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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背景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地質公園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達到環境保護與增進區

域社經發展，正如同永續發展的概念。他們努力藉由提升大眾對地球遺產價值的

認知，並增進我們對地殼與環境承載力的認識，促使我們能更明智地使用地球資

源，進而達到人與地之間的平衡關係。 

為了促進地質遺產受到保護並達到永續發展，UNESCO 地質公園期望能達成

了 21 世紀議程的目標。1992 年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

（the United Nation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UNCED）

中，通過了「邁向 21 世紀環境與科學發展議程」，也就是所謂的「21 世紀議程」。

此外，UNESCO 地質公園的倡議，也為 1972 年會議中所關注的世界文化與自然

遺產保護（強調社經發展與自然環境保育之間互動的潛力）加入了新的面向（王

鑫，2004）。 

由於政治的因素，台灣並不是聯合國的會員。長久以來，國際社會上有哪些

活動或新的概念、潮流的發展，我們並不容易瞭解，也不容易取得相關資訊。然

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在推動的 GEOPARK 標章的概念，地球科學部門則主要提

供會員有關永續經營與發展地球礦物與能源資源、減災與有關地景保育的支持與

協助。為了有關地球科學方面保育工作的推動，教科文組織設計了 GEOPARK 的

計畫，作為各國的地球科學遺產的保育工作的基礎。 

GEOPARK 可以是個自然公園，也可以是個國家公園。GEOPARK 的功用除

了科學研究、環境教育等功能外，也可能對地方潛在的經濟活動有幫助。例如風

景區服務人員的雇用，或與地形、地質有關的紀念品之製作與銷售。想要獲得

GEOPARK 的標章，必須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認可，並遵循其規定。所謂的

GEOPARK 標章，主要是透過 IUCN 的架構，由一群相關的專家學者，對各國所

提的建議書加以審核，在全球的架構與標準下運作。這個新的策略，希望能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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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家對區域或國際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形、地質景點的重視，同時也希望能夠

帶動民間的參與，以提升各國人民對地球科學保育工作的認知。 

（一）UNESCO 地質公園的選取準則有以下八項（UNESCO，1999）： 

1. UNESCO 地質公園應該包含具有特殊科學重要性、稀少性與美學價值的地質

實體（a mosaic of geological entities）。他們代表一個地區與此地區的地質

歷史、事件或作用。 

2. UNESCO 地質公園應可提供公園所在地區域社經的永續發展。在尊重環境的

情況下，藉著新闢收入（revenue）來源（例如地質旅遊（geo-tourism）、地

質商品（geo-products）），促進新型態的地方企業、小規模經濟活動、家庭

式工業（cottage industries）與新工作的開創。地質公園應該可以為當地民

眾提供補充的收入，並吸引私人資本的投入。 

3. 在國家法令的架構下，UNESCO 地質公園應促成保育在不同領域上提供地球

科學知識的特殊地質現象，例如：地質學、經濟地質學、礦業工程地質學、

地形學、冰河地質學、水文學、礦物學、古生物學、岩象學、沈積學、土壤

科學、地層學、構造地質學與火山學…等領域。地質公園的管理機構應該保

證有適當的保護方法，以確保景點或區域受到有效的保育，同時提供維持自

然現況的管理。 

4. UNESCO 地質公園應該提供大眾環境教育與科學研究所設計的教學計畫，並

界定計畫的目標團體（target groups）（學校、大學與一般民眾…等），規劃

活動與支援後勤。 

5. 負責管理地質公園的機構應該提供一份完善的管理計畫，內容包含：（a）本

地質公園的全球視野分析、（b）本地區的分析與診斷、（c）地方經濟發展潛

力分析。 

6. UNESCO 地質公園所在地組織的安排，應提供機會讓公共管理機構、地方社

區、私人利益團體與研究和教學團體參與地質公園、區域經濟發展計畫與活

動的設計與運作。這樣的合作應該可以促使具有不同興趣的組織之間發生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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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並激發夥伴關係（partnership）；激發地方管理機構與地方民眾產生互動。

鼓勵和其他的地質公園進行密切的聯繫。 

7. 一個地區被劃設為 UNESCO 地質公園後，管理機構應該進行適當的宣傳與

推動，並定期向 UNESCO 提供地質公園最新的進展與發展消息。 

如果 UNESCO 地質公園的範圍與世界遺產名錄或 MAB 全球生物圈保護區系

統的區域範圍，發生相同或重疊的情況，在提報計畫書之前必須從倡議的適當團

體中獲得同意。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一） 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申請設置地質公園規範，加以瞭解，並整理各種    

相關經營管理程序以及必要的說明。 

（二） 收集現有澎湖及北部海岸地質公園基礎資料，確立澎湖及北部海岸地區   

地質公園劃設的範圍，劃定核心區及緩衝區。 

（三） 檢討推動地質公園業務現有的資源及可能面臨的問題，並提出解決的方案。 

（四） 提出地質公園發展策略方案，訂定推動澎湖及北部海岸申請設置世界地質

公  園策略及分年執行計畫（含全國相關機關、學校、學會、社團、社區

之分年推動工作項目及經費），以作為將來在執行上的依據。 

 

三、研究方法 

（一） 參考國內、外有關地質公園文獻資料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成立地質

公園的規範，加以彙整。 

（二） 搜集相關資料，以兩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或航照為底圖，繪製預定地質公

園範圍圖，並劃定核心區及緩衝區（服務區）的範圍。 

（三） 蒐集澎湖及北部海岸地區相關文獻及報告，並建置當地地形、地景資料

庫。 



 4

（四） 彙整國內外相關資料，針對澎湖及北部海岸地區資源面進行檢討，研擬中

長期的策略方案，並提出經營管理上的建議。 

 

四、預期成果 

（一） 完成澎湖地質公園及北部海岸地區地質公園範圍區劃設。 

（二） 蒐集當地現有的地質地形等相關資源，以分區管理的原則，劃定核心區及 

緩衝區，保護特殊地景資源，促進地方產業發展，並提出相關規劃建議。 

（三） 研擬中、長期策略方案，提出相關單位配合之工作項目及經費預算，推動

地質公園的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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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質公園之背景與概念 

一、地質公園背景 

在 1997 年的 11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提出了「促使各地具有特殊地

質現象的景點形成全球性的網絡」這一項計畫與預算，並獲得了全體會議（General 

Conference）的核准。這項計畫將調節與整合一些國家性或國際性地質保育（geo 

conservation）成果，如”Geotope”、”Geosites”，或一般所稱的地質遺產（geological 

heritage）；並將從世界各地所推薦的地景保育地區中，選出具代表性、特殊性與

重要性的地區，賦予”UNESCO 地質公園傑出標章”（”UNESCO Geoparks” seal of 

excellence）。這將是一項結合保護地球上特殊地質遺產實例與區域經濟發展的新

策略。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地質公園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達到環境保護與增進區

域社經發展，正如同永續發展的概念。他們努力藉由提升大眾對地球遺產價值的

認知，並增進我們對地球與環境承載力的認識。促使我們能更明智地使用地球資

源，進而達到人與地之間的平衡關係。 

為了促進地質遺產受到保護並達到永續發展，UNESCO 地質公園期望能達成

了 21 世紀議程的目標。1992 年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

（the United Nation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UNCED）

中，通過了「邁向 21 世紀環境與科學發展議程」，也就是所謂的「21 世紀議程」。

此外，UNESCO 地質公園的倡議也為 1972 年會議中所關注的世界文化與自然遺

產保護（強調社經發展與自然環境保育之間互動的潛力）加入了新的面向（王鑫，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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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景保育與地質公園的理念 

    就景觀保護的角度而言，重要地景點的選取與評選等級，國際上與台灣地區

皆已慢慢發展出一套方法。像國際自然暨自然資源保育聯盟保護區系統下設國家

公園及保護區委員會(CNPPA)，負責推展國家公園及其它為保護自然和自然資源

而劃設的各種保護區，並提供經營維護方面的協助與指導。而經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UNESCO)在 1972 年的年度大會上決議推動全球性的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保

護運動。並推動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至 2007 年為止，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 UNESCO 共有 192 個會員國、6個准會員國。851 個世界遺產（660 個文化遺產、

166 個自然遺產、25 個複合遺產）分佈於 141 個國家或地區。53 個世界地質公園，

分佈於 17 個國家或地區。顯然 UNESCO 讓更多國家參與世界遺產的目標，已有

很好的成效。共同保護具有傑出和價值的文化和自然遺產。這一項決議案也確認

了世界各國政府應有保護該國境內傑出的自然及文化資產的責任。這些資產不僅

具有獨特的價值，對全世界的人類而言，更具有特殊的意義，毫無疑問的應當是

屬於全人類的遺產。 

    雖然世界上已經有許多有關於環境保育的努力措施，但是有關地球科學保育

方面的努力，尤其是地形、地質遺產的保育與相關的知識、概念卻相當缺乏。因

此從 1999 年開始，GEOPARK 標章便是被用來提升地球科學保育的手段之一。

基本上 GEOPARK 是一個保護區，主要保護的是特殊的地形、地質景點。這些景

點具有地形、地質上重要的意義、美質或稀有性。這些景點應該代表著一個區域

的地質歷史與形塑這些地貌的作用力。 

 

三、世界地質公園計畫的發展 

    1989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地質會聯合會、國際地質比對計畫、國際

自然保育聯盟等四個國際組織，在華盛頓成立了「全球地質及古生物遺址名錄」

計畫，目的是為了選擇適當的地質遺址，作為納入世界遺產地的候選名錄。這項

計畫後來更名為「地質景點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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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國際地質學會聯合會「地質景點計畫」說明了該計畫的重點，在於

清點全球的地質與地形景點，並依據一定準則，評定出傑出的、全球性的景點。

其成果可用來促進地質遺跡的保育，同時也構成地質景點資料庫。這些資料可作

為推薦全球性地質景點保育優先性的依據，也成為世界遺產名錄的建議名單。 

在 1997 年的 11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提出了「促進各地具有特殊地質

現象的景點形成全球性的網絡」這一項計畫與預算，並獲得聯合國大會（General 

Conference ） 的 核 准 。 這 項 計 畫 整 合 一 些 國 家 性 或 國 際 性 地 質 保育

（ geoconservation ） 成 果 ， 把 過 去 各 國 的 地 質 、 地 景 保 育 的 工 作

如 ”Geotope”、”Geosites”，或一般所稱的地質遺產（geological heritage）；並將

從世界各地所推薦的地景保育地區中，選出具代表性、特殊性與重要性的地區，

賦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地質公園傑出標章」（”UNESCO Geoparks” seal of 

excellence）。這將是一項結合保護地球上特殊地質遺產實例與區域經濟發展的新

策略。 

1999 年，教科文組織提出了地質公園的選定準則；準則中明確指出選址的科

學依據，但也宣示地質公園需提供所在地社經永續發展的機會。在尊重環境的前

提下，藉著新闢收入來源，如舉辦地質旅遊和推廣地質產品，促進新型態的地方

企業、小規模經濟活動、家庭式企業，開創的就業機會。2004 年 2 月，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批准了首批 28 座世界地質公園。 

中國大陸對這項計畫，依據「地質遺跡保存管理辦法」，於 1999 年底在國土

資源部下設立「國家地質遺跡（地質公園）領導小組和評審委員會」，展開了中國

大陸國家地質公園及世界地質公園申報等相關的活動；2001 年 3 月，批准了首批

的 11 座國家地質公園。2002 年，批准了 33 座國家地質公園。2004 年 2 月，8

座國家地質公園，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中國首批世界地質公園。2004 年 4 月

批准了 41 座國家地質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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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6 月 27∼29 日，第一屆世界地質公園大會在中國大陸的北京召開，

它是世界地質公園的首次大會，是地質公園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世界地

質科學界的一件盛事。此次會議討論的主題包括世界地公園網絡（network）的科

學意義、地質遺產保護的方法和技術、地質公園中地質保護和合理利用、地質公

園對區域社會經濟永續發展的作用、地質公園現況和發展前景等。 

整個會議除了針對上述議題展開討論之外，並且發佈了地質公園大會章程；

同時討論通過了世界地質公園大會章程和保護地質遺跡—北京宣言。此外在同一

期間，「世界地質公園網絡辦公室」也正式掛牌運作（《地質遺跡保護—北京宣言》、

《地質公園大會章程》、《世界地質公園建設宗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

公園網絡辦公室》等查詢（www.geosee.net）。 

世界地質公園的發展歷程下： 

1972 年，世界保護公約在法國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通過，同時建立了

世界自然文化遺產保護委員會。 

1989 年，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IUGS）成立地質遺產（Geosite）工作組，

開始地質遺產登入工作。 

中國大陸自 1987 年起已開始地質遺跡保護的法律建設，90 年代中期以來逐

步展開各種層次的地質遺跡登陸工作。 

1992 年來自 30 多個國家的 150 餘位地質學家在法國南部召開地質遺跡保護

討論會，發表地質遺產權利宣言。 

1996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地學部正式提出建立世界地質公園，以有效保護

地質遺跡的建議地質遺跡的建議；同年，在北京出席第 30 屆國際地質會的歐洲地

質學家建議創立歐洲地質公園；經過五年的運作已經建立了包括十個成員的歐洲

地質公園網絡。 

1999 年 11 月，中國大陸國土資源部通過了 10 年地質遺跡保護規劃，同時決

定建立國家地質公園，並於 2000 年成立了國家地質公園領導小組和國家地質公園

專家評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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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歐洲地質公園網絡成立。希望能把 45 億年的地球歷史，作為永續發

展的工具。作為保護地質資源，並增加大眾對地質資源的瞭解，並能對地方有直

接的助益。尤其是增加當地居民的就業機會，以及提供所有造訪者教育的機會。

目前有兩個負責人，還有一個諮詢委員會（9 個國家代表＋UNESCO 代表＋IUGS

代表＋IUCN 代表），每年有兩次網絡會員會議。整個結構是不正式的，沒有主席、

秘書等，但是必須每個會員都是非常積極的。目前的負責人為：希臘的 Prof. Dr. 

Nickolas Zouros 與北愛爾蘭的 Dr. Patrick McKeever.  

要加入歐洲地質公園網絡，必須有參與提倡保育地質遺產資源與永續發展的

紀錄，也需要有一個很好的經營組織。不能有販賣地質岩石、化石等行為。會員

每四年更新確認一次。目前的網址為 ww.europeangeoparks.org 提供所有網絡資

訊。目前出版了些雜誌，通訊。 

2001 年 6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執行局的決定（161Ex/ Decisions3.3.1）中，

提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支援其成員國提出的創建獨特地質特徵區域或自然公園，

決議推進具特別意義的地質遺跡全國全球網絡建設。 

在 2002 年 2 月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國際地質對比計畫執

行局年會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地學部提出了建立地質公園網絡。 

2002 年 5 月公布了世界地質公園工作指南。 

2003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7 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法國巴黎召開第一屆

大會。會議期間，中國大陸的代表團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地球科學部 W. Eder 博

士等有關人員討論了在地質公園方面的合作事宜，雙方達成了下列共識：1.成立

世界地質公園網絡辦公室。2.召開第一屆世界地質公園大會。 

2004 年 2 月 13 日，在巴黎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地質公園網絡成員專家

評審會上，通過了第一批 25 個歐洲和中國大陸的 8 處國家地質公園為世界地質公

園網絡成員，決定由中國大陸國土資源部在北京建立”世界地質公園網絡辦公室”。

並於 2004 年 6 月 27 日至 29 日在中國大陸的北京召開第一屆世界地質公園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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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全球”世界地質公園”增至 53 個。中國的”世界地質公園”也已增至 18

處；此外，中國國家級地質公園迄今共評選了四批，批准建立了 138 個。 

2007 年亞太地質公園網絡成立於馬來西亞蘭卡威。 

 

四、台灣的地質公園工作 

（一）台灣的地質公園 

中華民國 1945 年 10 月成為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1947 年 1 月實施憲政，

憲法第一百四十一條明訂：「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惟自 1971 年 10 月退出聯

合國以來，外交環境日益艱困，朝野莫不以重返聯合國及加入國際組織為外交目

標，因此對國際間重要議題及活動亦由相關部會關注及推動。過去有關地質公園

業務的推動係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首要部會，在文化資產保存法架構下，結合

其他部會及地方政府辦理。 

臺灣地處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處，為新造山運動隆起的高山島

嶼，地質資源豐富，雖未獲得世界遺產登錄或 UNESCO 地質公園傑出標章，但

可師法先進國家的經驗及技術，改進我們的作法，在台灣，地質公園尚未形成制

度，有關地質公園的法案如「地質法」草案及「公園綠地法」草案，均尚未經立

法院三讀通過，現在係依賴相關法規推展「地質公園」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依

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劃設的自然保留區、依據森林法劃設的「自然保護區」、依

據「國家公園法」劃設的國家公園及依據「發展觀光條例」劃設的風景特定區以

及地方自治條例運作。其中已掛牌「野柳地質公園」，屬於北海岸及觀音山風景特

定區的一部分；「金瓜石地質公園」屬於瑞芳風景特定區的一部分；澎湖縣政府推

動中之澎湖玄武岩地質公園，為澎湖國家風景區的一部份；草嶺地質公園則有草

嶺村推動。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管「文化資產保存法」，為與世界接軌，曾於 2002

年 10月邀請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ICOMOS)副主席西村幸夫( Yukio 

Nishimura )日本 ICOMOS 副會長杉尾伸太郎 (Shintaro Sugio )與澳洲建築師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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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斯‧沛曼(Bruce R. Pettmen )等三位專家來台，選定太魯閣國家公園、棲蘭山

原始檜木林、卑南遺址、阿里山森林鐵道、金門島嶼、大屯火山群、蘭嶼、紅毛

城及其周邊文化歷史建築、金瓜石聚落、澎湖玄武岩、台鐵舊山線鐵道及玉山國

家公園等 12 處世界遺產預定地，其中以地質遺產為主要資源的有：大屯火山群、

金瓜石、太魯閣、玉山、澎湖玄武岩等五處。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 2003 年 10 月在翡翠灣舉辦「２００３地景保育研

討會」邀請英國 Prof. Denys Brunsden、Prof. Esther Edwards & Prof. Alex Koh 

等三位專家來台參加研討會，並實地勘查澎湖玄武岩自然保留區，咸認有發展成

為地質公園之潛能。澎湖縣賴峰偉縣長，旋於 2003 年 10 月 19 日指示成立「澎

湖玄武岩地質公園委員會」，協調推動建立地質公園，並進一步爭取世界遺產登錄。 

地質公園在公園綠地系統中，兼具了自然公園與特殊公園的特質，在目前雖

沒有明確的法規確立其地位，但隨者時代的演進，臺灣和世界各國交流日益密切，

吸收海峽對岸、亞洲鄰國及世界先進國家對保育及經營管理地質公園的知識，應

用在美麗寶島，已是刻不容緩的事。我們應加速推動地質公園的推動，進一步促

成相關法規之制訂，相關組織之成立，相關知識之宣導，促成地質公園制度的建

立，登錄我們的地質公園，更進而爭取世界遺產、地質公園架構的認證。使世界

每一個人都嚮往美麗寶島的風光，藉由觀光活動，促進全世界更認識臺灣的目標。 

設立地質公園的目的，除了希望達到保育特殊地質、地形景觀外，同時也希

望能藉由地景保育，創造地方感，促進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基於這樣的概念，

台灣每一個區域、縣市或鄉鎮市，都可以試著找出具有獨特性、代表性、特殊性

的地質、地形景點，配合國土綜合發展計畫、各縣市綜合發展計畫的規劃，發展

經營代表地方的地質公園。 

如果台灣每一個縣市鄉鎮都能成立屬於地方的地質公園，建立特殊地質，地

形景點的遊憩資源，可藉此說明台灣的地質，地形發展史和台灣地景的多樣性。

也同時發展另一種主題旅遊 —「地質旅遊（geo-tourism）」。可以達成文化資產

保存法預期的目標，也符合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網絡期盼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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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出現的地質公園名稱包括：野柳地質公園、金瓜石地質公園、草嶺

地質公園、小琉球地質公園、澎湖地質公園等。它們都急需專業輔導和適時、適

量的輔導方能得到合理的發展。 

（二）地質公園設置之法令探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文化資產保存法」之「自然文化景觀」部分（現改

為自然地景），自 1985 年 7 月起，訂定「自然保育年度計畫」，著手調查泥火山、

鐘乳石、石灰岩等大地景觀，這些調查成為日後公告及管理苗栗三義火炎山、澎

湖柱狀玄武岩、及烏山頂泥火山等自然保留區之依據。1990 年以後經費及計畫項

目均有增加，1993 年及 1994 年委託王鑫教授進行「自然景觀及特殊地質地形現

象登錄之規劃研究」，1994 年 7 月 1 日擬定「地景保育統籌計畫」，由十一位專家

學者組成「地景保育小組」，1995 年開辦「地景保育行政人員研習班」並開始分

區登錄自然景觀及特殊地質地形現象工作，共登錄 320 個特殊地質地形景點，其

中列為國家級（Ａ級）的有 17 個、省級（Ｂ級）的有 97 個、縣級（Ｃ級）的有

197 個、暫不列級（Ｄ級）的有 9 個景點。臺灣特殊地質、地形景點登錄結果如

下：  

 

 

依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地景保育小組 2001 年 10 月 31 日的建議，臺灣有野

柳風景區、貴子坑、龍洞岬、鼻頭角公園、和平島風景區及八斗子、龍鳳谷溫泉、

硫磺谷熱水換質帶及溫泉區、紗帽山、竹子湖熱水換質帶、烘爐山火山口、金瓜

石、三貂角、過港貝化石層、八卦山（八卦台地）、日月潭、武陵眉溪砂岩剖面、

區域級別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合計 

Ａ級 2 5 2 8 17 

Ｂ級 12 21 34 30 97 

Ｃ級 17 47 66 67 197 

Ｄ級 0 0 8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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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嵙山層香山相與火炎山相交界、澎湖、小琉球、高雄柴山（壽山）、高雄大岡山、

燕巢泥火山群、小野柳、石梯坪、龜山島、蘇澳陸連島、宜蘭大里海蝕平台、清

水斷崖、舞鶴台地、卑南惡地形、利吉惡地形等 31 個地質遺產可優先推動成立「地

質公園」。 

澎湖便是該小組建議名錄中，南部地區的首要之選，而北部海岸的野柳風景

區、龍洞岬、鼻頭角公園、和平島風景區及八斗子、金瓜石、三貂角也是主要優

先推動的地區。農委會推動設置「地質公園」計畫理念如下： 

1.內容：農委會自 91 年起推動設置「地質公園」研究計畫，計畫中除配合地方性

及區域性計畫劃設地質公園外，擬將少數具有國家級重要性的特殊地景保育景

點，劃設為國家級的「地質公園」並進行管理監測，以及解說資料和網站之編

撰和建置。 

2.目的：設置「地質公園」的目的，除了希望達到保育特殊地質、地形景觀外，

同時也希望藉由地景的保育，凝聚地方共識，促進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 

3.遠景：基於上述之概念，台灣每一縣市或鄉鎮市，都可試著找出具有獨特性、

代表性的地質、地形景點，配合各縣市綜合發展計畫的規劃，發展代表地方的

「地質公園」。 

4.法源：我國目前國家級的自然保留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可保護特殊地景，

另有「都市計畫法」及「區域計畫法」規定公園綠地及生態用地，也達到保護

地景之功能。間接地地質公園的地景也可受到上述二法的保護。尚有國家公園

法之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育法之野生動物保留區、森林法國有林自然保護區、

發展觀光條例的風景特定區等。關於現階段適用於地質公園設置、管理、監測

相關的法規，摘錄如下： 

1. 國土計畫中的特殊景觀區（地質景觀、地質公園） 

(1) 定義及管制：在經建會 1996 年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中，所列出的國土經營管理

分區，其中包含了限制發展地區，其中明列了生態維護及資源保育限制發展區

四大類。在四大類生態維護及資源保育限制發展區中，生態維護類包含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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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野生動物保育區以及仍待法律訂定的沿海保護區和特殊（地質）景觀地

區，後者有文化資產保存法以及經濟部研訂中的地質法給予規範。資源生產類

包括了水資源及保安林地。天然災害類則包括了地質災害區、洪氾地區以及特

定水土保持區。這個分類系統有助於環境資源部下屬機關的劃分。無論是一級

機關或是二級機關的細分，都應該參照上述分類。而限制發展區的劃分實已反

映了 1994 年國際自然保育聯盟多年來精心開展的保護區管理類別劃分(農委

會,2003)。 

(2) 主管機關或自治：國土計畫的執行仍賴區域計畫的管制、都市計畫的規劃來落

實。 

2. 文化資產保存法 

(1) 定義及管制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現行條文（民國 94 年 2 月 5 日修正），文化

資產，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下列資產：

a.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指人類為生活需要所營建之具有歷史、文化價值之

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b.遺址：指蘊藏過去人類生活所遺留具歷史文化意義之

遺物、遺跡及其所定著之空間。c.文化景觀：指神話、傳說、事蹟、歷史事件、

社群生活或儀式行為所定著之空間及相關連之環境。d.傳統藝術：指流傳於各

族群與地方之傳統技藝與藝能，包括傳統工藝美術及表演藝術。e.民俗及有關

文物：指與國民生活有關之傳統並有特殊文化意義之風俗、信仰、節慶及相關

文物。f.古物：指各時代、各族群經人為加工具有文化意義之藝術作品、生活

及儀禮器物及圖書文獻等。g.自然地景：指具保育自然價值之自然區域、地形、

植物及礦物。 

自然地景依其性質，區分為自然保留區及自然紀念物；自然紀念物包括

珍貴稀有植物及礦物(第 76 條)。進入自然地景指定之審查程序者，為暫定自

然地景(第 82 條)。 

 (2) 主管機關或自治法依文資法第四條中規定，自然地景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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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前條具有二種以上類別性質之文化資產，其主管機關，與文化資產保存

之策劃及共同事項之處理，由文建會會同有關機關決定之。依文資法第 11 條

規定主管機關為從事文化資產之保存、教育、推廣及研究工作，得設專責機構；

其組織另以法律或自治法規定之。 

自然地景依其主管機關，區分為國定、直轄市定、縣(市)定三類，由各級

主管機關審查指定後，辦理公告。直轄市、縣(市)定者，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第 79 條)。自然地景所在地訂定或變更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應先徵求

主管機關之意見(第 85 條)。 

3. 地質法（草案） 

(1) 定義及管制：地質法草案(行政院 96 年 5 月 2 日 3038 次院會審查通過)第六條

第一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依據全國地質調查成果，將具有特殊地質景觀（如

地質景點等）、地質環境（指容易因自然作用或人為活動而遭致破壞之地下水

補注區、重要地質露頭、特殊能源礦產等具有研究、教育、觀賞及資源生產價

值之地區）或有發生地質災害之虞之地區（指屬於地質災害高潛勢或已有地質

災害前兆地區，容易因自然作用或人為活動而引發地質災害之地區，例如活動

斷層、山崩、土石流等地區），公告為地質敏感區，以避免不當之土地開發行

為。 

(2) 主管機關或自治法：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具有特殊地質景觀、地質環境或有

發生地質災害之虞之地區，公告為地質敏感區。地質敏感區之劃定、變更

及廢止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地質法第六條)。 

4. 國家公園法 

(1)定義及管制： 

依國家公園法第 6 條國家公園之選定標準如下： 

a.具有特殊自然景觀、地形、地物、化石及未經人工培育自然演進生長之野生

或孑遺動植物，足以代表國家自然遺產者。 

b.具有重要之史前遺跡、史後古蹟及其環境，富有教育意義，足以培育國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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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需由國家長期保存者。 

c.具有天賦育樂資源，風景特異，交通便利，足以陶冶國民情性，供遊憩觀賞

者。 

國家公園得按區域內現有土地利用型態及資源特性，劃分下列各區管理之(第 12

條)：a.一般管制區。b.遊憩區。c.史蹟保存區。d.特別景觀區。e.生態保護區。 

(2)主管機關或自治法：依國家公園法第 7 條國家公園之設立、廢止及其區域之劃

定、變更，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 

5. 其他推動的草案 

目前尚有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研訂的地質景觀保育及管理作業準則、景觀

法(重點景觀區：指景觀資源豐富，需特別加以保育、管理及維護；或景觀混亂，

需特別加以改善之地區。縣市政府除劃設重點景觀區外，也應擬定重點景觀計畫，

以作為區內景觀資源保育、經營及管理之依據)等法令與本計畫有關，惟其尚不具

有法律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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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世界地質公園的經營管理與相關案例 

一、地質公園的經營管理 

 地質公園的經營管理，有一定的理念。那就是以地質、地形景點的特色，提

供造訪者瞭解一地方的地質景點特色，尤保育、永續發展的觀點，促進地方保育

的產業發展。然而要加入世界地質公園網絡，仍然必須具有一定的特色，而且必

須具有稀有性、代表性、重要性與獨特性。 

然而就世界地質公園的申請程序而言，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一定的程序，

大致如下： 

 

各國申請的程序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審查程序，則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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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國土資源局之地質公園申報 

 

三、世界地質公園相關案例 

（一）中國的地質公園 

由於中國大陸的地質遺跡資源豐富，分佈地域廣闊，種類齊全，所以被選為

首批世界地質公園試驗國。並在國土資源部成立了國家地質遺跡保護（地質公園）

領導小組和評審委員會，與聯合國地質公園計畫相銜接。 

就中國的地質公園發展情況而言，可說是全世界除了歐洲外，發展最快的地

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源部（以下簡稱國土資源部）所發的(2000)77 號文件

給它下的定義是：「地質公園是以具有特殊的科學意義，稀有的自然屬性，優雅

受 理 會 審

行政審核批示

中  心 

發 文

國土資源

申 請 

1. 地質公園申請表 

2. 地質公園綜合考

察報告 

3. 地質公園總體規

劃報告 

4. 地質公園照片集

與光碟 

5. 縣局的初審意見 

1.規劃科︰是否符合晉城市土地開發

利用總體規劃、市礦產資源開發利用

總體規劃； 

2.礦管科︰在地質公園範圍內的采礦

權設置情況。 

3.監察科︰地質公園範圍內有無有違

法勘查、開採行為及違法占地情況。 

局務會 

協辦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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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學觀賞價值，具有一定的規模和分佈範圍的地質遺跡景觀為主體；融合自然

景觀與人文景觀並具有生態、歷史和文化價值；以地質遺跡保護，支持當地經濟、

文化教育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為宗旨，為人們提供具有較高科學品位的觀光遊

覽、休閒渡假、科學教育、文化娛樂的場所，同時也是地質遺跡景觀和生態環境

的重點保護區，地質研究與普及的基地。」 

到目前為止，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批准建立了 138 個國家地質公園；其中，在

2000 年，國土資源部批准建立了首批共 11 處；2001 年 12 月批准建立了第二批

共 33 處；2003 年底批准建立了 41 處；2005 年底又批准建立了 53 處。目前大

多數國家地質公園均已揭碑開園，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並初步顯示出良好的

經濟效益。 

     2005 年 2 月 11 日，中國有四個國家地質公園（浙江雁蕩山，福建泰寧，內

蒙古克什克騰和四川興文地質公園）參與第二批的提名並成功入選。2006 年 9 月

18 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英國召開了第三批世界地質公園評審會，中國泰山（山

東）、王屋山－黛眉山（河南）、雷瓊（海南）、房山（北京、河北）、鏡泊湖

（黑龍江）和伏牛山（河南）地質公園順利通過評審，名列世界地質公園榜，使

中國在 2007 年 53 個世界地質公園中佔了 18 個。 

由於中國政府的支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地質公園辦公室設立於北京。相

對的，中國有許多機會，把國家地質公園提升為世界地質公園。對國家而言，這

些地質景點經過聯合國的認證，增加了許多知名度，也增加許多遊客。 

 

（二）全球地質公園網絡（Global Geopark Network, GGN） 

全球地質公園網絡成立於 2004 年，辦公室設於北京。目前主要組成為原有的

歐洲地質公園網絡，加上中國、馬來西亞、伊朗等國所組成。 

地質與地景已經深切的影響了社會、文明，及地球上的文化多樣性，但到最

近對於國家、地方的重要地質遺產景點，一直沒有被國際認定，且對於這些已經

存在的地質遺產也沒有國際級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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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為了回應各個國家對於組織一個國際架構，

以增進地球遺產的價值的強烈需求，首先倡議支持地質公園的行動。2001 年六月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邀請與其成員國一起支持、促進那些擁有特殊地

質特色的地區或國家地質公園的發展。世界地質公園倡議尋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的協助，整合需要保護的地質遺產以及地方社經、文化的永續發展，並維護地方

環境。 

目前全球地質公園網絡的資料，為那些在 UNESCO 的協助下發展的世界地

質公園提供了指導方針，讓世界各國能有所遵循現有指導方針的規定。 

透過地質公園的倡議，地質遺產以及地質多樣性的保護與永續發展對於

Agenda 21 的計畫貢獻良多。Agenda 21，是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的一個關於

進入21世紀環境科學與發展的議程（UNCED, Rio de Janeiro,1992），且也在2002

年在約翰尼斯堡舉行的永續發展高峰會中被再次確認。地質公園的行動為 1972

年的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的會議，增加了一個新的面向，也就是強調了社經及文

化發展與自然環境的保護之間的潛能。 

各國地質公園的全球網絡會密切的與 UNESCO 的世界遺產中心、生物圈保

留區的人與生物圈（the Man and the Biosphere, MAB）世界工作網絡，以及國家

間、國際事務與非政府組織，在地質遺產保存上的活動等等共同合力運作。 

對於歐洲的國家地質公園，UNESCO 已經從 2001 年與歐洲地質公園工作網

絡（EGN）建立了一個伙伴關係。UNESCO 建議在世界其他地方建立相似區域的

工作網絡，並反應各地的狀況。地質公園間的工作網絡是全球各國地質公園工作

網絡中很重要的一個組成。UNESCO 鼓勵任何形式的合作，特別是教育、管理、

旅遊、永續發展、網絡成員間的區域計畫等領域。 

 

 

 

 



 21

（一）全球地質公園網絡的設置標準 

1.規模 

一個尋求成為國家地質公園的全球網絡成員的地質公園，是指一個擁有很清

楚的限制及擁有夠大的區域，透過地質、地形的旅遊活動，提供當地經濟與文化

發展。這些地質、地形景點，應該是國際重要的地質遺產景點。可以是任何尺度，

具有特殊科學重要性。這些特徵是地區的地質歷史的典型代表。透過且這些特殊

地質事件、過程形塑了這個地質公園。 

地質公園是一個由地質遺產景點以保護、教育、永續發展為概念的地理區。

地質公園應該考量區域內的地理環境，而非僅單就地質重要性而已，非地質的主

題是地質公園整合的一部份，特別是當地質與地景間的關係被展示在遊客面前

時。因為這個理由，地質公園可以包括生態、考古、歷史或文化上的價值。其他

包括具有特殊社會、自然、歷史意義的，都脫離不了與地質公園的關連。 

假如地質公園區與已經註冊登記的區域部分或全部重疊，例如在世界遺產名

單上或為 UNESCO 人與生物圈計畫中的生物圈保留區，他必須在提交申請前從

適當的主體性中獲得預先的釐清。 

2.管理與地方參與 

達成任何成功的地質公園計畫的前提，是建立良好的管理體制與計畫。單純

只有令人印象深刻且富有國際意義的地質露頭是不夠的。這些在地質公園區域裡

的地質特徵是需要讓遊客可以體驗、欣賞的。地質公園可以在一個地方機關或是

幾個機關下運作，店這些機關必須有充足的管理基礎、合格的人員以及足夠的財

力支持。 

地質公園的成功必須建立在一個強大的專門小組的良好管理概念中，且良好

的管理政策，必須有長期的財務支持與專業的管理架構。地質公園需與當地地方

社經及文化發展的政策結合。唯有靠著強大的地方參與才能獲得成功。開創地質

公園的倡議必須來自地方社區（機構），這些地方社區（機構）當在保護地景時，

對於地方人民的經濟需求而發展、執行的管理計畫有著強大的承擔義務。最後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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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UNESCO 的會議，在國家層級的認可。 

 

地質公園對於涉及政府機關、地方社區、私人團體，及研究學術團體在設計、

執行地質公園與地方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計畫與活動上，應該提供組織化的安排。 

這樣的共同運作可以刺激討論與激勵不同團體間的伙伴關係。也要能動員地方機

關與地方人民。 

地質公園內的永續旅遊與其他的經濟活動，也唯有與地方社區的合作才可能

成功。旅遊活動必須以符合地方狀況與自然文化特徵，且需完全的尊重地方人民

的傳統。尊重、加強、保護地方文化價值是永續發展事務中很重要的一部份。許

多地區與國家，設立地質公園的同時，對於本地固有的人民的文化考量是必要的。 

在申請的準備階段，從世界地質公園秘書處與其他事務處取得意見，是強烈

被建議的。此外，應該要尋求與地質調查、地方政府與旅遊團體、地方社區、大

學與研究團體，以及權益關係人共同運作，並擴大對於地質公園計畫的開創團隊

的組成。這些團體應該是對於這個地方的科學、保存和社經社群有代表性的。一

個廣大的諮詢會議過程，必須涉及地方人民，以促進地方對計畫中的地質公園的

接受度，並且對於地質公園業務的發展具有明確的概念。 

3.經濟發展 

1987 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提出「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

強調當代的發展不應損及後代享有相同發展的機會。 

地質公園的一個主要目標便是刺激經濟活動與永續發展。地質公園在尋求

UNESCO 的協助，以促進社經發展在文化與環境都能永續發展。 

通常區域的文化遺產的許多面向都會與地質遺產連結。為了對環境的尊重，

地質公園的設立，會刺激創新的地方事業、小型企業、渡假小屋事業等的設立，

及高品質的教育訓練、宣導課程等。且因新的收入來源，創造新的工作機會（例

如地質旅遊、地質產品），同時也保護地質公園內的地質資源。這樣為地方居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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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增補的收入且也吸引了私人資本。地質旅遊是一個以經濟的、成功導向的活

動，因此一個新的旅遊事業涉及多方合作。 

4. 教育 

一個好的地質公園必須提供與組織支援、工具和活動以聯繫地球科學的知識

與環境概念給大眾（例如透過博物館、解說教育中心、導覽、著作與地圖，加上

現代傳播媒體方式）。也允許促進於地球科學與地方民眾間的科學研究並且與大學

一同合作。 

成功的地質公園教育活動，不僅賴於旅遊計畫的內容、提供遊客充足的人員

與需求供給，還需個人與地方民眾、媒體及決策者的交集。社區參與（如導覽人

員的訓練）可以協助地方居民中對地質公園的理念（轉化成知識和訊息）有更大

範圍的接受度。當地民眾對於地質公園的設立與維持是最具重要性的。 

資訊傳輸的工具運用，例如像學校校外教學、專題研究，環境、文化的科學

專作與議題，使得大眾產生興趣是必要的。連結地質教育與教科書是一個主要的

方向，這樣當地的學生可以學習瞭解與珍惜這些地質遺產的重要性。因此編撰地

質教材給國中小學校，並使用當地關於地質、地貌、自然地理的資訊，將有助於

保護地質公園，促進對地方的瞭解、與自我認同。地質公園在地方及國家認同的

層面可能是一個很大的教育工具。 

利用教育概念、博物館、探索中心、解說中心，以及其他創新的工具，以保

存、發展地質公園遺產也是最為重要的保護工具。博物館與中心可以給遊客及當

地管理者在發展不一樣的教育計畫時提供服務。 

5.保護與保存 

地質公園不是保留區或地景的一個新的項目，且可能與大多數保護區及國家

公園與自然公園都不一樣。地質公園管理當局需保證地質公園內地質遺產的保護

符合地方傳統及法定的責任義務。 

依照國家法規，地質公園應提出重要地質特徵的保存，包括 

岩石、礦產資源、礦產、化石、地形與地景、提供地球科學訓練的資訊，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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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土壤地球科學、經濟地質與礦業、工程地質、地形學、冰河地質、自然

地理、水文學、礦物學、古生物學、岩石學、沈積學、土壤科學、洞窟學、

地層學、構造地質、火山學等。地質公園的管理必須能顯示保存這些地質遺

產的方法與最好實踐方式。 

地質公園的管理機構應保證有充足適當的保護方法，與相關的法定組織商

議、諮詢，以保證有效的保存。 

地質公園必須遵守地方及國家關於保護地質遺產的法律。地質公園的管理單

位應該強烈的防止以任何地質遺產的組成做為販售的行為。但在特定的情況下，

應該被允許在可自然恢復的景點上，有限制的收集地質樣本，作為科學或教育目

的使用。永續發展的取徑將比短視的販賣地球遺產、礦物與化石來得獲益良多。 

6.全球網絡 

地質公園的全球網絡提供一個專家與執行者對於地質遺產事務的合作與交流

的平台。在 UNESCO 的保護傘下，且透過與全球網絡的伙伴間的合作，重要的

地方、國家地質景點獲得世界的認證，並且透過其他的地質公園間的知識、經驗

及專家學者交流而受益。這個 UNESCO 發展的國際伙伴關係，相對於地方單獨

倡議而言，加入全球網絡可帶給成員更多的獲益。 

地質公園—工作網絡一環： 

1）對於現在及未來的世代保存地質遺產 

2）教育及傳授廣泛大眾有關地質科學的議題以及與他們相關的環境事務 

3）確保永續的社經與文化發展 

4）對於遺產與保存建立多元文化橋樑，且以參與計畫與共同伙伴關係來維持

地質與文化的多樣性 

5）適當的激勵研究 

6）透過參與合作活動（例如通訊、出版、資訊交換、聯合、參與會議、共同

計畫），對網絡成員主動的貢獻。 

7）提供文章給 GGN 的電子出版、書籍與其他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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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程序-如何成為網絡成員的一步步程序 

為了確保各個國家的地理區代表的平衡，地質公園的申請限制是每個國家兩

個。 

1.申請資料的呈遞 

尋求UNESCO的協助的地質公園被要求連結到在UNESCO的地質公園秘書

處，先遞上申請資料。 

Geoparks Secretariat 

Global Earth Observation Section 

Division of Ecological and Earth Sciences 

UNESCO 

1, rue Miollis 

75732 Paris Cedex 15 

France 

Phone:+33(0)1 45 68 41 18 

Fax:+33(0)1 45 68 58 22 

e-mail:m.patzak@unesco.org 

www.unesco.org/science/earth 

UNESCO 的地質公園秘書處將判定申請資料的內容並驗證資料，且如果發生

資料不完整的時候，從申請中取得完整的資訊。任何時間都可以接受申請，且將

被施行區域評估任務加以核對，而這接由個別的地質公園專家來執行，他們將議

論那些被提議的地質公園。在執行這個任務之前，專家們需先接觸這些申請中的

地質公園，且對於這個任務的計畫取得一致的意見。申請書與專家任務的調查結

果都將被個別的地質公園局所評估、評價，一年至少一次。全部的評估過程需要

至少六個月的時間。國家地質公園的全球網絡的成員將被給予確實的評估。

UNESCO 將以一個正式信件以及證書通知申請者，且 UNESCO 的國家會議被提

出相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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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們在擔任任務諮詢與景點評估的旅行、膳宿及地方交通的花費，應該由

地質公園所在的國家所負擔。 

假如在國家裡頭有為地質公園建立的國家網絡，那麼申請者就必須在提交資

料給 UNESCO 前先成為國家網絡的成員。 

作為申請準備的一部份，任何潛在的新成員可能希望可以從網絡邀請一位顧

問到他們的地區。這些到訪的花費應該是提出邀請的地方需要承擔。 

申請應該以英文或法文填寫，且需準備三份紙本資料以及三份電子檔以提

交。文本的部分不要超過 30 頁。申請書應該由對於地質公園的運作與發展有權責

之管理、政府單位簽名，且由 UNESCO 的國家會議核准。 

申請資料應該包括以下項目，並標示強弱之處： 

1）地區的鑑定 

2）科學性的描述（國際地質重要性、地質多樣性、地質景點的數目等） 

3）地區的基本資料 

    -地理環境與經濟狀況 

    -人口、基礎建設與職業組成 

    -自然地景、氣候、生物與棲息地 

    -人文活動、文化遺產及考古 

4）管理計畫與架構 

5）永續發展政策與這個課題中旅遊的重要性（區域發展之行動計畫） 

6）為做一個全球網絡間的地質公園的提名做論證 

簽名部分： 

7）表達申請伴隨的利益的信件 

8）由主管當局簽署正式申請書 

9）地質公園所在國家的 UNESCO 國家會議的批准認可 

10）國家地質公園網絡的背書、簽署（假如國家裡有這樣的網絡系統） 

11）附加（對於地質公園的自我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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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A )地區描述 

           Part B）地質公園進行評估） 

2.歐洲國家之申請 

一個座落在歐洲地區且希望成為全球地質公園網絡的成員的地質公園，被邀

請提交全部的申請資料給歐洲地質公園網絡（EGN）的協同辦公室，而 EGN 扮

演著整合歐洲大陸的組織以前進全球網絡。地質公園的全球網絡和歐洲地質公園

網絡是建立在一個共同的概念基礎之上。如此，歐洲國家申請入全球網絡是需要

透過 EGN 執行的。做為一個 EGN 顧問委員會與專家會議的永久成員，UNESCO

在對於申請的每個階段的評估與抉擇都需參與。 

UNESCO 與 EGN 已經簽署了兩個同意書，包括「UNESCO 的地球科學分部

間的共同運作及歐洲地質公園網絡同意書」（2001，Almeria, Spain），與「Madonie

宣言」（2004, Madonie Italy）。因此，EGN 的行動，就像是在歐洲的全球地質公

園網絡。 

EGN 在 2000 年六月，由四個以保護地質遺產與促進永續發展為目標的歐洲

地質公園所建立。EGN 的建立是為了創立一個強大的由涉及永續發展的區域所組

成的歐洲團隊，也為了準備與通過一些新的歐洲共同計畫。 

歐洲的候選者透過 EGN 的協同單位提交申請書。 

Coordination Unit 

European Geoparks Network 

Reserve Geologique de Haute-Provence 

BP 156 

F-04005 Digne-les-Bains cedex 

France 

Phone:+33(0)4 92 36 70 72 

Fax:+33(0)4 92 36 70 71 

Contact：Mrs. Sylvie Gir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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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ail: s.giraud@resgeo104.org 

www.europeangeoparks.org 

3.報告與定期回顧 

    每個地質公園的狀態應該每四年回顧一次。這個回顧是建立在一個進程的報

告中，而這個報告是由與簽署原先計畫的各自當局合作的指定當局所準備。這個

回顧也透過 UNESCO 的國家會議，被轉交給 UNESCO 的地質公園秘書處。 

    假如在這個報告的基礎之上，UNESCO 那些考量公園的狀態與管理的個別專

家團體是令人滿意的而被指定或回顧，將正式被承認且這個地質公園將繼續成為

全球網絡的一員。 

    假如一個地質公園被認為不再符合全球地質公園網絡中目前指導方針的判定

標準，這些指定的地質公園當局將被建議採取適當的步驟以維持可被接受的標

準。如果地質公園兩年內還是無法達成判定標準，將從地質公園的全球網絡名單

中被移除，且終止所有從全球地質公園成園中的任何權益，包括使用全球地質公

園網絡的標章。 

UNESCO 應該通知指定當局與 UNESCO 的國家會議，關於定期回顧的結果。 

如果地質公園與最高統治當局希望從歸屬的協會中退出，應透過國家會議給

予原因以通知地質公園秘書處。 

對於地質公園自然狀態的改變，例如地表面的變化，全球網絡的成員已經提

交回應。在任何時候對於地質公園地表的修復且從地質公園局獲得批准都是可以

的。這也包括在這些新的擴大的區域中的標章使用。 

做為國家地質公園全球網絡成員的任命，應該由地質公園的管理單位給予適

當的宣傳與推動。也應該定期與 UNESCO 取得現行狀態與公園發展的訊息。透

過適當的宣傳與網路連結，全世界各個角落都可以輕易的連結、取得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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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洲地質公園網絡(European gropark Network, EGN) 

歐洲地區對地質公園的定義是指一個地域（territory），具有特殊地質襲產，

配合歐洲計劃推動發展的永續地域發展策略。地質公園必定要有清楚的界線及充

足的地表面積，以實質地提供區域經濟的發展。一個歐洲地質公園必需包括某些

特定重要科學性品質、稀少性、美學或教育價值的地質景點。大多數出現在歐洲

地質公園的景點必需是地質襲產的一部份，也具有考古的、生態的、歷史及文化

的意義。 

    歐洲地質公園的景點必需連成網絡，並從保護及管理措施上獲益。沒有任何

的毀壞或出售歐洲地質公園的地質標本物件是能夠被容忍的。歐洲地質公園必需

由一個明白清楚的架構進行管理，在地域內促進保護、美化及永續發展政策。 

    地質遺產及地質旅遊可提升歐洲地質公園的意像，進而在經濟發展上扮演著

積極的角色。歐洲地質公園直接衝擊地域而影響居民的生活及環境。目標是能夠

使居民重振地域遺產的價值並且主動參與地域整體的文化再活化。歐洲地質公園

管理有助於發展、試驗及強化地質遺產的保護方法。對於需要保護的特殊地景而

言，有相當正面的幫助。  

    歐洲地質公園不僅對地質與地景保育有助益，同時也支持環境教育、發展多

樣地球科學領域的科學性研究的訓練，強化自然環境及永續發展政策。  

    歐洲地質公園必需在「歐洲地質公園網絡」中運作，促進「網絡」的架構與

凝聚力。它必需與地方事業共同運作，與其他歐洲地質公園網絡的成員相互合作，

促進及支持相關的產品。 

    為了獲得歐洲地質公園認證標章，必需填送「歐洲地質公園」提名的申請檔

案。這個申請檔案必需填送給主管的地質公園機關。這個申請檔案必需要直接送

到「協調中心（Coordination Unit）」，地址如下： Cellule de coordination du reseau 

des Geoparks europeens, Reserve Geologique de Haute-Provence, BP 156, 

F-04005 Digne-les-Bains Cedex （France） Tel .: +33 （0）492 36 70 72, Fax: 

+33 （0）492 36 7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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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地質公園網絡協調中心」已經組成一個以永續發展及地質遺產提升方

面的專家委員會。委員來自地質遺產提升計畫區域及國際機構。這個專家委員會

為針對網絡中的新區域指定及整合建議。  

    任何希望發展成為一個歐洲地質公園的地域，或是給予協助或建議以地質旅

遊或地質遺產的提升為方針的地域，可以要求「協調中心」提供專家團。「協調中

心」將給予專家團經費協助。  

    經由地質公園會員的整合，先前「協調中心」的成員要關照所有新成員的代

表。歐洲地質公園網絡發展的活動、產品及管理成本，將由所有成員負責，共同

尋求金融資源以維持網絡的運作。任何沒有於上述條文清楚定義者，將由「協調

中心」定義。  

    歐洲地質公園的共同活動 （Common activities of the European Geopark 

Network） 如下： 

（1）共同標誌與意象：每個經認証的地域將准予使用歐洲地質公園的標誌及圖

示。在取得歐洲地質公園認證之，後有助於創造連結地質遺產及永續發展品質的

共同意象，進而促進該地區的經營與管理。所有使用歐洲地質公園標誌的地區，

其出版品及產品都要送到「協調中心」建檔。  

（2）網站：「歐洲網絡」對於提升每個成員都有推廣的工具。這些工具中的第一

個是一個連結所有歐洲地質公園的網站，確定他們自己的產品（教育、推廣等）

並且經由網絡相互合作。這個網站由網路「協調中心」管理，且將定期更新。以

便讓更多有興趣的人可以透過網際網路這個媒體認識各個歐洲地質公園。  

（3）會議：自 2000 年起，歐洲地質公園網絡成員所組成的年會，在不同國家舉

行。這個會議將使許多成員彼此熟稔且交換經驗、產品設計，並且共同界定未來

策略。  

 

歐洲地質公園開始有四個中心，都在「歐洲地質旅遊發展」研究主題的架構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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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國：Reserve Geologique de Haute-Provence ，是一個以菊石化石

為主，1984 年就成為一個保護區，目前則於西元 2000 年改為地質公

園，並以宣揚、保育、教育與提供地方社群經濟發展的地質公園。地方

發展的部份包括 70 個服務中心。並藉由許多活動來促進經濟活動。 

（2） 德國：Geopark Gerolstein Vulkaneifel  

（3） 希臘（Lesvos Island）：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the Lesvos Petrified 

Forest 是一個矽化木的博物館。 

（4） 西班牙：Maestrazgo Cultural Park 。  

 

（四）英國的架構：(Speical Site for Scientific Interests, SSSI; 

Regional Important Geologica/ Geomprphological Site, RIGS  and 

Local Geodiversity Action Plans（LGAPs） 

1.SSSI 特殊科學意義的景點 

特殊科學意義的景點（Site of Special Scientific Interest, SSSI）是指一個重

要且具有科學意義的特殊景點。 

2.RIGS 區域的重要地質/地形景點 

區 域 的 重 要 地 質 / 地 形 景 點 （ Regional Important Geological/ 

Geomorphological Sites, RIGS）在 1990 年由英國自然保育委員會（Nature 

Conservancy Council, NCC）創立，且持續由英國法定保育機構所支持著。RIGS

是鞏固與補足 SSSI 覆蓋範圍的重要景點。RIGS 是由地方自發的 RIGS 團體所挑

選，而這些團體通常由英格蘭的郡或統一當局所組成。 

現在在英國有超過 50 個地方 RIGS 團體。UKRIGS 是一個與 RIGS 相關連的

團體，以國家基礎上來管理監督 RIGS 的計畫方案。一些較早期的 RIGS 團體，

現在以 Geology trusts 稱之。 

RIGS 根據以下國家共同的標準，以一個地方會區域的基礎上被挑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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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個對於終生學習有教育意義價值的景點 

（2） 對於業餘或專業地球科學家的學習有價值的景點 

（3） 從地球科學角度出發，具有歷史價值的景點 

（4） 從地球科學的角度出發，具有美學價值的景點。 

RIGS 並沒有像 SSSI 一樣有正式的法定保護。然而，RIGS 團體公布那些已

經宣布的 RIGS 給地方計畫當局，並鼓勵地方當局透過計畫過程保護 RIGS。例

如，RIGS 可以被列在地方當局的計畫裡。讓這些具有代表性的景點得到適當的保

護。 

 

（五）地方地質多樣性行動計畫 Local Geodiversity Action Plans（LGAPs） 

地方地質多樣性行動計畫（LGAPs ）提供一個新的且有效達成地質保護的途

徑。最重要的是他們涉及很廣泛為的團體、組織與個體，共同決議關於地質多樣

性的決策優先權與行動。並且有效的使用可獲得的有限資源。 

1. 劃定範圍 Boundary 

定義 LGAP 的範圍是最基本的要求。他提供了 LGAP 的限制和背景。典型的

LGAP 範圍都是依循著行政區界，且必須屬國家傑出自然美景區(AONB)與國家公

園的範圍。 

2. 伙伴關係 Partnership 

涵蓋各種地理的、相關團體的伙伴關係是非常重要的。這些都應該涉及發展

LGAP，但也常在一個組織領導一個計畫進程時給予協助。每一個伙伴都需要執行

計畫。這些伙伴關係也須為 LGAP 擬定草搞，以送至更進一步的商議。 

    這個伙伴關係應該涉及一個廣泛的團體，包括地方社區、保護區、地方政府、

經濟、產業與教育，這些都有助於發展和傳達 LGAP 概念。這是 LGAP 成功及持

續的基礎。 

3. 目標與計畫 Aims and objectives 

LGAP 應該有一個認同的目標以及設立的計畫以達成目標。然而有很多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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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AP 的普遍計畫和主題，但對於每個地區有不一樣的重要性。在設定計畫時，

必須有一個可以清楚被量測的目標與行動。 

LGAP 計畫需包括以下： 

 1）地質多樣性之審核—這是一個早期的重要計畫，包括不同層面詳細的地質多

樣性資源審核、可取得資訊的審核，以及在伙伴中與地方社區可獲取的技術的審

核。 

 2）傳達交流與教育—促進對地質多樣性的認知與瞭解、鼓勵參與行動計畫與闡

釋地質資源。 

3）影響計畫—透過地方政府計畫與計畫方針，鼓勵保護地質多樣性資源的重要

發展。 

4）保存與管理—建立管理與保存地質景點、自然演進與地質多樣性地景的清楚

目標。 

5）資源—對於行動計畫的資源（包括人與錢）建立清楚計畫，以維持未來的動

力。 

 

4. 諮詢商議 Consultation 

當在發展 LGAP 的計畫與目標時，廣泛的商議以確定所有的觀點與對於地

質多樣性的地方事務皆有列入考量是非常重要的。依循商議的目標與計畫，

LGAP 應被出版、開辦並使大眾能夠廣泛的獲得。 

5. 資金 Funding 

LGAP 提供地方層面一個行動上的架構。應該按活動的優先順序處理，且認

定哪一個行動需要資金。這將幫助你決定從何尋求財務支持。 

    有效的伙伴關係，也就是若每一個伙伴都能承擔計畫的部分責任，就可以減

少在將 LGAP 付諸實行時的花費。 

6. 檢驗成果 Measuring achievement 

LGAP 應該有清楚和可以量測的指標，使得工作的進展可以被檢視。每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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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報告將有助於量測與回顧你的目標。建立一個 LGAP 建立一個程序。LAGP

的進度應該被修定，且廣泛的促進、發揚其成就。 

 

（六）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是個非常積極提倡地質公園的國家，也積極參與世界地質公園網絡

的事務。以蘭卡威地質公園為例，其吉打（Kedah）政府在 2006 年 5 月 31 日正

式宣佈成立蘭卡威地質公園，成為東南亞地區第一個地質公園。蘭卡威也在 2007

年 6 月 1 日獲得 UNESCO 的認證，成為全球地質公園網絡下第 52 個世界地質公

園。 

蘭卡威地質公園由 64 個小島組成，從設立地質公園的概念，開始到正式成立

世界地質公園，主要還是在於這些小島的地質景觀。成立地質公園後，將提倡地

質公園網絡，未來還要增加國家地質公園數量到 11 個，並成立 3-4 個世界地質公

園。宣傳地質公園，並監測地質公園的環境。在整體的經營管理方面，增加承載

量、改進整體設施都是未來必須繼續經營管理的方向。 

以馬來西亞蘭卡威的世界地質公園為例，根據經驗，在申報為地質公園過程

中，有六點值得注意： 

1. 地質、地形景觀資源調查 

地質與地景佔評價總分的百分之三十五。所有國家地質公園全球網絡的成

員，都必須為了現在或未來的世代，極力保護地質遺產。而地質公園規模必須足

以提供地方經濟及文化的發展。 

2. 經營管理計畫 

單純只擁有意義非凡的地質露頭是不夠的。一個地質公園必須有一個管理計

畫，以面對地方民眾在保護地景資源時的經濟需求。 

管理當局必須保證有效的保存以及維持自然法則。 

3. 景點資訊與環境教育宣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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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必須透過創新的傳播工具接觸地質遺產的保存，例如透過博物館、步道、

導覽、報紙或雜誌中的文章、學校活動或者是專題討論的方式來進行。 

4. 結合地方傳統的地景旅遊計畫 

    旅遊活動比需符合地方的狀態與當地的自然、人文特色。是必須尊重地方傳

統的。 

5.區域永續發展計畫 

    地質公園是需要考量目前世代的需求，以及未來世代將面臨的需求。 

地質公園的設立應該刺激地方企業、小型事業、家庭工業，以及一些在保護

地質資源所產生的新工作的發展。 

6.易達性 

    地質公園景點必須是遊客可以容易到達且可以連結到另一個景點的。並且需

要被正式的管理與保護。 

根據 UNESCO 的網站所知，地質公園是一個地區包含了一個或更多有科學

重要性的景點，不只是因其地質意義也可能是因其考古或文化上的價值。 

地質公園的概念，提供了三個目標：包括保存一個健康的環境、地球科學的

教育，以及促進地方永續的經濟發展。 

馬來西亞正在計畫中的另一個地質公園是 Kinabalu 地質公園。位於沙巴

(sabah Park)。以高山地質為主。該地勢以高山冰川為主。地質資源外，還有特殊

的植生與動物資源和許多的傳說。每年約有 20 萬人造訪。 

申設的過程中，界定範圍、資源調查、確定範圍內的地質特色、由政府提出

報告申請、成立諮詢、管理單位都是成立地質公園之際必須進行的程序。為了讓

地質公園計畫的成功，當地政府與各權益關係人的支持也是必要的。 

 

（七） 日本 

目前日本並沒有世界地質公園，但是日本目前有 11 個地質公園的地點正在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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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中。預計於 2008 年春天向聯合國申請認證，並成立日本的地質公園網絡。目前

日本有約 200 個博物館展覽有關地球科學的文物，其中有 40 個是以地球科學為

主的展覽。目前為了提倡大眾對地球科學的認知， 以及大眾的地球科學教育，正

積極準備地質公園的申設工作。 

以日本的 Itoigawa City 為例，該城市位於東京以北約 400 公里，面對著日本

海。從 1987 年的區域發展計畫，就界定本區為具有地質遺產特色的區域。1991

年開始設立以地質為特色的地質公園。本區主要是受到斷層影響，地質上把日本

分成東北與西南兩半。本區也具有很早的人類活動遺址，以及許多的珠寶產業等。

目前便以這些地質資源與人文資源積極規劃、申請加入世界地質公園認證的程序

中。 

從過去已經有的建設，該城市準備加入世界地質公園網絡的準備工作有如：

旅遊手冊，解說手冊、書、相關的資源調查。 

 

（八） 澳洲 

澳洲第一個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地質公園Kanawinka Geopark 是 2007年六

月被指定。該地質公園的火山覆蓋的面積達 26910 平方公里，，面積非常大。此

地質公園變成了澳洲非常重要的地質公園指標，雖然這裡七十年來，早已成為中

小學、大學的地質、地形、地理等課程野外考察的重要地點。被接受為世界地質

公園後，明顯的鼓舞了許多保育活動、環境解說教育與更多產業的經濟活動。 

澳洲有關國家的遺產與觀光事業，目前也應用地質公園的概念，把全國分為

五個等級。全國、州、區域、當地、地點五個等級。全國的業務，負責與國際的

聯繫以及全國性的遺產的研究、經營管理。州的部份，則把觀光與自然遺產結合。

當地的層級則以具有地區的特色為主。地點的部份，則必須與地主等權益關係人

密切合作。因此每個景點，都可以由上述五個分級著手。每個層級都有不同的權

益關係人，也有不同的政府部門。負責的層級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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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韓國 

韓國有 20 國家公園，22 個省級公園，31 個縣級公園。有關地質公園的概念，

主要延伸自第一屆在北京的世界地質公園會議。目前並還沒有地質公園的設置。

其中最有名的是濟州島國家公園，有許多火山活動火山與火山地形。2007 年被聯

合國指定為世界自然遺產，也預計設置成為世界地質公園。 

 

（十） 越南 

越南目前沒有地質公園的設計，但是有 130 個保護區，包括 28 個國家

公園，62 自然保留區，38 個特殊地景保護區，加上兩個世界自然遺產。下龍

灣是於 1994、2000 年分別獲教科文組織認證。過去越南並沒有地質公園的

設計，因此也僅著重生態多樣性、濕地保護區的工作。有關地質保育的工作

是從 1996 年於北京召開的世界地質會議後才開始。更多有關的技術協助是必

要的。 

越南在 VIGMR 地區已經成立一個地質公園與地質旅遊委員會。並與其

他幾個國家聯繫，開始著手調查資源。預計到 2012 年，要申請成立三個世界

地質公園。目前也積極邀請世界地質公園網絡的委員，技術支援，希望能很

快被聯合國接受。 

 

（十一） 亞太地質公園網絡(Asia Pacific Geopark Network, 

APGN) 

亞太地質公園網路主要是由馬來西亞與中國、澳大利亞幾個國家倡導而組

成。於馬來西亞蘭卡威的會議正式成立。目前仍在開始階段。將來如何發展，仍

然不得而知，不過可看出將會與世界地質公園網絡有很多關連。因此非常值得我

國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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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UNESCO 地質公園標準與方針 

一、地質公園的目的 

設立地質公園的目的，除了希望達到保育特殊地質、地形景觀外，同時也希

望能透過保育方式，創造地方感，促進地方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也發展另一種主

題旅遊「地質旅遊」 (Geo-Tourism )。透過下列方式，促成地質公園的經營、管

理、教育、宣導，達成上述目的： 

（一）資源調查 

地質資源調查是專門的科學，需要經過專門訓練的人士從事調查工作，所調

查的對象包括： 

1. 地質岩性與構造：岩石、礦物、土壤、古生物、化石、地質構造剖面、地

質構造、地質剖面，或具有科學意義的地震、地裂、塌陷、沈降、崩塌、滑坡、

土石流等地質災害遺跡。 

2. 地形特徵：具有研究和觀賞價值的石灰岩岩溶、火山、冰川、隕石、瀑布、

湖泊、奇泉、溫泉、高山、海崖、海階、地下水活動及其他需要保護的地形遺跡。 

3. 土地利用：農業、林業、漁業、牧業、礦業、工業、住宅、商業、行政、

軍事、教育、交通、公用、遊憩、環保、自然地區、保護地區、敏感地區、其他

地區。 

4. 社會經濟狀況：土地權屬、交通運輸、居住及流動人口、工商金融、社會

組織、經營管理。 

（二）資源登錄 

資源登錄包括訪談、筆記、手繪、複製、採樣、尺量、測距、紀錄、拍照、

錄影、數位攝影、航照判讀、電腦資料庫，並結合衛星定位 ( GPS ) 、地理資訊

系統（GIS），將一定範圍內的地質資源及相關資料，以科學分類的分法，鉅細靡

遺的記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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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源分析 

資源分係是利用電腦專家系統，或聘請有經驗的專家學者，將登錄完整的資

料，有系統的分類比對。包括：地質結構分析、地形地貌分析、景觀美學分析、

環境生態分析、自然資源分析、承載容量分析、天候氣象分析、聚落人口分析、

社經環境分析、行政組織分析、經營管理分析、觀光遊憩分析、瀕臨危機分析、

環境變異分析…等等，整理成完整的報告，提交評估小組評鑑。 

（四）資源評估 

資源評估是一種價值判斷，由相關單位，組成評鑑小組，其中包括行政主管

人員、資源保育專家、資源管理專家、學術研究機構學者及當地居民代表等，以

定型化的表格，用數值（如百分級數）或評值（如優、良、平、劣、壞等差別級

距），配合統計方法，取得評鑑小組成員的共識，區分該地質遺產的價值。 

（五）公眾參與 

地質公園是環境教育的場所，從資源調查到資源評估多是由專家學者主導。

但保育及經營管理工作，就需要公眾參與，參與的人除了當地居民外，更需要非

政府組織、教師、記者、知識界、宗教界、藝術界、政界、社會工作人員及各級

管理人員的互助合作，將地質公園保育及經營管理的知識、技術及理念，藉由宣

傳單、海報、摺頁、小冊、地圖、手冊、畫冊、解說叢書、書籍、報刊、雜誌、

風景明信片、郵票、紀念品、錄音帶、錄影帶、光碟及網站等等媒體，將美好的

地質公園宣達到全世界，使全人類共同體驗珍貴這項資產，並傳給子孫萬代。 

二、地質公園的認證 

世界地質公園的認證是由地方政府或組織，依照規定的格式提報計畫書，由

各上級政府或組織認證，最後由各國中央主管部會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認可的

非政府組織提報至地質公園秘書處，由地質公園秘書處遴派專家學者到現場勘

查，再經由國際地質公園諮詢委員會提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長，由秘書長核

定發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地質公園傑出標章，認證的過程中有任何一級政府或組

織評斷其不符合規定，極可能不能列為世界地質公園，但仍有列名國家地質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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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地方地質公園的可能。列名世界地質公園，仍可依照世界遺產的規定，提報為

世界自然遺產或世界綜合遺產。 

（一） 認證機構 

    世界地質公園係由國際地質公園諮詢委員會擔任認證機構，該委員會係由國

際地質會聯合會（IGCP）等專業團體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薦名單，由地質公園

秘書處提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長，就世界各國傑出之地質遺產保育或管理專

家所聘任組成。除認證工作外，並擔任世界各國提名推薦世界地質公園時諮詢顧

問。我國尚未成立地質公園認證機構，有關野柳地質公園等並未經認證程序，因

此僅具象徵意義，象徵我國推展地質公園的歷程。 

中國大陸是由中國地質學會負責之「地質遺蹟（地質公園）評審委員會」擔

任認證機構，（各地方政府之國土資源廳另依程序組成該地方之評審委員會），經

現場勘查及開會討論後，提報國土資源部「地質遺蹟（地質公園）評審委員會」

確認。歐洲地質公園係由法國、德國、希臘、西班牙等國，組成歐洲地質公園協

調中心 ( Cellule de Coordination du reseau des Geoparks Europeens )，歐洲國

家提名「歐洲地質公園」需將申請書籍相關資料呈送至協調中心( Coordination 

Unit )，由協調中心之專家委員做指定及整合的建議。 

 

（二） 認證程序 

各個國家或地方政府依據國內相關法令或認證標準，經周詳之調查、登錄與

分析後，依照固定格式，提出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資料，向主管機關或其指定的

認證機構提出申請。主管機關或認證機構受理申請書後，審驗檢查申請書內容及

相關資料是否完備，如不完備，通知申請單位於一定時間內補充資料；當資料齊

備後，即選派專家委員到現場進行勘查，確認資料之真實性，並訪談當地人士，

就其對地質公園之認識及願景詳予記錄，因此地方居民之參與將成為認證與否的

重要參據；專家委員完成現場勘查後，提出評估報告。再提報認證機構會議討論，

如經評列等級，再由認證機構提報主管機關發佈。世界地質公園係由聯合國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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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組織將標章核發審查，授權在該地質公園豎立標誌，及在文宣刊物上使用該標

章。 

（三） 定期監測 

經認證為世界地質公園、國家地質公園或地方地質公園，並不表示此一名稱

可以永遠享有，各該地質公園的經營管理機構，應依照申請書內所提報之經營管

理計畫，對該地質公園完善的經營管理，並結合政府及社會資源，開創更有利的

經濟環境，改善當地居民生活，發展觀光事業。同時對自然及人文環境以自動儀

器或人為調查定期觀測記錄。每年將監測資料呈送上一級主管機關。 

各國主管部會有義務將世界地質公園之監測資料，呈報世界地質公園秘書

處。如經主管機關認為其自然或人文環境變異足以影響地質公園之地位時，即可

經由再認證的程序，改變或取消該地質公園等級或名稱。 

 

（四） 通盤檢討 

依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規定，世界地質公園每十年需通盤檢討一次，但如

遇特殊狀況（如火山爆發改變某一地質公園形貌），不在此限。通盤檢討主要是根

據各地質公園管理機構，每年提報主管機關的監測資料，重行檢核當年申請書所

述自然及人文環境與當今環境之差異性，其經營管理完善者，繼續保持世界地質

公園的名稱，經營管理不善者，或環境變異較大者，即通知當事國主管部會定期

改善，改善期間並由國際地質公園諮詢委員會指派專家委員予以輔導。如仍不能

改善者，則由專家委員提出評估報告，經國際地質公園諮詢委員會討論，提報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秘書長取消該世界地質公園之認證。收回原核發之標章，並不再

同意該國使用該標章用於宣傳推廣等文宣資料上。 

 

三、重要條款的精神 

（一）條款 1—定義：UNESCO 地質公園 

UNESCO 地質公園是具有明確定義範圍的區域，並且具有廣大的面積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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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來使用。地質公園是由一些特別具有科學重要性、稀少性或美麗的地球

遺產景點所組成；不只是地質上的重要性，也包含了具有考古學、生態、歷史或

文化價值的景點。 

景點之間相互連結，並以公園形式的管理情況加以保護；在符合當地區域社

經永續發展政策的情況下，地質公園將由一個指定的管理機構進行經營管理。 

UNESCO 地質公園所期望的社經發展，是兼具文化上與環境上的永續性。這

將對區內民眾的生活狀況與鄉村環境造成直接的衝擊，強化了當地民眾對於地方

的認同（identification），並觸發文化的復興。 

UNESCO 地質公園探究、說明了保育地質遺產的方法。與 UNESCO 地質公

園有關的地球科學領域、廣泛的環境議題與永續發展，都可將地質公園視為環境

教育、訓練與研究上的教學工具。 

UNESCO 地質公園的管轄權歸屬於公園所在地的國家。在遵守各國家法令與

規定的情況下，決定如何保護這些特殊的景點或地區是各公園所屬國家的責任。 

（二）條款 2—提名為 UNESCO 地質公園所依據的準則 

UNESCO 地質公園應該包含具有特殊科學重要性、稀少性與美學價值的某一

景點（任何尺度），或一組鄰近的地質實體（a mosaic of geological entities）。他

們代表一個地區與此地區的地質歷史、事件或作用等。 

UNESCO 地質公園應可提供公園所在地區域社經的永續發展。在尊重環境的

情況下，藉著新闢收入（revenue）來源（例如地質旅遊、地質商品），地質公園

應該可以促進新型態的地方企業、小規模經濟活動、家庭式工業（cottage 

industries）與新工作的開創。地質公園應該可以為當地民眾提供補充的收入，並

吸引私人資本的投入。 

在各國家法令的架構下，UNESCO 地質公園應促成保育在不同領域上提供地

球科學知識的特殊地質現象，例如：地質學、經濟地質學、礦業工程地質學、地

形學、冰河地質學、水文學、礦物學、古生物學、岩相學、沈積學、土壤科學、

地層學、構造地質學與火山學…等領域。地質公園的管理機構應該保證有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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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方法，以確保景點或區域受到有效的保育，同時提供維持自然現況的工具。 

UNESCO 地質公園應該提供為了大眾環境教育與科學研究所設計的教學計

畫，並界定計畫的目標團體（target groups）（學校、大學與一般民眾…等），規

劃活動與支援後勤。 

負責管理地質公園的機構應該提供一份完善的管理計畫，內容包含：（a）本

地質公園的全球視野分析、（b）本地區的分析與診斷、（c）地方經濟發展潛力分

析。 

UNESCO 地質公園所在地組織的安排，應提供機會讓公共管理機構、地方社

區、私人利益團體與研究和教學團體參與地質公園、區域經濟發展計畫與活動的

設計與運作。這樣的合作應該可以促使具有不同興趣的組織之間發生討論，並激

發伙伴關係（partnership）；這應該可以激發地方管理機構與地方民眾產生互動。 

一個地區被劃設為 UNESCO 地質公園後，管理機構應該進行適當的宣傳與

推動，並定期向 UNESCO 提供地質公園最新的進展與發展消息。並鼓勵和網絡

中其他的地質公園進行密切的聯繫。 

如果 UNESCO 地質公園的範圍與世界襲產名錄或全球生物圈保護區系統的

區域範圍發生相同或重疊的情況，在提報計畫書之前必須獲得倡議的適當團體同

意。 

（三）條款 3—UNESCO 地質公園之間資訊的交流與合作 

UNESCO 地質公園構成了世界地質公園網絡。網絡中不同的成員之間應相互

提供資訊，並互助互動。UNESCO 地質公園之間的合作，將可促進環境教育與訓

練，以及人類資源的發展…等。 

在考量智慧財產權的情況下，管理機構應該使研究結果、相關出版物、資訊

和資料容易取得，確保並促進和其他 UNESCO 地質公園之間的合作，使資訊的

交換發揮最大的效益。 

（四）條款 4—提名程序 

1. 每年的任何時刻都可提報 UNESCO 地質公園的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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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NESCO 地質公園的計畫書應由隸屬於聯合國系統機構的國家政府機

構，或是提名表格中所明列的非政府組織來草擬。 

3. 已獲得政府或其他國家負責當局確認（clearance），成立地質公園，不會

和國家法令與規範發生衝突的計畫，應予以優先提報。 

4. 申請國家（或組織）在準備計畫書時，可向地質公園秘書處、國際地質公

園諮詢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Geoparks Advisory Board）和其他專家學

者尋求協助。 

5. 各個國家（或組織）應該向會員國內負責 UNESCO 事務的國家委員會提

出計畫書，由國家委員會將計畫書遞送給 UNESCO 地質公園秘書處。 

6. UNESCO 地質公園秘書處將核對計畫書的內容與附件。若文件不完整，即

應要求申請國家（或組織）補足資料。 

7. UNESCO 地質公園秘書處將進行計畫書的評鑑工作，並且將建議

UNESCO 秘書長是否授與”UNESCO 地質公園”傑出標章。 

8. 地質公園申請者（國家或團體）應承擔專家學者到地質公園預定地進行現

場評估所需要的旅費、膳宿與地方交通費用。 

9. UNESCO 秘書長的決定將轉給申請者（國家或組織）與國內負責 UNESCO

事務的國家委員會。 

（五）條款 5—UNESCO 地質公園傑出標章 

1.”UNESCO 地質公園”傑出標章的授與，將依據國際地質公園諮詢委員會對

計畫書所做的實際評估。 

2.UNESCO 地質公園徽章是由 Mr. York Penno 所設計。象徵我們所居住的環

境—地球，是個事件（event）與作用（process）經常變化的系統。在 UNESCO

的保護傘下，完善保護地質襲產並具備永續發展措施的地區，被選為

UNESCO 地質公園。 

3.有關 UNESCO 地質公園的紀念徽章、指示牌與推廣展示等都可以標上地質

公園標章與 UNESCO 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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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UNESCO 地質公園的管理機構應注意 UNESCO 地質公園標章不可讓其他

團體使用，或任何未明確告知並經過地質公園秘書處與國際地質公園諮詢委

員會同意的目的。任何商業上的使用需獲得 UNESCO 特別的授權。 

5.在使用 UNESCO 標誌之前必須先獲得 UNESCO 的授權。 

6. 將景點劃設為 UNESCO 地質公園，是一種認可景點傑出意義的象徵，但

決不意味 UNESCO 將負擔任何法律上或經濟上的責任。避免一般大眾與公

園公務員在這方面有任何的誤解，是所有具有法定資格的管理機構應該負起

的責任，同時應避免 UNESCO 受到其他與這方面有所不同的主張可能造成

的誤解。 

（六）條款 6—定期的檢討 

根據地質公園指定管理機構透過 UNESCO 國際委員會提供給地質公園

秘書處的報告，國際地質公園諮詢委員會每十年應主動檢討 UNESCO 地質

公園的情況。 

如果國際地質公園諮詢委員會根據報告認為地質公園的現況或管理令人

滿意，或是自從劃定為地質公園之後（或是上次檢討之後）已有顯著的改善，

即再度給予正式的認定。 

若國際地質公園諮詢委員會認為該地質公園不再符合條款 2 中設定的準

則，將會建議指定管理機構採取補救措施，以確定能符合條款中的規定。之

後，國際地質公園諮詢委員會應通知秘書處，由後者協助管理機構履行這些

補救措施。如果地質公園未能在合理的時間內符合條款中的規定，它將會被

取消地質公園的資格，並失去使用 UNESCO 地質公園標章的權利。 

UNESCO 應該公告指定的管理機構，以及 UNESCO 國際委員會定期檢

討地質公園的結果。如果最高當局或管理機構希望移除”UNESCO 地質公園”

標章，應當透過 UNESCO 國際委員會知會秘書處，並提出理由。這項通知

將會轉到世界地質公園委員會，而這景點或地區也將會從 UNESCO 地質公

園的名單中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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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條款 7—地質公園秘書處 

1.地質公園秘書處隸屬於 UNESCO 地球科學部，而秘書處所有的工作將向世

界地質公園諮詢委員會負責。 

2.地質公園秘書處應協助需要支援的會員國，與其他的地質公園或地質遺產

保育與管理國際專家接觸。 

3.地質公園秘書處應列出指定為 UNESCO 地質公園的景點名單，每年更新，

並以英文或法文出版。 

 

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申報表 （2004，1 月，世界地質公

園工作指南） 

   凡對建立《世界地質公園網路工作指南》中定義的地質公園感興趣的國家

團體和非政府組織，歡迎填報下列申報表。本表所含內容，將用於評審申報報告。

申報表分為四部分： 

1、屬地鑒別 

2、 科學意義 

3、屬地分析 

4、代表主管機關的簽字 

       在填寫本表之前，申請人應熟悉“工作指南”中規定的世界地質公園的選擇

標準和定義。此外，在準備階段，還必須尋求與當地公共機構、地方社團和私人

利益集團進行合作，擴大地質公園專案創始隊伍的組成。這有助於建立地質公園

切實可行的開發理念，為確定新的主要行動路線開闊眼界。為了能在當地充分研

究和討論這個問題，可能要動員當地全體人民，這有利於大家接受擬議中的地質

公園。 

       申請表的第 3 部分是用來指導申請人對提名為世界地質公園的屬地作詳

細描述和分析。雖然對填寫的格式或填寫內容的長短沒有限制，但是要求申請人

須按照給定的標題填寫。如果認為補充資料對評審很重要，申請人可以附上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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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地學處將保留在它認為適當的時候提交補充資訊的權

利。只有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該申請報告提交的材料完整全面時，才開始對

該申請報告進行評審。 

       申請報告應用英文或法文列印，一式三份，經正式簽字，隨同支持性檔一

起，通過所在國家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家委員會”並得到其支持，一併寄交下

列位址： 

Division of Earth Science, UNESCO 

1, rue Miollis 

75732 Paris Cedex 15 

France 

 

1、屬地鑒別 

1．1 地質公園所在國：  

 

1．2 地質公園的規模（平方公里）  

 

1． 3 地質公園所在的地理區域： 

(1)非洲     (2) 歐洲        (3) 阿拉伯國家 

(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    (5)亞洲及太平洋地區 

 

1．4 管理機構 

請寫明負責地質公園管理的團體或機構 

法律地位及機構名稱： 

所在街道或郵政信箱： 

所在城市和郵遞區號： 

所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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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傳真：                         

E-mail：                         

請提供所有函電寄交地址的主要聯繫人名字 

職務/姓名： 

所在機構名稱： 

所在街道或郵政信箱： 

所在城市和郵遞區號： 

所在國： 

電話：                         

傳真：                         

E-mail:                         

 

1．5 政府機關 

   請提供國家或政府機關負責地質公園專案的、有授權的行政管理聯繫人（一

個或多個）的姓名 

職務/姓名： 

所在機構名稱： 

所在街道或郵政信箱： 

所在城市和郵遞區號： 

所在國： 

電話：                         

傳真：                         

E-mail:                          

 

2、科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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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地質公園的地學意義  

(1) 經濟地質和採礦       (2)古生物   (3)工程地質             （4）岩相學 

（5）地球歷史             （6）沉積學   （7）地貌學          （8）土壤科學 

（9）冰川地質學           （10）地層學    （11）水文地質學           

（12）構造地質構造學 （13）礦物學    （14）火山學（15）其他 

2．2 地質公園的意義與其他價值  

除了其他地質特徵以外，該遺址或地區還是否包含如考古學、生態學和、或歷史、

文化價值？如果包含，請注明。 

本地質公園還具有下一方面的意義： 

（1）旅遊    （2）生物學  （3）當地歷史     （4）生態學 

（5）文化     （6）水文學  （7）地理學         （8）教學與研究 

（9）考古學         （10）特殊參考點或基準點  （11）人類學 

（12）受保護或瀕危物種（植物和動物）產地請具體說明：   

（13）其他 

                                     

2.3 附件：  

（1）地質公園位置圖         （2）幻燈片    

（3）地質公園區域綜合圖（1：100,000）    （4）航空照片 

（5）地質圖         （6）錄影帶    （7）地質剖面圖               （8）分析資料 

（9）照片             （10）文獻     （11）相應權威地學機構的陳述   

（12） 其他 

 

3、地質公園屬地分析  

3.1 地質公園屬地識別  

3.1.1 地質公園屬地描述 

請對地質公園版圖進行描述並指明其地理特徵（位置、規模、經緯度、氣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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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保護現狀  

請說明正在實施的或者計畫實施的保護情況以及在地質公園邊界內地質遺址保

護中所存在的特殊問題；請指出有關的法律文本、圖件、不同的法規等，並附上

每處遺址的圖件和照片等。 

3.2 科學特徵  

3.2.1 地質背景  

請介紹地質公園以及地質公園內每一處地質遺跡在全球範圍內的地質背景材料

（包括位置圖）。請簡要介紹有關地質環境、時代、岩性和形成歷史等方面的主

要材料，具體指出地質公園及其遺址所反映的不同地學學科。 

3.2.2 與地球遺產的關係  

地質公園及其遺址與地質遺產有何特殊關係？ 

3.2.3 潛在的威脅  

對地質遺址的威脅會造成該遺址全部或部分損失。請描述對地質遺址可能造成的

威脅（對遺址的洗劫、掠走化石、毀損建築物等等）；判斷這些威脅可能會演變

到何種程度；提出解決方案並推薦控制這些威脅的保護措施。 

3.2.4 附件  

請附上屬地的地質文獻目錄以及可以使人們加深對該屬地地質遺產重要性認識

的所有檔。 

 

3.3 區域性可持續發展  

為便於對申請的地質公園進行評審，必須就屬地的現狀以及為了可持續發展擬採

取的行動，提供完整的資料。 

 建議申請人在準備這些資料時，盡可能地按照下列提綱編寫和整理，首先是

搜集關於屬地的資料和資訊。（對地質公園詳細情況和不同方面瞭解的越多，申

請人就越容易獲得別人對屬地可持續發展的全面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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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上，通過與地質公園專案的不同合夥人密切合作，申請人

應總結出屬地特徵，並制定出屬地社會經濟發展的行動計畫。申請人應找出尚未

被充分認識其價值的地方資源、可能需要的並能最大限度地獲利于開發原動力的

社會部門和地理區段、以及開發方式必須優先解決的問題。 

 

3.3.1 搜集資料  

圖件 

－地質公園屬地地理圖 

－地質圖（主要地質遺址） 

－居民點分佈圖 

－遺產圖（包括地質遺產、文化遺產等） 

－現代生活設施圖（餐飲設施、賓館食宿設施等） 

－交通流量及屬地與周圍地區交通聯絡圖 

屬地一般資料 

－外觀 

－人口密度 

－已有的村落、城鎮 

－地理位置優缺點 

－歷史和文化特點 

－現有人口數量與發展趨勢 

－基礎設施與當地可利用的服務設施 

－環境優點和缺點 

－當地經濟的結構、組織和演變 

－地質公園屬地的就業市場演變 

－現存的社會問題 

－當地實體已計畫好的或者已在實施的開發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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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協會、工會等的活動和影響 

－屬地在經濟上的富裕程度與該國平均水準的對比分析 

－屬地的優勢 

－劣勢（開發的主要障礙、不利條件等） 

－尚未作充分評價的當地資源 

3.3.2 屬地鑒別分析（對 3.3.1 節的解釋）  

當地各主要經濟部門為開展各自的活動所選擇的統一方向是什麼？ 

開發工作中必須優先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可能需要的並能最大限度地得意于開發原動力的社會部門和地理區段是什麼？ 

有關地區和屬地許可權的機構特點是如何定義的？ 

近幾年中對屬地旅遊業的作用如何？如何重要？ 

對環境有何影響（通過對地質公園環境影響的評價）？ 

3.3.3 屬地行動計畫  

在本小節一開始，申請人就應描述一下設想的方案，也就是，他或她希望十

年後地質公園的屬地將變成什麼樣子。對未來的設想有助於確定長期目標。（通

過精心設想一些替代方案有助於進一步充實對未來的設想，而描述一下該屬地不

該變成什麼樣子也非常有用！）從這一點出發，就可以清楚地認識到，為實現這

一設想，應當做些什們工作。 

屬地行動計畫是一個戰略框架，在這個框架內可以確定基本的行動方向，也可以

確定實現上述設想的合適途徑。申請人應確定哪些行動是可行的，而且應牢記，

區域性開發應努力在經濟利益和環境保護之間維持平衡。 

為使整個項目取得成功，對於計畫採取的行動，應通過不同社會經濟部門和

地理區段之間的聯繫與協調，進行統一的研究和合作。 

 屬地行動計畫主要由下面幾部分構成： 

從現在起十年內對地質公園屬地進行的展望（設想方案） 

商業創新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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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屬地發展的既定戰略目標 

具體運作目標 

實施開發的方法，請指明： 

－可以利用的財力、人力、技術等資源 

－已經參加或者願意參加此項目的合夥人 

－活動時間表 

－預算，說明今後三年的投資額以及如何執行 

請附圖說明上述行動集中實施的優先地帶的位置 

 

4、代表主管機關的簽字  

4.1 管理機構 

由負責地質公園管理的機關簽字。 

茲此證明，負責地質公園的本機關有責任遵照本工作指南規定的目標，精心制訂

並貫徹實施相應的管理原則。 

全名：                                               

職務：                                               

位址（機構名稱、街道號碼、城市、電話、傳真、電子信箱）：                               

日期：                                    

簽名：                                                                

 

4.2 權威地學機構或者其他適當的機構 

由審批地質公園地學品質和意義的機構代表簽字。 

全名：                                                                            

職務：                                                                            

位址（機構名稱、街道號碼、城市、電話、傳真、電子信箱）：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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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名：                             

 

4.3 政府實體（政府的部，等等） 

本機構簽字特此確認，地質公園置於所屬國家的單獨管轄範圍之內。在不與國家

法律和規章相衝突的條件下如何保護其特殊的遺址或地區，是這個國家的責任。 

批准日期：                              

全名：                                                                            

職務：                                                                             

位址（機構名稱、街道號碼、城市、電話、傳真、電子信箱）： 

日期：                                    簽名：                     

 

4.4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家委員會 

由支援申請報告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家委員會”代表簽字。 

批准日期：                              

全名：                                                                                

職務：                                                                            

位址（機構名稱、街道號碼、城市、電話、傳真、電子信箱）： 

                                                                                        

日期：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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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地質公園潛力點的景點資源 

本研究以台灣北部海岸與澎湖為研究區，嘗試找出發展台灣地質公園潛力點

的資源與發展的可行性。本章節主要勢將北部海岸與澎湖的資源特性加以整理，

並探討其發展成地質公園的可能機會與挑戰。北部海岸及澎湖地區原有的自然景

觀與人文景觀，是具有一定資源價值與意義的。尤其是澎湖的特殊玄武岩地質、

北部海岸的地形景觀在世界上具有一席之地。這兩個區域不但有非常豐富的海洋

資源，也記錄了過去幾百年來人類活動的歷史。對台灣地區乃至於國際社會而言，

都是具有特殊意義的地方，要推動列入為地質公園，在資源本身，並沒有太大的

爭議。 

本研究在劃設未來地質公園的可能地點的核心區與緩衝區時，主要的依據是

兩萬五千五分之一的等高線地形圖。核心區主要是以主要的景觀點為主。建議核

心區的開發要非常審慎，避免開發，甚至要減少遊客量的衝擊的地區。緩衝區的

概念則是以將來可能可以作為建設的區塊。包括各項服務設施、停車空間、解說

設施等。 

由於澎湖地區有許多的地區是小島，並不容易區分核心區與緩衝區。因此劃

分的結果，有些可以很容易畫出核心區、緩衝區，有些只能畫出核心區。在北部

海岸部分，觀音山與金瓜石的基隆山部分，也有分區的困擾。因此本研究先依照

地形的特色，將初步成果展現，至於未來實際的經營管理範圍，應參考土地所有

權以及民意反映等問題，加上更多的行政同仁的討論後，加以修改，以避免更多

的爭端或不必要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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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部海岸地質公園景點資源 

 

北部海岸地質公園概述 

區域地質與構造而言，東北角地區包含雪山山脈地層、西部麓山帶新第三紀

之地層及其間之界限斷層，擠壓、褶皺及衝斷構造，形成東北角地區的地形沿東

北－西南向線形排列。另外本區存在著基隆火山群等火成岩體，礦化作用使得金

瓜石、九份地區蘊含著豐富之黃金礦產，火成岩體的出現代表本地區更新世以來，

受張裂應力作用，岩漿由裂隙貫入地層之產物。 

本區的鼻頭角及三貂角為突出於海面之岬角，以地層年代及岩層變質度來區

分東北角地區，可將其分成古第三紀地層輕度變質地層（雪山山脈地層）、變質過

渡帶（澳底地塊）及新第三紀未變質地層（西部麓山帶地層）三大區塊。分別以

龍洞斷層及屈尺斷層為界，龍洞斷層以北屬麓山帶地層，屈尺斷層以南為雪山山

脈地層，而介於屈尺斷層與龍洞斷層間之澳底地塊，為上述兩個地質區的變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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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帶。 

1. 雪山山脈地層 

由四稜砂岩、乾溝層、大桶山層及整合於其上之澳底層所構成。四稜砂岩主

要由厚層的白色粗粒之石英砂岩及石英質礫石組成；乾溝層與大桶山層則由暗灰

色硬頁岩夾薄層泥質砂岩所組成，代表大陸棚或大陸斜坡等較深海之沉積；澳底

層是由厚層砂岩、頁岩、砂頁岩薄互層組成，其上部並夾數層薄煤層，代表淺海

至濱海相之沉積，由於受到變質作用，所以岩層皆比一般同類之沉積岩來得堅硬。 

2. 麓山帶地層 

由中新世之木山層、大寮層、石底層、南港層、南莊層及桂竹林層所構成。

其中木山層、石底層及南莊層主要由厚層砂岩、砂頁互層、白砂岩及夾煤層所組

成，為濱海相沉積物；而大寮層、南港層、桂竹林層則由厚層泥質砂岩、厚層頁

岩所組成，並含多量海相化石，代表大陸棚淺海相沉積，這些中新世濱海相及淺

海相之地層間隔且循環出現，表示本區於此時期之地層，經歷多次海進海退之沉

積循環。 

3. 澳底地塊地層 

位於屈尺斷層與龍洞斷層之間的地區稱之為澳底板塊，地層上屬於麓山帶地

質區與雪山山脈地質區，前人研究將此區分成另一套地層，並做成此三區之地層

對比。就岩性及變質度而言，澳底板塊因受不同程度之造山運動擠壓應力而成為

連續漸變帶。 

整個北部海岸主要的景點包括如下： 

（一）觀音山景點資源 

觀音山地區位於台北都會區的西側，座落於五股、八里、林口三鄉界上，屬於大

屯火山群的一部份，是一中心噴發的複式火山，呈一孤立的山峰聳立在淡水河的

左岸。觀音山火山之活動，可能在頭嵙山期即已開始，盛行於更新世，而由火成

岩的岩性研究推測，本區的火山活動可能早於大屯山地區之火山活動，並持續到

蓬萊造山運動的末期。全區有十八連峰，主峰「硬漢嶺」則可觀台北盆地及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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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之風光。登頂遠眺海洋、海岸、河流、河口、山脈等自然美景盡收眼簾。觀音

山由火山爆發所噴出的熔岩、火山碎屑岩和火山灰，造成觀音山山形地勢獨特，

除了有科學研究及教育價值外，同時也是一項重要的景觀、遊憩資源，兼具有觀

賞、遊憩、歷史文化價值。 

觀音山的主峰硬漢嶺，海拔高度約 616 公尺，為昔日憲兵部隊在此地訓練硬

漢精神而得名。登山步道長約 2200 公尺，沿途設有椅凳以供休息之用。此地視野

遼闊，可遠望台北盆地及淡水河沿岸之風景。 

紅土剖面：觀音山受到高溫多雨的氣候影響，部分比較接近地表的安山岩已

經被風化成紅壤。在這個景點，則可藉由被挖開的山壁見到完整而清晰的紅土發

育剖面。 

觀音山侵入岩：岩體旁的凸出山壁，其實是被熔岩岩脈侵入抬升後形成的小

山頭。外部岩層中也可見到難得的洋蔥狀風化岩石與掉入沈積岩中的安山岩塊。 

林口礫石層：林口礫石層位於觀音山區旁，是由新莊斷層陷落後相對抬升的

古沖積扇。從這個景點，可藉由裸露的坡面觀察到林口台地礫石層的垂直剖面。 

觀音山地區可貴的是還間具有大坌坑與十三行等文化遺址，說明此區域在六

千多年來，就有了許多人類的活動。發掘的結果，更說明台灣與大陸的往來歷史，

絕不僅止於四百年。 

 

1. 觀音山地區的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1、登頂遠眺海洋、海岸、河流、河口、山脈等自然美景盡收眼簾。

2、熔岩、火山碎屑岩和火山灰，造成觀音山山形地勢獨特。 
3、福德宮內有一塊上方有著流動狀紋路的岩石，石頭上的紋路即為

熔岩流過的痕跡。在寺廟旁邊還有一大型的洋蔥狀剝落石塊，是比

較少見的一種岩石風化狀態。 
4、聖公媽亭前方有一巨石，石頭側面有著層狀的紋路。這個紋路同

樣是因為熔岩流冷凝後層狀疊置所造成。 
5、凌雲禪寺後方的山頭，是由火山噴發出的物質堆積形成的火山凝

灰岩，當地人稱此景為「大鵬展翅」。  
6. 廖添丁洞位在沈積岩區，是一規模較大的砂岩節理。洞旁還有一

野溪切穿地層而形成的峽谷。 
 
 

1、堀湖仙洞為觀音山半

山腰上一個由安山岩崩

落堆積所形成的洞窟，

洞內高低起伏，入內探

險不易。 
2、解說系統設施不足。

3、景觀設施分散，可加

強設施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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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機會) T(威脅) 

1、石材切割場為安山岩採回後進行切割的場所。這些被切開的安山

岩，可以拿來觀察安山岩中的各種礦物結晶。 
2、觀音山受到高溫多雨的氣候影響，可藉由被挖開的山壁見到完整

而清晰的紅土發育剖面。 
3、林口礫石層位於觀音山區旁，是由新莊斷層陷落後相對抬升的古

沖積扇。可藉由裸露的坡面觀察到林口台地礫石層的垂直剖面。 

1、位於新莊斷層附近。

 

2.地質特性 

重要性 一項重要的景觀、遊憩資源，兼具有觀賞、遊憩、考古、歷史文化價值。 

稀有性 屬於觀音火山群的一部份，是一中心噴發的複式火山。 

不可替代性 主峰「硬漢嶺」則可觀台北盆地及北海岸之風光，登頂遠眺海洋、海岸、河

流、河口、山脈等自然美景盡收眼簾。 

獨特性 熔岩、火山碎屑岩和火山灰，造成觀音山山形地勢獨特。 

脆弱性 特殊地景一旦被破壞，則需要好幾萬年的時間與地質背景才得以形成。 

 

3.地圖 

 

上圖取材於 Google Earth，由航照圖可看到觀音山的視野遼闊，北邊有許多住

宅，右側臨淡水河與淡水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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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取材自經建三版地形圖，由等高線可得知觀音山標高 816 公尺，觀音山風

景管理服務中心位於觀音山之南方，介於八里鄉與五股鄉之間。 

4.照片 

 

從空中觀賞觀音山，清楚可見山稜線及山坡地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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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淡水河右岸之觀音山，其山下有許多建地與開發，而在河口處也有挖子尾自

然保留區。 

 

（二）麟山鼻 

位於白沙灣海水浴場的麟山鼻，為北海岸延伸出的岬角之一，居於北海岸中

間位置的麟山鼻，是個伸入海岸的岬角，與富貴角遙遙相望，麟山鼻的地質景觀

及動植物生態非常豐富，包括有風稜石、沙岸、各種濱海植物、潮間帶生物及鳥

類。 

麟山鼻的地質和地形也獨具特色，在黑色的火山熔岩及風稜石及含鐵質沙丘

襯托下，植物景觀卻是十分豐富。 

1.麟山鼻的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1. 火山的遺跡，因此到處可見到火山岩層的地質特色。 

2. 地質景觀及動植物生態非常豐富。 

3. 設有自然步道及解說牌。 

4. 擁有黑色的火山熔岩及造型獨特的風稜石及含鐵質沙丘。

1.強勁的東北季風吹襲。 

2.夏日烈陽灸晒。 

O(機會) T(威脅) 

1.擁有的特殊地景，可以進行教學與觀光。 海蝕平台的受到人為的破壞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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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質特性 

重要性 火山的遺跡 

稀有性 黑色的火山熔岩及造型獨特的風稜石及含鐵質沙丘 

不可替代性 黑色的火山熔岩及風稜石非常特殊 

獨特性 造型獨特的風稜石及含鐵質沙丘 

脆弱性 特殊地景一旦被破壞，則需要好幾萬年的時間與地質背景才得以形成。 

 

3.地圖 

 

位於白沙灣海水浴場的麟山鼻，為北海岸延伸出的岬角之

一，與富貴角遙遙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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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照片 

 

從海上往麟山鼻陸地觀賞，可見其散佈海上的黑色熔岩，別有一番風味。 

 

黑色的火山熔岩及造型獨特的風稜石，是麟山鼻擁有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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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門 

石門鄉位居台灣之最北端，因有石門洞天然海蝕洞，故而有「石門」之稱號。

石門鄉位在大屯火山群約北麓，地勢由南向北逐漸降低，且呈階狀台地向海洋方

向緩降，整體形勢如同扇狀，在全台灣各鄉鎮中獨樹一格。 

石門洞為海蝕洞，或稱海蝕拱門，清朝已是淡北外八景之一，石門鄉的地名

亦由此而來。石門洞約有 10 公尺高。 

1.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1.具有天然海拱地形。 

2.具有火山地形與海岸地形。 

1.景點解說牌較少，整理與維護也需要加強。

O(機會) T(威脅) 

1.擁有的特殊地景，可以進行教學與觀光。 

2.河川呈放射狀切割地表，一山一溪，稜谷相

間井然有序的地形景觀。 

1.景點位於大馬路旁，進行校外教學時，需要

特別注意學童的安全。 

2. 停車場相對狹小、行人易與車爭道 

 

2.地質特性 

重要性 校外教學的重要景點之一。 

稀有性 臺灣少見可以實際接觸之天然海蝕洞。 

不可替代性 天然海蝕洞無法以人工來取代。 

獨特性 臺灣少見可以實際接觸之天然海拱地形。 

脆弱性 特殊地景一旦被破壞，則需要好幾萬年的時間與地質背景才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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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圖 

 

石門鄉位居台灣之最北端大屯火山群約北麓，背山面海，地勢由南向北逐漸降低，

且呈階狀台地向海洋方向緩降，因有石門洞天然海蝕洞，故而有「石門」之稱號。

4.照片 

 
從海上遠觀石門洞，可知此景點位於道路旁。海水持續侵蝕後留下凹凹凸凸的海

岸線，某些凸出的部分如海岬，仍受海浪拍打，沿著節理或脆弱深入侵蝕，由最

初形成的海蝕凹壁到最後穿透岩體，留下如拱門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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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洞約有 10 公尺高，頂上雖已長滿綠草，但細看之下，仍發現它是由一層層

岩層堆疊而成的，而且也可在洞頂發現許多奇形怪狀、頗富玩賞之趣的石頭。

 

（四）野柳 

野柳風景特定區位於萬里，為大屯山餘脈伸出海中長約 1700 公尺的岬角，具

有單面山、海蝕崖、海蝕洞、燭台石、蕈狀石、拱狀石等特殊地形景觀。 

1.野柳的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1. 擁有單面山、海蝕崖、海蝕洞等地形 

2. 各種嶙峋崢嶸的奇岩林立，鬼斧神工似的雕琢出

燭台石、蕈狀石、拱狀石等特殊地形景觀。 

3.海膽化石、生痕化石的保留完整。 

1.遊客常會越過警戒線，造成地景的破壞

及造成遊客生命安全的威脅。 

2. 女王頭等蕈狀岩，非常脆弱 

O(機會) T(威脅) 

1.擁有的特殊地景，可以進行教學與觀光。 1.週末遊客量大增，對特殊地景可能造成

破壞。 

2.地質特性 

重要性 校外教學的重要景點之一。地景多樣性，充滿形狀、線條、質地與顏色之美。

稀有性 是世界上少見的特殊地景集於一地。 

不可替代性 特殊地景無法以人工來取代。 

獨特性 燭台石、蕈狀石、拱狀石等特殊地形景觀，是世界上少見的地形景觀。 

脆弱性 特殊地景一旦被破壞，則需要好幾萬年的時間與地質背景才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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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圖 

 

從 Google Earth 空中看野柳，可明顯看出岬角的形狀，圖中藍色圓點為野

柳海洋公園。 

 

野柳風景特定區位於萬里，為大屯山餘脈伸出海中長約 1700 公尺的岬角。

從金山遠眺猶如欲潛入大海中的巨龜，故又稱「野柳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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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照片 

 

從海上看野柳岬十分壯觀，可看出其地層的傾斜方向，及單面山的型態。 

 
岩層抗蝕力的不同，遂形成各種嶙峋崢嶸的奇岩林立，雕琢出燭台石、蕈狀石、

拱狀石等特殊地形景觀。 

 

（五）和平島 

  和平島原名社寮島，是基隆港的門戶，早期原為凱達格蘭族的聚落。目前在

沿海部份地區設為海濱公園。終年受到東北季風吹襲以及海浪拍打侵蝕影響，造

成和平島的天然景觀奇特。和平島以海蝕平台、豆腐岩、蕈狀岩及海崖為最具代

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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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平島的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1. 擁有海蝕崖、海蝕洞等地形 

2. 具有各種海崖、蕈狀石、海蝕平台等特殊

地形景觀。 

3.海膽化石、生痕化石的保留完整。 

1.遊客常會越過警戒線，造成地景的破壞及造

成遊客生命安全的威脅。 

O(機會) T(威脅) 

1.擁有的特殊地景，可以進行教學與觀光。 1.週末遊客量，對特殊地景可能造成破壞。 

 

2.地質特性 

重要性 校外教學的重要景點之一。 

稀有性 和平島海岸屬於沉降海岸，許多奇岸怪石如豆腐岩景觀，景觀獨特。 

不可替代性 特殊地景無法以人工來取代。 

獨特性 和平島海濱公園內奇岩異石林立，海岸奇特的海蝕地形景觀，如海蝕平台、

豆腐岩、海蝕溝、海蝕崖、風化窗、萬人堆、千疊敷、海蝕洞、蕈狀岩、獅

頭岩、熊頭岩等。 

脆弱性 特殊地景一旦被破壞，則需要好幾萬年的時間與地質背景才得以形成。 

 

3.地圖 

 

和平島屬於基隆市中正區，位於基隆港北端、港口東側，目前已和台灣本島形成

『陸連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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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島距基隆市約 4 公里，佔地 66 公頃餘，和平島在清朝前期時稱『雞籠嶼』或

『大雞籠嶼』，是基隆最早有漢人入墾所在之一。 

4.照片 

 

萬人堆位於和平島北端的岩岸，因常年受海蝕風化而形成許多奇石，貌似浴池、

花瓣、梳妝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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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可見特殊的地形景觀，從和平島往下延伸。 

 

（六）金瓜石 

瑞芳鎮三面環山，一面臨海青山綠水，觀光資源雄厚，所以四、五十年代間，

曾為台北縣第二大鎮，金煤產量冠於全台，「金九」地區美稱「小香港」工商發達。

且金瓜石獲選為台灣十一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源於該地區特殊的地質礦床與礦

業人文景觀。金瓜石地區的地質地形相當獨特，侵入式石英安山岩帶來的熱水礦

化作用，使金瓜石地區成為台灣產金及銅密度最高的地方，堅硬岩石所形塑出特

殊的自然地景，礦石種類豐富, 可說是一座大自然的地質教室。 

 

1. 金瓜石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1. 上處三面環山、一面臨海，境內群山圍繞，觀光資源雄厚。 

2. 地質地形相當獨特,侵入式石英安山岩帶來的熱水礦化作用, 使金瓜

石地區成為台灣產金及銅密度最高的地方。 

4. 礦石種類豐富, 可說是一座大自然的地質教室。 

5.基隆山現設有登山階梯步道，金瓜石、九份兩聚落盡收眼底。 

6. 金瓜石為日據時期日人在台所規劃最完整的社區。 

道路狹小、彎曲、坡

陡，停車空間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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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機會) T(威脅) 

1.擁有的特殊地景，可以進行教學與觀光。 

2. 金瓜石獲選為台灣 12 個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源於該地區特殊的地

質礦床與礦業人文景觀。 

3. 經近一世紀的礦產工業歲月, 在當地留下許多值得珍藏的人文地景。

1.週末遊客量大

增，對特殊地景可能

造成破壞。 

 

2.地質特性 

重要性 金瓜石獲選為台灣 12 個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源於該地區特殊的地質礦床

與礦業人文景觀。 

稀有性 地質地形相當獨特,侵入式石英安山岩帶來的熱水礦化作用, 使金瓜石地區

成為台灣產金及銅密度最高的地方。 

不可替代性 經近一世紀的礦產工業歲月, 在當地留下許多值得珍藏的人文地景。 

獨特性 上處三面環山、一面臨海，境內群山圍繞，觀光資源雄厚。 

脆弱性 特殊地景一旦被破壞，則需要好幾萬年的時間與地質背景才得以形成。 

 

3.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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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瓜石位於瑞芳鎮之基隆河集水區中、上游，為基隆河主流流經地區。屬

於中央山脈最北緣的基隆丘陵及台灣東北角海岸。 

 

4.照片 

 
臨海青山綠水，觀光資源雄厚，金瓜石獲選為台灣 12 個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

源於該地區特殊的地質礦床與礦業人文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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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海的形成，一方面因淡水密度較海水為小，另一方面酸礦呈現懸浮狀，

兩者交界因而明顯，再加上海灣的沿岸流流速極慢，海水淨化過程緩慢，故

形成黃藍兩色陰陽海的明顯形象。 

 

（七）鼻頭角-龍洞 

鼻頭角正好位於東西向海岸及南北向海岸的交點，終年受到風浪的侵蝕，以

鼻頭角為分界點，鼻頭角以北的海域屬於東海，以南的海域屬於太平洋。在地質

構造上此地是一向東北海域延伸的向斜軸。鼻頭角露出的地層屬於新生代上新世

的砂、頁岩層，主要由桂竹林層二鬮段所組成，其生成年代約在三至七百萬年前。

岩性由淡青色厚層泥質砂岩、灰色或淡灰色粉砂岩、灰色厚層頁岩、以及砂岩頁

岩薄至中層互層所組成。 

鼻頭砂岩裡夾有頁岩層，由於頁岩受雨水侵蝕及風化的速度較快，因而形成

不穩定的邊坡或是深凹的海蝕凹壁。下部形成海蝕凹壁後，頁岩上部的砂岩遂被

懸空，因重力及風化作用，砂岩塊常沿著節理崩落，堆積坡腳。風化作用不斷進

行，使得海崖後退，形成海蝕平臺，鼻頭角海崖外，就有著寬廣的海蝕平臺，最

寬者可達 80 公尺，分上下兩段，上段高 4~6 公尺，下段高 2~3 公尺，兩者之內

緣均有海蝕凹發育。而在海蝕平臺內側高約 11 公尺的海崖中段另有底部高的公尺

的隆起海蝕凹壁，凹壁前方的隆起濱台己大半塌毀，僅於寬 1~2 公尺的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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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頭角地區具有相當多樣的地形景觀，不論是空間尺度較大的海崖、海階與

海蝕平臺，或是空間尺度上較小的蕈狀岩、偽層、豆腐岩等。 

龍洞整個是由北濱最古老、最堅硬的岩石「四稜砂岩」所構成。四稜砂岩主要的

成分是石英岩質砂岩和頁岩，在成岩作用時膠結良好，膠結物主要是二氧化矽，

有時含有少許氧化鐵成份。大小不一的卵石常呈條帶狀集中，海蝕門與海蝕崖均

甚雄偉，離水海蝕洞多達數十個，洞頂多在海拔 8 公尺以上，其中以龍洞規模最

大，該洞經海蝕已貫穿小岬成為典型之洞門，洞高 3.8 公尺，應為全台灣最高最

大的海蝕門。龍洞岬附近綿延約 1 公里的海岸岩壁，高度約 30 公尺至上百公尺不

等，為一天然的攀岩場地。 

 

1.鼻頭角─龍洞的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鼻頭角 

1. 鼻頭砂岩裡夾有頁岩層，由於頁岩受雨水侵蝕及風

化的速度較快，因而海蝕凹壁。 

2. 砂岩及頁岩中均富含各類化石，包括貝殼及有孔

蟲，經常集中而成化石帶，且保存良好。此層可能係在

大陸棚淺海環境下之沈積。 

3.鼻頭角的砂岩層中，常見堆積過程中形成的交錯層(又

稱偽層)，它們隱藏著古流水方向的證據。 

4. 貝殼化石或生痕化石，這些化石提供了古代生物演

進過程中的說明。 

龍洞 

1. 龍洞整個是由北濱最古老、最堅硬的岩石「四稜砂

岩」所構成。 

2.海蝕門與海蝕崖均甚雄偉，以龍洞規模最大，該洞經

海蝕已貫穿小岬成為典型之洞門，洞高 3.8 公尺，應為

全台灣最高最大的海蝕門。 

3.龍洞岬附近綿延約 1 公里的海岸岩壁，高度約 30 公

尺至上百公尺不等，為一天然的攀岩場地。 

4. 龍洞也可看到風化紋，造成的原因是雨水或海水沿

著岩石的破裂面，使得含有鐵質礦物的部分產生氧化作

用，結果便形成氧化鐵的帶狀花紋。 

5. 龍洞灣下可見到地壘與地塹的地形。 

鼻頭角 

1.景點解說排較少，整理與維護也需要加

強。 

2.海蝕凹壁上部的砂岩懸空，因重力及風

化作用，砂岩塊常沿著節理崩落，堆積

坡腳。 

龍洞 

1.斷層擦痕上石英的結晶產生，但近年來

因遊客的任意採取，石英幾乎已消失殆

盡。 

2. 九孔池，而後改建成游泳池，原本的

地質景觀都已經改建殆盡。 

3. 近幾年來饕客與潛客帶來大量的人造

垃圾，造成海生動植物大量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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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機會) T(威脅) 

鼻頭角 

1.擁有的特殊地景，可以進行教學與觀光。 

2.除海崖與海蝕平臺之外，岬角上亦有海階地形的發

育。 

3.斷層亦出現在鼻頭角，龍洞灣就是一個大斷層通過的

地方。 

龍洞 

1. 龍洞的岩層因為「斷層錯動」的緣故，形成很多小

斷層線與節理。 

鼻頭角 

1.因為它突出來的岬角，使得海水因潮汐

的流勢而有「涸流（退潮時的潮水）沖

山、南流（漲潮時的潮水）沖海」的現

象。 

2.鼻頭角正好位於東西向海岸及南北向

海岸的交點，終年受到風浪的侵蝕。 

3.海崖後退 

龍洞 

1.東北角地區波蝕極為強烈。 

 

2.地質特性 

重要性 校外教學的重要景點之一。 

 

稀有性 鼻頭角地區卻是同時擁有此三種地形景觀，加上區內小地形發達並具化石，

為其他地區所缺乏的。 

龍洞整個是由北濱最古老、最堅硬的岩石「四稜砂岩」所構成。 

不可替代性 鼻頭角地區具有相當多樣的地形景觀，不論是空間尺度較大的海崖、海階與

海蝕平臺，或是空間尺度上較小的蕈狀岩、偽層、豆腐岩等，其特色無法以

人工來取代。 

獨特性 雖然海階、海崖與海蝕平臺在東北角海岸風景區內為常見的地形景觀，但是

鼻頭角地區卻是同時擁有此三種地形景觀，加上區內小地形發達並具化石，

為其他地區所缺乏的，也是此區最具特色的地方。 

脆弱性 特殊地景一旦被破壞，則需要好幾萬年的時間與地質背景才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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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圖 

 
鼻頭角正好位於東西向海岸及南北向海岸的交點，終年受到風浪的侵蝕，以鼻頭

角為分界點，鼻頭角以北的海域屬於東海，以南的海域屬於太平洋。 

 
鼻頭角與龍洞岬是臺灣東北邊突出的岬角，而龍洞整個是由北濱最古老、最堅硬

的岩石「四稜砂岩」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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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照片 

 
從龍洞公園旁的西陵嚴寺（龍洞隧道旁），直接到達龍洞岬。從龍洞岬可以清楚

看到北部濱海最老的地層－四稜砂岩。 

 

鼻頭角海崖外，就有著寬廣的海蝕平臺，最寬者可達 80 公尺，分上下兩段，上

段高 4~6 公尺，下段高 2~3 公尺，兩者之內緣均有典型的海蝕凹發育。 

 

（八）三貂角-大里 

三貂角在台灣島上的地理位置具有特殊意義，它是雪山山脈極北端與海相連

的地方。匹亞南構造線是本島最重要的一條構造線，沿著礁溪海岸、蘭陽溪中上

游的河谷、梨山、霧社、一直延伸到玉山的東北方，幾乎將台灣本島從中央的部

分切成兩半。 

萊萊的位置在於台北縣貢寮鄉的東邊，海岸線非常平直，海蝕平台更是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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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好。我們在海蝕平台上到處可以看見發達的線形圖案，這是由於岩層傾斜，

受到波浪切割成海蝕平台之後，就會呈現一系列平行排列的線型圖案。 

北關在東北角沿岸中具備規模最大之單面山、豆腐岩、小海岬，有形勢最險

要的一座單面山，又有外形最整齊的豆腐岩，以及風小浪平的小海岬。此間特殊

之自然景觀。 

 

1.SWOT 分析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1. 三貂角在台灣島上的地理位置具有特殊意義，它是雪山山脈極北端與

海相連的地方，也是雪山山脈東側的邊界－匹亞南構造斷層線－離開本

島的地點。 

2. 萊萊鼻至洋寮鼻波蝕棚十分發達，寬度在 100 公尺左右，由比高數

十公分之單斜小起伏所組成。  

3.波蝕棚上有海蝕門，洞門頂部為離水波蝕棚面，海拔高約 6 公尺 

4. 萊萊鼻附近之萊萊村有寬廣的巨礫灘，巨礫長徑達 3-4 公尺，成次圓

蜂窩岩奇觀。 

5. 出現火成岩切穿地層豎立地面的岩脈，看起來很像一堵岩牆，在這裡

可以觀察火成岩侵入活動造成的景觀。 

6.燈塔而聞名，(建於民國 24 年)，是太平洋區的重要指標堪稱台灣的眼

睛。 

7. 萊萊的海蝕平台是一個天然的磯釣場，也是東北角釣場中的聖地。 

8. 北關在古時候被稱為「蘭陽之鎖」，是一個重要的交通樞紐，所以清

廷在西元 1819 年時在這裡設置關卡，一方面可以鎮守噶瑪蘭，另一方

面可以保護過往商旅的安全。 

9. 北關在東北角沿岸中具備規模最大之單面山、豆腐岩、小海岬，有形

勢最險要的一座單面山，又有外形最整齊的豆腐岩，以及風小浪平的小

海岬。 

1.景點解說排較

少，整理與維護也需

要加強。 

 

O(機會) T(威脅) 

1.擁有的特殊地景，可以進行教學與觀光。 

2. 位處台灣最東點，台灣最早可以看到太陽的地方，在此地觀看日昇是

最為壯觀。是第一座對外開放民眾參觀的燈塔。 

3. 九月後，東北季風襲來，三貂角以北因為風浪過大，安全性低，並不

適合垂釣，只有萊萊因為有三貂角做為屏障，而且黑潮使得水溫適中，

所以聚集了海底浮游生物，藻類生長良好，吸引魚群。 

1. 海岸之波浪營力

相當強烈。 



 80

2.地質特性 

重要性 1.三貂角在台灣島上的地理位置具有特殊意義，它是雪山山脈極北端與海相

連的地方，也是雪山山脈東側的邊界－匹亞南構造斷層線－離開本島的地

點。 

2.校外教學的重要景點之一。 

稀有性 海崖、海蝕平台、蕈岩的規模均具有特色。 

不可替代性 三貂角是台灣本島的最東岸，台灣最早可以看到太陽的地方，是太平洋區的

重要指標堪稱台灣的眼睛。 

獨特性 出現火成岩切穿地層豎立地面的岩脈，看起來很像一堵岩牆，在這裡可以觀

察火成岩侵入活動造成的景觀。 

脆弱性 特殊地景一旦被破壞，則需要好幾萬年的時間與地質背景才得以形成。 

 

3.地圖 

 

三貂角在台灣島上的地理位置具有特殊意義，它是雪山山脈極北端與海相連的地

方，也是雪山山脈東側的邊界－匹亞南構造斷層線－離開本島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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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貂角半島向東微北突出，其方向與地質構造線及地層走向一致。半島前端萊萊

鼻至洋寮鼻波蝕棚十分發達，寬度在 100 公尺左右，由比高數十公分之單斜小起

伏所組成。 

4.照片 

 

在海蝕平台上到處可以看見發達的線形圖案，這是由於岩層傾斜，受到波浪切割

成海蝕平台之後，就會呈現一系列平行排列的線型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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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貂角為臺灣本島最東邊的地方，圖上的三貂角燈塔更是引領討海人的方向的象

徵。 

 

（九）龜山島 

龜山島一名龜山嶼，位於宜蘭東方約十公里之海域，為孤懸於海中之火山島

嶼，外貌酷似浮龜而得名，屬宜蘭縣頭城鎮所轄。全島東西長三．三公里，南北

長一．七公里，面積只有二‧八五平方公里，海岸線長約十公里。 

龜山島因外形酷似烏龜而得名。主要由兩座火山體組成龜頭和龜甲，龜尾部

位是一片細長的沙洲，隨著潮水漲落，就像是烏龜擺尾。  

  龜山島在地體構造環境上位於沖繩海槽和琉球火山島弧的交會點上。沖繩海

槽位於亞洲大陸東緣，琉球島弧後方後方，為一狹長型的弧後盆地，是琉球島弧

弧後張裂作用在大陸岩石圈上所形成的弧後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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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龜山島的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1.龜山島在地體構造環境上位於沖繩海槽和琉球火山島弧的交會點上。

2. 龜山島東方約 50 到 100 公里的海域內，最少分布有六、七十座的海

底火山，座落於 1,300 公尺至 2,000 公尺的深海海床上，而龜山島是唯

一出露在海平面以上的一座火山。 

3.山頂上普遍都蘊藏著豐富的的熱泉和噴氣，有些噴泉可向上達 300－

400 公尺高，形成所謂的「黑煙囪」，和全世界深海中洋脊擴張中心附近

的景象相似，顯示在此地區的地殼底下還有活躍的岩漿活動。 

4. 龜山島地處黑潮暖流終年北流之通道上，因此本海域內的海洋生物非

常豐富，目前也是賞鯨豚的之名海域。 

5. 由於許多洄游性魚類往來洄游經過本海域，主要漁獲有旗魚、鯊、鯖、

鰹、飛魚等，使得本域亦為鏢、釣漁業之良好漁場。 

6. 龜首的硫磺礦藏量頗多，並由噴氣孔噴出大量的硫化氫和二氧化硫，

形成龜島磺煙。 

1.景點解說排較

少，整理與維護也需

要加強。 

2. 龜山島面積不

大，環境相對敏感，

無法容納太多遊客。

3. 海流作用非常旺

盛，海港設施容易被

海水破壞。  

O(機會) T(威脅) 

1. 龜山島所出露的火山岩產狀包括：(1)火山熔岩、(2)火山碎屑岩、(3)

火山灰落堆積物、(4)火山泥流、(5)熱水換質岩石。其中，以火山熔岩和

火山碎屑岩出露最多，以火山灰落堆積物次之。龜山島火山的噴發年代

相當年輕，還保持完整的火山地形，故從其地形和熔岩流分布，可研判

熔岩流的分布和上下關係。 

1. 地殼底下還有活

躍的岩漿活動。 

2.九二一地震時，龜

山島南岸也有大片

岩壁被震落到海底。

 

2.地質特性 

重要性 觀察火山地形的重要景點之一。海底火山作用的現場。 

稀有性 「台灣活動碰撞」的研究中，發現龜山島東方約 50 到 100 公里的海域內，

最少分布有六、七十座的海底火山，座落於 1,300 公尺至 2,000 公尺的深海

海床上，而龜山島是唯一出露在海平面以上的一座火山。 

不可替代性 龜山島在地體構造環境上位於沖繩海槽和琉球火山島弧的交會點上。 

宜蘭的地標。 

獨特性 龜山島東方約 50 到 100 公里的海域內，最少分布有六、七十座的海底火山，

座落於 1,300 公尺至 2,000 公尺的深海海床上，而龜山島是唯一出露在海平

面以上的一座火山。 

脆弱性 特殊地景一旦被破壞，則需要好幾萬年的時間與地質背景才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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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圖 

 

龜山島一名龜山嶼，位於宜蘭東方約十公里之海域，為孤懸於海中之火山島嶼，

屬宜蘭縣頭城鎮所轄。全島東西長三．三公里，南北長一．七公里，面積只有二‧

八五平方公里，海岸線長約十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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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照片 

 

由大里向東南看，其形最似烏龜，首朝東北，尾向西南。 

 

龜尾潭周圍延伸一公里至龜尾潭的「沙嘴」，會因為冬、夏季風向和海流的變化

而南北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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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澎湖地質公園概述 

（一）地理位置 

澎湖古稱『西瀛』、『澎海』、『平湖』，是取它位在台灣西側，四周海域波濤洶

湧，內海卻平靜如湖的意思。澎湖群島由 64 座大小不等的島嶼組成，其中有許多

無人居住的小島。其絕對位置在北緯 23 度 9 分到 47 分之間，東京 119 度 18 分

到的分之間。群島總面積 127 平方公里，以澎湖本島、白沙嶼、及西嶼（漁翁島）

三島最大。 

澎湖群島兩側與大陸、台灣相連的海域，平均深度不到 100 公尺，最淺的地

方在 60 公尺左右，向著台灣這一側的海底地形較為陡斜，向著大陸那一側的海底

地形較為平緩。此外，在澎湖群島南方的西吉嶼和東吉嶼之間，是水深 100 到 200

公尺間的澎湖水道，那裡的海底地形逐漸向南張開，深度也逐漸加深。它是中國

南海的最北段，也是自古以來航行困難的黑水溝的位置所在地，西南季風和黑潮

帶來的海流都使這裡波濤洶湧。 

 澎湖群島是由火山噴發湧出之熔岩流凝結而成，除花嶼外，其餘島嶼皆由玄 

武岩熔岩流組成，且因歷經數次不連續的噴發，其中夾有數層沈積岩層。 

玄武岩由基性岩漿噴發的熔岩流凝固而成，是分布最廣的基性細粒火山岩，

顏色有黑色、暗灰、褐色、或暗紅色。主要的組成礦物包括斜長石和輝石，也含

有少量黑雲母、角閃石和橄欖石。 

澎湖地區的火山活動應屬中新世早期到晚期之間，約於 1700 萬年至 800 萬

年前形成。從出露的地層中，可以讀出澎湖地區的地質史。此區地層整理如下： 

1) 花嶼群 

本群岩石僅分佈於花嶼，以中酸性之火山岩(包括安山岩以至石英二長斑岩)

及其火山角礫岩為主，且多已發生變質現象，是澎湖地區最古老的岩層，其原岩

年齡應大約在 9500 萬年至 5500 萬年之間，相當於白堊紀後期的時代。 

2) 通梁層 

此為澎湖之地下地層，居於海平面下 503-899 公尺之間，岩石以硬化粉砂岩



 87

與砂岩為主，可能為白堊紀至古新世的沈積層。 

3) 白沙層 

此層亦為地下岩層，位於海平面下 320-503 公尺處，與通梁層間為一不整合

面，岩石以泥質砂岩為主，含有有孔蟲化石及石灰岩，其年代可能為始新世至早

中新世之地層。 

4) 漁翁島層 

 此層為構成澎湖群島岩層之主體，佔有全度地層柱約 70%的厚度。分為 

上下兩段：下段為岩層隱伏在海面下的中新世地層，相當於深度 10-320 公尺的地

下岩層。此深度內有四層玄武岩，最下層之年齡約為 1700 萬年，是最早期的中新

世玄武岩質岩石。 

漁翁島層上段包含露出地表或接近海面以上的岩層，乃由玄武岩流與碎屑性

沈積岩交錯成層。其中玄武岩層代表火山熔岩流，最多可見三層(如西嶼漁翁島燈

塔至外圾一帶、風櫃半島青灣與風櫃東港間、虎井嶼西邊、七美嶼等地)，但在大

多數的地方僅可見一到二層。 

5) 東衛紅土層 

此層乃是玄武岩層頂部之岩石，在更新世特有的氣候溫濕環境下，經深度風

化發育而成。土層成棕紅色至黃棕色，厚度約數十公分至二公尺，在各島嶼均有

分佈，但以本島東衛至鼎灣與講美一帶最為發達。 

6) 小門嶼層 

本層主要出露於小門嶼西北部，包括下部之鐵質石英砂或細礫層，上部的殼

灰岩層。殼灰岩厚約數公尺，含有大量有孔蟲，伴雜著石英砂，有些地方含有貝

殼和珊瑚碎片，由鈣質膠結而成。 

7) 湖西層 

為一較疏軟之粉砂質泥層，顏色為灰褐色至黃褐色，厚約 2-8 公尺，下部泥

質砂岩中含有貝殼或生痕，此層見於馬公本島東北部湖西鄉灌溉井一帶低地中。

此外在七美頂隙和其他島嶼亦有黃土層堆積，厚約數十公分至二公尺，可能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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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新世時期的沈積，當地人稱之為「月世界」。 

8) 海潰堆積層與沖積層 

由風、海流、波浪等堆積於海潰的各種沈積物。 

（五）地形 

1.火山地形 

1) 方山地形與熔岩台地 

2) 柱狀玄武岩 

隨著地殼變動及海平面升降的變化，岩石受到各種風化與侵蝕作用，形成各

式各樣的特殊地景。 

3) 岩脈或侵入體 

岩脈是岩漿侵入周圍岩石的裂隙凝固而形成近於板狀直立的侵入岩體。澎湖

地區出露於地表的岩脈寬約 50 公分左右，長度則不一，最長的出露於北寮奎壁山

與赤嶼間的海蝕平台上，長約 300 公尺。 

4) 火口及近似火口的穹狀地 

澎湖地區的火山噴發多發生在海底，經長時間的侵蝕已很難找到真正的火口

地形。陳培源、林長興等在望安鄉金瓜仔與發現一近似火口的地形。另在桶盤嶼

西南方之海蝕平台上露出一似火山口之環狀構造，是一似火口的穹狀地。 

5) 球狀風化 

塊狀緻密的玄武岩常有柱狀節理與板狀裂理，垂直與水平的破裂面交會處容

易受到風化，使稜角消除而成球狀。桶盤嶼與虎井嶼可觀察到較大規模的球狀風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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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吉貝嶼 

吉貝嶼下部為覆蓋紅土的矽質玄武岩，上部覆蓋的則是距今約一千多萬年前

形成的玄武岩，這層紅土可能就代表澎湖地區最早火山活動止息以後，在區域北

側形成的古地形面遺跡。 

石滬是吉貝島環四周廣大珊瑚礁棚上最大的捕撈漁業建築，也是澎湖的特色。 

1.吉貝嶼的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1. 海岸地帶發育廣大的海蝕平台，孕育了海岸人們活動的場域，造就吉貝嶼

成為澎湖群島中石滬最發達的島嶼。 

2. 海灘上發育澎湖群島中最壯觀的灘岩，且由區域海流和海岸地形的影響，

也發育了最壯觀的沙嘴－汐尾（沙尾），汐尾沙嘴目前已經劃為保護區。 

3. 吉貝石滬漁業發達程度居全澎湖之冠，其重要性不僅止於經濟的，更隱涵

吉貝聚落社會關係連結的緊密與複雜。 

1.景點解說排

較少，整理與維

護也需要加強。

2.當地人口外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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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機會) T(威脅) 

1.擁有的特殊地景，可以進行教學與觀光。 

2.可觀察港灣、廟宇、聚落、菜宅、荒地和墳地的空間關係。 

3. 石滬是提供遊客認識玄武岩地質地形所產生的維繫社會經濟與文化關係

的漁業，對吉貝島的意義重大。 

4. 吉貝島今日所展現的石滬及菜宅、魚灶、灰窯等傳統產業建築，亦是認識

當地居民對於玄武岩地質地形及石材、珊瑚礁海棚石材的利用，並發展具有

地方特性的建築。 

1.冬季時，強勁

的東北季風拍

打侵蝕。 

2.地質特性 

重要性 海岸地帶發育廣大的海蝕平台，孕育了海岸人們活動的場域，造就吉貝嶼成

為澎湖群島中石滬最發達的島嶼。 

稀有性 是臺灣少見可以實際接觸之天然沙嘴。 

不可替代性 吉貝石滬漁業發達程度居全澎湖之冠，其重要性不僅止於經濟的，更隱涵吉

貝聚落社會關係連結的緊密與複雜。 

獨特性 海灘上發育澎湖群島中最壯觀的灘岩，且由區域海流和海岸地形的影響，也

發育了最壯觀的沙嘴－汐尾（沙尾），汐尾沙嘴目前已經劃為保護區。 

脆弱性 特殊地景一旦被破壞，則需要好幾萬年的時間與地質背景才得以形成。 

 

3.地圖 

 

吉貝南邊海灘上發育澎湖群島中最壯觀的灘岩，且由區域海流和海岸地形的

影響，也發育了最壯觀的沙嘴－汐尾（沙尾），汐尾沙嘴目前已經劃為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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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邊沙尾為著名的觀光景點，吉貝石滬漁業發達程度更是居全澎湖之冠， 

（二）小門嶼地質公園 

小門嶼的地層主要由兩層矽質玄武岩構成，下層年代約為距今一千四百萬年

前以上，上層為距今約一千萬年前。上層玄武岩頂面的高處則覆蓋貝殼質碎屑岩

和鐵質石英砂岩、次生紅土。地層分布特徵，顯示距今一千四百萬年前的早期火

山噴發後，本地區曾經沉入水中，沉積泥質與凝灰岩質含化石或生痕化石的沉積

層，然後在間隔大約四百萬年後發生後期火山活動，在後期火山活動停止後，本

地區再度沉入水中並受到侵蝕，使其頂面火山地形不復見， 

小門嶼最著名的地景就是海蝕拱門，因為外形酷似鯨魚，再加上許多傳說，

故被稱為鯨魚洞，本地所有的遊憩解說活動都以鯨魚洞為核心。 

1.小門嶼的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1.具有天然海蝕洞。 

2.澎湖地區矽質玄武岩和基性玄武岩同時期噴發特性的縮影。 

3. 小門嶼兩層玄武岩中間夾的是淺水相的泥質與凝灰岩質沉積

岩，其中泥岩中含有化石和生痕化石。 

4. 其當為一個地質公園的範圍之完整性及當地的管理經營的權屬

範圍相當明確。 

1.景點解說牌較少，整理

與維護也需要加強。 

2.當地人口外流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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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機會) T(威脅) 

1.擁有的特殊地景，可以進行教學與觀光。 

2. 本地所有的遊憩解說活動都以鯨魚洞為核心。 

3. 小門嶼自成一個完整的聚落生活空間。 

1.需減緩人為破壞，及在

附近地區進行遊憩活動的

危險性。 

 

2.地質特性 

重要性 地質館為校外教學的重要景點之一。 

稀有性 澎湖地區矽質玄武岩和基性玄武岩同時期噴發特性的縮影。 

不可替代性 小門嶼在空間規模與人口規模上均屬六個地質公園景觀點之最小者，單一聚

落（小門村）獨佔小門嶼使地質公園的核心範圍及可能的過渡範圍頗為明確。

獨特性 鯨魚洞是此處形狀極為特殊及富有神話特性的景點。 

脆弱性 特殊地景一旦被破壞，則需要好幾萬年的時間與地質背景才得以形成。 

3.地圖 

 
小門嶼滿潮時面積約為 0.5 平方公里，退潮時有 0.7 平方公里左右，是個地勢北

高南低的玄武岩方山台地，台地中間有小型向西南開口的山凹，東、西、北三面

均為玄武岩海崖，最高處在西北角海崖，高度約海拔 3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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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照片 

 

小門嶼最著名的地景就是海蝕拱門，因為外形酷似鯨魚，再加上許多傳說，故被

稱為鯨魚洞，本地所有的遊憩解說活動都以鯨魚洞為核心，一旁有地質館，更是

增添地質教學的品質。 

 
石敢當在此地為精神象徵，可以保佑當地居民豐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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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寮奎壁山赤嶼地質公園 

北寮奎壁山、赤嶼地區是澎湖之島狀或小丘分布於矽質玄武岩構成的島嶼。

奎壁山呈島狀的山丘和附近的基性玄武岩體，形成於距今約一千萬年前，由分布

於附近海蝕平台面上或赤嶼附近的岩脈，切穿底部的矽質玄武岩和上覆呈現紅色

的火山碎屑岩層、紅土和再積性紅土而噴發形成的。 

湖西鄉目前共有三個已劃定之保護區、保育區（錠鉤嶼玄武自然保留區、雞

善嶼自然保留區、及成功水庫水質水量保護區。 

特殊的海蝕、風蝕而造就了海蝕柱成群發育，海蝕溝與海蝕洞、海蝕柱排列

緊密，非常壯觀。 

 

1. 奎壁山、赤嶼的 SWOT 分析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1. 北寮奎壁山、赤嶼地區為以矽質玄武岩構成的島嶼。距今約

一千萬年前，矽質、基性玄武岩岩漿再度由岩脈、岩漿通道流

出，形成奎壁山、赤嶼、番仔石（基性玄武岩含有大量捕獲岩）

3. 登奎壁山遠望，展望良好，可眺望北方員貝、鳥嶼，東北方

雞善嶼、小白沙嶼，東方錠鉤嶼，東南方查坡嶼、查某嶼。 

4. 沙灘海岸前往番仔石海蝕平台，有許多富含大量橄欖石捕獲

岩的基性玄武岩。非常具有特色。 

1.景點解說排較少，整理與

維護也需要加強。 

2. 聚落位於奎壁山體避東

北季風側，壯觀的地質和地

形景觀發育於迎東北季風，

較易受強烈風浪作用的海岸

地帶。 

O(機會) T(威脅) 

1.擁有的特殊地景，可以進行教學與觀光。 

2.沿著奎壁山山腳的步道，有奎壁山基性玄武岩底部與火山碎屑

岩接觸面富含氣孔、壺穴等小地形，及番沙尾礁石廣大的海蝕

平台與沙洲地區，可觀察海蝕平台和沙洲。 

1.赤嶼岩漿通道，應設立告

示牌提醒遊客注意安全。 

2.聚落與港口避於奎壁山背

東北季風側，面對北側與東

北側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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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質特性 

重要性 校外教學的重要景點之一。 

稀有性 番沙尾的玄武岩含有大量的橄欖石，十分稀有。 

不可替代性 奎壁山地區聚落發展歷史或人類在附近地區活動的歷史應已相當久遠，即使

在赤嶼頂面，目前依然可以採集到清代。 

獨特性 自奎壁山往赤嶼的踏浪，是澎湖當地特殊的遊憩活動之一。 

脆弱性 特殊地景一旦被破壞，則需要好幾萬年的時間與地質背景才得以形成。 

 

3.地圖 

 

 
聚落位於奎壁山體避東北季風側，壯觀的地質和地形景觀發育於迎東北季

風，較易受強烈風浪作用的海岸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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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照片 

 

從奎壁山往赤嶼的踏浪步道，是本地十分受歡迎的景點。 

 

潮間帶到處可見可食用的海菜，為當地居民的生計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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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桶盤嶼 

桶盤嶼以蓮花台和柱狀玄武岩著名，岩層及年代特性則和小門嶼非常相似，

都是由兩層矽質玄武岩夾沉積岩構成的。海崖下部露出的矽質玄武岩形成於距今

約一千四百萬年前，構成方山頂面的矽質玄武岩形成於距今約一千萬年前，兩層

矽質玄武岩間，所夾的是淺水沉積的沉積岩。 

 

1.桶盤嶼的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1.桶盤嶼最著名的地景就是蓮花台和

粗大而造型特殊的柱狀玄武岩。 

2.在海蝕平台上形成似雨後春筍般的

小規模蕈狀岩群，或也可稱似筍狀岩

群。 

3.特殊地景可經由步道抵達，沿海崖步

行可以參觀海崖區和海蝕平台區的景

觀，尤其是蓮花台、蓮花台的核心和蓮

花台附近的海崖。 

1.景點解說排較少，整理與維護也需要加強。 

2. 島上夏季人口較多，不過也僅十餘人，冬季人數更

少，只有幾個老人家還會在島上居住。 

3. 目前小學更已經撤校，桶盤嶼藝術村的計畫大致上

也已經停止執行。 

4. 在旅遊季節，島嶼上沒有餐廳，也沒有旅館（只有

民宿，生意不佳），只有港邊有數家小賣店，販賣乾

漁貨、冷飲、小吃、紀念品給觀光客。觀光客多屬於

南海一日遊的旅客，少有專程前往遊覽的遊客。 

5. 目前為人所熟知的景觀只有『蓮花台』一處所致。

O(機會) T(威脅) 

1.擁有的特殊地景，可以進行教學與觀

光。 

2. 其以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著稱，桶

盤嶼主由玄武岩紋理分明的石柱組

成，其柱狀節理之盛居澎湖海域眾島嶼

之首。 

1. 海岸可見到崩塌的巨大石柱。 

2. 東部海岸屬於聚落後方，分布墳地，海岸受海浪侵

蝕嚴重，海岸步道已經被破壞殆盡。 

 

2. 地質特性 

重要性 適合觀賞潮間帶生物。 

稀有性 柱狀節理的玄武岩中還有許多孔隙，含有許多碳酸鈣的方解石等礦物。 

不可替代性 島嶼西南海蝕平台上的蓮花座、「貓公石」海崖以及潮間帶生態等。 

獨特性 桶盤嶼最著名的地景就是蓮花座和粗大而造型特殊的柱狀玄武岩。不同風化

程度的玄武岩。 

脆弱性 特殊地景一旦被破壞，則需要好幾萬年的時間與地質背景才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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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圖 

 

從 Google Earth 看桶盤嶼，很明顯可以看出其外型十分類似水桶，故命名為桶盤。

 

桶盤嶼以蓮花台和柱狀玄武岩著名，十分適合推展教學與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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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照片 

 

桶盤嶼寬廣的海蝕平台與柱狀玄武岩。 

 

桶盤嶼上著名的蓮花座，是一個海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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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望安島 

望安島有澎湖群島最早期的玄武岩，包括天台山含有矽質玄武岩捕獲岩的粗

粒玄武岩（微輝長岩），形成年代約距今一千五百萬年前。最老的粗粒玄武岩（微

輝長岩）分布於天台山，似形成於岩漿通道，有非常複雜的板狀節理，其中含有

非常多呈黑灰色的矽質玄武岩捕獲岩，是在尚未冷凝的狀況下相互穿透，形成非

常特殊的景觀。 

 

1. 望安島的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1. 望安島有澎湖群島最早期的玄武岩，最老的粗粒玄武

岩（微輝長岩）分布於天台山，似形成於岩漿通道。 

2. 天台山的的海崖、海蝕平台上還有數股岩漿構成的岩

脈，因為交界處並無燒烤痕跡，顯示它們是在尚未冷凝

的狀況下相互穿透，形成非常特殊的景觀。 

3. 望安自古有名的文石採集及文石雕刻技藝的傳承又

是另外一項凝聚地方認同、驕傲的來源。 

1.景點解說牌較少，整理與維護也需

要加強。 

2. 天台山地質景點整個正處於軍用

使用土地之上，它將考驗著地方政府

推動地質公園過程中土地取得、法源

支持的挑戰。 

O(機會) T(威脅) 

1.擁有的特殊地景，可以進行教學與觀光。 

2. 天台山位於望安島的西北側，目前已建有停車場、涼

亭、步道等相關設施。 

1. 綠蠵龜每年 4∼8月在望安島南邊

與西南邊海岸砂灘產卵的時間恰巧

與望安旅遊的旺季結合。 

 

2.地質特性 

重要性 天台山的的海崖、海蝕平台上還有數股岩漿構成的岩脈，因為交界處並無燒

烤痕跡，顯示它們是在尚未冷凝的狀況下相互穿透，形成非常特殊的景觀。

稀有性 綠蠵龜每年 4∼8 月在望安島南邊與西南邊海岸砂灘產卵。 

不可替代性 有歷史的望安有著中社（又稱花宅）其梳式建築群與地形地勢、風水、社會

關係等結合。 

獨特性 望安島有澎湖群島最早期的玄武岩。 

脆弱性 特殊地景一旦被破壞，則需要好幾萬年的時間與地質背景才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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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圖 

 

 

澎湖望安嶼主要以西洞尾，與天台山為景點，因此建議這兩區做為核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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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美島 

七美島地質公園預定地位於島嶼北面的西北灣、東北角的雙心石滬一帶，經

頂隙的小規模惡地分布區與附近海岸、小台灣、牛母坪海岸、到龍埕、大獅，再

延伸至下巷海岸、月鯉灣、望夫石、七美島燈塔與七美人塚附近。 

大約自東北部雙心石滬海岸到東部牛母坪海岸，海崖上可見代表自下而上層

依序的淺海相沉積層、凝灰岩質火山碎屑岩、玄武岩熔岩。 

推測大約在一千萬年前，位於七美島東岸中段區域附近的火山（口），可能在

水下的環境爆發，火成活動的過程中，海岸沉積作用同時持續進行，也有岩脈侵

入火山碎屑岩和沉積層中。 

 

1. 七美的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1. 玄武岩柱狀節理的種類多，各種形狀，均有特色。 

3. 角礫岩受海浪侵蝕，也形成表面具特殊線形和形狀海蝕平台。

4. 澎湖群島中最具特色的石滬 -雙心石滬。 

1.景點解說牌較少，整理

與維護也需要加強。 

2. 地點較為偏遠 

O(機會) T(威脅) 

1.擁有的特殊地景，可以進行教學與觀光。 

2. 可以經營成為度假的勝地。 

1. 雙心石滬的維修問題。

 

2.地質特性 

重要性 觀光的重要景點之一。 

稀有性 澎湖群島中最美和最精緻的石滬 -雙心石滬。 

不可替代性 熔岩與火山角礫岩接觸面具有超基性捕獲岩富集帶。 

獨特性 小台灣海蝕平台 

脆弱性 特殊地景一旦被破壞，則需要好幾萬年的時間與地質背景才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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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圖 

 

 

七美的主要景觀以沿海的地形為主，其中包含小臺灣及雙心石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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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照片 

 

七美島的雙心石滬，具有形、線、色、質之美。 

 

七美島上的小台灣地景，是一個海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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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員貝嶼簡介 

員貝嶼位在白沙嶼岐頭村東方、鳥嶼西南方鄰近澎澎灘。員貝嶼全島為丘陵

地形，因為形狀像是一扇貝覆蓋水面而得名，景觀相當優美且特殊。員貝嶼北海

岸玄武岩柱狀節理發達，其中以石筆、石硯最著名；員貝嶼東海岸有一塊扁形的

柱狀玄武岩，相當特別的是，玄武岩的表面如同百褶裙一般，有著許多褶痕。 

 

1. 圓貝的 SWOT 分析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1. 員貝嶼全島為丘陵地形，因為形狀像是一扇貝覆蓋水面而得名，景

觀相當優美且特殊。 

2. 員貝嶼北海岸玄武岩柱狀節理發達，其中以石筆、石硯最著名。 

3. 員貝嶼東海岸有一塊扁形的柱狀玄武岩，相當特別的是，玄武岩的

表面如同百褶裙一般，有著許多摺痕，相當具觀賞價值。  

1.主要地景適合由海

上觀看。 

O(機會) T(威脅) 

1.擁有的特殊地景，可以進行教學與觀光。 

2. 員貝嶼在大退潮時，會出現一條淺水步道，從草嶼至石敢當大約 4.6

公里的淺水步道可走到對岸的沙港村。 

1.踏浪路線可能造成

海底生態和珊瑚礁景

致的破壞。 

2. 步道設計不佳，建

議重新整理。 

 

2.地質特性 

重要性 玄武岩柱狀節理的地景獨樹一格。 

稀有性 員貝嶼東海岸有一塊扁形的柱狀玄武岩，相當特別的是，玄武岩的表面如同

百褶裙一般。 

不可替代性 員貝嶼全島為丘陵地形，因為形狀像是一扇貝覆蓋水面而得名。 

獨特性 員貝嶼北海岸玄武岩柱狀節理發達 

脆弱性 特殊地景一旦被破壞，則無法回復。 

 



 106

3.地圖 

 

 

員貝嶼全島為丘陵地形，因為形狀像是一扇貝覆蓋水面而得名，景觀相當優美且

特殊。 



 107

4.照片 

 

員貝嶼的柱狀節理。疑似火山口的位置，岩漿冷凝成特殊線條，極具景觀之美。

 

 

（八）花嶼 

花嶼位於馬公的西南方、望安島的西方，是澎湖群島最西邊的島嶼，全島的

岩石組成，以中性安山岩與酸性流紋岩為主(陳培源、張郇生，1995)。岩石裸露

的海崖，具不同岩脈交雜，展現出極度破碎、風化嚴重的獨特地質景觀。 

 

1.SWOT 分析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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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島的岩石組成，以中性安山岩與酸性流紋岩為主，有別於

澎湖群島其它各島嶼之基性玄武岩，特別是環島的東、西、北

三面地層、岩石裸露的海崖，具不同岩脈交雜，展現出極度破

碎、風化嚴重的獨特地質景觀。 

2. 花嶼植被主要由銀合歡灌叢及草生地所組成，在草生地方

面除小區域為舖地黍、白茅草地外，並無大面積外來草種分

布，仍保有較原生狀態。 

1.景點解說排較少，整理與維

護也需要加強。 

2. 澎湖群島最西邊的島嶼，交

通不易到達。 

O(機會) T(威脅) 

1.擁有的特殊地景，可以進行教學與觀光。 

 

1.踏浪路線可能造成海底生態

和珊瑚礁景致的破壞。 

 

2. 地質特性 

重要性 校外教學的重要景點之一。 

稀有性 岩層礫石風化裸露區的植被是花嶼最具特色的區域。 

不可替代性 以海崖峭壁處為生育地的全緣貫眾蕨族群，近似匍匐生長的裸花蒹蓬，點生

於岩層礫石風化裸露區，為全澎湖僅見。 

獨特性 岩石風化景觀非常獨特 

脆弱性 岩石差異風化明顯，許多差異風化地形，獨樹一格，但非常脆弱。 

 

3.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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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嶼是澎湖群島最西邊的島嶼，全島的岩石組成，以中性安山岩與酸性流紋岩為

主。 

4.照片 

 

花嶼的地景與玄武岩的柱狀節理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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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嶼的地景，獨樹一格且多樣，非常值得造訪。 

 

（九）東嶼坪嶼 

東嶼坪嶼是澎湖群島最年輕的島嶼，北岸岩脈分佈廣，甚至互

相截切成垂直狀，而在西岸與南岸的砂岩中，有貝類化石。由於附

近海域人為干擾較少，在東、西嶼坪間的海域有發育良好的裙礁地

形，各種燕鷗常利用附近利間、鐘仔、南鐵砧、頭巾嶼等處繁殖。  

東吉嶼旁邊的鋤頭嶼海崖地形雄偉獨特，擁有澎湖最深的海蝕洞

景觀。  

 

1.SWOT 分析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1. 東嶼坪嶼是澎湖群島最年輕的島嶼，北岸岩

脈分佈廣，甚至互相截切成垂直狀，而在西岸與

南岸的砂岩中，有貝類化石。  

2 .  由於附近海域人為干擾較少，在東、西嶼坪

間的海域有發育良好的裙礁地形，各種燕鷗常利

用附近利間、鐘仔、南鐵砧、頭巾嶼等處繁殖。

1.雖有少數人家，但人口外流嚴

重。 

2. 交通不便，不易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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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機會) T(威脅) 

1. 擁有的特殊地景。 

2. 提供當地一個發展的機會。 

 

1. 人口外流嚴重。 

2. 島嶼非常脆弱，部分地方有明

顯的海岸侵蝕問題。 

 

2. 地質特性 

重要性 東嶼坪嶼是澎湖群島最年輕的島嶼  

稀有性 山坡上菜宅的景觀獨特 

不可替代性 各種燕鷗常利用附近利間、鐘仔、南鐵砧、頭巾嶼等處繁殖。

獨特性 東、西嶼坪間的海域有發育良好的裙礁地形  

脆弱性 特殊地景一旦被破壞，則需要好幾萬年的時間與地質背景才得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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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圖 

 

 

東嶼坪嶼是澎湖群島最年輕的島嶼，北岸岩脈分佈廣，而在西岸與

南岸的砂岩中，有貝類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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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照片 

 

東嶼坪嶼的藻礁海岸 

 

 

（十）東吉嶼 

東、西吉兩島位於澎湖黑水溝附近，西吉嶼因交通不便，民國 67 年遷村後已

成為無人島，東吉嶼目前仍有居民居住，島的北岸有獨立的巨岩，東南方海面上

有海蝕柱，港口北方有含輝石偉晶的集塊岩海蝕平台等景觀，十分吸引人。附近

海域魚類資源豐富，常吸引釣客由台南直航東吉嶼垂釣，島上設置的氣象站，是

台灣重要的氣象站之一 

 

1. 東吉嶼的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1. 東吉嶼旁邊的鋤頭嶼海崖地形雄偉獨特，擁

有澎湖最深的海蝕洞景觀。。 

 

1.交通不易抵達。 

2. 人口外流嚴重。 

3. 海蝕地形，必須由海上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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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機會) T(威脅) 

1.擁有的特殊地景，可以進行教學與觀光。 

2. 如果以發展地質公園為導向，可能可以避免該地成為核

能廢料儲存場。 

 

1. 可能作為後端核廢料儲存場。

 

2. 地質特性 

重要性 東吉嶼燈塔造型特殊，顏色顯著，為討海人在海上指引方向。 

稀有性 海蝕地形，必須由海上觀看。 

不可替代性 港口北方有含輝石偉晶的集塊岩海蝕平台等景觀，十分吸引人。 

獨特性 東吉嶼旁邊的鋤頭嶼海崖地形雄偉獨特，擁有澎湖最深的海蝕

洞景觀。  

脆弱性 島非常小，生態非常敏感，無法容納大量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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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圖 

 

東吉嶼的北岸有獨立的巨岩，東南方海面上有海蝕柱，港口北方有含輝石偉晶的

集塊岩海蝕平台等景觀，十分吸引人。 

4.照片 

 
東吉嶼上的燈塔，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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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台灣地質公園的規劃策略 

一、推動地質公園的意義 

由前所述，可以瞭解推動地質公園的業務，是個世界的潮流。利用台灣多樣

的地質景點，做為地方永續發展的資源。藉著保育地方重要的地景，提供地方產

業的參與，都具有時代的意義。澎湖及北部海岸如果能爭取設立地質公園的設立，

並努力經營，使成為地方的驕傲，對全台灣而言，都具有一定的意義。 

這項工作不論是在地景保育的觀點或地方自治以及地方永續發展的策略中，

都可以寫下新的一頁。若中央政府單位及地方能朝著這樣的策略與努力方向，也

能一起激發地方維護這些特殊地景而努力的信心。 

問題主要是在如何去推動、誰去推動、如何去經營管理。還有推動地質公園

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地方的參與、認同與承諾。這個承諾包括要如何永續經營

以及如何替人類維護這些重要的景觀。 

 

二、地質公園工作的推動的重點方向 

    臺灣雖然不是聯合國的會員，目前無法將臺灣具有的特殊地形、地質景觀申

請做為 GEOPARK，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朝此理想努力，做好有關特殊地形、地質

景點的研究與教育推廣，或許未來哪一天水到渠成，我們的地景也有機會列入世

界上的 GEOPARK 名單。 

但是地質公園與地景的維護與保育，必須透過三管齊下，其一為政府相關法

令的制度與執行外，其二為相關的宣導與教育，其三為民間社團及國人的共同參

與，同時必須假以時日才能有些許的成果。因此未來地質公園的工作，還應朝向

下列幾個目標努力﹕ 

（一）積極參與國際活動。推動地質公園的國際交流，積極參與國際相關地質公

園組織，以獲取最新的相關資訊乃至於協助。 

（二）繼續編印相關宣導手冊、海報、摺頁與在相關媒體上宣導相關地景保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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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公園觀念。 

（三）相關法律中，納入地景保育及地質公園相關條文，同時明訂經營管理單位

與人才的權責。 

（四）提供中小學教師與社會大眾相關資訊。積極籌辦相關宣導活動，讓民眾瞭

解與支持地景保育與地質公園的工作。 

（五）就長期發展策略而言，地質公園的推動工作，應有社團參與，尤其應用社

區組織協助地質公園的推動工作。英國地方性的地景保育組織（RIGS 

GROUP ）應可以提供我們許多的借鏡。 

（六）人才庫的建立，尤其是管理人才之培養，使有關地質公園的研究、宣導和

教育能順利推動。 

（七）地方政府與民眾、相關團體的共識。 

（八）相關資源的調查、分析與整理。 

（九）相關資源的解說與經營管理。 

（十）相關地景保育、海洋資源、人文資源的解說資料、鄉土地理教育資料的整

理。 

（十一）相關國際會議的舉辦，讓國際社會瞭解台灣地質公園的資源所在。 

（十二）地質、地形資源的持續調查與整理，相關會議的持續辦理，讓此地成為

一個熱門的研究重點與研究區。 

（十三）相關國際會議的參與及發表。 

 

三、 權益關係人的參與 

權益關係人(stakeholder)」是指對一個規劃中或實施中的計畫有興趣和利益

訴求(interests)的個人、團體或機關(構)。 

    本計畫參考「太魯閣世界遺產潛力點評估計畫」中，權益關係人之界定方法，

將權益關係人以在地(local on-site)、非在地(non local or local off-site)、國家級

(national)與全球(global)的四個不同尺度區分；並以公部門(government)與私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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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government)來區分。本計畫即採用這兩類標準為分析架構，將權益關係人

區分為：在地公部門、在地私部門、非在地公部門、非在地私部門、國家級公部

門、國家級私部門、全球級公部門、全球級私部門八種。 

權益關係人在永續發展所涉及之生產、生活和生態的問題與行動對策，建立

溝通和分工合作的機制，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中一個好的諮詢委員會與論壇，是

必須建立的，做為地方的對話的基礎。要能順利推動地質公園業務，對地方的各

權益關係人的說明、宣導與教育，進而尋求共識，是必要的工作。就本案而言，

可以由所列表說明相關的權益關係人的關係。 

1. 北部海岸地質公園權益關係人 

與地質公園業務相關的單位與權益關係人，都是關係到未來業務的推展的關

鍵。透過北部海岸相關文獻之整理，本研究初步擬出的單位與權益關係人如下： 

 

 Local on-site Local off-site National Global 

公

部

門 

‧鄉鎮公所 
-台北縣瑞芳鎮 
-台北縣八里鄉 
-台北縣石門鄉 
-台北縣萬里鄉 
-台北縣貢寮鄉 
-基隆市中正區 
-宜蘭縣頭城鎮 
‧村里辦公室 

‧台北縣政府 
‧宜蘭縣政府 
‧基隆市政府 
-文化局 
-觀光旅遊局（北縣） 
-工商旅遊處（宜縣） 
-交通旅遊局（基市） 
-農業局、處 
-環境保護局 
-教育局、處 
-社會局、處 
-財政局、處 
-建設局、處 
-工務局、處 
-民政局、處 
‧台北縣議會 
‧宜蘭縣議會 
‧基隆市議會 

‧行政院 
-農委會 
-文建會 
-環保署 
-教育部 
-內政部 
-交通部 
--觀光局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 
---東北角暨宜蘭國家風景

區管理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經濟部礦務局 

‧各國觀光部門 
‧各國保育部門 
‧各國地質公園

相關部門 

私

部

門 

‧當地居民 
‧國小教師 
‧遊客 
‧管理者 
 
 

‧大學 
‧高中職 
‧國中 
‧社區發展協會 
‧文史工作室 
‧學者專家 

‧學者專家 
‧全國性社團 
‧ 

IUCN‧ 專家 
UNESCO‧ 專家

‧國際相關社團 
‧旅遊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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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澎湖地質公園權益關係人 

透過澎湖地質公園相關文獻之整理，初步擬出權益關係人如下： 

 Local on-site Local off-site National Global 

公

部

門 

‧鄉市公所 

-馬公市 

-湖西鄉 

-白沙鄉 

-西嶼鄉 

-望安鄉 

-七美鄉 

 

‧澎湖縣議會 

‧澎湖縣政府 

-文化局 

-旅遊局 

-農漁局 

-教育局 

-工務局 

-社會局 

-環保局 

‧行政院 

-農委會 

-文建會 

-環保署 

-教育部 

-內政部 

-交通部 

--觀光局 

---澎湖國家風景管理處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經濟部礦務局 

‧各國觀光部門 

‧各國保育部門 

‧各國地質公園

相關部門 

私

部

門 

‧當地居民 

‧國小教師 

‧遊客 

‧管理者 

 

‧大學-澎科大 

‧高中職 

‧國中 

‧澎湖縣野鳥協會 

‧澎湖縣自然學友學會 

‧社區發展協會 

‧文史工作室 

‧學者專家 

‧學者專家 

‧澎湖地質公園推動委員

會 

‧全國性社團 

IUCN‧ 專家 

UNESCO‧ 專家

‧國際相關社團

組織 

‧國際觀光旅遊

人士 

 

四、地質公園業務的推動規劃：中長程方案 

1. 地質公園的推動 

由前章的說明中，可以瞭解，如果沒有政治問題的困擾，世界地質公園的申

設過程中，各項權益關係人，都必須一同努力，才有可能申請成功列入世界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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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名錄。其中，政府的角色是最重要的一部份。如果把整個推動業務分類，基

本上可以分為幾個部份：申請前的準備、申請中與申請後。不同權益關係人（政

府、民間、學校與研究單位、產業）有不同的任務。 

就中、長程方案而言，在能夠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遞交世界地質公園申請書

之前，地質公園的資源調查、經營管理都應該進入準備的程序。本研究有以下的

建議： 

（一）成立諮詢委員會 

在預計發展成為地質公園潛力點，應該先成立相關諮詢委員會，提供各項技

術指導與支援。這個委員會可以分成兩類。一為國際的諮詢。其組成可以邀請 IUCN

的專家以及包括世界地質公園的評估委員、地質公園委員會辦公室、相關具有經

驗的國外學術界及政府相關部門、我國相關的部會與學術單位。另一為國內的諮

詢委員會，其組成主要是以學術調查單位、相關政府部門、相關權益關係人為主。 

目前世界地質公園網絡的委員會的評估委員有七位。其中一位來自北愛爾蘭

的 Dr. Patrick McKeever, 希臘的 Prpf. Dr. Nickolas Zouros, 中國的趙遜教授、馬

來西亞的 Prof. Ibrahim Komoo, 西班牙的 Mr. Guy Martini， 另外一位來自法國的 

Ms. Sylvie Giraud ，以及教科文組織的代表。這些委員審查相關國家提出的報

告，並決定是否同意列入世界地質公園名錄。這些委員也多積極參與世界地質公

園網絡與歐洲地質公園網絡。我國如果要積極參與世界地質公園的經營，取得這

些委員進一步的諮詢意見與協助，可能是必要的。 

 

（二）進行資源調查 

調查的過程，主要是就調查區的資源面，做整體的調查，並依照教科文組織

的申請表格加以評估。尤其著重於資源的重要性、稀有性、代表性、獨特性。就

我國的資源的調查、評估，瞭解資源特性與在國際、全國、區域的重要性，是非

常重要的一步。唯有瞭解地質、地景資源、生態資源、人文資源的特色，才能瞭

解當地可能可以列入的等級與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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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調查、登錄、分析與評估後，公共的參與，權益關係人的共識，都是邁

向地質公園必經之路。 

 

 
（三）確立綱要發展計畫 

    綱要發展計畫是整個地質公園計畫的依據與建設的指引。一個好的綱要發展

計畫，並能結合上位的國土計畫、區域發展計畫，以及縣市的發展計畫是必要的。

綱要發展計畫的確立，說明地質公園的發展方向與策略外，還說明經營管理的範

圍與限制對象。對開發的限制與引導，尤其是地方產業的配合，都是必須經過整

合。因此，綱要發展計畫協助發展地質公園的方向與建設的內容，非常重要。在

中長期發展過程中，不論台灣是否順利加入世界地質公園名錄，都是必須先確立

的。 

    有明確的綱要發展計畫，配合細部規劃與設計，可以促成我國地質公園的發

展，也促進觀光產業的推動。由於綱要發展計畫也會碰到遊憩承載量的問題，或

是離峰尖峰、淡旺季的遊客問題。在未來有關更進一步的綱要發展計畫中，應該

瞭解整個地質公園或國家風景區可能的最佳遊客承載量，並用以設計可能的服務

設施。因此，適當的引導遊客到訪的時間與從事遊憩活動的類型是必要的。 

（四）確立教育宣導計畫 

 在地質經營的經營管理中，教育、宣導的推動，尤其是地質公園提供的教育

功能、觀光旅遊人次的提倡等，都是教育宣導計畫必須納入的。地質公園計畫中，

非常重要的一環是教育宣導。教育的部份可以分為幾個部份，其中之一為當地居

民的教育與宣導，透過各種說明與觀摩、比較，讓居民瞭解地質公園的成立意義

與可以扮演的角色乃至於如何把地方產業納入地質公園的發展計畫。其次，一般

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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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資

源

登

錄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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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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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造訪者的解說教育，包括解說牌，解說手冊、書本、網頁資料、多媒體等，

以不同語言呈現給所有有興趣的造訪者。這其中不應該僅止於提供交通、住宿的

資訊，更要提供地質景點所能提供的知性、感性的教育功能。對學校的校外教學

而言，地質公園應該能提供適當的戶外教學所需的教學資源與活動空間。例如解

說中心、解說手冊、餐飲區、活動區、活動路線等等。另外校外教學的資源的提

供，尤其是解說手冊、不同程度的作業單的設計等，都是解說教育計畫必須兼顧

的內容。尤其是相關地景保育、海洋資源、人文資源的解說資料、鄉土地理教育

資料的整理。 

此外，相關網頁的製作與國際會議的舉辦，讓國際社會瞭解台灣地質公園的

資源所在，也是國際宣傳的一部份。教育宣導計畫包括了國際宣傳，也包括國內

有關地質公園規劃的宣傳，同時也必須針對地方居民的教育宣導，並行成一個中

央與地方共同的共識。一個沒有共識規劃，是不可能成功或順利發展的。 

 對國外的宣導計畫中，包括邀請國外訪客、重要人士來訪，到現場參觀。也

包括各種外文的解說手冊、折頁、書刊、論文的發表。尤其是透過專業的學術期

刊的發表與透過網頁資訊提供的管道，都是國際宣傳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對國內的教育宣導計畫中，應該是持續、長期的服務。提供所有地質公園的

資訊外，透過現場解說與校外教學的實施，慢慢讓當地的景點變成國民旅遊與校

外教學的重地。而相關地圖、網頁等資訊的提供，也是必須整理的。 

 對當地居民而言，如何獲得支持，是教育宣導的重要一環。如前所述，沒有

地方的支持的地質公園計畫，是不易成功的。 

（五）確立經營管理計畫 

經營管理計畫中，應該包括人員、房舍、管理的技術、景點的維護、管理方

式與機構乃至於經費的來源說明。年度計畫與短中長程計畫的確立，應該是經營

管理計畫必須包括的。 

在經營管理層次上，由於此次所規劃的範圍，主要是在觀光局國家風景區的

轄區，因此觀光局可以比較容易在業務上，持續的提供經營、管理乃至於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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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的任務。然而與地方政府（澎湖縣政府、台北縣政府、基隆市政府）的協調，

分工合作，尤其是在限制發展或開發地區的共識，必須要先確立。 

 就景點的公共設施方面，本研究建議仍然按照觀光局有關國家風景區的建設

方向進行。然而，對於具有特殊景點的區域的開發、管理爭議時，例如 2007 年七

月上旬發生大菓葉的噴漆事件，建議可以尋諮詢會議的方式，尋求專業的建議。 

 然而海岸地帶有許多未登錄地，這些土地的使用，建議依循著國家風景區範

圍內，依照過去的未登錄地處理慣例。國家風景區範圍外，建議縣市政府主管機

關，依權責處理。當遇到有關地質公園開發的事務時，能盡量避免對地景的破壞，

而以能永續利用為原則處理。 

 由於發展地質公園業務的前提是要能促進地方的永續發展。因此，對有關承

載量的限制、環境品質的確保、景點的安全性以及交通工具的提供的規劃，都是

經營管理計畫必須費心處。 

 

（六）確立權益關係人的支持與共識 

 由於地質公園的經營成敗，與地方密切相關。因此地方政府、非政府組織、

民間團體、學校、地方居民、商店等等，都是權益關係人。一個好的地質公園，

勢必需要所有權益關係人有一定的共識。這些權益關係人也必須透過一定的討

論，尋求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支持與協助，在相關法規的規範下，能夠發展具有地

方特色的地質公園。因此，在提報地質公園的申請之前，地方的共識與支持，是

必要的。如果沒有地方的支持的地質公園，非常可能陷入事倍功半，不易做好的

窘境。 

由於權益關係人包含範圍極廣，建議能盡量透過公共論壇的方式，提高居民

的參與，尤其是產業的開發，經濟收入的創造等協助，是比較能吸引居民支持的

方式。然而，不同權益關係人的權益、責任與所需盡的義務都不相同。在能永續

發展的前提下，建議能盡量讓所有的意見納入。但是終需要能有一致的共識，避

免陷入政治的漩渦，意識型態的抗爭。因此，建議中央與地方政府主管單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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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比較積極的方式協調，以尋求最大的共識與支持。 

地質公園的行銷與社區的共識有極大的相關性。由於社區的各個權益關係人

並不完全瞭解地質公園的意義與可能的發展與配合。因此未來的地質公園的經營

管理，地區的參與，應該是朝產業的發展去配合。如果能因為發展地質公園而讓

地方有更好的產業經濟發展，應該是大多數社區所樂見。然而，隨著遊客的增加，

對社區所帶來的負面的影響，包括垃圾、停車空間的擁塞、社區的安全、地方資

源的被不當使用、掠奪等等，都是必須由地方政府一起來協助地方，避免很好的

地質、地形景觀遭到破壞，地方反而失去永續利用的契機。 

 

（七）確立政府的角色與相關法規的配合 

 由於目前我國的相關法規，並未完全明確規範。然而各相關單位，可以本於

職權，盡量協調出主管的業務的結合，以免造成多頭馬車，重複資源浪費的情事。 

在提出世界地質公園的申請前，最後的階段需要地方與中央政府的認可與支

持，同時也需要相關法規的配合。這些相關法規與中央、地方政府的支持，都必

須形之於文件上，以確立政府的承諾以及經費的支援。這個部份是政府應該先協

調的。 

 

（八）確立申請文件的製作準備與資源評估報告的主管單位，並於審查階段，能

給予評估委員的接待與適當說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地質公園委員會通常會派

出一組不同領域的專家與委員會承辦人員前往申請地點考核，這階段的工作，也

必須先確認。 

 

（九）現有發展與建設狀況的檢討 

1. 中央與地方、民間都還沒有形成共識。除了主管機關外，地方的民意，可

能也還不瞭解地質公園設立的目的與可能發展的成果。此外，是否要發展賭場或

度假村等，都還有許多需要發展成共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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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相關法規的援引與執行，並沒有一個特定的法規。對有關是否執行地

質公園業務，解釋的空間較大。 

3. 現有的建設、解說、服務，大部分還不是為地質公園業務而準備。部分老

舊設施或閒置空間，或可以考慮以地質公園的發展為目的的經營方向。 

4. 海岸地帶尤其是離島地區常因為海風、海鹽的作用，而呈現許多損毀，同

時維修不易。這些問題也是未來海岸地帶經營時必須面對的。 

5. 現有要能達成地質公園評估委員會的要求的文件，都還有問題，並不完

整。必須有更多的研究、整理成圖書，乃至於整理成英文的資訊。 

6. 地質、地形資源的多樣性，究竟在世界佔有如何的角色，非常值得繼續探

討。目前現有的資料，非常貧乏。，不易形成很好的論述。 

 

五、地質公園推動的相關工作 

推動地質公園的準備工作，如下表列： 

（一）申請前的準備階段（目前對台灣而言，仍處於準備階段為主，本報告

也以此階段的工作項目為主） 

1. 中央各單位的相關工作： 

 交通部觀光局 行政院農委會 行政院文建會 其他單位 

資源

調查

與評

估 

著手申請地質公園的業務 

預算的編列 

分級舉辦研討會 

協調相關單位 

研究相關法規的適用性 

特殊地景的調查

與評估 

保育業務的執行

特殊文化資源

的調查與評估

相關資源調查工

作的配合 

 

經營

管理 

現有景點的設施改善 

現有景點的管理的改善（軟硬體）

相關法規的檢討與應用 

地景保育業務的

調查與宣導 

 

相關文化資源

的成果整理與

出版 

學校相關課程的

納入 

綱要

發展

計畫 

確立政策、檢討上位與下位計畫

與適宜性 

確定地質公園範圍 

確定相關土地權屬、土地利用、

相關法規與管理

的協調 

土地潛在災害評

估 

相關法規與管

理的協調 

相關法規與管理

的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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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宣導 

出版相關摺頁、書籍、多媒體、

地圖、海報 

宣揚地質公園的理念 

相關中英文網頁的建置 

相關教育宣導的

出版品 

相關的研討會 

相關的教育課程

相關中英文網頁

的建置 

相關教育宣導

的出版品 

相關的研討會

相關的教育課

程 

相關中英文網

頁的建置 

相關教育宣導的

出版品 

相關的研討會 

相關的教育課程 

相關中英文網頁

的建置 

2. 地方單位的相關工作： 

 

 

觀光局風景區管理處 縣市政府、鄉鎮公所 各級學校、研究單位 保育團體、地

方文史工作

室 

資源

調查

與評

估 

著手申請地質公園的

業務 

預算的編列 

舉辦研討會 

協調相關單位 

研究相關法規的適用

性 

舉辦說明會、公聽會 

參與提供景點與評估

地點的意見 

網頁資料彙整與更新 

調查景點特質並評估

資源的等級與意義 

舉辦研討會 

學術論文發表 

相關研究資料整理 

瞭解地質公

園的意義、可

能可以配合

的方向 

形成共識 

經營

管理 

現有景點的設施改善 

現有景點的管理的改

善（軟硬體） 

相關法規的檢討與應

用 

清潔維護 

禁止破壞事宜 

劃設核心區、緩衝區 

 

協助瞭解國外有關地

質公園的經營、管理的

不同成果 

計畫引進相

關產業 

瞭解政府的

政策與經營

管理的方向 

綱要

發展

計畫 

確立政策、檢討上位與

下位計畫與適宜性 

確定地質公園範圍 

確定相關土地權屬、土

地利用、土地潛在災害

評估 

確定地質公園範圍 

確定相關土地權屬、土

地利用、土地潛在災害

評估 

各項維修、管理計畫 

檢討上位與下位計畫 

協助整理綱要發展計

畫 

 

相關的配合

事宜 

教育

宣導 

出版相關摺頁、書籍、

多媒體、地圖、海報 

宣揚地質公園的理念 

宣揚地質公園的理念 舉辦學術會議 

宣揚地質公園的理念 

瞭解地質公

園的理念 

形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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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作業 

1. 申請作業各單位配合工作項目： 

 中央 地方 學校、研究單位 民間 

申請書整

理過程 

著手申請地質公園的業務 

相關評審作業的經費預算 

評估委員的訪問接待 

相關風景區的

經營管理 

調查景點特質並

評估資源的等級

與意義 

相關產業的配

合 

遞送申請

書 

由中央與地方簽署後申請 由中央與地方

簽署後申請 

景點的持續調查

與監測 

相關產業的配合 

接待評審

委員考核 

負責接待任務 協助接待 協助接待說明 配合產業的發展 

 

2. 短、中期內地方單位的相關工作項目（短期：1-3 年內，中期：4-6 年）： 

 

 

觀光局風景區管理處 縣市政府、鄉鎮公

所 

各級學校、研究單

位 

保育團體、地方文史

工作室 

資源

調查

評估 

著手申請地質公園的業

務 

預算的編列 

舉辦研討會 

協調相關單位 

研究相關法規的適用性 

舉辦說明會、公聽

會 

參與提供景點與

評估地點的意見 

網頁資料彙整與

更新 

調查景點特質並

評估資源的等級

與意義 

舉辦研討會 

學術論文發表 

相關研究資料整

理 

瞭解地質公園的意

義、可能可以配合的

方向 

形成共識 

經營

管理 

現有景點的設施改善 

現有景點的管理的改善

（軟硬體） 

相關法規的檢討與應用 

清潔維護 

禁止破壞事宜 

劃設核心區、緩衝

區 

協助瞭解國外有

關地質公園的經

營、管理的不同成

果 

計畫引進相關產業 

瞭解政府的政策與

經營管理的方向 

綱要

發展

計畫 

確立政策、檢討上位與下

位計畫與適宜性 

確定地質公園範圍 

確定相關土地權屬、土地

利用、土地潛在災害評估 

確定地質公園範

圍 

確定相關土地權

屬、土地利用、土

地潛在災害評估 

各項維修、管理計

畫 

檢討上位與下位

計畫 

協助整理綱要發

展計畫 

 

相關的配合事宜 

教育

宣導 

出版相關摺頁、書籍、多

媒體、地圖、海報 

宣揚地質公園的

理念 

舉辦學術會議 

宣揚地質公園的

瞭解地質公園的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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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地質公園的理念 

參與世界地質公園網絡 

理念 形成共識 

 

3. 長程的工作：  

 中央 地方 學校、研究單位 民間 

經營

管理 

地質公園的業務的推動 

相關經費的預算 

相關風景區的經

營管理 

持續發表論文、資源

調查、教育宣導、出

版 

相關產業的開

發 

教育

宣導 

網頁、摺頁、手冊、研討會、

活動 

網頁、摺頁、手

冊、研討會、活動

網頁、摺頁、手冊、

研討會、活動 

相關產業的配

合與宣傳 

國際

宣傳 

網頁、觀光推廣 執行推廣業務 相關論文發表、資料

整理與發表 

相關產業的配

合與宣傳 

 
（三） 經費預算估計：推動北部海岸與澎湖地質公園的各項相關計畫與經費

估算： 

1.（短期：1-3 年） 

 

 

觀光局、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縣市政府 各級學校、

研究單位等 

保育團體、地方

文史工作室等 

觀光局（150 萬/年） 

1. 著手申請地質公園的業務（50 萬/

年） 

2. 推廣地質公園說明、討論會（50

萬/年） 

3. 地質公園國際網絡計畫、邀訪計畫

（50 萬/年） 

4 籌備申請地質公園相關文件（50 萬

/年） 

資源

調查

與評

估 

各管理處（80 萬/年） 

1. 資源調查、整理與分析 

2. 設施改善計畫 

3. 經營管理發展計畫 

地質公園觀摩比較計畫 

基隆市政府、台

北縣政府、宜蘭

縣政府、澎湖縣

政府 

1. 舉辦說明

會、公聽會 

2.網頁資料彙整

與更新 

3. 舉辦相關活

動 

4. 地質公園觀

摩比較計畫 

 

 

1. 調查景

點特質並評

估資源的等

級與意義 

2. 舉辦國

內研討會 

3. 舉辦國

際研討會 

4. 學術論

文發表 

相關研究資

料整理 

1. 瞭解地質公

園的意義、可能

可以配合的方

向 

2. 形成共識 

經營

管理 

各管理處（500 萬/年）： 

1. 現有景點的設施改善 

1. 清潔維護 

 

1. 環境監

測、經營管

1. 計畫引進相

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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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有景點的管理的改善（軟硬體） 理成效評估

與預警 

綱要

發展

計畫 

觀光局（300 萬/3 年）： 

1. 政府部門間的協調、確立政策、檢

討上位與下位計畫與適宜性及相關土

地權屬、土地利用、土地潛在災害評

估 

2. 綱要發展計畫與風景區發展計畫

的檢討 

1. 確定地質公

園範圍、土地權

屬、土地利用、

土地潛在災害評

估 

2. 各項維修、管

理計畫（100 萬）

1. 協助整

理綱要發展

計畫與通盤

檢討 

 

1. 相關的配合

事宜 

教育

宣導 

各管理處 

出版相關摺頁、書籍、多媒體、地圖、

海報（100 萬/元） 

參與地質公園網絡會議（50 萬/年）

協同宣揚地質公

園的理念 

舉辦學術會

議 

宣揚地質公

園的理念 

促進地方與中

央形成共識 

 

2. 中、長程的工作（3-6 年、6-10 年）：  

 中央 地方 學校、研究單位 民間 

經營

管理 

地質公園的業務的推動 

相關經費的預算（200 萬/年）

相關風景區的經

營管理 

持續發表論文、資源

調查、教育宣導、出

版 

相關產業的開

發 

教育

宣導 

網頁、摺頁、手冊、研討會、

活動（200 萬/年） 

網頁、摺頁、手

冊、研討會、活

動 

網頁、摺頁、手冊、

研討會、活動 

相關產業的配

合與宣傳 

國際

宣傳 

網頁、觀光推廣（200 萬/年）

參與世界地質公園網絡、亞

太地區地質公園網絡並主辦

會議等（100 萬/年） 

執行推廣業務 

地質公園觀摩比

較計畫 

相關論文發表、資料

整理與發表 

相關產業的配

合與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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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優先處理順序 

 就現有發展的狀況而言，優先處理的地質公園預定地點，建議在北部海岸部

分優先以野柳以及鼻頭角─龍洞為優先處理地點。澎湖部分，則以桶盤與小門嶼

為優先處理設置地點。 

其次，在經費有限的狀況下，為有效結合人力、物力，使能在一般地質公園

中，能有許多的成果，同時也能提高風景區的品質，本研究建議有關地質公園的

業務，優先處理順序如下： 

1. 中央主管單位： 

觀光局 

（1）確立政策、檢討上位與下位計畫與適宜性、確定地質公園範圍 

（2）地質公園網絡計畫、邀訪計畫、參與世界地質公園會議 

（3） 

（4）著手申請地質公園的業務、籌備申請地質公園相關文件 

（5）出版相關摺頁、書籍、多媒體、地圖、海報、宣揚地質公園的理念 

 

觀光局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確定地質公園範圍與相關風景區的經營管理 

（2）確定相關土地權屬、土地利用、土地潛在災害評估 

（3）各項維修、管理計畫 

（4）推廣地質公園說明、討論會、相關中英文網頁的彙整、建置與更新 

（5）執行推廣業務網頁、摺頁、手冊、研討會、活動 

（6）參與提供景點與評估地點的意見 

 

2. 地方政府 

（1）確定地質公園範圍舉辦說明會、公聽會 

（2）參與提供景點與評估地點的意見 

（3）各項維修、管理、清潔維護 

（4）劃設核心區、緩衝區 

（5）網頁資料彙整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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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1.從 1999 年開始，世界地質公園的概念慢慢被接受至今，全世界只有還不到 60

個地質公園被列入世界地質公園名錄。也可以看出有關地質公園的議題，在世界

各國也剛起步。但是，從本研究可以看出，除了歐洲地區非常積極設置（目前歐

洲有 10 個國家擁有 32 個世界地質公園）外，亞洲地區的國家也都非常積極。除

了中國、馬來西亞外，日本、韓國甚至越南、菲律賓、印尼等國，也都非常積極。

這些國家甚至籌組亞太地區的地質公園網絡，希望與歐洲地質公園網絡，一起在

世界地質公園網絡架構下，一起成長。讓地質資源，變成一個永續發展的資源。

不但要發展觀光，也兼顧保育的課題。這是我們台灣應該要積極面對的地方。 

2. 由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地質公元計畫才八年的時間。對各國而言，地質公

園的概念與業務都還在摸索階段。如果台灣能在現有的基礎上，依據地質公園的

評審要求，發展出台灣特色的地質公園，包括很好的經營管理、解說教育等，應

該很容易被其他國家肯定的。即使現階段台灣不太可能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評鑑。台灣還是能趕上世界的潮流。不但能著重保育，也能發展觀光，更能使這

些地方能朝永續發展邁進。 

3. 現階段而言，要參與世界地質公園網絡的活動，台灣是被歡迎的。因為目前參

與的國家比較少，如果世界地質公園網絡閉門造車，對地質公園概念的推動，並

不利。因此此時是台灣非常好的切入點。建議政府的觀光、保育、地質相關單位，

應該攜手一起為台灣的地質資源、觀光資源、保育資源努力。這樣的努力，不管

是對挑戰 2008、綠色矽島還是觀光客倍增計畫而言，都應該是正面的政策。 

4. 推動地質公園業務，以趕上世界潮流的看法，是可以被政府部門接受。則雖然

目前現階段可以由上述的法規處理，然而要能長遠發展地質公園業務，建議應該

先確立主管或協調單位。因為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要求，所有提送的文件，都

必須有地方、中央政府與國家法律的配合。較可行的方式，還是朝修法的方式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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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於地質公園的概念並沒有被大多數的國人所瞭解，因此未來相關概念的宣

導，是必要的。包括觀光局的領隊、導遊訓練課程的納入，都是可行的方式。 

6. 就本研究的兩個潛力點而言，在景觀的多樣性、脆弱性、重要性都是值得肯定

的。生態上具有一定的多樣性，人文歷史也有一定的意義與代表性。要推動成為

地質公園，並沒有太大疑問。現階段可採行的策略建議可以更積極的經營管理。

尤其此兩個地區，都是觀光局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所轄範圍。而澎湖縣政府的地

方支持，更是有形與無形的助力。本報告提出了幾個工作項目，或可考慮分年執

行。 

7. 目前初步完成地質公園的景點選取。以兩萬五千分之一的地形圖，劃定北部海

岸與澎湖地質公園之景點所在。並初步完成現有澎湖及北部海岸地質公園基礎資

料收集，包括地理背景以及現有資源等資料。 

8. 本研究也收集整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申請設置地質公園規範，並以中文方

式加以說明。未來可依據發展觀光條例、文資法及相關法令規範擬定策略方案，

訂定推動澎湖及北部海岸申請設置世界地質公園策略。相關分年執行計畫（含全

國相關機關、學校、學會、社團、社區之分年推動工作項目及經費），以作為將來

在執行上的依據，也已在本報告中整理出來。 

9. 有關中長程方案，本報告在在第五章中，也提出了些看法與檢討，未來，或可

以在現有的基礎上，朝著綱要發展計畫、經營管理計畫、教育宣導計畫與資源調

查計畫，繼續把北部海岸與澎湖海岸的各種資料準備好，以使來日能順利列入世

界地質公園名錄。 

10.建議透過 IUCN 申請。 

11.各縣市應有不同策略及規劃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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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相關參考資料的建置 

中文部分 

王鑫 (1986)，東北角地形化石景觀簡介，臺北：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海岸風景

特定區管理處，39-88。 

王鑫、馮治華 (1991)，澎湖的地形景觀，交通部觀光局。 

王鑫(2002)，從世界遺產到地質公園，台北：大地地理雜誌，166 期。 

王鑫、李光中(2002)，推動設置「地質公園」計劃說明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

託，台大地環境資源學系執行。 

王鑫(2003)，地質公園之設置及推動（上），地景保育通訊（19） 

王鑫(2004)，地質公園之設置及推動（下），地景保育通訊（20） 

王鑫(200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地質公園計畫與作業方針，地景保育通訊（20） 

王鑫、李光中(2005)，太魯閣世界遺產潛力點評估計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中國地理學會(2002)，北海岸及觀音山地質地形自然景觀調查，交通部觀光局。 

中國的地質公園近況(2006），地景保育手冊：附錄六，中國地理學會。 

世界地質公園通訊(2005），第一期，世界地質公園工作指南（2004 年 1 月） 

世界地質公園網路-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支援的地質公園網路工作指南，四川省

地質公園與地質遺跡調查評價中心 

地景保育及劃設地質公園的發展方向(2006），地景保育手冊：附錄一，中國地理

學會。 

地景保育手冊(2006)：附錄一：地景保育及劃設地質公園的發展方向 

地景保育手冊(2006)：附錄五：世界地質公園建設宗旨 

地景保育手冊(2006)：附錄六：中國的地質公園近況 

世界地質公園建設宗旨(2006)，地景保育手冊：附錄五，中國地理學會。 

世界地質公園工作指南(2005），世界地質公園通訊：第二期。 

世界地質公園工作指南(2004)，世界地質公園通訊 2004 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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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堅(2000），國民旅遊業書—澎湖的地形景觀。 

李玉輝(2006)，地質公園研究，商務印書館。 

李光中、王鑫、張蘇芝、林雅庭(2005)，建立社區參與論壇以發展生態旅遊之研

究-以太魯閣國家公園大同和大禮地區為例，花蓮地景保育研討會論文。 

東北角海岸風景管理處編(2004)，東北角之美，臺北縣貢寮鄉：交通部觀光局東

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吳勝明(2005），中國地書:中國 21 個國家地質公園全記錄，山東畫報，濟南市。 

林長興(1997)，澎湖玄武岩地質保育解說手冊，澎湖縣政府。 

林長興(2003)，設置澎湖玄武岩地質公園初探，澎湖研究第三屆學術研討會－玄

武岩與澎湖文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林長興等(1991)，台灣省鄉土資源教材參考資料－澎湖群島之地質與地形，台灣

省政府教育廳。 

姜建軍、趙遜、陳安澤(2006)，旅遊地學與地質公園建設──旅遊地學文論文集

第十二集，中國地質學會旅遊地學與國家地質公園研究分會。 

許民陽(1988)，台灣海階之地形學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博士論

文，18-48。 

許珊瑜(2002)，歐洲地質公園(European Geopark)，地景保育通訊：17 

許珊瑜(2004)，金瓜石地質公園　念規劃之　究，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　

究所。 

許紅根、汪隆武等(2003)，浙江常山國家地質公園科學旅遊指南，浙江常山國家

地質公園委員會。 

高雄市台灣地理學會(2005)，澎湖地區地質公園整體規劃與推動-各景點基礎調

查及先期規劃期末報告。 

馬長信，項新葵(2004)，中國國家地質公園--廬山，中國地圖出版社，中華地圖

學社。 

陳文山(2001)，東北角地質地形解說手冊，臺北縣貢寮鄉：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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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陳孝昭(2005)，泰寧神韻：世界地質公園。 

陳培源、張郇生(1995)，澎湖群島地質與地史，澎湖縣文化中心。 

郭金龍(1992)，澎湖自然文化景觀調查，行政院農委會。 

郭金龍(2003)，澎湖玄武岩的地景，澎湖研究第三屆學術研討會－玄武岩與澎湖

文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郭城孟(1996)，龜山島的植物相，宜蘭文獻雜誌，19:39-53。 

國土資源部地質環境司(2003)，走進國家地質公園（二），中國大地出版社。 

遊顯德(1993)，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人文資源調查，臺北市：交通部觀光局。 

曹恕中(1996)，澎湖玄武岩調查，中央地質調查所年報，52-53。 

曹恕中等(1999)，臺灣地質圖-澎湖群島，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黃蔭華、陳思翰(2001)，東北角人文之美，臺北縣貢寮鄉：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

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黃鑑水、劉恆吉 (1988)，台灣地質圖說明書圖幅第五號雙溪，臺北：經濟部中

央地質調查所，4-33。 

開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07)，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範圍延伸至宜蘭縣濱

海地區資源說明書，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楊國禎、蕭志榮、黃國揚(2004)，澎湖花嶼的植物概況，生態台灣（3） 

趙遜，姜建軍，董樹文，李明路，趙汀編（2004），第一屆世界地質公園大會論

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oparks），

Geological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China.  

趙遜，張晶，張燕如，張業成，趙汀(2005)，地球檔案--國家地質公園之旅，中

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趙信甫(2004)，地質公園的評鑑與認證，地景保育通訊（19）。 

劉淑玲(2003)，澎湖縣玄武岩保育與地質公園發展之研究，澎湖縣農漁局。 

劉淑玲(2004)，澎湖縣玄武岩保育與地質公園發展之探討，地景保育通訊，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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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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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2007),Global Geoparks Network-Guideline and Criteria for National 

Geoparks seeking UNESCO’s assistance to join the Global Geoparks 

Network,UNESCO. 

Ecological and Earth Science in UNESCO (2006)，Global Geopark Network 

網路資源： 

CTIN 台灣旅遊聯盟-旅遊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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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與東北角地質景觀之旅-地質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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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神秘島嶼-龜山島 

http://www.ilantravel.com.tw/turtle/index.htm# 

澎湖縣貓嶼海鳥保護區

http://study.nmmba.gov.tw/upload/Resource/conserv0040.htm 

基隆觀光旅遊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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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旅遊聯盟 

http://travel.network.com.tw/tourguide/point/showpage/1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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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 2007 年地質公園名錄 

Countries Geoparks 
Global Geoparks 

Network

AUSTRIA            

奧地利 
Eisenwurzen       艾森武爾瑾 2004/02/13/

  Kamptal               坎普禾 2004/02/13/

BRAZIL              

巴西  
Araripe             阿拉里皮 2006/09/18/

CHINA              

中國 
Danxiashan     丹霞山（廣東） 2004/02/13/ 

  Huangshan        黃山（安徽） 2004/02/13/

  Lushan           廬山（江西） 2004/02/13/

  Shilin           石林（雲南） 2004/02/13/

  Songshan         嵩山（河南） 2004/02/13/

  Wudalianchi 五大連池（黑龍江） 2004/02/13/

  Yuntaishan     雲臺山（河南） 2004/02/13/

  Zhangjiajie    張家界（湖南） 2004/02/13/

  Hexingten  克什克騰（內蒙古） 2005/02/11/

  Taining          泰寧（福建） 2005/02/11/

  Xingwen          興文（四川） 2005/02/11/

  Yandangshan    雁蕩山（浙江） 2005/02/11/

  Fangshan   房山（河北、北京） 2006/09/18/

  Funiushan      伏牛山（河南） 2006/09/18/

  Jingpohu     鏡泊湖（黑龍江） 2006/09/18/

  Leiqiong         雷瓊（海南） 2006/09/18/

  Taishan          泰山（山東） 2006/09/18/

  Wangwushan   王屋山（（河南） 2006/09/18/

CROATIA         

克羅埃西亞 

Papuk Geopark  帕普克地質公園

 
2007/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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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ECH  REPUBLIC   

捷克 
Bohemian Paradise    波西米亞 2005/02/11/

FRANCE              

法國 

Haute Provence           普羅

旺斯高地 
2004/02/13/

  Luberon               呂貝龍 2005/02/11/

GERMANY             

德國 

Bergstrasse-Odenwald    貝爾

吉斯-奧登瓦爾德山 
2004/02/13/

  Terra Vita          特拉維塔 2004/02/13/

  Vulkaneifel       埃菲爾山脈 2004/02/13/

  
Harz Braunschweiger     布郎

斯韋爾 
2005/02/11/

  Mecklenburg     麥克蘭堡冰川 2005/02/11/

  Swabian Albs    施維比阿爾比 2005/02/11/

GREECE              

希臘 
Lesvos      萊斯沃斯石化森林 2004/02/13/

 Psiloritis        普賽羅芮特 2004/02/13/

IRAN 伊朗 Qeshm Island        喀什姆島 2006/09/18/

IRELAND            

愛爾蘭 
Copper Coast        科佩海岸 2004/02/13/

ITALY               

義大利 
Madonie               馬東尼 2004/02/13/

  Parco del Beigua  貝瓜帕爾科 2005/02/11/

  
Geological and Mining Park of 

Sardinia              薩丁島
2007/06/01/

MALAYSIA         

馬來西亞 
Langkawi Geopark      蘭卡威 2007/06/01/

NORWAY             

挪威  
Gea-Norvegica           赫阿 2006/09/18/

PORTUGAL          

葡萄牙 
Naturtejo            納圖特喬 2006/09/18/

ROMANIA          

羅馬尼亞 
Hateg Country         哈采格 2005/02/11/

SPAIN              

西班牙  
Maestrazgo          馬埃斯特 2004/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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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bo de Gata   卡沃-得加塔山 2006/09/18/

  Sobrarbe            索夫拉韋 2006/09/18/

  Subeticas         蘇伯提卡斯 2006/09/18/

UNITED KINGDOM   英

國 

Abberley ＆ Malvern Hills     

阿伯雷與莫爾文山 
2004/02/13/

   
Marble Arch & Cuilcagh       

大理石拱形洞 
2004/02/13/

  North Pennines      北奔寧山 2004/02/13/

  Forest Fawr     威爾士大森林 2005/02/11/

  
North West Highlands         

蘇格蘭西北高地 
2005/02/11/

  Lochaber Geopark      洛哈伯 2007/06/01/

  English Riviera     裏維耶拉 2007/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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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以下以福建泰寧地質公園申報世界地質公園為例，論述其如何凸顯當地的特

色，進而申請世界地質公園（曾祥輝，泰寧縣人民政府縣長）： 

泰寧地質公園福建省第一個世界地質公園，成為繼武夷山“雙世遺”之后又一

枚世界級品牌，泰寧歷史從此翻開了新的篇章。 

（一）、泰寧自然景觀奇秀，自古“山川之氣，特為奇秀”，諸峰峻峭，徹地

玲瓏，奇勝武夷，有千姿百態的丹霞地貌與浩瀚湖水完美結合的百裡金湖，有“閩

中雄嶠”的福建境內第一尖峰金鐃山，連古人都慨嘆︰“怪石都從天上生，活如神

鬼伴人行，海之內外佳山水，到此難容再作聲”。泰寧生態優美，景區森林覆蓋

率高達 95%以上，堪稱“天然氧吧”；物種繁多，國家一、二級保護植物達 100

余種，地帶性植被依次分佈著常綠闊葉林、針闊葉混交林、常綠針葉林、中山矮

曲林、中山草甸五個垂直帶譜，在我國東南大陸乃至中亞熱帶均具有典型性和代

表性。 

泰寧分佈的典型的青年期丹霞地貌，在全球對比中極具代表性、典型性，對

照世界地質公園標準要求，泰寧是福建最有實力和基礎首先爭取此項品牌的區

域。 

    （二）、上下一心，眾志成城。“申世”是政府主導下的龐大系統工程，需要

方方面面的力量支持。領導的高度重視和全力支持，凝聚了上下一心的合力。  

（三）、勇創一流，建造精品。與雁蕩山、九寨溝等著名旅遊區同台角逐我

國第二批“申世”推薦名錄，全力推展“申世”項目建設。 

特製定如下實施方案。 

（一）、申遺的重要意義與指導思想 

     世界自然遺產是國際社會對一個地區優秀自然遺產的承認，是一項世界

殊榮及一個地區自然資源和價值的頂極品牌，得到全世界的廣泛認同。 

（二）、遺產申報名稱、區域和面積 

     根據中國丹霞地貌聯合“申遺”總方案及專家提名意見，我縣遺產地的申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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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中國丹霞地貌──福建泰寧（丹霞地貌）”；申報區域暫定為金湖風景名勝區

保護區域，包括金湖、上清溪兩個片區，規劃面積為 140 平方公裡，其中核心

區面積為 64 平方公裡，二級保護區面積 76 平方公裡；緩衝區面積為 138 平方

公裡（最終申報名稱與申報區域以專家建議及建設部審定為準）。 

（三）、申遺領導組織機構 

     1.中國丹霞地貌申報世界自然遺產協調領導小組 

（四）、“申遺”總體時間安排與目標任務 

    2007 年 4 月前，根據中國丹霞地貌捆綁申報世界自然遺產工作方案，成立組

織機構，製訂申報工作實施方案，啟動申遺工作； 

    2007 年 5 月前，完成申報國家自然遺產相關工作； 

    2007 年 6 月，邀請科研機構進行專項課題研究並提交科研成果； 

    2007 年 9 月，編製世界遺產申報分文本，報省人民政府審定后送領導小組辦

公室審核；完成景區環境整治規劃； 

    2007 年 10 月，迎接中國丹霞地貌申報世界自然遺產國內專家委員會專家對

我縣進行考察；  

    2007 年 12 月前，修訂風景名勝區總體規劃，製定風景名勝區保護辦法；完

成景區違規違章建築拆遷； 

    2007 年 11－12 月，邀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現場考察，力爭列入世界自

然遺產預備名錄； 

    2008 年－2009 年，按聯合國遺產委員會要求做好補充申報材料等工作，2008

年 3 月份－2009 年 5 月份迎接 IUCN（國際自然聯盟專家）現場考察與綜合考

察評估； 

    2009 年６月－７月，力爭在世界遺產大會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 

（五）、2007 年主要工作任務及責任單位 

     1.啟動申遺，爭取支持、 2.科研規劃，編寫文本、3.宣傳報導，科普教育 

    4.環境整治，拆遷安置、  5.迎接檢查，搞好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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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推動澎湖地質公園及申登世界襲產名錄協商會議議程 

 

背景說明：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2 年邀集國內外專家，勘查推薦澎湖玄武岩為臺灣世

界遺產潛力點，同年英國地形學者，曾協助整合英國南部 Dorset 海岸成為世界

遺產的的 Prof. Denys Brunsden 偕同英國地形地質專家 Alex koh 及 Edwards 

Esther 至澎湖參訪，賴峰偉縣長敦請教授們協助澎湖正推動的「澎湖玄武岩地

質公園計畫」，再逐步向 UNESCO 爭取列入世界襲產名錄。 

澎湖縣政府業成立地質公園推動委員會，並於 2004 年 6 月辦理「澎湖永續發展

經營管理研討會」、2005 年 5 月辦辦理「澎湖地質公園與世界襲產的設置與推動

國際地質地形保育研討會」由 Prof. Denys Brunsden 率 11 位專家學者現身說

法，說明世界遺產、地質公園現況、經營管理、教育宣導的情形，同時討論臺灣

如何邁入世界襲產名錄而準備。 

立法院林炳坤委員關注澎湖地方發展，邀請臺灣大學林俊全教授協助推動澎湖地

質公園，並面報行政院謝院長推動澎湖申登世界襲產名錄，經謝院長指派林盛豐

政務委員協調相關部會，而召集本會議。 

會議議程 

1. 主持人致辭 

2. 林俊全教授簡報 Prof. Denys Brunsden 等專家對澎湖推動地質公園及申登世

界襲產名錄相關意見。 

3. 請澎湖縣政府簡報地質公園推動辦理情形及課題。 

4. 討論 

（1） 民國 81 年 3 月，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將澎湖縣之錠鉤嶼、雞善嶼及小白

沙嶼公告為「澎湖玄武岩自然保護區」，如何以此基礎，籌劃澎湖之地質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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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澎湖縣政府推動地質公園及申登世界遺產，需中央相關部會協調配合事

項。 

（3） 臺灣未能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相關工作，如何以政府或非政

府組織積極參與。 

5.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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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推動澎湖及北部海岸地質公園策略方案研究規劃」期中簡報會議紀錄及處理情

形 

會議時間：96 年 8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14 時○分 

開會地點：觀光局會議室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一、王委員鑫 

1.澎湖縣政府自民國 74 年開始辦理環境資源解說教育，到今年

研訂地質公園自治條例，工作持續進行，逐步進展。 

2.澎湖縣 86、87 年做過地質資源調查，不過不是從地質公園或

觀光資源的角度辦理，如作為規劃地質公園的資料，還要有

轉化的過程。 

3.陽明山及太魯閣國家公園對區內資源均有詳細調查，包括地

質、地形、植物、野生動物等文獻資料目錄超過百篇，有關

澎湖及北部海岸地質公園規劃，亦請參酌建立詳細文獻目錄。

4.地質公園整體規劃可以 1/25,000 地形圖呈現，個別景點範圍

請以 1/5,000 相片基本圖描繪。 

5.中國大陸 2007 年計畫以泰寧地質公園為基礎，圈劃江西南昌

以南至福建泰寧丹霞山地貌土地，申請登錄世界遺產，並發

展生態旅遊，其申請登錄的過程，值得相關單位及人員深入

瞭解，並可參加有關地質公園的研討會議，獲得最新的資訊

及學術經驗交流。 

6.觀光局推動地質公園計畫，可先要求 13 個管理處提報轄內地

質景點，由局長宣佈成立地質公園，如龍洞公園可成為龍洞

地質公園，進一步再爭取地方認同。 

7.有關地質公園的經營管理，要因地制宜，訂立交替方案，考量

由民間團體或鄉鎮市公所管理的可行性。 

8.英國專家考察臺灣地質公園，認為資源條件有世界級的水準，

 

.1.感謝委員提供意見。

2.將遵照委員意見。 

 

3.文獻目錄已經盡量蒐

集。 

4.遵照委員意見辦理。

5.相關資訊，本研究整

理於附錄 1。 

 

 

6. 謝謝委員建議。 

 

7. 謝謝委員建議。 

8.遵照委員意見，將參

考相關經驗，整理於

報告中。 

9.感謝委員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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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但管理體制和相關研究仍須改善，建議參考英國 SSSI 和

RIGS 制度，強化調查研究及民間團體的教育宣導活動。 

9.農業委員會長期辦理自然資源調查研究及保護，近年更推動社

區林業，相關研究及調查報告均可請本研究參考。 

二、林委員朝宗 

1.地質法現正送請立法院審議中，為避免法規競合，地質法並未

明訂地質公園，主管機關可對具有特殊地質景觀、地質環境

或有發生地質災害之虞之地區，公告為地質敏感區。 

2.文化資產保存法中自然地景，包括自然保留區及自然紀念物的

保育與保護，與觀光局推動的地質公園目標並不完全一致，

地質公園是以永續經營為目標，並作為觀光和教育的場所。 

3.贊同王鑫教授的見解，觀光局可在風景區範圍內，規劃地質景

點為具有觀光、教育、保育目標的地質公園，距離較遠的可

各自獨立，距離較近的，可聯合點線面為一個地質公園。 

4.UNESCO和 IUCN所推動的GEOPARK是具有地質科學意義

的 SITE，結合生態及保育，且有明確的管理規範。 

5.觀音山與大屯火山群地質意義不同，其作為地質公園的適宜性

請再檢討；野柳地質公園的範圍可考量延伸到翡翠灣。 

 

1.感謝委員建議。 

 

2.感謝委員建議。 

 

3. 感謝委員建議。 

 

4.感謝委員提供資訊。

5.將考慮委員意見。 

三、左委員顯能 

1.地質公園是具有地質傑出科學意義，並作為教育及觀賞的場

所，觀光局使用國際性通用認可的名稱與國際接軌，行銷觀

光資源。 

2.地質公園調查、分析、規劃、管理及申請認證的程序，建議

用流程圖的方式表示。 

3.權益關係人要增加相關地方社區及保育組織。 

4.在澳洲，一個世界遺產可包括好幾個國家公園，規劃地質公

園必須考量資源的完整性，將需要保護的地區劃入範圍，並

加強導覽解說。 

 

1..感謝委員建議。 

 

2.遵照辦理。 

 

3.遵照辦理。 

4. 謝謝委員建議。 

 

5.感謝委員建議，將參

酌委員意見加入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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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5.建議參考國外尤其是歐洲的經驗，結合非政府組織、地質學

會或地理學會及政府相關部門，推動地質公園。 

6.臺灣土地狹小，建議考量世界遺產或世界地質公園的規模，

選列 1或 2個完整範圍的地區，參照世界地質公園申設成功

的案例，循序辦理。 

經驗。 

6.謝謝委員建議。 

四、農委會林務局 

1.推動地質公園可以分工合作的方式辦理，農委會所做地質景點

調查成果，可請研究規劃單位參採。 

2.觀光局所轄風景區許多具有特殊的地質景觀資源，如東部海岸

及花東縱谷都可規劃地質公園。 

 

 

 

 

 

3.推動地質公園除了產官學合作，更要與在地社區結合，運用民

間力量，加強教育宣導及解說。 

 

1.謝謝委員建議。 

2.謝謝委員建議。但東

部海岸與花東縱谷暫

未在本計畫範圍，可

提供往後計畫之考

量。 

3.謝謝委員建議。 

五、中央地質調查所 

1.地質公園選點除具有科學的意義，還要有人文的知識，將文化

景觀結合。 

 

2.太魯閣具有地質景觀及原住民文化，文建會列為為世界遺產潛

力點。 

 

1.謝謝委員建議，將納

入規劃。 

2.感謝提供資訊。 

六、內政部營建署 

1.推動地質公園對資源保育有正面意義。 

 

2.在風景區管理架構下選擇澎湖及野柳優先劃設地質公園，強化

資源保育及管理，具有抒解遊憩壓力的成效。 

 

1. 感謝給予肯定。 

2. 感謝給予肯定。 

七、交通部路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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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1.推動地質公園的目標在於與世界接軌，凝聚民眾的意識，將具

有地質景觀條件的景點，規劃成為國家級或世界級的地質公

園。 

2.行政機關推動地質公園，需增修之法規，請研究規劃單位深入

探討，觀光局及相關機關，如何在現有制度及法規架構下作

為，請再補強。 

3.澎湖縣地質公園自治條例現由農委會審查中，而 7 月 10 日報

載澎湖大菓葉地質景觀遭破壞乙事，顯出自治條例尚有不足

之處，需待補強及協調相關單位加強管理。 

4.建議研究規劃單位增加一章節說明國外推動地質公園概況及

世界地質公園申設案例。 

1. 感謝給予肯定。 

 

2.將參酌 貴部之建

議，納入規劃。 

3.感謝提供建議。 

 

4.遵照辦理。 

八、澎湖縣政府 

1.澎湖縣政府鑑於玄武岩地質景觀資源遭受破壞，在無法源基礎

情形下，研訂澎湖縣地質公園自治條例，目前規劃在 1 市 5

鄉，各規劃 1 個地質公園，這只是地方級的地質公園，與觀

光局規劃國家級的地質公園不同，不過在資源保育與發展觀

光的方向上是一致的。 

2.賴峰偉縣長任內成立委員會推動地質公園，主要也是因應產業

結構的變更，藉由地質公園爭取世界的認同，進一步申設世

界遺產，達成澎湖縣永續經營發展的目的。 

 

1.感謝縣政府提供資

訊。 

 

 

 

 

 

九、臺北縣政府 

1.金瓜石屬於臺北縣瑞芳風景特定區，勘選的基隆山宜與現有金

瓜石地質公園串連，並建議先徵詢瑞芳鎮公所與當地民眾意

見。 

2.北部海岸地質公園權益關係人列表中，臺北縣政府與宜蘭縣政

府的局室名稱不盡相同（臺北縣並無旅遊局、農漁局），建議

兩縣市分別表列相關局室的正確名稱。 

 

 

1.將考量縣政府建議，

與相關單位諮詢討

論。 

2.感謝予以糾正，將在

期末報告中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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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十、陳處長梅岡 

1.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是依據都市計畫法規劃的，區內土地使

用變更，仍須循程序對民眾溝通說明。 

 

 

2.建議將火焰山納入規劃。 

 

 

 

 

 

 

3.特殊的地質地形，極易遭受不當的開發或破壞，如海蝕平台只

要一部怪手，就被開挖的千瘡百孔回復不易，因此要強化地

質保護的觀念及宣導。 

4.海岸未登錄地，依法屬國有土地，管理機關為國有財產局，有

關土地經營管理的策略及方式，建請於報告中說明。 

 

1.感謝處長建議，日後

將需與相關單位溝

通。 

2.經調查，該區雖然很

好，但考量資源面與規

模，暫時沒有列入本研

究範圍。 

3.感謝提供建議。 

 

4. 遵照辦理。 

十一、李副處長來圓 

1.有關地質公園的行銷推廣及與社區互動，建請在報告中具體建

議。 

2.目前規劃北部海岸的 9 個地質景點，是否即為地質公園的核

心區域？如觀音山硬漢嶺，平時即為遊客登山眺望景觀之場

所，如劃為核心區域是否對遊客造成影響？ 

3.野柳地質公園，已成為國際知名的觀光地區，遊客眾多，未來

對遊客宜實施總量管制或離尖峰管制，及管制方式，請給予

分析建議。 

 

1.遵照辦理。 

 

2.核心區的概念是將重

要景點畫出，在經營

管理建設方面，必須

特別審慎。 

3.遵照辦理。 

十二、邱處長長光 

1.期中簡報所勘選的地質公園景點，建議請各位委員及機關代表

詳閱後，提出修正意見。 

 

1.感謝處長提供建議。

2.大菓葉景點暫不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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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2.小門鯨魚洞是自然風化而成就的地質景觀，可規劃成為地質公

園，而大菓葉是人為開發，因媒體報導而成為知名景觀，其是

否符合地質公園擇址條件，仍有待商榷。 

本研究範圍。 

十三、澎湖風景區管理處 

1.澎湖縣目前規劃的 6 處地質公園並未涵蓋大菓葉，自治條例

也尚未核定實施，後續如何發展，還要相關機關持續支援，

及增強當地民眾重視程度。 

2.地質公園未來宜朝向整合性的發展，以自然資源為主體增加人

文資源，結和文化、保育及發展觀光等目標，建議在訂定策

略方案時，同時考量這幾個面向。 

 

1.感謝澎湖管理處之建

議。 

 

2.感謝予以建議，將考

量管理處之建議辦理。

十四、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 地質公園推動涉及相關部會權責，各相關機關宜配合辦理的

工作，建議在策略方案規劃中說明。 

2.龍洞如更名為地質公園，其與保護區之經營管理制度有何異

同？請分析比較，以利對民眾說明。 

3.可否在不修正發展觀光條例前提下，運用現有自然人文生態景

觀區制度規劃管理地質公園，請規劃單位研究。 

1.遵照管理處之建議辦

理。 

2.地質公園並不改變原

有的經營管理制度。

3.謝謝建議。 

十五、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野柳於民國 89 年轉型改名為地質公園，國外遊客比率從 7.5

％提昇至現今 30％，將「地質公園」作為一個品牌，有利於

國際宣傳推廣。 

2.規劃北部海岸地質公園，建議包括野柳的整個海岸帶，整合人

文、歷史、文化與觀光資源，並協調地方社區參與經營管理。

3.以英國巨人石海岸為例，它同時為世界遺產、國家公園、地質

公園、保護區，一個地區可有多個品牌形象，最重要是要得

到地方及國際認同。 

 

1.感謝管理處提供資

訊。 

 

2.謝謝建議。 

 

 

十六、技術組 

1.本計畫緣起於澎湖縣爭取劃設澎湖玄武岩地質景觀為世界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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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產，前經與賴縣長協議，先辦理地質公園，獲得國際認可後，

再進一步申登世界遺產，並考量單以野柳的範圍規模，恐未

達國家級或世界級地質公園的水準，因此委請研究規劃單位

以整個北部海岸為規劃範圍。 

2. UNESCO 評定地質公園的要件是以具有特殊科學意義的地

質景觀資源為主，並在當地政府法令體制下有效的經營管

理，規劃澎湖及北部海岸地質公園必須依循國際規範，觀光

局並不贊同研究規劃單位建議修正發展觀光條例，增列地質

公園條文並作為地質公園主管機關的意見。 

3.參考中國大陸推展地質公園體制，是由國土資源部門訂立辦

法，規劃成立地方級與國家級的地質公園，再由國家級地質

公園中擇優申請登錄為世界地質公園。而地質公園也多同時

為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或保護區，有關的法令制度及經營管

理方式請研究規劃單位蒐集與比對。 

 

 

 

 

2.感謝提供建議。 

 

 

 

3.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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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推動澎湖及北部海岸地質公園策略方案研究規劃」期末簡報會議紀錄及處理情

形 

會議時間：96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一）下午 14 時 30 分 

開會地點：觀光局會議室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一、 東北角管理處陳處長梅岡 

1. 有關著手申請地質公園的短、中期工作中，規劃辦理資源調查

及研討會，實則澎湖及北部海岸已進行多種調查及研討會，成

果散見於相關機關各種報告，建議蒐集與地質公園有關者予以

比對，如有不足之處再充實之。 

2. 地質公園劃分為核心區與緩衝區，其經營管理的規定與民眾的

權利義務關係，要對地方民眾宣導。 

3. 推動地質公園需要地方政府參與，地質公園所在地的鄉鎮市公

所與縣市政府相關局處，均宜列為權益關係人。 

 

1. 本報告會盡量

檢討。 

 

 

2. 可列入未來

規劃。 

3.遵照辦理。 

二、 北觀管理處李副處長來圓 

1. 成立諮詢委員會是推動地質公園一項重要工作，如野柳地質公

園對景點設施的改善，可請諮詢委員審查及指導。 

2. 在短期工作中，資源調查的項目與精細程度，及經營管理計畫

與軟硬體的配合，其他國家是怎樣做，建議有案例或範例以供

參考。 

3. 北觀管理處轄區內規劃觀音山、麟山鼻、石門洞及野柳等 4

個地質景點，在規劃辦理上是同時進行還是有不同的優先辦理

順序，請研究規劃單位給予建議。 

 

1.謝謝指導。 

 

2.遵照辦理。 

 

 

3.遵照辦理。 

三、 澎湖管理處洪技正志光 

1. 澎湖縣政府賴前縣長與現任王縣長都很重視地質公園業務，擬

定澎湖縣地質公園自治條例，作為規劃管理地質公園的依據，

自治條例現仍在中央審查中。 

 

1. 謝謝指導。 

 

 



 153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2. 澎湖與北部海岸地質公園的推動對於管理處與地方政府的分

工，宜視地方政府重視程度有彈性的安排。 

3. 目前規劃地質公園核心區具有保育功能、緩衝區具有服務設施

及開發功能，建議在分區名詞定義上再予釐清。 

4. 對於澎湖 10 個地質景點中有部分人工開發的區域，建議修正

或剔除。 

5. 有關申請世界地質公園所需的資源調查評估，是以具有地球科

學意義，並符合 UNESCO GEOPARK 的規範，林教授在報告中提

及中國大陸申報地質公園約為 200 萬人民幣，其資源條件及深

入的程度如何，建議再予補充說明。 

2. 將進一步釐

清。 

3. 目前本計畫

檢討與修改。

4. 該經費是撰

寫申報的報

告費用。 

四、 臺北縣政府林科長志冠 

1. 有關金瓜石規劃為北部海岸地質公園的地質景點，其範圍及分

區，建議再徵詢瑞芳鎮公所的意見。 

2. 國家公園法對景觀保護的規定嚴格，陽明山國家公園大屯火山

群特殊的地質資源，亦可考量納為北部海岸地質公園的景點。

3. 推動地質公園需法令依據，在中央尚未訂立專屬法規前，建議

考量海岸法(草案)及國土復育條例(草案)，對本案的限制與影

響。 

 

1. 感謝委員提

供建議。 

2. 本案暫以北

部海岸為主。

3. 本案暫不討

論法案的問題。 

五、 澎湖縣政府劉技正淑玲 

1. 澎湖縣地質公園自治條例區劃地質公園為核心區及服務區，規

劃範圍排除漁港及私有土地。 

2. 自然保留區如規劃為地質公園，實際具有雙重保護的意義，兩

者可以併行或重疊。 

 

1.未來在細部規

劃時，應納入考

量。 

2. 感謝建議。 

六、 文化建設委員會劉研究員正輝 

1. 文建會2002年選定澎湖玄武岩自然保留區為臺灣12個世界遺

產的潛力點之 1，觀光局在澎湖設有管理處，與澎湖縣政府合

力推動地質公園，具有執行力及可行性，更進而可作為申設世

界遺產的基礎。 

 

1. 感謝委員提

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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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2. 設置地質公園涉及人民的權利義務，及對財產的限制，宜有法

令依據，在文化資產保存法中自然地景是由農委會主管，澎湖

縣政府擬訂有澎湖縣地質公園自治條例，然而自然地景著重於

保育，地質公園著重於教育，兩者定位不同，自治條例送農委

會審查時，就有權責歸屬的問題，因而產生瓶頸。 

3. 地質公園相關規範，民眾並不清楚，在推動過程中，宜多宣導

與溝通。 

2. 感謝委員提

供建議。 

 

 

 

3. 謝謝指正。 

 

七、 中央地質調查所陳科長惠芬 

1. 期末報告第 16 頁所載之地質法並未公布實施，地質法草案在

本屆立法委員任期內未審查通過，將再修正後於第 7屆立法委

員就任後重新提案，修正的方向是避免與其他法律競合，不再

劃設地質區或地質景點，而是劃設地質露頭，再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評估是否符合其主管法規，而規劃的特定區域是由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管理維護。 

2. 期末報告第 56 頁臺灣地質公園的規劃構想，建議探討地質公

園法的可行性，或者依附於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相關法律，以授

權子法的方式規劃管理地質公園。 

3. 現在地質公園尚無專責主管機關，為與全球接軌，參與世界地

質公園網絡，建議由相關機關合作建立入口網站。 

4. 期末報告第 75 頁的 SWOT 分析，建議就考古、生態、地景、演

化等與地質要件，參考相關文獻評估有價值的景點。 

 

1. 謝謝指正。 

 

 

 

 

 

2, 本案暫不考

慮法規問題。 

 

3. 謝謝建議。 

 

4. 謝謝指正。 

八、 林務局張科長弘毅 

1. 觀光局就所轄國家風景區，選擇地質景點推動澎湖及北部海岸

地質公園，做為環境教育的一環，本局樂觀其成。 

2.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所劃設的自然保留區，較接近 IUCN 定義

的嚴格保護區，與地質公園設置的目的及功能仍有差異。 

 

1. 感謝委員提

供意見。 

2. 感謝委員提

供意見。 

九、 左委員顯能 

1. 本報告的章節第 5章、第 6章建議調整，先就資源面研提臺灣

 

1.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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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地質公園的潛力點，後論規劃構想。 

2. 有關地質敏感區，宜就土地使用的角度，在不抵觸其他法令的

原則，以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容許使用的方式，推展地質

公園。 

3. 在規劃構想上，可參考其他國家的作法，先做資源調查評估，

暫不討論訂立地質公園法。 

4. 在推動分工上宜有層級觀念，如觀光局作政策面的工作，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做執行面的工作，兩者工作不要重疊。 

5. 在推動架構上，要納入地方的鄉鎮市公所，如英國就是由地方

推動。 

6. 就自然與人文結合的觀點，漁港也是海岸土地利用的方式，不

必過於排斥。 

 

2. 感謝委員提

供意見。 

 

3. 感謝委員提

供意見。 

4. 遵照辦理。 

 

5. 感謝委員提

供意見。 

6. 感謝委員提

供意見。 

二、 交通部路政司黃專員坤宏 

1. 各單位咸認同推動地質公園的重要性與價值，惟在臺灣特殊的

國際地位與外交處境下，宜就能做的工作先做，對於內政部、

中央地質調查所及教育部等機關在推動工作可協助辦理之

處，請研究規劃單位對再予補充。 

2. 建議本研究將策略方案獨立為一個章節，研討澎湖及北部海岸

個別地質景點的共通性及差異性，如澎湖縣已訂有地質公園自

治條例，在推動策略上與臺北縣、基隆市及宜蘭縣不同，宜就

澎湖與北部海岸分別訂立推動策略方案。 

3. 現行法規未明確規定地質公園的主管機關及權責，研究規劃單

位對推動地質公園的分工、期程與經費概估，只屬建議性質，

不能據以規範觀光局以外機關的作為。對於觀光局及所屬管理

處分年分期應辦理工作事項請予詳列，其他機關部分可概略敘

述。 

 

1. 遵照辦理。 

 

 

 

2. 謝謝指正。 

 

 

 

3. 謝謝指正。 

 

三、 經濟建設委員會徐技正旭誠 

1. 推動地質公園有提升臺灣國際形象的正面意義，對於觀光局主

 

1. 感謝委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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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動辦理與研究規劃單位盡心研究規劃，敬表肯定。 

2. 經建會正在審議各機關的中程計畫，澎湖及北部海岸地質公園

可作為建立品牌，提升品質的示範，觀光局可將本案列入中程

計畫，提報經建會。 

3. 贊成左委員意見，如要訂立地質公園專屬法規，立法期程需

3-5 年。可在既有土地使用管理的架構下，進行 GEOPARK 的規

劃管理工作。 

4. 申設地質公園，公眾參與是重要環節，要建立社區民眾的培力

關係，提升地方參與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5. 東沙環礁國家公園，經由民間團體及學術單位的努力，已登入

世界保護區名錄，未來地質公園也可藉由非政府組織的力量，

登入世界地質公園網絡名單。 

供意見。 

2. 感謝委員提

供意見。 

 

3. 謝謝指正。還

請經建會多支

持。 

4. 謝謝指正。 

 

5. 謝謝指正。 

 

四、 觀光局陳組長美秀 

1. 感謝經建會的肯定、支持與指導，觀光局在不新訂地質公園專

屬法律或修訂發展觀光條例的架構下，盡力協調相關機關，在

現有法令體制下共同推動地質公園，以達成與世界同步與全球

接軌的目的。 

2. 本研究粗估分年分期經費約新台幣 2,000 萬元，觀光局及所屬

管理處將參考本研究規劃，研提中程計畫。 

 

1. 感謝委員提

供意見。 

 

 

2. 謝謝觀光局

支持。 

五、 技術組陳科長煜川 

1. 本研究之目的係擬依 UNESCO 對地質公園之經營管理指導方

針，規劃分析澎湖及北部海岸推動成為地質公園準備期應辦理

事項，建議暫不討論地質法等相關法令的定位。 

2. 地質公園可由非政府組織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遞件申請的規

定，請再補充說明，相關的工作項目，請研究規劃單位以流程

圖方式佐以文字敘述表達。 

 

1. 感謝委員提

供意見。 

 

2. 已經修正補

充。 

六、 技術組趙工程司信甫 

1. 本研究除期中簡報與期末簡報外，技術組與研究規劃單位舉行

 

1. 謝謝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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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過多次工作會議，報告內容，符合契約規定，林教授在研究期

中，自費參加蘭卡威的地質公園會議，蒐集外國推動地質公園

的經驗，充實本報告，更是超出預期成果。 

2. 贊同左委員及交通部路政司的意見，將本報告章節目錄再予調

整，新增策略方案章節，對澎湖及北部海岸依照地方政府的企

圖心及執行力，分別提出不同的推動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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