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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世界遺產？
What is World Heritage
 由联合国支持、联合国教育科學文化组织(UNESCO)
負責執行的國際公約建制，以保存对全世界人類具有
傑出普遍價值的自然或文化處所为目的。1972年10月
17日至11月21日， UNESCO在巴黎舉行第十七屆會議，
通過了《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公約》

 被UNESCO 確認為為“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替代的
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
物古迹及自然景观。”

 甄选世界遗产的两个前提：

(1) 遗产项目所具有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2) 保护管理（由相关管理机构，制定法律规章还有
经费）。



世界
遺產

自然

遺產

自然與
文化雙
遺產

文化

景觀

文化

遺產

911處

704處

27處

180處

#1:意大利—45項
#2:西班牙—42項

#3:中國—40項
文化遺產 x26
自然遺產 x8
自然與文化雙遺產
x4
文化景觀 x2



文化遺產
 文化遺產的定義：

 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

 1 文物：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建築物、碑雕和碑畫、
具有考古性質成份或結構、銘文、洞窟以及聯合體

 2 建築群：在建築式樣分佈均勻或與環境景色結合方
面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單立或連接的建築群

 3 遺址：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
聯合工程以及考古遺址等地方。



自然遺產
 自然遺產的條件：

 代表地球演化歷史中重要階段的突出例證；

 代表進行中的重要地質過程、生物演化過程以及人類與
自然環境相互關係的突出例證；

 獨特、稀有或絕妙的自然現象、地貌或具有罕見自然美
地域；

 尚存的珍稀或瀕危動植物棲息地。



申遺程序
簽署《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公約》
並保證保護該國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成
為締約國。

把本土上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文化和自
然遺產列出一個預備名單。

從預備名單中篩選要列入《世界遺產名
錄》的遺產。

遞交填寫好的提名表格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檢查提
名是否完全，並送交世界自然保護聯盟
和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評審。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和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
對上交的提名進行評審。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和國際古蹟遺址理事
會提交評估報告。

世界遺產委員會主席團的7名成員審查提
名評估報告，並向委員會提交推薦名單。

由21名成員組成的世界遺產委員會 終
決定入選、推遲入選或淘汰的名單。



世界遺產：
 一年進行一次提名、推薦、入選會議

 可被除名（第一個被除名的世界遺產：阿拉伯羚羊保護區）

 其他形式的世界遺產
 線性遺產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世界記憶文獻遺產

 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

 世界濕地遺產

 現存34“瀕危世界遺產”

 中国 早世界遺產：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中國 新世界
遺產：中國丹霞



世界遺產@雲南
World Heritage and Yunnan
 雲南有三處世界遺產：

 麗江古城 （世界文化遺產；
1997年12月）

 三江並流 （世界自然遺產：
2003年7月）

 石林 （中国南方喀斯特——云
南石林、贵州荔波、重庆武隆：
世界自然遺產：2007年6月）

 預備名單：
 哈尼梯田（文化）

 大理蒼山與南詔歷史文化遺存
（雙遺產）

 澄江動物化石群保護地（自然）





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的標準:

1. 在某期間或某種文化圈裡對建築、技術、紀念性藝術、城
鎮規劃、景觀設計之發展有巨大影響，促進人類價值的交
流。

2. 關於呈現人類歷史重要階段的建築類型，或者建築及技術
的組合，或者景觀上的卓越典範。

3. 代表某一個或數個文化的人類傳統聚落或土地使用，提供
出色的典範－特別是因為難以抗拒的歷史潮流而處於消滅
危機的場合。

(來源: 中文維基‐世界遺產)



 位置: 雲南省麗江巿

 文化: 納西、白、藏、漢族

 舊名: 大研里、大研鎮

 歷史: 宋元朝，約一千年

 古代商貿樞紐: 茶馬古道

 國家歷史文化名城:1986

 世界文化遺產:1997 (包括束河、
白沙聚居地，及黑龍潭)

古城簡介



古城特色
 “an exceptional ancient town set in a dramatic landscape …
harmonious fusion of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 an urban 
landscape of outstanding quality” – UNESCO

 “無森嚴的城牆，無十字相交的道路… 依山傍水，自然古樸…
人與自然和諧統一…” – 俞孔堅



古城特色
古城中心 – 四方街



古城特色
 1920s 的四方街 (Image from Global Heritage Fund)



古城特色
土木結構

青石板街

小橋流水



古城特色
土司官衙 ‐木府



古城特色
黑龍潭



古城特色
獅子山萬古樓



古城特色
 1920s的古城 (Image from Global Heritage Fund)



古城特色
不再運貨的馬幫



古城特色
手工藝品



古城特色
夜夜笙歌



古城特色
旅遊集散中心

周邊景點如玉龍雪山、瀘
沽湖、虎跳峽、拉巿海等



古城面對問題

入世遺前

“Lijiang has suffered badly from neglect and uncontrolled
development that threatened to destroy the character that led to 
it being designated a World Heritage Site.” – Global Heritage 
Fund

入世遺後

“Many of the former inhabitants of the ancient city have had to 
move away due to rising costs of housing and food items, only to 
be replaced by tourist establishments. The growth of these 
tourism businesses is largely uncontrolled.” – UNESCO 2008



古城保護措施
1. 修復古舊建築 (Image from Global Heritage Fund)



古城保護措施
2. 還原古城風貌 (Image from Global Heritage Fund)



古城規劃管理措施
分區規劃

1. 絕對保護區：全面保持傳統風貌
及空間尺度
四方街、獅子山、木府等

2. 嚴格控制區：基礎保持傳統風貌，
空間尺度可稍有變化
絕對保護區外圍、黑龍潭等

3. 環境協調區：大致保持傳統風貌，
容許新建築但須與古城風格協調
古城範圍外約100米、玉河兩岸各
50‐100米等

(來源：百度文庫 – 麗江古城保護規劃, 
UNESCO)



古城規劃管理措施
重點保護

1. 街巷：保持原有空間線條，以步行為主，禁止汽車行駛

2. 水道：保持原有水道、渠井系統，嚴禁排放污水傾倒垃圾。

3. 示範民居：由政府給于旅遊經營等政策優惠作補助。

4. 古橋：禁止機動車輛行駛，定期維護修緝。

(來源：百度文庫 – 麗江古城保護規劃)



文化保護措施

商業區限制

1. 中心區：店舖總量受控制，保留傳
統文化及與居民生活有關店舖。

2. 次熱區：主要傳統文化、居民生活
服務，容許部份經營旅遊服務項目。

3. 過渡區：旅遊服務為主(不包括按摩、
美容美髮、卡拉ok、歌舞廳等)。

4. 禁止古城內經營現代服裝、音像制
品、珠寶玉器、歌舞廳、網吧、桑
拿按摩等行業。

(來源：麗江古城保護管理局 2008)



文化保護措施

“走進納西人家”

1. 以院落作傳統文化、手工藝的傳承
基地

2. 院落根據不同主題，結合麗江旅遊
路線，作生產、展示和銷售文化產
品。

3. 於古城廣場、四方街等進行民族舞
蹈表演。

政策上鼓勵

1. 鼓勵及優待麗江原住居民經營有關
傳統文化商業活動

2. 支援納西族知名人士、文化人、手
工藝者在古城開館授藝

(來源：麗江古城保護管理局 2008)



旅遊業發展帶來的影響

麗江古城目前面對日益嚴重威脅及挑戰包括：

1. 每年超過五百萬遊客 (2007統計數字)
2. 商業活動擴張的壓力
3. 日漸失修的歷史建築
4. 不適當的現代建築
5. 河道水質逐漸變差
6. 古城外圍的城巿擴張(新城) 
7. 缺乏保育資金
8. 傳統文化的流失

(來源: 翻譯自GHF Technical Assessment Lijiang Ancient Town, 2008)



旅遊業發展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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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遺前麗江每年旅客人數 (來源：麗江旅遊局)

每兩年增長 100%！



旅遊業發展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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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遺後麗江每年旅客人數 (來源：麗江旅遊局)

五年來增長 225%！



旅遊業發展帶來的影響

1990 – 2007

麗江巿總人口 ：20,000 600,000 (3x)
納西族人口 ：180,000 stable
納西族佔人口比例：90%  30%
納西族人均收入 ：$580 $6000 (RMB/year)

1997 – 2007

旅遊收入 ：17.45  46.29 (billion RMB)
古城總人口 ：30,000
古城納西族人口 ：24,000 18,000
納西族人口比例 ：80% 60%

(Source: GHF Technical Assessment Lijiang Ancient Town, 2008)



思考

1. 該如何持續長遠發展？

2. 假如你是當地少數民族來說，你認為禍是福？





位置: 雲南省西北部

面積: 34000多平方公里

因怒江、瀾滄江和金沙
江自北向南並行170餘公
里

故名“三江並流”

世界自然遺產

批准時間: 2003年7月

風景區簡介





風景區特色
“奇特自然地理景觀”
三大江穿越崇山峻嶺之間

(高黎貢山、怒山和雲嶺等)

“江水並流而不交匯”

瀾滄江與金沙江的

短直線距離: 66公里

瀾滄江與怒江的

短直線距離: 不到19公里



“地質多樣性”
 保存了遙不可及的地質演化痕跡：萬年前印度板塊與歐亞板
塊碰撞留下的地質遺跡

 世界上壓縮得 緊、擠得 窄的巨型複合造山帶

 海拔從怒江河谷(760m)到卡瓦格博峰(6740m), 高差近6000
米

 “三江”水落峰起, 留下眾多的自然美景:
雪山、峽谷、草甸、冰川、湖泊、森林、丹霞地貌及典型的
高山峽谷地貌等



“生物多樣性與瀕危物種”
 雲集了相當於:

北半球南亞熱帶

中亞熱帶

北亞熱帶

暖溫帶

溫帶

寒溫帶

寒帶

-多種氣候類型和生物群落

 只佔中國國土面積不到 0.4%，

擁有中國20%以上的高等植物 (6000種以上)

擁有中國25%以上的動物資源 (超過700種)

擁有第四紀冰期之前的眾多子遺物種和珍稀瀕危物種

 “十裡不同天, 萬物在一山”

北半球主要生態環境的縮影



“民族風情與古老的江邊文化”
 14個少數民族 (80余萬原住民)
 瀾滄江流域的葉枝鎮:

 2000年被列入"省級歷史文化名鎮"
 歷史上"茶馬古道"的主要物資集散地

 有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王氏土司衙

 石鼓鎮:
 著名的長江第一灣所在地

 是茶馬古道的要津和南下大理、北進藏區的交
通樞紐

 金沙江上游的一個歷史文化重鎮

 1997年: 石鼓被列為

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成為世界自然遺產標準: Checklist

1. “地質演化痕跡”

2. “奇特自然地理景觀”

3. “生物多樣性與瀕危物種”

4. “眾多的自然美景”

三江並流
全部符合



成為世遺後…
正面:

礦產開發威脅“三江並流”世界遺產地,雲南省官員表
示 —— “聯合國不讓開,我們就不開”

去年“三江並流”細化邊界獲得通過後,中國
政府向聯合國承諾,遺產地範圍內不會出現大型工程,而雲南省也
向國務院作了保證。他還說,“曾有人打著中央的旗號想在遺產地
區域內探礦採礦,我說遺產地不僅屬於中國,還屬於聯合國的,除非
你找聯合國批。”面對記者再三追問未來遺產地範圍內會否有探
礦點時,會否因找到礦藏而再度申請調整邊界時,李連舉表示絕對

不會,“即便找到大型礦區,如果聯合國不讓開,我們就不開”。
——2011-03-11 南方週末



建提供保護和遊憩的國家公園
 2011-03-30 新京報
 滇西北是中國乃至世界上生物多樣性 突出的地區之一。金沙
江、瀾滄江、怒江在這裡形成三江並流的自然景觀。但生活在
山區的許多村民依靠砍柴來做飯、取暖仍很普遍。天長日久，
這種生活方式給當地的山林資源及稀有物種造成破壞。

 面對生態保護與村民生存之間的矛盾，在解決替代能源之外，
給村民帶來替代性生存條件，成為大自然保護協會在滇西北生
態保護專案中著手解決的問題。以前當地村民進山挖野生藥
材，再拿到市場去賣來謀生。後來就專門劃塊地培訓他們種
藥，收入甚至還要比挖野生藥材高。一旦人們把精力集中在種
植方面，也就沒有太多時間去上山采藥，一些珍惜的物種得以
保存。

 經過能源替代項目，在滇西北的各個項目試點村，基本做到了
家家都有替代能源設施。雖然要讓山裡村民完全不去砍柴是不
可能的，但以前一個農戶每天要燒掉30公斤柴，現在減少為10
公斤，對薪柴的消耗已經明顯減少。



普達措國家公園：生態保護與旅遊發展良性互動

 香格里拉普達措國家公園位於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屬於“三江並流”
世界自然遺產的核心地帶。

 國家公園安排當地村民擔任保潔員是普達措國家公園建成後的一項重要
環保措施。保潔員每天要做的工作就是清理遊客中心和碧塔海棧道附
近的垃圾。另外，景區內的七個公廁，都是環保型的，排泄物要定期
“打包”帶出景區處理。

 為了不讓草甸受到馬匹過度的踩踏，公園取消了普達措公園內碧塔海景
區載客遊覽的馬隊，遊客全部改乘環保觀光車，公園管理局為此給景區
的農戶每年每戶發放5000元補貼；並優先安排其中有文化、肯學習的
村民參與公園的管理和服務工作。

 “這些措施都是為了更好地保護環境，使普達措國家公園成為一個集環
境保護、生態旅遊、環境教育、社區受益等功能為一體的景區。”

 當地導遊告訴記者，“整個3月都是旅遊淡季，每天差不多有2000多人
前來公園遊覽觀光，旺季時遊客能翻兩三倍，但是這裡的天然美景並沒
有因此而遭受破壞，這都得益於公園的環保理念” ——2011-03-31
中國新聞網



負面:

警鐘敲響！入遺難，保遺更難
 2009‐07‐16 經濟參考報

在2007年的第31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由於被認為過度
開發和人為損壞，中國有6處遺產被警告並要求整改，分
別是故宮、天壇、頤和園、麗江古城、布達拉宮和雲南三
江並流。當時，聯合國專家在給予三江並流“黃牌警告”的

同時，提醒說：“希望中國享有世界遺產的地方政府都能從
‘三江並流’中認識到，成為世界遺產更多地意味著承擔責
任和兌現承諾，遠不僅是享受旅遊收益，可以隨意開發那

麼簡單。



滇金絲猴在雲南自然保護區內“幸福”生活
 2009‐08‐26  雲南省林業廳
 白馬雪山自然保護區位於雲南省西北部迪慶藏族自治州境內，是“三江並

流”世界遺產地範圍內的5個自然保護區之一，是以滇金絲猴為主的珍稀瀕危
野生動植物及其生存環境的自然保護區。

 由於其棲息地的片段化嚴重，滇金絲猴現存的自然種群幾乎都處在相互隔離
的狀態，各自然種群之間不可能進行基因交流，這種狀態所造成的近親繁殖
已使得各自然種群內的遺傳多樣性匱乏。形成這一狀況的主要原因是長期人
為經濟活動使得其棲息地大量被破壞，在許多地方，已經形成猴群不可逾越
的地帶。

 滇金絲猴的生存能力很弱，

食物種類單一，尤其在冬季會

缺少食物，加上自身生存能力下降，

有專家估計滇金絲猴

每年的自然死亡率已高於40％。



保護措施
 “雲南省三江並流世界自然遺產地保護條例”
 2005年5月27日雲南省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通過, 

自2005年7 月1 日起施行

 其中第四條明確提出: 三江並流遺產地的保護和利用應當履行《 保護世
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遵循科學規劃、有效保護、統一管理、合理
利用的原則, 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 建立健全生態補償機制。

 第十三條還提出:
三江並流遺產地中的自然保護區分為核心區、緩衝區和實驗區。

-核心區：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擅自進入; 
-緩衝區：經有關行政主管部門批准可以進入從事科學研究或者觀測活動;
-實驗區：可以進入從事科學試驗、教學實習、參觀考察、旅遊以及馴化、
繁殖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等活動。



保護策略

 (1)產業結構的調整
1. 提高糧食產量和品質,發展生態農業

“以前當地村民進山挖野生藥材，再拿到市場去賣來謀生。後來就專門劃塊地培

訓他們種藥，收入甚至還要比挖野生藥材高。”

2. 調整燃料結構,大力發展電力事業
“經過能源替代項目，在滇西北的各個項目試點村，

基本做到了家家都有替代能源設施。”
“以前一個農戶每天要燒掉30公斤柴，現在減少為10公斤，

對薪柴的消耗已經明顯減少。”



3. 擴大草場承載力,發展畜牧業
“由國家參與建立一些承載力較強而且遠離林區、河谷 坡度小於25 度的牧場,引種優良草種,劃

定好放牧區域,限定草場承載力,嚴禁過度放牧。”

4. 統一規劃,發展生態旅遊
香格里拉普達措國家公園

“這裡的天然美景並沒有因此而遭受破壞，這都得益於 公園的環保理念”

5. 優化結構、發展地方支柱產業

大力實施扶貧工程

2011-03-09  中國日報

“十二五”期間:打造國家有色基地、水電基地、生物多樣性基地、雲南民族文化和三江
並流知名旅遊基地



 (2) 加大科技教育投資力度
經濟林木的種植、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以及生態農業等專案

的具體實施,都要求有較高的科技和優秀綜合素質人才

 (3) 礦藏開發中的生態保護
禁止缺乏開採技術和設備條件低劣的企業進行礦產開發
對礦藏豐富的大礦藏: 注重開採過程中以及開採後的生態保護

和生態恢復

 (4) 誰受益誰補償
誰污染誰治理,誰破壞誰恢復

 (5) 提高環境保護意識
“各民族傳統文化對當地居民具有較為深刻的影響，它的影響

超過任何宣傳、教育和培訓”





石林雲南石林世界地質公園簡介
 位置：雲南紅土高原

 海拔：在1600—1900米之間，

 氣候：亞熱帶低緯度高原山地氣候，
年平均溫度約16℃

 世界自然遺產

 批准時間: 2007年6月

 2004年UNESCO首批世界地質公園

 2007年“世界自然遺產”名錄。



風景區特色
 高大的石灰岩溶柱——劍狀、柱狀、蘑菇狀、塔狀的石
林成簇成片分佈于山坡、溝谷和洼地之中，集中體現了
世界上主要的石林形態。

 喀斯特地貌全景圖——石牙、溶丘、洼地、溶蝕湖、漏
斗、溶洞、暗河、天生橋及瀑布等，



可溶性岩石——碳酸鹽岩被兩組以上垂直裂隙切割，又經水、生

物等沿裂隙溶蝕，隨著溶溝的加深加寬，石柱被分隔出來而成

為形態萬千的石林奇觀。

在持續的抬升過程和不同的地理、氣候條件下，石林地貌也處在

繼承、更替和疊置的演變中，老的石林逐漸消失，新的石林不

斷形成。

何謂石林



入選世遺
“Shilin satisfies the criterion of Superlative natural phenomena or natural 

beauty and aesthetic importance and Earth’s history, geological and 

geomorphic features and processe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Shilin cluster is regarded as the world’s best example 

of stone forests – it is considered the type site for this feature and is 

distinguished by having the longest geomorphological history, spanning 270 

million years. It is the best example of this landform within South China.” ‐‐‐‐

Source: UNESCO)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評價：中國雲南石林，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質地

貌的 好範例，具有 好的自然現象和非同尋常的美學價值、科學價

值……。由於極高的科學價值、美學價值。 (Source: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

源部)



石林保育
國家建設部已整體負責管理南中國喀斯特，國土資源部 與

國家林業局，省和有關還建立了自己的管理部門作為助從。

一共有20個機構有管理責任中國南方喀斯特。

石林管理計劃包括五年和較長期的社會和經濟計劃，環境保

護規劃，綜合旅遊歷史區規劃圖，生態建設和示範區計劃。

網站管理計劃已開發的所有被提名的群集和所有群集。

(Source: UNESCO)



石林保育策略
（1）編制系統規劃指南

《石林縣城城市綠地系統規劃（2006‐2020）》。其中包括古樹名木保護規劃、植物多樣性

保護規劃、樹種規劃、綠線管理規劃。

（2）知識培訓和能力建設

對自然遺產地工作人員針對性的培訓。使石林世界遺產地保護與管理的工作能力得到了進

一步提高，管理隊伍的建設也日趨走向專業化和科學化。

（3）大力開展宣傳活動

提高廣大市民綠化美化、愛護花草樹木的意識和法制觀念。

對象：遊客和當地居民

其他方法：石林世界遺產地宣傳片；國內的世界遺產地進行考察、交流、學習；外派人員

參加了世界遺產旅遊博覽會。



（4）監督與懲治

凡涉及到佔用綠地、砍伐樹木的，必須統一審批。對於違法侵佔、毀壞綠

地、亂砍濫伐縣城樹木的行為，堅決依法查處。

（5）建設指標統一化

對房地產開發、基本建設等專案，按照綠化指標，統一組織驗收。加強園

林綠化企業資質管理，確保綠化工程品質，保證石林縣園林綠化工作健

康穩步發展。



三大世界遺產級風景區保護

有效分工：各部門分工監督

 保育措施共同點：實施重點——可持續性、思想宣導、
統一規劃指南

 經濟利益與自然生態不成衝突為目標

 維護本區域居民生活

 長期執行





對風景區的實踐影響 significance

 生態旅遊Eco‐tourism
 經濟發展Finance
 少數民族文化延續Minority culture and life style

 周邊區域影響Environmental impact to nearby region
 征用土地、遷拆



專業支援
 可持續發展．保護．物質文明

 聯合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受到聯合國成員集體保護

 專家、技術、儀器等幫助

 資金援助



經濟效益
 經濟效益

 觀光價值

 旅遊商品

麗江古城：

「旅遊經濟反哺遺
產保護」

 「保護為主、搶救第
一、合理利用、加強
管理」

 文化產業佔GDP總量
的9%



民族文化的保護與傳承
 E.g.麗江古城

 《雲南省麗江古城保護條例》

 保持麗江古城特有民族文化的原真性

 本土文化的保護和傳承

 採用「古村落保護和開發新區」

分開實施的「雙區制」模式



危機與矛盾
 過度發展、過度商業化、超過容許量

 遊客大量湧入

 食宿成本上漲

 前古城居民不得不搬離



原意 VS 實情
“重收益疏保育”
 E.g.

 少林寺

 著名景點收費項目繁多

 雲南麗江古城大批原住的納西族人遷出

 湖北武當山的遇真宮,政府擅自容許私立武術學校使用

 三江並流建大壩的問題



總結Conclusion
 申遺 大的原意是為了將我們人類共同遺產(傳與後世;保
存人類在歷史上所留下偉大文明遺跡或是具高文化價值之
建築,並保護不應該從地球上消失之珍貴自然環境。

 不單只是以能夠登錄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上、
並得到國際認同為目的。

 “Protecting natural and cultural properties of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against the threat of damage in a rapidly 
developing world”——UNESCO

“世界遺產不只是一種榮譽，或是旅遊金字招
牌，更是對遺產保護的鄭重承諾。”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