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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RIGHT OF WAY到
ACCESS TO THE COUNTRYSIDE
通行權作為基本人權、步道作為公共財

第一概念







英國鄉村步道法與英格蘭自然署

• 從1949年的英國國家公園與鄉
村步道法案到2000年的鄉村步
道法案

• 整併自然保育與鄉村社區的
英格蘭自然署作為步道主管
機關

• 與民間組織保持各種公私協
力的夥伴關係

• 多樣的保育志工類型，強調
領隊經營人的技能



英國國民信託文化與自然景點無障礙



英國保育志工信託（BTCV）組織

 BTCV專門舉辦工作假期，招募
志工動手維護環境，其中在步道
（Footpath）定義中，即明確
指出行動不便者的使用權利
（This is a highway over 
which the public have a 
right of way on foot only. It is 
also permitted to push a 
pram, pushchair or 
wheelchair, although this 
may not be practical due to 
the type of surface, slope or 
stiles.）

 其步道志工工法手冊中，融入無
障礙觀念至每個工法，特別是出
入口的設計，如右圖



英國CHILTERNS AONB無障礙步道資訊

http://www.chilternsaonb.org/place_details.asp?siteID=341




參與社會 － 美國的公園、戶外、高山、海岸



HISTORY OF ACCESS MOVEMENT

1968 – Architectural Barriers Act – applied to state and 

federal buildings

1991 –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 applied to private 

businesses



HISTORY OF ACCESS MOVEMENT

 1994 – U.S. Access 
Board – First attempt at 
guidelines for outdoor 
areas

 1997– U.S. Access 
Board – Regulatory 
Negotiation 
Process1999 – U.S. 
Access Board Report on 
Access to Outdoor 
Developed Areas

 2004 – U. S. Forest 
Service  issued own 
guidelines based on 
1999 report



HISTORY OF ACCESS MOVEMENT

 1999 – 2009 – Guidelines 
were reviewed and 
revised to fit into existing 
codes

 2009 – 2010 – Guidelines 
refined further and 
simplified

 2011 – Guidelines 
approved by U.S. Access 
Board

 2012 – Guidelines should 
become law and 
required for use by 
Federal agencies



瑞典沼澤國家公園賞鳥設施規劃團隊





賞鳥平台的通用設計



考量視障者需求的設計



歐洲國家立體展示解說設計



歐洲室內展示館與輔具無障礙配套



日本海側で初！
日本で4番目の木道が誕生。





Independence Board-Walkとは？





CULTURAL ROUTE 與 HISTORIC TRAILS

將時間與文化的概念導入步道空間

第二概念



 文化路徑是在1994年西班牙以路徑為主
題的研討會決議提出，關注中世紀時在
法、西等地的朝聖路線，而後亦關注到
古代絲綢之路極大航海時代的海上殖民
之路

 世界文化遺產的定義為：「見證某一國
家或地區在歷史上的每一重要時刻，人
類互動及在貨物、思想、知識及價值觀
上，多面、持續、交互的交流影響。進
而透過有形或無形的文化資產，反映當
時多種文化交匯的情形」

 文化路徑代表在歷史上某一跨越不同文
化區域的特定路徑，對所經區域也帶來
影響，在2003年正式列入世界遺產時定
義：「通指依照地理位置及擁有的獨特
歷史脈動及功能，所劃分出來的陸地、
水道、水陸混合或其他通道」



美國「遺址廊道」
（HERITAGE CORRIDORS ）

遺產廊道的保護規劃注重
整體性,從系統的整體空
間組織著手，保護遺產廊
道邊界內所有的自然和文
化資源並提高娛樂和經濟
發展的機會。

遺產廊道主要有4個主要
的構成要素：綠色廊道、
游步道、遺產、解說系統。
綠色廊道、游步道和遺產
所處節點之間的關係可用
進行說明，解說系統則是
對三者的綜合和具體解釋。

遺產廊道的規劃也主要是
以這4部分為內容。



美國C＆O運河與淚之路的故事

大法官與華盛頓
郵報編輯的運河
之旅，改變了國
會的決定

C＆O運河線型
國家公園的空間

虛擬的淚之路

南北戰爭、獨立
戰爭的實體與虛
線



日本風景、歷史街道登錄與保存

http://www.mlit.go.jp/road/sisaku/fukeikaidou/index-map2.html


日本的鹽之道
 位於日本列島正中央138度線上南北350km的“鹽之

道”，是擁有從系魚川南下到鹽尻的北鹽路線、從御前
崎、相良北上到鹽尻的南鹽路線的、日本歷史最悠久的
鹽之道。這條路位於貫通北阿爾卑斯、中央阿爾卑斯、
南阿爾卑斯的中央大地溝帶和中央構造線上，是自然地
質、歷史遺跡、民俗資料、傳統文化的寶庫。是以恢復、
鑒賞此寶庫，獲得縱向聯合，學習日本列島的生涯學習
街道為目標的。

 平成7（1995）年，從系魚川到御前崎的3個縣、8個廣
域圈、12個市34個町村參加了在掛川市舉辦的首屆鹽之
道會議。

 鹽之道的千國街道保護活動，是昭和49年5月（1974年5
月），以市內的各青年團體探尋自己家鄉活動中，調查鹽之
道為開端而發展起來的。當地有志青年，在繼續開展修整這
條路以使其成為自由漫步道的活動的同時，發掘整理鹽之道
有關的民間儀式和民間用具。

 通過持續30年的「古道重現」活動，「鹽之道」3.3km被指
定為國家的歷史遺跡。

 指定為國家的重要有形民俗文化財產

 27年的鹽之道祭活動

http://shionomichi.jp/cn/4syougai.html


與水源、住民密切相關的淡蘭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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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CIVIC CONSERVATION CORPS到
VOLUNTEER 和 WORKING HOLIDAY
步道的靈魂是人：志工與工作假期導入維
護

第三概念



英國與歐陸起源與發展
● 1926年: 第一個郡的自然信託 (現今為 野生生

物 信託)

● 1951年: 第一座國家公園成立

● 1958年:官方的生態會議成立

● 1959年: 保育團成立

● 直至1970年，志工們持續參與並且支持著一
些組織的工作。

● 國民信託(和NTS) 致力於管理富含歷史重要
性的國有地

● Wildlife 信託 – 當地自然生態保存的網絡

● 英國環境保育志工信託(保育團=> BTCV=>環
境保育志工)–負責招募且管理志工來參與其
他組織的工作，包括國家信託、野生生物信
託和其他土地持有者團體(非政府組織、國家
公園、當地政府自然保護區、私有土地地主)





紐西蘭保育部與志工系統

• 紐西蘭保育部作為自然資源
管理統合機關，主管全國步
道，並發展超過一百個志工
計畫

• 志工以個人計畫式分散參與，
志工訓練與帶領的Ranger培訓
即相當重要

• Ranger訓練乃國家級認證，並
與專門訓練機構公私協力，
強調參與實習



103 Dnf images film 104 Dnf images film 105 Dnf images film 106 Dnf images film102 Dnf images film

36



37



THÓ RSMÖ RK步道志工隊的任務
(冰島森林管理局)

步道施作及維護



我們的家, Thó rsLangidalurmö rk (Ferð afé lag Íslands 山屋).



我們的志工基地營搭建於2013年的春天。



水沖蝕– 因為逕流沖刷而造成的深溝



水沖蝕– 因為逕流沖刷而造成的深溝

步道被逕流沖刷的結
果就是遊客會避開受
損的路段，結果是產
生出更多的新步道。



施作中的修復工項



施作中的修復工項

移植周遭草皮來修補
步道旁受損的植被大石頭被用來填補沖

刷的路段，然後在路
面鋪上小碎石。



上圖：施作前（2012年）

左圖： (2014) 已修復的步
道
• 移除沖蝕溝
• 植被恢復

水沖蝕



處理石頭

• 安全地搬運
• 找到合適的石材



為了步道施作而搬移石頭– 使用撬棒搬運





設定正確的高度，以避免人們繞過砌
石倒流而破壞步道旁的植被

砌石導流（Stone waterbar）

正確太高



砌石導流（Stone waterbar）

將角度設在30到40度

可能會侵
蝕路面

砌石使逕流變
慢，造成泥沙
沖積阻塞，無
法順利導水



施作中的砌石導流工項（Stone waterbar）



西耶山社, 約翰 繆爾, 班頓 麥凱
阿帕拉契山徑的起源與羅斯福總統新政





新英格蘭山徑通過沼澤濕地的棧道





一個徽章是一個團隊，大家都是戰功
彪炳的步道義工



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CCC工團的傑作





第四概念

RAILS TO TRAILS 與 HIGH LINE 或 SKY CYCLE

交通空間的轉化：挑戰大公路主義



http://www.railstotrails.org/




http://www.otagocentralrailtrail.co.nz/


http://www.sbmtv.org/


https://vimeo.com/577669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o_5cbPDQoY




AONB與NATIONAL TRAIL SYSTEMS ACT
步道週邊景觀整體保存：美麗風光、緩衝
帶與里山

第五概念













(a:定期輪伐的林地，提供薪材與木炭 b:針葉林 c:赤松林 d:住家旁的林地 e:竹林 f:草地 g:水田 h:牧場 i:灌溉渠道 j:灌溉池塘 k:小村落 l:牲畜
(牛與雞) m:野菜與蕈類 n:草原火耕o:維護灌溉渠道 p:管理定期輪伐的林地與竹林 q:管理針葉林 r:收集落葉林地的樹葉製成堆肥 s:燒炭 t:
椎茸(shiitake mushroom) u:神社 v:蒼鷹 w:日本山椒魚x:魚狗 y:農夫與護林者 z:健行者)





http://www.fs.fed.us/recreation/programs/trails/natltrails.pdf




LONG DISTANCE TRAILS 
與CIRCLE TRAILS 的串聯
長距離的點線連結與自我挑戰的壯遊

第六概念



 The Grande Randonné e (French), Grote Routepaden or Lange-

afstand-wandelpaden (Dutch), Grande Rota (Portuguese) or 

Gran Recorrido (Spanish) is a network of long-distance footpaths 

in Europe

 Grande Randoné e (GR footpath)、Langeafstandswandelpaden 

paths (LAW) 、E1-E12系統

 韓國偶來步道：（Jeju 

Olle，韓語：제주올레），指「從家門口通往大馬路的小徑」，○七年
起濟州島人規劃出島上徒步旅遊路線，將濟州島的森林、田野、牧場、
村落，以一段段的步道連接起來，就叫「偶來小徑」，串連這一條條的
「偶來」步道，遊客不僅能一探濟州島風光之美，還可在「偶來徒步慶
典」期間，參與盛大活動







TE ARAROA TRUST







BIKE LANE , CAR-FREE ZONE 與 VÉLIB‘
爭取城市中人本慢行的權利與空間與節能
減碳的行動

第七概念



哥本哈根自行車道

資料來源：
長鬃山羊單車俱樂部周盟桂



日本東京的人行與單車道 攝於日本東京世田谷區



http://mbruk.co.uk/index.html


National Cycle Network



http://voicetube.tw/videos/8194?ref=ted


從GREEN WAY , CORRIDOR 到
ECOLOGICAL NETWORK
把自然生態帶回城市：點線面網的保護

第八概念





結合可食地景、田園城市、樸門永續設計







計畫
構想



計畫
構想

都市生態網絡可由「保留大綠地」、「提昇綠
覆率」、「開闢生態連結走廊」、「提昇綠地
生態品質」等四個方面進行規畫改善

林憲德，19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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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定義

綠點

可提供植被生長，有助於生物棲息，並提供人們親近自然、理解
在地生活文化的開放空間



概念
定義

綠道

由綠點串連而成的線性空間，包含人行道、單車道或寧靜巷道



概念
定義

都市生態綠網

由綠點及綠道組成的活動空間，使人們更容易在綠點之間移動，
並且有助於提升綠點的生態功能

資料來源：http://goo.gl/hZvRe5



工作
流程

指認社區綠點

進行現場調查

調查資料彙整

資料回傳

地圖呈現

跨區斷點串連

社區綠點包括

1. 古蹟（經文化局指定者）

2. 老樹／大樹（有故事的樹、土地公種

的樹等）

3. 老屋

4. 荒地／空地

5. 都市農園

6. 其他潛力點



工作
流程

指認社區綠點

進行現場調查

調查資料彙整

資料回傳

地圖呈現

跨區斷點串連

社區綠點調查

名稱

類型

位置

所有權

背景描述

現況



工作
流程

指認社區綠點

進行現場調查

調查資料彙整

資料回傳

地圖呈現

跨區斷點串連

社區綠道調查

路段名稱

道路形式

植被類型

綠意比

現況描述



工作
流程

指認社區綠點

進行現場調查

調查資料彙整

資料回傳

地圖呈現

跨區斷點串連

成果資料包括

1. 社區綠點調查（線上表單輸入）

2. 社區綠道調查excel表

3. 綠點及綠道照片

4. 綠道調查KML檔



工作
流程

指認社區綠點

進行現場調查

調查資料彙整

資料回傳

地圖呈現

結合OSM呈現

跨區斷點串連



延伸
意義

環
境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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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守
護

人本交通
地方學
文化資產保存
環境監測
都市空間改造
弱勢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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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議
題



CONCESSION 和 ECO TOURISM

特許與生態旅遊：兼顧保育與社會、經濟

第九概念



里山活動協定締結





紐西蘭永續觀光的類型與相關部門

觀光旅遊

冒險旅遊

保護區內生
態旅遊

紐西蘭觀光部(MoT)

•觀光委員會(TNZ)

•區域觀光組織(RTOs)

•觀光協會(TIA)

•冒險旅遊委員會(ATC)

紐西蘭保育部(DOC)

•Qualmark系統

•Quality Tourism 
Standards

毛利人的角色



永續發展的紐西蘭模式

 DOC為紐西蘭中央保育主管機關，負責保育紐西蘭自然及歷史
襲產，包括促進生物多樣性、歷史保存、保育體驗、保育合作
關係及優質保育管理，以維護紐西蘭這一代及未來世代的利益，
並提供人們在現代及未來能享有該等資源

 DOC的願景是讓紐西蘭成為地球上最棒的生活空間。達到此願
景，須包括保存自然遺產的多樣性、保護歷史文化並帶入生活、
更多人參與戶外休閒育樂，以及更多人參與保育並從中受惠、
從保育事業中創造更多商業機會與經濟收入，才能真正讓紐西
蘭人從維護生態系統的健康運作、休閒育樂的機會、傳承的歷
史文化中獲得環境、社會、經濟的益處。

 凡紐西蘭國家公園、森林公園、保留及保存區、原生林保護區、
保存區的歷史地等均屬DOC治理範圍。在保護區內旅遊有相當
嚴格的規定,絕大多數只允許徒步旅行



紐西蘭保育相關法規體系
法律名稱頒佈 年份 核 心 內 容

National Park Act(old) 1952 清楚界定國家公園的兩項職能:保護與提供娛樂

Wildlife Act 1953 保護野生動物特別是瀕危物種,對狩獵進行嚴格限制

Marine Reserves Act 1971 針對海洋自然保護區的法律,對海洋自然保護區內物種的管理、海產利用等加以
鼓勵和限制

The Reserves Act 1977 要求建立完整的保護區系統,使該系統能全面的代表紐西蘭本土的生態多樣性

Queen Elizabeth II National 

Trust Act

1977 被紐西蘭承認的英國法律,該法的通過賦予民間組織管理和保護私有地之保育與
歷史文化資產合法化, 也是保護區管理的主要法律依據

National Park Act( new) 1980 廢止1952年的法案,針對國家公園的保護目標清楚界定:從國家利益的高度,把那些

具有突出環境品質的風景區、生態系統或優美、獨特、有重要科學價值的自然區
域作為國家公園加以永久保護

Conservation Act 1987 保護範圍擴大,包括國家公園、森林公園、海洋公園及一些保留地等,是最早的保
護區法律政策,賦予保育部組織改造法源,並明訂特許專章

Conservation Law Reform 

Act

1989 主要是對1987年保護區法律的修改,內容屬半官方性質,增加湖泊保護管理的依據,

鼓勵公眾積極參與保護區管理

Resource Management Act 1991 該法案確立在處理自然資源的分配和使用上必須遵守永續性的原則，環境政策的
制訂必須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合作

Walking Access Act 2008 主要在協調解決因連結the Queen‘s Chain的路權爭議,也就是在水域湖泊四周
的皇家公有地資訊與公眾分享其,涉及私有地的公眾通行權確保



國家公園與步道系統

 1983年保護區數量達1660個,面積約450 萬公頃 ,占其陸地面積的17%; 
到1989年,數量達到2000個,面積增為陸地面積的20%。目前紐西蘭的
保護區體系已基本完善,面積達700萬公頃 , 約占陸地面積的33. 3%和
國土總面積的10. 7%

 紐西蘭共有14個國家公園，13個區域步道系統、9條Great Walks，
共擁有1萬3千公里的步道

 保護區生態旅遊的配套措施包括：

 保育生態資源：維護生物多樣性、復育瀕危物種、移除外來種；

 興建與維護硬體：如野餐地、步道、露營地、野地小屋等服務設施；

 提供完善軟體與服務：經營遊客中心「i Site」，提供遊客相關資訊，社
區夥伴關係與各項服務性的工作；

 管理特許活動：如冰河遊客量管制、滑雪場、嚮導公司、交通接駁及旅行
團業者執照發給等。

 Ranger承擔管理維護的第一線工作



十年為期的上位計畫-保育管理策略

 設定總體目標

 指導各項經營管理

 資訊公開與充分的公民參與



步道分級管理與維護







山屋的分級
與維護管理

 整個紐西蘭有超過一千個山屋（hut），大致可分為三類：

 「basic/bivvy」：床位很少、設施簡陋，比較接近避難所，通
常在較冷門或是獵人出沒的路線。由於室內空間不足，且也非
封閉的空間，通常會採取附近露營的方式。

 「standard」：通常有六個床位，水源堪稱充足，從河流取水，
或裝設收集雨水的水塔，可以收費使用。

 「serviced」：設備很好的山屋，通常有暖氣，容納人數一般
較多，設有洗手臺直接打開水龍頭就會有水，甚至有沖水馬桶。
需事先申請，並付費使用。床位為控制合理遊客量的管理手段

 在國家公園範圍內的great walks，會有山屋保育員(Ranger)

進駐，提供最新的氣象與路況。此種山屋附近太陽能系統，主
要是提供管理者無線電使用，而非供給公共區域。











申請過夜健行與山屋預約制度



鼓勵減免措施

 紐西蘭國民前往國家公園單日
健行一律免費

 17歲及以下國民使用山屋與露
營地等設施免費

 為鼓勵健行者長時間停留，紐
西蘭規劃有Hut Pass與Hut 

ticket，Hut Pass分成半年92

紐幣、一年126紐幣兩種。
Hut ticket則預購按次使用。



從遊客需求出發的戶外活動轉運小鎮



特許步道嚮導公司





特許業者須分擔硬體維護與保育職責



以保育為前提的特許，創造市場與就業

DOC

嚮導公司民眾

發放特許
有限活動
獲得收益

獲得商機
認養保育
步道維護

確保安全
環境教育

付費服務

參與保育
遊憩機會

經濟社會

保育

維護管理
生態保育
文化資產
遊客經驗



公共電視隨行深度專題報導

我們的島 第736集 雲端探險-紐
西蘭步道解密 I (2013-12-09)

我們的島 第736集 雲端探險-紐
西蘭步道解密II (2013-12-09)

我們的島 第737集 戀域-紐
西蘭環境信託 (2013-12-1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Q9yYiqFyM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F8beq8HjO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xLVIgBjXgI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F8beq8HjO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xLVIgBjXg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F8beq8HjOs


謝謝聆聽，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