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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東北角磯釣釣者願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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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開鏈詞:磯釣、釣魚資格費用、願付價值、 Tobit 模型、東北角海岸

本文探討磯釣釣者進入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劃定之垂釣區，為維護嗜藻性

磯釣魚類生物相，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管理制度法源依據，應登記及回報捕獲種額及數量

並繳納費用，因此本文以問卷調查方式調查訪問東北角海岸磯釣釣者對魚類資源的保育

觀念，建立磯釣釣者願付價值 Tobit 實證模型。估計結果顯示釣魚經驗愈久、每次磯釣成

本愈高及所得收入愈高，願付價值愈高;而釣者年齡增加、到東北角磯釣次數愈多、每

次磯釣時間愈長，則願付價值愈低。以 2001 年時東北角磯釣總人數，本文依不同收取釣

魚費用標準預估可收取磯釣執照費約為七百多萬元到三千多萬元，研究結果擬供東北角

管理處及農委會及縣政府魚類資源保育主管機關，未來規劃釣者進入垂釣區之收費參考

標準，並建議相關主管單位應用於未來教育推廣及資源保育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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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東北角磯釣釣者願付價值

之分析

蒜、金華、江福松、施淵源、、劉振鄉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四周環海、自然環境優良、漁業資源豐富，自古就有福爾摩沙島之美譽，但在

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時候，卻未同時重視環保及保護自然資源問題。科學家估計世界上

每天約有一百種物種滅絕消失中(林曜松， 2000) ，因此近年來台灣以自然保育為目的

而陸續設置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自然保留區、國有林

白然保護區等四種類型保護區(陳信帆， 2001 )。目前部分地區雖已對若干溪釣有收費

管理之動作，但海釣方面基本仁是放任自由的公共財，在永續經營與保育上，仍有許多

亟需逐一克服的工作。

依據林晏州及顏家芝( 1994 )估計 1993 年東北角風景特定區遊客屋為 2 ，326 ， 883 人

次，而從事磯釣活動的人口數為 55 ，570 人次，並預估 2001 年東北角之遊客量將介於 312

萬至 317 萬人次，磯釣活動的人口數將達 75 ，228 人次。 rfrî 日從 1998 年政府推行隔周周休

二日制後，國人對都會區附近的遊憩休閒場所爭相前往，也就是說東北角從事磯釣之人

口可能將更超過上述預估人數。

台灣東北角沿岸，位於台北縣與宜蘭縣境內，自然崇觀美麗，海岸線綿長 llíJ折，所

以交通部觀光局於 1984 年在此區成缸「東北向ttJJ;~ ~戒|家風景區管月1處」仆犬I{U，!f北 f句話手

岸，除 f戲水、浮j腎、反潛水外，磯釣活動是 -Jfi非常優雅閒適的活動 ι 東北角海岸幾

于都是岩岸地形，冬季時受w北季風及氣候的影響關f系，所以告瞧長滿 f山i章，尤其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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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萊與馬崗兩釣場為許多的嗜藻性的魚額棲息覓食處(劉振鄉等， 1999) 。其中以舵魚

科之黑毛及白毛、臭都魚科之橡魚及粗皮觸科之黑豬哥為釣者釣獲之目標魚種，此類魚

種不但是肉質特別鮮美的高經濟性魚種，而且在釣獲的同時常會奮力的掙扎逃脫，而與

釣者有一番的拉扯，甚至於咬斷釣者的釣線，因而此額魚類所帶來的樂趣並非筆者可用

筆墨來形容的，也因此吸引許多的釣者前往東北角沿岸海域進行休閒娛樂的活動。

依據行政院農委會於 1994 年 10 月 29 日公布之野生動物保育法(以下簡稱為野保

法) ，該法第一章第三條第一款明定: t'野生動物:係一般狀況下，應生存於棲息環境

下之哺乳類、鳥類、爬蟲頸、兩棲類、魚類、昆蟲及其他種類之動物」。且依野保法第

十條規定 r地方主管機關得就野生動物重要棲身環境有特別保護必要者，劃定為野生

動物保護區，擬訂保育計劃並執行之。」為保持自然生態平衡，東北角磯釣魚類資源的

利用 1須經過科學實證，完善的保育管理與規劃為永續保障磯釣魚類資源的首要之務。

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管轄範圍，自台北縣的南雅到宜蘭縣的

北港口，並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 47 條規定所訂定之「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J (交通

部， 2003) ，對境內的自然資源開發負有管理及經營保育的責任;第 24 條更明文規定在

風景區內須經觀光及法定主管機關許可，才可捕採利用魚額等行為。就東北角海岸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所規劃 24 個垂釣區，施淵源 (1999 )於 1994 年到 1999 年，共採樣分類釣

客釣獲魚額資源 2， 136 尾魚，其中 88.9%屬於嗜藻性魚類(如舵魚、租皮綱、臭都及鱗科

等等) ，印證東北角磯釣場具有相當特殊的嗜藻性磯釣魚類生物相。

因此，本文以問卷調查的方式來了解釣者之保育觀念及詢問「一日釣魚、資格」之願

付價值，進而依釣者的社會經濟背景(如所得、年齡、經驗...等等) ，以受限應變數模

型建立釣者願付價值模型，並依此模型瞭解不同社經條件下對願付價值的差異性，作為

未來訂定收費標準時，考量每位釣者的不同社經條件而不同，實際提供縣政府、農委會

及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等野生動物法定主管機關，核定東北角野生動物資源保

育管理費用之參考。

l 野保法第一章第三條第第九款定義 r 利用:條指經科學實證，無礙自然生態平衡，

運用野生動物，以獲取其文化、教育、學術、經濟等效益之行為 J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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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釣魚活動管理制度

一、東北角海偉遊憩性釣魚活動管理制度之依據

東北角海岸的許多遊憩性娛樂活動，在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的努力下，已

有了完善的規劃與管理，但是在娛樂性磯釣休閒活動上，並未有一套完善的規範與管理

措施。綜觀園內在自然資源保育維護方面，都是剛萌芽的階段，因此，為保育東北角磯

釣場特殊的嗜藻性魚類相，則可依野保法第二章第二十條 r進入第十七條2劃定區獵捕

一般類3野生動物或主管機關劃定之垂釣區者，應向受託管理機關、團體登記，隨身攜帶

許可證，以備查驗。離開時，應向受託管理機關、團體報明獲取野生動物之種類、數量，

並繳納費用。前項費用收取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野保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劃定之垂釣區之主管機關，由野生動物保育法施行細則(民

國 88 年 10 月 6 日修正)第 18 條明定 r 由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商有關

機關後，檢附計畫書，層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其計畫書應記載下列事項:一、

劃定區域範園、面積及規劃圖。二、野生動物現況及生態環境等基本資料。三、規劃准

許獵補、垂釣野生動物之種類、數量、期間及方式。四、獵捕、垂釣許可證工本費及攝

捕、垂釣費用。」

因此，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所劃定之沿岸垂釣區野生動物及魚額資源之法

定主管機關應由地方縣政府、農委會及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組成，而在東北角

2 r 非基於學術研究或教育目的，獵捕一般類之哺乳類、鳥類、爬蟲類、兩棲類野生動

物，應在地方主管機關所劃定之區域內為之，並f.l!先向地方主管機關、受託機關或固

體申請核發許可證。」

3 依野係法第一章第四條規定 r 野生動物區分為下列二類:一、保育類﹒指瀕臨絕種、

珍貴稀有及其他應予保育之保育之野生動物。二、一般類:指保育以外之野生動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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磯釣魚類資源的經營利用及管理上，亟需推廣「使用者付費」的觀念，要求釣客依野保

法需先申請登記，在離開時還要報明釣獲量並繳費。並設定經營管理垂釣種頸、數量、

期間、方式及費用等措施以有效的保育嗜藻性魚額自然資源永續利用。

若就東北角磯釣魚額資源的利用上，台灣東北角歷年觀光盃大型磯釣比賽皆由東北

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所主辦，其他所有大、小型磯釣比賽皆由釣魚協會所主辦或協

辦，每次比賽 5-8 小時，所有釣者同時在萊萊或馬崗兩磯釣場地點比賽，規定釣竿以一

竿雙鉤為限，並規定不同魚種有不同的體長限制，而每次活動中均宣導魚類資源保育之

重要性，並確實列入比賽規則中。

本文以下就東北角海岸磯釣魚類現況及保育實際工作內容，分別敘述之:

(一)棲息地及釣餌:

東北角海岸從三貂角到萊萊，再往南至頭城北方，全長約 23 公里，海岸線幾乎和東

北季風平行，因此萊萊及馬崗磯釣場擁有廣闊的海蝕平台和三貂角前的海岸地形完全不

同，尤其是每年東北季風到來，三貂角阻擋了風浪，釣客可以安全的垂釣，再加上太平

洋黑潮使得水溫適中，聚集了海底浮游生物，藻類生長良好吸引魚群，因此造就如此得

天獨厚的天然嗜藻性魚類磯釣場，其中最主要的漁產有黑毛、白毛、臭肚等等。十一月

到隔年的三月是海藻生長最茂盛的時期，所以春天來到萊萊釣場，放眼望去可以見到一

片綠油油的海藻'生長在海蝕平台上。而保護此區的嗜藻性魚類棲息地不被破壞，最好

的方法就是避免環境污染及人為使用不正當釣餌破壞。

釣餌是釣獲魚類的主要關鍵之一，歷年來的觀光盃磯釣比賽將馬崗釣場規定為藻餌

釣區，即釣者需使用本區域的海藻來當釣餌，不得使用其他餌料為釣餌，即就地取海藻

當為釣餌，禁止使用誘餌，且更不得使用葷餌，以維護棲息地的藻類不受到污染，及嗜

藻性魚類的食性免遭葷餌傷害腸胃而斃命，並可避免誘引生性兇猛之雜食性魚類入侵，

佔據嗜藻性魚頓生物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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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釣鉤號數:

市面上的釣鉤因製造場商的不同而有不同名稱，一般來說，釣者在釣舵魚科及組皮

鋼科時通常會使用鉤身直徑為 0.8 公釐的釣鉤，比較容易釣獲也較不易被扯斷，同時釣鉤

愈大，則會減少釣到小魚之機會，具有保護資源之功效。

(三)限定各魚種最小體長

所有的釣魚比賽中都規定釣獲魚種的最小體長限制，亦即所釣獲的魚類以超過最小

體長限制者才能參賽計分，而未超過最小體長者則是鼓勵釣者將之放回海中。 1998 年以

前魚種的最小體長限制規定是臭都魚科 12 公分、舵魚科 15 公分及其他魚科為 18 公分以

上;自 1998 年後則將最小體長限制提高，臭都魚科為 15 公分、舵魚科 18 公分及其他魚

科 23 公分以上，這是在減少對幼魚之傷害，使其可長大成為更有經濟價值的成魚。而由

施淵源(1999)所蒐集 1994 到 1999 年間，建立 16 科的種，共 2， 136 尾之東北角磯釣魚類

資料庫，可明確認定各魚種體長及體重分佈，有助於未來各魚種最小利用體長規範之標

準。

(四)抱卵魚放生

1999 年 2 月 7 日第 15 屆觀光盃磯釣比賽，經由作者建議大會將抱卵之魚類放生，以維

持魚類資源的永續利用。也就是說當被釣獲魚體於測量成績的同時，由裁判人員判定該魚是

否抱卵，若確認為抱卵之魚，則當場放置於大水缸集中，最後在比賽結束後，將所有集中的

魚由主辦單位放回海中，如此不致於造成魚類資源的破壞。

二、美國經驗

若以實施遊憩性釣魚執照收費制度已久已有二、三 t-年歷史的美國為例，在各州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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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下皆設有野生動物及漁業管理部門，打獵與釣魚活動是此部門的重要業務，各州因地

理環境、生活需求及休閒習價的不同，所以各州所訂定的釣魚執照費用也不盡相同。

表 l 美國沿海各州釣魚執煦的費用比較表 單位: US$ 

項目 當地居民(Resident) 非當地居民(NonResident)

州名(State)~ 一年 終身 l 天 其他 一年 7 天 3 天 l 天 其他

緬因州 $20.0 $15(大西洋經) $51.0 
麻薩諸塞州 $27.5 $12 .5 (14 天) $37.5 $23.5 

羅德島 Free Free 

康乃狄克州 $15.0 $8 (3 天) $25.0 $8.0 

紐約州 $14 (季) ; $35(季)

$6 (3 天) $20(5 天)

紐澤西'HI $16.5 $25.25 $16.5(假期)

德拉瓦州 $8.5 $15.0 $5.2 

馬里蘭州 $7.0 $12.0 

北卡羅來納州 $15.0 $250.0 $5.00 $30.0 $15.0 $10.00 

南卡羅來納州 $10.0 $300.0 $5 (14 天) $35.0 $1 1.0 

維吉尼亞州 $12.0 $250.0 $5 (5 天) $30.0 $6(5 天) • 
$500(終身)

喬治亞州 $9.0 $3 .50 $96.0 $7.0 $3.50 

佛羅里達州 $12.0 $10 (1 0 天) $30.0 $15.0 

阿拉巴馬州 $15.0 $5 (7 天) $30.0 $10.0 

密西西比州 $4.0 $500.0 $25.0 $6.0 $1500(終身)

路易斯安那州 $5 .5 $300.0 N/A(3 天) $36.0 $15.0 $3000(終身:

打獵/釣魚)

德克薩斯州 $19.0 $600.0 $12 (1 4 天) $30.0 $20(5 天)

$10 (3 天)
加勒福尼亞州 $16 .3 $6.05 $10(2 天) $74.8 $6.55 $27 .5 5 (1 0 天)

$10(2 天)

俄勒岡州 $20 .5 $8.25 $48.0 $34.25 $8.25 

華盛頓州 $18.0 “ (2 天) $36.0 $6(2 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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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所列美國東、西岸沿海 20 個州對當地居民及非當地居民的釣魚、執照收費標準比較

表，一般將釣者身份分為當地居民及非當地居民兩種，又釣魚執照費用大致可分為終身、一

年期及短期(一天、三天、一星期到三個星期)執照，有的州以低價或免費鼓勵老年人及青

少年從事釣魚活動，為依個人社會經濟條件區分釣魚執照費用高低的最好範例。

此外，雖然在羅德島境內從事海水釣魚並不需要購買釣魚、執照，但卻必須遵守當地

的魚類資源規範，其中有 15 種的魚體長及數量是受限制的。而最昂貴的執照費以紐約州

當地居民一季需花費 14 美元，而在對非當地居民收取釣魚執照費用也以是紐約州每年需

收取 140 美元最為昂貴。而購買短期釣魚執照的費用，各州也都是不相同，相較於一年

的執照費則顯得非常昂貴，這也可看出各州政府鼓勵民眾以年為單位購買釣魚執照之設

計。但對於所收取的釣魚費用每個州都有一個基金會專門負責收取及統籌費用，基金會

並利用此經費進行自然資源規劃管理、自然生態研究、取締非法情事等等，這也是將來

東北角海岸收費管理可以參考的方式之一(以上資料之來源詳見參考文獻中網際網路所

列)

參、問卷調查設計與 Tobit 實證模型之建立

遊憩性磯釣活動並無客觀之市場價值認定釣者之願付價值，此非市場性價值的認定

端賴消費者主觀價值所決定(王昭正、陳益壯、林建信， 2001 )。條件評估法(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 為以提供受訪者相對價值判斷的調查技巧，顯露受訪者對公共

財及非市場財之價值 (Mitchell and Carson, 1989) ，例如 Moon et al. (2002) 利用巢狀

Probit 模型詢問對有環境保護標章之農產品願付價值。尤其因為受訪者之顧付價值

( Willingness To Pay, WTP) 往性是無法直接觀察的隨機變數，因此受訪者被要求利用封

閉式二分選擇法( "Closed-Ended" Dichotomous Choice) ，同答是否接受某」間定金額的

價值，或以開放式( "Open-Ended" )直接回答願付價間，做為受訪者最大願付價值的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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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估計值( Langford et al., 1998) 0 CVM 方法自 Davis ( 1963 )首先應用，至今已有三十

餘年的歷史。多年以來，有若干經濟學家對 CVM 方法仍有許多辯論4 (蕭代基、錢玉蘭

及蔡麗雪， 1998; 鄭蕙燕、林政德， 1998 ;陳信帆， 2001 及其所列之文獻)。

Brown et al. ( 1996) 整理 1985 至 1996 年 12 篇在 CVM 研究中，比較封閉式與開放

式選擇方式直接回答願付價值兩種方法所求得之 WTP 值，發現所有研究中皆以封閉式的

選擇方式求得之 WTP 比開放式回答願付價值之 WTP 值高，並以美國大峽谷北緣廢棄伐

木產業道路為例，若依生態保育及水上保持的觀念而要求將廢棄道路回復原始景物，以

封閉式與開放式二種問卷方式調查受訪者願付價值，結果發現封閉式的選擇方式所估計

的 WTP 過高，而開放式回答願付價值的方式所得之 WTP 則較合理。

就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所規劃的 24 個垂釣區中，以萊萊與馬崗兩釣場為海

蝕平台岩岸地形的代表，因海蝕平台岩礁長滿了海藻，所以歷年由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及釣魚協會組織所主辦的觀光盃大型磯釣比賽及其他所有大、小型磯釣比賽皆

以萊萊及馬崗兩釣場為比賽地點，是為所有東北角最佳磯釣垂釣區的代表。

本研究利用 1998 年至 1999 年間舉辦之年度釣魚比賽參加者為問卷對象，由作者於

比賽時間內進行問卷調查，藉此瞭解每位釣者的個人社會經濟條件。調查表設計及訪問

流程主要是於 1997 年問經由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民生報、中華民國磯釣聯盟

及基隆市釣魚協會的協助進行問卷試調，最後並在比賽當天釣者報到時即由大會說明問

卷調查的精神，且因所有的參賽者皆已非常熟悉東北角磯釣場，所以參賽者具有磯釣釣

客代表性。以下為問卷調查各場次時間、人數、地點等資料:

(一) 1998 年 12 月 20 日中華民國賽魚聯盟在萊萊釣場舉辦的第一屆北台灣磯釣賽聯盟，

共有 167 人參賽。

(二) 1999 年 1 月 10 日於萊萊釣場，民生報主辦的民生盃磯釣賽，共有 352 人。

4 美國海洋及大氣總署 (National Q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曾廣泛邀請正

反雙方經濟專家學者對 CVM 可信度討論後，共同協議出來一個共識的原則，詳細可見

Arrow et al. (1993)及 Champ et al. (2002)願付價值誘因設計機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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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99 年 1 月 31 日於大里，基陸市釣魚協會磯釣隊聯誼比賽，共有 14 人參加。

(四) 1999 年 2 月 7 日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主辦、超級太陽台協辦的第 15 屆觀光

盃浮游磯釣比賽，於萊萊及馬崗釣場舉辦，共 454 人參加比賽。

以上比賽共計 987 人參加，第四場次因參賽者眾，委託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協助於釣者通訊報名時即寄發問卷，並於比賽報到當天再繳回問卷調查表，其餘皆由

研究人員以實地訪問方式問卷調查，總計共得有效問卷 471 份。

為使受訪者對一天釣魚資格費用有所比較的概念，問卷中並提供嘉義縣里佳溪細魚

(苦花)被村民保育護魚為例，說明若在禁區違規釣魚罰 5 萬元，炸魚或毒魚罰 10 萬元，

每年只開放兩天釣魚且一天收費 800 元，提醒受訪者「使用者付費」及「專款專用」的

觀念。

隨後則詢問受訪者是否願意接受東北角海岸將管理收取釣魚費供做放流、研究魚類

資源、成立保育稽查隊及加強保育教育等工作。若受訪者回答「完全願意」或「視收費

多寡」決定，則進一步詢問其願付價值。因為進行問卷的地點地形險峻，為考量訪問員

及受訪者安全，所以在問卷設計除以開放式欄位詢問願付價值外，並提供受訪者

$100-300 、 300-500 、 500-800 、 800-1000 、及 1000-1200 元選項勾選的方式以節省訪問

時間，並以勾選選項金額的組中點當作是受訪者願付價值，此外，雖未標明 100 元以下

之選項，但釣客仍可自行填寫願付價值，例如回答最低為 50 元，最高為 1200 元。

本研究問卷訪問釣者對東北角磯釣「一天釣魚資格」之 WTP' 若去除了有特異偏好

規避(Idiosyncratic A version)的消費者，對一般釣者並不容易想像或接受有負值 5 的釣魚、費

用。而當回答願付價值為零時，並不代表其意願上的 WTP 絕對等於零。例如消費者若未

購買某一產品，表示其效用極大問題中可能存在邊角解。

假設至東北角淺水域進行磯釣者，其願付「一天釣魚資格」之價值(y' )為釣者意願

5 Haab 及 McConnell (1997)引用 Carson et al. (1997)所建立的 Parametric Models 及 Turnbell

分配的估計式可進一步掌握 WTP 負值時的情況。

) 
n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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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無法觀察之價值，因此， Tobit 受限應變數模型即為許多研究遊憩休閒消費偏好常用的

實證模型。依 Maddala ( 1983 )所定義的 Tobit 模型，對東北角磯釣活動之受訪者所設定

的實証模型如下:

(叫
Y ,. =0 

if y; > 0 

if y; 這 O

) 1 ( 

其中，

yf=β'X; +&,. 

=β。 +β， AGE， +βßXp" + ß3TJMES,. + β4COS月 +βjHOURS，.

+ß6JNO ,. +ß7JN<α，. + ßsNWllf + &,. (2) 

其中， yJ 表第 t 個受訪者回答對每天在東北角磯釣之願付價值 ， Xj 表第 i 個受訪者社經條

件，如表 2 所示之受訪者年齡等變數 ; Gj 表殘差項 ;β。為截距項;而氏為待估之參數(j=

1,' .、8)

因為正的值域經由問卷調查的特性被轉換為丸，為了估計 p與 σ2等參數，應用最大

概似函數法估計 Tobit 模型，將樣本概似函數分別對βF 與σ 偏微分，求得母體參數之最

大概似估計式 β/ 與(7 0

依 Tobit 受限應變數模型可得實際 WTP 的期望值，亦即 E(y，.) , (Maddala, 1983, 

p.158-160) 列式如下:

E(y , ) = P(y, > 0). E(Yi I Y,. > 0) + P(y ,. = 0). E(y
,. I y , = 0) 

=φi(β\， +σ ø，./φ ，. )+(1 一 φ ，. ).0 =φtβ \'"i + σ吵J (3) 

E(.\', )表示第 i flliJ受訪苦其實際願付價值金額之期望(宜，而若將此期望值對第j 個連

) 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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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性之解釋變數j偏微分，可得第j 個變數之邊際價值，如下所示:

òE(y, ) 
--一一 =φ(z ， )βF 

OX j 

(4) 

而各自變數願付價值彈性值的表示第 t 個受訪者第 j 個社經條件變數對願付價值之彈性

值，定義如:

11 ♂'E(y，) x" ). _一-一一旬'x-_.一白
'" ÒX ,; E(y ,) 

表 2 台灣東北角淺水蟻蜈樂性曬釣 Tobit 模型變數說明

變數名稱 說

Y 受訪者回答之願付每日的釣魚價格(元)

AGE 受訪者之年齡(年)

EXP 受訪者的釣魚經驗(年)

TIMES 1998 年到東北角磯釣的次數

COST 每次磯釣之成本

HOURS 每次的磯釣時間

INC1 = 0 表受訪者每月收入非 2~4 萬元;

= 1 表受訪者每月收入 2~4 萬元。

INC2 = 0 表受訪者每月收入非 4 萬元以上;

= 1 表受訪者每月收入 4 萬元以上。

(5) 

明

NWIL = 0 表受訪者完全願意歧視收費多寡配合將收取釣魚費供做放流、研究魚

類資源、成立保育稽查隊及加強保育教育等工作:

=l 表受訪者完全不願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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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問卷調查結果及 Tobit 實證模型

之估計結果

一、問卷調查樣本分配

一75一

表 3 顯示受訪者所回答問題及樣本次數分配資料。就受訪者教育程度而言，受訪者

中的教育程度以高中職的人數 244 人，佔所有回答的比例 54%為最高;整個樣本中有 80%

以上都是有工作的;而年齡範固分佈為 13 歲到的歲，全部樣本的平均年齡為 35 歲，可

知從事磯釣人口的年齡分佈大都是在就業年齡;而釣魚經驗由最高的 57 年到初學者都

有，大部分皆為釣魚經驗豐富的釣者，很早就投入此項休閒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調查樣本中高達 51%的受訪者居住地區為台北縣， 19%站台北

市，其次為基隆市的 8% '其他地區的 21% 。若將台北縣市及基隆市合併後，則在有回答

的受訪者有 79%是來自台北都會區，結果顯示東北角沿岸海域非常適合大台北都會區假

日休閒磯釣活動之去處，由此可得知東北角磯釣活動並非侷限為當地居民的活動。

1998 年到東北角磯釣次數，有 74 位的受訪者回答無數次，即-整年來到東北角磯釣

次數很頻繁而無法計算，而一年內每人平均之次數為 18 次，表示每位釣者平均每月至少

會有-次會到東北角海域從事娛樂性磯釣活動。

釣罰每次磯釣時間從最少的 3 小時到最長的 24 小時皆有分佈'平均磯釣時間為 7 小

時， [羽站防空 Ifri汀，大部份的磯釣者都是利用假日休閒時間來從事此項活動，以當日往

返家中為原則，所以垂釣時間也大都是在 5-9 小時為較普遍。

每次磯釣花費費用平均每人結次站 871 元，從最大值的 4，000 元到最小的 50 元都有

分怖 ， l'f~~[~非常大。值得汁:立的是，水研究的gj巷巾清楚的提醒釣者，每次磯釣的費用

包括交通、釣餌、釣線、;!Jç塊、釣鉤......莘莘﹒ {II. 不包打餐飲費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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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台灣東北角曬釣活動受訪者樣本次數分配及比例

變 數 ;女數分配 變 數 灰數分配

(人 (人
l 教育程度 7.居住地區

未回答總計 22 5 未回答總計 70 15 
回答總計 449 95 回答總計 401 85 
小學或國中 115 26 台北縣 206 51 
高中職 244 54 台北市 77 19 
大專以上 90 20 基陸市 33 8 

2.就業狀況 其他 85 21 
未回答總計 47 10 8 釣魚經驗(年份)
回答總計 424 90 未回答總計 44 9 
就業 307 72 回答總計 427 91 
失業或退休 11 3 平均為 12 年
自由業 71 17 9.1998 年到東北角磯釣過幾次
學生或服役 15 4 未回答總計 68 14 
其他 20 5 回答總計 403 86 

3.工作時數是否固定 1-12 次 198 49 
未回答總計 159 34 12-96 次 122 30 
回答總計 312 66 96 次以上 83 21 
是 240 77 平均數為 18 次
牙口之 72 23 10 平均每次釣魚花費

未回答總計 84 18 
4 是否?為釣魚協會會員 回答總計 387 82 
未回答總計 62 13 平均數為 871 元
回答總計 410 87 11 每次磯釣時間

疋目三 187 45 未回答總計 79 17 
否 223 55 回答總計 392 83 

5.每月收入 平均數為 7 小時
未回答總計 52 11 12.是否願意接受東北角海岸收釣魚費

回答總計 419 89 未回答總計 30 6 
2 萬以下 15 4 回答總計 441 94 
2-4 萬 178 42 願意 297 67 
4-6 萬 143 34 視收費決定 100 可M1 J 

6 萬以上 84 20 完全不願意 44 10 
6.受訪者年齡 13.一天釣魚資格的費用
未回答總計 27 6 未回答總計 91 19 
回答總計 444 94 回答總計 380 81 
平均數為 35 歲 平均數為 375 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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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於是否願意接受東北角海岸收取釣魚費之措施，在有回答此題的問卷中，

有 67%的人願意接受將收取釣魚、費供做放流、研究魚類資源、成立保育稽查隊及加強保

育教育等工作; 23%的人則是視收費多少而決定，只有 10%是完全不顧意接受。綜合 380

位有回答願付價值之受訪者而言，平均每人「一天釣魚資格費用」之顧付價值約為 375

7巳。

二、 Tobit 賣證模型之估計結果

實證結果如表 4 所示，其中相對應於 EXP 、 COST 、 INCl 及 INα 之估計參數符號為

正，表示願付價值會隨釣魚經驗及每次磯釣成本增加，似乎愈能體會東北角磯釣魚類資

源保育管理的重要，願意付出更高的釣魚執照費用。而所得級距為 2-4萬元及 4 萬元以

上者，其願付價值亦較所得級距為 2 萬元以下者來得高。而年齡、整年從事磯釣活動的

次數、磯釣時間、及完全不願意配合收取釣魚資格費用則對願付價值的影響為負，代表

隨著年紀的增加願付價值相對於年青人顯得小;而受訪者每次磯釣時問愈長及其每年磯

釣次數愈多則願付價值愈低;若受訪者完全不願意配合收取釣魚執照費用，則對於釣魚

資格費用有較低的願付價值。

為測定 Tobit 模型配適度，以下是以不同限制條件下之概似比檢定:

(一)依 logLF 為完整模型之對數概似函數值-2089.1帥，而所有八項解釋變數參數皆為零時

logLo= -2413.5503 .其虛無及對立假設為

Ho :ß, = β"'1 ......=β'k = 0 

H ， 並非所有的估計參數皆為零 (6) 

依此定義概似比檢定量(一210gλ) 如 l 卡:

-2logλ= -2(logL() -logL，川)服從 x; 分配 (7)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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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L。為除常數項之外，所有估計係數皆為零時的概似函數值 ， LMA_I 為模型之最

大概似函數值。

上式概似函數值乃服從其自由度為估計參數個數 (k) 的卡方分配，故若此模型

之概似比值大於其卡方臨界值時，將棄卻虛無假設的，依 Tobit 模型配適度概似比檢

定值為 648.12 > x;以8) = 15.51 '很顯然、此檢定拒絕虛無假設，故所有的估計參數顯

著不皆等於霉。

表 4 台灣東北角蜈樂性磁釣活動願付價值 Tobit 模型之實體結果

解 釋 變 數 估計係數(見) 標準差 t-ratío p-value 

常數項 (Constant) 584.47 11 1.26 5.25 0.00 

釣者年齡 (AGE) 一4.82 2.14 一2.25 0.02 

釣魚經驗 (EXP) 3.72 2.12 1.75 0.08 

1998 年到東北角磯釣次數 (TIMES) 一0.62 0.47 一1.34 0.18 

每次磯釣所花費的錢 (COSη 0.03 0.02 1.52 0.13 

每次的磯釣時間 (HOURS) 一22.27 7.48 一2.98 0.00 

每月收入 1 (JNC1) 119.60 83 .49 1.43 0.15 

每月收入 2 (INα) 102.16 81.97 1.25 0.21 

配合!&取釣魚費用意願 (NWIL) -2042.11 14396.14 一0.14 0.88 

Varianceσ2 = 269.3240 

Log-Likelihood Value = -2089 .1 89 

Restricted (Slopes = 0) Log-Likelihood Value = -2413.550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當所得變數 (INCl 及 INα) 及個人變數 (EXP 及 AGE) 移除時，貝IJ 7.28 <后 10 (4) 

= 7.沌，此檢定值並無法棄卻虛無假設，表示所得變數及個人變數的參數並不顯著異

於零，但參數符號仍皆合理。

(三)當釣魚、狀態變數 ( TIMES 、 HOURS 及 COST) 移除時，概似比檢定值 16.68 > x~o) (3)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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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 '此檢定棄卻虛無假設，表示釣魚狀態變數的參數顯著不為霉，且有貢獻於模

型的配適度。

(四)當非意願配合變數 (NWIL) 移除時，概似比檢定值 167.40> X;05 (1) = 3.84 '此檢定

棄卻虛無假設，表示非意願配合變數的參數顯著不為霉。

實 5 東北角損樂性磁釣活動廟付價值 Tobit 模型之各自蠻毆遭際價格與彈性值

自 變 數 單位邊際價值 I( aE(y )jaxj ) 彈性值(η'j)

常數項 (Constant) 459.1340 

釣者年齡 (AG日 年 一3.7842 一0.35

釣魚經驗 (EXP) 年 2.92 0.09 

1998 年到東北角磯釣次數(刃'MES) 次 一0.49 一0.02

每次磯釣所花費成本 (COSη 7c 0.03 0.06 

每次的磯釣時間 (HOURS) 小時 一17.49 一0.33

每月收入 1 (JNC1) 46 .1 61 

每月收入 2 (JNI臼) 65 .42' 
配合收取釣魚費用意願仰的L) 一430.82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l 若自變數為非連續性虛擬變數，其邊際價值代表不同的類別下，藉由比較各穎別估計

平均願付價值與基體組顧付價值之不同間定義願付邊際價值。

表 5 屆願付價值 Tobit 模型各變數之估計邊際價值與彈性值，邊際價格表示第 t 個受

訪者第 j 個自變數對每次磯釣願付價值之邊際效果，而科係連續性自變數皆為平均值時

各變數對願付價值變數期望值之變化彈性，定義如(4)式。若自變數為非連續性虛擬變數，

其邊際價值代表不同的類別下，藉由比較各類別估計平均願付價值與基礎組願付價值之

不同而定義願付邊際價格，並分別說明如下:

(一)釣魚、經驗之邊際價值為 2.92 '表示其他條件不變下，釣者若增加一年的釣魚經驗，

則願付價值增加 2.92 元;願付價值彈性 ηEXP= 0.09 '表示多 1%的釣魚經驗，則估計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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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者願付價值增加 0.09% 。

(二)釣者年齡邊際價值為 3.78 .表示其他條件不變下，釣者年紀每增加一歲，則願付價

值也會隨之下降 3.78 元; '7.4位為一0.35 表示釣者年紀每增加 1%則願付價情也會隨之

下降 0.35% 。

(三)1998 年到東北角磯釣次數其邊際價值為一0.49 元;而釣者整年磯釣次數每增加 1% • 

則願付價值將減少 0.02% 。

(四)每次磯釣成本之邊際價值為 0.03 .表示每次磯釣成本增加一元願付價值會增加 0.03

元;釣者支出之願付價值彈性為 0.06 .即釣者多花費 1%的成本，則願付價值下降

0.06% 。

(五)每次磯釣的時間之願付價值彈性值為-0.33 .若每增加 1%的磯釣時間，全部之願付價

值將減少 0.33% .而邊際價格為 17 .49 表示釣者每增加1 1 小時的磯釣時間，則願付價

值減少 17 .49 元。

(六)若由各虛擬變數之邊際價格可知，若依表 3 之定義，所得級距墨水對照組為所得 2

萬元以下，所得級距 2 萬到 4 萬元較基本對照組之願付價值增加 46.16 元;而 4 萬元

以上所得級距較基本對照組之願付價值增加 65 .42 元。

(七)完全不願意配合將收取釣魚費供做放流、研究魚類資源、成立保育稽查隊及加強保

育教育等工作，較願意配合或視收費多寡者之願付價值平均下降 430.82 元。

就各連續性自變數之願付價值彈性絕對值皆小於卜以每次磯釣時間與釣者年齡對願

付價值的影響較其他變數富有彈性，每次磯釣成本對願付價值最不富彈性。

三\東北角海岸磯釣執照費用之試算

依據林晏州、|及顏家芝( 1994 )的估計. 1993 年存、夏、秋、冬凶手rjJ*北的)吼:是特

定區遊客量分別犯的0、 138 、 508 ，460 、 902.831 、及 485 .454 人次. (?,jj' 2 可326 、 883 人，欠，

[t1其問卷資料得失[Jjfl主客計，劃缸東北 [11地區進行之前動巾，磯釣ì ，'i動千年于從事的比例分別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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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4.5% 、 3.0% 、1.3% 、及1.9% '所以可估計 1993 年全年的磯釣人口有

430, 138x4.5% + 508,460 x 3.0% + 902 ,831 x 1.3% + 485 ,454 x 1.9% 

=衍，570 (人次) (8) 

而在釣魚執照費用方面，若依第(2)式所建立之 Tobit 願付價值模型，進行模擬第 1

個受訪者願付價值期望值為 E(Yi) ， 則可得平均每人一天所願付價值為 386.59 元，並由

模擬所有樣本願付價值的分配，求得四分位數分別為 p. = 372 元、 P2 =429 元、月 =462

元，其代表若將價格定於月、 P2 及 ~時，則有 25% 、 50%及 75%的釣者其願付價值低於

收費標準而不願意付費，所以若依不同收取釣魚費用標準，分別說明若以 1993 年衍，570

磯釣人次為例，估計總收費如下:

372 (元/人次) x 衍，570 (人次) x 75% = 15,504,030 (元) (9) 

429 (元/人次) x 衍，570 (人次) x 50% = 11 ,919,765 (元) (10) 

462 (元/人次) x 衍，570 (人次) x 25% = 6,418 ,335 (元) (11) 

若如表 l 所示，考量美國喬治亞州一天的釣魚執照費用 3.5 (美元/人次)為美國東

西沿岸各州最低，以匯率為 1 : 32 '則約折合台幣 112 元，為模擬樣本的 10.5%百分位數，

代表有 89.5%的釣者願意配合繳費，所以估計 1993 年可收取的費用為

112 (元/人次) x 55 ,570 (人次) x 89.5% == 5,570,337 (元) (12) 

也就是說，若以 1993 年為例，假設全年共有 55 ，570 人來從事磯釣活動，則一年的釣

魚執照費用從五百多萬元到一千多萬元的範圍，端視不同條件而有不同的管理費用收入。

再依林晏州及顏家芝( 1994) 的估計，預計 2001 年東北角之遊客量將介於 312 萬至

317 禹人次，若以 315 萬人次來計算時，則為其估計 1993 年總遊客量( 2 ，326 ，883 人)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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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537 倍。若亦依此比例增加磯釣活動人數，則估計為 75 ，228 人次。所以 2001 年時，依

不同收取釣魚費用標準，則可收取的費用分別為:

372 (元/人次)x75 ，228 (人次)x75%= 20,988 ,612 (元) (1 3) 

429 (元/人次)x75 ，228 (人次)x50%= 16,136,406 (元) (1 4) 

462 (元/人次)x75 ，228 (人次)x25% = 8,688,834 (元) (1 5) 

而若以喬治亞州、卜天的釣魚、執照費用 3.5 (美元/人次)為例，約折合台幣 112 元， 2001 

年可收取的費用為

112 (元/人次) x 75 ,228 (人次) x 89.5% = 7,540,855 (元) (16) 

也就是說，假設 2001 年共有 75 ，228 人來從事磯釣活動，則一年的釣魚執照費用從七

百多萬元到二千多萬元的管理費用收入。因此，若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及魚類

資源的法定主管機關，亦即農委會及縣市政府，若能及早規劃與應用這筆經費，投入野

生動物及魚類資源的調查、研究、維護及保育方面，相信對整個東北角海岸磯釣魚類資

源是有相當大的助益。

綜合以上若能再依據釣者的社會經濟背景(如所得、年齡、磯釣次數及時間等)

則可訂定每位釣者更合理的收費標準，也可使每位釣者的配合意願更高，如此的管理收

費制度才會有效且實際。

伍、結論與建議

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 47 條規定所

訂定之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民國 89 年 1 月 10 廿修正)對境內的白然資源開發管理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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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經營管理的責任，第 24 條更明文規定在風景區內捕採魚類等行為須經觀光及法定主管

機關許可;且依野保法，磯釣釣者進入主管機關劃定之垂釣區，需要登記及回報捕獲種

類及數量並繳納費用。所以在東北角海岸的魚類資源保育與管理上，亟需要由相關法定

主管機關，亦即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農委會及地方縣政府三方面互相配合，

才能使台灣東北角沿岸淺水海域的遊憩性磯釣活動，攪定一套良好的管理制度及資源保

育的方法。

本文建議參考美國沿岸各州釣魚執照費用標準'以不同的釣者社會經濟條件、背景

來設定收費標準，並參照美國各州政府對於所收取的釣魚費用建立一個基金會專門負責

收取及統籌費用，進行自然資源規劃管理、自然生態研究及取締非法情事等等。若能再

依據釣者的社會經濟背景(如所得、年齡、磯釣次數及時間等) ，也可使每位釣者的配

合意願更高。並建議設計如美國各州政府鼓勵民眾以年為單位購買釣魚執照，避免釣者

及管理者管理成本負擔太大。

本文以問卷調查方式訪問釣者對東北角海岸磯釣魚類資源的保育觀念，並建立釣者

釣魚資格之願付價值 Tobit 實証模型。實證模型結果顯示，由概似比統計量得出模型中並

非所有的估計參數皆為零，而願付價值 Tobit 模型中，個人變數 (EXP 、 AGE) 、所得變

數(JNC1 及 JNIα) 、釣魚狀態變數( TJMES 、 HOURS 及 COST)及非意願配合變數(NWJL)

等自變數皆對模型的配適度有貢獻，亦即對願付價值有相當程度之影響。而估計參數的

符號顯示，所得收入愈高、每次磯釣成本愈高及釣魚、經驗愈長，則願付價值愈高;而願

付價值會隨著釣者年齡增加、到東北角磯釣次數愈多、每次磯釣時間愈長而愈低。各連

續性解釋變數對願付價值彈性皆小於卜其中以釣者年齡及每次磯釣時間變動 1% '使願

付價值 Tobit 模型下降。 35%及 0.33%為最大。

對於東北角海岸磯釣執照費用，若依林晏州及顏家芝( 1994) 所估計的 1993 年東北

角全年的磯釣人次量，則在不同收取釣魚費用標準下，試算可收取的釣魚費用從五百多

萬元到一千多萬元的收入;而預計 2001 年磯釣人次量下，則釣魚執照費用總計從七百多

萬元到二千多萬元。如果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農委會及縣市政府魚額資源的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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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主管機關，及早規劃與應用這筆經費，投入野生動物及魚類資源的調查、研究、推

廣教育及保育工作及違法行為之取締方面，例如白毛及黑毛等嗜藻性經濟魚類成長緩

慢，亟需要魚苗放流資源補充，才能連到維持最適資源量。此外，本費用亦可作為釣客

落水之搜救以及釣場環境垃圾之清運等之功用，並滿足釣者遊憩休閒的需要，因此需要

有計劃的了解磯釣漁區特性，增加及保持最適魚類資源存量。作者期待以本文對維護棲

息於這地區魚類資源物種的生存、棲地及資源的永續管理與利用等等，得到資源管理者

及使用者的重視與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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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ing the Ang刮le叮r、羽'TP for the 
Surf/Rocks Fishing in the Northeastern 

Coast of Taiwan 
Chin-Hwa Sun. , Fu-Sung Chiang.. , Yuan-Yuan S祉， and 

Chen-Hsiang Liu 

Abstract 

Keywords: surf/rock fishing , fishing fee , willing to pay, Tobit model, Northeastem Coast of 

Taiwan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anglers' willi月-to-pay (WTP) for the 

surf/rocks fishing in the Northeastem coast of Taiwan, which is under the authority of 

Northeast Coast National Scenic Area Administration (NCNSAA). For conservation the 

herbivorous fish , the Wildlife Co肘ervation Law regulates the parties who w油 to harvest fish 

within the area shall register, report, and provide the record about the number of species caught. 

They shall also pay for a certain fishing fee. 叮le anglers' survey is conducted in this research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Tobit model to estimate angler's WTP. Results show that angler's 

WTP for fishing fee per day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individual's years of experience of 

fishing , cost spent during each fishing 缸中， and personal income、 but negatively related to 

angler's age, fishing frequency in a year, the time duration of each fishing trip. The results 

will provide NCNSAA, local govemment, and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certan basis for 

regulating the fishing fee in the Northeastem Coast of Taiwan in the near fuωre. According 

to the total number of anglers in 2001 司 the total fishing fee is estimated to be between 7 to 20 

million NT dollars depending on the level of fishing fee ‘ The revenue from the fishing fee 

will provide the fund for the authority to conserve the surf/rock 臼sh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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