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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 ‘里山’？ 



全球思考 
Thinking Globally 

 
在地行動 

Acting Locally 



全球思考 

Thinking Globally 



國際上與 “濕地+里山” 相關制度工具 

 1971 國際濕地公約(拉姆薩公約) 人工濕地 
Ramsar Convention human-made wetland 

 1992 UNESCO  世界遺產文化景觀 
World Heritage cultural landscape 

 1994 IUCN 地景/海景保護區 (保護區類別V) 
Protected landscape/seascape 

 2002 FAO 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 

 2010 UNU-IAS 里山倡議：社會-生態-生產地景 
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 



1971 
國際濕地公約(拉姆薩公約) 

人工濕地 



濕地的定義 

 Ramsar公約第1.1條 

天然的或人為的、永久或暫時的、靜止的或流動的、淡

水、半鹹水或鹹水的，由沼澤、泥沼、泥煤地或水域所

構成之地區，包括低潮時水深6m以內之海域 

濕地類別(Ramsar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Wetland Type)  

海洋/海岸濕地、內陸濕地和人工濕地等三大類 

人工濕地的漁塭、水塘、灌溉地（包括水圳、渠道和水

稻田地）、季節性洪水泛濫的農地、水庫和水壩等儲水

區等等，都與人類土地使用所產生的景觀密切相關。  



Ramsar 濕地公約宣傳摺頁 



Ramsar 濕地公約的使命 

透過地方、區域和國家層級的行動以及國
際合作，進行所有濕地的保育(conservation)
及明智利用(wise use)，促進全球永續發展。 



濕地的明智利用 (wise use) 

明智利用的核心意旨在於保育及永續利用
濕地及其資源，以造福人類。 



濕地公約解決方案 X.31 
增加水稻田濕地生態系的生物多樣性 



濕地公約解決方案 X.15 
農業-濕地交互作用：水稻田和蟲害控制 



1992 
UNESCO 世界遺產 

文化景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 (2013年)  981處 
(759處文化遺產, 193處自然遺產, 29處複合遺產, 位於160個簽約國中) 



世界遺產的新項目：文化景觀 

1992年12月美國Santa Fe所舉行的第16屆世
界遺產委員會中，經過大量的討論後，認
為文化景觀是未來應擴大的領域之一，決
將其定位為全球性策略，並且新增在世界
遺產公約作業準則當中。 
截至目前全球有86處列名為世界遺產文化
景觀。 



人 地交互作用

資源

災害

-
社區沒落

-
土地資源劣化

+

社區永續

+

土地資源永續

守護者：維護/永續利用

破壞者：不當利用

人類與自然的組合作品 
人類與自然長期交互作用下的各種呈現 

世界遺產文化景觀的定義 



世界遺產文化景觀的分類 

I. 人為刻意設計和創作的景觀(clearly defined 
landscape designed and created intentionally by man) 
II. 有機演化的景觀(organically evolved landscape) 

IIa 殘跡(或凍結)景觀 (relic (or fossil) landscape) 
IIb 持續作用的景觀 (continuing landscape) 

III. 聯想的文化景觀(associative cultural landscape) 



菲律賓科迪勒拉山的水稻梯田 
(資料來源：UNESCO網站) 



中國雲南哈尼水稻梯田 
(資料來源：UNESCO網站) 



1992-2010年 世界遺產文化景觀提名數量 (Smith, 2011) 

台灣 

全球 



IIa 澎湖七美雙心石滬 (凍結) 



IIb 花蓮縣富里鄉豐南村吉哈拉艾文化景觀(持續使用) 



1994 
IUCN自然保護區系統 

地景/海景保護區 



IUCN (1994)保護區經營管理類別 

 I：嚴格的自然保留區／原野地 
 Ia：嚴格的自然保留區（Strict Nature Reserve） 

 Ib：原野地（Wilderness Area） 

 II：國家公園 (National Park) 

 III：自然紀念物 (Natural Monument) 

 IV：棲地／物種經營區 (Habitat/Species Management Area) 

V：地景／海景保護區 (Protected Landscape/Seascape) 

VI：資源經營保護區 (Managed Resource Protected Area) 

愈少 

愈多 

人為 
擾動 



第５類:地景／海景保護區 
(Protected Landscape/Seascape) 

定義：指一塊陸地（可以包含海岸和海域）由於長期在人
與地的交互作用影響下，塑造出獨特的個性，具有顯著的
美學、生態學、和/或文化價值，及（常常是這樣）很高的
生物多樣性。保有這項傳統影響下產生的地景的完整性是
此類保護區的重要工作。 
目標：主要是為了地景/海景保育和遊憩而管理的保護區。 
目標應修改適於亞洲情境：主要是為了地景／海景保育、
維持(sustain)在地生計和遊憩而管理的保護區。 
 



IUCN保護區類別V的緩衝和連結功能 
(Phillips, 2002) 

嚴格的保護區類別I-IV

保護區類別V

 緩衝區

 緩衝區

 緩衝區

連結

較大的核心區

小的核心區



2002 
 FAO 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 



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定義 

農村與其所處環境長期協同進化和動

態適應下，所形成的獨特的土地利用

系統和農業景觀，這些系統與景觀具

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而且可以滿足

當地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的需要，有

利於促進區域永續發展。 



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 分布 (FAO, 2013) 



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類型 (FAO, 2002) 

以水稻為基礎的農業系統 
以玉米/塊根作物為基礎的農業系統 
以芋頭為基礎的農業系統 
遊牧與半遊牧系統 
獨特的灌溉和水土資源管理系統 
複雜的多層庭園系統 
狩獵-採集系統 



2010 
 CBD 里山倡議 

社會-生態-生產地景 



 2010年10月於日本名古屋
舉辦之聯合國第十屆生物
多樣性公約大會中，日本
政府與聯合國大學高等研
究所(UNU-IAS)正式推動
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
絡（The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IPSI） 

國際里山倡議緣起 



第十屆生物多樣性公約大會 (CBD COP10, Oct 2010) 

透過農業生物多樣性的保育
和利用以確保永續發展 

生物多樣性與生計 
里山倡議觀念的實踐 



第十屆生物多樣性公約大會 (CBD COP10, Oct 2010) 



社會-生態-生產地景 

生態系統服務 人類福祉 

Source: UNU-IAS (2010) 



里山、里海的定義 

里山（satoyama）的觀念比里海（satoumi）的觀念要早
好幾個世紀產生。1661年首次以間接的方式提到這個觀
念，至於第一次單獨使用「里山」這名詞是在1759年，
指的是圍繞著村莊、人類居住地和房舍的山區。 

直到1970年代，大部分對里山的定義才包含人類居住靠
近山區的地方，並利用當地的資源（譬如食物、燃料或
作物的肥料）的概念。 

里海則是1998年才出現的名詞，指的是沿海地區的空間
結構以及該區內對漁業資源的使用與經營。里海地區強
調透過人為的經營來提高生物的生產力與生物多樣性。 



何謂里山(Sato-Yama) ？ 

奧山 

里
山 里

地 
里
海 

深山 

里山 

鍾孟瑾繪製 



日本里山-里海評估 (JSSA) 概念架構 

生態系統服務 人類福址  



日本環境省生物多樣性中心 

Overuse Underuse 



指人類與自然長期的交互作用下，由各種不
同生態系統包含次生林、耕地、灌溉池塘、
草地與人類聚落，所形成的生物棲地和人類
土地利用的動態鑲嵌斑塊（馬賽克）景觀 
上述的交互作用下，維持了生物多樣性，並
且提供人類的生活所需。 

核心概念：社會-生態-生產地景 
（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社會生態生產地景（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社會生態生產地景（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社會生態生產地景（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社會生態生產地景（Socio-ecological production landsca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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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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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河川 b:海灘 c:潮埔地 d:珊瑚礁 e:藻場 f:各種的魚類及蝦蟹貝類 g:浮游生物 h:營養
物質與沙 i:牡蠣水產養殖 j:漁村 k:松樹 l:漁夫 m:海水浴 n:採集貝類 o:垂釣者 p:自然
觀察 q:市區 r:里山 



里山倡議內容與近年國際間討論
農業生物多樣性保育、傳統知識
保存以及農村生計與發展等議題
密切相關，該倡議已成為第十屆
生物多樣性公約大會通過之重要
決定之一。 

里山倡議的全球重要性 



里山倡議 實施架構—三摺法 

方法
q確保多樣化的生態系統服務和價值

q整合傳統知識和現代科技
q謀求新型態的協同經營體系

資源使用控制在環
境承載量和回復力

之限度內

貢獻
社會-經濟成長

循環使用自然資源
認可在地傳統和文
化的價值和重要性

促進多元權益關係
人的參與和合作

願景
實現人類社會與自然和諧共處

里山倡議實施方法的五個關鍵面向



地

區 里山倡議範例 

各個範例的關鍵行動面向 
在環境承載能

力和恢復能力

的範圍內使用

自然資源 

循環

利用

自然

資源 

承認當地傳

統與文化的

價值和重要

性 

各方權益

關係者的

參與及合

作 

有助於

當地的

社會經

濟發展 

亞

洲 

案

例

1 

以傳統的土地利用方式永續利

用與管理自然資源(菲律賓 伊
富高省) 

     
案

例

2 

以複作及堆肥技術建立永續農

業經營(柬埔寨 磅湛省)      
案

例

3 

傳統庭園(homegarden)︰永續

多層次的土地利用制度(印度 
喀拉拉邦) 

     
歐

洲 

案

例

4 

景觀管理是藉由永續農業、畜

牧業和林業的方式進行(德國 
拜恩州) 

     
非

洲 

案

例

5 

由漁民和農民執行的小型集水

區管理(馬拉威 北部)      

北

美

洲 

案

例

6 

在大型水稻田裡施行永續農業

和生物多樣性保育(美國 路易

斯安那州) 
     

案

例

7 

以社區為基礎的永續林業(墨
西哥 瓦哈卡州)      

南

美

洲 

案

例

8 

馬鈴薯公園—永續利用和管理

自然資源(秘魯 庫斯科地區)      
案

例

9 

藉由鑲嵌式的土地利用方式永

續利用和管理自然資源(阿根

廷 米西奧內斯省) 
     

大

洋

洲 

案

例

10 

大規模的對自然友好的農業合

併生物多樣性保育(澳洲 昆士

蘭州) 
     

案

例

11 

永續利用和管理自然資源深植

於傳統的行事原則中(所羅門

群島 西部省) 
     

日

本 

案

例

12 

遵循傳統的 makihata制度生產

牛肉和馬肉(日本 島根縣)      
案

例

13 

為了復育朱鷺實施對環境友善

的農業(日本 新潟縣)      
案

例

14 

在野外重新引進白鸛以及農業

升級(日本 兵庫縣) 
 

     
案

例

15 

透過獨特的自然地景與當地的

傳統振興町野町(日本 石川

縣) 
     

案

例

16 

森林是海的戀人運動—恢復健

康的流域(日本 宮城縣與岩手

縣) 
     

 



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第三屆會員大會 
及聯合國第十一屆生物多樣公約締約國大會 

 



日本生物多樣性國家策略  2012-2020 

自然擾動減少 珍稀動種復育 
外來入侵種 

台灣有類似的問題診斷嗎？ 

日本-自給率 糧食40% 木材20% 能源4% 

台灣-自給率 糧食32% 木材1% 能源3% 



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活動架構 
五個領域 (Takatsuki, 2012) 



生態系統服務與人類福祉： 
城鄉整合觀點（Takeuchi, 2012） 



新思維：里山倡議 

生物多樣性 農村生產、生活 
自然 
保育 

經濟效益 社會與環境效益 永續 
農業 

物件保存 常民生活與環境 文化資產 

保存 



地景取向 
Landscape Approach 



人 地關係/交互作用

地景 (landscape) 



人 地交互作用

資源

災害

-
社區沒落

-
土地資源劣化

+

社區永續

+

土地資源永續

守護者：維護/永續利用

破壞者：不當利用

為什麼要談里山地景的維護？ 

在地人 在地環境 



在地行動 

Act Locally 



國內新制度工具 
濕地保育法 

總統府102.7.3日公布；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於一年內定之  



濕地保育法相關條文 

第四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濕地：指天然或人為、永久或暫時、靜止或流動、

淡水或鹹水或半鹹水之沼澤、潟湖、泥煤地、潮間帶、

水域等區域，包括水深在最低低潮時不超過六公尺之海

域。 

二、人工濕地：指為生態、滯洪、景觀、遊憩或污水處

理等目的，所模擬自然而建造之濕地。 

第二十一條 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土地得為農業、漁業、鹽

業及建物等從來之現況使用。但其使用違反其他法律規定

者，依其規定處理。 



國內新制度工具 
文資法 “文化景觀” 



新文資法(2005.2.5日修正)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 

 第三章 遺址 

 第四章 文化景觀 

 第五章 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 

 第六章 古物 

 第七章 自然地景 

 第八章 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 

 第九章 獎勵 

 第十章 罰則 

 第十一章 附則 

 



文化景觀主管機關 

中央：文化部 (前身為文建會) 

地方：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文化景觀類別的對比 

世界遺產 
文化景觀的類別 

台灣的文化景觀類別 
(依據文資法施行細則) 

• I 人為設計和創作的
景觀 宗教景觀、歷史名園 

• II 有機演化的景觀
(分遺跡景觀、持續
性景觀) 

歷史文化路徑、農林漁牧景
觀、工業景觀、交通景觀、
水利設施、軍事設施 

• III 聯想的文化景觀 
神話傳說之場所、歷史文化
路徑、宗教景觀、歷史事件
場所 



行動研究案例 
 

花蓮縣富里鄉豐南村 
吉哈拉艾文化景觀 
登錄及規劃歷程 
2011.6~2013.6 



緣 起 
 
2006.7~ 
2007.8 



鱉溪流域與豐南村 



沈積岩 

火成岩 

向斜軸 



 
 

照片來源：水保局花蓮分局 

天然林 

綠帶次生林 

水稻梯田 

聚落 

池塘 

菓園及次生林 

溪流 

道路 

吉哈拉艾的社會生態生產地景 



地景保護區內的核心區、緩衝區及不同類型連結廊道
的生態網絡模式 (Mackey et al 2010) 

核心保護區

核心保護區

核心保護區

核心保護區

地景廊道

線性廊道

踏石廊道

地景經營區

緩
衝
區

緩
衝
區

緩
衝
區

緩
衝
區





花蓮富里鄉豐南村的 
知寶、惜寶、展寶歷程 

2006-2011 (略) 
 













生態旅遊的效益？ 



新進展 

 
2011.5~ 
2012.2 



與居民溝通和商議要點 

什麼是文化景觀？ 
為什麼要維護文化景觀？ 
如何維護文化景觀？ 
文化景觀登錄的規定：文化資產保存法 
文化景觀登錄的好處和壞處？ 
吉哈拉艾水稻梯田及水圳文化景觀登錄範圍 
吉哈拉艾水稻梯田及水圳文化景觀維護部落公約 



吉哈拉艾文化景觀登錄 
四場權益關係人論壇 



吉哈拉艾文化景觀登錄及保存維護 
行動研究歷程 (第一年) 

 

 

 



 
 
 

豐南村水圳與梯田文化景觀登錄第一場權益關係人論壇 
-社區領導者研商會議 

2011年7月5日 10:00-12:00 
於豐南村社區活動中心 



豐南文化景觀登錄第1場權益關係人論壇 
2011.7.5日 

村長王晉賢 (召集人)、部落頭目陳進發、副頭目陳明哲、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王晉英、18鄰鄰長林惠梅、19鄰鄰長曾金智、村內耆老與居民等共15人 
花蓮縣文化局代表陳孟莉小姐 
研究團隊 (含顧問張振岳先生和鄭振豐先生) 4人 



豐南文化景觀登錄第1場權益關係人論壇 2011.7.5日 



中國浙江青田縣龍現村稻魚共生系統 (來源：FAO) 

中國雲南哈尼水稻梯田 
照片引用：FAO網站 



文化景觀登錄的規定 
文化資產保存法 



登錄與備查  

文化景觀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審查登錄後，辦理公告，並報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登錄基準、審查、廢止條件與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保存及管理原則、保存維護計畫 

文化景觀之保存及管理原則，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設立之審議委員會依個案性質

決定，並得依文化景觀之特性及實際發展需要，

作必要調整。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前項原則，擬

定文化景觀之保存維護計畫，進行監管保護，

並輔導文化景觀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配合

辦理。 



罰 則  

 (無) 



獎勵或補助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給予獎勵

或補助： 

四、維護文化資產具有績效。 

五、對闡揚文化資產保存有顯著貢獻。 



房屋稅及地價稅之減免  

私有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及其所定
著土地，得在百分之五十範圍內減徵房屋
稅及地價稅；其減免範圍、標準及程序之
法規，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定，
報財政部備查。  



居民意見總結： 
 

文化景觀登錄 
聽起來不錯 
但是， 

會不會一切都由政府主導？ 
部落能作主嗎？ 



部落會議 
2011.7.11日 



部落會議決定提出問題 2011.7.11日訂 



 
 
 

豐南村水圳與梯田文化景觀登錄第二場權益關係人論壇 
-吉哈拉艾村民研商會議 

2011年7月25日 15:30~17:30 
於石厝溝19鄰鄰長曾金智先生家中廣場 



豐南文化景觀登錄第2場權益關係人論壇 2011.7.25日 

村長1人、2位鄰長、居民20人、地主1人、社區發展協會幹部2
人、文化局代表2人、研究團隊(含研究顧問)8人等，共計40人 





文化景觀登錄的規定 
文化資產保存法 



豐南吉哈拉艾文化景觀管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2011.10.17日 



2011.10.17日 
豐南吉哈拉艾文化景觀管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吉哈拉艾文化景觀管理委員會

       頭目 + 理事長 + 會長+村長+18及19鄰鄰長

水圳組
(組長+組員)

水田組
(組長+組員)

山川維護組
(組長+組員)



豐南吉哈拉艾文化景觀管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2011.10.31日 



 
 
 

豐南村水圳與梯田文化景觀登錄第三場權益關係人論壇 
-吉哈拉艾村民與公部門溝通會議 

2011年11月14日 15:30~17:30 
於石厝溝19鄰鄰長曾金智先生家中廣場 



 請吉哈拉艾18-19鄰村民、頭目、豐南社區發展協會、豐南村辦公室、
花蓮縣文化局、花蓮林管處、花蓮農業改良場、花蓮農田水利會富
里工作站、富里鄉公所等代表共47人一同討論： 
「吉哈拉艾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 (部落公約)？ 
「吉哈拉艾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架構？ 
 

討論事項 
 
 



第3次權益關係人參與論壇成員 2011.11.14 

 

 

 
 

 

 
 

 



吉哈拉艾部落公約 (草案) 



「吉哈拉艾文化景觀」的里山倡議架構 

方法
q 保護和永續利用山林溪流資源

q 維護水田和水圳的生產、生態和景觀功能
q 整合阿美族在地知識和環境友善農業科技
q 謀求以吉哈拉愛部落為主體的夥伴關係

在自然生態的運作限度
內循環使用自然資源

促進
吉哈拉愛部落生活品質
和經濟收入成長

推動巡山護溪、引進環
境友善農業技術、維護
梯田水圳文化景觀

建立和維繫
以吉哈拉愛管理委
員會(yakoing no 

cihalaay)為主體的溝
通與合作平台

願景
實現吉哈拉愛部落與山林溪流和諧共處

五大行動策略

發掘和發揚
吉哈拉愛傳統知識和土

地利用智慧





 
 
 

豐南村水圳與梯田文化景觀登錄第四場權益關係人論壇 
-吉哈拉艾村民與公部門溝通會議 

2012年1月10日 14:00~16:00 
於石厝溝19鄰鄰長曾金智先生家中廣場 



第4次權益關係人參與論壇成員 2012.1.10 

 

 

 
 

 

 

 
 

 



文化景觀登錄是否會影響居民之原住民
保留地申請作業？ 
文化景觀範圍與提報表內容最後確認，
是否可改由「豐南吉哈拉艾文化景觀管
理委員會」提報？ 
「吉哈拉艾部落公約」作為未來吉哈拉
艾水稻梯田及水圳文化景觀的保存及管
理原則，內容是否需要修訂？ 

討論事項 
 
 





2012.3.27日花蓮縣文化局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接續 
 
2012.7~ 
2013.6 



待解決問題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5條 

文化景觀之保存及管理原則，由直轄市、縣 (市) 主
管機關設立之審議委員會依個案性質決定，並得依

文化景觀之特性及實際發展需要，作必要調整。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應依前項原則，擬定文化

景觀之保存維護計畫，進行監管保護，並輔導文化

景觀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配合辦理。 

挑戰：如何透過社區本位的多元權益關係人參與過程

來完成？ 



《吉哈拉艾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之規劃架構圖 

 



核心權益關係人的制度面互動架構圖  



吉哈拉艾文化景觀登錄及保存維護 
行動研究歷程 (第二年) 



相關圖面繪製： 
各水圳灌溉田區平面及剖面圖 



相關圖面繪製： 
吉哈拉艾文化景觀鑲嵌地景斑塊Google earth圖像檔 



相關圖面繪製： 
歷年航空照片判釋圖 



相關圖面繪製： 
歷年航空照片判釋圖 



 



日常管理維護： 
吉哈拉艾文化景觀梯田保存據點與空間指認範圍 

持續耕作地 歷史梯田 



日常管理維護： 
吉哈拉艾文化景觀水圳保存據點與空間指認範圍圖 



日常管理維護： 
吉哈拉艾文化景觀水圳保存據點與空間指認範圍圖 



日常管理維護： 
吉哈拉艾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 

 經101年11月29日召開「花蓮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101年度第3
次會議」審議通過 

目標 

範圍 

保存及管理原則 

執行要點 
梯田保存及管理 

水圳保存及管理 

聚落建築景觀及道路維修管理 

 保存及管理原則架構圖 



日常管理維護：執行方法與本地組織現況 
權益關係人夥伴關係工作平台 



區域發展永續經營計畫： 
區域永續經營與發展方案 





小村故事發展中… 
謝謝聆聽  敬請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