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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 「里山倡議」主張永續的自然資源管理和使用，以及生物多樣性

的妥善維持，希望藉此創造出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想環境。

現今，里山已成為21世紀探討永續農村的理想。在日本，里山指

的是環繞在村落週圍的山、林和草原，包含社區、森林、農業的

混合地景。根據此一定義，一個以水稻田為基質的里山地景也包

括了聚落、混合林、草生地、水稻田、溪流、池塘和灌溉用蓄水

池等多種地景鑲嵌體，除了糧食生產外，亦提供了人類與生物的

棲地。 台灣的農業時代有許多類似於日本里山的農村環境，但目

前多已受都市化衝擊而瓦解，其里山地景蘊含的生活、生產與生

態運作模式，以及其價值正逐漸面臨凋零與消失的危機。因此，

本研究藉由文獻回顧瞭解日本里山的定義與環境價值，挑選具有

里山特質的貢寮為實證基地，透過地景的解讀比對，探討當地特

有的自然條件、聚落發展與生產模式，同時檢視由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於2011年開始的水梯田生態復育計畫之運作。 研究探

討日本具代表性之里山案例所呈現的地景特質與成功因素，藉此

瞭解台灣所需關注之要點，並透過深度訪談瞭解貢寮在地人與自

然依存的農村演變過程，尋求重啟農村再生的關鍵與契機。彙整

訪談得知，貢寮吉林里歷經長期的農村凋敝，造成經濟效益的限

制及勞動力的缺乏，在地居民較少參與公眾事務，對於環境的認



知度較為缺乏，社區組織經營也相對薄弱。陪伴團體的進駐雖然

提供一定程度的協助，但參與計畫的居民多仍須以「半農半Ｘ」

的方式來維持生活。臺灣里山之推廣目前仍僅在初期共識建立階

段，本研究提出貢寮吉林村之永續發展價值，以及推動策略建

議，期望政府能持續挹注資源，使里山地景的願景能在臺灣重

現。 

摘要(英) The vision of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is to establish human societies in har

mony with nature, in which the mainten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ocio-eco

nomic activities align with natural processes. Satoyama is a Japanese term f

or a mosaic of different ecosystem types surrounding human settlements, su

ch as forests,farm lands, irrigation systems, and grasslands, which has been 

managed to produce bundles of ecosystem services for human well-being 

(UNU-IAS, 2010).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nvironment and a

gricultural production becomes an important issue because the countryside 

population has decreased in the past 30 years caused by rapid urbanization. 

The case study of Chilin Village in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e

conomic production, social lif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value of t

erraced paddy field restoration applied by the Forestry Bureau is discussed i

n this research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So far, the SatoyamaInitiativein 

Taiwan is still at its early stage.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value of one local S

atoyama and also provides strategies for the sustainable Chilin Village. Afte

r analyzingobservation record, interview conclusions and document collecti

ons, this study had some suggestions:(1) integrates the inner resources, (2) 

exp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3) connection to outer resources,(4)brand 

marketing:improv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5)build sustainable space, (6) 

lead-in activities, (7) identification for the cultural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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