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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公園 
 
摘要 
隨著自然生態的價值愈來愈為人們所認知，以生態保育作為目的的管制─

例如野生動植物棲地之保存與管理─也就愈成為值得關注的議題。 
對於向來談論的野生動植物棲地之保存與管理，本文以空間管制理論的路

徑進行觀察，並具體地選擇富陽森林公園作為討論的標的，一方面希望探究此一

空間的管制問題，一方面也藉此思考生態保育上空間管制的一些新的可能性。 
首先探究標的空間的樣貌，逐一認識空間、人，以及空間與人的互動關係

，然後在確認管制目的之後，藉由先前對空間的理解，發掘現行的管制狀態存在

的問題，進而認為引進私部門的力量作為制度回應，是值得思考的方向，接下來

更聚焦於環境信託的制度，從其理念認識起，嘗試操作此一制度在富陽森林公園

中的實踐可能，期待其帶來美好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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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現代都市的高度人工化，使得人們的生活深陷於水泥金屬世界之中，也使

得公共空間的管制議題思考，慣於聚焦在廣場、道路、公共建築、人工化的都市

公園等場所上，而以為所謂的空間必然是這個樣子，以為所謂的管制也必然是為

它們而存在。有另一種模樣的空間，是大自然所統領的場域，大自然有它的規律

，人卻也帶著他們的價值進入其中，在人們價值的衝突激盪下，管制的需求也就

浮現出來。隨著自然生態的價值愈來愈為人們所認知，以生態保育作為目的的管

制問題也就愈成為值得關注的議題，而向來談論的野生動植物棲地之保存，在本

文則轉化為一種空間管制的思考。 
富陽森林公園，一個都市中的荒野叢林，就是身具上述特質的公共空間，

而其中自然與人的劇烈交錯，尤使其成為值得觀察的標的。本文選擇富陽森林公

園作為討論的例子，一方面希望具體地探究此一空間的管制問題，一方面也藉此

思考生態保育上空間管制的一些新的可能性。 
本文在架構上，首先探究富陽森林公園此一管制空間的樣貌，逐一認識空

間、人，以及空間與人的互動（2.）﹔然後在確認管制目的（3.）之後，藉由先
前對空間的理解，發掘現行的管制狀態究竟出了什麼問題（4.1.），進而思考可
能的制度回應（4.2.），接下來更聚焦於環境信託的制度，從其理念認識起（4.3.
），嘗試操作此一制度在富陽森林公園中的實踐可能（4.4.），以及實踐之後可
能帶來的願景（4.5.）。 

 

2. 管制空間的深究 
要發動管制的機制，首先必須對所管制的對象有清楚的認識，本文所設定

的標的是富陽森林公園此一空間，自必先深入其中加以了解，然而所謂的空間，

實在並非假想有一實在而不變的硬體存有，而係除了空間的形貌外，尚包含人的

行為與價值對話，因此空間和人二要素以及空間與人的互動關係，均需加以檢視

理解。 

2.1.空間 

2.1.1.地理位置 
富陽森林公園位於大安區內，臥龍街與富陽街的交叉口附近，慈仁八村旁

。範圍南以北二高為界，西倚福州山，北臨臥龍街272巷，東為六張犁山區，係
福州山東麓的一個小山谷。以台北市幅員而言，仍可算是位處都市中心區域，尤

其鄰近捷運木柵線麟光站，交通上非常方便。 

2.1.2.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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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陽森林公園此一區域，原是被稱為火藥庫或彈藥庫的地方。話說國民政

府遷台之後，在六張犁地區蓋設「四四兵工廠」，而富陽森林公園所處區域位於

六張犁山麓的山坳斜坡地，被修整成凸起的假山和凹谷，其內儲存彈藥等物品的

庫房約有七、八間，被稱為火藥庫或彈藥庫，戒備森嚴。後來北二高興建通過其

後方，因北二高地基不可虛空，故彈藥庫的山洞和大部分的軍用車道就被填實，

一九八七年仍有衛兵留守，但已開始全面運出彈藥，一九八八年，四四兵工廠正

式遷至三峽。一九九一年開始，漸有附近居民爭取改闢為森林公園。二○○○年

三月十日內政部原則同意台北市政府的建議：只要土地所有權處理得宜，即可將

此地區更改為自然森林公園，公園的規劃盡量保持原有的自然生態風貌，二○○

○年九月一日，台北市政府正式公告發布此地區為公園用地。目前則是由黎和里

里辦公室領養。1 

2.1.3.一起進入富陽森林公園 
在上述背景說明之後，接下來歡迎和我一起進入富陽森林公園，一窺其空

間形貌（請參照下圖）。 

                                                 

1 參照劉智雄等，走入富陽─台北都會森林公園導讀，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頁9-11（200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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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富陽森林公園步道圖 

來源：陳定欽，富陽公園步道圖，小毛毛的自然天地/公園生態/富陽公園/地圖導覽
，http://www.cips.tp.edu.tw/small/park/fuyang/map.htm（2002/5/29瀏覽）。 

 
富陽森林公園主要的入口有三，面對公園從左到右分別為磚階、鐵梯和停

車場，進入公園後將有很明顯的空間錯置感，尤其是前兩個入口更是如此，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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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是街道、高樓和來往的車輛（雖然車並不很多），給人「都市」的空間感，一

牆之隔卻立刻進入一片森林，置身層層疊疊的綠色植物之中﹔園內主要的地形由

幾個谷地及其周邊圍繞的高地構成，數條步道交錯其間。從磚階或鐵梯入口進來

之後遇到的第一個谷地，呈現自然次生林的面貌，雖然尚未演替為較成熟的陰性

樹種森林，但已存在相當高層的樹冠，並有爬藤、蕨類植物蔓延其間，另外，有

幾棵高大的烏臼、相思樹等樹，因係早期經濟樹種，咸信為過去人為所栽植﹔第

二個谷地已有明顯人為入侵的痕跡，谷地內原本的植被有一大塊遭剷除，種上多

種園藝植物，與步道左側山壁上繁複多樣的植物生態，呈現一對比﹔第三個谷地

的情形有過之而無不及，草地上種植許多園藝植物及果樹，植物密度較自然狀態

低上很多﹔經過一段步道後進入第四個谷地，該處主要區域已完全無植被，被鋪

上地毯以利活動，並搭有一簡陋小亭擺放桌椅供人休憩，谷地四周種植各種果樹

及園藝植物，且周邊及鄰近位置的步道旁至少共有三處，已圍成小塊的菜圃﹔第

五個谷地與第三個谷地類似，草地與園藝植物構成景觀的主角，亦有一小塊圍起

的菜圃﹔再繼續沿步道往上前行，經過一擺放有椅子、鋪有地毯的小平台再往下

，除了北二高的沉沙池外，是一大片的菜園，公共區域的私人運用在此達到極致

。除了上述的介紹之外，公園內沿著較邊緣的幾條步道去走，大體上可以看到屬

於比較自然狀態的景象，但左側（東方）往山頂方向，漸可發現地面無草本植被

的景況特別顯著，似乎是土壤流失的現象，到鄰近山頂一平台，則又為鋪設地毯

供民眾活動以及搭建休憩場所的情形，且範圍甚大。至於西往福州山方向，也有

類似傾向，人工化的狀況到山上達致另一頂峰，不過因福州山已超出富陽森林公

園範圍，本文不多敘述。 
這些文字的描寫，其實不能呈現此一具象空間的萬一，只是希望作為其後

討論的初步基礎而已。 

2.2.人 
常在富陽森林公園活動的人，據筆者觀察可能包括：菜農、園藝植物栽植

者、從事運動或休憩者、單純的登山者或遊客、自然觀察者或團體、荒野保護協

會富陽定點觀察組。這樣的分類，建基於對各該類群可能價值觀與行為的想像，

也就是說，推測並聚攏具有類似價值觀與行為的人，而形成上述分類。當然，人

的屬性畢竟是相當複雜的，本文的區分未必就一定很妥當，尤其是，下述以及其

後章節對不同類群價值取向的分析，可能有過於簡化的問題，但恐怕也是在類型

化處理上不得不然的結果，合先敘明。 

2.2.1.菜農 
富陽森林公園中有些區域被闢為菜園，應係附近個別居民所為。其觀念可

能認為，任由該地成為荒野不加利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不如以自己勞力種植蔬

菜，可以有所收益，而且也是地盡其力。 

2.2.2.園藝植物栽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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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內有許多區域被種植園藝植物，沿步道兩側也常如此，這些也可能是個

別民眾所為。野生植物在其眼中大概只是一堆雜草，毫無價值，不如種上會開美

麗花朵或有特殊顏色葉片的園藝植物，較為美觀。 

2.2.3.從事運動或休憩者 
有一些民眾會在園區內打羽毛球，或打開音樂做做體操，或三三兩兩泡茶

閒聊。或許對他們來說，富陽森林公園與一般的公園或自己家的後院差不了多少

，主要的目的是提供一個可以做運動、可以交際的場所。 

2.2.4.單純的登山者或遊客 
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人在步道上行走，會看看風景，但不特別進行自然觀

察。他們的想法或許也希望暫別都市塵囂，接近大自然，他們的目的就是爬山或

散步，這樣的活動除了步道之外，不需要其他改變環境的措施。 

2.2.5.自然觀察者或團體 
不少自然觀察團體例如蝶會、鳥會、步道協會等，會到這裡來進行自然觀

察或舉辦活動，由於觀察對象的性質以及組織本身的理念傾向，這些團體通常較

一般人有較多的保育意識，雖然觀察活動多少也會造成生態的干擾，不過對於環

境形貌的意願，這些團體應遠較一般人傾向維持自然。 
另外，除了以群體方式之外，自然觀察者也可能以個人的型態出現。 

2.2.6.荒野保護協會富陽組 
荒野保護協會其實也屬於上述的自然觀察團體，不過該協會在富陽森林公

園成立的定點觀察組，其特殊性值得區分出來檢視。 
荒野保護協會的富陽定點觀察組於二○○一年七月正式成立，成員目前約

十數人至二十人左右，每月固定聚會及從事自然觀察，並不定時接辦協會或其他

單位委託之活動。 
由於此一分支組織係專以富陽森林公園為觀察對象，因此成員雖大多非屬

附近居民，卻定期且持續性地到此地活動，故其一方面具有上述自然觀察團體的

特質，一方面又近似於「在地」而非過客，勢必對此地產生更深的認同感。 

2.3.空間與人的互動 
從前面空間與人的分別概述，已可以讓人約略感受到人與空間之間隱含微

妙的互動關係，本節擬將這中間的動態變化，設想為空間對人的充填、人對空間

的型塑、空間對人的反饋開啟人與人的對抗三個層次，做進一步的分析。 

2.3.1.空間對人的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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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沒有這麼一個空間，人們大約就只能待在家裡或其他人工化的設施中

（這是用比較極端的說法），而如今此一型態的公園之存在，也就對人的生活產

生充填的作用。 
不同的人身處此處，可能有不同的感受，並可能希望在此處從事不同的活

動。在有些人的眼中，富陽森林公園原有的景象可能就只被視為一片荒地，任其

荒蕪乃是資源的浪費，應該好好地開墾利用﹔對於另一些人來說，有這樣一座後

花園可供休閒活動感覺是很不錯的一件事，但他們對於所謂荒野其中的奧妙或功

能認識有限，野生的植物、動物在其觀念中並無特別價值，毋寧換上艷麗的園藝

植物和便於活動、休息的設施更好﹔也可能有一些人，愛好自然的美景，茂密森

林及蟲鳴鳥叫能帶來更多愉悅的感受，此處原有的景象正可提供這一些﹔再有一

些人，能在更深入地認識動、植物的生態及知識下，因大自然變化豐富的奧妙與

多樣性而受感動，而此處原有環境正是生態觀察的寶庫。 
這些不同價值取向的人們，富陽森林公園中的景觀給他們不同的感覺，因

為需求的不同，希望對這一空間做不同的運用，也就對它呈現何種樣貌有不同的

企望，其結果，開啟了另一階段─人對空間的型塑。 

2.3.2.人對空間的形塑 
假設沒有這些活動其間的人，富陽森林公園會是什麼模樣？大約會是一片

荒野，而與現在十分不同，現在的景象，處處留存人之爪痕。 
姑且撇開歷史的發展上在這塊區域遺留的痕跡不論，首先步道的存在，就

表明了人們欲進入這裡的意志。步道本身的多寡、型態也展現了人的價值，例如

新近開闢的一條往福州山小徑，給人的是更方便的感覺或對此地生態太多入侵的

擔憂？步道兩側原有植被的剷除種上園藝植物，給人的是美觀或是殘酷的感受？

在不同價值觀下會有不同的結論。當然，一般而言步道對進入的目的是比較中性

的，人們可能對在其內進行的活動有不同的企圖。 
菜園顯現了某些人對土地應有農作產出，且可引為私用的心態﹔園藝植物

取代野生植物，顯現了某些人觀賞性的需求，以及對色彩鮮麗、型態詭奇品種的

偏好﹔地毯顯現了某些人對從事運動的需求，桌椅涼亭則顯現了某些人休息、聊

天的需求﹔經過第三谷地之後連通停車場入口的那個T字路口，有一棵觀音座蓮
上面吊了一塊名牌，四周的植物被清除，推測其目的是為了把它介紹給大家─這

是一棵叫「觀音座蓮」的蕨類植物，它的特徵是葉片基部木質化的扥葉，好似觀

音菩薩的蓮花座一般，為了讓你們看清楚，所以把四周的東西清乾淨─這也顯現

一種自然觀察與教育的價值，雖然有些從事自然觀察的人或團體可能不贊成這種

做法。這些都是不同人的需求與意志，改變了原有環境的例子。 
另一方面，人的活動也成為這空間的一部份，也就是說，人的形體佔據一

定空間，其活動也必定產生一定範圍的排他性，且同時形成整體空間存有的一部

份，而可以被感知，就像原來在此生活的野生動物一樣。例如，你可能可以看到

有人在這裡做早操，旁邊大聲播放他想必很喜歡但某些人或野生動物也許不敢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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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的音樂﹔你也可能看到有一群小朋友，在鋪有地毯的那塊空地嘻鬧追逐，旁邊

幾個大人坐在小亭中閒聊﹔你也可能看到一群人圍在一個什麼東西四周，聽其中

一、二個人做說明，並且爭相往前似乎想看清楚那個東西。這些都是人的活動構

成空間成分的具體例子。 
由上述說明可以看出，不同的價值在這裡面顯現。同時，這許多充塞其間

的價值隨時都在流動、改變。除了人來人去所帶來的，在不同時間點─早上、下

午、晚上、週一到周五、周六日─有不同數量與目的之人進入活動的變化之外，

更長的時間軸也存在動態的變遷，例如新步道的開闢、枯木的被移除、原有植被

被剷除改種園藝植物、果樹、蔬菜的範圍逐漸增多等﹔又例如，隨著愈來愈多人

知道這個地方，日常有愈來愈多人進入，除了附近居民可能更多將此處納入其生

活圈外，遠道而來接近大自然或從事自然觀察的人應也愈趨增多，自然觀察團體

也可能更以此處為舉辦活動的重要地點。這些變遷使得人對空間的形塑方興未艾

，變換不息。 

2.3.3.空間對人的反饋開啟人與人的對抗 
這已被人的價值所充塞、改變的空間，又反饋到人的身上，給人不同感受

進而激發人新的行為動因。也就是說，不同的價值在空間中顯現、流動，自然就

相互衝突激盪，而可能擦出火花。 
為了產生較強的對比性，就舉荒野保護協會富陽組和其他影響原有生態之

行為者間可能的價值衝突為例吧。對於前者而言，看到菜園、園藝植物和地毯的

感覺可能是：破壞生態。尤其在特定情況下，這種不愉快的感覺會特別強烈，例

如夏日夜間希望觀察到蟬幼蟲羽化時，知道地毯會使蟬的幼蟲無法鑽出地表而死

亡，就會特別因地毯而怒火中燒。對於園藝植物的心態可能較為複雜，因為它們

實際存在，也具有一些特殊的生態特色，故常也成為生態解說的對象，因此恐怕

造成一些內在價值的矛盾也不一定。不過基本上，荒野保護協會成員的理念，應

是對生態破壞現象有所反感，這些感情也可能進一步延伸為與菜農或附近居民的

溝通，但是，或許由於公共財的搭便車心態，以及該團體成員柔性屬性的特點，

這些行動似乎不多，更不會有其他強烈的反彈舉動，因此未見立即性的效果也就

是很自然的事。 
另一方面，即使同屬自然觀察者或團體，彼此的價值與作為亦可能不大相

同，例如前述為看清楚以及方便解說而清除觀音座蓮周圍植物的做法，某些自然

觀察者可能就會不以為然﹔又如某次某自然觀察團體舉辦賞蛙活動，荒野保護協

會富陽組亦協同進行夜間觀察，該團體為取得較佳攝影背景、角度而對蛙類有較

多干擾行為，就引起富陽組部分成員的反感﹔又如某晚某自然觀察團體舉辦的夜

間觀察活動，在僅少數帶隊人員帶領過多民眾的情況下，造成人生鼎沸令人恍如

來到菜市場的現象，恰巧也在此處進行夜觀的荒野富陽組組員，便與之溝通希望

減小音量避免對動物造成過度干擾，且在發現他們有捕捉蛙類行為時，委婉詢問

是否會將牠們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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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描述顯現了空間對人的反饋─其實是空間之中人與人的價值衝突─

可能進一步開啟人與人間的互動關係，競爭這塊土地應變成何種面貌。而這種互

動與競爭，也一直在流動、改變，上面的陳述看似靜態，但不要忘了，人的觀念

是可以也實際上常在改變中的。因此最明顯的，也就是一些自然觀察團體例如荒

野保護協會，在成立的理念上除了享受身處自然中的感動外，也在藉由此種感動

的分享擴散，產生更多保育環境的影響力，也就是說，藉由對民眾的生態解說活

動，影響一些原本與自然疏離的人，使亦成為生態的愛好者，假設這種理念確實

產生實效，那麼在愈來愈多人進入富陽森林公園而造成生態壓力的同時，保育生

態的價值也在向上提昇，這種提昇也可能在將來，對現有的價值沖激後的暫時平

衡狀態，產生新的推力。 
 

3. 管制目的的設定 
管制目的之確認是進行管制的前提，藉由目的的導引，才能形成有意義的

管制策略，如果不知道目的為何，管制只能說是不知所云。 
在此處管制目的的形成，牽涉到很複雜的都市規劃問題，如何產生出最佳

的計劃結果，不僅涉及實質的價值考量，也涉及程序的制度設計，本身即為一極

為困難且龐大的問題，由於這並非本文重點，故不擬多做討論，目前政府對此地

的規劃，似乎是以自然森林公園，且盡量保持原有的自然生態風貌為方向，本文

姑且就以此作為最重要的管制目的，進行下面的討論。2要附帶說明的是，假如

管制目的改變，本文的下面討論也就失去依據，但不論如何，相信這些東西仍可

作為我們思考生態保護議題的有益論辯。 
 

                                                 

2 雖然本文跳過管制目的形成的討論，但其實也已有初步的判斷。筆者認為在富陽森林公園維持

自然狀態有特殊的正當性，因為這裡的特色就是豐富的本地生態，「走入富陽」一書上有紀錄之

物種包括哺乳類三種、兩棲爬蟲類十三種、鳥類二十二種、昆蟲七十八種（實際種類必遠多於此

一數目）、蕨類四十七種、其他植物一百七十九種（實際種類必遠多於此一數目），參照劉智雄

等，走入富陽─台北都會森林公園導讀，台北市教師研習中心，頁118-126（2000/12）﹔而筆者

本身在此區域曾觀察到的保育類野生動物有三種（珍貴稀有二種，一般保育一種），均不在前書

所記載中（是否係有意排除不記？），這樣豐富的生態多樣性若不是先前軍事管制的歷史偶然，

絕不可能出現靠近市中心的此處，如果要提供市民一般活動的公園，台北市已經有許多，破壞此

處難得的生態供作它用，無異買櫝還珠，浪費此處特殊的價值，亦即在都市規劃上，供市民不必

遠行即能接近荒野、從事自然觀察的地方，相較於其他用途的場所可說已經嚴重缺乏，加上自然

生態的不可回復性與不可複製性，也不可能在其他原本不具荒野性的土地，或將此地生態破壞後

因後悔，再以人工方式立即重建，因此本文初步以為，應保留此地原始面貌為宜。 



 

 11

4. 管制策略的反省─以環境信託為中心 

4.1.現行管制狀態的問題 
從一九八○年代以來，我國環境法制的建立與修正大幅進展，時至今日，

大部分的環境管制領域都已有法規存在，然而，環境問題並不因此消失不見，現

實上的環境破壞行為仍然不斷發生。對於這些環境破壞行為，理論上政府可以加

以處罰或施予其他管制處分，可是事實上，政府也常常沒有任何作為。因此可以

說目前生態環境破壞的問題，常常不是政府欠缺管制的法規，而是單純怠惰地疏

於執行，或因其他因素（人力、經費等資源不足，政治力量介入等）而執行不力

。也就是說，在生態環境的保護上並不是欠缺管制法規，而是在執行上發生政府

失靈的現象。 
這種現象在本文富陽森林公園的案例中也可清楚看出。以前面提及的改變

空間形貌行為而言，大體上可以分為：1.傷害、捕捉、騷擾動物行為、2.單純砍
除植物行為、3.小規模開發行為、4.較大規模的開墾行為。其相關法規可能各自
包括：1.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七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
、第四十九條﹔2.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刑法第三百五
十四條﹔3. 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刑法第三百五十四
條、第三百二十條第二項﹔4. 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
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條、第三百二十條第二項、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八條、第九條、

第四十三條。（以上相關法條參見附錄一。）除此之外，也說不定有水土保持法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森林法等土地利用或環境法規之規範可用，同時，基於

該地的生態價值，也說不定可考慮透過野生動物保育法、文化資產保存法、都市

計畫法等法律，將之劃設為保護區或保育區等，提昇其保障位階而引入更多管制

規範。 
當然，保護區或保育區的劃設現今並不存在，上述許多行政法規的適用也

可能有爭議，即使是本文已經列舉出來的野生動物保育法條文，所規範到的事項

也相當有限，但是在本案中，特別的是大部分的土地屬於公有，基於所有人的立

場，政府即可排除私人的任何破壞、開發行為，也就是說在本案的情形中，一般

民、刑法上的規定應該是最容易想到，也最具全面性效果的，畢竟一個人本來就

不應該跑到別人的土地上任意施為，甚至引為己用﹔我們也很容易想像，假如這

塊土地是私人所有，遭到他人改變原有形貌，所有權人可能早就跳起來了，即令

民、刑訴訟曠日費時，但一句：「這是我的地，你在上面亂搞到時候我叫你賠不

完，而且你還犯了毀損和竊佔罪，再不離開小心我去告你。」可能就足以使大多

數人知難而退，而且，所有人也可能逕行拔除土地上的菜或園藝植物，因為附著

於土地上已成為土地之成分，在物權上所有人拔除的是自己的所有物（參照民法

第六十六條第二項）。可是就因為所有人是國家，政府的怠惰和無力，造就了如

今失序的管制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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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制度回應─私部門力量的引入 
在管制政策上，不論是觀察為兩種公共控制方法─私人實現權利的普通法

法體系、直接公共控制的行政的體系3，或是觀察為三種國家與市場的關係─市

場作為管制的完全替代物、市場本身作為管制之工具、市場作為國家之夥伴（公

共服務之契約委外）4，或觀察為四種制度性機制─市場力量、普通法責任、政

府管制、保險5等分類，總之，環境問題的因應措施如今已走到多元因應的階段

，在此趨勢下，環境政策的形成與制度設計的過程中，必須敏感地體認到各項具

體的因素條件，針對層出不窮的環境問題，廣泛地探求理論上可能的因應方法，

並針對各種環境問題的特質，作最佳的調配組合6。 
在上述現行管制狀態問題的發掘中，已經發現政府失靈的現象，而如果還

只想透過政府的力量來解決，固然也有努力的空間例如設置專責單位、給予更多

財政及人力資源等等，但投入更多的資源是否能獲得最佳的回收？尤其是繼續由

國家獨占管制權力，執行不力與怠惰的現象仍可能因為公部門的習性而持續，這

或許就刺激我們思考，是否引進民間的力量可以獲致更有效能的結果，而可以補

充行政管制的不足。也就是說，在第2章對空間中不同價值顯現之認識，進一步
讓我們思考，在管制上借助已經存在的人民價值之可能，而更有效地實現管制目

的之價值。 
在本案情形，可能的制度例如公民訴訟、委託行使公權力、委託管理、環

境信託等（當然本文的想像不可能窮盡所有的可能制度），公民訴訟目前在空氣

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等四項

法律已經存在，但在土地利用的法律上，尚未採用﹔委託行使公權力方面，像野

生動物保育法第十、十二、十七、二十、二十二、三十一條等是（條文參見附錄

二），由於須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的依據7，如要委託執行其他法規事項，

必須透過修法或立法﹔在委託管理上，目前富陽森林公園是由黎和里辦公處認養

，關於認養的性質本文尚不清楚，在一般都市公園的認養，似乎只是照護花木、

維持整潔，而不具有何等權力或權利，在富陽森林公園，亦只見該辦公處於今年

                                                 

3 See RICHARD A. POSNE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401（5th ed., 1998）. 
4 See Alfred C. Aman, Jr., The Globalizing State: A Future-Oriented Perspective on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Federalism, and Democracy, 31 Vand. J. Transnat'l L. 769, 819-837（October, 1998）. 
5 See ROBERT V. PERCIVAL, ALEN S. MILLER, CHRISTOPHER H. SCHROEDER, & JAMES P. 

LEAP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LAW, SCIENCE, AND POLICY 136（3rd ed., 2000

）. 
6 參照葉俊榮，環境問題的制度因應：刑罰與其他因應措施的比較與選擇，收錄於氏著，環境政

策與法律，頁146-147（1993/4）。 
7 參照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台北，三民，頁173-174（1999/6增訂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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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月間設立了幾個告示牌，要求大家共同維護環境云云，不知有其他的管制

行為，不過在理論上，應該是有可能透過契約的訂定，將相當程度的管理權限授

與民間團體，而藉由契約去借助特定人民的力量完成任務﹔至於環境信託，其實

也可以說是政府與人民間一種委託管理契約的型式，但因為信託概念的引入，而

有了更具體的面貌，在台灣，環境信託仍屬一新興的概念，目前已有一些環保、

保育團體在提倡8，相信將來大有可為，而在富陽森林公園的案例上，本文認為

環境信託確是很可以考慮的管制策略，而就環境信託而言，在富陽森林公園的操

作或也將是一很好的試金石，故以下將以環境信託為中心進行討論。 

4.3.環境信託的理念 
環境信託起源於英國，從十九世紀中葉起，因人類開發行為使許多動物棲

息地及歷史古蹟遭到破壞，而有許多組織被創立對抗這些毫無計劃與感覺的開發

行為，著名的國民信託組織（The National Trust; TNT）亦在這股潮流下於一八九
五年成立，到了一九○七年國民信託法（National Trust Act）通過，提供了TNT
推動保育的法源依據，並規範TNT成立之目的為：「國民信託成立之目的是為了
促進永久保護的目標，而此所謂永久保護的對象為對國家有益處的土地、優美景

觀的公有地或出租地、歷史古蹟，以及與自然觀點、特殊的地理特徵、動植物生

存有關的土地。」經過一世紀的努力，英國最具規模的保育團體TNT至一九九四
年為止，擁有超過200000公頃土地，超過2000000人的會員，這些會員的捐贈，
成為TNT管理信託財產的經費來源之一。9 

從這樣的發展借鏡，可以對環境信託有一初步的印象，但如果以英國的國

民信託這一組織為中心，當然會發現其從事的工作非只一端，而本文以環境信託

作為一行為制度觀察的話，勢必要清楚地界定環境信託的意義。首先所謂信託，

依信託法第一條，「謂委託人將財產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

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又依同法第六

十九條：「稱公益信託者，謂以慈善、文化、學術、技藝、宗教、祭祀或其他以

                                                 

8 例如環境資訊協會在前身環境信託基金會籌備處時代，即戮力推動環境保育信託事宜，曾於去

（一九九一）年間連續辦理兩梯次的環境信託工作坊，倡議信託於自然保育與環境保護方面的應

用，獲得各界不少迴響，也曾派員前往日本與該國國民信託組織交流﹔有鑑於法規與社會力各方

面漸臻成熟，環境資訊協會將保育信託的推動當作新年度工作計畫的主要重點之一，積極向相關

部會爭取經費與合作，希望能在新的一年中匯聚各方意見與力量，擬定出保育信託許可及監督辦

法。參照盧道杰，環境信託前瞻：從匯聚社會力談環境信託可著力處，立報教育專題深入報導2002

環境前瞻系列，http://iwebs.url.com.tw/main/html/lipo1/152.shtml（2002/4/8）（2002/6/19瀏覽）﹔

環境資訊協會網址，http://e-info.org.tw/（2002/6/19瀏覽）。 
9 參照李秋靜，保育與發展之均衡策略─英國國民環境信託簡介，臺灣經濟研究月刊，第二十一

卷五期，頁33（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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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為目的之信託。」而所謂環境信託，係屬公益信託的一種，本來在概念

上，可能包含單純以金錢或其他可變現資產，支持從事非棲地保育的環保或保育

工作的型態，但由於在生態保育工作上棲地保存的特殊意義、前述英國發展的概

念，以及目前國內一般的討論，本文將環境信託限縮在將具有生態價值土地信託

管理的型態上，也就是說，環境信託的理念，主要係在於將具有特殊價值的生態

地域，信託由具有保育意識與專業的團體加以管理，而達成永久保護的目標，而

土地的來源，可能是國家也可能是人民。 
環境信託的特點，在於其借助的是民間力量，因此在保育工作上的制度優

勢，即表現在創造出更多保育事務上的誘因。此一制度的存在，在一定的條件配

合下，可以想見民間團體比政府更有誘因去從事具生態價值之土地的取得，例如

在雙連埤案中，荒野保護協會就顯然比政府更為積極10，而如果保育團體能取得

土地信託，在管理上，基於其理念與擁有土地後的歸屬感，將比公部門的管制更

有效果，而且基於民間團體的屬性，可能在紛爭上發揮和公權力執行不同的一種

柔性解決，而和直接的行政管制互補，而在運用上，也可能創造出更多生態教育

的價值，而使該空間對人有更具深度的給予，而非僅是靜置的保存﹔同時，環境

信託也是提供人民制度內的參與管道，而可善導民間對環境事務的關懷，甚至促

進人民更多的環境自覺。 
當然，這樣的制度必須建基於許多條件的配合，例如在實際操作上，受託

人的選定將對實行結果有很大的影響，不適當的受託人可能反而招致相反的後果

，而是否存在足資勝任的團體也成為一前提問題，如果不存在，又應如何促進這

股社會力的聚集，以及承擔的意願，其實都極待思考。 

4.4.環境信託在富陽森林公園的實踐可能 
由於公部門在富陽森林公園的管制不力，使環境信託在此成為可以考慮的

策略，而在實踐可能性上，首先即須檢視適宜受託人選的存否。用3.所設定的管
制目的，去瀏覽一遍2.2.富陽此一管制空間當中的「人」，可以發現自然觀察團
體以及從中特別區分出來的荒野保護協會富陽組，是與前揭管制目的價值相合的

組織，當然，也可能考慮未在此處活動的其他環保或保育團體，然而在上述這些

組織中，本文以為荒野保護協會是較佳的信託人選，理由如下： 

                                                 

10 國寶級溼地雙連埤，因屬私人土地而面臨毀滅的危機，荒野保護協會曾考慮發動民間募款買

下，成立台灣第一座民間設立的國家公園，參照張宏林，宜蘭縣雙連埤自然教育基地的願景，荒

野首頁 》荒野守護， http://www.sow.org.tw/（2000/7）（2002/6/20瀏覽）。雙連埤大事紀參照

黃子晏整理，宜蘭雙連埤大事紀，

http://www.e-info.org.tw/sow/%c2%f9%b3s%b0%f1%a4j%a8%c6%ac%f6020425.doc （2002/4/25

）（2002/6/20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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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管制能力而言，一般環保團體都有嚴重的經費與人力不足的問題，

在這方面荒野保護協會是個異數，不僅財力上較有基礎，人力上更有可觀的義工

群11﹔以在地性而言，未在此地活動或甚至在此地活動的其他自然觀察團體，其

實都只是過客，不像荒野保護協會富陽組定期在此處活動，且對此地有認同感（組

員會說：「我是富陽的。」相對於其他協會成員說：「我是二格的。」或「我是

花新的。」等等，此一空間已成為其歸屬感投射的標的），這樣的在地性將使信

託後的管制更有效果，不僅表現在管制意願上，也表現在管制效率上，就後者申

言之，因為組員原本就會定期到該地活動，即使頻率不高，但就該部分時間的投

入，就不是刻意而額外的，如果與管制結合，一方面組員從自然觀察活動中獲得

自我的充填，一方面遇到生態破壞行為也可以立即制止，因此，在國家沒有足夠

財政支持固定的人員在此執法時，借助義工的力量可以將成本最小化，這是考慮

在地性的一個原因，當然，附近居民具有更強的在地性，但是鑒於避免與管制目

的價值偏離的考量，本文以為仍以荒野保護協會為中心為妥，以其為受託人再藉

由其於社區的推廣與結合，逐步納入附近居民的力量，將可使未來的管制量能更

加提昇。 
到此，可以確立以荒野保護協會為信託對象，會是較佳的選擇，而這也是

此一案例的幸運之處，因為國內恐怕不容易再找到像荒野保護協會一般具有承擔

此種任務能力的受託人，而該協會於富陽有觀察定點的存在，使環境信託的實踐

有更具可行性的基礎。然而，即便荒野保護協會從其他選擇中脫穎而出，也還是

必須直接對之加以評估，其意願與人力上的可能性問題。首先，該協會七項理念

的第一項，即為「透過購買、長期租賃、委託或捐贈，取得荒地的監護與管理權

，讓野地依自然法則演替，保存自然物種。12」可以說和環境信託的理念不謀而

合，因此在意願上似乎可以獲得肯定，但是在實際工作的執行上，勢必相當大程

度依賴富陽組成員，因此富陽定點本身意願與人力的評估，也相當重要。以目前

來說，富陽組固定人力約十數人左右，由於多屬工作餘暇的投入，時間其實有限

，協會交付或其他來源的活動任務繁多，已感應接不暇，將來如再加上受託之管

制工作，可能超過負荷，尤其是以解說員為中心的定點成員，從事自然觀察與自

然解說是其自我滿足與自我實現的來源，因此願意在無任何報酬的情況下付出心

力，但管制工作相較之下並不有趣，甚至會與他人產生衝突而吃力不討好，這些

因素都會影響個別成員承擔此一任務的意願，而也就影響到整體的人力配置。當

                                                 

11 至二○○一年九月止，各組義工人數包括：解說員（全省）600人、兒童種子教師（台北）100

人、水筆仔種子教師（台北）20人、炫蜂團（台北）20人、推廣講師（全省）120人、電子報義

工（台北）14人、網頁義工（台北）4人、綠色地圖（台北）10人、行政義工（台北）320人、行

政義工（分會）300人、鄉土關懷小組（台北）40人，參照荒野保護協會，我們正在寫歷史─荒

野六週年特刊，頁31（2001/9/23）。 
12 荒野保護協會網站，荒野首頁 》認識荒野，http://www.sow.org.tw/（2002/6/20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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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應忽略像荒野這樣的團體是在不斷成長中的，有一天也許富陽定點會變成

數十人的大組織，而不須擔心人力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如果該協會將富陽信

託案當作本身的重點，在內部資源調整上優先配置於富陽定點，也有可能改善管

制量能上的懷疑。 
而作為政府，不應該只是靜觀其變或等待對方善意回應，而應該積極思考

如何在制度上增加其誘因，而使此一制度之發展能水到渠成，畢竟如同諾貝爾獎

得主Kenneth Arrow所言：「利他心乃是一種稀有物資，吾人應予惜用。13」人們

關懷環境的熱忱十分珍貴，如果不能獲得適當的舞台與鼓勵，可能就將澆息熱情

，環境信託是一個舞台，但應該讓它成為充滿希望與快樂的舞台，而不是索然無

味乃至荊棘遍布的舞台。如何營造此一環境條件，本文尚無確切想法，一般係以

租稅優惠作為誘因的給予，而從事信託事務的報酬或許也是可以考量的做法，不

過在本案中，金錢的補貼可以增加協會的動力，但對於第一線執行的義工來說效

果只是間接的，除了感覺自己幫協會以及環境增加了一些經濟上的資源外，自己

其實沒有什麼好處，因為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參加這一團體本來就不是為了錢，

因此尋求其他的誘因例如榮譽性的獎勵、協助化解管制工作上的阻力（單一窗口

、訴訟輔導⋯⋯）等，實值得再予思考。這也顯現了，誘因的給予需要多方面的

設想，而且在不同的個案中也有不同考量的可能，因此在全面性的制度設計上除

了以此案例作為借鏡外，也應廣泛地拿其他案例來檢測制度抽象的想像。 

4.5.環境信託給富陽森林公園的願景─代結論 
假想，政府確然將這塊土地信託給荒野保護協會，而由富陽組作為主要的

執行者，這將帶來什麼樣的未來呢？ 
首先就法律上來說，荒野保護協會可以所有人的地位從事空間的管理，因

此對於他人的生態破壞行為，可以採取民、刑事上的救濟途徑解決，相關破壞行

為和法條如附錄一所呈現且在4.1.也已約略提及，在民事上除了訴請排除侵害及
損害賠償外，其實也可能逕行拔除土地上的菜或園藝植物，因為附著於土地上已

成為土地之成分，在物權上所有人拔除的是自己的所有物﹔在刑事上由於毀損罪

屬告訴乃論（參照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條），在成為所有權人後可基於被害人的地

位而取得提出告訴的權利（參照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二條）。 
而事實上，他們也不一定要採取訴訟此種絕決的手段，由於該團體的屬性

，可能反而多半使用的是柔性勸說的方式，而基於所有的地位，可以有更大的彈

性進行溝通，一開始也許僅委婉提及，對方無善意回應，則進一步搬出所有權的

說法，最後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訴諸法律途徑。 

                                                 

13 See K. Arrow, Gifts and Exchanges, 1972 Phil. & Pub. Aff., at 343. 轉引自葉俊榮，民眾參與環保

法令之執行：論我國引進美國環境法上「公民訴訟」之可行性，收錄於氏著，環境政策與法律，

頁264（19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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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消極面向在破壞發生後加以阻止，也可能基於其管理權限，積極地在

事前從事規範，例如訂定管理規則，與到該處活動的自然觀察團體約法三章，限

制一次進入的人數，以及要求不得大聲喧嘩、捕捉動物或為其他對生態造成過度

干擾的行為，否則列為拒絕往來戶等。 
這些作為，將可與行政部門依據個別環境法規直接行使的管制措施交織在

一起，而發揮互補的作用，同時，該協會亦可成為行政執行上的助力，例如違法

事實的發現與告發。 
上述的觀察，是從受託的荒野保護協會擁有的權能，來思考他們可能的作

為，而從另一個角度我們也應該來看，受託之後對他們的作為會有何種影響，詳

言之，許多事情在未曾受託的現在也都可以做，但實際上可能沒有或很少出現，

因為信託的成立，將強化其行動力﹔例如對環境破壞或干擾行為進行柔性勸導，

可能由於公共財的搭便車心態，以及不願與人發生衝突的鄉愿心理，使這類行動

很少發生，但相信在受託之後，激發出來的對所有物的歸屬感，以及管理事務的

責任心，甚至對這塊土地永續保存的使命感，會促使該團體成員更積極進行上開

行動。可以說，因為環境信託此一因素，活化了原本已存在空間中的生態價值，

而促成更大的能量。 
同時，因為荒野保護協會生態教育的理念，將使這個空間的所謂管理，絕

非只是使其成為一個靜止的生物保存庫而已，而會是使其成為一個帶給人無窮驚

喜的生命場域。因為自然能被更有效地保護，也因為更能掌握的、更不致偏離方

向的生態分享，使自然價值藉由此一空間而更加蔓延。 
因此我們可以說，這樣一種環境信託的實踐，係管制目的之價值與空間中

已存在之人的價值相結合，前者因為借助了後者的力量而得以實現於空間之中，

後者則因為前者的引入而在空間中更加活潑、豐盈，也可以說因為環境信託，催

化了後者的活力，也因為環境信託，使前者得以輕盈地實踐。空間中的價值沖激

，被規導朝向生態保育的方向，使背反的價值在空間中漸漸消失（但不是激烈的

排除），更重要的是這不僅是空間的改變，人本身也成為被改變的對象，也就是

說因為環境信託這一制度因素的投入，逐漸改變了空間中的價值現象，而這被鼓

舞的自然價值，又以更積極更無阻擾的生態教育之面貌顯現，使這空間反饋回人

的身上，開啟更多到這裡來的原本與自然疏離、陌生的人之心靈，這一價值因為

這一空間而傳遞、重製、再生，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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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1.傷害、捕捉、騷擾動物行為、2.單純砍除植物行為、3.小規模開發行為

、4.較大規模的開墾行為。」可能涉及之相關法條： 
 

1. 傷害、捕捉、騷擾動物行為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六條第一項：「保育類野生動物，除本法或其他法令另
有規定外，不得騷擾、虐待、獵捕、宰殺、買賣、陳列、展示、持有、輸入

、輸出或飼養、繁殖。」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十七條：「非基於學術研究或教育目的，獵捕一般類之哺
乳類、鳥類、爬蟲類、兩棲類野生動物，應在地方主管機關所劃定之區域內

為之，並應先向地方主管機關、受託機關或團體申請核發許可證。 

前項野生動物之物種、區域之劃定、變更、廢止及管制事項，由地方主管

機關擬訂，層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 

第一項許可證得收取工本費，其申請程序及其他有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  未具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條件，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二  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獵捕、宰 

    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三  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使用禁止之方式，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 

    動物者。 

於劃定之野生動物保護區內，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 

以犯第一項之罪為常業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

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二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金；其因而致野生動物死亡

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一  未具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條件，騷擾、虐待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二  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騷擾、虐

待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於劃定之野生動物保護區內，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九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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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管制事項者。 

二  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使用禁止之方式，獵捕一般類野生動物者

。 

三  違反第十九條第二項或第三十三條規定，規避、拒絕或妨礙者。 

四  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者。 

五  違反第三十四條規定，其場所及設備不符合標準者。 

六  違反第十八條第二項或第三十六條規定，未申請許可者。 

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該管直轄市、縣 (市

) 主管機關得撤銷其許可證。」 

 
2. 單純砍除植物行為 

 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
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

求防止之。」 
 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條毀損罪：「毀棄、損壞前兩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
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

以下罰金。」 
 

3. 小規模開發行為 
 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
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

求防止之。」 
 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條毀損罪：「毀棄、損壞前兩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
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

以下罰金。」 
 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二項竊佔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
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項規定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4. 較大規模的開墾行為 
 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
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

求防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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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條毀損罪：「毀棄、損壞前兩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
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

以下罰金。」 
 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二項竊佔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
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項規定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八條：「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經營各種建設或土地利
用，應擇其影響野生動物棲息最少之方式及地域為之，不得破壞其原有生態

功能。必要時，主管機關應通知所有人、使用人或占有人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 

在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實施農、林、漁、牧之開發利用、探採礦、採取

土石或設置有關附屬設施、修建鐵路、公路或其他道路、開發建築、設置

公園、墳墓、遊憩用地、運動用地或森林遊樂區、處理廢棄物或其他開發

利用等行為，應先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經層報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後，始

得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為之。 

既有之建設、土地利用或開發行為，如對野生動物構成重大影響，中央主

管機關得要求當事人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限期提出改善辦法。 

第一項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類別及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變

更時，亦同。」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九條：「未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而擅自經
營利用者，主管機關應即通知或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責令其停工。其已致

野生動物生育環境遭受破壞者，並應限期令當事人補提補救方案，監督其實

施。逾期未補提補救方案或遇情況緊急時，主管機關得以當事人之費用為必

要處理。」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三條：「違反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未經許可擅自為各
種開發利用行為者，處新台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以下罰鍰。 

違反第八條第三項、第九條及第十三條規定，不依期限提出改善辦法、不

提補救方案或不依補救方案實施者，處新台幣四十萬元以上二百萬以下罰

鍰。 

前二項行為發生破壞野生動物之棲息環境致其無法棲息者，處六月以上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三十萬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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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野生動物保育法委託行使公權力相關規定（粗體為本文所加） 

 第十條：「地方主管機關得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有特別保護必要者，劃

定為野生動物保護區，擬訂保育計畫並執行之；必要時，並得委託其他機關

或團體執行。 

前項保護區之劃定、變更或廢止，必要時，應先於當地舉辦公聽會，充分

聽取當地居民意見後，層報中央主管機關，經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認

可後，公告實施。 

中央主管機關認為緊急或必要時，得經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之認可，

逕行劃定或變更野生動物保護區。 

主管機關得於第一項保育計畫中就下列事項，予以公告管制： 

一  騷擾、虐待、獵捕或宰殺一般類野生動物等行為。 

二  採集、砍伐植物等行為。 

三  污染、破壞環境等行為。 

四  其他禁止或許可行為。」 

 第十二條：「執行野生動物資源調查或保育計畫，主管機關或受託機關、團

體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公、私有土地進行調查及實施保育措施。公、

私有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除涉及軍事機密者，應會同軍事機關為

之外，不得規避、拒絕或妨礙。 

進行前項調查遇設有圍障之土地或實施各項保育措施時，主管機關應事先

通知公、私有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通知無法送達時，得以公告

方式為之。 

調查機關或保育人員，對於受檢之工商軍事秘密，應予保密。 

為進行第一項調查或實施各項保育措施，致公、私有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

遭受損失者，應予補償。補償金額依協議為之；協議不成，報請上級主管

機關核定之。 

進行前項調查或實施各項保育措施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非基於學術研究或教育目的，獵捕一般類之哺乳類、鳥類、爬

蟲類、兩棲類野生動物，應在地方主管機關所劃定之區域內為之，並應先向

地方主管機關、受託機關或團體申請核發許可證。 

前項野生動物之物種、區域之劃定、變更、廢止及管制事項，由地方主管

機關擬訂，層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 

第一項許可證得收取工本費，其申請程序及其他有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二十條：「進入第十七條劃定區獵捕一般類野生動物或主管機關劃定之垂

釣區者，應向受託管理機關、團體登記，隨身攜帶許可證，以備查驗。離開

時，應向受託管理機關、團體報明獲取野生動物之種類、數量，並繳納費用

。 



 

 22

前項費用收取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為保育野生動物得設置保育警察。 

主管機關或受託機關、團體得置野生動物保育或檢查人員，並於野生動物

保護區內執行稽查、取締及保育工作有關事項。必要時，得商請轄區內之

警察協助保育工作。」 

 第三十一條：「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前，飼養或繁殖保育類及有害生態

環境、人畜安全之虞之原非我國原生種野生動物或持有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

告之保育類野生動物產製品，其所有人或占有人應填具資料卡，於規定期限

內，報請當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登記備查；變更時，亦同。 

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後，因核准輸入、轉讓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前項

所列之野生動物或產製品者，所有人或占有人應於規定期限內，持證明文

件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登記備查；變更時，亦同。 

依前二項之規定辦理者，始得繼續飼養或持有，非基於教育或學術研究目

的，並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再行繁殖。 

本法修正公布施行前已飼養或繁殖之第一項所列之野生動物，主管機關應

於本法修正公布施行之日起三年內輔導業者停止飼養及轉業，並得視情況

予以收購。 

前項收購之野生動物，主管機關應為妥善之安置及管理，並得分送國內外

教育、學術機構及動物園或委託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管理單位代為收容、

暫養。 

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自行或委託有關機關、團體對第一項、第二項所

列之野生動物或產製品實施註記；並得定期或不定期查核，所有人或占有

人不得規避、拒絕或妨礙。 

前項需註記之野生動物及產製品之種類，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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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Regulation of Fuyang Woods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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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society is becoming more aware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system,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gulations, such as wild life habitat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has become one of the issues that draw much attention. 

In this article, I discuss the wild life (including animals and plants) habitat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using the approach of Regulatory Theory about 
space.  Specifically, I choose Fuyung Woods Park as a case study area.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investigate the regulatory problems in the target area and, on the 
other hand, to consider new possibilities of space regulations for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I first thoroughly observed the status of the target area, including the space, the 
human,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human and space, and confirmed the 
regulatory purpose.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pace, I disclosed the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he current regulations.  Furthermore, I discovered that use of 
the power of the private sector as feedback to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is worth 
further consideration.  In addition, I recommend to focus on the framework of 
National Trust, understand the concept and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for experiment on 
Fuyung Woods Park.  I hope this operation could lead to a better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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