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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摘要 

 

本次出國考察時間為 98 年 10 月 7 日至 98 年 10 月

15 日，前往地點：大陸地區昆明市、大理市、麗江束河

古鎮、石林公園、洱海、滇池、玉龍雪山、西山公園、

翠湖公園、昆明世界園藝博覽園等，團員計有本所 5 位

行政人員及基層建設人員 29 位合計 34 人，目的在增廣

本所同仁及基層建設人員之視野。 

經由參訪該地區之環境保護、社區改造、市容綠化

美化等建設，我們發現大陸地區官方現階段非常注重環

保，盡心盡力保護自然生態，且能在不影響自然生態環

境下與在地居民共營共生發展觀光事業，帶動經濟發展

成果相當可觀，有目共睹。 

希望藉由此次參訪，學習一些經驗，對本區公共環

境設施以及公園綠地管理維護改造等相關工作有所助

益，所獲得之資訊可提供有關人員推動區里公共事務

時，有不同的思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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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考察目的： 

 

區公所與里辦公處是市政府為民服務的前鋒，與基

層民眾接觸最頻繁，更需直接傾聽民眾的各種意見與建

議，是瞭解民心最深刻單位，也是各項公共政策推動橋

樑。 

本區科學園區蓬勃發展，內湖區勢必伴隨著各項建

設之陸續完成，而帶來大量新移民人潮，相對將衍生出

各項問題及衝擊必然激增，其中新舊都市景觀改造、居

住環境品質的維護、公園綠地管理及觀光休閒產業推動

等問題，皆成為本區未來施政與發展重點課題。 

                   為增廣本所同仁及基層建設人員的視野，因此規劃

為期 8 天，前往大陸地區(昆明市)的行程，參訪該市生

態資源保育、古蹟維護、社區防災防疫、公園綠地管理

與環境維護、文化建設等相關措施。2008 年昆明市強而

有力地推行經濟社會發展軟體環境、「陽光政務」、「一

線工作法」、「一把手向社會公開承諾」等舉措，一時成

為全國焦點，還加強體制創新改革，改善城市面貌，強

化節能減碳和環境保護等，帶動經濟發展的成果相當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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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此行並將瞭解該市推行軟體環境發展的過程及成

果，期藉本次考察師其長處經驗，以作為未來此類地方

自治事務規劃之參考，對本區公共環境相關設施，以及

公園綠地管理維護改造相關工作有所幫助。 

綜言之，藉由參訪及考察活動，提昇行政人員及基

層建設人員推動區、里公共事務時不同的思維模方式。

加強基層鄰里建設、公園綠地管理與環境維護，共同打

造美好舒適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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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考察過程： 

本所基於前述之理念及共識，安排此次有關環境保

護、古蹟維護、公園綠地管理與社區環境維護等相關議

題觀摩行程。 

   98 年 10 月 7 日至 10 月 15 日行程安排如下： 

10 月 7 日：【桃園中正國際機場】－【中國大陸昆明市】 

10 月 8 日：【翠湖公園】－【西山公園】－【滇池整治工

程參觀】 

10 月 9 日：【大觀樓】－【金馬碧雞廣場】－【九鄉風景

區】 

10 月 10 日：【石林公園】 

10 月 11 日：【黑龍潭】－【麗江束河古鎮四方街】 

10 月 12 日：【玉龍雪山】－【白沙城】 

10 月 13 日：【點蒼山】－【大理洱海】－【大理古城】 

10 月 14 日：【大理搭機回昆明】－【昆明市世界園藝博 

            覽會參訪】 

10 月 15 日：【經香港】－【桃園中正機場】 

 

僅就本次參訪之相關景點分別介紹如下： 

 

一、大觀樓(圖 1、2、3) 

    大觀樓是昆明重要的風景區之一，民國初年，大觀

樓辟為公園，大觀公園根據其地勢，約可分成三片：近

華浦、大觀樓片，樓外樓、魯園片，庾園、花圃及柏園

片。 

    從大觀樓東側彩雲崖前過長堤，沿堤南下，見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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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船」的樓外樓，船周有臨水曲廊，船身主建築為二

層歇山式古典建築，仿佛一支巨型畫舫，正待駛往滇池。

登上船樓，風帆遠樹，水網道，俱入眼底。側看大觀樓

前，人影、花影、樓影俱映水中。船樓底層設茶座，小

坐品茗後，可乘小船西去，櫓聲咿呀，飄蕩約三四百米，

達魯園。園內亭台小巧別致。亭台周圍池中遍種荷花，

岸上花園廣植玫瑰，環堤多夾竹桃和垂柳，頗有江南園

林風味。若從樓外樓沿堤東行，穿過曲折的林蔭道，達

東園。這裏小橋流水，花樹相間，紅亭石凳，別有情致。 

每逢佳節，這裏常舉行遊園聯歡，載歌載舞，人山人海。

有時還舉辦傳統燈會，每晚遊客不下數萬。中秋之夜，

春城人民愛在這裏賞月，樓上亭邊，滿綴彩燈，風清月

白，滇池浮光耀金，廊外池水盈盈，樹梢輕風徐來，花

香飄逸，相人心醉。 

    大觀樓位居昆明市區交通便利，昆明市政府將其維

護並於重要節慶舉辦各式活動以吸引遊客到臨。 

 

二、翠湖公園 (圖 4、5、6) 

    翠湖公園位於昆明市區的螺峰山下，五華山西麓，

因湖東北有 9 個出泉水眼，古時稱九龍池，這裏最初曾

是滇池中的一個湖灣，後來因水位下降而成為一汪清

湖。翠湖水光瀲灩，綠樹成蔭，是昆明城內的一顆綠寶

石，有「城中之玉」的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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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湖公園四季碧水悠悠，春有萬千垂柳滴翠，夏有

碧葉紅荷吐豔，秋有百花爭豔，冬有棕櫚青青。登舟暢

遊，仿佛進入如詩如畫之境。夜晚，翠湖燈火五彩迷離，

樹影婆婆，堤畔植柳，湖內種荷，荷柳相映，清翠秀麗。

兩道長堤將翠湖分成五片景區，湖心島景區以湖心亭和

觀魚樓等清代建築為主；東南面是水月軒和金魚島；東

北面是竹林島和九龍池；南邊是葫蘆島和九曲橋；西邊

是海心亭。  

   每到冬季翠湖公園出現了一大奇觀，成千上萬的海

鷗從西伯利亞來到這裏過冬。白天海鷗彙集於此，夜間

飛往滇池、撫仙湖等處。每年 11 月份它們飛來昆明過

冬，第二年 3、4 月飛往大陸東北及西伯利亞等地。每當

這時，逛翠湖賞海鷗便成為遊人的一大樂趣。 

 

三、西山森林公園 (圖 7、8、9) 

    西山位於昆明市西郊 15 公里，由華亭山、太華山、

羅漢山等組成。它峰巒連綿 40 多公里，西山森林茂密，

花草繁盛，清幽秀美，景致極佳，在古代就有“滇中第

一佳境＂之譽。從昆明城東南一眺望，西山宛如一位美

女臥在滇池兩岸。她的頭、胸、腹、腿部歷歷在目，青

絲飄灑在滇池的波光浪影之中，顯得丰姿綽約，嫵媚動

人，所以又叫睡美人。西山現已辟成一座森林公園，景

點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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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主要景點有華亭寺、太華寺、聶耳墓、三清閣、

龍門石窟等。由以龍門石窟之景觀令人嘆為觀止，位於

西山風景區終端，北起三清閣，南至達天閣，是雲南最

大、最精美的道教石窟。龍門勝景以「 奇、絕、險、

幽」等特色，雄居昆明西山眾多的名勝之首，故有「不

到西山等於不到昆明，不到龍門只是白跑一趟西山」之

說。 

  沿三清閣、孝牛泉後的石階而上，就到了豁然開朗

處， 這裏叫「鳳凰岩」，鳳凰岩上鑿有一上一下兩個

石室，下面的石室有石桌，正壁 嵌有題滇池餞別圖等

詩碑六方，刻有彩鳳印圖，祥雲繚繞，彩鳳飛舞，工藝

精湛細密，形象優美生動。由慈雲洞順著絕壁上的順道

向南行約 40 米，便到了「龍門」龍門是 70 多戶石工，

花了 22 年才完成的，是整個龍門石窟 之精粹所在。在

入口處有一圓柱石坊，上書“龍門＂二字，並刻有元

寶，據說能保佑人發財發達，吉祥如意，所以遊人都喜

歡用手摸一下。入門有一石欄轉護的半圓形小月臺，站

在月臺眺望，人見上迎天風，下臨絕壁，五百里滇池煙

波浩渺，雲蒸霞蔚。湖面白帆點點，鷗飛燕舞。遠處青

山如黛，白雲悠悠，綠樹白房，平疇沃野如詩如畫，令

人飄飄欲仙。在石室門口雕有香爐供奉，正中雕魁星，

是道教為主宰文章之神，又叫文曲星；北雕文昌帝君，

為主宰功名和祿位之神；南雕關聖帝君（關羽），為主

宰伏魔降妖的武功之神。兩壁下刻有神駿賓士圖，天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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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刻著祥雲繚繞，仙鶴雙飛。一株蟠桃碧葉紅果，栩栩

如生。龍門的整個工程都 是在一塊天然岩石上精雕細

刻而成的，構思奇巧，工藝精湛，令人嘆為觀止。1984

年、昆明市有關部門又開鑿了龍門迂回棧道，把遊路到

了小石林，並在山上修建了迎羲亭等供人小憩賞景，不

僅解決了交通擁擠的問題， 又為遊客開闢了一個清新

優美，非常迷人的好去處。 

四、石林風景區 (圖 10、11、12) 

         石林風景名勝區，距昆明市 100 公里，景區由大、

小石林、乃古石林、大疊水、長湖、月湖、 芝雲洞 7

個風景片區組成。全縣共有石林面積 400 平方公里， 是

一個以岩溶地貌為主體的，在國內外知名度較高的風景

名勝區。 

    所謂岩溶地貌，也叫喀斯特地貌，是指地表可溶性

岩石（主要是石灰岩）受水的溶解而發生溶蝕、沈澱、

崩塌、陷落、堆積等現象，而形成各種特殊的地貌（石

林、石峰、石芽、溶鬥、落水洞、地下河，以及奇異的

龍潭，眾多的湖泊等，這些現象總稱喀斯特。 

    石林是世界罕見的風景名勝，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

傑作。遍佈著上百個黑色大森林一般的巨石群。有的獨

立成景，有的縱橫交錯，連成一片，占地數十畝，上百

畝不等。最典型的一片叫李子菁石林，只見奇石撥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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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參差崢嶸，千姿百態，巧奪天工，被譽為「天下第

一奇觀」。 

    石林的主要遊覽區李子菁石林，面積約 12 平方公

里，遊覽面積約 1200 畝。主要由石林湖、大石林、小

石林和李子園幾個部分組成，進入景區內，但見石柱、

石壁、石峰千姿百態，爭奇競麗。有的石柱高達 40-50

米，但這裏的石頭與眾不同，它是一幅絕妙的畫，每天

吸引著全世界的遊人前來駐足觀賞，園區內之奇石，無

不栩栩如生，維妙維肖，令人嘆為觀止。除了動物外，

還有許多酷似植物，如雨後春筍、蘑菇、玉簪花等。有

一處“鍾石，能敲出許多種不同的音調。整個李子菁石

林就是一 座巨大的自然石景藝術寶庫，任憑遊客去觀

賞，去發現，去自由馳騁地想象。 

    早在明代，石林即已成名勝，但直到二十世紀五十

年代以後，中國政府才組織有關單位和人員認真進行勘

察、設計、施工、修築遊路 和外面的公路、賓館、飯

店、商場等，給一些像生石取了名，石林才逐漸名揚五

洲，成為世界著名的旅遊勝地。 

每年農曆六月二十四日是火把節， 石林四周的各

族群都要從四面八方彙聚到石林歡慶佳節。人們在白天

舉行摔跤、爬杆、鬥牛等比賽活動， 夜晚則燃起熊熊

篝火，耍龍、舞獅、表演民族歌舞。阿細跳月、大三弦

舞則是最受歡迎的傳統節目。成千上萬的中外賓客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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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歡，通宵達旦。神奇的自然 景觀和優美的人文景觀

相結合，更使石林錦上錦上添花，魅力倍增。  

五、洱海(圖 13、14、15) 

洱海古稱葉榆澤。它兩頭窄，中間寬，略彎曲，形如

人的耳朵而得名。洱海北起洱源江尾，南止大理市，長 40

公里，東西寬 4-9 公里，總面積 240 多平方公里，蓄水量

30 億立方米，平均水深約 11.5 米，最深為 20 米。是中國

第七大淡水湖。湖水清澈碧綠，四周風景如畫，是旅遊觀

光的好地方。 

洱海主要源於洱源縣的黑穀山，北有彌苴河，東南有

波羅江，西有蒼山十八溪流入，水源比較豐富。東面多岩

岸，其餘三面為沙岸。湖水呈弱鹼性，透明度較大。西洱

河是洱海的 唯一出海口，流入漾濞江後又進入瀾滄江，

最後注入南海。西洱河的落差較大，國家已利用其豐富的

水能資源建成四級電站，電能輸往昆明等地。 

洱海很美，四周的景色也很美。到大理觀光的人，多

數都要乘遊船耍洱海，領略那“船在碧波漂，人在畫中

游＂的詩畫一般的意境。 

 

六、世界文化遺產—麗江古城(圖 16、17、18) 

    麗江古城又名大研鎮，它位於麗江壩中部，北依象山 

金虹山、西枕獅子山，東南面臨數十裏的良田闊野。也是中 

國向聯合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成功的古城之一。它是中國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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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名城中唯一沒有城牆的古城據說是因為古代麗江世 

襲統治者姓木，如果築城牆，就猶如木字加框而成“困＂ 

字，這樣顯得不吉利。  

    古城保留了大片明清年代的居民建築，均是土木結構瓦

屋面樓房，多數為三坊一照壁，也有不少四合院，融合了納

西、白、漢等民族建築藝術的精華。居民建築佈局靈活，注

重裝飾，精雕細刻。在他們的門窗上多雕飾花鳥圖案，並且

色調濃烈。這裏的居民都喜歡在庭院種植花木，擺設盆景，

無戶不養花，無戶不流水，形成了“家家流水，戶戶垂柳＂

的高原水城風貌，被譽為“高原姑蘇＂、“東方威尼斯＂。  

    古城的泉水富有音韻；麗江古城遊蕩著天籟的靈魂。清

澈的泉水分三股主流穿城而過，在城區又變幻成無數支流，

穿街走巷，入院過牆，流遍萬戶千家。黑龍潭是玉河水的源

頭，泉水從四周山麓的古老栗樹下、岩隙中噴湧而出，在此

彙成一個巨大而又神奇的出水潭，成為古城生機勃發的秘

密。 

古城流水密佈，約 2 平方公里的城區內，架有大小橋 300

多座，最著名的數大石橋、萬子橋和南門橋。三橋皆為明代

所建的石拱橋。其中大石橋為雙孔石橋，長 10.6 米，矢高 2.2

米，寬 3.84 米，橋的位置處於古城繁華地段，行人絡繹不絕，

橋市生意興隆。萬子橋為單孔橋，長 9 米，矢高 3.4 米，寬

4.2 米，“萬子＂象徵子孫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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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滇池(圖 19、20、21) 

    滇池位於昆明城西南，又叫昆明湖，古稱滇南澤，是雲

南省面積最大的高原湖泊，也是全國第六大淡水湖。滇池水

系是全國１３個重點保護水系之一。現在滇池南北長約 40

公里，東西寬約 8 公里，總面積 300 平方公里，湖岸線長 163.2

公里，最大水深 10.4 米，平均水深 4.4 米。南盤江、寶象河

等 20 多條河流注入滇池，出水口在海口，流入螳螂川、普渡

河又彙入金沙江。 

    滇池四周，東西有金馬、碧雞二峰夾峙，南北有長蟲、

白鶴兩山遙望，風光名勝較多。湖上煙波浩渺，景色迷人。

為治理滇池污染，雲南省已於 1996 年完成利用世界銀行貸款

專案的前期準備工作。省、市政府還依靠自己的力量建設了

幾個滇池治理重大專案。昆明市第三、第四汙水處理廠已於

1996 年先後建成投入。滇池防保護污水資源化一期工程通水

後，已對草海水進行了多次置換。在 2000 年，滇池水質已明

顯好轉。預計到 2010 年，滇池水質將恢復到原有水平。  

八、世界園藝博覽會(圖 22、23、24) 

 

世界園藝博覽園設在昆明東北郊的金殿風景名勝區，距

昆明市區約 4 公里。博覽園占地面積約 218 公頃，植被覆蓋

率達 76.7%，其中有 120 公頃灌木叢茂密的緩坡，水面占 10%

～15%。共有 9 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分別在這裏建起了自己的

專題展示園（台），國內許多省市區也都建有能集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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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區園林藝術的展示場所。可以說這裏是一個彙集了全

世界園藝風景的超大型博覽場所。  

博覽園主要有 5 個展館、6 個專題展園、34 個國內展園

和 33 個國際展園組成。 

昆明世博會於 1999 年 5 月 1 日在中國雲南省昆明市北郊

金殿名勝風景區開幕，占地 218 公頃，同年的 10 月 31 日閉

幕，為時 184 天，以花卉園藝為主，它的意象標誌是拿著一

束花的猴子；世界博覽會是一項由主辦國政府組織或政府委

托有關部門舉辦的國際性活動，歷來被譽為世界經濟和科學

技術界的「奧林匹克」盛會；透過活動期間的交流可讓參加

國之間達成各種經貿合作項目；世界博覽會有綜合性與專業

性之分別，園藝博覽會是屬於專業性的博覽會，由主辦國為

廣大的參展國提供參展舞台，而參展國政府出資在主辦國無

償提供的展區內建立自己獨立的展覽館，或在主辦國為其準

備的展覽館內進行裝修及佈置展覽品，以便充分展示參展國

在園林、園藝領域內的成就。 

    1999 年的昆明世界園藝博會與台灣的花卉博覽會其實

意義是一樣的，只是他們的展場土地較為寬廣，花藝的技術

並非高科技，所以應該只有形式上的不同，不過主辦單位的

心血是不能否定的，他們的會場館建設總體規劃上主要包括

中國館、人與自然館、大溫室、科技館和國際館五大室內展

館﹔竹園、蔬菜瓜果園、藥草園、盆景園和樹木園六個專題

展園及國內、國際、企業三大室外展區，此外，世博園內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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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中心、遊樂園、海關、公安、消防、餐廳等配套服務設

施，規模上非常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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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考察心得： 

兩岸體制及管理異同 

兩岸體制不同，大陸地區是威權主義政體，而台灣處於進行

民主化後之民主鞏固期，從政治民主的標準來看，兩者之不

同，自無庸多議。      

    從地方民主的角度及地方自主性的程度來看，兩岸之間

確實也有可以比較的地方。大陸地區幅員廣大，各地差異性

大，中央對地方的分權，始終是一個被宣示承認的原則。   

在改革開放後，基本上處理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上，是採

取「放權」與「讓利」同時進行的方式。放權與讓利的原則

是頗符合地方治理分權化的觀念。但是，分權讓利的結果，

是否就建立起地方自主性呢？   

   地方是否擁有自主性，通常表現在「立法的自主權」、

「財政上的自主權」、「人事上的自主權」及「組織上的自

主權」等四方面。尤以立法自主權視為地方自主性的一個最 

重要的指標。（摘錄：憲政法制組顧問 高永光 兩岸地方治理之比較研究） 

     就吾人對兩岸所見，分析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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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體制及管理方式分析表 

      地區 

  項目 

大陸地區 台灣 

體制不同 集權式 

優點：事權集中 
      統一管理 
      行政效率高 

缺點：寡頭式領導，
     政令無法落實
     民意。 

 

民主式 

優點：人民參與 
      反映民意 
      政策落實民

      意  
缺點：行政效率較
      低 

 

政治管理不同 中央集權管理 

優點：管理方便 
缺點：漠視民意  
 

全民參與 

優點：人民擁有參
政權 

缺點；濫用民主權

利 

經濟管理不同 國營事業居多 

優點：貫徹政令 
      巿場競爭力

強 

缺點：貧富差距大 
 

巿場機制居多 

優點：貿易自由 
      有利中小企

業發展 

缺點：不利大型集
團發展 

      巿場競爭力

弱 

社會管理不同 社會主義 

優點：資源集中國有
缺點：人民均貧 
 

福利社會制度 

優點：保障弱勢族
群權利 

缺點：社會福利泛

濫 

民俗風情不同 

 

文革破壞文化物 

缺點：阻礙中華文化
發展 

文化物得以續存 

優點：重視文化、
文物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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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的地方民主與地方自主性，因政治體制的不同，呈

現出奇特的現象。大陸地區仍處於威權統治下，地方分權及

自主性的趨勢，仍在擴展中。臺灣則長期發展全國民主，在

民主層次上，有相當不錯的成就，但分權化的趨勢則始終只

是在呼籲階段，地方的自主權及地方民主的發展腳步緩慢，

可是直接民主卻成為一股熱潮。 （摘錄：憲政法制組顧問 高永光 兩岸地

方治理之比較研究） 

個人心得： 

大陸地區鑑於歷史背景不同、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及生

態等原因，為了管理方便，演化成集權領導，但近年改革腳

步加快，如摘錄「十七大報告」中：樹立『服務型』政府、

發展管理經濟和文化事業、尊重和保障人權、重視平等參與

平等發展的權利等，足顯漸與國際潮流接軌。 

反觀台灣，因得天獨厚的利基，民主制度實施多年，除

保障人民基本權利外，不僅社會福利佳、經貿自由、民意更

得以充分表達。但因推動民主化後公權力未能有具體配套措

施，似有假民主之權行私人之利之憾。 

    綜言之：不同國情衍生不同管理制度，孰好孰壞難以論

定，個人見解：只要人民能過著自由、平等、幸福快樂的生

活就屬完善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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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地區自改革開放以來，面臨國際化及經濟的急速發

展，不僅人民文化水平普遍提升，由於世界各國對於中國文

化的高度興趣，古蹟觀光逐漸成為備受關切的重點。 

中國有五千年文化歷史，古蹟及歷史建築隨處可見，然

隨著年久失修、使用目的或所有人變更、戰火損壞等，多需

進行修補或更新使用。中國大陸當局逐漸體認到古蹟保存之

重要性，因此投下大筆預算及精力。但是因為古蹟數量龐

大，無法做到一致性的要求，因此更新後的成果參差不齊，

然而，如何在保存維護管理與活化再利用之間取得平衡，讓

古蹟得以合宜的修復技術永續使用，並且避免因過度利用招

致損壞，也成為政府單位、修復技術工作者、古蹟與歷史建

築研究學者亟需共同解決的課題。 

政府單位以及文物保存相關單位在區域規劃重整的協

助，使得老舊建築與新建築和諧共存，形成文化氣息濃厚的

空間氛圍，相關的成功經驗頗值得台灣進行老街舊社區等更

新之參考。 

由這次參訪行程中，讓我們覺得文化古蹟保存及現時人

文的結合的重要性及妥協性。近年來臺灣隨這工商業的發達

及房地產的熱絡，造成人口密度的我們與大自然爭地，以及

毫不留念的破壞古蹟導致無可挽回的遺憾。 

在本次參訪過程中，我們看到大陸地區政府對各項古蹟

維護政策與作法，皆事前經過細心的規劃，可說已累積長期

的史料蒐集與經驗傳承。 

    有鑑於中國大陸在政策擬定上的積極，以及落實執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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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率，使得大陸地區各地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如雨後春筍般

冒出，其經驗頗值得臺灣推動文化創意園區之參考。區位良

好或風景優美的基地環境，甚至獨特的建築型式都能吸引顧

客上門；反觀我國對於文化保存之觀念及科技雖較中國大陸

為先進，然而仍有亟待加強之處。 

近來各地方政府於現有的文化基礎上結合地方歷史情

懷之特點規劃整理為文化創意園區。例如，宜蘭縣傳統藝術

園區、太魯閣人文遊憩區布洛灣廣場、新竹縣張學良故居

等，均以相關文化結合而成立。此外，中國對於公園的維護

及相關設施皆相當重視，無論是山區大型森林公園、市區的

公園綠地或是小型街道旁的社區公園，在管理維護上之盡心

盡力及結合地方傳統藝術愛好者，提供良好的場地做為表演

場所，並鼓勵當地居民利用公園的施設做表演進而吸引人潮

帶動觀光，在重要節慶中舉辦活動形成風潮，以致成為著名

的觀光休閒勝地；大湖公園位於本區，緊鄰捷運大湖公園

站，交通便利、佔地廣濶且有大型草坪可供辦理各項表演活

動，但却無表演舞臺，以致辦理活動之單位常需搭設舞台，

礙於法令之規定舞臺之設計常因陋就簡，無法達到良好效

果。 

   此次參訪行程，發現幾點值得大家共同關心之處，分述

如下： 

一、 文化資產保護方面： 

中國文化資產保護要求「4 有」：1 是要有圖及檔案資料，

2 是要有保護機構，3 是要有保管人，4 是要有保護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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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近年出現與產業結合之文化遺產保護模式，與在地

組織之共識、作法直接相關。此次參訪麗江古城即可感受到

文化產業及地方產業的結合，相輔相成，相互得到所需。 

麗江古城於1997年成為世界遺產文化遺產，主要因其見

證納西族人於麗江地區，自白沙古鎮遷移至束河古鎮，最後

落腳於大研古鎮建立政治中心的歷史過程。目前，這3個古

鎮皆位於世界遺產範圍，並成立「世界文化遺產麗江古城保

護管理局」統籌相關工作。為落實世界遺產保護目標，要求

來到麗江的遊客必須繳納「麗江古城維護費」，主要用於橋

樑、水道、路面等公共設施維護，以及民宅修繕補助等。  

麗江古城從 1998 年開始發展旅遊產業，目前已成為中國乃至

國際上相當知名的旅遊景點，伴隨旅遊人口的大量湧入，原

本以居住、生產、交易市集與政治等機能為主軸的歷史區

域，逐漸以觀光產業作為主要運作模式。 

    旅遊活動雖然帶來龐大商業利益（包括房租收入、盈餘

回饋等），但是，外來經營者之許多生活習慣及價值觀與既

有文化衝突，如何在文化保存及當地住民生活重心兩者之間

取得平衡點將是新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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麗江古鎮鳥瞰景觀 

 

 

 

 

 

 

 

 

 

 

 

  麗江古鎮古色古香的造景 



 24

 

 

   

 

 

 

 

 

 

 

 

麗江古鎮當地商家現場製作藝術品 

 

 

 

 

 

 

 

 

 

 

 

麗江古鎮當地商家穿著傳統服飾現場製作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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麗江古鎮夜間造景也是吸引人潮留連忘返的去處 

 

 

 

 

 

 

 

 

 

 

 

維護良好的清澈溪流貫穿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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麗江古鎮傳統藝術表演廳 

 

 

 

 

 

 

 

美麗整潔古城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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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滇池生態污染防治方面： 

    70 年代以來，隨著昆明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以及盲

目大規模的圍湖造田，滇池流域生態環境出現了一系列問

題，主要是水資源短缺和水質污染。在湖泊自然演替過程

中，滇池已步入老年期，湖盆淺，湖底淤積嚴重，加之位於

昆明城市的下游，盆地最低凹地帶，湖水置換能力差，交換

週期長，且滇池多年平均蒸發量大於多年平均降雨量，湖濱

濕地喪失，水體優養化嚴重，水質迅速惡化。曾一度為異常

富營養化，藍藻水葫蘆滋生蔓延，已嚴重制約了昆明市可持

續發展。保護滇池、治理滇池已成為重中之重的環節。因此， 

昆明市滇池管理局是為了適應滇池保護和治理的需要，於

2002 年 4 月成立。按昆明市政府對機構設置的規定，昆明市

滇池管理局既是市滇池保護委員會的常設辦事機構，也是市

政府主管滇池污染治理與滇池保護和行政執法的職能部門。 

昆明市滇池管理局（昆明市滇池管理綜合行政執法局）的主

要職責是： 

（一）編制滇池保護和滇池水污染防治總體規劃、專項規 

      劃、年度計劃及綜合整治方案，並組織實施。 

（二）宣傳貫徹國家有關法律、法規和《滇池保護條例》；  

      督促有關縣區政府和市級有關部門依法認真履行滇 

      池保護職能；承擔滇池保護治理的對外宣傳及新聞發 

      布工作；指導有關縣區政府和市級有關部門及基層開 

      展滇池保護的各類宣傳教育活動。 

（三）研究提出涉及滇池保護的七個縣區及鄉鎮政府和市級 

      有關部門滇池治理的目標、任務，經市政府批準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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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織實施；對有關縣區政府和市級有關部門滇池治理目 

      標、任務的完成情況進行督促、檢查和考核。 

（四）負責滇池污染治理項目的審查，參與項目業主的確定 

      及項目的監督管理；組織開展或參與滇池治理工程項 

      目建議書、可行性研究報告、初步設計及施工圖設計 

      審查等工作。 

（五）參與涉及滇池保護的七個縣區滇池保護範圍內開發項 

      目的審批工作；負責對七個縣區滇池保護範圍內所有  

     建設項目的審查並提出審查意見；對影響滇池和水資 

     源保護、水污染防治、生態環境等方面的建設項目實 

     行“一票否決制＂。 

（六）按照國家和省的法律、法規，起草有關滇池管理行政 

      處罰的實施細則，經批準後組織實施。 

（七）根據省政府的決定和昆明市滇池管理相對集中行政處 

      罰權方案，負責滇池管理綜合執法；領導滇池管理行 

      政執法隊伍；負責滇池管理綜合執法相對集中行政處 

      罰工作的管理、監督、指導、協調。 

（八）負責行使滇池水體範圍內水政、漁業、航政、土地、 

      規劃、水環境保護、林政、排水管理等方面的行政處 

      罰權。 

（九）制定七個縣區利用外資項目發展規劃，負責滇池治理 

      對外合作及外資項目的引進並組織實施。 

（十）擬訂滇池保護的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及相應的滇池 

      保護管理配套辦法，並督促貫徹執行。 

（十一）負責滇池治理世行貸款項目的管理並組織實施；負 

       責籌集、管理和監督使用滇池治理基金及其他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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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理經費。 

（十二）負責滇池綜合治理專家組的管理、聯系並提供服 

        務；負責對專家提出的意見、建議和課題研究報告 

        的收集、整理上報；負責對確定的科技攻關項目的 

        組織實施。 

（十三）負責滇池水資源的統一管理和科學調度，在市防汛 

        抗旱指揮部的統一領導下，協同市防汛抗旱指揮部 

        辦公室、市水利局做好滇池防洪渡汛工作；負責城 

        市排水、城市污水處理、排放的管理，對滇池水污 

        染防治工程項目實施監控。 

（十四）指導監督七個縣區滇管局（執法分局、滇保辦）和 

滇池投資公司的工作。 

（十五）承辦市委、市政府、市滇池保護委員會和上級機關 

交辦的其他事項。 

    各國在發展工業經濟的同時均面臨土地過渡開發，河川

遭受污染的情形，如韓國清溪川、我國的基隆河、愛河等。

往往在發覺河川受到破壞污染，若要恢復原有風貌則必需投

入相當龐大的經費來整治。 

    滇池經由昆明市政府的努力，進行相關保護措施及設

施，如污水處理廠陸續建立完成投入整治行列，無非期待早

日將滇池恢復原有清淯之風貌。目前整治略見成效，但據其

相關單位人員表示，整治工作仍須加緊腳步，以期早日完成

這造福後世子孫的偉大環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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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立滇池旁宏偉的管理局 

 

 

 

 

 

 

 

 

 

 

 

 

從西山上遠望滇池一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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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整潔堤岸提供人民觀湖及休間之去處 

 

 

 

 

 

 

 

 

 

 

 

滇池整治後目前漁家補漁作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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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之整治雖略有成效但仍有許多參努力之地方 

 

 

 

 

 

 

 

 

 

 

 

 

滇池堤岸公共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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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園景觀營造整體規劃方面： 

 

     在昆明、麗江等地所見之公園景觀，或許因其地理

條件優越，所植栽之樹種多且高大茂密，公園腹地也較

為廣擴。為吸引觀光客之焦點，公園內之路燈造型及感

光上變化甚多；有簡單之白光、柔和之黃光，甚有熱情

之紅光。垃圾桶造型亦多型態變化，像是藝術品展示，

公園常定期辦理花卉展覽，並提供舞臺或表演平臺給傳

統藝術愛好者、街頭藝術家或是社居居民使用，園內並

設有大型藝術走廊，張貼該公園之活動資訊、照片或作

品展示，以吸引更多遊客的目光。反觀臺灣氣候不若昆

明四季如春，多風災、雨災，公園內所植栽之樹木、花

圃不求茂密錦蔟，但求好管理維護。臺北市除大安公園

等少數公園設有舞臺供藝術表演者表演外，多座公園都

缺少此設置，在寸土寸金的臺北市，鄰里公園可說是市

民在壓縮的空間下，平時舒壓及休閒的一塊綠地。在現

今國際對環保議題及人文價質日趨重視之際，為與國際

接軌，提供市民更寬廣的藝術平臺及推廣綠色家園之理

念，本區今年在大湖國家公園舉辦多場音樂及藝術表

演，深獲市民之青睞。今年市府對公園的維護管理益加

重視，然功欲善其用必先利其器，如何增設公園之硬體

配套，提供藝術家表演平臺，規劃文化走廊或藝術櫥窗，

將人文藝術從點而面延展開來，是全臺北市民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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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龍潭如詩如畫的景色 

 

公園中提供當地居民文化的生活 

 



 35

 

 

 

 

 

 

 

 

 

 

公園中提供表演場所讓當地藝術愛好者及傳統技藝   

能有一個表演之機會 

   

 

 

 

 

 

 

 

 

 

 

昆明地區森林公園空中覽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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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中遊憩設施 

 

 

 

 

 

 

 

 

 

 

 

公園處處可見共同的愛好者表演供大眾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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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處處可見共同的愛好者表演供大眾欣賞 

 

 

 

 

 

 

 

 

 

 

 

公園內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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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察建議： 

一、 成立專責單位讓 2010 臺北國際花卉博覽會永續經營 

1999 年昆明舉辦世界園藝博覽會（簡稱世博園），為昆

明市在國際舞臺打響知名度，雲南人也不可能忘記世博會，

因為他們保留了這個 68 個國家、26 個國際組織以及 300 多

家國內外企業，一同在這塊 218 公頃的土地上，爭奇鬥艷，

各展風采的大花園。尤其是花博盛會結束後，即將營運轉交

昆明世博園股份有限公司接手，至今仍為昆明市帶來源源不

絶的觀光、休閒產業收益，如今這個大花園已經成了昆明的

一個重點旅遊區。 

雲南省政府獲得北京中央的同意，在世博會閉幕後，繼

續永久展出，不但提供了許多就業機會，而且帶動了昆明的

旅遊業。昆明花博維持經濟、文化效益歷十年不衰，關鍵在

永續經營。例如，成立世博公司有效規劃營運方針，為維持

園區花海花廊可看性，每月更替 50 萬盆花卉，直接提昇花卉

的切花、苗圃、盆花產業產值。觀光方面，受吸引入園的國

內、外觀光客，除門票、周邊產品收入的直接效益外，更與

其他觀光產業節點相互串聯，帶動園區附近商業、文化、交

通、農產間接經濟效益，觀光客更為位於中國西南高原地帶

的雲南，帶來百多年來向世人展現的機會。 

昆明花博永續經營為城市帶來觀光旅遊及經貿無限商

機，值得 2010 臺北國際花卉博覽會借鏡。如今臺北機會來

了，當然要盡心盡力將這國際活動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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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政府單位舉辦的多數展館、公共服務設施、植栽用完即

拆的作法，既不環保又浪費，完全與環保主題相違背。臺北

花博盛會完畢後若能永續經營，成立專責規劃的單位負責營

運，即可將資源作更有效的利用。例如會後持續推動全市綠

化運動、管理維護戶外展館公園綠地、城市花園結合都市更

新配套環境改善、維持 4 大公園區 14 展覽館經營等，陸續為

臺北都會市貌更新。另外，若每年串聯各展館，舉辦不同主

題的國、內外遊藝活動，促進文化交流與藝術分享，使觀光

客走在任何一塊展示區內，都想多作停留，深化臺北印象，

遊客還會再增加。讓臺北花博為臺灣觀光帶來新的契機，同

時增加國內就業機會及相關產業的經濟發展。 

至於大的面向，也觀察到昆明花博本身的成功，除雲南

政府當局積極向中央爭取外，主辦單位執政者的決心及以鐵

腕全力排除各方困難的作為，及其他省份也一致配合主辦城

市措施的態度，在在只為完成一個－藉由花博，把「知性中

國印象」成功推向國際的目標，顯示大陸黨政一條鞭的制度

下，讓公共政策或議題的成案至執行已贏在起跑點上，例

如，大陸最近完成的一條條跨海、跨省份的高速公路，以驚

人的速率及成果，展現在世人眼中。反觀我國，民主制度下，

執政者的決心往往敵不過法令、中央地方層轉、議會的制

肘，又怎能期望它有多好的成效。民主制度與積極效率是有

衝突的，尤其反應在公共建設上，20 年還孵不出一個台北大

巨蛋就是最好的實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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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園綠地管理維護 

臺北市的公園綠地等同於都市的肺臟，可將都市內汽機

車所生廢氣、二氧化碳作有效的轉換，適度將低空氣溫度並

維持空氣品質，而且鄰里公園更是社區居民聯絡感情、互相

交流的主要活動場所。目前針對公園的經營維護，仍延續以

往傳統之作法，若能將新的思維導入管理模式內，對於公園

的生命力將注入新的活水，可讓使用者更能享受極佳之休憩

品質。 

在寸土寸金的臺北市，礙於經費，尚有許多大型公園預

定地尚未徵收，但是如何提供良好生活環境係主政者所訴求

的，在現有的公園如何規劃各項適合在地文化的設施，同時

公園規劃出親近民眾的思維再結合在地文化，讓民眾樂於悠

閒公園裏，打造安全健康舒適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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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圖 1.大觀樓外觀 

 

 

圖 2. 大觀樓客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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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大觀園利用各式之花種妝點出美麗的景觀 

 

 

 

圖 4. 翠湖公園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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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翠湖公園人口 

 

 

 

圖 6. 公園與禪院併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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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西山森林公園提供覽車方便遊客上下 

 

 

 

圖 8、沿著峭壁鑿出之步道令人嘆為觀止停促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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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沿著峭壁鑿出之步道令人嘆為觀止 

 

 

 

圖 10、喀斯特地貌石林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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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石林風景區當地居民表演歌舞供遊客欣賞 

 

 

 

圖 12. 石林風景區之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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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洱海提供觀光遊憩船讓觀光客能進一步領會洱海之美 

 

 

圖 14. 寧靜的洱海令人感到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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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透過當地業者的解說讓我們瞭解如何保護這塊靜土 

 

 

圖 16. 麗江古城人口處之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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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古城中之居民固定時表演傳統舞蹈 

  

 

圖 18. 古城中亭園閣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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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春之泉國家公園 

 

 

圖 20. 世界園藝博覽園歡迎參訪團大型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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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參訪團與昆明市政府及世博園代表合照 

 

圖 22. 參訪團團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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