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廿世紀末期人們開始意識到環境永續的重要性，地球資源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永

續發展」成為全世界關注的議題。2017年 10月，我國參考聯合國「2030年永續發展目標」

訂定永續發展目標草案，草案通過後，永續發展將成為台灣未來發展的重要方針。 

由於早期馬祖人多來自閩東一帶，建築形式、習俗文化多受到閩東文化影響，且馬祖

由地形起伏的海島群所組成，在人文及自然的交互作用下，形成了與山海共居的生活地景

及馬祖獨特的飲食與酒文化。而馬祖雖占地狹小，卻擁有許多世界級資產，包括：瀕臨絕

種的神話之鳥─黑嘴端鳳頭燕鷗、引起國際考古學界關注的亮島遺址、世界密度最高的坑道、

據點等遺留自軍管時期的戰爭遺址以及「擺暝」和「迎神」等馬祖特有的非物質性文化資

產，這些珍貴的資源是馬祖未來發展的基底，一旦遭到破壞便可能無法恢復，馬祖特有的

區域獨特性將無法永續經營。 

近年來，隨著交通的不斷進步及觀光產業的日益興盛，環境與發展間的平衡成為重要

課題，唯有增加生物多樣性，創造永續循環的環境，產業才能夠永續的發展，因此「馬祖

2030永續發展白皮書」依據馬祖擁有資源的特性，以「在地出發．國際接軌」為核心價值

規劃中長程願景，並以我國中央發展方針為原則研擬馬祖永續發展準則，作為馬祖未來 12

年執行政策的準則及依據，創造健康的島嶼、幸福的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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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國際永續發展趨勢 

第一節 聯合國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 SDGs 

近百年人類科技、技術雖大幅發展，卻也造成地球資源的大量消耗，廿世紀末期

人們開始意識到地球資源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1992 年巴西里約熱內盧地球高峰會

中即以地球的永續發展為主要議題，並提出廿一世紀議程（Agenda21）與里約宣言，「永

續發展」成為廿一世紀最重要的發展方針。 

2000 年於聯合國舉行的千禧年大會當中，與會的 189 個國家，共同簽署了「千

禧年宣言」（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承諾在 2015 年前要達成 8 項「千

禧年發展目標1」（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簡稱 MDGs），而當 2015即將來臨時，

聯合國於巴西里約召開的地球高峰會（Rio+20） 中，一致決議以 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簡稱 SDGs2）接替，全球將以 SDGs 作為未來十五年（2016~2030

年）的發展議題主軸。於 2015 年 9 月簽署的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議程（Agenda 30）

正式於 2016 年 1 月 1 日啟動，而當中最受矚目的便是聯合國所訂定的 17 項永續發展

目標（詳圖 1-1-1）及 169 個具體指標，其內容是建立在原永續發展的準則《滿足當代

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之發展》接續完成任務。2017 年 3 月聯合國統計委

員會第 48 次會議公布 244 項指標，用以檢視目標推動成效。 

建立在千禧年發展目標的基礎上，聯合國嘗試完成 MDGs 未完成的工作，並且回

應解決新的挑戰，包含氣候變遷、地球限度的概念及公平正義人權等問題，如下： 

一、強化與氣候問題的連結： 

SDGs 將「發展」這個議題和氣候問題作更強的連結性，氣候問題無法在發展的策

略脈絡中省略，因為氣候變遷問題也連帶影響到國家及企業在永續發展上的韌性，SDGs 

也將《因應氣候變遷》、《可獲取乾淨能源》訂定為其中目標。 

二、考量地球限度的概念： 

2009 年國際雜誌《Nature》的一篇文章，提及到有關地球限度（Planetary Boundaries）

的問題，造成國際廣大迴響，當時有 30 個科學家組成團隊，列出九項對地球很重要

                                                 
1
 8 項千禧年發展目標：1.消滅極端貧窮和飢餓。2.實現普及初等教育。3.促進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4.降低兒童死亡率。5.改善產婦保健。6.與愛滋病毒/愛滋病、瘧疾以及其他疾病對抗。7.確保環境的

可持續能力。8.全球合作促進發展 

2
 SDGs 官網：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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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標3，以及這些指標的上限。其中「生物多樣性」、「氮循環、磷循環」已嚴重超標，

「海洋酸化」、「懸浮微粒污染」也逼近限度， 因此聯合國 SDGs 中也把「地球限度」

的概念植入，如《生物多樣性》、《永續使用海洋資源》、《永續使用生態系统》。 

三、追求和平、公正、包容： 

隨著近年來一些地區社會問題層出不窮，SDGs 更把和平與公正的概念放到發展的

目標中，2015 年後發展議程特別顧問 Amina Mohammed 也指出「對聯合國來說，永

續發展將以發展、和平及人權作為三大工作主軸。」SDGs 中的《減少國內及跨國間之

不平等》、《促進和平及社會正義》便展現出聯合國對這些議題的重視。    

為逐步落實永續發展目標並建立整體架構之完整性，聯合國提出以下六大準則： 

 國家目標在地性 National ownership 

 多方參與式方法 Participatory approach 

 地方普及廣泛性 Universality 

 讓每一個都包括 Leaving no one behind 

 人類權利為基礎 Human rights based 

 永續整合多元性 Integrated approach 

                                                 
3
 地球限度的九項指標：1.氣候變遷。2.生物多樣性。3.氮循環、磷循環。4.海洋酸化。5.懸浮微粒污染。

6.化學物污染。7.臭氧層的消失。8.淡水使用。9 森林砍伐與土地使用變更。 

 

圖 1-1-1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資料來源：CSRone 永續報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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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永續發展目標（草案） 

因應聯合國所訂下之 2030年永續發展目標，建議每個政府應考量自己國家的情勢，

依據全球目標進一步設定自己國內所要實踐的國家目標，善盡地球村成員之責，行政

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於 2016 年 11 月第 29 次委員會議討論接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及研訂我國永續發展目標。會議決議如下： 

一、我國永續發展應訂定分階段目標，包括以西元 2030 年為達成期程的核心目標，及

4 年內（西元 2020 年）應達成的具體目標。 

二、請各工作分組及小組儘速召開目標研訂會議，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儘速完

成核心目標及具體目標草案。 

永續發展委員會歷經一年時間，已於 2017 年 10 月初完成我國永續發展目標草案，

內容涵蓋 18 項 2030 年擬達成之核心目標4（詳表 1-2-1）、140 項 2020 年達成之具體目

表及 362 項對應指標用以檢視目標推動之成效，通過後將成為中央各部會執行政策的

準則及依據。 

表 1-2-1 聯合國目標與我國永續發展核心目標對應表 

目標 聯合國 2030 目標 台灣 2030 核心目標 行政院召集單位 

1 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強化弱勢群體社會經濟安全照顧服務  
衛福部召集健康

與福祉工作分組 

2 
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

養及促進永續農業 

確保糧食安全，消除飢餓，促進永續

農業  

農委會召集永續

農業與生物多樣

性分組 

3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  
衛福部召集健康

與福祉工作分組 

4 
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

教育，及提倡終身學 

確保全面、公平及高品質教育，提倡

終身學習  

教育部召集生活

與教育工作分組 

5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實現性別平等及所有女性之賦權  
行政院性別平等

處 

6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

永續管理 
確保環境品質及永續管理環境資源  

環保署召集環境

品質工作分組 

7 
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

可靠的、永續的能源 

確保人人都能享有可負擔、穩定、永

續且現代的能源  

氣候變遷與能源

減碳專案小組 

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

全面且有生產力的就業， 讓每一個

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提升勞

動生產力，確保全民享有優質就業機

會 

國發會召集綠色

經濟工作分組 

                                                 
4
 我國永續發展目標(草案)研訂 總說明

http://www.ntpu.edu.tw/college/e7/files/e7_announce/2017102311593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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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聯合國 2030 目標 台灣 2030 核心目標 行政院召集單位 

9 
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

容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創新 

建構民眾可負擔、安全、對環境友善，

且具韌性及可永續發展的運輸  

交通部召集綠色

運輸工作分組 

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國家發展委員會 

11 
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

全、韌性及永續性 

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

的城市與鄉村  

內政部召集國土

資源與城鄉發展

工作分組 

12 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

模式  

國發會召集綠色

經濟工作分組 

13 
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

影響 

完備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

響  

氣候變遷與能源

減碳專案小組 

14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

以確保永續發展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並防止

海洋環境的劣化  

農委會召集永續

農業與生物多樣

性分組 

15 

保護、維護及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

永續使用，永續的管理森林，對抗

沙漠化，終止及逆轉土地劣化，並

遏止生物多 樣性的喪失 

保育及永續利用陸域生態系，以確保

生物多樣性，並防止土地劣化  
農委會召集永續

農業與生物多樣

性分組 

16 

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

續發展；提供司法管道 給所有人；

在所有階層建立有效的、負責的且

包容的制度 

促進和平多元社會，確保司法平等，

於各層級建立有效率、負責且服務全

民的體系  
法務部 

17 
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

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

景  

氣候變遷與能源

減碳專案小組 

18 - 2025 年達成非核家園 
非核家園推動小

組 

資料來源：永續發展委員會；本計畫彙整 

過去馬祖投資在基礎建設上已超過百億，也大致建置完備，然距離離島永續發展

方針公布已 13 年過去，如今透過離島永續發展方針檢討各期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

尤其以綠色能源開發、推廣等部分執行最為困難，最關鍵的是連江縣尚未能建立起馬

祖永續發展之目標及評估指標，以檢視推動之成效。因此順應國際趨勢聯合國 SDGs 及

行政院所擬定之我國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草案）將作為擬訂馬祖永續發展白皮書之

上位指導原則，期許馬祖永續發展白皮書能逐步落實永續發展，促進離島居民之福祉。 

 

回顧馬祖永續發展歷程，為推動離島開發建設、健全產業發展、維護自然生態環

境、保存文化特色、改善生活品質、增進居民福利，政府乃制訂「離島建設條例」，於

89 年 4 月 5 日公佈施行。民國 93 年經建會召開二次永續離島建設懇談會，一致認為未



 

第壹章、國際永續發展趨勢 
 

 

 5 

來離島建設應促進離島居民之福祉，並朝永續發展方向推動，以避免不當開發造成自

然、人文生態破壞。當年經建會爰訂定「促進離島永續發展方針」作為研修訂及審議

離島縣市綜合發展計畫、綜合建設實施方案及各項建設計畫之最高指導原則。自此連

江縣第二期（96-99 年）離島建設實施方案起，即引入「負責任島嶼家園」的概念，期

望在觀光發展的同時，能夠同時兼顧地方文化、生態保育、友善環境，推動「負責任

旅遊」，打造「負責任島嶼家園」。 

第三期（100-103 年）、第四期（104-107 年）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更帶入了「樂

活 」的概念，期望馬祖能夠提供旅人體驗在地生活文化、健康的、負責任的、永續的

旅遊。面對未來四年的第五期（108-111 年）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則在過去的基礎

上，以「島嶼創生，國際接軌」為目標，期許能夠從過去對馬祖的在的認知，更進一

步地創造屬於馬祖在的的、循環的、永續的產業與生活型態，並跨出馬祖與國際連結，

建立國際夥伴網絡關係，逐步達成馬祖永續發展的願景（詳表 1-2-2）。 

表 1-2-2 馬祖各期相關計畫發展願景與定位彙整表 

計

畫

名

稱 

連江縣綜合

發展計畫 

連江縣綜合

發展計畫檢

討修訂 

第一期 

（92-95 年） 

離島建設 

實施方案 

第二期 

（96-99 年） 

離島建設 

實施方案 

第三期

（100-103年）

離島建設 

實施方案 

第四期

（104-107 年）

離島建設 

實施方案 

第五期

（108-111 年）

離島建設 

實施方案 

計

畫 

年

期 

民國

89-100 年 

民國

92-103 年 

民國 

92-95 年 

民國 

96-99 年 

民國

100-103 年 

民國 

104-107 年 

民國 

108-111 年 

願

景

目

標 

四鄉均衡 

五島並進 

發展觀光產

業、強化交

通運輸、整

備基礎建設 

觀光軸心 

閩東之珠 

希望之鄉 

海上桃花源

~打造負責

任島嶼家園 

低碳樂活 

體驗型度假

島群 

永續發展 

樂活馬祖 

島嶼創生 

國際接軌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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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馬祖永續發展願景與目標 

第一節 島嶼基底與特質 

永續發展一詞是目前國際趨勢也早已傳遍大街小巷，回望台灣永續發展往往被談

論最多的還是「發展」二字，然如何永續經營卻更為重要；一個地方若要永續發展必

定得從在地出發、了解自身資源開始，並將這些資源作為所有發展的基底，一旦破壞

了這個基底，所有建設都無法永續經營。因此為逐步落實馬祖永續發展，將根據訪談、

盤點大致分類為與山海共生的生活地景、非物質的文化資產及三大世界級的重要資源，

作為馬祖永續發展的基底，其說明如下： 

 與山海共生的生活地景 

所謂地景就是人與自然環境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結果，其真實涵蓋了生活、生產及

生態面向，缺一不可。從馬祖縱剖來看生活地景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幾個重要的元素，

包含海洋、聚落體、建築、山林所構成的生活單元（圈），這樣的生活圈構成了其獨特

性及自明性，是不論未來如何發展，皆要保有的重要資產。 

- 灣澳聚落：因地形多丘陵山坡地，島嶼四周

分布許多灣岸，形成一處處天然澳口，生態資源極

為豐富，這些澳口漸漸形成大大小小的漁村聚落，

人們生活上的食物、經濟來源都來自於海洋，海洋

是馬祖天然的冰箱，以海維生是過去的生活寫照。

雖然今日漁獲量不如從前，以海維生不再是唯一的

選擇，然這樣５分鐘即可走到海邊，是馬祖全縣令人嚮往的環境優勢。如何保育海洋

生態，使之繼續成為馬祖生生不息的資源，甚為重要。 

- 綠蔭山林：馬祖列島為花岡岩錐狀島嶼，受

風化及波浪侵蝕作用，多形成崩崖、顯礁及海蝕洞

等地形，因地質特殊於 2011 年成立馬祖地質公園，

並與台灣其他地方組成台灣地質公園網路。過去堅

硬光禿的岩盤上如今卻已綠蔭蔥蔥，且 50%以上位

於保護區內，多是因為戰地任務時期為了軍備佈署

及保防需求，軍人與島民共同協力種植的結果，這是馬祖被軍管長達 40 多年留下的寶

貴資源。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F_7Obq7PXAhVJJ5QKHQk-CGkQjRwIBw&url=http://www.dribs-drabs.com/blog/post/453015614-%E6%97%85%E8%A1%8C-|-%E9%A6%AC%E7%A5%96%E5%8D%97%E7%AB%BF---%E7%89%9B%E8%A7%92%E8%81%9A%E8%90%BD%E8%A3%A1%E7%9A%84%E7%89%9B%E8%A7%92%E6%AD%A5%E9%81%93x%E6%B5%B7&psig=AOvVaw3LvGGfOzy-h9r1KVzXpTBX&ust=1510380224586564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t66rjrbPXAhUBoZQKHYDsCtkQjRwIBw&url=http://blog.xuite.net/h86141139/twblog/177629185-20120901_%E9%A6%AC%E7%A5%96%E4%BA%94%E6%97%A5%E4%B9%8B%E5%8C%97%E7%AB%BF%2B~%E8%B6%B4%E9%A4%93&psig=AOvVaw36ixm5_2ugyANDLIS9pnc8&ust=151038093415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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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閩東建築群：馬祖過去漁村常見的傳統建築可

概分為兩種，早期居民沿襲的建築多以閩東式封火

山牆建築為主。晚期的聚落房舍，則多使用當地的

黃色花崗岩築成的石頭屋，整體外形看去全是方正

體建築。其特色皆為「高密度低樓層」依山勢而建，

方便修補，屋瓦不封死俗稱壓瓦石，因為透氣又稱

會呼吸的房子。目前馬祖共有四處聚落保存區─南竿津沙、北竿芹壁、東莒大埔、福正，

還保有傳統閩東式建築群落，這些閩東石頭屋將是見證過去先民如何利用在地資源建

構生活起居的最好範例。 

- 馬祖酒：馬祖家家戶戶皆有自釀老酒的習慣，

是漁夫出海捕魚前用來溫熱身體，有暖身驅寒的功

效，此外釀酒的殘渣紅糟更成為家常菜的佐料。除

了家中釀酒之外，馬祖酒廠、東引酒廠皆產有老酒

及高粱，當釀酒期間，走在路上皆能聞到紅麴發酵

的香味。「馬祖酒」背後所代表的是馬祖乾淨的水質、

適宜的溫度濕度以及馬祖人樂天愜意的生活方式。馬祖酒更是目前連江縣政府最大的

經濟收入，今年馬祖高粱酒首次參加 2017 美國舉辦的舊金山世界烈酒競賽（San 

Francisco World Spirits Competition，SFWSC），就獲 1 面雙金牌獎、2 面金牌獎，製酒品

質與風味皆深受全球專業品飲人士青睞。 

 非物質性的文化資產 

傳統節慶是營造社區共同體生活的核心，使家人、

族人團聚在一起的重要日子，馬祖被公認為台灣最

會過節的地方，馬祖一年最盛大的傳統節慶就在元

宵期間的「擺暝」和「迎神」酬神賽會活動，旅居

各地鄉親，也會藉此時節返鄉共襄盛舉，各村神轎

齊聚一堂，像一場神祇與神祇、神祇與人之間的嘉

年華。此外馬祖還有很多著名節慶如中秋鐵板燒塔節、重陽媽祖昇天祭等，這些豐饒

而多樣的節慶，展現了人與宇宙的和諧關係，提醒人與自然生態須共存共榮。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e8MH3qrHXAhWKFJQKHVUeBMQQjRwIBw&url=https://www.matsu-nsa.gov.tw/user/Attraction-Content.aspx?a%3D80%26l%3D1&psig=AOvVaw2lVC6qk-ef0JzTehiDNjwE&ust=1510311492966022


 

馬祖永續發展白皮書 
 

 

 
8 

 世界級的神話之鳥 

黑嘴端鳳頭燕鷗是鷗科最為稀少的一種，根據

國際鳥盟估計全世界的數量少於 50 隻，在鳥類紅皮

書中被列為「有瀕臨絕種危險」等級。2000 年時，

連江縣政府建請中央機關將所屬八個無人島礁劃設

為國內第十二處野生動物保護區－馬祖列島燕鷗保

護區5。而保護區成立之初，即發現黑嘴端鳳頭燕鷗

的蹤跡，共發現四對，並成功繁衍下一代，這是世界上第一次發現牠們繁殖的紀錄，

也讓馬祖首度登上國際版面，自此每年 4 到 9 月都吸引國際賞鳥人士前來觀察。 

 世界級的亮島遺址 

坐落於北竿島與東引島之間，距離此兩島各約

二十七公里的亮島，2011 年因緣際會下由陳仲玉考

古團隊發現了距今約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

址，同時考古出土距今約 8,300 年前的「亮島人一

號」與距今約 7,500 年前的「亮島人二號」骨骸，

經DNA演化基因証實是亞洲大陸東南及福建沿海地

區新石器時代早期史前遺址中，人骨年代最古老的南島民族且保存狀況最好的遺址，

引起國際考古學界關注，此重大發現又再度使馬祖在世界的地圖上被看見。 

 世界級的戰爭遺產 

1960年代起，馬祖地區國軍基於作戰任務需要，

在南竿、北竿、莒光及東引，以人工一刀一斧、日

夜不停趕工，在堅硬的花崗岩中開鑿出北海坑道、

安東坑道、午沙坑道等供登陸小艇使用之坑道碼頭，

以及馬祖各式各樣地下石室、坑道、射口、砲臺等

防禦工事軍事據點。馬祖戰地文化是全世界從「熱

戰」到「冷戰」，到目前「和平共處」階段，保存最完整、最佳的示範點，坑道密度為

世界之冠，是全球獨一無二的戰爭文化遺址，目前列為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 

 

                                                 
5馬祖列島燕鷗保護區其核心區範圍包括東引鄉之雙子礁，北竿鄉之三連嶼、中島、鐵尖島、白廟、進

嶼，南竿鄉之劉泉礁，莒光鄉之蛇山等八座無人島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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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核心價值與發展主軸：島嶼創生．國際接軌 

經由三梯次 15 場四鄉五

島說明會及 2 場馬祖永續發

展研討會，凝聚了十大共識，

包含連接聯結鍊接國際、創造

經濟之外的社會價值、文化治

理會說故事的島嶼、符合島嶼

尺度的地景景觀、智慧整合的

生活方式、考量環境承載量的

島嶼規劃、建構永續及負責任

的旅行模式、朝向軟性及質性

的建設發展、普及合作與人本

關懷教育及分享創意多元對

話。並從這十大共識中收斂並

擬訂馬祖永續發展「在地出發」

的「5+1」核心價值，並依循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及我國永續發展目標之精神。「1」代表的是人所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是所有人類活

動發生的基盤，在馬祖應以「永續海洋韌性島嶼」為其核心價值；另外分別從人才、

經濟、保育、文化與環境等角度切入，建構出馬祖「在地出發」的核心價值，以打造

人人可以安居樂業的「健康島嶼．永續馬祖」，因此所有的開發建設都應以不破壞這 5+1

的核心價值為原則來進行。 

一、島嶼創生：發現馬祖的美好 

（一）永續海洋韌性島嶼 

自廿世紀末開始，受到溫室效應的影響，使得全球進入了面臨極端挑戰的年代。

氣候變遷也影響了城市治理的思維，1990 年代末期，都市規劃專業開始了對於「韌性

城市」的討論。「韌性城市」強調城市在面對天災、社會經濟衰退、恐怖攻擊事件、能

源危機等不確定衝擊時的容受力」與「回復力」。容受力強調城市將衝擊所造成的影響

圖 2-2-1 5+1 核心價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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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化的能力，回復力則關注在受衝擊後達到新平衡所花費的時間6。 

馬祖做為被海洋包圍、資源相對較匱乏的列島，受氣候變遷影響更劇，海平面上

升、總降雨日數減少、瞬間暴雨量及頻率增加…等氣候變化，在島嶼面積狹小、無河川

可緩衝暴雨、緊急防救災資源進入較不易的馬祖，都會是更嚴峻的考驗。過去馬祖受

惠於氣候與地質較穩定，幾無大型天災，但近年來因氣候變遷加劇、遊客量增加、高

樓增加等因素，也開始出現淹水、小規模土石崩落的現象。因此，在馬祖永續發展的

核心價值上，第一個必須優先考慮的即是「永續海洋韌性島嶼」，強調與海洋共生，以

及面對氣候變遷的調適能力。 

表 2-2-1 核心價值（一）與永續發展目標及建設部門對應表 

目標 聯合國 2030 目標 台灣 2030 核心目標 對應建設部門 

9 
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

容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創新 

建構民眾可負擔、安全、對環境友善，

且具韌性及可永續發展的運輸  
基礎建設部門 

環境資源部門 

交通觀光部門 

衛生福利部門 

警消建設部門 

11 
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

全、韌性及永續性 

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的

城市與鄉村  

13 
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

影響 

完備調適行動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

響  

14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

以確保永續發展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並防止海

洋環境的劣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二）多元人才在地生根 

馬祖的人口基數原就較少，加上教育、就業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年輕人在高

中畢業後必須離開馬祖才能繼續升學，畢業後因返鄉就業不易，也多半選擇留在外地

工作、生活。據統計，目前馬祖旅台鄉親有五萬多人，但設籍馬祖人口只有一萬多人，

常住人口更僅 5~6 千人。馬祖的常住人口中，除了馬祖本地人外，尚包括了因婚姻或

工作來到馬祖的台灣人、中國人、東南亞移民等多元的人口組成，目前除公務員外，

主要多從事旅遊服務相關產業。 

「人」是永續發展上最重要的一環，在全球產業結構變遷下，偏遠地區人口外流

是全球普遍性的問題，也因此造成了許多偏遠村落幾乎面臨廢村的命運。近年來國際

上面對偏遠地區振興最重要的工作即是「吸引人才，並提供友善的就業支援與就業環

                                                 
6
 P.Lu，2016，＜韌性．城市不任性 I：規劃專業的新思維．從荷蘭經驗談起＞，《眼底城事》網站：

http://eyesonplace.net/2016/04/13/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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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留住人才」。馬祖過去的外來人口主要是透過地方特考，或者於馬祖服役後留下來的

台灣年輕人，以從事公職為大宗。近年來因藍眼淚帶動觀光熱潮，觀光旅遊產業人力

需求增加，也成為馬祖青年回流（U-turn）、外地青年移入（I-turn）的契機。此外，每

一位到訪馬祖的旅客，也都是推動馬祖永續發展的潛在人力資源。多元人才的引入、

養成與在地生根，是馬祖永續發展最重要的關鍵因素。 

表 2-2-2 核心價值（二）與永續發展目標及建設部門對應表 

目標 聯合國 2030 目標 台灣 2030 核心目標 對應建設部門 

4 
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

教育，及提倡終身學 

確保全面、公平及高品質教育，提倡

終身學習  

教育建設部門 

文化建設部門 

產業建設部門 

交通觀光部門 

5 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實現性別平等及所有女性之賦權  

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

全面且有生產力的就業， 讓每一個

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提升勞

動生產力，確保全民享有優質就業機

會 

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16 

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

續發展；提供司法管道 給所有人；

在所有階層建立有效的、負責的且

包容的制度 

促進和平多元社會，確保司法平等，

於各層級建立有效率、負責且服務全

民的體系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三）資源循環永續經濟 

地球資源是有限的，近百年來人類文明造成了大量的資源消耗，以及隨之而來的

地球暖化、氣候變遷等問題。金錢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大幅度地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係，

經濟系統也成為消耗式的經濟，必須透過不斷地工作、消費來支撐經濟體系。 

工業革命以前的人類生活，是與自然緊密共生，由自然中獲取生存所需資源，並

循環再利用；經濟系統也是以小規模、可在地循環的經濟系統為主。這樣的生活模式，

相較於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現今社會，相對是較穩定、安全、不虞匱乏，永續的發展

系統。因此，近年來國際間也開始推動循環經濟的理念，重新連結人與自然的關係，

重新建構可再生循環、自給自足的經濟系統，對於資源相對較為匱乏的馬祖，這正是

永續發展之道，且由於馬祖面積較小、人口較少，更是適合操作永續經濟體系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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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核心價值（三）與永續發展目標及建設部門對應表 

目標 聯合國 2030 目標 台灣 2030 核心目標 對應建設部門 

1 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強化弱勢群體社會經濟安全照顧服務  

基礎建設部門 

環境資源部門 

產業建設部門 

 

2 
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

養及促進永續農業 
確保糧食安全，消除飢餓，促進永續農業  

6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

永續管理 
確保環境品質及永續管理環境資源  

7 
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得起、

可靠的、永續的能源 

確保人人都能享有可負擔、穩定、永續且

現代的能源  

8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

全面且有生產力的就業， 讓每一個

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提升勞動生

產力，確保全民享有優質就業機會 

12 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促進綠色經濟，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17 
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

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協力促進永續願景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四）特有地質生態保育 

馬祖列島為花崗岩錐狀島嶼，受風化及波浪侵蝕作用，多形成崩崖、顯礁及海蝕

洞等地形，是獨特的地質景觀。此外，馬祖也是東亞候鳥遷移路線的中繼站，可觀測

到多種鳥類。包括瀕臨絕種的「神話之鳥」黑嘴端鳳頭燕鷗，北竿、東莒並分別有北

竿慈光螢、東莒黃緣慈光螢二種馬祖特有種螢火蟲，另大坵的梅花鹿、近來引起觀光

熱潮的藍眼淚，都是馬祖貴重的自然生態資源。 

隨著「生態旅遊」熱潮的興起，這些自然生態資源亦成為地方重要的觀光資產，

但旅遊所造成的環境衝擊，往往也會對這些脆弱敏感的自然生態資源造成危害。保護

這些自然與生態資源，不僅是為了保護居民所生活的環境，也是為了保護馬祖推動觀

光旅遊的重要資源。 

表 2-2-4 核心價值（四）與永續發展目標及建設部門對應表 

目標 聯合國 2030 目標 台灣 2030 核心目標 對應建設部門 

14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

以確保永續發展 

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生態系，並防止

海洋環境的劣化  基礎建設部門 

環境資源部門 

產業建設部門 

交通觀光部門 
15 

保護、維護及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

永續使用，永續的管理森林，對抗

沙漠化，終止及逆轉土地劣化，並

遏止生物多 樣性的喪失 

保育及永續利用陸域生態系，以確保

生物多樣性，並防止土地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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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五）馬祖文化戰地地景 

根源於閩東的馬祖文化與台灣本島文化有相當顯著的差異，在語言、建築樣式、

飲食、風俗習慣上都有所不同。另一方面，長達 43 年的軍管時期，也形塑了馬祖獨特

的戰地地景，且與金門同列為我國的世界遺產潛力點。 

馬祖的傳統閩東建築聚落，依地勢而建的「一顆印」四坡落水民居、高聳著「封

火山牆」的傳統廟宇建築；軍方釋出的碉堡、坑道，都是馬祖獨特的文化地景，也是

馬祖重要的文化資產，形塑了馬祖與眾不同的獨特景觀。除了可見的文化地景外，馬

祖從亮島文化、閩東移民、因地理位置特殊在兩岸對峙與開放間的轉化、43 年軍管時

期間發生的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也都是馬祖重要的無形文化資產。 

文化是人類社會的根基，是地方有別於他方的自明性，馬祖因地理位置、自然環

境、兩岸政治等種種因素，形成了具有強烈自明性的文化特色，也減緩了「現代化」

的進程，使得馬祖得以保留較多的文化原味。然而近年來隨著藍眼淚帶來的觀光熱潮，

馬祖的地景與社會結構也產生了急遽的變化，保留與發揚馬祖獨特元素，讓馬祖以文

化述說馬祖的故事，成為一個「會說話的島嶼」，更是刻不容緩。 

表 2-2-5 核心價值（五）與永續發展目標及建設部門對應表 

目標 聯合國 2030 目標 台灣 2030 核心目標 對應建設部門 

16 

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

續發展；提供司法管道 給所有人；

在所有階層建立有效的、負責的且

包容的制度 

促進和平多元社會，確保司法平等，

於各層級建立有效率、負責且服務全

民的體系  

教育建設部門 

文化建設部門 

產業建設部門 

交通觀光部門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六）友善島嶼宜居環境 

地區的永續發展仰賴「人」的投入，而友善的宜居環境，是讓青壯年人口願意留

下、讓老年人口能夠頤養天年的關鍵。馬祖永續發展的核心價值，從韌性、人才、經

濟、保育到文化，最後均會匯聚在建立一個適於人居的「友善島嶼宜居環境」。 

表 2-2-6 核心價值（六）與永續發展目標及建設部門對應表 

目標 聯合國 2030 目標 台灣 2030 核心目標 對應建設部門 

3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  基礎建設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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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聯合國 2030 目標 台灣 2030 核心目標 對應建設部門 

9 
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

容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創新 

建構民眾可負擔、安全、對環境友善，

且具韌性及可永續發展的運輸  

環境資源部門 

教育建設部門 

文化建設部門 

交通觀光部門 

衛生福利部門 

警消建設部門 

10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11 
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

全、韌性及永續性 

建構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特質

的城市與鄉村  

16 

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

續發展；提供司法管道 給所有人；

在所有階層建立有效的、負責的且

包容的制度 

促進和平多元社會，確保司法平等，

於各層級建立有效率、負責且服務全

民的體系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二、國際接軌：讓世界看見馬祖 

（一）參與國際組織、爭取國際認證 

台灣雖無法參加聯合國官方組織，但在永續發展的推動上，已有相當多由各國政

府或民間發起的組織，不限聯合國會員國，也不以國家為單位，可以各種公私部門的

身分加入，例如由日本政府與聯合國大學（UNU-IAS）所提議的《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

係網絡（The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目前台灣已有８個

政府或民間團體加入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然尚未有一個以「縣」的層級加入

國際網絡中，馬祖全縣的生活方式就是一個里山與里海的生活樣本，本團隊建議馬祖

應積極爭取進入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馬祖將能有更多資源及被看見的機會。 

此外爭取國際認證不但是增加國際能見度機會，亦是檢視並修正馬祖永續發展推

動方式的機會。依馬祖既有條件未來可優先推動慢城認證及國際永續旅遊準則認證。 

1.慢城認證 

「慢城」不僅僅是將快速城市的步調放慢而已，而是創造

一個環境，讓人可以抗拒倚賴時鐘與凡事求快的壓力。這項運動

是以「保存傳統建築、手工藝與廚藝」為目標，但卻也讚頌著現

代世界的精華。在世界各地許多偏鄉地方，均曾經嚴重面臨著年

輕人不斷地逃離鄉村與小城鎮奔往五光十色的大都市，如今高速

度、高壓力的都市生活魅力漸減，便有許多人重返家園，尋求較和緩的生活步調。慢

慢地也促使都會人口加入這股緩慢潮流。目前台灣已有四個鄉鎮（鳳林、大林、南庄、

三義）取得國際慢城的認證，馬祖應積極爭取加入，讓馬祖在世界的地圖上被看見。 



 

第貳章、馬祖永續發展願景與目標 
 

 

 15 

 

圖 2-2-2 國際慢城認證國家分布圖7 

《慢城憲章》載明以下幾項特點（摘錄與馬祖相符之特點）： 

 具有維持及發展地方特色、城市個性及生活結構的政策；資源再生與再利

用，較現代化及為了改變而實施的再建設，擁有絕對的優先性。 

 推行真正促進地方環境的政策，而非一味追求改變歷史、傳統及人民需求

的密集性工業發展。 

 科學與技術注重於改善生活的結構，慢城中擁有為了維護及加強生活品質

及傳統文化的種種設施。 

 食物的生產與享受，是運用傳統、且對環境友善技術的結果，而絕不使用

基因改造等不天然的方法；依慢食運動的精神，傳統但經營上產生危機的

食品，應該加以補助或扶持，以求讓下一代可以繼續享受。 

 所有根源於在地傳統文化，或產生地方特色的產品，應受到發揚及保護以

使傳統可以永遠傳續。消費者應被鼓勵直接於傳統市場、博覽會或其他在

地活動，和本地食物生產者購買。 

 應推廣高標準的待客之道，讓遊客及在地民眾可以充分利用慢城內所具有

的一切，並使得所有人們都能對於社區內根源於傳統的生活品質，感到讚

嘆。 

 所有在慢城內工作、生活或觀光者，尤其是年輕人，都被鼓勵去認識本地

的生活品質、精緻飲食、文化習俗及傳統商品及其製作方法。 

 

                                                 
7
 國際慢城官網 http://www.cittaslow.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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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STC 國際永續旅遊準則/認證 

「全球永續旅遊委員會」（簡稱 GSTC），

為國際永續旅遊組織龍頭，由聯合國環境規劃

署、聯合國基金會、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與雨

林聯盟共同組成。GSTC 於 2008 年集合 50 多個

全球旅遊組織共同研擬出全球旅行與觀光業共

同遵守的「全球永續旅遊準則」，2013 年更進一步研擬「永續旅遊目的地準則」，2016

年則修訂頒布「旅遊產業永續準則」。不論是旅遊目的地或旅遊產業，永續旅遊準則

架構分為四大面相：永續管理、社會與經濟利益、文化遺產、環境，落實在旅遊目的

地與產業上，也都依循這四大面向去制訂相關準則8。旅遊目的地或旅遊產業業者，將

這套準則落實在旅遊產業推動上，即可進一步申請相關國際認證，作為檢證自身永續

實踐的工具，也是一個連結台灣與國際的行銷工具。 

目前國內主要由台灣永續旅遊協會推動相關工作，與數個經由 GSTC 認可或核准

的國際認證機構合作，協助國內旅遊地（多以地方政府為代表）或旅遊產業進行永續

旅行培訓、診斷、申請認證等工作。 

 
圖 2-2-3 永續旅遊目的地國家分布圖9 

                                                 
8
 資料來源：台灣好旅行網站 

http://sustainabletravel.org.tw/step%E5%9C%8B%E9%9A%9B%E8%AA%8D%E8%AD%89 
9
 全球綠色旅遊目的地官網 greendestination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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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相關國際認證 

除國際慢城認證及 GSTC 國際永續旅遊認證外，本計畫亦針對馬祖既有條件與發

展願景，就永續發展、永續旅遊、國際體育賽事、馬祖特產等四方面彙整目前主要的

國際認證/標章/組織，可做為未來馬祖整體發展與國際接軌的參考。 

表 2-2-7 相關國際認證彙整表 

類別 國際認證/標章/組織名稱 

永續發展 ．cittaslow 國際慢城認證 

．IPSI 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 

．WHO 健康城市認證 

．ISCCC 國際安全社區認證 

永續旅遊 ．GSTC 國際永續旅遊產業/旅遊地認證 

．STEP 永續旅遊生態認證 

．明日旅業大賞 

．全球百大永續旅遊地 

國際體育賽事 ．IAAF 國際馬拉松認證 ．ITU 國際鐵人三項認證 

馬祖特產 

水產： 

．FOS 海洋之友水產品認證 

．MSC 海洋管理委員會生態標章 

．ASC 負責任水產養殖認證 

酒： 

．HACCP 食品安全管制認證 

．中國純糧固態釀造標章 

 

（二）多元永續的國際行銷 

參與國際組織、爭取國際認證，提升馬祖的國際能見度，本身就是一種國際行銷。

此外，參加國際競賽也是非常有效的行銷方式，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於 2015 年，以「舊草嶺自行車隧道及環狀線」入圍「2015 明日旅業大獎（Tourism for 

Tomorrow Awards）」的「目的獎（Destination Award）」，即為東北角及台灣帶來了非常

好的國際行銷效果。 

過去馬祖也在國際行銷上做了很多努力，如「馬祖．卡蹓」是由馬管處 2014 年向

國際旅客推廣馬祖旅遊所製作的微電影，該影片入選塞爾維亞-SILAFEST 生態旅遊影展

正式參賽影片，與 54部來自世界各國的生態或旅遊相關影片共同角逐多項大獎。此外，

馬祖高粱酒首次參加 2017 美國舉辦的舊金山世界烈酒國際競賽（San Francisco World 

Spirits Competition，SFWSC），就獲 1 面雙金牌獎、2 面金牌獎，製酒品質與風味皆深

受全球專業品飲人士青睞。 

舉辦大型國際活動，也是能夠大量聚集國際旅客實際來到馬祖、體驗馬祖。例如

舉辦國際馬拉松、國際藝術島等大型國際活動。尤以國際藝術島可透過結合在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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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的藝術創作，讓旅客更深入地了解馬祖文化，並透過藝術家的創意，重新詮釋馬

祖傳統文化，連結傳統與現代、生活與藝術、在地與國際。同時，從日本推動瀨戶內

海國際藝術祭及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的經驗來看，國際藝術祭的舉辦，不但活化了地

方，也帶動了地方居民重新認識自己的土地與文化，重新建立起自身與土地的連結。 

無論是採取哪一種行銷策略，或是尋求國際媒體的露出，行銷策略的採用與媒體

的選擇亦會影響閱聽人的屬性。為推動馬祖永續發展，健全馬祖永續旅遊產業，在國

際行銷策略上，應選擇永續旅遊相關組織、媒體作為推廣行銷之載體。 

  



 

第貳章、馬祖永續發展願景與目標 
 

 

 19 

第三節 願景：健康島嶼 ‧ 永續馬祖 

根據統計馬祖男性平均餘命高達八十六歲，女性更高達八十七歲，高於全國平均

八十歲平均餘命10，是全台灣最長壽的縣市。然如何讓馬祖鄉親的身心靈更加健康，讓

在馬祖生活的人能更加幸福，還需仰賴「健康的土地與環境」、「健康的食物及水質」、

及「健康的生活習慣及旅遊模式」，環境的健康與人的健康是環環相扣的，也唯有「健

康」方能永續、方能生生不息。因此讓馬祖成為「健康的島嶼」，將會是未來馬祖十二

年的重要發展願景。而在這個願景下本團隊提出兩個使命，作為實踐馬祖健康島嶼永

續發展願景的基石。 

 使命一：永續生活就是馬祖的日常生活 

 使命二：以負責任且尊重的態度使用自然資源，替馬祖下一代留下珍貴資產 

 使命三：以「不損及下一代的福祉為原則，滿足當代人的需求」推動馬祖永續發展 

 

  

                                                 
10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105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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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發展目標 

為達到健康島嶼的

願景及實踐永續發展的

目標，本團隊將永續發展

的條件生產（經濟面）、

生活（社會面）、生態（環

境面）這「三生」的平衡，

修改為一個同心圓，最外

層是人們賴以維生且無

所不在的自然環境；第二

層是由人所構成，建立在自然環境中，取用自然資源、與自然共生的人文社會；最中

心的部分則是受惠於自然、由人所創造的經濟體系，這樣來看所有的經濟體系都是建

構在社會及環境底之內，因此所有的經濟作為都必須回應到環境資源的承載量、容受

力與回復力，並確保有益於整體社會文化價值的前提下來進行。本團隊將以此概念分

別從環境、社會及經濟提出馬祖未來 12 年的三大長期目標。 

 目標一：強化島嶼調適能力與防災韌性（A） 

回應上述核心價值第一項「永續海洋韌性島嶼」，在未來各項施政方針上，硬體方

面從基礎建設的佈建、公共工程工法及材質的選用、防救災避難設施的規劃…等，都應

從韌性設計的角度考量其規劃與建置；軟體部份，則應從海洋保育、海岸防護、海洋

資源利用、防救災訓練、重大災害應變機制建立…等方面著手，並強化事前相關研究與

規劃計畫，以期能夠事半功倍，以下列出五大項子目標作為逐步實踐健康島嶼之路徑。 

 A-1：海洋環境保護及海洋資源復育 

－海岸環境保護：海岸地區所蘊藏豐富之生物與景觀資源具有高度敏感性與脆弱

性，一經破壞，除難以回復外，亦將降低海洋生物之生產力，造成環境災害，

影響海洋生態體系平衡。馬祖列島包含主要五大島、離島、無人島礁等，全境

面積約 29.6 平方公里，海岸線總長度即有 138.06 公里，其中五大島海岸線長度

合計達 98.06 公里，是馬祖至為重要的資源。軍管解除後，隨著人口成長、經濟

發展、國防管制放寬，沿海地區之利用已逐漸多元化，卻也發生海岸土地競用、

超限利用、不當利用等狀況。面對馬祖永續發展，海洋環境保護是至為重要的

一環，海岸環境保護更是海洋環境保護的起點。 

 

圖 2-4-1 馬祖永續發展模型與長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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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程目標：訂定符合海岸環境保護目標之土地利用規範；研發兼顧海洋生態與

海岸環境保護之工法。 

長程目標：加強海岸防護能力，降低災害損失；加強海岸環境復育，營造優質

海岸。 

－海洋資源復育：為達到強化島嶼之調適能力與韌性，資源的復育為重要的指標。

過去海洋為馬祖的冰箱，漁夫雖辛苦卻總能滿載而歸，然這樣的榮景卻不復存

在，海洋資源枯竭是全球化的議題，作為海島的馬祖更是迫在眉睫的問題，目

前在東莒已有復育花蛤的成功經驗，東引目前也正在嘗試復育龍蝦，顯見馬祖

對於海洋資源非常重視，加上海洋大學將於北竿坂里設立分校，應結合海大資

源，積極增加里海海洋復育及管理示範點，並選取適合養殖的地方增設「海洋

牧場」，讓海洋資源能生生不息，也先一步回應國土法國土復育區指示設之。 

中程目標：復育海洋生態與漁業生態資源，改善漁業生產環境 

長程目標：擬定並落實海洋資源管理辦法，管制漁業資源的濫捕濫撈，維繫海

洋生態資源的永續發展。 

－海（底）漂垃圾減量：大量人造且不可分解的垃圾流入海洋，已是現今影響海

洋環境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海洋垃圾不但會堆積在澳口、海灘，破壞海岸生態

環境及景觀，更會危害海洋生物安全，導致海洋資源匱乏。馬祖海域因洋流關

係，近年來海（底）漂垃圾問題也日益嚴重，分析馬祖海（底）漂垃圾種類及

來源，可發現有相當比例之海（底）漂垃圾來自於中國大陸鄰近沿海城市，因

此，馬祖海（底）漂垃圾減量工作，尚需二岸協商共同處理。 

中程目標：清運海（底）漂垃圾，設置暫存廠，開啟二岸協商減少海（底）漂

垃圾量達 20%。 

長程目標：二岸協力就源減少海（底）漂垃圾；全面減少海（底）漂垃圾量達

50%。 

 A-2：資源循環再利用 

除了資源復育迫在眉睫外，減少島嶼資源的浪費，加強資源循環的再利用，也是

島嶼永續及面對極端氣候的重要指標。馬祖可發展資源循環項目至少有再生能源、

垃圾處理、水資源處理及廚餘堆肥，各項目個別以 10%循環再利用率為目標。 

－再生能源：國際再生能源組織（IRENA）針對 2017 年再生能源發電費用所進行

的國際性研究指出，隨著再生能源產業愈趨成熟，在「技術提升」、「市場競

爭」、「龐大且經驗豐富的國際專家人才庫」等三個要素下，再生能源的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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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已大幅下降，比較 2010 年與 2017 年各國再生能源計畫的發電成本，生質

能、地熱、水力、離岸風力、陸上風力等再生能源的發電成本自 2010 年起多已

落入與石化燃料相同且偏低的區間；太陽能發電在 2010 年的成本仍較石化發電

成本為高，但 2017 年也明顯下降。依此研究報告，至 2020 年，再生能源的成

本都將隨著整體產業的成熟持續下降。當今的再生能源，不但在生產成本上不

高於甚至低於石化能源，其隱形成本（如開採所產生的實質成本與環境成本、

碳排放所產生的環境成本…等）及資源的永續性更是遠優於石化能源。 

馬祖目前採用柴油火力發電，且因位處離島，發電成本高昂，一度電（1kwh）

約需 16-18 元，然馬祖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太陽能、風力、海洋（洋流、潮汐）…

等都是可再生循環的自然資源。推動適合馬祖使用的再生能源，不但可降低對

消耗性的石化能源的依賴，亦可大幅減少發電及海淡水製水成本。 

 

 
圖 2-4-2 2010 及 2017 年國際各類再生能源發電成本趨勢圖 

資料來源：2018,IRENA, Renewable Power Generation Costs in 2017-KEY FINDINGS AND EXECUTIVE 

SUMMARY 

－垃圾處理：面對無法回收再利用的垃圾，目前也已有諸如熱裂解、汽化等技術，

可將垃圾轉變為生質能源加以循環利用。馬祖目前的垃圾均運回本島處理，若

（生質能源） （離岸風力） 

（石化燃料發電費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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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透過這樣的方式在地處理，並轉化為生質柴油，用於火力發電或垃圾車，將

可同時對垃圾與能源問題有所助益。 

－水資源處理：馬祖受限自然條件淡水水源不穩定，民生用水以海水淡化為主，

成本高昂。目前全縣有 28 個汙水處理場，但並無雨水回收、中水回收等水資源

循環再利用系統。未來新建建築、社區及開發區應考量水資源循環再利用系統

的設置，以充分利用天然資源，降低能源需求。 

－廚餘堆肥：馬祖可耕地面積不多，除山隴蔬菜公園外，多半屬於民眾在自家附

近空地種植蔬菜的小型農業模式，非常適合推廣有機堆肥的友善農業。推廣廚

餘堆肥，不但可減少化肥使用，落實無毒友善耕作，更可減少垃圾量，降低垃

圾處理成本，達成健康的土地、健康的經濟、健康的島民的「健康島嶼」目標。 

中程目標：各項資源循環再利用率達 5%。 

長程目標：各項資源循環再利用率達 10%。 

 A-3：智慧基盤設施及智慧綠建築 

智慧化能增加資源使用效率、維護國土保安保育、促進產業經濟發展，亦是強化

島嶼調適能力的重要指標，也是國際發展趨勢，目前國內也正積極推動「智慧國

土」計畫，連江縣亦於 107 年完成智慧國土規劃報告，提出各面向智慧化政府推

動計畫；另一方面，自 103 年起，依內政部營建署規定，全國新建公有建築均須

取得至少「合格級」以上之智慧綠建築標章。 

馬祖地區資源有限，智慧化的基盤設施與智慧綠建築在監控環境變異、提高資源

利用效率、增加資源循環率、降低非必要性的資源消耗等各面向上均十分重要。

除依現行規定於公共設施、公有建築推動智慧化、智慧綠建築外，在中長程發展

面向上，應更進一步推動至民間，全面提升馬祖資源利用效率。此外，除新建建

築於設計時即應納入智慧綠建築系統外，馬祖傳統閩東建築於修復、活化時，亦

應納入智慧綠建築系統的考量，使其成為兼具低碳、智慧化的綠色建築。 

中程目標：建置水資源智慧管理系統；全縣增加 30 棟智慧綠建築（含四鄉五島公

私有建築）。 

長程目標：全縣增加 60 棟智慧綠建築（含四鄉五島公私有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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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掌握正確土地資源，重新檢討土地利用 

馬祖地區雖於戰地政務解除後曾進行過土地測繪、航照圖拍攝、都市計畫擬定等

工作，但近年來隨著觀光旅遊產業的迅速發展，土地利用的現況與需求已有了很

大的變化。另一方面，軍方近年來逐漸釋出土地，包括「還地於民」、閒置營區

釋出等，對馬祖的土地資源運用也是很大的變化。面對馬祖的永續發展，土地資

源的清查、正確圖資的建立、土地利用的檢討都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中程目標：完成至少二鄉之地籍重測及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長程目標：完成全縣地籍重測及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A-5：建置智慧型防救災系統，強化島嶼抗災韌性 

除了在前端透過資源循環再利用降低資源的消耗與碳排放量，以及智慧基盤設施

監控環境變異外，當災害發生時，迅速掌握災害資訊、立即且適當的防救災行動，

亦是降低損害，強化島嶼抗災韌性的重要作為。 

中程目標：建置智慧型防汛、防救災系統；擬定防災避難計畫。 

長程目標：完成全縣防災避難規劃；提升縣民防災避難意識。 

 A-6：強化衛生福利建設，確保縣民醫療需求與健康促進 

為打造永續的健康島嶼，強化島嶼韌性，除了從環境面著手，亦應強化醫療、社

福體系，使能夠應付日益增加的醫療社福需求，如發生大型災難時，亦可保有更

充裕的防救災韌性。 

中程目標：有效提升並均衡四鄉五島 24 小時醫療照護功能與品質 

長程目標：推動全民健康促進，降低長照需求；提升長照品質，推動社區式照護 

 目標二（社會面）：從馬祖在地文化出發，建立國際夥伴關係網絡（B） 

馬祖文化主要承襲於閩東的福州文化，與台灣本島在文化特色上有很大的不同，

長時間的軍管更為馬祖文化加上了一層戰地文化的色彩，產生了與福州當地有別的馬

祖特色文化。馬祖的永續發展，在社會面上，應從馬祖在地文化出發，強化馬祖人的

在地認同，並更進一步地以馬祖的文化特質為基底，尋求國際關係的鏈結，建立國際

夥伴關係網絡，讓馬祖走出去，讓世界走進來，提高國際能見度，促成國際合作，為

馬祖帶來更寬廣的國際視野，並與國際夥伴共同協力朝向永續發展之路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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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系統化蒐集、彙整與研究馬祖文化資源，建立「馬祖學」 

馬祖由於地域特性與戰地影響，形成了獨特的「戰地閩東島嶼文化」，在語言、

飲食、戲曲、農漁活動、建築風格、軍事地景、自然生態…等各面向上均有獨特跌

文化特色。連江縣政府已開始著手進行系統性的調查與研究，後續應更進一步地

從「歸納」到「創造」，從既有的馬祖文化出發，建立「馬祖學」研究，保存、

傳承並創生馬祖文化，強化馬祖在地認同。 

中程目標：建立「四鄉五島馬祖學數位典藏資料庫平台」；持續推動馬祖話母語

教學，並達到國中小學生六成、高中生四成以上可使用馬祖話進行日

常溝通之目標。 

長程目標：國中小學生八成、高中生六成以上可使用馬祖話進行日常溝通；建立

馬祖文化的自明性，強化縣民「馬祖人」身份的自我認同。 

 B-2：閩東文化傳承基地 

馬祖文化雖承襲自閩東，然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經濟高速發展，尤其沿海城市在

整體景觀、住民生活習慣上，都有了巨大的轉變。相較之下，馬祖的傳統文化尚

未因過度發展消失殆盡，在閩東式傳統建築、飲食文化、語言文化、信仰文化等

各方面，都仍保存地相當完整。閩東文化的影響範圍並不僅止於閩東一帶，早年

隨著華人移民至海外，世界各地均有閩東同鄉會的組織存在。尚保有完整閩東文

化的馬祖，可成為閩東文化的傳承基地，不僅在保存、傳承閩東文化上盡力，更

可透過世界各地閩東同鄉會的串聯，讓閩東文化被世界看見。 

中程目標：保存並傳承閩東文化，如飲食、語言、建築（修復）等。 

長程目標：連結各地閩東同鄉會，傳承並推廣閩東文化。 

 B-3：國際接軌人才培力 

「人才」是地方發展的基礎，為達到「國際接軌」的目標，需有相應的人才。未

來馬祖在人才培力上，應強化國際接軌人才的培力，例如基礎的語言教育、輔導

中學生選擇相關專業科系…等，以培育未來馬祖永續發展所需人才。 

中程目標：強化英語教學，提升馬祖學生英語能力；盤點馬祖人才需求，建立職

涯選擇輔導機制。 

長程目標： 推動中學生第二外國語教學，提升馬祖學生多語能力；健全就業環境，

提升馬祖青年返鄉就業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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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強化國際文化行動，以馬祖文化與國際接軌 

透過各種不同規模的國際文化行動，與國際社會進行交流，從交流的過程中，激

發新的創意，並再一次看見自己的文化魅力，提升文化自信。大型的國際文化活

動除了前述效益外，更能夠吸引國際友人進入馬祖，認識馬祖文化，並帶動地方

經濟。此外，馬祖以「戰地文化」列名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持續連結相應

的國際組織，進而達成申報世界遺產的目標，亦是強而有力的國際文化行動。 

中程目標：舉辦二場次以上之大型國際文化活動；每年舉辦二場次以上之中小型

國際文化交流活動；籌備世界遺產申報事宜。 

長程目標：舉辦四場次以上之大型國際文化活動；每年舉辦五場次以上之中小型

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提出世界遺產申報。 

 B-5：加入國際組織，鏈結國際網絡 

主動「走出馬祖」，加入國際組織，建立國際夥伴關係，鏈結國際網絡，讓世界

看見馬祖的美，並更進一步地透過這些國際鏈結的效應，讓世界「走進馬祖」，

吸引國際友人至馬祖旅遊、交流，帶來文化上的互動，並提升地方經濟。 

中程目標：加入至少一處國際組織；取得至少一項次國際認證。 

長程目標：加入至少三處國際組織；取得至少三項次國際認證。 

 目標三（經濟面）：從地方創生出發，發展適合馬祖的在地經濟模式（C） 

「地方創生」是面對地方人口減少，導致經濟衰退所提出的政策，旨在改變人口

流向，讓大量移入都市地區的人口轉而流入城鄉，透過勞動力的增加帶動地方經濟成

長與整體發展。除了增加地方人口外，在經濟體系的建構上，也強調由地方出發的，

擁有在地特色，強化資源循環與共享的在地經濟模式。在地經濟（local economy）是

把經濟行為拉回社群生活生中，包含互惠分享、地域性資源再分配等各種型態的運作，

在既有的環境承載量、容受力與回復力中，與自然共生，創造可循環的生計模式，連

結地方形形色色的產業，才能為地方帶來真正永續的發展與幸福。 

在經濟面上，應從「人才育成」、「實踐基地」、「實踐機制」三大面向建立馬祖的

地方創生計畫架構，同時建構適合馬祖的永續循環及共享合作的在地經濟模式，降低

對外部資源的依賴與消耗，落實馬祖經濟的永續發展，達成「健康的經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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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3 馬祖地方創生計畫架構 

 C-1：地方創生人才育成 

人才是地方創生計畫最重要的基石，也是馬祖長期以來最大的缺口。雖然在全國

人口多呈現下降趨勢的此時，馬祖一直維持穩定，近年來甚至出現成長的趨勢，

然細究馬祖的人口結構與流動，可發現雖然整體呈現成長趨勢，但流動率卻相當

高。由於地處離島，交通不便且成本高昂，來馬工作、服役者，多會選擇入籍馬

祖，以取得縣民的交通優惠措施，使得連江縣在籍人口始終呈現穩定且微幅成長

的狀態，然服務期滿、退役時，大多數人仍選擇離開馬祖，而馬祖本地年輕人出

外讀大學後因馬祖就業機會不多、業種有限，返鄉服務的比例也並不高。這樣的

情形造成馬祖雖在統計數字上呈現人口成長的趨勢，然實際上人才並無法長期持

續地在馬祖耕耘，對馬祖的永續發展十分不利。 

為打造「留才」的就業環境，培力在地永續經營的人才，應從流動率相當高的公

務人力、整體就業環境、在地經營人才、永續綠建築人才等四大面向著手，降低

人才流動率，並培育地方永續經營所需的人才。 

中程目標：提升基層公務人員留用率至四成以上；培育在地經營人才至少 50 人 

長程目標：提升基層公務人員留用率至六成以上；培育在地經營人才至少 100 人 

 C-2：地方創生實踐基地 

地方創生人才養成後，需要能夠將所學所想轉換為在地實踐的實踐基地。除了公

務體系及企業就業環境的改善外，針對馬祖在地文化特色、既有條件與發展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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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在地經營人才與智慧綠建築人才的養成，可由石頭屋永續宅（閩東傳統建築

修復與改建）、傳統商業核心區的創生、里山/里海示範點、綠色營生中心等面向

著手，讓地方創生人才能夠在地實踐，創造馬祖的在地經濟體系。 

中程目標：設置並營運三處里山里海示範點、三座綠色營生中心 

長程目標：累計設置並營運六處里山里海示範點、六座綠色營生中心 

 C-3：地方創生實踐機制 

有了人才與實踐基地，要如何讓人才願意長久地留在地方上永續經營，需要各種

創業、就業、生活面向上的支援機制，能夠「安居樂業」，才有可能定居下來發

展。因此，在地方創生架構裡，「實踐機制」是支撐整個計畫的重要基礎，這個

實踐機制是以「青年生根」為目標，讓青年可以生根馬祖，長期地在馬祖生活，

投入馬祖的永續經營與發展。 

中程目標：建立跨局處平台、建立人才資料庫；返鄉或移住青年達 20 人/年 

長程目標：返鄉或移住青年達 50 人/年以上；輔導青年創業達 3 家/年 

 C-4：推動永續旅遊體驗，增加綠色旅次 

馬祖自戰地政務解除後，即將發展主軸定位在觀光產業上，近年來更是因「藍眼

淚」為馬祖帶來了大量的觀光人潮，卻也開始呈現出旺季大量遊客湧入對島嶼生

活、生態、資源消耗造成一定的影響；淡季遊客數量稀少，對已大量轉向觀光產

業的島民生計造成影響的問題。「永續旅遊」並非僅強調對於環境、生態面的「限

制」，而是強調人與環境共存共榮、外地遊客與在地居民互相尊重的、循環的、

可持續發展的，而非消耗的、侵入式的旅遊模式。 

永續旅遊已是全球旅遊發展趨勢，2015 年 9 月聯合國第 70 屆大會宣布 2017 年為

「國際永續旅遊發展年」，依據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對「永續旅遊」

的定義，永續旅遊為：「充分考量目前及未來的經濟、社會與環境影響後，落實

遊客、產業、環境與當地的需求」。永續旅遊的發展準則與管理實務可以應用在

任何觀光景點的所有旅遊形式，包括大眾旅遊及各種特定對象的小眾旅遊。永續

原則關照到旅遊發展時所牽涉到的環境、經濟與社會文化等面向，而在追求這三

面向平衡發展時，要保證其長期的永續性。 

永續旅遊應該： 

1.以最理想的方式使用環境資源是旅遊發展的關鍵因素，維持基本的生態過程並保

育自然遺產與生物多樣性。 

http://baike.baidu.com/view/32739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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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尊重在地社區原來的社會文化，維護其過往建立並繼續存在的文化遺產與傳統價

值，同時協助不同文化間的理解與寬容。 

3.確保切實可行、長程的經濟運作，提供社會經濟福祉給所有的權益相關者，尤其

要公平分配，包括對在地社區提供穩定的工作、賺取收入的機會以及各項社會

服務，並力求減少貧窮。 

永續旅遊發展要求讓所有的權益相關者能資訊靈通的參與相關事務，並需有強力

的政治領導以確保廣泛的參與及建立共識。永續旅遊是不間斷的過程，必須持續

監測各種衝擊，而在必要時應該引進預防且/或正確的方法。 

永續旅遊應同時維持高水準的遊客滿意度，及確保旅客有個意義深重的經驗，藉

以提升他們對永續課題的覺知，同時推廣永續旅遊實務在他們的生活中11。 

由上述定義可知，永續旅遊並非僅止於生態的、環保的、小眾的概念，而是包括

大眾旅遊、小眾旅遊都可以落實永續旅遊的理念，達成環境保育與經濟發展的平

衡，並同時滿足遊客與在地居民的需求，同時也藉由旅遊活動的過程，向遊客推

廣永續旅遊的理念與落實。馬祖地區資源有限，在推動觀光旅遊產業時，更應朝

向永續旅遊的方向發展，逐步培訓縣內旅遊業者轉向推動永續旅遊，並與國際旅

遊產業發展接軌。 

中程目標：永續旅遊綠色旅次達總旅次之 50% 

長程目標：永續旅遊綠色旅次達總旅次之 80% 

 C-5：增加綠色工作機會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將綠色工作定義為「在農業、工業、服務業和管理領

域有助於保護或者恢復環境品質的工作」，首波 10 大成長產業分別為：建築、能

源供給（再生能源）、交通運輸、廢棄物、供水、商品製造、農業、林業、漁業、

旅遊業。綠色工作可以解決現今兩大問題。其一為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避

免自然狀態改變帶來的不可逆傷害；其二是提供更多工作環境良好的就業機會，

進而改善社會12。 

事實上，只要工作內容、所採取的工作方式對環境有益，例如可以減少碳排放、

資源循環再利用、降低廢棄物生產…等，任何工作都可以成為「綠色工作」。依本

節所規劃馬祖未來永續發展方向與目標，將會為馬祖創造許多的工作機會，現有

的工作也可以轉型為綠色工作，讓經濟與環境的發展同步成長。 

                                                 
11

 永續旅遊定義中文版翻譯來源：「賴鵬智的野 FUN特區」部落格（http://t.cn/RskQpJw） 
12

 綠色工作定義中文翻譯來源：綠學院（http://greenimpact.cc/zh-TW/article/kp48k/綠色工作） 

http://t.cn/RskQpJw
http://greenimpact.cc/zh-TW/article/kp4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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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程目標：增加 500 個綠色工作機會 

長程目標：增加 1000 個綠色工作機會 

 C-6：增加地方自有財源比例 

連江縣因設籍人口少、企業總數也少，地方稅收有限，財政多仰賴中央補助，然

中央補助仍需一定比例之地方配合款，近年來隨著地方建設經費需求的成長，地

方配合款的需求也大幅成長，對地方財政造成很大的壓力。目前連江縣政府主要

自籌財源來自於馬祖酒廠，擴充馬祖酒廠，增加馬酒收益，將可一定程度地增加

馬祖的自有財源。 

另一方面，在推動觀光產業發展的同時，亦可考慮課徵觀光稅、故鄉稅13等地方稅，

增加地方自有財源。觀光稅的課徵在世界各國已有許多先例，少量的觀光稅對單

一遊客來說並不會造成太大負擔，但每年十數萬遊客所累積起來的稅捐收益，對

地方政府卻是不小的助益，同時也符合永續旅遊「確保切實可行、長程的經濟運

作，提供社會經濟福祉給所有的權益相關者」的理念，讓來訪的遊客為地方的永

續發展帶來一些貢獻。觀光稅的課徵機制，可考慮與民宿、旅遊業者、海空運業

者等合作，於房價、票價中增加部分觀光稅捐，這些收益，即可用於如交通補貼

類必要但卻越來越難獲得中央補助之工作項目上。 

中程目標：增加自有財源比例 10% 

長程目標：增加自有財源比例 20% 

 

                                                 
13

 日本的「故鄉稅」制度並不限出生地，而是以「認同」為基礎，民眾可因認同、喜愛某地而繳納該地

的故鄉稅，繳納稅額可抵稅，地方政府也以致贈當地名產等方式回饋納稅者，為地方財政帶來了相當

的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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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馬祖永續發展準則 

第一節 馬祖永續發展最高指導原則 

當年經建會爰訂定十一項「促進離島永續發展方針」將作為研修訂及審議離島縣

市綜合發展計畫、綜合建設實施方案及各項建設計畫之最高指導原則，其內容如下： 

一、離島建設應以永續發展為最高目標，重視居民基本生活照顧、島嶼生態保育、島嶼特殊文化保

存及永續優質之產業發展。  

二、無人島嶼應盡量納入保育範圍，除必要之氣象、導航及國防設施外，禁止開發及建築；已經過

度開發之島嶼，應依其環境承載力採取開發降溫及環境保全對策。 

三、應依據各離島特性確立發展定位與成長管理策略，並訂定永續發展評估指標。 

四、推動生態旅遊取代大眾觀光，提升遊憩品質，減輕環境負荷，落實自然生態保育。   

五、加強島嶼特殊文化歷史及自然資源保存，鼓勵創新多元的地方文化產業發展，振興離島經濟。  

六、推動整體海岸地區建設及管理，檢討海岸設施必要性與妥適性，避免投資浪費破壞海岸環境。   

七、強化能源水資源使用效率、推動回收處理及節約用水，提高再生能源運用比例，推動廢棄物減

量、回收再利用。  

八、建構優質通信及資訊基礎環境，推動網路普及，縮短離島地區發展之數位落差。  

九、積極鼓勵人才返鄉創業或服務，並加強在地人才培育、社區發展及社區營造等軟體投資。  

十、加強離島長期性的調查、監測、紀錄與分析研究，並針對特殊課題進行研究發展。  

十一、加強島嶼間之合作交流，尤其是加強與各島嶼國家及國際非政府組織進行政策、技術、資訊

之交流，以提升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之自治能量。 

檢視以上方針對未來十二年仍具有指導性原則，因此本團隊將以這十一項方針作

為基礎。並將馬祖永續發展分為四大面向，包含綠色旅遊景區、資源復育地區、產業

基礎服務核及居住基礎服務核，各別訂定適合馬祖的永續發展準則如下節。 

第二節 馬祖永續發展準則 

依據全球永續旅遊委員會(Global Sustainable Tourism Council,GSTC)制訂之全球永續

旅遊目的地準則(GSTC-D)，建議政府單位應用需因地制宜，綜合考量當地環境、經濟、

社會、文化、品質、健康與安全、美學等各種因素擬定適宜之發展策略，相關法規訂

定考慮土地使用、規劃設計、建築物拆除等方面的永續性，後續的監管制度必須進行

週期性的複審與評估，且公開資訊報告提供民眾查詢。推行發展規劃應組織相關公部

門及私部門單位共同經營管理，並吸納公眾意見與民眾參與。為達到馬祖實踐永續發

展的目標，本團隊將分別從生態（環境面）、生活（社會面）及生產（經濟面）之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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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提列馬祖適用準則： 

一、環境面準則 

（一）環境敏感區的保護 

建立旅遊業影響環境的監測機制，保護動物棲息地、動植物種群以及生態系統，

並防止外來物種入侵。 

（二）建立機制確保對野生動、植物進行捕獲或採集、展示、出售等行為必須遵守當

地的、國家的以及國際層面上的法律與準則。 

（三）節約能源 

建立相應的機制，鼓勵企業單位計量、監測、公開報告能源消耗量，不斷減少能

源消耗以及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度。 

（四）水資源管理 

建立鼓勵企業單位計量、監測、公開報告並且不斷減少用水量的相關機制。確立

污水、排放物處理系統的選址、維護、檢測等方面的方針與準則，並強制實施這些方

針與準則，確保污水得到合理處置、再利用或實現安全排放，確保對當地居民與環境

的不利影響最小化。 

（五）固體廢棄物減排 

鼓勵企業單位根據減量化、再利用、再回收（3R）原則處置固體廢棄物並建立相

應機制。任何沒有被再利用或再回收利用的剩餘固體廢棄物，均要進行安全處置以及

按照永續發展要求的方式進行妥善處理。 

（六）發展符合島嶼尺度的地景景觀 

開發建設應符合「島嶼尺度」建築、土木及景觀規劃設計，避免山體景觀因高樓

遮擋而消失，影響島嶼景觀之整體性。 

（七）建設永續低碳的綠色基盤規劃 

以回歸與自然共生的「綠色基盤」（GREEN INFRASTRUCTURE）思維，降低人為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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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環境之破壞，包含再生能源、中水回收系統、廢棄物再利用循環經濟等。 

（八）旅遊景點保護 

制定政策並建立機制，鑒定評價、恢復（重建）、保育（保存）自然景觀景點。 

（九）危機預防與應急管理 

建立適當的危機預防與緊急事件應對計畫。該計畫中的重要內容需與社區居民、

遊客以及企業單位進行有效溝通。有明確的工作流程、實施步驟，以及針對員工、遊

客、當地居民的教育培訓計畫及其相應的資源保障，該計畫應根據外部環境、內部條

件的變化而及時更新。 

二、社會面準則 

（一）進行海洋復育及海洋科技研究 

經濟暨合作發展組織（OECD）預估從 2010 年到 2030 年「海洋經濟」對全球經

濟的貢獻將可達到 3 兆美元。馬祖發展海洋經濟的潛力無窮，應著手進行海洋復育工

作，並借助海洋大學之能量發展海洋科技之研究。 

（二）居民就業機會 

企業單位提供所有員工平等聘用與培訓機會，並提供可靠的職業安全保障以及合

理的薪資。 

（三）公眾參與機制 

記錄當地社區民意，建立鼓勵公眾持續參與規劃與決策的機制。 

（四）當地居民的進入與訪問權利 

監測、保護並視情恢復社區居民進入與訪問自然與文化景觀景點的權利。 

（五）支持社區發展 

提供便利條件，鼓勵企業單位、遊客、公眾積極參與社區活動、支持社區永續發

展，並建立相應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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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化遺產保護 

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對歷史與考古文物的出售、交易、展示或饋贈等方面的事務

進行妥善管理。 

（七）旅遊意識宣傳與教育 

定期舉辦社區活動，提高居民對旅遊業存在的機遇與挑戰的認識，增強居民對永

續發展重要性的理解。 

（八）旅遊景點保護 

制定政策並建立機制，鑒定評價、恢復（重建）、保育（保存）文化景觀景點。包

括（歷史的、考古的）建築遺產、鄉村風光、城市風情場所。 

三、經濟面準則 

（一）鼓勵在地生產及使用在地產品 

利用馬祖在地特有的產業資源，增加連江縣的經濟自主性，營造在地自有品牌，

並提供民眾更多就業機會，健全馬祖產業環境。 

（二）發展適性適量的永續旅遊模式 

發展重質而非重量的旅遊模式，降低旅遊過程對於環境的衝擊，以保育天然自然

資源為首要任務，維護自然景觀與生態的完整性。 

（三）經濟效益監測 

至少每年一次旅遊業對當地直接與間接的經濟貢獻監測並向公眾公開。在條件允

許情況下，監測物件應包括遊客消費支出、平均可供出租客房收入、就業人數、投資

成本與收益等方面的資料與資料。 

（四）扶持當地企業主與支持公平貿易 

應著眼該地區的自然與文化資源，建立扶持當地企業、支援中小型企業發展的機

制，開發與推廣具有地方特色的永續產品，促進公平貿易。永續產品包括食品、飲料、

農產品、工藝品以及藝術表演等。 

（五）行銷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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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永續發展的主張（要求）及其產品、服務等方面的行銷宣傳必須準確表達，

這些行銷與宣傳資訊應當秉持誠信、尊重他人的原則與當地社區、遊客進行溝通。 

（六）智慧財產權保護 

建立保護社區以及個人智慧財產權的體系。 

（七）旅遊季節性調控 

對自然與文化景觀景點等方面的旅遊資源與景點進行普查、分類與評價；資訊應

及時更新，並供公眾查詢。以適宜的方式來降低旅遊季節性波動，平衡當地經濟、社

區、文化、環境等方面需求，並努力尋求不同季節的旅遊發展機會。 

（八）遊客管理 

提供遊客行為指南，強化遊客行為的正面影響。制訂旅遊景區景點的遊客管理制

度，包括保存、保護自然與文化資源以及提升品質、提高價值等各種措施。建立對遊

客滿意度監測以及公開報告的機制，並視情開展相應行動來提升遊客滿意度。 

（九）景區景點解說 

自然與文化景區景點應當向遊客提供正確、適當文化內容的解說資訊。編寫資訊

時，應考慮到社區的共同合作，並考慮到以適宜的語言向不同來訪者進行有效的傳播。 

（十）符合通用設計 

景點及其設施應適用所有群體（包括身障者及其他特殊需求者）。一些無法直接進

入的景點及其設施，應通過妥善的設計以及實施方案來解決問題；該方案應當在維護

景觀景點完整性的前提下，適度考慮遊客住宿等需求的供給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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