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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旅遊+東南亞環境關懷 台灣生態旅遊的展望
(圖文 / 陳秉亨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秘書長 )

主題：永續旅遊+東南亞環境關懷 台灣生
     態旅遊的展望
時間：3月24日（五）19:00~21:00
地點：台灣教授協會
      台北市中正區臨沂街25巷15號
與談人：臺灣生態旅遊協會郭城孟理事長
        台灣永續旅行協會林道瑄理事
        以立國際服務高捷計劃總監

臺灣生態旅遊協會郭城孟理事長：生態旅遊
是心態的改變
    先從東南亞談起，今年要推動國際螢火
蟲的年會，也邀請了亞洲的團體來台灣一起
舉辦。而大家可能不知道，台大植物標本館
是跟台大一起成立的，當時因為日本要做東
南亞的植物調查，台灣是最早做婆羅洲跟海
南島生態研究的地方，台灣其實很有潛力做
東南亞的研究。1990年的時候，就建議學校
應該要招收東南亞的研究生，可惜當時沒有
做。
    接著談生態旅遊，生態旅遊分狹義跟廣
義，生態旅遊是當年我在行政院提的案子，
一直就被外界講到今天，但是後來好像沒有
積極推動，最近觀光局才又開始想要推。一
般會以為生態旅遊就是看動物、看植物，那
是狹義層面。生態旅遊包含人文、產業、地
形等等面向，其實生態旅遊只是心態的改

變。

    要談生態旅遊就要了解我們自己，台灣
在全世界的定位，全世界的人類起源在非
洲，台灣可能是非洲人口往東遷徙的最東終
點，最後才往南島擴散，所以大家才說台灣
是南島民族的發源。台灣其實是生物大國，
也是人文非常精彩的地方，台灣是全世界熱
帶生態的北界，所以淡水河口看得到紅樹
林，台灣也是寒帶生態的最南端，所以看得
到阿爾卑斯山的小白花，它也是冰河期生態
的最東端，台灣的地質很年輕，但是居住在
台灣島上面的生物相非常古老，有點像是年
輕的軀殼裡面有年老的靈魂。
    台灣從低海拔走到高山，差不多就是從
赤道走到北極圈的生態。有段時間我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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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國土規劃，台灣土地跟其他地方很不
一樣，以台北市為例，很少國家的首都，馬
路端點一定可以看到綠色的山，表示台灣是
高度擠壓的環境。台灣很像是侏儸紀的環
境，筆筒樹就是侏儸紀的植物，外國的專家
很羨慕我們有這麼多筆筒樹。
    從國土計劃的角度來看，台灣的山太
陡，88風災三天下了3,000毫米的水，等於
亞馬遜河一年的雨量。所以台灣人要謙卑，
因為台灣是一個天災頻仍的地方，以台北市
為例，曾經地層下陷過、海水倒灌過、火山
也噴發過。山崩對台灣是很正常的事情，但
是我們濫墾加速山崩，又加上容易下大雨，
一天下300、500毫米大家沒有感覺，但300
毫米卻是非洲一年的雨量。因此台灣高山的
保育性要非常的高，不能用平地的角度，所
有的工法到高山都不適用。
    台灣高山只有一個產業可以做，就是生
態旅遊。我們跟其他國家比起來，外國沒有
這麼多樣的原住民，生態也沒有台灣這麼細
膩，而且我們的登山步道相對安全。台灣可
以跟全世界宣示的是脊樑山脈生態旅遊，在
國外是沒有的。步道可以串連到各個部落，
就可以帶動高山的旅遊產業。
    台灣有個生態特色，隨著海拔不一樣，
台灣的一千公尺以上的生態帶，比較沒有東
西南北的分化，但是台灣的低海拔生態會很
不一樣，有的區域受到強烈東北季風影響，
生態氣候很不一樣。台灣最弱的是世界的視
野，比方說台灣的每一條溪流，河流的出海
口常常有大顆的石頭，大家習以為常，但是
是世界級的地景。台灣溪流從高山到出海口
只有一百公里，每流一公里，就下切三十公
尺，是外國的30倍，在外國要看礫石，要在
河川的上游，很難在海灘上看到。如果從世
界的角度看台灣，才會知道自己的美好。台
灣甚麼都好，就是沒有從世界的角度來看事
情。
    台灣是世界上最短距離、最小範圍，而
生態變化最多的地方，加上豐富的人文，精
彩到不行。隨便舉個例子，北海岸有海崖地
形，以前的人只在海崖地形上面依靠漁業生
存，形成很多小漁村。當東北季風碰到海崖
地形，就會有上升氣流，所以老鷹每天只要
把翅膀張開，等吃漁民捕回來不要的魚。特
殊地形、特殊生態、特殊產業、特殊氣候，
故事豐富。有一段時間我覺得，如果可以把
生態人文空間畫出來，應該是國土計劃的最
小單位。現在很多觀光客集中在一個點，然
後玩到爆，是不對的。

台灣永續旅行協會林道瑄理事：作為平台角
色，引介國外永續旅行的規範
    台灣永續旅行協會比較像是一個平台的
角色，引入國外永續旅行的規範，外國有許
多類似的單位，TRAVELIFE在推動旅館的永續
旅遊，Green Destinations是推景點永續旅
遊。綠色旅遊的名詞琳瑯滿目，永續旅行協
會想要尋找一個讓社會文化、生態環境、社
區經濟兼顧的方式，我們希望可以改變旅館
的經營模式，讓他們在營運過程減少垃圾或
是發揚在地特有文化，影響遊客的觀念，比
如說自備盥洗用具。

    全世界都在推動永續旅行，2017年是國
際永續旅遊年，聯合國訂有五個關鍵面向的
推廣，包括經濟發展社區參與、提高就業降
低貧窮、環境保護氣候變遷，保護文化多樣
性及促進互相了解。聯合國另有全球永續旅
遊委員會，推動永續旅遊準則、旅遊地準
則、旅遊產業永續準則。
    比如說，東南亞是很多歐美人士喜歡的
旅遊地，TRAVELIFE直接跟旅行社合作，讓旅
行社規劃符合永續旅遊的行程，像很多人去
泰國喜歡騎大象，但是這種消費行為對大象
很不友善，如果遊客去那邊參觀，就等於鼓
勵虐待來訓練大象。像TRIPADVISOR，2016年
開始不販賣跟動物有關的門票。  
    永續旅行的簡單概念就是，綠色旅行加
責任旅行。我們會提到一種叫做志工旅行，
大家對海外志工的第一印象是什麼？有愛
心、對方很落後、可能很危險、為什麼不先
幫忙自己國家？永續旅行協會思考為什麼要
去？做的事情對當地有幫助嗎？每年到了寒
暑假，就會有志工營隊，曾經發生過有大學
生來帶小學生的教學，我們表示需要數學
老師，大學生卻說自己是學中文的不會教數
學。不禁令人反思，我們能夠提供的，不是
對方需要的。
    我之前在泰北服務快三年，看到泰緬孤
軍的文史館，其中有一句話打動我：「他們
戰死與草木同朽、他們戰勝則天理不容」。
他們本來都沒有身分，直到某一年他們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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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政府攻打泰國共匪，泰皇去醫院嘉獎他
們的時候，發現他們不會講泰國話，才發現
這個問題，所以有些人取得泰國身分證。但
是到現在還是有一堆泰緬華人，不屬於泰
國、緬甸、台灣三個國家，沒有身分證，只
有難民證。難民證的生活限制很大，經濟比
較好的，可以買到別人的身分證，所以我們
要學生填資料的時候，學生會問說要填寫真
的還是假的，身分證的爸爸媽媽跟真的爸爸
媽媽是不同人，我們實在也不知道怎麼幫
忙。
    泰北的村子每年都有國慶日，我們會跟
村子的人講國慶日的由來，329會辦青年節活
動。泰北很多中文學校，很多人要念高中要
到台灣，但是因為離鄉背井，很容易變壞，
後來成立滿堂建華高中，其中很特別的是圖
書館，很多都是台灣捐的書，但我在整理書
的時候，會發現很多人捐不要的書過去。也
呼籲大家捐贈物資，要給對方可以用的物
資。

以立國際服務高捷計劃總監：當志工了解自
己要做甚麼，就有永續的旅遊行為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帶志工到世界
各地。我在柬埔寨駐點，我每天起床的時候
很知道我要做甚麼，我們希望志工也能了解
到自己跟土地與生命的連結。當志工知道自
己要做甚麼的時候，就會有永續的旅遊行
為。我認為志工是被土地選擇的，為什麼我
們會一直想要去當地當志工，對我來說，工
作、旅行、生活是一起的。我們的工作，就
是讓志工了解甚麼是價格跟價值。

    我們在出發前有行前訓練，然後是執行
計畫、後續行動，我們會集中跟社區發展關
係，所以我們不太做教育項目，從事教育服
務的團體很多。大部分的志工回來之後都會
改變。我們服務的地點以柬埔寨最多，目前
志工共有五千人次。
    雖然社區工作是重點，一開始會接觸學
校，透過學生、老師、家長，最後進入社
區，開始進行實體建設，志工幫忙社區蓋房

子或蓋廁所，其他時間志工進行家庭訪問，
訪談的資料就可以讓我們了解後續怎麼協
助。過程中會帶動當地經濟與就業機會，比
如說，工匠、翻譯、交通等工作，我們現
在在柬埔寨有兩個在地的專職，都是柬埔寨
人。可見志工的投入，如果有熱情也可以改
變當地的居民。我們不只做專案，我們會融
入旅行的概念，舉個例子，在吃飯這件事
情，我們推動零廚餘，讓志工學會珍惜食
物。
    當地有很多餐廳是各個NGO輔導出來的，
我們會把資源導入到那些餐廳裡面。我們在
吳哥窟會帶當地的小朋友一起去旅行，當地
的小朋友其實不了解在地的文史。在柬埔寨
有公益馬戲團，這個馬戲團其實是安慰大家
戰亂的傷害，他們不只表演，也會帶入當地
的議題。我們在消費行為上面也會讓大家去
思考選擇。如柬埔寨衣服女工一個月薪水只
有180元美金，只能在一個床位的空間休息，
我們會讓志工了解這些問題，消費者發出聲
音之後，就可以要求廠商改變，幫助當地居
民的處境。
    又像峇厘島發展觀光，土地慢慢被外國
人買走，我們開始設計HOMESTAY，讓在地社
區可以發展觀光業。像柬埔寨我們會蓋廁
所，如果外面的人直接送廁所，他們不會
用，但是如果是志工一起蓋，他們就會一起
使用。人的糞便是很好的肥料，我們推動乾
式廁所，可以當肥料，如果直接放流，我們
會用香蕉樹來吸收。
    我喜歡做邊境旅行，邊境是很混亂的地
方，比如說湄公河，泰國這一邊有電線杆，
寮國這一邊沒有。永續旅行有個重要概念，
要放空自己，不要批判人家的文化。在從
事旅遊的時候，也是突破自己文化框架的機
會。

結語
    郭城孟：過去日本時代，台大跟東南亞
很親密，第一次做婆羅洲調查是台大，全世
界最被少關心到的議題是生態，台灣應該要
生態治國，生態跟生態旅遊比較不會觸動政
治上的敏感神經，可以讓台灣跟東南亞國家
增加很多合作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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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慶正.趙永清.許晃雄.(財)陳定南教育基金會. 周桂田.陳榮銳.林媽利.林子倫.李
泳泉.陳坤宏.$8,400募款箱.$9,000台灣教授協會.無名氏.向陽優能系統(股)公司.許
富雄.游明信.$10,000時代力量.徐玉紅.加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財)世聯倉運文教基
金會.鐘佳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李應元.賴瑞隆.新北市亞洲教育科學文化學會.吳東
傑.施信堅.$12,000陳椒華.柳碧貞結構技師事務所.$15,000(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宣教基金會.民主進步黨.(財)義美環境保護基金會.$18,000(社)台灣媽祖魚保育聯
盟.$20,000劉志堅.$21,000施信民.$28,000李建畿.$100,000賴惠三.$115,000康閱印土
木結構工程工業技師事務所.$200,000劉世芳立委服務處

2016年11月1日- 11月30日
捐款收入
$200郭金泉.$250林幸蓉.$300龔鈺程.$500徐世榮.林美惠.辛炳隆.蘇冠賓.C.J.徐

薇謦.吳月鳳.廖金英.陳盈如.許惠悰.許Ｏ彥.$520潘王看.$800楊振銘.$1,000陳有

成.吳焜裕.王秀文.李建畿.施克和.王淑芬.劉俊秀.$2,000潘振輝.$3,000楊孟麗.廖秋

娥.$5,000孫明宗.$6,000陳粲蓁.$10,000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義賣收入
$2,000濾網.$2,700 捍衛台灣鄉土紀錄片DVD
專案收入-感恩餐會
$3,000自由台灣黨.台灣傳鑫能源有限公司.(社)公民監督國會聯盟.$10,000何春松.嘉
德技術開發(股)公司.$15,000立法院.$20,000廖彬良.$30,000林健正.$200,000蔡佳
玲.鄭麗君.林敏雄.$220,000向陽優能系統(股)公司.$300,000吳彥宏
專案收入-贊助專款  $10,000陳鄰安

2016年12月1日- 12月31日   
捐款收入
$200郭金泉.徐詩閔.$250林幸蓉.300龔鈺程.藍育萱.$500徐世榮.辛炳隆.蘇冠
賓.C.J.徐薇謦.吳月鳳.廖金英.陳盈如.郭德勝.林美惠.許惠悰.許Ｏ彥.$600楊振
銘.$1,000吳焜裕.王秀文.李建畿. 施克和.楊孟麗.王淑芬.劉俊秀.$2,000謝東昇.連
淑妤.$3,000郭梅子.$5,000高昌隆.$6,000蕭景燈.$9,000吳培基.$10,000邱育玲.陳錦
稷.黃柏夫.$20,000朱瓊芳.$50,000柯耀庭
會務收入  $1,000劉深
義賣收入  $450反核旗
專案收入-感恩餐會
$130,000(財)義美環境保護基金會.$240,000悠活渡假事業(股)公司
專案收入-贊助專款   $100,000胡廷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