The Ecotourism Society)

認為的生態旅遊是「一種負責任的旅行，
顧及環境保育，並維護地方住民的福利」。
要達離島觀光的三生共榮，政府的態度及
業者的理解相當重要，但除此之外，解鈴
還需繫鈴人，遊客如何對待環境也是關鍵。
離島觀光絕對是以「生態」為重、以「自
然」為中心的旅遊，遊客必須對環境要尊
重且負責任，不去減損環境的完整性。在
這思維下，遊客可以採取很多對環境友善
的實際作法，例如欣賞但不侵犯生物、避
免使用傷害環境之防曬乳、自備盥洗用具 /

餐具、謹慎選擇食用海鮮等等。
關心離島生態，國人別忽視自身消費者

的力量，它可以影響業者或甚至管理者的
態度，也影響環境生態的命運。

▲小琉球潮間帶人潮擁擠。

▲小琉球菜市場販售各種沿岸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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