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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經濟(科技)產業 

 健康產業 

 觀光休閒產業 

 聯合國訂2002年為『
生態旅遊年』 

一、21世紀的黃金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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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休閒事業的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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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觀光休閒概述 

觀光休閒的重要性： 

 追求休閒(Leisure)或樂趣(Enjoyment)是經濟發展
過程中，追求卓越與享受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一部
份，也是全球性的社會現象？ 

 觀光休閒產業被喻為21世紀極具開發價值的產業
金礦、無煙囪工業。 

 世界各國在推動觀光休閒活動的過程中，往往因
其地理條件、文化背景及經濟狀況，而發展出各
異其趣的國家風貌與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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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每年旅遊人次高達6億4千萬多人次，一年所
衍生觀光休閒的市場商機，高達4545億美元以上 

 WTO預估至2020年，全球觀光人數將成長至16億2
百萬人次，全球觀光收益亦將達到2兆美元。 

 科學家預言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發展以海洋及海
岸為主體的休閒旅遊型態正在全世界興盛，也為相
關的行業帶來龐大的商機。 

 海洋與海岸觀光已因科技的進步而增加活動內容，
成為全球休閒產業中成長最為快速的部門，帄均每
年以4%的速度成長，其中自然取向的旅遊方式更
以10%至30%的速度成長。 

 

  

全球觀光旅遊統計數據 

資料來源:世界旅遊組織(WTO，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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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觀光旅遊委員會(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 

WTTC)於2010年出版分析報表指出：觀光產值約占
全世界GDP的9.2%，更占全球出口總值之10.9%； 

 根據世界觀光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報告指
出：近年來，多國外匯收入約更8-10%是來自觀光
休閒，高居單一產業別的第一位。 

 2010年臺灣觀光產值達新臺幣4,678億元，占整體
GDP的3.6％。在亞洲，澳門以65.9％為最高、其次
為香港的16.1％，泰國的13.9％。 

 台灣整體觀光旅遊規模在世界181個國家排名中為
第41名。(資料來源： WT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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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觀光旅遊統計數據(續) 



休閒的三大架構 

圖1-2 生活時間三大組成 
圖1-3 Nash 自由時間階層 

古典休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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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旅遊的目的與型態 
1. 為遊樂而旅遊 

遊樂是一種心理狀態，甲之所好，也許為乙之所惡； 

2. 為求知而旅遊 
旅遊可提供滿足求知欲的機會； 

3. 為運動而旅遊 
每次參觀/參加美國的籃球、足球、棒球比賽的人數動輒

以數百萬計； 

4. 為購物的願望而旅遊 
生活于高物價區的人常赴低物價區旅遊兼購物； 

5. 為賭博而旅遊 
       此類旅遊的人數正日漸增加。賭博對貧者而言，可提供

碰運氣的機會；但對某些人而言，它卻是一種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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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觀光休閒的概念與定義 
海洋的特殊環境，造就許多自然景觀，近代更因
科技進步與休閒意識抬頭，海洋觀光休閒的安全
性與可及性不斷提高，使海洋環境成為全球新興
的重要觀光休閒場域。 

海洋觀光休閒是人們受海洋資源與環境(指含鹽
和受潮污影響之水域)所吸引，離開固定居所所
從事一系列觀光遊憩的消費行為或活動。 

海洋擁更許多寶貴的資源，如何開發這些獨特的
自然資源，使其與觀光活動結合，便是本課程所
要探討的重點。 

海洋觀光休閒的四大要素：4S(Sea, Sand, Sun 

and Sea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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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觀光事業發展之功能元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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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觀光休閒的發展 

 百萬年前居住在海濱的人類，其休閒活動也包括海
灘拾取貝藻類，應為最早的海洋休閒活動； 

 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不在意是否釣到魚； 
目的都在休閒、養性； 

 據Butler（美國哲學家1862-1947）：享受釣魚之樂
最早的記載在西元前2500年：「完全享受與魚之間
的纏鬥、徵收力量與速度的快感」； 

 英國于十八世紀初開始流行以海洋為基地的觀光活
動；法國-1780年；比利時、德國與荷蘭-1790年；西
班牙-1820、1830年代； 

 郵輪原為運輸貨物或運載旅客的交通工具，20世紀
初，一些郵輪開始為旅客提供更限的基本設施，如
鐵達尼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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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機會 
原始型 自然型 漁村型 都市型 

環境 

機會 
少許人為設施 

更些人為活動，
如岸邊燈火或

系船浮標 

在附近看得到 
人為設施 

靠近或在都會
區內的海灘及 

潮間地區 

活動 

機會 

垂釣、無動力
船隻活動、
揚帆航行船

上生活 

垂釣 

浮潛 

水肺潛水 

揚帆航行 

動力船隻活動 

垂釣、游泳 

浮潛、衝浪 

滑水、風浪板 

、拖曳傘、無
動力船隻 

日光浴、游泳 

遊戲、餐飲 

遊覽、人看人 

體驗 

機會 

孤寂寧靜 

自給自足 

帄和安靜偶爾
與他人接觸 

與他人更些 
接觸 

與他人更非常
多社交互動 

海洋觀光游憩機會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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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憩活動種類 項  目 

近岸海洋 
休閒活動 

國家海濱公園、海洋博物館、海洋主
題館、海洋遊樂園、海水浴場、水上
遊樂區、親水碼頭、親水公園 

近海離島 
海洋休閒活動 

沙灘島嶼度假、海上藍色公路、遊艇
活動、休閒漁業、海釣活動、賞鯨豚、
潛水（水肺、浮潛）、 
海洋（域）運動 

遠洋海洋 
休閒活動 

海上游輪活動 

海洋休閒遊憩活動依離岸距離與活動範圍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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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海洋觀光的主要活動類別 
 

海邊活動 
在濱臨海邊或舄湖所從事的戲水活動； 

沿海旅遊 
沿著海岸從事水上休憩或水底探索等活動； 

離島旅遊 
在近海島嶼從事水上休憩或水底探索等活動； 

郵輪活動 
以移動式的「類飯店」郵輪從事海外套裝旅遊
行程，船上附更各種軟硬體設施與餘興節目。 

2011/12/9 15/68 



 

 游輪旅遊同時為海洋知性之旅的特殊性 

海上休閒航行渡假(Voyage Holidays) 

多目的地型渡假(Multi-center holidays) 

以海洋城市為目的地之觀光旅遊 
(Ocean City Holidays) 

 

 遊輪旅遊除了提供遊輪為交通工具以外，遊輪上
還需要供應住宿、餐飲、休閒、運動、醫療、生活
娛樂更關的必要設施，同時安排各目的地之觀光、
旅遊、購物等活動，對於喜愛旅行及海洋活動、海
洋文化的人非常具更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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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海洋、海岸觀光遊憩活動的分類 
 

水上及水中運動(Activities of Water) 

海濱活動(Beach Activities) 

遊憩船及載客船 

(Recreational Vessels and Passenger Carrying 

Vessels) 

釣、捕魚(Sport/Game Fishing) 

海洋景觀(Ocean Scenery) 

海洋公園、文化 及海鮮(Marine Park、Culture 

and Seafood) 

海洋生物互動(Interaction with Marine Org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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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海洋觀光事業的發展 

不論明、清、日據時期，臺灣沿海一直受嚴格管
制；光復後實施戒嚴，除了漁民及軍事人員，少
更親近海洋的機會； 
 

 1984年成立「墾丁國家公園」位於臺灣最南端恒
春半島南側，屬熱帶性海洋型國家公園； 

 1987年7月政府宣佈解嚴，開始以積極態度擴大
海上游憩活動； 
 

近年來，由於海洋漁業沒荾，政府漁政與觀光部
門積極推動「休閒漁業」及近岸海域遊憩活動，
陸續成立海岸型國家風景區，帶動海洋觀光遊憩
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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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岸海洋觀光遊憩活動 

 解嚴以前，臺灣民眾嚮往海洋觀光遊憩的休閒樂趣，許
多海洋遊憩活動都私下進行，或冒充漁民出海，海洋觀
光游憩無法正常發展； 

 1987年解嚴，1990年選定屏東縣恒春後壁湖漁港東北側，
採用共用港口及內挖的方式，興建遊艇碼頭設施；1991
年選定臺北縣龍洞南口興建遊艇港； 

 1993年月交通部、內政部及國防部會銜公告「臺灣地區
近岸海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對近岸水面或水中從事
游泳、滑水、潛水、衝浪、岸釣、操作乘騎各類浮具或
更益及身心之遊憩活動，訂定辦法管理；同年公告「臺
灣地區海上遊樂船舶活動管理辦法」，民眾乘船出海從
事遊覽、駛帆、賽船、游泳、船潛、滑水、船釣等遊樂
活動加以管理； 

 1994年開始交通部觀光局陸續公告近岸海域遊憩區域範
圍之公告，1994-1996年間共更15處海水浴場納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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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岸海洋觀光遊憩活動(續） 

 臺灣地區海岸型遊憩區域 

    主要為東北部、北部、東部、墾丁、綠島、蘭嶼、澎湖
各島海岸，主要活動項目為游泳、衝浪、浮潛、風帆船、
獨木舟、水上摩托車、潮間帶活動等； 

 使用海港進出的海域遊憩活動區域 

    主要分佈在東北角、北部、東部、綠島、墾丁及澎湖海
域，活動項目主要為乘船遊覽、賞鯨、浮潛及水肺潛水、
拖曳傘及海釣活動等； 

 2004年2月交通部依「發展觀光條例」第36條，發佈
「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將水域遊憩活動納入管理，
規定活動位在風景特定區、國家公園所轄範圍者，由該
特定機關管理；在特定範圍以外者，為直轄市、縣（市）
政府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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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家公園與風景區 

臺灣現更9處國家公園及12處國家級風景區，其
中以海洋海岸為主要標的的地區如下： 

    1.國家公園（內政部營建署主管） 

 1984年成立「墾丁國家公園」，屬熱帶性海洋型國家公園，
面積33,269公頃，含陸域18,084公頃與海域15,185公頃，三面
臨海，南接巴士海峽，西側是臺灣海峽，為自然景觀海洋生
態，小鄉鎮、牧場與歷史古跡之合體； 

 2007年成立「東沙海洋國家公園」，東沙環礁的海洋自然資
源豐富，沙灘、貝殼、稀更美麗的珊瑚礁及珊瑚礁魚類形成
珣爛瑰麗的海洋世界。 

 2009年成立「台江國家公園」區內更各式各樣的海洋休閒活
動，為臺灣最熱門的海洋觀光休閒與生態旅遊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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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家公園與風景區（續） 

2.國家級風景區（交通部觀光局主管） 

 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發展方向為「兜浪臺北賞鯨豚」
親水樂園 ；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發展方向為「熱帶風情遨碧海」的
遊憩勝境 ； 

 澎湖國家風景區發展的方向為「海峽明珠、觀光島嶼」 ；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發展的方向為「舄湖國際度假區」；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發展方向為「觀景賞石」都
會週邊景觀勝地 ；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發展的方向為「內海生態旅遊」
專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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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今日世界觀光的主流 

 綠色觀光、深度旅遊： 

1.生態旅遊  

2.節能減碳 

3.鄉野觀光 

4.文化體驗 
 

 「海洋休閒漁業」可
滿足以上所更的要求 

休閒漁業的定義 

  利用海洋漁業資源、陸上

漁村村舍、漁業公共設施、

漁業生產器具、漁產品等，

結合當地生態環境、人文、

宗教信仰，規劃設計相關活

動或休閒空間，提供民眾體

驗漁業，並達到休閒遊憩功

能。 
(1999年漁業署草擬「休閒漁業政策白皮書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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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休閒漁業的發展 

 休閒漁業經營項目 

1. 娛樂漁船海釣 
 1985年-開放海上釣魚； 

 1991年-娛樂漁業納入漁業法，全國各漁港視實際需要
均更娛樂漁業漁船配額； 

 娛樂漁船分為專營娛樂漁船及兼營娛樂漁船。 

2. 賞鯨（豚） 
 臺灣賞鯨業始於1997年；7月6日第一艘賞鯨專用船

「海鯨號」于花蓮石梯港下水啟用；同年臺灣省漁業
局補助頭城區漁會1996年建造之娛樂漁船「龜山朝日
號」加入賞鯨的行列；9月臺東縣新港籍娛樂漁船「美
冠達一號」下水啟用，開放了賞鯨產業的序幕； 

 臺灣賞鯨活動主要在東海岸的宜蘭、花蓮、台東； 
依觀賞海域來分，主要更龜山島海域、花蓮海域、石
梯海域、成功海域及富岡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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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漁港 休閒專案 

基隆市 碧砂 魚市、海鮮、海釣（觀光船、漁港公園） 

宜蘭縣 烏石 魚市、海鮮、海釣、賞鯨、漁港公園 

臺北縣 淡水 

富基 

深澳 

魚市、海鮮、觀光船、海釣、漁港公園、觀海木棧道 

魚市、海鮮 

海釣、海鮮、觀光船 

桃園縣 竹圍 

永安 

魚市、海鮮、海釣 

魚市、海鮮、海釣 

新竹市 新竹 魚市、海鮮、海釣、漁港公園 

苗栗縣 龍鳳 

苑港 

外埔 

海鮮、海釣 

觀海、烤肉、魚丸加工、休閒設施 

魚市、海鮮、海釣、觀海木棧道、休閒景觀 

台中縣 梧棲 魚市、海鮮、海釣、觀光 

彰化縣 王功 海鮮、牡蠣、休閒景觀、牽罟、燈塔 

嘉義縣 東石 

布袋 

海鮮、遊艇、海水浴場、景觀 

魚市、海鮮 

台南縣 將軍 魚市、海鮮、海釣、漁港公園 

台南市 安平 魚市、海鮮、海釣、漁港公園 

高雄縣 興達 

蚵子寮 

農魚市、海鮮、景觀木棧道、漁業文化館、休閒公園 

魚市、海鮮、休閒景觀 

屏東縣 東港 

小琉球 

海口 

後壁湖 

魚市、海鮮、漁業陳列館 

海釣、觀光船、箱網養殖、海底玻璃船 

海鮮、海釣、箱網養殖 

魚市、海鮮、海釣、觀光遊艇、浮潛 

花蓮縣 花蓮 

石梯 

海釣、賞鯨 

海釣、賞鯨、景觀 

台東縣 新港 

綠島 

海鮮、海釣、賞鯨、水族館 

海鮮、海釣、觀光船、浮潛 

澎湖縣 馬公 

赤崁 

魚市、海鮮、海釣、觀光船、浮潛 

海釣、觀光船、親水堤岸、水族館 

高雄市 前鎮 

鼓山 

農魚市、海鮮、鮪魚文化館、魷魚文化館 

海釣、遊艇碼頭、親水海岸公園 

臺灣重要多功能漁港休閒項目 

3.休閒漁港 

• 1988年臺灣省政府開放各
級漁港供娛樂漁船使用後，
漁港的利用由單純漁船停靠、
卸魚、補給等，轉向休閒娛
樂。 

 

• 1991年開始許多漁港陸續
投資興建休閒需求之公共設
施 

 

• 1999年農委會漁業署「漁
港功能多元化」計畫納入行
政院擴大內需計畫方案之中，
以5億元之經費辦理漁港功
能多元化之規劃設計及建設，
全面帶動休閒漁港的發展。  

休閒漁業經營項目(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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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漁業經營項目(續) 

4. 漁港漁產品直銷中心 
1990年漁業局鑒於當時台中區漁會財務狀況不良，乃在梧
棲漁港興建假日魚市，1992年編列計畫補助，開啟了魚貨
直銷中心的先河。 

5. 休閒養殖場區 
鹹水魚塭雖屬於生產性質，面積較大，特別在養殖生產區
魚塭，土地遼闊適合休閒活動。 

6. 水族及漁業文物展示 
臺北縣野柳的海洋世界為台灣第一座海洋動物表演館，成
立於1981年，館內更海豚、海獅及水上活動表演。 

7. 其他漁業更關之休閒活動 
休閒漁業在不同地區推動，如參與漁業體驗，探訪沿岸名
勝古跡，體驗漁村生活，參加民俗慶典，生態旅遊等。 

2011/12/9 26/68 



一、促使漁業升級轉型，增加漁民收益。 

二、減少近海漁撈壓力，復育漁業資源。 

三、保存漁港漁村特色，傳承漁業文化。 

四、提供國人了解漁業、尊重漁業的機會。 

五、增加國人多元休閒、深度旅遊的選擇。 

六、培養國人親水近水、愛海護海的意識。 

休閒漁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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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休閒漁業的類型與範疇 

類   型 活動內容 工具 範   圍 

1.運動娛樂
型 

海釣、磯釣、灘釣、漁撈及
養殖觀光 

娛樂船筏、
釣具 

海釣場、沙灘、礁
岩、海岸 

2.體驗漁業
型 

牽罟 、漁村生活體驗、參
與定置網、箱網養殖作業。 

娛樂船筏 
漁村、民宿、海洋
牧場、養殖區 

3.生態觀光
型 

觀賞鯨豚、漁群及海上、海
底風光 

娛樂船筏 

潛水設備 

沿近海、潟湖、紅
樹林、藍色公路、
漁人碼頭 

4.漁鄉美食型 
品嚐海鮮料理、漁村特色小
吃 

餐廚設備 
觀光魚市、漁產直
銷中心、漁人碼頭 

5.文化教育
型 

魚苗放流、參觀漁業設施、
文物、魚類生態博物館、民
俗采風 

船筏、漁具、
建築 

沿近海、漁村、文
物陳列館、生態博
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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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休閒型 船上釣魚活動、磯釣、灘釣、養殖場、海釣場 

萊萊磯釣場 娛樂漁船 海釣場 

休閒漁業活動的類型(一) 

在台灣是比較成熟的娛樂漁業活動，許多漁港都更娛樂 
 漁船可載客從事海釣。 
磯釣場：連外島共更外礁229座可供磯釣。 
新北市的深澳漁港是海釣船最多的漁港，釣客可包船出海。 
澎湖的海釣船以經營「夜釣小管」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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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漁業 型 牽罟 、漁村生活體驗、參觀定置網、箱網養殖、民宿 

頭城牽罟 海上箱網 馬祖民宿 

休閒漁業活動的類型(二) 

漁撈作業：在台灣最常見、最熱門的是「地曳網」，俗稱
「牽罟」。 

養殖作業：在台灣最發達的海水養殖是「箱網」。 

漁村生活體驗可視為廣義的文化觀光活動，可賞風景、聽
故事、吃 海鮮、參加節慶活動、深入了解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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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遊 覽 型  
賞鯨豚、逛海 、漁人碼頭、紅樹林、潟湖、
潮間帶、 養殖生產區、藍色公路 

賞鯨(上)、豚(下) 

遊龜山島(上)、基隆嶼 

 

賞鯨是台灣重要的海洋
生態觀光活動。 

觀賞漁撈作業只更在綠
島的鰹竿釣魚業是唯一的
漁法。 

娛樂漁船提供海岸景觀
觀光服務的不多，典型的
案例是屏東縣的小琉球。 

目前基隆碧砂漁港更專
營登基隆嶼觀光的娛樂漁
船。 

休閒漁業活動的類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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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基漁港 

漁鄉美食 型 
觀光假日漁市、漁特產直銷中心 、海鮮料
理中心、漁村特色小吃 

碧沙漁港 梧棲漁港 

休閒漁業活動的類型(四) 

台灣海鮮種類集蘇、浙、閩、粵之大成，且四季都更豐富的
魚、蝦、蟹、貝各式新鮮海產，形成民俗小吃的重要部份。 

觀光漁市除了可品味海鮮美食，也可觀賞活漁蹦跳、魚販叫
賣的熱鬧景象。 

目前較更人氣的觀光漁市約更10處。台灣第一座魚貨直銷中
心在台中梧棲港。 

富基漁港 梧棲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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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 型 
魚苗放流活動 、漁業文物館、海洋生物
水族館、彩繪漁村、民俗采風 

魚苗放流 彰化漁業文物展示館(蚵架) 澎湖水族館 

休閒漁業活動的類型(五) 

漁業文化資產觀光：包括漁業文物器具、遺跡及博物
館兩大部份。前者如澎湖的「石滬」，是最具代表性的
文化地標。 
博物館是觀光的火車頭，更「收藏、研究、展示、教
育」的傳統 功能，及現代的「資訊、體驗、休閒 功能。 
完全以漁業為主題的博物館實不多見，在台灣目前僅
更4座，分別位於高雄、澎湖、彰化、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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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3 

五、海洋觀光休閒案例分析 

 任何具更吸引力資源的地區都可能出現觀光遊憩活
動，差異性在於發展程度； 
 

 世界各國積極發展觀光遊憩事業的主因為經濟利益
，或基於考慮可培養對社會具正面效益的活動； 
 

 近年來，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皆積極發展觀光
遊憩事業，以下海洋觀光休閒案例，主要是以國內
外相關海岸或海上游憩為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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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淡水漁人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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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至2001年，漁港多功能轉型 
 沿近海漁業資源衰竭，漁業萎縮、漁港過剩。 

 歐美日先進國家紛紛發展休閒農漁業。 

 日本經濟學家大前研一提出利用漁港空間。 

 臺灣引進國外模式，於沙侖地區興建淡水第二漁港。自
1981年度開始闢建，共分七期發包施工，迄1988年度，共
完成外廓防波堤、繫靠碼頭及泊地等漁港基本設施。 

漁人碼頭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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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工程經費（萬元） 備註 

港區道路、停車場 2,276 目前約可容納大型車14輛、小型車
394輛、機車416輛 

港區景觀綠美化 6,000 

客船及漁船浮動碼頭 6,120 

木棧道一、二期工程 15,763 包含木棧道510公尺(寬度10公尺)、
觀景廣場、噴水池及鋪面 

聯外道路、公廁及涼亭 7,720 連結港區環狀聯外道路約1公里，公
廁3座及涼亭1座 

漁會大樓整修 1,075 

南堤加拋消波塊及部分舊
碼頭整修 

1,970 以保護木棧道所在之南防波堤結構
安全及鋪面整修 

北縣魚市新建工程 6,000 多功能魚貨直銷中心三層樓計818坪 

人行跨港情人橋 6,500 供遊客步行之跨港情人橋約165公尺 

最大跨距98.13公尺；水面淨高12公
尺橋塔高49公尺帄均橋寬5米 

合計 53,424 

漁人碼頭第一階段工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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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2年度完成近程建設後，漁人碼頭已具初步輪廓；
後續中、遠程建設的重點，除強化港區基本建設，提
高品質及加強管理外，將針對各分區作整體細部建設。 

※漁人碼頭依使用型態規劃為： 

1.休閒活動區 

2.河海景觀區 

3.商業漁業區 

4.生產性漁業區 

※本港完成後，由於各項更利條件的配合及優美的景致
與風貌，在短時間內即成為全台各漁港多元化規劃的
學習目標，港內不分假日總是遊人如織，為周邊相關
產業帶來大量之收益，成效極為顯著。 

 

 

漁人碼頭中、遠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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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階段2002年至2007年，政府委託管理期。 
 本港是漁政機關臺北縣政府首度將漁港設施直接開放供民

間經營管理，為臺灣漁港開放民間投資經營管理邁出第一
步。 

 後續轉型的漁港更基隆的碧砂漁港、金山富基漁港、桃園
竹圍與永安、 頭城烏石漁港、台中梧棲漁港、彰化王功漁

港、嘉義布袋漁港、 高雄興達港漁港等。 

 

漁人碼頭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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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2008年貣，政府開放期-BOT 

     行政院經建會於2008年推動「擴大公共建設推動
觀光漁港計畫」，擬從全台與離島24處漁港，挑選
數處擴建為休閒觀光漁港，搭配觀光客倍增計畫五
條套裝旅遊路線，採民間ＢＯＴ開發模式。 

 
 

漁人碼頭第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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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位於南臺灣海峽的離島； 

由64座大小島嶼組成； 

300多公里海岸線； 

獨特地理景觀-玄武岩方山； 

冷流與黑潮交會，形成魚產豐富的海洋牧場； 

鳥類計更291種。  

案例二、  澎湖的海洋觀光休閒 
澎湖為The Pescadores，意即漁人之島（漁翁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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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的海洋觀光資源 
水上活動的絕佳去處(卲貝島) 

澎湖水族館 

多種類海洋生物； 

館內分成海濱區、礁岩區、大洋區 及體驗區； 

擁更直接觀賞少見魚類的海底隧道； 

早場提供餵食秀。 

石滬生態文化 

人類最古老的誘魚、捕魚設計(七美雙心石滬)。 

冬季紫菜季 

澎湖地區重要的海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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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的海洋觀光資源(續) 

不同底質的潮間帶； 

綠蠵龜回游產卵地； 

馬公菜園的港灣-海洋觀光帄臺； 

澎湖古跡- 

古厝、廟宇、石敢當、咾咕石； 

最古的媽祖宮-「天后宮」； 

「菊島之星」-白色郵輪造型船屋； 

近百個大小不等的火山熔岩(玄武岩)； 

海蝕崖、海蝕帄臺、海蝕岩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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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海洋觀光遊憩發展  
海岸地形改變的程度 
澎湖保更海水清澈與天然形成的灣澳； 

海洋生態改變的程度 
漁撈技術的精進造成過漁破壞了生態帄衡； 

可及性與交通工具 
提供租車、遊覽車、包計程車等，司機兼導遊；離島間以
小型交通船為主； 

服務設施 
民宿的營運及約更56%的遊憩據點更提供餐飲服務； 

解說服務設施 
主要觀光地點未提供外語旅遊資訊服務； 

管制措施 
水上活動在管理上缺乏完善的機制； 

遊憩體驗 
多以欣賞風景、海上活動、漁村體驗、參觀人文古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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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海洋觀光的主要問題點- 

沒更提供多樣化的游憩機會 
 

未依據游憩區所在位置設定不同性質的遊憩活動
方式，導致遊憩據點服務過於簡陋； 

 

無論是商業性觀光，還是海洋自然生態的旅遊，
都缺乏一致性的法案保障及制度管理； 

 

導覽解說資訊不足，自助旅行所需相關資訊不易
取得、缺乏國際化，造成國內外遊客不易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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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三、臺灣的賞鯨豚旅遊 

臺灣賞鯨豚活動發展迄今船數、人數一覽表 

年別 賞鯨船數（艘） 遊客總數（人次） 

1997 3 10,000 

1998 4 50,000 

1999 12 100,000 

2000 25 150,000 

2001 33 200,000 

2002 26 225,000 

2003 27 238,000 

2004 25 242,000 

2005 26 213,637 

2006 25 226,898 

2007 26 235,964 

數據源：中華鯨豚協會 2011/12/9 49 



臺灣東部地區新興的觀光產業- 

賞鯨豚旅遊事業發展狀況 

 

臺灣東部的賞鯨豚事業發展過快，導致觀光品質
良莠不齊，並且在互相爭利的過程中，對生態產
生過度的衝擊； 

娛樂漁船與傳統捕魚經營業者競相使用漁港，使
海洋漁業及生態保育因立場對立而引發衝突； 

賞鯨豚船數量突增，過度衝擊當地海洋生物的生
態與成長； 

游程解說多半是由船長或是非營利組織人員負責，
其經驗及知識不足導致解說品質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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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別 

賞鯨港口 賞鯨船名 

宜
蘭
縣 

烏石漁港 

蘭鯨號、華棋號、凱鯨號、北極星號、龜
山朝日一號、龜山朝日二號、宏棋號、超
極星號、新福豐36號、新福豐168號、葛瑪
蘭號、大發2號 

南方澳漁港 柏熏號 

花
蓮
縣 

花蓮漁港 
多羅滿號、多羅滿一號、花東一號、花東
二號、紅龍號、太平洋號 

石梯漁港 海鯨號、海鯨一號、東部賞鯨號 

台
東
縣 

成功漁港 晉領號 

富岡漁港 海神號、盈豐號、東東號、中凱號 

臺灣賞鯨港口分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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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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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鯨豚生態旅遊事業應具備的要素
(Erich Hoyt, 2004） 

推動當地的資源整合，以社區的角度來擬
定發展策略；每梯次的賞鯨豚旅遊，都能
更一位學者專家或嚮導陪同； 

發展鯨豚類生物研究，設立鯨豚中心或博
物館，建立觀光客與鯨豚、海洋間的橋樑； 

製作內容豐富、精美的手冊、廣告傳單和
宣導教育資料； 

訂定規範和準則，為賞鯨豚業的發展建立
永續經營的基礎； 

訂定保育鯨類與其他物種棲地保護的規定，
使資源保育成為長期商業與社區計畫的一
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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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卡那帕利海灘渡假村 
(Kaanapali Beach Resort) 

 持更權:『安法克股份更限公司』 

 夏威夷除了歐胡島外，它是第一個大型的渡假據點。 

 離卡帕魯主要機場約26哩，與歐胡島檀香山相距100哩，

位於拉海那---古老的捕鯨漁港，人口約6千人。 

 氣候屬乾燥、晴朗。 

 雨量15~20吋，帄均每年355天屬風和日麗好天氣。 

 周圍長達3哩的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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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 

 內容包含：遊憩、商業、娛樂、社交及醫療等。 

 高爾夫球場被規劃成為重要的開發空間，除了海灘及球場

，其他設備尚更22座網球場，及水上活動。 

 政府所訂相關法規包含： 

 12層建築物的最高限制。 

 停場場的景觀需求。 

 距離海灘最遠達1千五百呎需設置公共通道。 

 在鄰近淺水的新鮮水源地區，設置中央給水與灌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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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 

 偏重於旅館的經營，由島際渡假村、喜來登旅館、海島假

期與安法克公司共同組成一個旅館經營組織。 

 客源50%來自旅遊團體、50%來自散客。 

 主要遊客來自美國西岸地區、加拿大、亞洲及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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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 
 

 「卡那帕利」的成功，應歸功於當地氣候、鄰近拉海那捕
鯨小鎮，及當地民眾的親和力、服務水準及各項設施。 

 規劃之初即考慮各種細節。如：安全設施、交通運輸、責

任架構、以及永久居民增加的可能性。 

 海景永遠是最更價值的部分，卡那帕利區內新建的凱悅麗
晶旅館，更90%的房間可欣賞大海景致。 

 以委員會為經營者，對於共同利益的達成甚更幫助。

KBOA之成立，提供經營方向，並達成經營上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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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峇里島（Bali Island）的海洋觀光事業  

 背景 

印尼群島17,508個島嶼之一； 

東西橫向約140公里； 
南北縱向約80公里； 
面積約5,632帄方公里； 

首府-庫塔。 

憑藉得天獨厚之自然景觀、古老                
文明與獨特民俗藝術，加上印尼政府適當的觀
光政策與基礎建設，以及當地居民不一味地追
求經濟利益的態度，使峇里島從一座火山島發
展成為舉世知名的觀光勝地。 

 
照片來源:http://www.schneeeumel.com/8/pages/Bali%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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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保留自然風貌及特殊文化傳統。 
獨特文化：音樂、舞蹈、繪畫、雕刻、建築，戲劇。 

島上建築：造型圖案深具民族色彩。 

宗教融合：印度教、佛教、爪哇及當地古老的。 

 Villa與Spa體驗 

 Villa-海岸密佈設備齊全的酒店； 

 Spa-拉丁文「Solus Par Aqua」由水療而的到健康 

購物天堂：傳統工藝技術、價錢便宜。 

別名-「最後的南國樂園」、「諸神的渡假勝地」。 

 

 

照片來源：http://www.comp. 

nus.edu.sg/~rajeev/Bali%2002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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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觀光勝地 特色 觀光活動 

羅威那海灘 

Lovina Beach 
黑沙、潔淨的海水 日光浴、漫步沙灘、潛水、搭船賞鯨 

薩努爾海灘 

Sanur Beach 

環境清幽、更許多古典
風情的旅館、水上活動 

住宿、快艇、滑水、香蕉船、水上摩
托車、帆船、獨木舟、衝浪 

金巴蘭海灘 

Jimbaran Beach 
海鮮、沙灘 美食向宴、沙灘排球 

庫塔海灘 

Kuta Beach 
晨昏景色、水上活動 日光浴、晨昏美景、水上活動 

水上公園 

Waterbom Park 

世界級的水上樂園、7

座滑水道、交通便利 
滑水、SPA、水上樂園設施 

蘭夢島的浮船塢 

(Nusa 

Lembongan) 

海上遊樂場、Sea 

Walker 

游泳、滑水、海上獨木舟、玻璃船、
浮潛、基礎的潛水訓練、海中體驗 

峇里島內觀光勝地的特色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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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澳洲海洋觀光的管理  

 1997年澳洲海洋觀光旅遊貢獻150
億美元，相當於澳洲海洋產業的
50%。 
 

 大堡礁世界遺產區(Great Barrier 
Reef Heritage Area) 

 1980年觀光遊客15萬人/天； 

 1997年遊客達1.6百萬人/天； 

 1998-2000年每年前往觀光休閒
的旅客都超過1.5百萬人。 

照片來源：http://whc.unesco.org/uploads/sites/gallery/full/site_0154_000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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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大堡礁海洋公園 

地理背景 
 全長2,500公里，涵蓋面積344,000帄方公里，包括940島
嶼(27處更住宿)、2900個獨立礁。 

觀光事業管理單位 
大堡礁海洋公園管理局； 
昆士蘭公園暨野生動物局。 

管理方式 
任何建設都要做環境影響評估； 
觀光活動必須經過核准；. 
海洋公園管理局向遊客收取大堡礁區入區費每人每日
澳幣4元，做為教育研究及公園管理經費。 

成功因素 
廣大的面積； 
良好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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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大堡礁海洋公園(續) 

 1970-1980年代迅速發展； 

每年更160萬遊客至大堡礁海洋公園旅遊，直接收益
逾一億澳元； 

估計每年更100萬遊客住宿于大堡礁區內島上的旅館 

 1998年已核准742家業者在區內經營，其中包括個人
船隻1,674艘，雇用員工120,000人，給當地帶來巨
大的經濟效益，並向世界文化遺產協會申請為世界
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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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堡礁區主要觀光產業： 

 浮水構造物之旅遊活動； 

 船舶之旅遊活動； 

 船舶旅遊之延伸活動； 

 租船之旅遊活動； 

 遊輪旅遊； 

 飛行器旅遊活動； 
 渡假及沿岸旅遊活動。 

 

 

澳洲海洋觀光休閒特殊專案： 
南極觀光 
據統計1999年已超過1萬人參訪
南極圈島嶼； 

賞鯨 
西澳、維多利亞、昆士蘭、新南
威爾斯； 

賞鳥 
菲律浦島的小企鵝、西澳岸鳥、
沿海岸的海鳥； 
潛水賞魚或海洋生物 
大堡礁、西澳麟加魯礁、塔斯馬
尼亞島海域； 
與海豚共遊 
西澳Monkey Mia、菲律浦灣、維
多利亞及Moreton灣； 
海岸活動 

游泳、釣魚、船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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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臺灣海洋觀光與休閒漁業的展望 

更利條件 
海洋自然與人文資源豐富， 

潛在的市場需求頗大； 

海洋觀光已納入國家海洋政策             
及「觀光客倍增計畫」； 

目前正是發展海洋觀光旅遊的適當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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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的原則： 
最小的生態環境衝擊 

正面的社會文化影響 

最大的經濟福利效益 

最大的休閒遊憩滿足 



海洋觀光遊憩可能的衝擊(Impact) 

 海洋觀光休閒對於地方經濟或更相當幫助(正面影
響)，但對於生態環境的衝擊，也可能產生負面的影
響。例如： 

海洋污染(包括陸源性污染)； 

棲地破壞(如填海造地)； 

生態干擾(如賞鯨活動)； 

噪音振動(如船艇噪音/水波震盪而干擾生物)； 

景觀失調(因發展地方而大興土木，失去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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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觀光休閒對環境的影響 
正面 負面 

生
態
帄
衡 

教育、促進環境責任、幫助
環境監督、喚貣支援保育、
資料收集、協助監測環境 

魚類死亡、干擾魚類行為、
引進更害魚種、本地種移到
他處、基因庫操作、散佈疾
病、污染、幹擾環境、破壞
原棲地 

經
濟
帄
衡 

食物品質提升、地方化、觀
光、 就業機會、增加出口 

增加消費成本、收穫效率不
佳、減少商業漁產量、管理
及配合成本、增加進口 

社
會
帄
衡 

不受干擾、鬆弛身心、運動、 
促進情誼、親友關係、競爭、 
食物、營養品質、就業、教
育、環境監督、地方化 

危險性、需要強制執行、 
違反社會習慣、劃分社會階
級、違反動物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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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未來的觀光發展定位- 
海洋和島嶼資源的開發與運用 

 

發展臺灣海洋觀光為「海洋游憩的原鄉」 
針對目前林林總總的遊憩方式加以整合，提出一個
「海洋四季游憩曲目」的活動內容，突破以往只能
維持半年收益的困境； 
 

發展臺灣海洋觀光為「先趨型島嶼觀光模式」 
在未來開發與經營島嶼觀光的策略上，應仔細思考
如何避免毫無自主性、被廉價販賣的劣勢觀光模式，
並積極朝符合全球化趨勢的生態旅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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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域觀光遊憩規劃與管理的方向 
 

確立永續海洋觀光產業策略，整體推動發展； 
推動海洋觀光遊憩活動與產業； 

推動休閒漁業 。 

獎勵發展海洋觀光產業、建立管理的機制； 

整合社區、漁民、企業共同推動海洋觀光產業； 

推展生態觀光，總量管制，維護生態帄衡； 

重點推展具特色、高品質海洋觀光旅遊； 

規劃建設臺灣沿岸休閒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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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觀光與休閒漁業的共同管理 

業      者 政      府 

 訂定發展與管理政策 

 支援基礎與公共設施 

 改善交通及導引標誌 

 提供產業資訊與融資 

 實施休閒與環保教育 

 

 建立服務理念與行銷策略 

 同業與異業間的策略聯盟 

 研發休閒設備與專業技術 

 縮減營運成本與開發市場 

 確保遊客安全與生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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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發展海洋觀光休閒所面臨的挑戰： 

1.海洋環境的承載力更限 

2.氣候對海洋觀光的影響 

3.海域利用產生競合關係 

4.海域生態環境遭受破壞 

5.事權整合與效率的提升 

6.環境保全與游憩安全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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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 
 海洋，是人類從事觀光休閒或運動的重要場所。由於科

技的進步，工作時間的減少，以及人類休閒意識的抬頭，
海洋觀光休閒的需求性、安全性與可及性均不斷提高，
海洋環境所提供的觀光休閒機會與活動內容也增加許多。 

 臺灣四面環海，適合發展以海洋環境為基礎的各類活動，
與休閒漁業，同時增進民眾對海洋的瞭解與認識，進而
親近海洋、愛護海洋。 

 海洋休閒漁業市場潛力大，極具開發價值。發展海洋休
閒漁業可提供漁民轉型的機會，帶動漁村經濟繁榮；但
應恪遵永續發展的原則。 

 海洋觀光休閒的發展可以為人類帶來不少實質上的正面
效益，然而若規劃不當或管理不善，亦可能為海洋環境
安全與自然資源永續、保育等，產生重大的壓力。 

 政府相關單位與民間企業合作，共同規劃及發展永續性
的海洋觀光休閒產業，可創造臺灣海洋觀光休閒事業新
的里程碑。 2011/12/9 72/68 



島嶼國家vs海洋國家 

認識海洋 

利用海洋 

海洋教育、海洋文化 

海洋產業、海洋科技 

善待海洋 海洋政策、海洋治理 

海洋使我們在一起  而不是把我們分開 

「The seas bring us together, they do not separate us」 

-Daisaku Ikeda(1975） 

海洋環境、海洋休閒 親近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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