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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許多人來說，每到一個景點在社
群軟體上「拍照打卡」成為必做的事
情，傳播越來越方便，速度也更快，
出去玩不再需要依賴旅遊節目介紹，
只要打開Facebook或是Instagram，就
可以快速查到大量的景點照、食物
照。但當景點越來越容易廣為人知，
秘境不再是秘密，人潮的聚集究竟是
為當地帶來更多的觀光效益，或是製
造了更多的環境問題值得關切。

「地標」讓「秘境」不神秘

      Instagram自2010年推出，2015年推
出地標搜尋功能，可直接搜尋景點名
稱，Instagram就會顯示該景點的實際
位置，秀出眾多網友在景點打卡的相
關照片，此項功能讓用戶可以快速又
方便的更了解景點資訊，現在只要在
Instagram上搜尋「XX秘境」，就可以
看到許多「網美照」，就會發現秘境
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人煙稀少，也不
再是世外桃源。
    根據美國新聞網站Vox於2018年10
月發布的影片探討在照片上標註詳細
地點所帶來的影響，影片中指出社群
媒體爆炸性出現後，許多原本不知名
的隱匿性景點在Google搜尋量有明顯
增加。
    影片裡以Horseshoe Bend為例，圖表
顯示在Instagram推出之後，景點的搜
尋量逐漸地往上攀升，相同的情形也
發生在Kanarraville Falls、Vance Greek 

Bridge等景點上。Instagram將地理坐標
結合到圖片中的功能，是此項狀況的
一大推手，就算所處的位置尚未有地
標，也可以直接建立一個新地標。

人潮蜂擁至 更多環境問題

    社群媒體上的照片為自然環境吸
引更多的人潮，但也可能帶來更多的
垃圾或更多破壞環境的行為，以宜蘭
粉鳥林為例，2018年底因連日大雨導
致崩塌，聯外道路崩塌阻斷、警示牌
損壞，因此粉鳥林封閉，但在封閉期
間，還是可以從Instagram上看到許多
照片打卡，遊客擅自越過圍欄進入，
造成不良示範，也會讓更多人誤以為
這樣的行為是可以被允許的。
    而每到冬天就很夯的桃園八德落羽
松，也是近三年竄紅的網紅景點，種
植了近三千棵落羽松，原為當地居民
才知道的私房景點，因為網路打卡關
係，吸引越來越多人朝前往，造成附
近交通混亂，且遊客在拍照的同時踩
踏落羽松的氣生根，或是亂丟垃圾，
造成地主和種植落羽松的建商的困
擾。 
    有些景點屬於公共財，需靠政府投
入資源管理，但以現行狀況來看，管
理人力應付不了觀光人潮，有些為私
人土地景點，政府無法過多介入，但
當地主無法負荷人潮帶來的破壞或困
擾，又該如何取得平衡，是現今需要

面臨的課題。

   Instagram流行後，許多網紅前來拍照
打卡，加上媒體報導讓秘境爆紅，但是其
中安全正是一大疑慮。以宜蘭粉鳥林為
例，近日發生遊客闖入不慎跌倒造成頭部
重創死亡，而宜蘭縣海洋及漁業發展所表
示，粉鳥林將延期至暑假才開放讓遊客進
入。秘境尚未開放卻還有遊客無視警示闖
入，導致生態被破壞及人身安全問題。
  粉鳥林的海灘潮差大、暗流多，氣候不
佳時也容易捲起長浪，至今發生許多起意
外，使得遊客喪命於此，長期在粉鳥林釣
魚並擁有長達30年釣魚經驗的釣客表示，
平時漲潮海水只會漲到消波塊處，若天氣
差或是颱風來襲時，海水會打到公路圍欄
後或山坡地上，造成土石崩落。
  粉鳥林雖然暗藏危機，但是還是有許多
遊客無視告示牌闖入，其中帥小姐表示，
當時運用IG上的地標功能，搜尋宜蘭才得
知粉鳥林秘境，並且發現許多近期更新的
照片，所以並不知道此處正在封鎖，加上
現場有許多觀光客也在裡頭遊玩，因此認
為闖入並無異。
  這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桃園八德落羽松，
此處美景紅遍全台，媒體也時常報導，
但是地主林小姐說：「景點沒有提供大眾
參觀、遊玩，也曾立下告示牌禁止遊客進
入，但是遊客依舊跨越封鎖線進入拍攝。
」對於這樣的行為和解決方法，地主不願
多談，僅表示已和桃園市政府聯繫，會在
這一兩年全面關閉。
  遊客不願配合的行徑，使得自然生態環
境被破壞，新北市金山區八煙聚落一處，
近年因旱田改造成水梯田後，人工的「水

中央」景點吸引了大批遊客。據當地居民
表示，遊客亂踩田埂，農作物遭亂拔，造
成樸實村落不再平靜。
  不僅如此，金山區重合里里長賴蔡標表
示，前往秘境時要先走入一條小巷，會經
過當地居民的家園，有些遊客會未經同意
擅自闖入住家，更誇張的行徑是，田中央
旁的工具間有遊客闖入大小便，使得居民
不堪其擾，加上種種原因，最終於2016年
年底由當地居民聯署「封村」。
  秘境竄紅反而造成當地居民的困擾和環
境破壞，從宜蘭粉鳥林、桃園八德落羽松
到新北金山八煙聚落，都是被嚴重破壞的
案例，但是還有許多秘境正陷入危機，未
來也可能會因而消失，讓美景不在。

生態保護危機 安全問題成疑慮
記者／陳彩玲

今年元旦豪雨造成第二次封閉，
但仍有民眾不顧封鎖線闖入。                            (圖／葉素安攝)

編按

記者／陳昱華

粉鳥林秘境2017年8月因垃圾太多封閉。(圖片取自聯合新聞網)

    因為網路快速發展，現今越來越多人喜歡在
IG地標上尋找旅遊的地點，或尋找秘境踩點打
卡。
  雖然人潮會帶來經濟，但遊客衍生的環境問
題也層出不窮，像民眾為了拍攝美照闖入私人
土地踩踏農作物、隨意亂丟垃圾等。
  因此本專題以《秘境瘋打卡 環境破壞誰來
擔？》為題探討，民眾打卡行為與環境破壞中
是否能達到共存，而這其中的問題又有哪些？

(圖片以Vox新聞網Youtube影片，What happens when nature goes viral?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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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流行前後民眾在Google搜尋「Horseshoe Bend」地標的次數數據

(圖片為地主提供) 水中央放水(圖片為地主提供)

封閉後水中央封閉前

海巡署第一岸巡隊統計，6月起截至
10月，在宜蘭外澳、內埤、東澳等海
域，合計發生7件溺水案件，救援人
數共13人。

2018/6-10月

宜蘭縣政府推出「東澳色
彩計畫」，把粉鳥林打造
成宜蘭版的正濱漁港。

2018年底

秘境瘋打卡
環境破壞誰來擔

  隨著大量遊客因為秘境而到來，民眾隨意進入私有秘境是否造成當地
民眾不便、公私有秘境又該如何維護，都是需要考量的問題。
  以宜蘭粉鳥林來說，因為是公共景點無法限制民眾進出，且當地並沒
有設立垃圾桶因此製造了很多垃圾，當地居民更是在彩繪牆上寫下「請
不要丟垃圾」，而解決辦法是在遊客和攤商購買東西時，攤商會告訴遊
客把垃圾交給他們。
  目前粉鳥林屬於封閉狀態，粉鳥林安檢所人員表示，不管如何宣導還
是有民眾會試圖進入，在第一次封閉時甚至安裝防盜的鐵門尖刺，但不
到一段時間就被民眾折斷。這次封閉粉鳥林秘境入口架設維修的綠色檔
板，雖然如此還是有民眾會闖入。對此，他們會不定期進入勸說民眾離
開，粉鳥林也有架設監視器，若屢勸不聽者才會交由其他單位開罰。

公共秘境系統管理 編列預算強化清潔與觀光

  但因為屬於公共地點，面對環境破壞有不同單位能出面解決，也因為
每年都有編列預算，因此能強化環境清潔及推廣觀光。像粉鳥林安檢所
人員就提到，未來粉鳥林會在上方坡地規劃停車場並且統一安置攤位，
而漁業發展所每年也會編列預算交由蘇澳區漁會清潔環境。
  而為了不讓人潮影響當地居民，粉鳥林當地縣政府選擇規劃產業大

道，讓車輛進出粉鳥林的路線遠離住家，有系統的管理讓環境問題得以
解決，並且方便未來統一發展觀光。

私有秘境問題難解決 多半以封閉收場

  而私有土地的秘境問題就比較不容易解決，像桃園八德落羽松的地主
說：「景點非提供大眾參觀、遊玩，也曾立下告示牌禁止遊客進入，但
是遊客依舊跨越封鎖線進入拍攝。」因此和桃園市政府聯繫，將在這一
兩年全面關閉。另外一處私人土地新北市金山區八煙聚落一處，最後更
是在2016年年底由當地居民聯署「封村」。
  公共土地基本上除非生態嚴重被破壞，或當地景點會造成民眾危險，
導致政府管制，否則民眾都能自由進出，但私人景點就不同了，地主有
權禁止民眾進出。銘傳大學都防系主任林文苑就表示，像水中央這樣的
私人土地，除非當地有特殊的生態系，或是保育類的動植物，不然政府
其實也很難去介入。
  而有些秘境為維護當地環境、管制客流量，會採取對民眾「收費」，
像位於陽明山私人土地名陽匍休閒農莊，每到花季就會湧入大量遊客，
地主會對入園民眾收取100元的清潔費，並且會管制民眾摘取花朵的時
段。粉鳥林則是目前沒有收費的打算。

公共/私人秘境 管理方法大不同
記者／葉素安

?
吳姓男子在海邊撿石
頭，卻遭大浪捲入海
中死亡。

因垃圾太多，粉
鳥林封閉9個月。
入口架起鐵門但
沒幾天後就被遊
客破壞。

蘇花改通車後，蘇澳
至東澳車行時間僅需
十分鐘，粉鳥林秘境
遊客人數增加。

2018/5
粉鳥林重新開放。
新通道讓民眾不用再攀爬消波
塊，走步道就能進入秘境。

陳女因靠近潮汐
帶，被大浪捲入
海中死亡。

聯外道路因豪雨落
石崩塌，秘境封閉
進行修復工程，預
計暑假前完工。

一名遊客14日跌倒頭
部重創致死，16日被
其他遊客發現。

2018/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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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位思考不盲從 身體力行GOGOGO
特稿/殷悅哲

秘境打卡雖為各地隱密景點帶來人潮，卻未能為當地帶來實質的觀

光效益，遊客若不具有公民道德的水準，任意踐踏植被及亂丟垃圾，

更是會破壞秘境的生態，再者進入私人景點亦會帶來隱私權的問題，

而公有景點也暗藏了許多公共安全的危機，要如何去解決這些問題，

這些責任該由誰來負擔？

除了消極封閉景點 避免標示詳細位置

新北市八煙聚落的封村、宜蘭東澳粉鳥林的封閉，皆直接或間接的

提醒了，遊客為了去秘境景點打卡所造成的諸多問題，而除了封閉景

點這種消極的下下策之外，還有什麼辦法能讓遊客能去秘境，又不會

製造出不必要的爭端呢？

美國環保組織「Leave No Trace」曾提出，打卡應避免標示詳細

的位置，以免照片在社交網站熱傳之後，吸引太多遊客前往。他們也

認為，網友在貼出照片時，應留意照片的內容有沒有「錯誤示範」，

以免其他人「有樣學樣」。

美國攝影師 Timothy Behuniak則認為，社交媒體照片不只會引來

更多遊客、更多垃圾、更多破壞環境的行為，當地政府也可能會為了

促進旅遊業而興建停車場、餐廳等設施，破壞郊野的自然景觀。他希

望大家靠自己的努力去探索大自然，出了一身汗、看著地圖找來找去

才能到達的話，遊客也會更加珍惜郊野地方。

回歸大自然反求諸己 不再被社群給綁架

當今打卡的行為已經失去它原本的意義，不再只是分享景點、記錄

景點這麼簡單而已，打卡者為了在社群網站上拍照炫耀的心態已經錯

亂，即使並非為了上傳炫耀，秘境打卡也牽扯到環境、隱私及公安等

等諸多問題。打卡者可能覺得自己拍個照、打個卡並無大礙，但若經

過換位思考，站在地主、居民甚至大自然本身，即能了解逞一時之快

打卡，可能造成的後續影響有多深。

或許可以讓大自然回歸大自然，不要再被社群網站給綁架，出外

郊遊踏青時，放鬆擁抱大地之母，再從自然的角度去想，除了打卡之

外，還能為秘境做些什麼有意義的事？值得所有人深思。

透過Instagram打卡的行為，背後隱藏的動機與心態複雜，尤其是在秘境或

是較為特殊的景點打卡，衝著前往「秘境」兩字旅遊打卡，會讓大家能夠營

造與眾不同的感覺。但後續所造成的環境問題，學者指出，對於環境與人的

公民素養，應從家庭與學校教育著手，也能透過媒體宣導民眾自律。 

使用者依賴打卡 在朋友圈刷存在感

根據戶外遊憩研究期刊第31期，由郭彰仁等四人撰寫的《以計畫行為理

論建構遊客臉書炫耀性打卡行為模式之研究》的報告提到，旅遊必須花費時

間、金錢與人力，再加上前往的旅遊地較為獨特，打卡者能夠藉此營造與眾

不同的感覺。

南華大學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王姿樺，在2018年撰寫《旅遊者使

用Instagram打卡動機對行為影響之研究》的碩士論文中，研究結果發現，多

數使用者對於打卡功能有部分的依賴性，因儲存資訊和自我宣傳等動機進而

產生打卡的行為，也帶有炫耀、不求回應，想引起注意的態度，因此利用打

卡在粉絲群或是朋友圈刷存在感。

從眾效應跟上時代 是主要旅遊資訊來源 

談到打卡行為，根據關鍵評論網2016年新聞提出，台灣人很容易產生一窩

蜂的民眾去做同一件事情，似乎現今流行的打卡景點，不去當地拍照、打卡

就好像跟不上時代。此情形在管理學上被稱為「從眾效應」，而人類是群體

動物，因此相互模仿屬於正常現象。

現今智慧型手機使用普遍，能使觀光客在任何地點即時查詢。由林宗賢等

三人在2017年出版的《觀光學：現代轉變》一書提到，透過社群軟體，可

以在該軟體上尋找相似目標的同一群人，相互對某些領域產生相同興趣、想

法等，透過使用者對於旅遊體驗的活動當中，再利用打卡的方式，分享自身

體驗、紀錄、照片等，成為許多遊客的主要旅遊資訊來源，也能創造資訊交

流。而打卡貼文也會顯示日期，因此也能透過照片來檢視當地狀況，進而評

估是否該納入自身旅遊清單之一。

培養對萬物尊重 媒體報導提醒自律

針對打卡形成當地的環境破壞、髒亂，進而產生的道德問題，逢甲環境

工程與科學學系教授馮秋霞表示，公民素養應從個人家庭與學校教育著手，

除了培養對人的尊重，也要培養對環境與萬物的尊重，除了透過宣導措施

外，還可以透過媒體，利用報導提醒大眾自律。

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主任林文苑表示，道德觀當然是很重要，

遊客如果沒辦法被規範的話，就只能以封閉秘境來保護環境。他也舉例，前

陣子有人開吉普車去溯溪，車輪壓過較原始生態的地方會造成當地生態的破

壞，這就是打卡所造成的破壞。

2015年吳揚智著作的《生態旅遊：實務與理論》當中，培養環境素養的公

民乃為環境教育的總體目標，也提出學校教育的環境素養教學較屬單方面的

知識傳遞，僅提升對於環境的基本知識，透過實務訓練或是親身體驗，進而

產生與環境自身的連結。

打卡效應過後，造成大家跟風前往旅遊景點，而旅遊景點的曝光，之後所

衍生的環境問題，無論是造成生態破壞，抑或是亂丟垃圾，要如何在環境道

德上達到自律，還是必須靠人們發揮公德心。

社群打卡好炫耀 民眾素養很重要
記者/王怡婷

新北八煙聚落水中央尚未封閉前，遊客仍然能前往拍
照、觀光時的景象。             （圖／擷取自中時電子報）

八煙聚落外圍已經被當地居
民運用木板及柵欄封閉。

                  （圖／陳昱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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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殷悅哲

近年來因為網路資訊的流通，引起廣大網友前往景點拍照

打卡，大量的人潮或許帶來了許多的觀光商機，但相反地人

潮也帶來了亂丟垃圾及破壞環境的疑慮。而僅是在景點周遭

擺設攤販，是否真的有為當地帶來觀光效益，也是發人省思

的問題。

公私秘境紛紛封閉 人潮離去攤販倒閉 

新北市金山八煙聚落近年因旱田改造成水梯田後，人工的

「水中央」景點吸引了大批遊客。隨著遊客的增長，「水中

央」也開始收費賺取觀光財，當地居民紛紛納悶，大家共有

的土地怎麼變成了私人觀光區？最終於2016年年底由當地居

民聯署「封村」。

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系主任林文苑表示，水中央

是一個私有土地，居民面對遊客要怎麼樣去處理，只要在沒

有違法的情況之下，可以選擇收錢，也可以選擇不開放。

逢甲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教授馮秋霞也認為，不屬於公共

土地或觸及私人領域的景點，應可以經由受影響的居民共同

維護以創造利益或拒絕外來遊客。 

宜蘭東澳的粉鳥林由於神祕海灣的絕美風景，吸引了大批

遊客朝聖，然而在2018年及2019年間宜蘭縣政府為了維護

遊客安全封閉了粉鳥林兩次，導致眾多旅遊團取消該處的行

程，使當地觀光效益間接縮減。

粉鳥林附近因應觀光的人潮，陸續開設了許多餐廳及攤

位，「阿滿姨小吃部」的老闆娘表示，她的餐廳已經開了好

幾年，並不是因為粉鳥林爆紅後才決定開設，而大多遊客也

不會久留，因此並不會特意前往餐廳用餐。

在景點附近販賣花生捲冰淇淋的攤販老闆則認為，自從粉

鳥林封閉後遊客越來越少，攤販也陸續離開粉鳥林，目前只

剩她自己和其他一兩攤還有在營業。

至於人潮是否有帶來觀光效益，攤販老闆表示，很多遊客

只是來景點拍拍照就走了，並不會真的來消費，粉鳥林封閉

後更是門可羅雀，但因為移動攤販不需要店租，所以還是抱

持著賺一天是一天的心態繼續擺攤。

遊客拍照即離去 未帶來觀光效益

秘境打卡所帶來的人潮，是否能真的為當地也帶來觀光效

益，林文苑認為，景點聚集人潮的確會有觀光活動的產生，

但因為許多遊客在景點拍完照即離去，所以未必見得能真正

為當地帶來觀光效益。

世新大學觀光學系副教授李奇樺表示，如果當地居民無法

提供遊客所需的住宿或餐飲需求，人潮不一定會是錢潮，反

而只會帶來環境破壞與交通阻塞問題。

轉化景點優勢 策略推動周邊效益

要如何為景點產生實質的觀光效益，林文苑表示，要看

當地居民如何去設計一個與景點特色相關的商業活動，而不

只是在附近賣賣礦泉水或食物之類的擺攤。他也說，秘境打

卡真的要有觀光效益，就要看當地居民怎麼去轉化景點的優

勢。

至於居民要怎麼轉化景點的優勢，李奇樺認為，商家應能

先建立自治管理協會，統籌規劃餐飲販售、住宿、觀光體驗

活動等項目，才能有策略的推動地方觀光產業。

此外，觀光效益要實際精確評估較為困難，只能從觀光活

動所帶來的周邊效益來看，如住宿率、餐飲消費、伴手禮或

紀念品的購買等，不一定要達到怎麼樣的規模，才算有觀光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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