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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遊樂區遊憩承載量模式建立之初探 
 
 

周 先 捷 1)   歐 聖 榮 2) 
 
 

關鍵字：森林遊樂區、遊憩承載量、服務品質 
 
摘要：森林遊樂區是利用森林既有地形、氣候及動植物等自然資源為條件讓休閒

者達到休養學習、健身、觀察、靜思與娛樂的目的。然而每逢假日即人滿為患的

遊樂區，使得遊憩需求量經常超過供給量，往往造成許多管理上之問題，如環境

破壞、遊客滿意度降低以及遊憩品質降低等問題。有鑑於此，承載量的觀念逐漸

被推展出來，然而在現有的森林遊樂區遊憩承載量之管理應用上卻較無實質應用

成功之案例。此是否與承載量的概念在實務應用上仍其困難之處所致？是否有其

他概念可兼容承載量及遊客管理的概念？遊憩承載量是一種經營管理的手段，因

此本研究從管理單位的角度出發，透過深度訪談之操作，試圖再次檢視遊憩承載

量應用於森林遊樂區之問題所在，並找出森林遊樂區經營管理時所最「重視」的

要素，以對未來森林遊樂區經營管理提出相關建議。研究結果顯示，管理單位對

於承載量的面向較重視的是設施承載量，其次是服務品質。由於「服務品質」可

能是森林遊樂區之遊憩承載量構成的潛在因子，因此未來在遊憩承載量的相關研

究上，可朝向服務品質與遊憩承載量關係的建立。然而此種服務品質之構成是否

與傳統服務業之服務品質面向相同，則有待後續研究加以驗證。此外，經營管理

者必須思考的是，如何將傳統的官方「管理」心態轉變為「服務」遊客之心態，

提供遊客高品質的服務與遊憩體驗場域，使難以量化操作的遊憩承載量概念反應

在所提供之服務品質及遊客的遊憩體驗上，如此將可使管理單位未來在制定及衡

量遊憩承載量的工作上，能有更明確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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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台灣森林廣大，林地面積佔全台面積之 58.53%(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2010)，海拔

高度變化大，故產生豐富優美之林相，也是構成台灣自然景觀多變化之主要因素。在台灣，

森林是維繫整個寶島存在的命脈，也是地球上維持自然社會生生不息的角色，由於森林經

營的好壞關係著森林功能的發揮，因此就現今的森林經營已朝向生態系統的經營，使森林

資源能在合理性、多元性的經營下提供多種永續效用。 
民國 80 年 10 月 18 日行政院台農字第 32920 號函修正之「台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

第 12 點亦提及「為因應國民休閒及育樂之需要，林業主管機關應積極規劃開發森林遊樂

區，充實必要之遊樂設施」(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2004)。森林遊樂區是利用森林既有

地形、氣候及動植物等自然資源為條件讓休閒者達到休養學習、健身、觀察、靜思與娛樂

的目的。由於國民所得提昇與政府週休二日制度之實行，使得國人將休閒遊憩視為一項基

本需求，每逢假日遊樂區即人滿為患，使得遊憩需求量經常超過供給量，因此造成許多管

理上之問題，如環境破壞、遊客滿意度降低以及遊憩品質降低等問題。因此，遊客人數常

為管理單位經營管理評估的重要指標之一。 
依據森林遊樂區設置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森林遊樂區計畫每十年必須檢討修正」

(森林遊樂區設置管理辦法，2005)，其內容包含區內遊憩承載量評估之檢討，然而遊憩承

載量的概念在台灣經過了幾十年的討論，在森林遊樂區較少有實質應用成功之案例。由此

觀之，遊憩承載量的應用確有其困難之處。 
遊憩承載量涵蓋的面向包含了三個層面(圖 1)，分別為資源面、體驗面及管理面，而

此三面向在承載量的涵構之中均是息息相關的。 

 
 

 
 
圖 1. 遊憩承載量之三面向 
Fig. 1.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recreational carrying capacity (資料來源：Manning,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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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可以看出，資源代表了環境層面、體驗代表了遊客在該遊憩區的遊憩體驗、管

理則代表了管理單位的管理手段與權責，若此三面向可以達到平衡，則可以達到一個良好

的遊憩品質與體驗。由於遊憩承載量基本上是一種經營管理的手段之一，因此本研究將從

管理單位的角度出發，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試圖再次檢視遊憩承載量應用於森林遊樂區

之問題所在，並找出森林遊樂區經營管理時所最「重視」的要素，以對未來森林遊樂區經

營管理提出相關建議與改善方針。據此，本研究目的有三：1.檢討遊憩承載量應用於台灣

森林遊樂區之適用性、2.發掘遊憩承載量應用相關潛在議題、3.檢視現行遊憩承載量架構

及森林遊樂區之經營管理方向。 

 
 

文 獻 回 顧 

一、遊憩承載量 
Lime 及 Stankey (1971)認為遊憩承載量是一個風景區，在一定開發程度下，於一段時

間內能維持一定遊憩品質，而不致對實質環境及遊憩體驗造成破壞或影響之遊憩使用量。

Stankey (1973)認為遊憩承載量為在一段時間內，不致造成實質環境或遊憩體驗產生無法接

受改變之遊憩使用特性及使用量(轉引自 Shelby and Heberlein, 1986)。羅與翁(2013)認為森

林旅遊願景之發展係以自然為取向，兼顧環境保育與總量管制的責任旅遊，因此對於森林

遊樂區來說，遊客承載量的建立更顯重要。 
Shelby 及 Heberlein (1984)將遊憩承載量定義為「一種使用水準，當超過這個水準時，

各衝擊參數受影響的程度，將超越評估標準所能接受的程度。」進而提出「承載量評估的

概念性架構」(圖 2)，此架構包含有兩個部分，首先為描述性部分，其資料著重在從不同

的經營管理方式來描述不同遊憩系統的客觀特性，描述出可被觀察的行為及可被測量的行

為結果，包含有管理參數、衝擊參數及兩者間之關係；另一部分則為評估，也就是審慎考

慮各種管理參數所造成的不同客觀狀態以決定相對價值，包含有體驗類型與評估標準。 
基於其概念性架構，Shelby 與 Heberlein (1984)定義出四種遊憩承載量： 

(一)生態承載量(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主要衝擊參數是生態之因素，分析使用水準對動植物、土壤、水及空氣品質之影響程

度，進而決定其承載量。 
(二)實質承載量(physical carrying capacity) 

以空間因素當做主要衝擊參數，主要依據尚未發展之自然地區空間分析其所容許之遊

憩使用量。在大多數的荒野地區或使用密度相對較低的國家公園及森林公園則多以生態承

載量及實質承載量為其衡量構面(Mashayekhan et al., 2014)。 
(三)設施承載量(facility carrying capacity) 

以發展因素當做衝擊參數，利用停車場、露營區等人為設施分析遊憩承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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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承載量(social carrying capacity) 
以體驗參數當做衝擊參數，主要依據遊憩使用量對於遊客體驗之影響或改變程度評定

遊憩承載量。 
其中社會承載量指不致造成遊客遊憩體驗品質下降所容許之遊憩使用量，主要是從遊

客觀點分析遊憩體驗品質與遊憩使用量之關係，以遊憩體驗品質作為衝擊參數(林，2003)。
吳與 (2002)指出在遊憩承載量之研究上，主要探討範疇為實質生態承載量及社會心理承

載量。而在研究遊客於社會心理承載量當中所能承受的門檻(thresholds)時，則必須先了解

遊客需求特性(Jurado et al., 2013)。 

 
 

 
 
圖 2. 遊憩承載量之架構 

Fig. 2. The framework of recreational carrying capacity 
(資料來源：Shelby & Heberlein, 1984) 

 
 
Tarrant (1999)運用 Herberlein 與 Vaske (1977)的 9 點知覺擁擠量表來衡量 1513 位泛舟

遊客測量期對於現地、非現地及相對位置對於擁擠感受之影響，結果顯示非現地遊客之整

體擁擠感受高於現地遊客；擁擠感受最低者位於河道中央，最高者為入口處。Manning 等

人(1999)比較遊客與現地居民對於社會承載量之感受發現，現地居民能接受之擁擠感受顯

著地低於遊客。Fleishman 等人(2007)研究遊客對於擁擠感受時所可能產生的應對行為結

果顯示，較低擁擠敏感度的人會改變行進速度以減少與他人的接觸，更敏感的遊客可能會

改變其路線，然而大多數遊客在感受到其無法容忍之社會承載量時，會中止其旅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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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ke 與 Shelby (2008)回顧了 1975 年至 2005 年的承載量相關研究，結果顯示，不同遊憩

使用等級、不同國家及不同之區域均會影響遊客對於社會承載量之感受。 
上述過去針對遊憩承載量之相關研究較偏向遊客之社會心理層面進行探討，其結果均

顯示，當承載量超越了遊客所能容忍之限度時，會明顯地影響遊客的遊憩體驗品質，甚至

不前往該地參與遊憩活動。 
二、遊憩承載量之相關問題探討 

早期遊憩承載量的概念，常常是建立或追求一個容納量的「數字」，例如實質環境或

社會承載量(Shelby and Heberlein, 1986)。但是 Manning (2011)認為此概念與方法並不適合

處理包含有資源、體驗及設施等與遊憩使用有關的複雜問題。 
因此 Saveriades (2000)認為，承載量的概念化是重要的，因為它可以表達明確的衡量

標準，以便於促進觀光規劃及管理。然而過去學者曾經提及遊憩承載量有以下問題存在： 
1. Cooper 等人(1998)認為承載量意味著不同的事情與不同的人，它沒有一個普遍的定

義，是一個大約容忍的等級(around tolerance-levels)。 
2. Miller (2001)認為承載量在衡量上具有不同的標準，尤其在概念的實施上，對於不

同的事物，例如環境及觀光之承載量都必須加以衡量。 
3. Simön 等人(2004)認為承載量是一個動態且流動的概念，並不是固定與靜態的，還

會隨著流動作速度的變化。 
4. 承載量的概念幾乎是無法量化的(Abernethy, 2001)，因此其問題在於質化與量化的

測量上(Miller, 2001)。 
5. Papageorgiou 與 Brotherton (1999)曾經批判承載量的概念為「在理論上缺乏、不切

實際、在實施上也無法測量」(The concept is deficient in theory, unrealistic in 
implementation and impossible to measure)；此外，Buckley (1999)也認為承載量並不

是一個可以應用到嚴謹分析或實際管理的一個概念。 
由過去學者對於承載量概念所提出的評論可以得知，遊憩承載量之概念從提出到今日

已過去將近四十年，但在整體概念與應用之操作上，仍有許多模糊之處。Simön 等人(2004)
曾經提及，以一個遊憩據點來說，承載量指標可以包含四項：遊客滿意度、重遊意願、感

覺擁擠的百分比及遊客抱怨量。 
然而 Pullman 與 Rodgers (2010)卻認為，承載量管理的研究領域涵蓋廣泛且在管理方

法的落實上相當繁瑣。因此本研究基於遊憩區承載量管理之概念，從經營管理單位的角度

為出發點，探討經營管理單位在遊憩承載量所考量之變數，並進一步發掘其他有可能影響

遊憩承載量的潛在因子。 
三、經營管理單位訂定風景區遊憩承載量需考量的變數 

風景區是供遊客從事遊憩活動的地方，設施是指為方便、滿足遊客在從事遊憩活動時，

需要使用而設置的一些硬體(房舍、設備、器材)及軟體(資訊、人員、措施等)而言。經營

管理單位是提供維護自然環境及設施與服務，供遊客從事遊憩活動的組織。陳等人(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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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經營管理單位在訂定風景區遊憩承載量時須考量下列變數： 
(一)環境特質及其類型 

環境特質包羅萬象，供遊憩使用之環境，應具備可以滿足需求的一些特性，如可以提

供或方便從事遊憩活動之條件(場所、面積、品質等)。 
(二)遊客及其類型 

有關承載量的討論中，遊客扮演重要的角色，遊客自己本身及其他遊客是遊憩資源的

使用者，尋求某些特定(如接近自然、尋求平靜獨處)或非特定(最小不便、最小干擾)體驗，

但也同時是自然環境(生物、空氣、水等)與人文環境的改變者。 
遊客來自各地，因此具有各種特性(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社會階層、居住地、

遊憩經驗、動機、遊憩態度等)，這些特性影響遊客從事遊憩活動的各種相關事項(如時間、

同伴、地點、費用、觀感與收費等)。 
(三)經營管理單位 

經營管理單位是提供並維護自然環境及設施與服務，供從事各種遊憩活動的組織。由

於遊憩需求急速增加，各級政府投入較多的經費在發展經營上相伴產生許多問題，如不易

掌握遊客的各種資訊，遊客行為不易控制，環境被破壞，產生限制使用量的觀念。 
(四)遊憩使用水準及活動類型 

早期常依活動所需場所(室內、室外或都市、近郊、自然環境)，活動之人數(單獨、小

團體、大團體)，活動之時間(短期、長期)，靜態或動態，或所需裝備(輕裝、重裝)、設施

而分類，近來常以活動獲得之體驗而分。 
(五)遊憩環境之改變 

環境供遊憩利用造成的改變，常因環境供遊憩利用之基礎條件(環境特性及原來之利

用方式)不同、環境供遊憩利用之規劃過程目標及品質有差異、經營單位之專業能力、投

入之人力、經費與組織結構、設施施工過程及其維護、遊客實際利用環境從事遊憩活動之

情況(如人數、時間、頻率、活動次數)而有甚大的變異。 
(六)遊憩體驗 

遊客在從事遊憩活動過程中，從環境中獲得訊息，經過處理後，對個別事項或整體得

到的判斷及呈現的心理狀態。在此部分中較重要的是解決環境(例如：步道侵蝕)、社會(例
如：擁擠)及管理指標(例如：設施)，這些指標用來顯示不可被接受或允許的標準(例如：

25%以下的遊客感到擁擠)，這些指標隨時都在進行監控，以確保其標準不受侵犯，並使

遊憩體驗不至於惡化(Needham et al., 2013)。 
由上述考量變數可以得知，管理單位在進行遊憩區之遊憩承載量經營管理時，會考量

的各項條件，若要從管理單位的角色定位來探討遊憩承載量議題，則必須要從這些面向來

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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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方 法 

一、紮根理論 
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簡稱 GT)，又稱「基礎理論」或「深入理論」，為質性研

究方法中的一種，研究者對於自己所感興趣的社會現象不斷思考如何收集、分析與報告資

料，以發掘並建立理論。其特色在於譯碼(coding)的步驟及程序，指的是把蒐集到的資料

打散、加以概念化，再以新的方式將資料重新放在一起的操作化過程，此程序是由「開放

性譯碼」、「主軸譯碼」及「選擇性譯碼」所構成，而這三種分析程序之間的界線是人為的，

為了要使紮根理論研究能達到其目標，分析過程中就必須不斷地保持創造性、嚴謹、持續

性及理論觸覺(theoretical sensitivity)四者之間的平衡。三種分析程序內容，茲分述如下(徐
宗國譯，1997)： 
(一)開放性譯碼 

是所有譯碼型式的基礎。經由深度訪談、參與觀察等方式蒐集到資料後，便可以針對

原始資料進行開放性譯碼。開放性譯碼是利用「問問題」和「比較分析」來發展概念的，

開放性譯碼程序可分為如下步驟： (A) 定義現象(labeling phenomena)；(B) 發覺範疇

(discovering categories)；(C)為範疇命名(naming a category)；(D)發展範疇的性質與面向

(developing categories in term of their properties & dimensions)；(E)決定分析單位；(F)撰寫

譯碼筆記(code notes)。 
(二)主軸譯碼 

完成開放性譯碼工作後，對於所擬研究之現象將有範疇、性質、面向等之分析與了解。

研究者另外藉由一種「譯碼典範」―分析現象(範疇)的因果條件、脈絡、行動或互動的策

略與結果(副範疇)等―聯繫範疇與其副範疇，而把資料做重新的整合，以彙整、發展出主

要範疇，即是主軸譯碼。 
(三)選擇性譯碼 

選擇性譯碼的工作即在於發展核心範疇，核心範疇必須具有「中央性」，意即與最多

範疇和特徵相關；要不斷發生在資料中，成為一個穩定的模式，其與其他很多範疇可以很

容易地、迅速地、有意義地有所連結。 
本研究運用紮根理論的譯碼程序，首先盡可能地從受訪者的話語中，挑出代表性文字，

在受訪者所論述的場域現象中，透過本研究細緻論述其意義，將現象陳述簡化成詞表示；

再進行資料的化約，將開放性譯碼的結果，歸納出各種主軸；由於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

檢視現行森林遊樂區遊憩承載量之應用模式，試圖找出其問題之所在，在譯碼的轉化上，

並未將結果串連成有意義的敘事體，重點在於議題及範疇之發掘，因此本研究主要操作程

序在於開放性譯碼及主軸譯碼。 
二、研究實施與設計 
(一)研究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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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紮根理論的程序與技術，有關研究對象之樣本選取與說明，係與資料分析階段相

互作用而影響其研究對象選擇內容之意涵，稱之為「理論性樣本選取」，即是研究對象均

為具有目的性之選取結果。而本研究之樣本選取內涵為：森林遊樂區之「遊憩承載量應用

模式」，樣本選取單位為主管森林遊樂區的林務局體系下之各林區管理處。主要訪談對象

為實際從事森林遊樂區之經營管理人員，訪談時間約為 120 分鐘，對話內容全程錄音。 
開放性譯碼的目的是在研究現象中發現範疇並給予命名，進而找出其性質與面向，因

此本階段的樣本選取概念主要為：開放而不作任何明確的樣本選取。選取原則是盡量擴大

蒐集所有台灣森林遊樂區之遊憩承載量之相關資料，主要目的在於彙整多種森林遊樂區的

遊憩承載量之管理應用模式，因此主要觀察之對象為全台各地之林區管理處共 8處(包括：

羅東、新竹、東勢、嘉義、南投、屏東、花蓮、台東之林區管理處)。 
配合主軸性譯碼之目的，將開放性樣本選取及譯碼所發現的範疇及其性質、面向等資

訊，在其間尋找變異過程的證據。故此階段之歧異性樣本選取，是有系統或刻意安排下之

操作，其目的在於擴大在面向層次上所發現的差異。即由上述之森林遊樂區「遊憩承載量

應用模式」找出具代表性之林區管理處為實地訪談對象以便進行本階段譯碼工作。在關係

及歧異性樣本選取的四個林區管理處(新竹、東勢、嘉義、南投)中，其所管轄之森林遊樂

區為內洞、滿月圓、東眼山、觀霧、武陵、大雪山、八仙山、合歡山、阿里山及奧萬大共

10 處森林遊樂區，其屬性涵蓋了一般健行之森林遊樂區、自然教育中心場域、主題性森

林遊樂區及大眾觀光之森林遊樂區，就其森林遊樂區之性質來說，具有高度的歧異性。 

 
 

表 1. 樣本選取名單 

Table 1. Sample list 
 

訪談對象/職稱 訪談地點 訪談時間 代碼 

新竹林區管理處 C 君 
林務局新竹林

區管理處 
2010 年 3 月 5 日下午 3 時至

5 時 A 

南投林區管理處 Ch 君 
國立中興大學

森林所 
2010 年 3 月 12 日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 B 

東勢林區管理處 W 君 
林務局東勢林

區管理處 
2010 年 3 月 17 日下午 3 時

至 5 時 C 

嘉義林區管理處 L 君 
林務局嘉義林

區管理處 
2010 年 3 月 29 日下午 3 時

至 5 時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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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大綱設計 
本研究之訪談大綱運用半開放式設計，針對主要希望了解之議題設計問項提問，受訪

者可以依據其經驗及認知補充說明。訪談大綱如下所示： 
1. 目前森林遊樂區之遊客管理是否有運用遊憩承載量的概念？ 
2. 遊客管控的概念及依據為何？ 
3. 決定遊憩承載量的過程為何？ 
4. 生態承載量、實質承載量、設施承載量、社會承載量之外，是否有其他的考量因

素？其重要性之排序為何？ 
5. 認為相當重要但實際執行較不可行的因素為何？何種因素在實際執行上是較可行

的？ 
6. 目前運用遊憩承載量作為經營管理所面臨之最大問題為何？ 

 
 

研 究 結 果 

一、開放性譯碼 
目前森林遊樂區現行遊憩承載量概念之應用，根據本研究所擬定之訪談大綱進行深度

訪談後，再經由開放性譯碼可分為下列五大範疇(詳見表 2 所示)： 
(一)現行遊憩承載量執行狀況 

「有，我們其實最主要是用設施…，其實一般來講是以設施承載量來看，但是不好用！」

(A) 
「老實講沒有。因為我們都知道大概那只是個概念，所以沒有辦法做規範…」(B) 
「…因為我們的人數，因為這四個遊樂區的面積上是蠻大的，所以目前並沒有做這樣

的管制。」(C) 
「…可是目前並沒有針對於說就是說這個承載量的限制要限制遊客人數…」(D) 

(二)遊客管控之依據 
「…例如禁止露營烤肉、炊煮的行為。還有可能會管控他們的範圍…這些管制手段都

是為了遊客安全考量為居多…」(A) 
「…那是以森林法來規範的，…沒有那種行政的裁量權說我可以罰多少錢，那目前來

講都是以道德勸說的方式。」(B) 
「…就像我們也都不鼓勵露營、野炊的行為…感覺到有危險的部分，那就會有當機立

斷的管制。」(C) 
(三)重要性考量 

「…還是在設施承載量比較多，尤其是道路的交通安全啦…那～應該設施之後才是服

務品質…」(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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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是以設施啦！比如說可能會考慮到，ㄟ？我的停車場停不下了…」(C) 
「…就是步道…所以大多是用硬體設施來看啦…遊客滿意度的調查」(D) 

(四)實施之困難 
「…是屬於國家的…沒有理由也沒有一個法令規定…」(A)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法源…這就是說在公務體系裡面，這個法源的依據是一個比較

沒有辦法去解決的…」(B) 
「…也沒有強制的去執行這個工作…人數來說是還沒有達到…」(C)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他裡面有居民…」(D) 

(五)與遊客服務之關係 
「…我們在意我們設施的安全性、設施的維護和遊客的服務品質…」(A) 
「…心態如何讓我們的同仁轉化…你就是一個服務業…完善的服務…社會跟心理的

承載量部分就會減輕很多…」(B) 
「…最大的負荷量應該就在於服務的能量不足…」(C) 

 
 

表 2. 森林遊樂區遊憩承載量應用開放性譯碼總表 

Table 2. The open coding list of recreational carrying capacity of forest recreation areas 

遊憩承載量應用範疇 初級譯碼內容 

現行遊憩承載量執行狀況 
有，但不好用；老實講並沒有；沒有這樣的管制；沒有

針對承載量的限制 

遊客管控之依據 
禁止露營、烤肉、野炊；安全考量；森林法；道德勸說；

感覺到危險 

重要性考量 
設施承載量；硬體設施；道路；停車場；步道；服務品

質；滿意度 

實施之困難 
公部門；國家的；公務體系；法源；沒有法令規定；沒

有強制執行；人數；有居民 

與遊客服務之關係 
服務品質；心態的轉化；服務業；完善的服務；服務能

量；承載量的減輕 

 
 

二、主軸譯碼 
開放式譯碼完成後，本研究進入主軸譯碼階段，其目的在於捕捉各開放譯碼或聚合類

別之間的關係，並針對文本中有出現開放譯碼或聚合類別其間關係之內容，進行更深入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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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逐一分析並萃取受訪者文本中的關係，再將所得到之受訪者譯碼進行關係之疊合，

其中某譯碼間的關係若僅有一位受訪者提及時，本研究不會將其視之成立；若該關係有二

位以上受訪者提及，本研究方採信之(主軸譯碼表如表 3 所示)。 

 
 

表 3. 森林遊樂區遊憩承載量應用主軸譯碼表 

Table 3. The main axis coding of recreational carrying capacity of forest recreation areas 

譯碼主軸 譯碼疊合內容 

現行遊憩承載量實施困難 
1. 沒有這樣的管制 
2. 沒有法源依據 
3. 國家的場域，無法強制執行 

遊客安全考量 
1. 禁止露營、烤肉、野炊 
2. 安全考量 
3. 感覺到危險才會有所作為 

設施承載量的重視 
1. 設施承載量 
2. 硬體設施、道路、停車場、步道、廁所 

服務品質與滿意度 
1. 服務品質 
2. 滿意度 
3. 服務能量的提供 

 
 

(一)遊憩承載量實施困難 
根據譯碼疊合結果顯示，有三位受訪者提及在其所管轄之森林遊樂區「沒有」運用遊

憩承載量的概念進行管理；在探討其原因時也發現，有二位以上的受訪者認為他們並沒有

一個「權限」來限制遊客的入園數量，此外，沒有明確的法源依據，也是森林遊樂區實施

遊憩承載量管理概念的困難之處。 
(二)遊客安全考量 

比起承載量的考量，森林遊樂區管理單位更重視的在於設施安全性、維護狀況遊客安

全考量仍為森林遊樂區經營管理單位所最重視的面向。在遊客管理上，所有的受訪者均有

提及此項目，其依據多以森林法來規範，然而在法規上並沒有明確規定森林遊樂區中的禁

止事項，因此若遊客有不當行為產生時，往往會採取規勸的方式對遊客做勸說。 
(三)設施承載量的重視 

遊憩承載量的四大面向中，受訪者均認為設施承載量是最重要的，一些可表現出設施

承載量指標的設施(道路、步道、停車場、廁所等)都是管理者較在意的。其次重視的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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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社會心理承載量，也就是遊客的擁擠感受、被他人干擾的頻率等；而在生態承載量方

面，管理者認為森林遊樂區在區域的整體規劃時，就有劃分育樂設施區、營林區及景觀保

護區，而遊客的活動範圍主要都在開發程度較高的育樂設施區，因此對生態的影響不論是

在質或量上都不明顯。 
(四)服務品質與滿意度 

受訪者也表示設施承載量反應了一個森林遊樂區的服務品質，除了牽涉到遊客的遊憩

體驗外，也影響了遊客的滿意度感受；與遊客服務品質的提供，同時在遊客量暴增的時候，

管理者所擔心的是其服務能量的不足，這些都需要管理單位同仁在心態上的轉變，也就是

從傳統的「管理」遊客轉變為「服務」遊客，透過完善的服務品質提供良好的遊憩體驗，

不但可彌補設施承載量上的不足，也可使遊客在社會心理承載量之感受上減輕許多。 

 
 

結 論 與 建 議 

一、結論 
目前台灣確實有以遊憩承載量的概念來做管理，一般來說是以設施承載量為主，例如

遊客中心、停車場、廁所等。但事實上其實用性不高。經營管理者所在意的是遊客是否增

加？能否賺錢？如何滿足遊客需求？承載量的概念對經營管理者來說可能不是重點，而承

載量的概念主要還是被用在保護區為主，經營管理者才會對其環境審慎的評估與調查。對

於公部門的管理單位而言，並沒有任何法令規定限制或拒絕遊客的進入，所以若是以「量」

作為管控依據，在執行上是有困難的；而私部門的經營者是以營利為目的，若是遊客量過

多就會增加更多的設施或建設以滿足更多的遊憩需求。以森林遊樂區來說，人工設施最多、

遊客活動最密集的就屬育樂設施區或營林區的部分步道，然而在景觀保護區或生態保護區，

並不會有任何設施引導遊客進入其中，也間接的限制了遊客的進入與人為的衝擊和破壞。 
管理單位對於承載量的面向較重視的是設施承載量，其次是服務品質，即為社會層面

的一般遊客感受，也因為服務品質的好壞影響了遊客的遊憩體驗感受。這也呼應了

Fleishman 等人(2007)之研究結果，即當遊憩承載量超過了遊客所能容忍的限度時，不但會

造成其遊憩體驗的下降，更會降低其重遊意願。因此，遊憩承載量除了 Shelby 與 Heberlein 
(1984)所提出的生態、實質、設施與社會四個面向之外，Simön 等人(2004)所提出的遊憩

據點之遊憩承載量之指標：遊客滿意度、重遊意願及遊客抱怨量也可能是構成遊憩承載量

的面向，而經由本研究訪談結果則得知，以森林遊樂區來說，能夠充分反映這些面向的重

點在於服務品質之提供。 
二、建議 
(一)未來研究建議 

由本研究結果可以得知，以森林遊樂區來說，「服務品質」可能是構成遊憩承載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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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因子，因此未來在遊憩承載量的相關研究上，可朝向服務品質與遊憩承載量關係的建

立，然而此種服務品質之構成是否與傳統服務業之服務品質面向相同，則有待後續研究加

以驗證。此外，由於不同林區管理處所管轄之森林遊樂區不同，因此在整體意見提供上，

可能會因為其森林遊樂區特質不同而有所差異，此部分建議未來亦可針對不同特性之森林

遊樂區進行其所重視「服務品質」之探討。 
(二)未來森林遊樂區經營管理方向之建議 

「服務品質」可能是遊憩承載量的潛在因子，因此，經營管理者必須思考的是，如何

將傳統的官方「管理」心態轉變為「服務」遊客之心態，提供遊客高品質的服務與遊憩體

驗場域，使難以量化操作的遊憩承載量概念反應在遊憩體驗上，將使管理單位未來在制定

遊憩承載量的工作上，能有更明確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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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orest recreation area provides the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the condi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for leisure, fitness, observation, meditation and entertainment. Nowadays, many 
recreation areas have faced the overcrowded problem, especially on weekend or holiday. It 
makes the demand of recreation often exceeding supply and results in lots of problem to 
managers, such as environmental damage, reduced visitors satisfaction and lower recreation 
quality. Thus, recreational carrying capacity concept has been promoted and applied to manage 
forest recreation area in last few decades to the forest recreation area. However, there still lacks 
of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examples. Is it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y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Is 
it possible that there is another concept which can include both carrying capacity and visitor 
manage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nagers emphasize more on the facility carrying capacity 
and service quality. In other words, service quality might be a potential factor in the construct of 
recreational carrying capacity. Therefore, the future research of carrying capacity issue could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rvice quality and recreation carrying capacity. In 
addition, managers must consider how to change their concept from bureaucratic management 
to serving visitors and offer high quality service to visitors. It is expected that if the concept of 
recreation carrying capacity can be reflected in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 quality and their 
recreation experience, managers will have a clearer reference to develop and measure the 
recreation carrying capacit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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