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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頭城鎮海岸線長約 28 公里，擁有發展海洋休閒活動的條件，進而探討頭
城鎮海洋休閒活動發展之歷史背景、現況、危機與轉機，藉此提供研究結果給予相關單
位於推展海洋休閒活動之參考。【方法】本研究方法採文獻分析法、歷史研究法，並用
訪談法與觀察法為輔，得知頭城鎮海洋休閒活動的現況。【結果】經綜合分析上述研究
方法，所得結果如下：
一、宜蘭縣頭城鎮烏石港漸漸從傳統漁港轉型為休閒漁港、國道5號(雪山隧道)開通帶動
地方交通便利性，提昇遊客到訪的意願，進而為頭城鎮帶來觀光商機的有利條件。
二、頭城鎮海洋休閒活動資源如下：
（一）港澳水域的衝浪、海泳、飛行傘、獨木舟。
（二）
烏石港的生態賞鯨、龜山島登島觀光、防波堤釣魚。（三）竹安河口的風帆船、河
釣。
三、改善海洋休閒活動環境是目前政府及地方積極推動的目標，依專家訪談結果發現以
下限制（一）國人親水觀念缺乏（二）當地漁民與業者的配合（三）海洋休閒活動
須有專責的主管機關推動（四）不利推展海洋休閒活動之相關法令修訂（五）開發
海洋休閒遊憩資源相關研究調查（六）水域運動之推廣模式與商業行銷技術之導入
（七）海洋休閒相關課程應納入學校教育。
四、宜蘭縣頭城鎮觀光資源甚多，但季節問題造成冬季遊客甚少、水上活動除衝浪外，
幾乎完全停止。故，如何發展具有地方特色及豐富性的遊程設計，進而帶動地方產
業發展，提升觀光旅遊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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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頭城鎮交通便利，海洋休閒活動資源豐富，如能將危機轉化成有利機會，結合
地方特色，並配合產官學共同合作推動，實現「北頭城、南墾丁」的理想。
關鍵詞：海洋休閒活動、烏石港、龜山島 雪山隧道 國道5號

聯絡作者：高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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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住址：高雄市楠梓區海專路 142 號
E-mail: happy001@mail.nk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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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背景
屬海島型國家的台灣，配合豐富的海洋環境與河川、湖泊、水庫等豐沛的水資源，
擁有發展海洋休閒活動的優勢與雄厚潛力。自 1987 年政府宣佈解嚴後，海禁逐漸解除，
對於海洋的使用，政府相關單位開始呈現開放的態度，目前我國海洋活動日益興盛，政
府積極推動臺灣海洋年、海洋運動計畫或方案的制訂與推動等。因此，邁入 21 世紀，
實施週休二日以來，國人對休閒運動的觀念日益普及，親水觀念隨著海洋活動的逐漸開
放與參與有更深入的瞭解，擁有更寬更廣的遊憩空間，使參與海洋休閒活動成為優質生
活的新選擇。
宜蘭縣擁有超過一百公里的海岸線，尤其頭城的海岸線長約 28 公里，有多處潛在
適合發展海洋休閒運動運動觀光項目的地點，宜蘭縣長呂國華也表示，宜蘭縣擁有很多
極佳的海上和河川水上運動場所，它將成為觀光產業中的最大資源，若能多加利用，宜
蘭海岸線將會成為北部的墾丁。因此，頭城鎮若能將海洋運動、觀光活動結合地方特色，
對於拓展國民休閒、遊憩與觀光將有極大發展空間，實現「北頭城、南墾丁」之理想。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宜蘭縣頭城鎮海洋休閒活動之歷史背景。
（二）瞭解宜蘭縣頭城鎮海洋休閒活動的發展現況。
（三）縱論宜蘭縣頭城鎮海洋休閒活動發展 之危機與轉機。
（四）提供本研究結果給予相關單位，於推展海洋休閒活動之參考，
使海洋休閒活動更容易獲得大眾的重視及參與，落實「海洋國家」永續推動海洋
休閒活動之願景。
貳、相關文獻探討
有關海洋休閒活動的相關文獻，本研究探討內容包括台灣海洋休閒活動、台灣海洋
TAO

運動、台灣海洋觀光之發展，以下作概略性討論。
一、台灣海洋休閒活動發展相關文獻
定義方面，黃聲威（2006）「凡是利用海洋的自然人文資源與環境人文空間，以進
行休閒活動達到休閒目的者」
，謂之「海洋性休閒」或「海洋休閒」
；而海洋休閒活動可
以分為運動型、遊憩型、觀光型等三大類。吳偉靖（2006）則將海洋遊憩定義為利用海
洋水體從事有關娛樂、比賽、冒險、刺激等的遊憩活動。鄭憲成（2004）指出目前國內
對「海洋休閒遊憩」一詞尚無明確之定義，但認為海洋休閒遊憩是屬觀光、休閒與旅遊
中的一環，同時可接觸的是海岸型的區域，而在海洋資源可提供休閒遊憩活動的類別可
分岸上活動與水上活動。而國內外目前對於海洋休閒活動尚未有確切統一的名稱，因此
綜合以上各種海域遊憩活動之意涵，本研究將其統稱為「海洋休閒活動」
，並定義為「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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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利用海洋的自然人文資源與環境人文空間，以進行休閒活動達到休閒目的者。」
在海洋休閒活動的現況方面，林哲宏、李昱叡（2007）自 1987 年政府宣佈解嚴後，
海禁逐漸解除，政府及民間積極鼓吹「海洋台灣、海洋立國和海洋文化之概念」，對於
海洋的使用，政府相關單位開始呈現開放的態度，在本質上臺灣乃為海島生態系統，四
周海洋及海岸濕地再生性生態資源豐富，沿海國家風景區、海水浴場、海岸景點、觀光
漁港，均讓臺灣海洋環境具有休閒、遊憩、觀光、旅遊之發展潛力。葉茂生（2001）指
出臺灣地區海岸線長達 1,566 公里，海域遊憩資源豐富，臺灣地狹人稠，陸域遊憩資源
空間有限，而海域面積寬闊，未來觀光遊憩活動勢必朝向海域發展，因此，國人擁有更
寬更廣的遊憩空間，國人對於親水觀念隨著海洋活動的逐漸開放與參與有更深入的瞭
解，而政府相關單位也逐年修正海洋暨水域運動等相關政策與法規，使參與海洋休閒活
動成為優質生活的新選擇。
二、台灣海洋運動發展相關文獻
行政院體委會（2004）定義「海洋運動」為「利用海洋運動所從事的競賽或娛樂、
享樂等有益身心的運動」
。李昱叡（2005）則定義為「直接或間接透過載體與海洋接觸，
同時兼具休閒、觀光、遊憩、運動、文化、教育等內涵交集之身體活動」，其種類包括
游泳、水球、浮潛、水肺潛水、輕艇、艇球、橡皮艇、沙灘排球、潛水、快艇、水上摩
托車、風浪板、衝浪、獨木舟、拖曳傘或帆船等均屬海洋運動。
海洋運動已是國人發展另類運動休閒活動項目，提升民眾生活品質最佳途徑之一，
如何有效利用海洋資源，開創海洋運動休閒價值與觀念，普及海洋運動人口，將是本世
紀最重要課題之一（行政院，2002）。
學者林哲宏、李昱叡(2007)針對臺灣海洋運動政策發展目標歸納以下幾點：
（一）營造臺灣海洋運動發展環境
（二）建構國人親水親海資訊平臺
（三）輔導臺灣海洋運動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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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臺灣海洋運動永續經營
表一
規劃機關

台灣現行海洋運動政策現況彙整表

相關政策

行政院

運動人口

體育委員會

倍增計畫

推廣期程

摘要說明

2002 年

提倡國民運動風氣，倍增運動

至
2007 年

參與人口，落實運動融入生
活，提升國民生命品質。
成立「海洋運動推廣小組」
，推

海洋運動

2002 年 5 月

發展計畫

至
2007 年 120
12

動各項海洋運動的發展工作，
開創海洋運動休閒價值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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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念，普及海洋運動人口。
正式宣告行政院體育委員會及

2004 年

中華民國帆船協會於 2004 年

全民風浪

自 2004 年開 全力推展風浪板活動，在全省

板推廣計

始

各地之帆船委員會及學校推

畫

廣，帶動國人參與海洋運動風
氣。

提升學生
游泳能力
中程計畫

以提升中小學生游泳能力；養
於 2002 年

成學生親水能力；將強學生水

至 2004 年

上安全教育與宣導；水上安全
認知及自救、救人之技能。
推動校園水域運動，豐富學生

推動學生

2004 年

水域運動

至

方案

2008 年

教育部

休閒生活，不僅可有效增加我
國水域運動人口，提升國人親
水觀念、減少溺水事故，豐富
國人正當休閒機會，亦可帶動
產業經濟。

教育施政

強化海洋台灣課程及教材內

主軸-確立

2005 年

涵；加強海洋台灣師資培育與

海洋台灣

至

進修；強化海洋研究及海事人

的推動體

2008 年

才培育；辦理台灣海洋文化活

系

動及展演；推動海洋運動。

推動學生

2005 年

游泳能力

至

方案

2008 年

其體能並豐富其休閒生活。

2002 年

積極發展臺灣觀光產業，達到

至

繁榮地方、促進就業，活絡經

交通部

觀光客

觀光局

倍增計畫

藉由學生游泳基礎能力之培
TAO

養，保障學生之生命權，提升

2008 年

濟之效益。

資料來源：整理自李昱叡（2006）海洋運動概論
三、台灣海洋觀光發展相關文獻
劉修祥、許逸萍（2007）定義海洋運動觀光即是指人們暫時離開工作與居住之所，
前往海域環境參與或觀賞海洋運動所引發之各種關係和現象的綜合。
劉照金(2007)有關近年政府推動海洋運動觀光較密切之政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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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吸引國外觀光客來臺旅遊政策：如「觀光客倍增計畫」。
（二）推動國內旅遊方案：發展臺灣生態旅遊，其中與海洋運動觀光有關政策，包括推
動泛舟、船潛、海釣、風浪板、風帆等海上活動，並以龜山島、綠島、小琉球為
海上基地，澎湖、金門、馬祖為遠程基地，建構海上遊憩網。
（三）建立水域遊憩管理政策：交通部觀光局（2003）配合行政院積極管理之指示，以
積極有效推動水域遊憩活動，並建立水域遊憩活動管理辦法，確立水域遊憩活動
管理機關權責，建立緊急救援系統，並制定與執行轄區活動查巡計畫。
（四）輔導推動地方重大水上節慶活動：主要以推展臺灣具民俗特色水上競賽活動與觀
光活動結合，並達成國際水準之觀光活動為目標。
綜上所述，二十一世紀是海洋的新世紀，我國自 2002 年積極推動海洋運動政策以
來，海洋運動的發展日漸蓬勃，使身體活動範圍從陸上延伸至海洋，成為另類的運動休
閒活動；海洋的浩瀚無窮值得讓人深入探測，海洋休閒活動使國人擁有更寬更廣的遊憩
空間，參與海洋休閒活動故能使國人對於海洋的意識與觀念進一步的認知與瞭解，更能
開發更多海洋運動人口；受國人對於休閒活動的需求增加，海洋運動觀光領域的發展具
有良好的機會與開發之潛力無窮，不管是發展海洋休閒活動、海洋運動以及海洋觀光，
必將列為今後政府重要施政之ㄧ。

參、研究方法
為瞭解宜蘭縣頭城鎮海洋休閒活動發展的現況與將來推廣的可能性，本研究採用歷
史研究法與文獻分析法針對台灣海洋休閒活動的相關資料，加以蒐集、整理、分析、歸
納，進而瞭解海洋休閒活動在台灣發展上的意義與重要性。在研究前期先以歷史研究
法，用以釐清海洋休閒活動在台灣的源起與發展脈絡，以及文獻分析法用以輔助歷史研
TAO

究法，對文獻內容進行研究及分析，另以田野調查法方式作為收集資料的主要方法，田
野調查法的使用是輔助其他研究法不足之處，透過訪談宜蘭縣頭城鎮的產官學代表並實
地觀察當地海洋休閒活動情形，來獲得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一、歷史研究法
吳慧貞（2002）指出歷史研究法是有系統的蒐集及客觀的評鑑與現在或過去發生之
事件有關的資料，以考證哪些事件的因果或趨勢，並且提出準確的描述與解釋，進而有
助於解釋現狀及預測未來。而資料的鑑定方法有二種：一是外在鑑定，決定資料的真偽；
另一為內在鑑定，決定資料所述之事實的可靠性（王文科1990）。
故本研究採用歷史研究法，來探討宜蘭縣頭城鎮海洋休閒活動的發展歷程，以及台
灣海洋休閒活動發展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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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分析法
由研究者分赴圖書館、查閱、收集有關海洋休閒活動的期刊、論文、書籍、研究報
告與相關資料，加以整理、分析、歸納，作為瞭解宜蘭縣頭城鎮海洋休閒活動在台灣海
洋休閒活動發展上的意義及文化內涵，建立本研究理論與文獻基礎。
三、田野調查法
黃瑞琴（1991）訪談法的類型有兩大類型。
(一)、非正式訪談：就像是日常自然的談話，是一種很隨意的、自由的、開放式的、非
指示性的、和非結構性的談話方式。
(二)、正式訪談：每次進行正式訪談時，研究者要讓訪談目的明確化，要提醒報導人談
話的方向或直接向報導人說明訪談重點，或要求報導人配合談話內容做某些事(如
畫一張教室地圖)，再接著進一步提出有關這些事的問題。
本研究採正式訪談。訪談步驟如下：
訪談的進行，大致有以下幾個階段：
1、取得訪談者同意。
2、設計訪談提綱、與受訪者協商有關事宜（訪談時間、地點的選擇、訪談的次數、
是否錄音等）。
3、進行訪談（全程錄音並重點節錄）。
4、訪談後續工作（整理錄音內容並做逐字稿、寄回給受訪者確認，無誤之後並簽名，
同意訪談內容供研究者學術研究之用）。
本研究之訪談題目如下：
（1）就您的觀察，宜蘭縣頭城鎮的海洋休閒活動的資源與現況如何？（請就資然資
源、場地設備、活動設備、安全維護、活動推廣、民眾參與、國內外發展情形等
各層面資源與現況。）
（2）就您的觀察，宜蘭縣頭城鎮海洋休閒活動面臨哪些問題與限制?
TAO

（3）對於宜蘭縣頭城鎮的海洋休閒活動的建議為何?（中長程與立即性建議）
訪談之資料處理方式如下：1、採用「三角檢定」中的「交叉檢驗」進行信度考
驗。
最後，將訪談內容，根據研究目的，由研究者以及四位海洋休閒活動相關人員共同進行
主題分析，以增加分析內容客觀性（吳芝儀、廖梅花，2002），進而提高本研究效度。
肆、結果與討論
一、宜蘭縣頭城鎮海洋休閒活動發展現況
宜蘭縣頭城鎮在近年來烏石港的重建從傳統漁港轉型休閒漁業，發展出另類的產業
特性，加上國道五號（雪山隧道）開通帶動地方交通便利性，提昇遊客到訪的意願，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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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蘭陽地區產業及觀光遊憩發展。此外在頭城鎮公所主辦的海洋文化觀光季中，海洋
休閒活動種類的多樣性，並結合在地特色發展，因此將「北頭城」的名聲發揮的淋漓盡
致，相關活動如表二所示。
表二

近年來宜蘭縣頭城鎮之活動水域與活動推廣如下：
區域

海洋休閒活動

港澳水域

衝浪、飛行傘、獨木舟、游泳

竹安河口

風帆船、河釣

烏石港
龜山島

防波堤釣漁、衝浪、海洋文化
觀光季
龜山島賞鯨、龜山島登島觀
光、岩釣

圖一 港澳水域遊憩活動分區限制範圍

TAO

二、宜蘭縣頭城鎮海洋休閒活動發展危機與轉機
依據專家訪談結果發現宜蘭縣頭城鎮發展海洋休閒活動面臨的問題如下：
（一）宜蘭有季節多雨、東北型季風氣候等問題
（二）國人親水觀念缺乏
全國每年夏天因從事水上活動而發生意外的人數特別的多，最常見也最危險的
便是落水、溺水、及淹死的意外，而這些因素更讓青少年死亡原因中排名在第二。
加上民眾的觀念尚須改善，例如：老一輩的人認為去海邊、河邊等水域是非常危險
的行為，根本不讓他們的小孩、甚至下一代，接處水域相關活動。
（三）當地漁民與業者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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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者所述：因漁民與業者的認知觀念上的不同，在推廣、辦比賽活動等，漁民
的配合意願不高。
（四）海洋休閒活動沒有專責的主管機關推動
當地業者所述，就活動水域而言，宜蘭頭城水域規劃有歸屬交通部觀光局東北角
暨宜蘭海岸國家風景區、縣政府等單位，加上活動、比賽的設備不知哪個單位申請，
對於業者沒有一個單一窗口的負責單位元，因此造成辦活動、比賽的困難度增加。
（五）不利推展海洋休閒活動之相關法令修訂
目前尚有河流及海岸限制法條不利於推展海上、水上運動，因此在推展上受到了
限制。
（六）開發海洋休閒遊憩資源相關研究調查
曾發生意外之水域往往劃為危險區域，此舉動限縮了水域休閒之活動空間。
（七）水域運動之推廣模式與商業行銷技術之導入
目前頭城已辦理諸如海洋季、蘭雨節等大型活動，雖然十分精采熱鬧，但因缺乏
永續發展企圖與產業配合，故此類活動往往容易淪為「煙火秀」之類型。
（八）海洋休閒相關課程應納入學校教育
有學者認為親水觀念及海洋休閒相關課程應從學校教育開始著手，例如：自我能
力的評估、天然環境潛在的危險性等因素。
三、海洋休閒活動與宜蘭縣頭城鎮觀光資源之結合
觀光是發展地區特色的首要任務，宜蘭具有豐富的海洋資源，的確是吸引海洋休閒
活動人口發展的一大利基，除此之外，如能將海洋休閒活動與其他觀光資源結合，必定
能發展出屬於頭城地方特色的旅遊行程，如表三所示。
表三

頭城鎮其他觀光資源類型
TAO

觀光資源類型

相 關 景 點
頭城老街、金面大觀、大溪國小、天主堂、盧纘

文化藝術

祥宅、慶元宮、河東堂獅子博物館、北關螃蟹博
物館、蘭陽博物館等

生態旅遊

草嶺古道、桃源谷、頭城農場、北關農場等

健康休閒

石牌縣界公園、石燭凝翠等

資料來源：http://tourism.e-land.gov.tw/宜蘭勁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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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宜蘭縣頭城鎮觀光資源甚多，但季節問題造成冬季遊客甚少，水上活動除衝浪外，
幾乎完全停止。故，如何發展具有地方特色及豐富性的遊程設計，進而帶動地方產業發
展，提升觀光旅遊人潮。
頭城鎮交通便利，海洋休閒活動資源豐富，如能將危機轉化成有利機會，結合地方
特色，並配合產官學共同合作推動，實現「北頭城、南墾丁」的理想。
二、建議
（一）輔導地方民間機構組織，成立常設水域休閒教育推廣基地與組織
建議培育常態性機構、組織與人力資源，特別是若能與在地學校單位合作，尋求
上級單位支援（如觀光局、體委會或教育部），藉由閒置空間活化利用模式，建設
常態性空間與軟硬體設備、進而積極培育人才。
（二）積極鼓勵漁民轉型帶動地方繁榮
漁民的傳統認知認為出海捕魚是他們唯一生存之道，但為因應目前趨勢，漁村勢
必面臨到轉型問題，希望當地政府與相關單位鼓勵並推廣，將漁民原有的資源與業
者做結合，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用。並建議當地漁民能承租船、艇給民眾，做海
洋休閒活動之用，但前提下是要有合適的場地及完善的硬體設施，目前最適合推廣
的地方是外澳海水浴場。
（三）設立明確的海洋與海岸專責機關
宜蘭縣頭城鎮海洋休閒活動雖然有負責行政、協調工作、活動辦理的單位，例如：
推展中心學校與各活動單項委員會之間，以及觀光局與當地政府單位之間，因各屬
不同體系，在工作場合、協調溝通上都有所困難，權責劃分也不明確，因此，頭城
TAO

鎮應明確的設立專職機構負責海洋休閒活動等相關事項。
（四）加速通過相關法令政策
建議與期望政府相關單位，能夠加快水域休閒遊憩相關法令的制定，例如很多河
流及海岸限制法條不利於推展海上、水上運動，政府應在人民需求及水的應用上併
縱使用。如果經費上允許的話，加強每個縣市的水上或海洋活動的安全、組織。
（五）強化行銷網路平臺帶動產業發展
輔導建立當地觀光業者與消費者的溝通平臺，創造兩者間雙贏的局面，進而帶動
地方繁榮，例如充份利用當地資源、場地，整合公、民營舉辦之活動，強化網路資
訊的服務，提昇民眾參與海上活動的機會，如此一來，亦可促使地方觀光產業的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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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結合學術研究單位帶動地方觀光發展
配合政府發展觀光的政策，學術研究單位結合地方業者、相關推展單位，地方活
動的辦理之評估與規劃有賴學術研究單位的研究支撐，期望各個單位的連結，共創
生機與地方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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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development of marine leisure activities at Toucheng
Town of Taiwan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Toucheng Town’s development history,
current situation, crisis, and how it turnaround in its consequent marine leisure
activities with its perfect given condition of 28 km coastline, in order to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s to relevant government units in promoting marine leisure activities.
In this research, for obtain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marine leisure activities in this
town, we adopt the methodology of documentary analysis, historical research;
accompany with the supplementary measures by means of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
After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above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the valuable
referenc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Toucheng Town h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a traditional fishing harbor to a
recreational fishing harbor in Yilan County of Taiwa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ning
of the road of National Freeway No. 5 (Hsuehshan Tunnel), not only offers the
convenience of local transportation, but also promotes the willingness of visitors to
come, as well as brings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its tourism opportunities.
2. Toucheng Town currently provides all sorts of marine leisure recreations such as:
TAO

(a) Surfing, sea swimming, paragliding, and canoe in the water area of harbor.
(b) Eco whale watching at Wushih-Harbor, landing tour at Turtle Mountain, and
breakwater dam fishing. (c) Wind-Sailing and fishing at Jhuan-River entry.
3. Aggressively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of marine leisure activities has always been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nd has been the main target by both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interviewing the experts,
the speed of this development has been limited by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 People lack the concept of affection and attachment to the water. (b) The
degre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local fishermen and the industry. (c) Marine leisure
activities must be initiated and promoted by suitable and responsible authority.
(d) Unprofitable relevant laws must be amended related to marine leisur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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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he precision of resource-related research studies must accelerate in
developing
marine leisure and recreation. (f) The necessity in promoting patterns of Water
Movement and the induction and introduction in the marketing techniques of
commercial. (g) Marine leisure-related courses need to be included in school
formal education.
4. In fact, Toucheng Town owns prolific resources of tourism in Yilan County.
However, all activities are completely stopped except surfing due to the weather in
the winter. Therefore, how to develop marine leisure activitie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ichness of tour itinerary design,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industry and the tourism will be the first priority.
In conclusion, Toucheng Town has the advantages both in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nd thriving resources of marine leisure activities. If it can take this
beneficial opportunity at this critical time by modifying its adverse conditions
mentioned above, combine together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e cooperation among
the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schools. The ultimate goal- “Toucheng Town in the
North, Kenting in the South” will be definitely realized soon.

Keywords: marine leisure activities, Wushih-Harbor, Turtle Mountain,
Hsuehshan Tunnel, National Freeway No.5
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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