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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取徑(landscape approach)的國際相關制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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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山倡議

FAO GIAHS
全球重要農業遺產地



 2010年10月於日本名古
屋舉辦聯合國第十屆生物
多樣性公約大會中，聯合
國大學高等研究所(UNU-

IAS)與日本環境省共同啟
動國際里山倡議夥伴關係
網絡（The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IPSI）

國際里山倡議緣起



里
鄰里、村里、鄉里、故里家的概念

里：土 + 田

鄉村地區
是關鍵連結

農村社區和原住民部落
是基石



里山倡議聚焦的空間範圍

奧山

里
山

里
地 里

海

鄰近農村社區的淺山丘陵、平原、海岸

統稱：社會-生態-生產地景

自然地區：深山

里山倡議

奧山、里山、里地、里海 為日文的漢字

農、林、漁、牧、狩獵、採集…



生態系統服務與人類福祉：
城鄉整合觀點（Takeuchi, 2012）



夥伴會員/實踐案例

220個會員

IPSI網頁



 國立東華大學

 國際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富里鄉農會

IPSI共計230位會員（~2018.5）
含台灣會員11位



里山倡議三摺法架構 (UNU-IA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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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全
地景多樣性

活用
自然資源

發揚
農村/原住民部落

傳統智慧

促進
社區本位的

群策群力

活絡
社群/經濟



日本里山特性和概念圖（UNU-IAS, 20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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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里海特性和概念圖（UNU-IAS, 201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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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地、里山

森

里
川

海

地景尺度的
上下游連結關係

森林是海洋的戀人



政策適用

Adapt National



台灣國土永續新論述和策略
自然地區—鄉村地區—都市地區的重新連結

 自然地區
保護/保育

 鄉村地區
農業生產地景保全活用

 城鄉
互惠交流

自然-鄉村-都市-鄉村-自然-鄉村-自然

海-里-川-森-川-里-海

森林面積占58％
農業用地面積占29％
自然地區+鄉村地區占87％

都市計畫區人口占80%
都市計畫區面積占13%



台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
(Taiwan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TPSI)

進展 2014-2017



台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TPSI）
推動計畫之先期規劃 2014.10~2015.12

「全球思考」方面，有系統介紹：

社會-生態-生產地景(SEPLs)、里山倡議(SI)
里山倡議國際夥伴關係網絡(IPSI)的相關活動、
組織架構、策略(IPSI Strategy)和行動計畫(Plan 
of Action 2013-2018)

IPSI合作計畫(collaborative projects)與「里山
發展機制(SDM)」

IPSI案例報告撰寫要點和格式、以東華大學
IPSI案例說明里山倡議案例報告的撰寫方式

生態農業(ecoagriculture)緣起及相關概念



台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TPSI）
推動計畫之先期規劃 2014.10~2015.12

「制度適用」方面，與林務局保育組合撰
《推動台灣里山倡議的策略架構芻議》，內
容包括：

台灣推動里山倡議的發展現況和問題分析

國內外相關政策依據

提出台灣推動里山倡議的「策略架構」、「運
作架構」和「工作面向」等規劃



2014

2015



圖1 推動台灣里山倡議的
策略架構圖

圖2 推動台灣里山倡議的
工作面向圖



里山倡議三摺法架構 (UNU-IA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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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全
地景/海景韌性

活用
自然資源

發揚
農村/原住民部落

傳統智慧

促進
社區本位的

群策群力

活絡
社群/經濟



台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TPSI）
推動計畫之先期規劃 2014.10~2015.12

「在地行動」方面：

協助林務局與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合辦第一
屆「生態農業與里山倡議國際研討會」

舉辦台灣里山倡議實務工作者案例論述工
作坊等活動。



第一屆「生態農業與里山倡議國際研討會」2015年9月
花蓮農業改良場主辦、林務局/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東華大學協辦



 禁伐天然林政策入法
 經濟林利用符合國際森林

管理委員會規範與標準
 深化「里山倡議」精神

2016年5月起~

里山倡議入農委會政策+
106至109年度中程施政計畫綱要



促進台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TPSI)
交流計畫 2016.3~2017.12

總目標

持續推動台灣里山倡議的五個工作面向

國際參與、政策研究、知識增進、能力培育、
實地活動

自2016年起，透過林務局全台8個林管處的行政
體系，協助推動「台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
(TPSI)」，以增進台灣各地「能力培育和實地
實踐」的目標

融入及支援推動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



促進台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 (TPSI)
交流計畫 2016.3~2017.12

 TPSI交流的具體作法
每年邀請台灣北、中、南、東區有志於實踐和交流
里山倡議目標和作法的實務工作者和相關組織，參
加台灣各區實地踏查及交流工作坊、全區工作坊或
研討會

促進在地實務工作者、社區與部落組織、民間機構、
綠色企業與政府相關部門，針對里山倡議所涉及之
問題、目標、策略、行動計畫、未來挑戰等議題進
行面對面討論，探索和促進台灣各地可行作法，期
增進彼此知識力、夥伴關係和行動力。



國有林班地
八個林區管理處

北

中

南

東

森-川-里-海
國土綠色保育網絡 +
TPSI北中南中分區



在地行動

Act Local



106-109年度農委會主管科技計畫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統籌：
促進農村與農業生態永續發展國際合作計畫



花蓮縣豐濱鄉

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

阿美族Dipit部落

森

川

里

海
地景-海景尺度的
上下游連結關係

噶瑪蘭族新社部落



2016年底前，

各主管機關 各自投入不同社區

 林務局花蓮林管處協助阿美族Dipit部落

 2010年起社區林業計畫從事資源調查、生態旅遊

 2015年起結合社區加強森林保護工作計畫

水保局花蓮分局協助阿美族Dipit部落
 2011年起農村再生相關計畫協助人力培育、整體環境
改善、公共設施建設、大專生洄游農村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協助噶瑪蘭族新社部落

 2014年起推廣有機水稻栽培、田埂草毯及坡面和周
邊綠籬植物栽種、水稻田地景多樣性和天敵防治



跨域(跨空間、跨部門、跨專業)
協同經營平台需求！

 本區兩部落之聚落和耕地，位於同一山谷之中、
下游，以水系串連集水區的生態、生產和生活

 集水區上游森林和溪流供給中、下游居民飲用水、
農業生產耕地之灌溉用水、薪材和野菜，通過生
產耕地與聚落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則排流入海，影
響海岸的珊瑚礁生態，珊瑚礁生態則影響近岸居
民的漁獲。

 必須採取跨域的協同治理模式，方能有效解決。



跨域協同經營平台

成立緣起和目標

 緣起

在東華大學的提議下，花蓮區農改場於2016年10月11
日邀請花蓮林管處及水保局花蓮分局，共同與在地阿
美族Dipit部落和噶瑪蘭族新社部落組成跨域（跨部門、
跨社區、跨專業）協同經營平台，發起花蓮縣豐濱鄉
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

 目標

以里山倡議精神及生態農業技術，透過群策群力，促
進花蓮豐濱鄉新社村噶瑪蘭族新社部落和阿美族Dipit
部落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永續農漁村願景之實現。



2016.11.30 105年度第一次核心工作小組會議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召集)



2016.12.20 105年度第一次大平台會議(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召集)



跨域協同經營平台

組成

 核心推動成員工作小組（簡稱核心工作小組）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花蓮林區管理處、水保局
花蓮分局、農糧署東區分署、新社村阿美族
Dipit部落和噶瑪蘭族新社部落、新社社區發展
協會、東華大學等；

 多元權益關係人參與平台（簡稱大平台）

擴大邀請中研院等其他學術機構、縣政府及鄉
公所等其他政府部門、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等
民間組織、東豐有機米等企業合計約20個單位



跨域協同經營平台

運作機制-1：召集/協力單位

召集單位
經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於2016年11月第一次核心工作
小組會議提議：「由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林務局花

蓮林管處、水保局花蓮分局等三單位輪流召集」

隨即獲得三單位與會首長及兩部落代表同意，並期
望不久將來可以交由在地新社部落和Dipit部落負責
召集和主持。以上決議隨即於2016年12月第一次大
平台會議中獲得所有與會者同意

 協力運作單位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地景保育與社區參與研究室)



跨域協同經營平台

運作機制-2：時間/地點

 核心工作小組運作

 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為密集規劃期，原則上每季
開會兩次，2018年後再視進展加以調整；地點於噶瑪
蘭族新社國小活動中心和阿美族Dipit部落聚會所輪流
舉辦。1,2, 4,5, 7,8, 10,11月

 2017.7.18大平台會議決議改為每年2,4,8,10月召開

 大平台運作

 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為密集規劃期，原則上每季
開會一次，2018年後再視進展加以調整；地點於噶瑪
蘭族新社國小活動中心和阿美族Dipit部落聚會所輪流
舉辦。3,6, 9,12月

 2017.7.18大平台會議決議改為每年6,12月召開



跨域協同經營平台

運作機制-3：在地部落培力與賦權

在地兩個部落是新社村「森-川-里-海」生
態農業倡議的首要權益關係人，是最重要
的主體。

因此在2016年11月及12月的核心工作小組
會議和大平台會議中，皆決議一開始由三
個政府部門輪流召集和主持，但期望未來
在地居民能力增強，即交由在地兩部落負
責召集和主持。



2017.1.19 105年度第一次核心工作小組會議
(花蓮林管處召集)



2017.2.24 105年度第二次核心工作小組會議 (水保局花蓮分局召集)



跨域協同經營平台

進展-1：短中長程行動計畫

自2017年1月至2017年3月，共召開2次「核
心工作小組會議」及1次「大平台會議」，
每次皆由三部門首長親自主持；

參考國際里山倡議「願景-方法-行動面向」
三摺法架構，於2017年3月共同完成《新社
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之短、中、
長程行動計畫表》，含里山倡議5大類38項
工作之期程、主協辦等分工合作架構。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之

短、中、長程行動計畫表 (2017.3.27日修訂版)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之

短、中、長程行動計畫表 (2017.3.27日修訂版)

行
動
策
略

工作項目 短中長
期程

權益關係人類別和分工合作關係



2017.03.27 106年度第一次大平台會議 (花蓮林管處召集)



跨域協同經營平台

進展-2：以在地部落需迫切解決問題為優先

 2017年4月起

「核心工作小組會議」之工作重點，優先以
兩個在地部落提案需迫切解決之問題為報告
和討論事項，輔以其他工作小組成員之提案；

「大平台會議」之報告和討論事項，則由各
分工合作項目之主辦單位，負責追蹤和說明
各相關工作之進展和困難，以及需要協調合
作之對策等，以利大會討論和決議。



2017.04.24106 年度第三次核心工作小組會議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召集)



2017.6.27 106年度第四次核心工作小組會議(花蓮林區管理處召集)



2017.7.18 106年度第二次大平台會議(花蓮林區管理處召集)

期間各工作小組會議辦理
情形報告

短中長程行動計畫各主辦
單位負責推動事項報告

未來大小平台開會頻度調
整討論



2017.8.16 106年度第五次核心工作小組會議 (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召集)



2017.11.8 106年度第六次核心工作小組會議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召集)



2017.12.21日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
106年度第3次大平台會議(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召集)



2017.12.21日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
106年度第3次大平台會議(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召集)



2018.2.4日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

成果展



2018.3.9日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
107年度第1次核心工作小組會議 (花蓮林管處召集)



2018.5.10日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
107年度第2次大平台會議(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召集)



2018.5.10日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
107年度第2次大平台會議(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召集)



2018.5.10日新社村「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
107年度第2次大平台會議(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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