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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動發展「休閒農漁」是因應我國加入 WTO 後，落實農漁產業就地行銷的作法之一，亦是一種親近自然、體

驗生態的活動。 

而漁村民宿和休閒漁業是一體兩面，二者都在使旅者充分享受休憩觀光資源的同時，也帶動漁業的總體發展，

所以二者息息相關。發展漁村民宿，除關係到漁業、漁民外，亦需要及早作好交通、住宿、餐飲、行銷…等等整體

性環境規劃和系統性配套措施。但因國內的漁村民宿迄未起步，各種經營條件尚待加強，因此亟有必要週延綢繆，

強化相關管理機制與策略，以為國人建立安全優質之休閒漁業環境。 

宜蘭海岸線因為黑潮與親潮在此交會，富藏深海與大洋性迴游魚類，因此成為台灣三大漁場之一。而全境 101

公里的海岸線上，漁船、漁港、漁村密布，展現一種自然景觀清朗、人文活動殊異的迷人風情。日夜可見漁帆穿梭、

撒網作業、定置網浮動著。海岸沿線休閒漁業資源之豐富，使得宜蘭具備發展優質休閒漁業之良好條件。 
且由於宜蘭工商產業並不發達展，相對於一般旅館，宜蘭目前較適於發展農漁民宿。但是因為宜蘭農村民宿已

發展到上百家，接近飽和的情況，所以漁村民宿應該是地方上進一步推動休閒漁業可以加強致力之目標。 

「發展漁村民宿」是一個跨領域之產業規劃與管理的研究，本文將此一課題區分為「休閒農漁」和「漁村民宿」

兩個層次，主要採取「文獻回顧分析法」與「系統歸納分析法」，透過並結合國內外「休閒農漁」、「漁村民宿」、

「都市行銷」和「環境規劃管理」等之相關文獻的蒐集整理與觀念釐清；並以相關理論為基礎，從而檢討宜蘭目前

漁村民宿相關政策與機制之優缺並提出可能之建議。 

關鍵詞：休閒農漁、漁村民宿、生態旅遊、文化觀光、都市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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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aiwan join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in 2002, the pressure of commercial liberty had an impact 
on traditional fishery. The development of recreational fishery thu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omestic fishery. As the matter 
of fact, recreational fishery and pension of fishing village are so called " One Object Two Sides ". Both can lead the 
fishery-related industry to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while making travelers enjoy the benefit of recreational resources.  

Therefore, this paper, from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examin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issues of Ilan's recreational fishery and pension of fishing village. It adopts the document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and system 
analysis method and starts from literature review, then assumes that there are two levels to discuss this topic. The first one is 
the analysis toward the essence of recreational fishery. The second one is the analysis toward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pension in fishing village. 

In doing so,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strategic thinking about Ilan's recreational fishery and development of pension in 
fishing village. 

Key words：Recreational Agriculture and Fishery, Pension of Fishing Village, Ecotourism, Cultural Tourism, Urban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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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緣起 
 

(一)「休閒農漁」是台灣農業在橫渡全球化惡水的

新選項 
台灣農業由於較屬小農經營型態，受到耕地面積狹

小和經營績效低落等之限制，成長率相較於其他產業而

言相對遲緩。而近年來國際間因經濟自由化、全球化

(Globalization)風潮之影響，致互動頻度與範疇擴增，台

灣農業在國外競爭壓力下，因而遭逢極大挑戰，例如競

爭力相對下降、在地傳統產業發展和農民對地方認同…

等等〔1〕。 
在種種內外情勢影響下，台灣農業正面臨轉型和重

新定位的重要關卡，除了要從生產面拓展農業機能，創

造農村的經濟力以外，也必須思考由生活面和社會面提

高農民收益，改善農村生活環境〔1〕。這也是任何一個

正在橫渡全球化惡水中之弱勢產業，摸索轉化其新角色

時的真實情境和必要努力。 
為 因 應 我 國 加 入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對農漁產業之衝擊，並避免國內農漁

產業會因缺乏國際競爭力或缺乏特色而走向黃昏之路，

政府特將「休閒農業」或「休閒農漁」列為當前農業政

策之施政重點〔1〕。積極設法將傳統農漁生產的一級產

業，因應轉型成為提供農漁環境生態、農漁景觀美質、

農漁生活體驗和農漁文化教育等，以服務顧客為導向的

三級產業，並藉由農漁休憩觀光促銷農漁鄉村特產，發

展「休閒農漁」因此成為激勵農業轉型的必要選項之一

〔2〕；又因我國於民國八十七年開始實施隔週休二日，

因此開啟國人對休憩的重視，各種戶外遊憩和國民旅遊

等活動頓時形成一股熱潮。特別是在民國八十九年全面

實施週休二日，加上勞基法實施後，更因相關業界的積

極帶動，致使休憩觀光事業被視為是第三產業以外的「第

四產業」，「休閒農漁」正好可以提供國人對休憩觀光

需求增加的另一選擇。 
事實上，國內既有的休憩觀光選項常有一定總量承

載和邊際效益之限制，有的是高高興興出遊卻因塞車掃

興而歸；有的則因景點招徠過多人潮而降低休憩品質。

所以拓增新的休憩據點或選項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

結合休憩觀光和農漁產業的「休閒農漁」也因此應運而

生〔2〕。 
質言之，擴大國人休憩觀光的內需可以從塑造各農

漁鄉村的魅力開始。而結合農漁產業文化的鄉村渡假便

是未來的發展趨勢，若能讓旅者住在農漁鄉村的民宿，

便可以有充裕的時間去認識農漁產業風土民情，方便親

近自然景觀、鄉土人文和農漁文化。 

(二)「休閒農漁」是將農漁生產環境和休憩觀光相

結合的一種產業型態 

傳統上，農漁業經營本來只是在農場或漁場上從事

農業或漁業的生產工作，所以稱之為「農場經營」和「漁

場經營」。而「休閒農漁」則是在傳統經營上結合農漁

產銷、農漁加工和休憩服務等三級產業於一體的農漁企

業。它是將農漁生產主體與環境生態和休憩觀光相結合

的一種產業型態，亦是一種親近自然、體驗生態的活動

〔1&3〕。 
此外，農漁民亦漸體認農漁業轉型對其生計之重要

性，對利用其既有資源轉型經營休憩觀光服務事業之意

願亦較過去熱切，因而紛紛主動要求政府提供技術輔導

與經費補助。再者，基層農漁會受到金融機構合併，原

有信用部門面臨經營挑戰之困境，慮及農漁會未來經營

與服務轉型之必要，於是亦積極爭取經費成立旅遊服務

事業部門及其相關設施〔1〕。 

(三) 國內發展休閒漁業和漁村民宿的條件已日臻

成熟 
台灣四面環海，海岸線長達一千六百多公里，水產

資源豐富，加上沿線海岸地形變化多端，景色秀麗迷人，

並擁有千變萬化的地質景觀和豐富的海洋生態環境，孕

育出之休閒漁業和海洋性休憩發展條件原即非常優渥

〔1&2〕。尤其近年來因政治環境改變，國人的海洋性

休憩活動亦漸由海岸走向沿、近海區域，不但成立了多

個海岸風景特定區，也使得國人可以選擇的休憩類型（運

動型、親水型、遊覽型及休養型）大大增加。 
「休閒漁業(Recreational Fishery)」可定義〔1-3〕

為「利用漁港、漁村設備、漁業活動空間、漁業生產的

場所與產品，及漁業經營活動、生態、漁業活動空間的

自然環境與漁村人文資源，經過規劃設計，以發揮漁業

及漁港、漁村之休閒旅遊功能，增進國人對漁業與漁村

環境之體驗，提升休憩品質，並提高漁民收益，促進漁

業發展」。 
休閒漁業、海域休憩活動、海洋遊樂園區的發展，

往往促使前往海岸地區休憩的人數日益增加，加上國人

的休憩觀光型態已漸由「定點型」取代「流動型」，凡

此均使國人在海岸地區休憩觀光的停留時間加長，亦對

住宿設施的需求增加〔1-3〕。 
要言之，休閒漁業和漁村民宿是一體兩面，二者都

在使旅者充分享受休憩觀光資源的同時，也帶動漁業的

總體發展，所以亟需要有效結合休憩環境、文化觀光，

乃至於都市行銷之整體規劃，以期能讓國人在滿足「深

度旅遊」之餘亦無礙於整體環境「永續經營」願景之達

成〔1-3〕。 

二、研究架構 
 

基本上，「發展休閒漁業與漁村民宿」是一個跨領

域的產業規劃和都市行銷之研究，本文將此一課題區分

為「休閒漁業」和「都市行銷」兩個層次，主要採取「文

獻回顧分析法(Document Content Analysis Method)」與

「系統歸納分析法(System Analysis Method)」，透過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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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國內外「休閒漁業」、「漁村民宿」、「都市行銷」

和「環境規劃管理」等之相關文獻的蒐集整理與觀念釐

清；並以相關理論為基礎，從而檢討宜蘭目前發展漁村

民宿相關政策與機制之優缺並提出可能之建議。據此，

本研究的整體研究架構示如圖 1。 

三、農漁民宿是真實展現農漁文化

的觀光旅遊櫥窗 
 

(一) 發展休憩觀光和休閒農漁不應折損遊客的休

憩品質與權益 
由於發展休憩觀光和休閒農漁具有非常明顯的火

車頭效應，能夠帶動地方產業、創造就業機會、提升生

活品質，使其成為近年來各國政府用以作為「發展地方

經濟」的主要策略。 
而我國自民國八十六年行政院研擬「創造城鄉新風

貌行動方案」以來，除改善各地方的城鄉景觀、提升環

境品質外，更吸引了休憩觀光的人潮，活化了各該地方

的相關產業，並且藉由休憩觀光活動的乘數效應，提高

地方經濟的附加價值。因此，在國內目前的各鄉鎮計畫

中，除少數具有產業或資源的地方外，大部分也的確都

將休憩觀光和休閒農漁列為地方發展的重要主軸〔1-3〕。 
只是大多數地方政府往往忽略了休憩觀光和休閒

農漁的規劃發展除了必須有效開發利用休憩資源並積極

行銷之外，對於交通、住宿、餐飲…等等整體性環境規

劃和系統性配套措施之妥善營造亦絲毫馬虎不得，否則

「名過其實」的觀光行銷常常會因為交通壅塞而折損遊

客的休憩品質與權益。例如以日本為例，日本企業界在

發展休憩事業時，通常便先建設良好的交通環境，再投

資開發休憩景觀資源區，以確保遊客人潮之交通可及性

和休憩權益〔1-3〕。 
未能事先作好整體休憩環境規劃之嚴重後果甚至

會招來地方民怨乃至於導致當地地價持續下跌（例如依

據內政部地政司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十五日發布之新聞資

料，「近年來宜蘭縣雖致力發展觀光事業，並定期舉辦

各項國際性活動，然而因台二線濱海公路和台九線北宜

公路每逢假日必然嚴重塞車，導致鄰近市區地價持續下

跌，其中又以隧道出口的蘭陽溪北各鄉、鎮、市最為顯

著。」而且和其他各縣都市地價相比較，宜蘭縣地價「下

降幅度最為顯著，跌幅達 8.82%。」〔1-3〕）。非但未

盡納福，抑且可能招禍。 
因此即使如宜蘭縣每年舉辦的童玩節和綠色博覽

會能為地方帶來相當熱絡的休憩觀光人潮，也為地方創

造可觀的週邊經濟效益，但仍不得不注意負面的衝擊，

像是每逢假日或週休二日的住宿供給不足、聯外道路和

鄉鎮市區道路交通壅塞，車輛大排長龍的現象屢見不

鮮…等等，都是吾人亟應正視的課題〔1-3〕。 

(二) 不同住宿型態遊客之需求與服務宜及早探討 

假日住宿設施供給不足，主要是自從全面推行週休

二日以來，兩天一夜的行程規劃，已成為國人休憩觀光

最熱絡的選擇。面對旅遊住宿供需失衡日益嚴重的情

況，國內諸多強調休閒農漁觀光發展策略的地方政府實

宜及早探討不同住宿型態旅者之需求與服務，以作為各

型住宿設施經營業者投資之參考〔1-3〕。 
特別是近年來由於國民旅遊的熱潮，或因旅館所提

供的房間不夠，或由於客層的不同，台灣的民宿就此快

速成長，使得國內吹起一股民宿風。但以相關之研究有

限，業者經營條件也未盡成熟，使得旅者無法深入體驗

道地的農漁鄉村生活，加上政府部門相關規範與輔導措

施仍多不足，致使國內的民宿發展始終難以突破現狀。 
在雜亂無章的管理制度下，民宿品質參差不齊，使

得民宿旅客的權益無法受到保障〔1&3〕，甚至有吃虧

上當卻投訴無門的悲慘情事（例如今年春節期間南投縣

便曾發生歹徒在網站上以「湖光山舍」的優質民宿向民

眾騙取訂金的「虛擬民宿」事件。〔1,3&4〕）。 
在休憩觀光市場需求快速成長的同時，住宿需求型

態也呈多元化發展。而依筆者指導本校（國立宜蘭大學）

學生之一項專題製作，於民國九十二年以（100 份）問

卷調查的方式，在宜蘭火車站前訪問了週末來宜蘭玩（年

齡層在 18~50 歲）的旅者，粗略估計約有三成以上到宜

蘭玩的遊客選擇居住民宿，比例甚高，原因是地方上的

旅館水準不高，除了少數幾家旅館的品質還算不錯外，

絕大多數旅館的品質還不如民宿，而且民宿大多位於風

景遊樂區附近，所以他們會就近選擇民宿而不考慮旅館

〔1,3&5〕。部分民宿甚至就像是大家共同擁有的別墅，

提供旅者有更多的鄉野渡假空間和體驗鄉村生活的去

處。 

(三) 農漁民宿常以農莊或漁村建築為其本體 

直接從字面上來看，「民宿」一辭最淺顯的解釋便

是「投宿、借住於民居、民宅」。民宿可以說是一般民

眾或休閒農漁業者將其家居空餘之一部分居室，以「副

業方式」提供旅者暫住的一種「臨時住宿設施」〔1-3〕。

簡單說，民宿就等於是一種家庭化的旅館，因為食宿往

往是旅者出外旅遊過程中最基本的需求〔2〕。 
依據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二日新頒布之「民宿管理

辦法」，對於民宿的定義、民宿之設置、經營規模、建

築物…等均有規範。依該辦法第三條之規定，「民宿係

指利用自用住宅空閒房間，結合當地人文、自然景觀、

生態、環境資源及農、林、漁、牧生產活動，以家庭副

業方式經營，提供旅客鄉野生活之住宿處所。」且依同

辦法第四條規定，「民宿之設置就農村民宿而言，是以

經農業主管機關核發經營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經農業

主管機關劃定之休閒農業區。」此處，「民宿之經營規

模，以客房數五間以下，且客房總樓地板面積一百五十

平方公尺以下為原則。但位於原住民保留地、經農業主

管機關核發經營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經農業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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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劃定之休閒農業區、觀光地區、偏遠地區及離島地區

之特色民宿，得以客房數十五間以下，且客房總樓地板

面積二百平方公尺以下之規模經營之。」 

其實台灣有些農鄉地區早已有人經營農村民宿，原

因是農鄉人口外流到大都市裡，或是兒女長大成家立業

搬離鄉村，因此鄉間原本大家庭所住的大宅院便剩下從

事簡單農務的老農夫婦而已，所以部分居室頓時騰空出

來，有些農家於是便會將空餘的房間整理乾淨，好讓一

些找不到投宿的旅者暫住一宿，一來可解決旅者的住宿

問題，二來也可讓農家們增加一點收入〔1&2〕。 
最早見於德、澳等國的農村民宿是農莊將較舒適的

房間出租給旅者，同時亦供應簡單的餐飲，此種型態之

民宿後來在英、法等國流行；而日本的民宿建築則發展

得更為完整。可以說，農（漁）村民宿的發展在本質上

係附屬於農業休憩行為，通常是以農莊或漁村建築為其

本體。 
質言之，農漁民宿是真實展現農漁文化的觀光旅遊

櫥窗，旅者和店家較親近，使其能於休憩旅遊過程中，

藉著參與當地農漁人家生活以及和人事物的互動，了解

當地的生活背景、文化特色、風俗民情、自然景觀、產

業及生態…等等，進而達到知性、感性、趣味和學習的

定點深度休憩旅遊〔1&2〕。 

(四)「生態旅遊」是農漁民宿的基礎特色 

「生態旅遊(Ecological Tourism 或 Eco-tourism)」是

休 憩 觀 光 形 式 的 一 種 ， 一 種 相 對 於 大 眾 旅 遊 (Mass 
Tourism)，而以自然生態和文化為取向，藉由當地專業

組織主導，透過教育和深入講解，引領旅者體驗旅遊地

生態之美和人文特性的深度旅遊，主要立基於當地自然

景觀資源、產業資源和文化資源（歷史及傳統文物等），

亦為一種高附加價值的服務產業。 
「生態旅遊」緣起於 1960 至 1970 年之間，歐美各

國因經濟起飛，交通工具急速成長，使得觀光旅遊人口

大增，不管是以自然野生環境或異族文化為主題的觀光

地，都有人滿為患的困擾。在國家公園或保護區必須是

要維持在較無人工化事物的自然生態系統，與一般大眾

旅遊要求的遊樂區有著很大的衝突。而快速且持續成長

的遊客數量和休憩觀光活動對美國北部國家公園與保護

區內的生態系統造成嚴重衝擊，在永續發展理念的催化

下，西方學者於是開始反省在國家公園內，自然保育與

大眾遊樂的衝突性，「生態旅遊」的概念因而開始被思

考〔7〕。 
1965 年，Hetzer 首次在 Links 雜誌中提出「生態旅

遊」一詞與觀念，他一方面批評休憩觀光活動在發展中

國家所造成的衝擊，另一方面也呼籲文化、教育和休憩

觀光業界，應以當地文化、對環境的衝擊，給予當地的

經濟效益和遊客滿意程度作為思考基準，發展一種「生

態上的觀光(Ecological Tourism)」。「生態旅遊」因而

具有四個主要面向與內涵：即「尊重當地文化、環境衝

擊最小化、給予當地最大經濟效益和遊客滿意最大化」

〔7&8〕。 
此一呼籲使得人類積極建構以「生態環境永續發展」

作為核心價值〔9&10〕之休憩觀光環境倫理或觀光倫理

(Tourism Ethics)為之醒覺，與其意義相近之名詞，諸如

「 自 然 旅 遊 (Nature Tourism) 」 、 「 綠 色 旅 遊 (Green 
Tourism)」、「永續旅遊(Sustainable Tourism)」、「低

衝擊旅遊(Low-impact Tourism)」…等等亦紛紛出籠，但

這當中仍以墨西哥保育專家 Ceballos-Lascurain 於 1983
年 在 墨 西 哥 市 (Mexico City) 所 創 用 之 「 生 態 旅 遊

(Ecotourism)」一詞最常被援用〔11〕。 
之後且陸續有許多學者紛紛提出各種相關論述，強

調 同 時 兼 顧 環 境 保 育 與 永 續 休 憩 的 重 要 性 。 例 如

Ceballos-Lascurain 指出生態旅遊是到相對未受干擾或未

受污染的自然區域旅行，有特定的研究主題，且欣賞或

體驗其中的野生動、植物景象，並關心該區域內所發現

的文化內涵〔11〕；Kurt Kutay 則認為生態旅遊是一種

旅遊發展模式，在選定的自然區域中規劃出遊憩基地以

及可供休憩的生物資源並標示出其與鄰近社會經濟區域

的聯結，另一方面，相對於一般休憩觀光的規劃，生態

旅遊必須有事先的規劃作為且謹慎處理營利和環境衝擊

的課題〔11〕；國際生態旅遊協會(The International 
Ecotourism Society)則認為生態旅遊是指到自然野地的

責任旅遊，這種旅遊活動不但保育了當地的生態環境，

同時也增進了當地人民的福祉〔11-13〕。 
諸多專家學者對生態旅遊的定義固有不同，但仍不

脫下列共通之重要意涵：1.生態旅遊是一種享受當地資

源的旅遊；2.生態旅遊是一種強調當地自然資源保育的

旅遊；3.生態旅遊是一種強調遊客責任的旅遊；4.生態旅

遊是一種維護當地社區概念的旅遊〔14〕。 
隨著生態旅遊概念的推廣，國際性的觀光組織與保

育團體陸續加入發展生態旅遊的行列，有鑒於這股熱絡

的驅力，聯合國經濟暨社會委員會(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於 1998 年宣布 2002 年為「國際生態旅遊

年(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Ecotourism)」，使得生態旅

遊成為全球響應的一種觀光發展模式〔11&14〕。 
而我國觀光局於 2000 年所擬定之「廿一世紀台灣

發展觀光計畫」中，亦已正式將生態旅遊納入未來旅遊

產業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並訂前（2002）年為台灣生

態旅遊年，積極推動生態旅遊之發展。國內產官學界且

配合於近幾年來，大力提倡「生態旅遊」概念，有關賞

鯨、賞鳥、自然步道、濕地、原住民地區等生態旅遊活

動漸漸增加，民間社團與熱心人士之參與均為台灣剛萌

芽之生態旅遊經驗奠下良好基礎。 

(五) 農漁民宿扮演綠色生活的實踐與推動者 

一般而言，農漁民宿大多設置於生態環境敏感度較

高渡假勝地，其性質相對其他一般旅遊地點顯然更為複

雜，故應訴求生態環境的吸引力和當地的人文歷史，以

小尺度、小規模的方式，來建設一些構造簡單而實用的

實質設施，並宜透過解說服務與教育宣導來誘使旅者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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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行為，使適應生態旅遊之價值觀和倫理觀，學習以非

單純消費性的生態旅者角色欣賞、參與農漁鄉村的草根

性文化，且透過勞力或經濟方式對當地保育和住民做出

最大經濟貢獻，並融合自然生態之間。 
再就農漁產業經營與文化之觀點，農漁民宿是以農

漁鄉村的生態環境與生活文化為休憩觀光資源，提供旅

者住宿、餐飲和相關活動的設備與服務，並運用其特有

的優美環境、脫俗的鄉土文化生活和溫馨的風土人情，

發揮其獨特的風貌，讓旅者從事國民休憩、觀光、旅遊

及教育等活動而規劃設計的一種新興農漁產業經營型

態。其經營發展尤宜結合農漁產業文化和農漁鄉村生態

環境和生活文化，兼顧環境保育，塑造在地特色，由農

漁民宿扮演綠色生活的實踐與推動者以及鄉村風土旅遊

的推動者和當地資源的維護者〔1&3〕。 

(六)「體驗」才是農漁民宿發展「文化觀光」的最

大賣點和特色 

所謂「文化觀光(Cultural Tourism)」是指在推動休

憩觀光的過程能積極展現在地文化的經濟價值，建立個

性化與文化化的環境空間，其前提需從文化的根源發

掘，在文化性與產業性前提下，結合地方生活空間，整

合文化社會資源及當地民眾的參與，引發文化保存共

鳴、異質文化認識以及社會價值交流，而成為在地文化

聚焦，並強化地方經濟體質，進而推動地方風貌與特色，

呈現永續經營的地方文化。 
希望藉由此一展現過程，一方面能將當地特有之獨

具風格與地理景觀、人文歷史、文物古蹟、特色景點、

社經環境與自然環境等資源，重新振興地方，使能蛻變

成為具有文化教育、地方產業和休憩觀光等特色之新動

力；另方面亦能帶動休憩觀光朝向較具文化素養的知性

之旅，使得休憩觀光產品的開發利用，可以涵蓋更為豐

富的文化內涵，並提供旅者能體驗多方面的文化享受，

足以說明文化體驗才是農漁民宿的主要賣點和特色。 
而由於文化觀光特具「創意」之內涵，故發展空間

極大，種類亦難能勝數。國內較常見且較具代表性與知

名度的例如彰化鹿港「歷史街區」和新竹北埔「傳統聚

落」的「歷史古蹟觀光」、台南鹽水「蜂炮」和苗栗三

義「木雕造街」的「民俗采藝觀光」、屏東「黑鮪魚文

化觀光季」和埔里「紹興酒鄉」的「特色產業觀光」…

等等，在塑造地方形象或增進實質觀光收益上，都有具

體成效。這些活動在內容創意、服務品質和行銷技術上

不斷提升，也都有可喜的進步。 
而最能提升地方動力、凝聚社區意識、凸顯地方產

業文化特色、設計體驗活動內容、增加遊客深刻體驗的，

莫過於以提供旅者特殊機會或優勢，去認識農漁產業當

地經營環境或建物及文化、技藝價值與信仰，以及社會

行為等方面特質為前提，具有認識、體驗農漁產業文化

及學習經驗的累積功能的農漁民宿。 

 

四、發展漁村民宿應有整體性的都

市行銷和環境規劃配套措施 
 

(一) 國內傳統漁業正面臨轉型 
我國整體漁業環境漸次改變，傳統漁業正面臨轉型

階段，原來作為傳統漁業使用的漁港，已漸不敷百姓與

漁民之需要。而自從政府解嚴與海域開放以來，休閒漁

業已漸成為都市人紓解工作壓力的熱門休憩選項之一。 

尤其東北海域因鄰近台北都會區，更因而成為國內

船釣活動最密集的海域。近年來由於釣客數量持續成

長，吸引大量漁船投入海釣事業，海釣船的經營成為漁

民的新興行業。船釣活動對漁業經濟的重要性，已形成

與傳統沿、近海漁業對資源的利用競爭，且有逐漸凌駕

傳統沿、近海漁業的趨勢〔1-3〕。 
經由讓漁村轉型以經營民宿為副業，是因應我國加

入 WTO 後，落實漁業就地行銷的作法之一，也符合當

前強調體驗人文及自然景觀的休憩旅遊趨勢。雖然「漁

村民宿」在台灣目前尚在起步階段，但至少尚可借鏡國

內近年來「農村民宿」的發展經驗。 
由於並非每個農漁村都適合發展民宿，故國內漁村

民宿的發展定位有待釐清。依據筆者於民國八十五年從

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之研究計畫報告「台灣地區漁

村民宿發展可行性之研究」，即曾針對國內發展漁村民

宿的功能定位為〔2〕： 
(1)提供都市休憩旅遊者一種結合漁民生活與漁業文化

的新鮮體驗； 
(2)調和休閒漁業園區或景點之住宿設施在區位和數量

上的困難； 
(3)激發漁村漁民利用原有人力、物力開創產業升級的新

契機； 
(4)為人口外流普遍嚴重的漁村擴增就業機會，安定漁民

生活； 
(5)協助漁村社區發展與公共建設，提升漁民生活水準； 
(6)漁民和休憩旅遊者可藉由民宿過程，提供遊客體驗與

學習漁村自然生態環境的機會，產生深層之文化與觀念

的交流互動關係； 
(7)結合地方社會網路，透過草根性自發性力量讓住民參

與地方觀光建設，並將觀光收益帶入地方； 
(8)開創「尊重漁業文化、認識漁村人文」之鄉土化、平

民化的休閒特色。 

(二) 日本伊豆漁村民宿是地方行銷文化觀光成功

的典範〔1&3〕 

全世界最有名的漁村民宿莫過於日本民宿最早發

源地之一的伊豆半島(Izu Peninsula)的民宿了。由於伊豆

氣候溫和，海濱景觀又好，素以文人雅士居此寫作而聞

名。且因半島沿岸有不少漁港，漁獲量豐富、歷史古蹟

多。加上有富士火山帶南北貫通伊豆半島，孕育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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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熱資源，因而伊豆半島多溫泉，並賴以發展出特有的

溫泉文化，有日本最大的溫泉城市熱海、有著 1200 多年

歷史的修善寺溫泉以及伊豆山…等。 
在這些優渥的條件下，伊豆民宿也發展出自己地方

上的特色：例如當地的民宿往往與溫泉相結合；且非僅

建築方面不同於一般旅館的高樓巨廈，而是一些帶有歷

史色彩的木造屋瓦在此林立；在食宿方面，非僅民宿主

人親自招待用餐，旅客可品嚐當地的農特產，有些農、

漁、牧場的主人經營民宿，更讓遊客親身體驗種植、養

殖和畜牧的生活及品嚐最新鮮的蔬果、魚肉和牛奶…

等，深入體驗當地的特色。如此生活一兩天下來會讓人

在心情上完全舒展開來，假若親子能一起休憩悠遊於其

中，那就更有「寓教於樂」的作用了。 
其次，再以伊豆民宿的經營環境來說，由於日本是

一個高度開發的國家，造成其物價高漲，且大都市密布，

而伊豆由於發展較慢，所以還是屬於較未都市化的地

方，因此許多都市人，為了能在假期裡安享都市中所沒

有的平靜和純樸，伊豆於是成了日本人眼中的世外桃

源。而在美食方面，伊豆以漁村擁有的豐富、新鮮海產

聞名日本。日本的民眾到了伊豆，可以在純樸的環境中

獲得精神上的平靜，身體也可以透過溫泉得到放鬆，嘴

巴可以吃到道地新鮮的海產，更重要的是伊豆的消費比

日本大都市便宜許多，因此成為大多數中產階級的渡假

聖地。 

五、「都市行銷」是要融入創意與

創新的作為地方行銷策略的關鍵 
 

 (一) 原屬企業界研究取向的行銷管理已在都市

應用研究中打下深厚的基礎 

行銷(Marketing)原本是一種幫助提升產品暢銷的系

統性方法，它是一種經營哲學，也是解決問題的一種過

程(Process)。行銷概念的運用，原多侷限於工商業界，

但自從 Kotler 和 Levy 在 1969 年提出「行銷概念化」的

論點後，「行銷」的概念就已經不再侷限於私人部門使

用〔18〕，尤其近十年來，行銷之運用亦漸擴及於非營

利組織和公共部門〔19〕。此一趨勢，帶動不少美國的

都市政府漸將「行銷」運用於其施政計畫中，以為解決

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 
特別是因為都市發展於八○年代末期開始出現一連

串困境，傳統的都市理論與規劃方法在其發展途徑上開

始有所轉化，而「都市企業主義」與「都市行銷」等理

念即是在此一時空間背景下所產生。於是，在國外企業

管理、都市地理學和都市政策研究等學門的共同努力

下，原本屬於企業界研究取向的行銷管理已於近年來在

都市應用研究中打下深厚的理論與方法論基礎。 
這種新思維主張都市間之相互競爭猶如商場中的企

業體，傳統「供給式」的思維已經無法處理瞬息萬變的

動態市場，此一環境背景因而帶動都市經營必須借重「企

業行銷」的理念。藉由行銷管理分析，吾人可以了解一

個都市的形象塑造與該都市所欲行銷之「顧客」（市民

與外來投資者）間的關係。 
因此，為了充分掌握區域網絡下全球化都市的脈

動，都市政府莫不積極提出各項發展計畫，強調「都市

行銷」和都市的「形象塑造」，以強化都市的競爭力

〔20-24〕。而鑑於產業關聯效應最能帶動區域的持續發

展，故多針對標的產業妥予設定、引進、維持與擴張，

並規劃有效的發展策略走向，使都市競爭的優勢更能契

合時勢需要，已漸成為都市永續經營的一個重要議題

〔25-26〕。 

(二) 都市行銷是現今地方政府欲從都市競爭激烈

氛圍中破繭而出的良方 

都市機能具備政治、社會、經濟的實質內涵，提供

了人文、休閒的附加效益，而由於全球自由經濟機制與

網通資訊科技讓整個世界緊密聯繫在一起，使得人類社

會體制和運作產生了極大的變革，尤其網際網路的興

起，更突破時空的限制，讓整個世界緊密聯繫在一起，

促成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 
此一發展固然一方面加速了「全球在地化或全球在

地主義(Glocalization or Glocalism)」的趨勢，使得各國間

政治、經濟和社會等事務都發生交互依賴的縱橫關係，

另一方面則也進一步促使都市經濟面臨以全球為激烈競

爭大戰的市場。 
在這種新結構和新態勢下，都市間正如同處於競爭

商場中的企業體，傳統的「供給式」思維已經無法處理

瞬息萬變的動態市場，因而在這一環境背景下賦予「企

業經營」理念治理都市發展的機會〔27-29〕。都市經營

因此必須要有世界都市體系的宏觀，以充分掌握區域網

絡下全球化都市的脈動。未來，地方政府，尤其是都市

政府，更因具備靈活運用資訊網絡的正向回饋能力，容

易明確找到自己的競爭位置〔27&28〕。 
事實上，近廿餘年來，「都市行銷」理念已被歐美

國家因經濟衰頹時期都市間的競爭，而正式運用於促進

都市的開發以及都市意象的轉型；現今「都市行銷」也

是國內每一個市鄉鎮欲從都市競爭激烈的氛圍中破繭而

出的最佳良方。 

(三)「都市行銷」已經變成一種領導地區經濟的計

畫性活動與作為 

「都市行銷」旨在以系統分析的角度來診斷該一都

市的問題，且藉助良好的整體規劃與策略活動，將都市

的某一項獨特性質，融入創新與創意，研擬具體發展建

議，以滿足其目標市場（包括市民、觀光客、企業和投

資者等）的需求，並獲得市民的認同與投入，使其成為

生活脈動中值得驕傲的願景，並且凝聚熱力，深度經營，

來主動行銷都市的特色。 
換言之，「都市行銷」是把都市視為一個市場導向

的企業，考慮目標顧客的心理，將都市未來的發展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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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成為一個充滿吸引力的產品，並藉由整合休憩資

源、活化經濟基礎和加強公共設施，期能更有效率地滿

足與吸引既有和潛在的目標市場。 
尤其在面對休憩觀光產業風起雲湧之際，許多地方

與城鎮無不把休憩觀光視為帶動經濟成長的關鍵。對小

城鎮而言，雖然擁有豐富的生態與人文休憩觀光資源和

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但在資金、技術和專業人力資源方

面卻也相對處於弱勢，因此，要如何有效利用有限的資

源，在競爭激烈的休憩觀光市場中脫穎而出，不能不說

是一項重大的考驗和挑戰。也因此，當一個地方沒有優

勢或資源時，就不能不有效規劃出別具一格的行銷策

略，以開創都市優勢。 
質言之，「都市行銷」必須在競爭激烈的大環境中，

有效發掘並凸顯地方上的文化特色和最恰當的關聯產

業，增益其「可居性」、「可觀光性」和「可投資性」，

且高明地作好形象包裝，並宣揚出去，以創造誘因，吸

引現有及潛在的相關人口和企業，前來觀光、消費、投

資，乃至定居等，使能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 

(四)「都市行銷」和整體都市意象的開創與獨特風

格的形塑有關 

「都市行銷」之運用，不僅可以吸引觀光客、企業

家和投資者，也可以爭取外來人口遷居，以建立一永續

發展的社區。例如許多都市均積極行銷爭取企業家、投

資者、創業者、專業人士、技術人士、高收入者和文藝

工作者等優勢人口移入；但美國目前亦有好幾個州或都

市（如南卡羅萊納州、佛羅里達州和聖地牙哥市等）便

以爭取退休人士作為其行銷的最高指導方針，原因就是

退休人士的財富淨值是最高的，故爭取其遷入可以增加

地方稅基。 
惟不可否認者，「都市行銷」之運用仍多以吸引觀

光客、企業家和投資者為主，尤其是觀光客。而一個都

市或地方如要吸引觀光客，便不能只把自己定位為一個

旅棧或景點，因為吸引觀光客就像企業的競爭一樣，絕

對和整體都市意象的開創與獨特風格的形塑有關，此則

取決於其能否尋得自己既能獨領潮流風騷，又能別具不

可替代性的特色資源或資產。亦即「都市行銷」的目的

在刻意突顯都市的某一類獨特性並獲得大家的認同與投

入，使其成為居民生活中值得驕傲並願意全力投入深度

經營。 
例如義大利米蘭的流行時尚設計、法國坎城的影展

以及德國漢諾威的工商展覽服務事業等，這些都市都不

是各該國家的最大都市或國際知名都市，但都建立了自

己獨領風騷或獨特的資源或資產，國內同樣的著例則有

新竹的電子科技產業和鶯歌的陶瓷產業文化〔30〕等。 

(五)「文化體驗」是英國格拉斯哥「都市行銷」成

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除了核心產業之外，「都市行銷」亦可以旗艦活動

(Flagship Event)規劃作為吸引觀光客和開發未來投資者

之策略主軸，以活動帶動觀光，強化觀光元素，同時有

效建立都市意象。典型的著例之一是英國第三大城－格

拉斯哥(Glasgow)的經驗〔31-33〕。  
與愛丁堡(Edinburgh)併稱為英國蘇格蘭兩大都城的

格拉斯哥，為通往蘇格蘭高原和各大湖泊的必經之路，

原本就是蘇格蘭的交通、工業重鎮，也是學習建築工藝

者的朝聖之城。十九世紀初發生在英國的工業革命，更

是格拉斯哥的全盛時期，然而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一直至七○年代，格拉斯哥持續是面臨著都市衰頹的處

境，尤其是內城地區因為實質、社會、經濟的衰頹，使

得人口和產業嚴重外移，格拉斯哥港口的機能幾乎停

擺。因而在此之前，人們提到格拉斯哥，總立刻聯想到

工業嚴重污染、骯髒、貧窮和暴戾的都市形象。 
但自從八○年代以來，格拉斯哥開始應用都市行銷

來振興地方產業，其策略包括改變形象例如提升航空公

司服務品質的工作、開發新型態的服務業，以及吸引外

地公司前來設立總部等等。於是藉由和早於 1451 年就已

建校，且在格拉斯哥全盛時期便已奠定雄厚學術基礎的

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之密切合作，積極

致力於工業轉型，將污染問題嚴重的重工業導向精密及

高科技工業發展，終於為今日整體蘇格蘭竟能贏得「歐

洲矽谷」新稱號立下主要的汗馬功勞。例如美商摩托羅

拉(Motorola)和日商精工愛普生(Seiko Epson)等國際級

大廠便均已前來設立研發中心。 
格拉斯哥大學一直是全英國重要領導學術機構之

一，為一所歷史悠久，規模宏偉，研究涵蓋多種專業的

綜合大學，除了在生物醫學、人類營養學、奈米、工程

科技上具權威性地位外，社經文史研究也頗負盛名，例

如「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的著者亞當斯密(Adam Smith)
早期便任教此校；再如該校早在十九世紀便已成立了全

英國第一個土木工程系和造船工程系，也因此，工程學

科迄今仍然是該校的學術優勢之一。格拉斯哥大學科系

繁多，由Ａ開頭的會計(Accounting)到Ｚ開頭的動物學

(Zoology)，一應俱全，什麼科系都有，雖聽似玩笑，卻

亦是不爭的事實。該校除擅長整合研究資源之外，對於

研究成果商業化活動之積極推動尤其不遺餘力，凡此均

促使格拉斯哥成為歐洲最重要的研究中心之一。 
其次，蘇格蘭大都會首長 Michael Kelly 從八○年代

推動一項多目標的活動－「締創格拉斯格美好的里程

(Glasgow's Miles Better)」，積極行銷該市特具之維多利

亞期的建築風格和歐洲文化薈萃的藝術風味，加上格拉

斯哥市民全力配合提升文化藝術氣息，更使得該市在九

○年初被歐洲共同市場（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簡稱歐市）定為「歐市藝術之都」！ 

格拉斯格自 1980 年開始應用都市行銷來振興地方

產業以後，不僅重塑了新的意象，吸引觀光客，也讓企

業人口回流，例如該市在 1982 年即擁有五十六萬人次的

遊客，消費額大約六千二百萬英磅，使地方政府稅收增

加了一千八百萬英磅，並維持五千四百個就業機會。 
從文化觀光的觀點，格拉斯格無疑已成歐洲最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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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活力和最具國際性的都市之一。該市不但膺選為 1990
年歐洲文化之都，也是 1999 年的英國建築設計之都。它

擁有豐碩的藝術珍品收藏和令人興奮的夜生活。市內有

許多美術館與博物館，尤其這裡的藝術博物館大多是免

費的。觀光客可以自由觀賞的地方就有 20 個以上之多：

世界第一個宗教博物館、著名的 Burrell Collection、

Nouveau 藝術館、現代藝術博物館…和新潮藝術建築如

蘇 格 蘭 最 著 名 的 建 築 師 和 設 計 師 — 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 的傑作等等都對遊客有著莫大的吸引力；尤

其政府部門新近斥資興建的格拉斯哥科學中心，其外表

為一層鈦金屬，內設 IMAX 電影系統，寬敞的科學大道

連接著一百米高的格拉斯哥高塔，遊客可以從這座蘇格

蘭最高的建築上俯瞰城市迷人的全景；市區如 Italian 
Centre、Merchant Square、Gallery of Modern Art…等，

各式各樣美觀的廣告招牌、一流品味獨特的咖啡店，濃

郁藝文氣息瀰漫在整個城市。 
藝術和文化在格拉斯哥日常生活中是非常重要

的，因為該市確實體認一個文化繁榮的環境代表著良好

的生活素質，是吸引和留住技術人才的主要因素，也是

一個都市競爭力的優勢所在。故其都市行銷特別注重博

物館以及藝術節慶活動，例如格拉斯哥於 1988 年主辦花

園節慶活動，加入了當地生活文化作為附加特色，將整

座都市規劃成當地生活文化的展覽櫥窗一樣，把生活文

化的特色完整呈現在眾人面前，成功地將一個都市的意

象深深烙印在每一個觀光遊客的心裡，成為最出色的都

市行銷與實例。此一活動的另一間接效果便是催化帶動

整體觀光業和其他相關產業的蓬勃興盛，該市在 1988
到 1990 年間共新開了五間大型飯店，凡此均為都市行銷

活動帶動實質開發的例證。 
此外，格拉斯格都市行銷成功的另一關鍵因素，則

是選定市中心 Merchant 地區之住宅更新作為旗艦開發

(Flagship Project)的核心標的，催化後續開發活動，提供

價格合理的住宅，有效結合觀光行銷，吸引人口回流，

也提高私部門對市中心投資的興趣與意願，促進了當地

的商業發展，終而擴大整體都市行銷的成果。 

(六) 意象開創與風格形塑畢竟只是包裝 環境規

劃才是產品品質的保證 

格拉斯格成功的都市行銷經驗，帶給吾人最珍貴的

啟示之一便是一個成功的國際藝術活動，往往需要長期

的經營與經驗累積，因此任何都市若想藉由旗艦活動的

規劃，來達成都市行銷的目的，便須考量活動的常設性

和延續性。 
事實上，都市吸引觀光客的競爭就像企業一樣，和

都市意象的締創有著密切的關聯性，而都市的觀光意象

除了深受其是否具有生動、活化、時尚、獨特之吸引力

的影響，通常可藉由許多傳媒與廣告的幫助，傳達正面

的訊息來達到此一目的之外，所有的都市行銷策略仍有

賴於建立一個完整、鮮明的都市意象並傳達正面的訊

息。亦即必須要有完善的整體環境規劃與實質建設加以

配合，強化都市的舒適便利性和可停留性，進一步吸引

參訪者願意繼續停留在都市進行觀光與消費。畢竟都市

行銷及其意象開創與風格形塑只是包裝，環境規劃才是

產品品質的最佳保證。 
因此，都市政府必須扮演領導者、促進者的的角色，

事先作好相關公共設施之規劃建設，包括土地、環境等

地面上與地下之基礎設施系統；市區道路、聯外公路、

機場…等交通運輸系統；旅客資訊中心（站）、觀光據

點地名方向指示標誌及觀光地圖簡介牌、附近道路導覽

圖等觀光指引系統；住宿、餐飲、租車、醫療、衛生、

購物、娛樂、會議中心，乃至於博物館…等等週邊配套

系統等，力求地區再發展之環境規劃建設能與都市觀光

意象取得平衡點，甚至進而結合鄰近都市觀光產業，共

同達成都市改造的目標。 

六、以行銷環境檢視休閒漁業和漁

村民宿在宜蘭的發展契機 
 

 (一) 若能妥善規劃 宜蘭極有條件發展成為東

台灣水岸休憩觀光火車頭 
位於台灣東北隅的宜蘭縣，在雪山山脈和中央山脈

阻隔下，自古即有「別有天」之美稱，也一直是人們夢

中的淨土。其西為高山丘陵，其東則是浩瀚清麗的太平

洋。原即得天獨厚的美麗景緻，加上與世隔絕的地理環

境特色，讓宜蘭的自然景觀得以保存，也孕育出宜蘭豐

實迷人的歷史人文和敦厚淳樸的風土民情，若能悉心加

以妥善規劃，將極有條件發展成為東台灣水岸休憩觀光

火車頭〔1&3〕。 
尤其在行政院文建會輔導下，宜蘭縣政府從民國八

十五（西元 1996）年起，每年夏天舉辦為期 44 天「國

際童玩藝術節」（簡稱「童玩節」），多年來宜蘭縣政

府不只累積了豐富的「辦活動」的經驗，也為地方創造

可觀的週邊經濟效益。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還是舉辦「童

玩節」活動的地點—冬山河親水公園，係充分利用冬山

河水域的特性，將其規劃開發成一個「親近水」的開放

空間，喚回人類親水的天性，重建人與水之間的自然生

態倫理，而達到觀光、休憩和教育之多重目的〔1&3〕。 

其次是透過強力的、高頻率的媒體「傳播行銷(Media 

Marketing)」，宜蘭冬山河的親水休憩風潮形成產業連鎖

發展，成就水岸休憩觀光資本的累積，而逐漸擴散成為

一種全國性的「水岸經濟效應」，帶動了之後諸如觀賞

鯨豚、藍色公路、淡水漁人碼頭…等普遍受到歡迎與流

行〔1&3〕。 

(二) 休閒漁業更讓宜蘭水岸休憩經濟如虎添翼 

宜蘭縣的天然地理環境蘊涵著豐富的地景資源，峻

偉的高山峽谷、奔騰溪流與湛藍的海洋，加上多樣性的

動植物生態，孕育出樸實豐饒的農漁景緻；在人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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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由於諸多族群先民的來去，讓地方沿襲著懷念農業社

會祈求豐年的地方民俗節慶，建醮、牽罟、搶孤及傳統

廟會的布袋戲和歌仔戲道盡了先人篳路藍縷的辛酸。好

山、好水的天然景觀加上豐富多元的人文色彩，使得宜

蘭縣具備相當優渥之「休閒農漁」的發展條件〔1&3〕。 
尤其因為黑潮與親潮在此交會，富藏深海與大洋性

迴游魚類，宜蘭因此成為台灣三大漁場之一。全境 101

公里的海岸線上，漁船、漁港、漁村密布，展現一種自

然景觀清朗、人文活動殊異的迷人風情。日夜可見漁帆

穿梭、撒網作業、定置網浮動著…。海岸沿線休閒漁業

資源之豐富、多元，更是不在話下。無論是石城—頭城

沿岸磯釣、灘釣、船釣，或聽濤、觀景、游泳、衝浪、

戲水、潛水的娛樂性漁業活動；觀賞鯨豚、船遊龜山島、

北關螃蟹博物館的教育性漁業活動；頭城中元搶孤、沿

岸大里、大溪、梗枋、烏石港、南方澳…的魚市場和海

鮮餐廳的生活文化性漁業活動；以及東澳定置漁場、大

塭養魚體驗、新水休閒養殖海釣中心觀賞錦鯉，和頭城

區漁會為配合中元搶孤而舉辦之牽罟體驗性漁業活動等

等，都足以證明宜蘭海岸線具備發展優質休閒漁業之良

好基礎〔1-3〕。 
宜蘭由於工商產業並不發達，且具有農漁鄉村淳樸

的人情味，加上得天獨厚的美麗景緻和與世隔絕的地理

環境特色，相對於一般旅館，宜蘭目前較適於發展農漁

民宿。但是因為宜蘭民宿已發展到近兩百家（依據交通

部觀光局民國九十三年四月公布統計數字宜蘭縣的民宿

至少有 170 家，其中合法登記的民宿有 71 家〔34〕），

接近飽和的情況，所以漁村民宿應該是地方上進一步推

動休閒農漁可以加強致力之目標〔1〕。 

(三) 發展漁村民宿務須重視休憩衝擊和環境管理 

國內近年來吹起一股民宿風，但因政府部門相關規

範與輔導措施仍未盡完善，致使民宿的發展難以突破現

狀。雖然我國已頒布「民宿管理辦法」規範民宿相關事

宜，惟檢視國內漁村民宿之經營仍存在如：1.漁村民宿

市場潛在需求之具體了解；2.漁村民宿經營者由漁業轉

為服務業，尚未具備行銷理念和房務管理技術；3.漁村

民宿獨立經營，未能成立組織；和 4.民宿未能建立特色，

致集客力不足等幾項問題。 
特別是因為任何型式的土地利用均會對環境造成某

種程度之影響與衝擊，休憩觀光發展自不例外。例如因

為觀光人數增加、活動時間增長、休憩時間上的密集和

休憩活動器材的創新使用…等，都會對自然環境有程度

不 一 的 影 響 ， 通 常 稱 為 「 休 憩 衝 擊 (Recreational 
Impacts)」。 

「休憩衝擊」的預防與管理是維護休憩品質和永續

使用環境的重要工作。推動漁業轉型對於漁業和漁村景

觀風貌的轉型固然帶來利多，但卻也難免產生種種「休

憩衝擊」，該等衝擊甚至包括推展休閒漁業與漁村民宿

的總體政策衝擊和進行各單項營建工程的個案環境衝

擊。 

尤其推動漁業轉型主要活動據點的近海沿岸地區更

是一個特殊的地理區域，兼具海、陸之性質，生態資源

十分豐富，向即為人類活動的發展重心之一。但由於其

具有容易受到負面衝擊甚至被嚴重破壞之本質，加上原

本被視為邊際土地的廣大近海沿岸地區，近年來已因休

憩觀光蓬勃發展而紛紛成為政府與民間的開發焦點。 
在各種開發行為爭相進入，而政府管理機構的紛歧

和現有管制法令不足，往往容易造成無秩序的土地使用

發展和各種土地資源的衝突，使得近海沿岸地區的環境

資源日愈衰敗與枯竭。尤其此等天然孕育而成的資源非

常珍貴而脆弱，一旦遭受破壞，便需長久時間才能恢復，

甚至永遠無法恢復。故建議其投資開發必須在同時兼顧

環境生態保護和資源開發利用之前提下，預作妥善之環

境影響評估與實驗分析，進而決定其休憩環境承載量。 
「環境承載量」原為生態學者或生物學者所採用之

一學理概念，對環境而言，其最大意義就在於任何投資

開發若能限制於「環境承載量」範圍內，便較不會降低

自然環境的品質，也較能兼顧遊客的休憩體驗活動和生

態環境品質。 
承載量隱含對任何一種自然資源的利用都有一定極

限存在的概念，這種想法源自於人們害怕對某類自然資

源或環境，因為過度利用以致造成不永續的狀態，一旦

使用量或強度過某個承載值，生態環境便不再具有自我

調適的能力，而無法自然地再回復原始狀態，甚至將出

現長期性或甚至是永久性的傷害。也因此要求生態旅遊

必須考量「環境承載量」，使環境資源能永續經營，畢

竟「休憩衝擊」的預防與管理才是維護休憩品質和永續

使用環境的不二法門。 

(四) 伊豆民宿最大優勢即在於政府能善盡規範輔

導之責 

和伊豆相比，宜蘭也有相當長的海岸線和優良的水

質，水產資源比起日本伊豆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外，

宜蘭的溫泉資源也相當豐富，最有名的像礁溪溫泉，其

他像仁澤溫泉以及尚未開發像員山溫泉等，只可惜宜蘭

在資源的規劃整合方面卻仍非常落後，就以民宿而言，

雖然宜蘭近年來特別講究觀光行銷，帶動縣內民宿快速

成長，但以業者經營條件也未盡成熟，加上地方政府未

能善加規範輔導，致使民宿的發展難以突破現狀，而在

雜亂無章的管理制度下，民宿的品質參差不齊。 
而日本伊豆以溫泉民宿享譽亞洲地區，其優勢即在

於政府能善盡規範輔導之責，且業者亦多能配合於事先

妥善規劃，在溫泉地區成功地兼顧休憩觀光和民宿居住

品質，對於民宿的設備和環境更有嚴格要求，如此方能

發展成品質齊一且可博得信賴的民宿。 
就宜蘭未來發展漁村民宿而言，業者實宜善用地方

上的生活文化性、娛樂性和體驗性漁業活動等等豐富之

休閒漁業資源，結合當地溫泉、養殖漁業特產、鄉土美

食等自然景觀、生態與人文等環境資源，整體規劃套裝

式生態旅遊產品，並強化解說導覽等體驗與服務，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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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居民就業機會，提供民宿的服務，帶動地方商機。 
而政府在輔導有意投入之漁民業者時，應可仿照日

本伊豆的方式，幫助漁民對自己的民宿場地規模與條件

作好初步評估，且告知所應注意的相關法規，若無法符

合其他法令規章，則應慎重考慮是否投入。另外，並宜

強調以具創意的漁村、漁業經營特色吸引旅者，以防止

民宿間相互抄襲模仿，致減少遊客的興趣。 
最後，我國目前的民宿管理模式係交由交通部觀光

局主導採取之立法許可模式，由於相關法制較以旅館層

次作為管理標準而似失之嚴苛，加上執法寬鬆的情況，

常易導致民宿經營朝向地下化發展，而對生態環境造成

全面性、永久性的破壞。因此建議我國之民宿輔導管理

較宜參考國外通常是先准許以農莊或漁村建築為民宿經

營本體，再漸進式地輔以立法許可制度，而不應完全採

取嚴苛的立法許可模式，如此方能兼顧休憩品質和環境

保育。 

七、結論、建議與後續發展 
 

（一）台灣的漁村地區具有豐富自然、人文及景觀資源，

結合生產、生態及生活的休憩觀光，並加以適當規劃，

可提供國人週休二日旅遊有更多樣的選擇，也是活化漁

村的重要策略之一。特別是在進入 WTO 後，以生產為

導向的漁村，若能全方位的規劃，發展地區特色，除了

吸引本國遊客外，也能積極推銷台灣漁村，吸納國際觀

光客，不但可減低 WTO 對台灣漁村的衝擊，也將為沒

落的漁業開創另一新局。 
（二）尤其以目前國內的社會、經濟和休憩環境言之，

休閒漁業與漁村民宿的發展條件似已日趨成熟，因此，

以漁村民宿結合當地自然景觀、人文與生態等環境資源

及漁業生產活動、魚鮮美食、解說導覽等體驗與服務，

來吸引、促進休閒漁業，從而帶動國內休憩觀光的第二

春是值得鼓勵和嘗試的。 
（三）宜蘭縣備具景觀美質和人文環境之特色，推動發

展休閒漁業與漁村民宿的基礎條件不錯，可以考慮選擇

頭城（大里）和南方澳作為示範和發展據點。尤其頭城

（大里）地區因地處蘭陽平原北端入口，在先民開蘭的

史蹟古趣上留有重要的一頁，加上鄰近海域的龜山島更

是宜蘭人的精神地標，饒富人文史蹟之特色，值得積極

推動發展文化深度之旅和生態深度之旅，並作好事前的

全盤規劃，永續的經營管理準備，以最少的環境衝擊，

維持休憩觀光活動，對當地保育和住民提供最大的經濟

貢獻。 
（四）漁村民宿大多設置於生態環境敏感度較高的近海

沿岸地區，常為兼具海、陸性質之特殊地理區域，向即

珍貴而脆弱，一旦遭受破壞，便需長久時間才能恢復，

甚至永難恢復。故其投資開發亟須兼顧環境保護和資源

開發，並預作妥善規劃，方不至於為了要滿足吾人休憩

觀光的需要而遭到破壞。 

（五）生態旅遊是一種以地方產業為基礎的休憩觀光活

動，落實在漁村地方層面便是休閒漁業和民宿，因此宜

蘭發展休閒漁業和漁村民宿之環境規劃策略應在營造漁

村的自然與人文特色，維護漁村生態平衡，帶動漁村產

業的發展，故應訴求生態環境的吸引力和當地的人文歷

史，以小尺度、小規模的方式，來建設一些構造簡樸的

實質設施。並宜藉由解說與教育來誘使旅者調整價值觀

和倫理觀，學習以非單純消費性的生態旅者角色欣賞、

參與漁村的草根性文化，且透過勞力或經濟方式對當地

保育和住民做出最大經濟貢獻，並融合自然生態之間。 
（六）發展生態旅遊前應事先調查分析當地自然與人文

特色，評估生態環境之遊憩承載量和旅遊發展可能帶來

的正負面影響，擬定長期管理與監測計畫，將可能的負

面衝擊降至最低。而為減低休憩觀光活動可能對環境造

成過度的衝擊，並確保解說導覽的品質，生態旅遊團體

人數不宜太多，故宜堅持小眾式旅遊的營運方式，且宜

研擬妥適但又必須可行的遊客總量管制規範措施，使旅

者確實能與當地人文有良好的互動，而達自然生態永續

經營之目標。 
（七）由於小眾式旅遊較易增加民宿和旅遊業者的經營

成本，尤其目前宜蘭民宿大多為獨立經營，較難發揮規

模經濟與團隊力量，故仍有賴政府協助成立地區性的漁

村民宿聯營機制（如休閒漁業區之管理委員會組織）或

業者同業間及與其他相關業者策略聯盟合作，以夥伴關

係共同從事廣告促銷、網路行銷、接受住宿登記、訂定

服務品質標準、採購客房資材、清潔人力運用、安全管

理和環保處理等等，以互助合作的聯營方式打開知名

度，降低營運成本，提高服務品質。 
（八）在民宿經營策略方面，宜擴增服務管理範圍，串

連景點動線，規劃套裝旅遊，並加強研發在地特色餐飲，

將各項適合的休憩觀光資源，整合於一地區，使遊客一

年到頭都可來此體驗各種休閒漁業與漁村生態、參加不

同的主題活動。政府並宜繼續輔導民宿合法化經營，制

定民宿發展相關規範(公約)，實施評比分級、表揚優良

民宿，帶動業者發展良性競爭。 
（九）就宜蘭未來發展漁村民宿而言，政府至應善盡規

範輔導業者事先妥善規劃之責，在輔導有意投入之漁民

業者時，且可仿照日本伊豆的方式，幫助漁民對自己的

民宿場地規模與條件作好初步評估，並告知所應注意的

相關法規，若無法符合其他法令規章，則應慎重考慮是

否投入。另外，並宜強調以具創意的漁村、漁業特色吸

引遊客，以防止民宿間相互抄襲模仿，致減少遊客的興

趣。 
（十）建議我國之民宿輔導管理宜參考國外通常是先准

許以農莊或漁村建築為民宿經營本體，再漸近式地輔以

立法許可制度，而不應完全採取嚴苛的立法許可模式，

如此方能兼顧休憩品質和環境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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