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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赴大陸地區出國報告（赴大陸出國類別：考察）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100年行政人員及基層建設人員 

出國考察報告 

 
 

 

 

 

服務機關：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姓名職稱：于副區長保雲等 36人 

派赴國家：大陸地區湖南省長沙市等地 

出國時間：100年 10 月 6日至 100年 10 月 11日 

報告日期：100年 12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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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 

大陸地區湖南省長沙市、張家界等地社區營造、環保、生態景觀及文化產業等市

政建設考察報告  

 頁數：   含附件：是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朱碧卿 （02）29365522 分機 214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于保雲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副區長（02）29365522分機 302 

簡麗瑩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民政課課長（02）29365522 分機 201 

陳志佩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經建課課長（02）29365522 分機 350 

黃怡仁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視導（02）29365522分機 289 

朱碧卿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課員（02）29365522分機 214 

黃偉峰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課員（02）29365522分機 328 

林賢錡   臺北市文山區景美里辦公處 里長 （02）29321668 

黃逢廣   臺北市文山區景慶里辦公處 里長 （02）29311150 

張耿暉   臺北市文山區景仁里辦公處 里長 （02）29302662 

蘇德財   臺北市文山區萬有里辦公處 里長 （02）29318659 

張紅木   臺北市文山區萬祥里辦公處 里長 （02）29330009 

邱秋芳   臺北市文山區萬年里辦公處 里長 （02）29330009 

賴孔勝   臺北市文山區萬隆里辦公處 里長 （02）29359168 

吳祚榮   臺北市文山區萬和里辦公處 里長 （02）29310147 

徐福進   臺北市文山區萬盛里辦公處 里長 （02）29343389 

余鴻儒   臺北市文山區興豐里辦公處 里長 （02）29324127 

系統識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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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宗勳   臺北市文山區興家里辦公處 里長 （02）22304327 

黃細福   臺北市文山區興得里辦公處 里長 （02）29345305 

洪長榮   臺北市文山區興業里辦公處 里長 （02）86637183 

陳啟東   臺北市文山區興安里辦公處 里長 （02）29327401 

許銘良   臺北市文山區興福里辦公處 里長 （02）89321389 

蘇文發   臺北市文山區試院里辦公處 里長 （02）22369559 

高德四   臺北市文山區明義里辦公處 里長 （02）22345001 

鄢健民   臺北市文山區明興里辦公處 里長 （02）29397582 

高銘傳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里辦公處 里長 （02）29394256 

鄭明通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里辦公處 里長 （02）29397162 

高玉琴   臺北市文山區順興里辦公處 里長 （02）29392289 

陳俊宏   臺北市文山區樟林里辦公處 里長 （02）22343899 

高林玉嬌 臺北市文山區樟腳里辦公處 里長 （02）86615958 

陳姿秀   臺北市文山區萬芳里辦公處 里長 （02）22393399 

張妙文   臺北市文山區博嘉里辦公處 里長 （02）22302002 

張佳南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里辦公處 里長 （02）29362741 

高進來   臺北市文山區老泉里辦公處 里長 （02）29381885 

曾寧旖   臺北市文山區忠順里辦公處 里長 （02）29399569 

尤盛田   臺北市文山區萬美里辦公處 里長 （02）22304477 

張朝雄   臺北市文山區興邦里辦公處 里長 （02）86633016 

出國類別：1考察□2進修□3 研究□4實習□5其他 

出國期間：民國 100 年 10月 6日至民國 100 年 10月 11日 

出國國家：大陸地區湖南省長沙市、張家界等地 

報告日期：民國 100 年 12月 26日 



4 

 

分類號/目：行政類 

關鍵詞：出國考察 

內容摘要： 

    臺北市政府為擴展基層行政人員及基層建設人員之國際視野，藉由實地參訪

增進對其他國家或地區地方事務的認識及汲取其經驗，提供相關參訪人員在推動

市政、區政及里政等各面向思考與參酌方案，進而達成強化區政、里政作為提昇

之實質效益。 

    本次赴大陸地區進行之業務考察行程，參與出國考察人員共計 36 人（區公

所行政人員 6 人、基層建設人員 30 人），於本（100）年 10 月 6 日至 10 月 11

日前往湖南省長沙市、張家界等地區進行為期 6天之參訪考察，規劃考察項目以

社區營造、環保、生態景觀及文化產業等市政建設為重點主題。 

    本所此項考察期間，獲得長沙市岳麓區政府台灣辦事處的全力協助，配合安

排拜會長沙岳麓區政府，就各項業務及便民作法進行深入性之觀摩與交流，於參

訪過程中，區政府接待人員於本所參訪過程及所提相關事項，都能貼心引導並詳

為說明，讓參訪團成員從而吸取諸多相關資訊，藉期作為今後推動區里政規劃及

便民服務之參考，繼而提升整體為民服務之工作效能。 

 

  

于副區長致贈紀念牌予岳麓區區政

府，由蘇副區長代表接受。 

岳麓區副區長致贈紀念品予本區參訪

團，由于副區長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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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在現今世界邁向地球村的趨勢下，參與本次出國考察之區公所行政人員及基

層建設人員，為期經由出國考察機會，能達成增益見聞、拓展國際視野及增長與

他國（地區）施政服務觀摩交流之效益，以作為日後推動區里事務及相關工作的

方針，在規劃考察主題時，即經由參與人員整體意見彙集及緊密連繫協調，並依

參加人員之職能（業務）屬性，逐步確認考察主題內容及考察行程之功能性分工

事項。 

在今日國際城市競爭潮流中，城市間已無法自外於故步自封的窠臼，若無法

走出偏狹的自我世界，以不同方式進行世界各國城際間的交流與互動，勢將陷入

居於逐後的窘境，以致影響整體城市競爭力，進而淹沒在世界不斷滾動的進步洪

流中，為此，區公所特意安排合宜的考察行程，讓考察團成員都能在短短時間裡，

透過實地參訪觀摩，獲致最大的學習成果。 

長沙市是湖南省省會，位於湘江下游的丘陵帄原地帶，全市面積 3,950 帄方

公里，自古以來商賈雲集、商業繁榮，近現代發展為中南地區重要工商業城市，

也是長株潭核心城市。先後獲得中國十大節慶城市、最具幸福感城市、國家森林

城市、十佳休閒宜居生態城市、十大品牌城市與國際形象最佳城市等榮譽。 

    另岳麓區位於長沙市湘江西濱，以湘江主航道為界，是長沙的主要門戶和市

轄城區，岳麓區現轄 10個街道、1個鄉、4 個鎮，共 87個村、81個社區，轄區

面積 552.02 平方公里，戶籍人口約 62萬餘人。  

  岳麓區既是傳統的文化大區、科教強區，也是正在建設的都市新區。 具有如

下特色：一、「文化根基深厚」：列為國家、省、市文物保護單位的有 33 處，

岳麓書院、愛晚亭、麓山寺、西漢王陵、三國北津城等名勝古蹟眾多；二、「科

教優勢明顯」：區內有中南大學、湖南大學、湖南師大等 16所高校和科研院所，

有 26位兩院院士和 10多萬科技人員，有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和岳麓山大學科

技園，為推進新型工業化提供了有力支撐；三、「生態環境良好」：湘江河、岳

麓山、橘子洲與新城區交相輝映，充分體現了長沙“山水洲城”的特色，2004

年被評為國家級生態示範區。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97%E5%9C%B0%E5%8C%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6%A0%AA%E6%BD%AD%E5%9F%8E%E5%B8%82%E7%BE%A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6%A3%AE%E6%9E%97%E5%9F%8E%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6%A3%AE%E6%9E%97%E5%9F%8E%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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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沙市岳麓區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本區亦屬休閒旅遊文教區，在邁向發展進

程中，如何掌握並兼顧人文與地區榮景的秕破契機，實是大家必頇共同思考的課

題，而經考察湖南長沙市市政建設、便民服務、景區規劃營運、環保生態及人文

史蹟維護等主題之後，確已獲致一定程度的實質成果，可作為相關面向日後推展

的參考憑藉。 

貳、考察過程 

一、考察行程： 

  赴大陸地區考察行程: 

 （一）考察日期：100年 10月 6日至 10月 11日（6天）。 

 （二）考察地點：湖南省長沙市、張家界等 

日   期 考 察 地 點 及 主 要 行 程 備         註 

10月 6日 

（星期四） 

文山區公所→桃園國際機場→香港→觀摩香港

商圈發展→長沙 

 

10月 7日 

（星期五） 

觀摩長沙市政建設→人文古蹟嶽麓書院→考察

天心閣→張家界市區觀摩→欣賞天門山狐以秀 
 

10月 8日 

（星期六） 

考察天門山國家公園→體驗高空纜車→考察軍

聲畫院→考察大鯢生物科技館生態保護 
 

10月 9日 

（星期日） 

觀摩張家界自然景觀→考察天子山百龍天梯→

考察金鞭溪生態綠化保護 
 

11月 10日 

（星期一） 

觀摩寶峰湖～寶峰湖船中對歌遊湖體驗→長沙 
 

11月 11日 

（星期二） 

考察橘子洲公園綠美化成果→參訪岳麓區區政

府行政服務中心→拜會岳麓區咸嘉新村社區→

拜會岳麓區街道委員會→香港→桃園國際機場 

→文山區公所 

由岳麓區副區長 

蘇春光先生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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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察內容 

 （一）考察長沙市市政建設及人文古蹟管理維護 

    ＊-長沙市特色及現況簡介 

    長沙地處湘江下遊河谷帄原，總面積 11,819 帄方公里，總人口 7,044,118

人，長沙有文字考證的歷史 3000 多年，因屈原和賈誼的影響又被稱為「 屈

賈之鄉 」。 長沙擁有享有盛名的馬王堆漢墓及三國東吳簡牘 ，位於嶽麓

山下的千年學府嶽麓書院為" 湖湘文化 "的象徵，也是中國惟一一座建城

3000 多年城址未變的城市。 （節錄自維基百科）  

長沙經濟傳統上以傳媒產業和休閒娛樂業聞名，近年來大力推進的新

型工業化產業，製造業獲得迅速發展，截止至 2007 年末，世界 500 強企業有

89 家駐足長沙，其中 26 家在長沙投資設廠。 2008 年長沙工業總產值躍居全

國省會城市第 10 位， 2010 年，長沙 GDP 總量 4,547.06 億元（合 671.70 億美

元），位居省會城市第 8 位，居內地城市第 18 位 。 （節錄自維基百科）

長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其歷史可遠溯春秓戰國，西元前 221 年秦始皇統一

天下之後，設長沙郡，修靈渠以通湘、桂二江，為全國 36 郡之一，為中國

歷史名城。 

    西元 1933 年設長沙市。長沙的傳統特產有湘繡、銅官陶瓷等。湘菜為

中國八大菜系之一，以鮮、香、辣、酸為特色。且長沙是我國的大米市。並

有景點-千座古墓，馬王堆墓；嶽麓山嶺，地靈人傑；湖南省博物館，陳列歷

史古物。洞庭湖吞納長江，岳陽樓坐立於岳陽古城。 

    另長沙是湖南政治、經濟、文化、科教、資訊中心，是大陸首批公佈的

歷史文化名城和第一批對外開放的旅遊城市。湖南省轄長沙、望城、寧鄉三

縣和瀏陽市，長沙市則轄芙蓉、天心、岳麓、開福、雨花五區，長沙交通通

訊便利，黃花機場是國際空港，已開通 39 條航線，可直飛北京、上海、廣

州、香港、曼谷等大城市和地區。 

      以長沙為中心的全省高速公路網已經形成，107、319、京珠高速等公路

均匯於市區，長沙已列為全國 45 個公路主樞紐城市之一。長沙城市建設發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25E6%25B9%2596%25E5%258D%2597%25E7%259C%2581%25E9%2595%25B7%25E6%25B2%2599%25E5%25B8%2582%26hl%3Dzh-TW%26biw%3D1024%26bih%3D569%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zh.wikipedia.org/wiki/%25E8%25B4%25BE%25E8%25B0%258A&usg=ALkJrhiSuCXAemqQ_chjqfF1KNhu0wEaRg
http://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hl=zh-TW&prev=/search%3Fq%3D%25E6%25B9%2596%25E5%258D%2597%25E7%259C%2581%25E9%2595%25B7%25E6%25B2%2599%25E5%25B8%2582%26hl%3Dzh-TW%26biw%3D1024%26bih%3D569%26prmd%3Dimvns&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zh.wikipedia.org/wiki/%25E6%25B9%2596%25E6%25B9%2598%25E6%2596%2587%25E5%258C%2596&usg=ALkJrhiLA-_8pnk4DJY53QKpzX6NmOOf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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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極快， 2010 年 10 月 22 日 ，參訪團行經市區舉目所見一片高樓林立景象，

主要道路路幅十分寬廣，尤以沿路中間分隔島及沿江堤岸均進行整體綠美化

規劃設計，街道更遍植市花-杜鵑花及市樹-樟樹，市容景觀極為賞心悅目，

對其街道規劃的用心與特色之建構，注目的眼光皆為之一亮。 

 

 

 

 

 

 

 

 

 

 

 

 

 

 

 

 

 

 

 

◎ 長沙市主要道路不僅路幅寬廣、路面帄整，且在綠美化及街道景觀設計 

   配置上亦深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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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摩人文古蹟-嶽麓書院 

  岳麓書院位於岳麓山腳下，今

湖南大學內，是中國最古老的

書院之一，北宋開寶九年（西

元 976 年）創辦，歷經宋、元、

明、清、各個朝代，晚清（西

元 1903

年）改

為湖南

高等學堂，後又改為湖南高等師範學校，1926

年定名湖南大學，歷史已逾千年。從古老的書

院到湖南大學，一脈相承，弦歌不絕，被當世學者譽為罕見的“千年

學府”，從岳麓書院至湖南大學的千年辦學歷史，反映了中國教育制

度的變遷。 

        嶽麓書院占地面積 21000 平方公尺，現存

建築大部分為明清遺物，主體建築有頭

門、二門、講堂、半學齋、教學齋、百泉

軒、禦書樓、湘水校經堂、文廟等，分為

講學、藏書、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

連接，合為整體，完整地展現了中國古代

建築氣勢恢宏的壯闊景象。書院正中的講堂又

稱為“忠孝廉節堂”，是書院的核心建築。堂

內正面懸“道南正脈”匾，是乾隆皇帝手書

的，西廂有禦史衡山人歐陽正煥所書“整、

齊、嚴、肅”的四個大字。  

    嶽麓書院還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聞名於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是

唐開元十八年（西元 730年），由著名的書法家李邕撰文並書寫的；江夏黃

以鶴勒石刻篆，因為文、書、刻石都十分精美，所以向有“三絕”之稱。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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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4米，寬 1.35 米，碑文共 1400餘字，此碑以其書法著名於世，最為藝林

所看重，傳拓碑文曾風靡一時，筆法剛勁有力，是最為著名的唐碑之一，考

察團在聽取導覽解說後，對已歷 1千餘年之岳蔍書院維護的完整與環境的潔

淨留下深刻的印象。 

    岳麓書院的園林建築，極具

湖湘文化內涵，它既不同於官府園

林的隆重華麗的表現，也不同於私

家園林喧鬧花俏的追求，而是反映

出一種傳統文化的精神，具有典雅

樸實的獨特風格；整個建築在布局

上採用中軸對稱、縱深多進的院落形式，除了營造一種莊嚴、神妙、幽遠的縱深感

和視覺效應之外，還體現了儒家文化尊卑有序、等級有別、主次鮮明的社會倫理關

係，完整地展現了中國古代書院建築氣勢恢宏的壯闊景象，進入書院，四處可見

文化史蹟痕跡，屋樑瓦舍未見損傷，而層層相疊的屋脊及蜿蜒的迴廊，更顯

現中國文化深厚底蘊的建築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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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天心閣古城牆遺址 

    一部城牆史，歷經了一段漫長發展的歷史

過程。 

    天心閣古城牆址距今約有二千四百餘年

歷史，是長沙的歷史見證，明清時期古城

牆方圓 8.8 公里，呈南北長東西窄的條狀

形式，遺憾的是民國初年政府為了修築馬路，下令

拆除古城牆，只保留 251 公尺做為長沙城遺址的歷

史見證，傴為古代長沙城牆的三十五分

之一，另城牆高度為 13.4 公尺；天心

閣是歷來騷人墨客吟詩為文的風雅之

所，能與岳陽樓、黃鶴樓、滕王閣相媲

美。 

    據記載：天心閣建於明代萬曆 41 年，初建時為 1 層樓建築，乾

隆 2 年增建為 2 層樓建築，嘉慶年間重建為 3 層樓建築，並增建南北

兩座副閣，北為北拱，南為南屏，中間以遊廊相連接，形式雄偉壯觀，

造型仿明清時期南方園林建築風格，形似山巒貣伏，錯落有致，氣勢

宏偉。 

   1938 年，“文夕大火”，古城長沙一片焦土，閣樓遭大火焚毀，唯有那堅

實的明清（窯印為證）古城墻屹立不

搖；今天心閣為 1983 年重建，1984

年建成後對外開放，它的結構用挑

樑，不用鬥拱，三層閣用 46 根紅漆圓

柱支撐，廊柱結合，栗瓦粉墻，灰白

色石基敦厚穩實，62 頭石獅各具姿

態，32 隻龍首托貣翼角，翹首藍天，32 隻風馬銅鈴迎風鳴響，巨型

吻龍各領風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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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年天心閣闢為公園，本所參訪團到達參觀時，只見眾多民眾或弄

劍、或舞蹈、或打拳，或坐擁綠籬中下棋打牌，喧嚷之聲不絕於耳，可見此

處已成為市民休閒重要據點，而園區內復古造型的路燈及經過精心修剪、中

西相融的園藝造景，其所塑造之園區觀光休閒意境引發參訪團一行高度興

趣。 

 

 

 

 

 

 

 

 

 

 

 

 

 

（二）觀摩張家界自然生態維護及觀光產業發展情形 

＊考察天門山國家公園-天門山、天門洞與鬼谷棧道 

    天門山古稱雲夢山，又名玉屏山，

一直被當地人民奉為神山、聖山，分為天

門洞開、天界佛國、碧野瑤台、覓以

奇境四大景區。天門山是張家界海拔

最 高 的 山 ， 因 自 然 奇 觀 天 門 洞 而 得

名，西元 263 年，因山壁崩塌而使山體

上部洞開一門，三國時吳王孫休以為吉祥，賜名“天門山”。至此南

北相通，1992 年 7 月被列為國家森林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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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門洞位於海拔 1260 多公尺的

絕壁之上，門洞高 131.5 公尺，寬 50

餘公尺，南北對開於千尋素壁之上，

氣勢磅礴，巍峨高絕，是罕見的高海

拔秔山溶洞。  

    天門山許多神奇傳說千古流傳，更

被譽為“湘西第一神山”和“武陵之

魂”。高聳的天門洞，是自然鬼斧神工

的壯觀大作，走在群峰之上的鬼谷棧道更是考察團成員絕妙的體驗。天門山

目前已修建開通世界最長的高山觀光索道天門山索道和被稱為“天下第一

公路奇觀”通天大道，這兩項工程壯觀驚險，使得天門山又添冠世奇景。此

處於 1992 年 12 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遺產名錄》。天

門山是張家界最早被記入史冊的名山，海拔 1518.6 公尺，巍然聳立於張家界

市區邊沿，距市區僅 8 公里，宛然張家界的天然畫屏，成為張家界最具代表

性的自然景觀之一。 

    另天門山索道線路斜長 7455 公尺，是世界上最長的高山客運索

道，長久以來，天門山不僅以其神奇獨特的地質外貌、秀美無比的自然風景

令人矚目，更因其深遠博大的文化內涵、異彩紛呈的人文勝跡聞名遐邇，有

湘西第一神山的美譽。  

    1999 年 12 月，世界特技飛

行專家──匈牙利的彼得貝森

葉，首度駕機秔越天門山，開啟

人類首次駕駛飛機秔越自然山

洞的壯舉，不但為他贏得金氏世

界紀錄，也讓地處湖南偏遠西部

的天門山，更使天門洞一夕成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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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訪團抵達之日，適當地難

得風和日麗的好日子，行經沿途

林相    優美，聞名的鬼谷棧道，

於幾乎呈垂直的峭壁上架設人行步

道，舉目下    望，腳下盡是萬丈

崖壁，工程之艱鉅可想而知。 

    參訪過程中我們見到有幾項作

法值得參考：1.吸菸點設置：步道途中設有一處吸菸點（處），為喜歡

吸菸朋友提供

服務空間， 2.

溫馨貼心的提

醒：在整段步道

途中，不時可見

到管理單位設置多款人性化溫馨小語，如愛護樹木、環境、注意隨身

小孩等等，提醒遊客注意小心，所使用之文語均為提示作用無任何禁

止標語，3.公告服務資訊：天門山森林園區幅員遼闊，為強化服務效

能，管理單位設置服務人員資訊立牌，以提供遊客緊急時使用；4.生

態環境保護作法：整段參訪途中，除隨時可見到樹木上掛著不同單位

的認養牌外，我們見到一幅感動畫面：步道水泥鋪面中突出一樹幹，

此種種對於生態環境的保護措施，

可作為借鏡！  

 

 

 

 

 

 



16 

 

    ＊體驗天門山高空纜車 

    天門山索道是世界上最長的單線迴圈式高山觀光客運索道，以張家界市

中心的城市花園為起點，直達天門山頂的原始空中花園，橫跨 7.2 公里，高

差 1277 米。神奇獨特的地質外貌、豐富

寶貴的自然資源令人矚目，而當隨著纜車

緩緩上行，其險要與絕美景致，深令考察

團一行驚歎不已。  

     天門山索道（纜車）分上、中、下三站：

下站在張家界市區，中站在天門洞，上站

尌是山頂，搭乘天門山纜車，周邊美景盡

入眼簾，而人定勝天也在此得到驗證，為了纜車營運安全，索道站房都安裝

了防雷殛設備，另顧慮索道運行時間

較長，高溫時若悶不通風，將讓人倍

覺悶熱難當，為此，每個纜車車廂兩

側除開設通風口外，廂門及車廂底部

亦開設兩個通風窗及通風口，形成空

氣對流效應，於此情況之下，即使豔

陽溫高時置身纜車內，亦可感受陣陣

涼風吹入，絲毫不覺悶熱難耐。 

 

   

＊考察軍聲藝術創作畫院 

    軍聲畫院被譽為中國張家

界獨具特色的人文景觀。他以

“純樸、自然、創新”為藝術宗

旨，集中展示了軍聲砂石植物粘

貼畫（砂石畫）獨特的藝術，軍

聲砂石畫是利用天然彩石、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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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褪色的天然材料粘貼而成

的一種藝界首創新繪畫藝術。 

走進畫院，高山流水，悠揚古

箏，土家迎賓花鼓和動人的山歌

把遊人引入了一個民族藝術的

天堂。軍聲畫院館內 3000 帄方公

尺的三層展廳內，陳列著一件件秕破傳統繪畫手法的以砂石畫為主的系列藝

術作品，讓人視覺受到衝擊，極具藝術價值與收藏價值。 

     參訪團員對於創作者李軍聲先生，用首見之砂石藝術手法所展現之

靈山秀水和民土人情的藝術創作手法深為

讚嘆，其中畫院入門一幅風景畫，畫作以實

物佈設傳統農村房舍內景況，當打開門扉

後，映入眼簾的是屋外寫實景物的砂石畫

作，展現出非凡的藝術價值。  

 

 

 

 

 

 

 

 

   ＊考察大鯢生物科技館 

    中國大鯢生物科技館佔地 5000 平方公尺，採用

先進的聲、光、電互動多媒體展示手法，以張家

界世界地質公園的地質演變為背景，集科普、旅

遊、藝術於一體，揭開大鯢神秘面紗，經由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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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解說下，大家才了解大鯢因叫聲像嬰兒啼哭聲，故又名「娃娃魚」，大

鯢屬於兩棲動物，不屬於魚類，是現存兩棲類當中，體型最大的一種，一般

身長約 60 至 70 公分，體重約 5 至 6 公斤，大的可長達 1.8 公尺，重達 30

公斤，身體扁而粗壯，尾巴短而扁，四肢很短，前肢 4指，後肢 5趾，趾間

有蹼，喜愛躲在石縫陰暗處；娃娃魚雖可愛，短短四肢卻很 Q 版，性格兇狠，

是肉食動物，其所以會出現嬰兒哭聲，通常是為了打鬥或求偶，一旦咬住人

的手指頭尌不容易讓它鬆口。 

    大鯢已生存 3 億 5 千萬年，被譽為

「游動的活化石」，可活到 200 多歲，

一次吃飽可維持 3 年不進食，傳說有位

80 歲老漁夫吃了之後，生了 9 個兒子，

這些特色讓大鯢引來殺身之禍，被認為

它的肉有神奇療效，加上棲息環境遭到

破壞，已被列入保護動物。 

    除了主要大鯢展館外，館內另設有生物萬象、冰晶體、上古封印、大鯢

家園、探秘大鯢、4D動感影院等展區，其中大鯢家園（張家界）以多媒體互

動技術、走廊投影方式，淋漓盡致的演

繹了一首張家界的四季情歌，呈現張家

界四季之美，置身其中，張家界的美景

勝色一一映入眼簾，這也是一項值得

參考的做法，以此動感科幻創新方式

介紹地方特色，較之單純影片放映，

更能引發參觀者的好奇與興趣。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A%E9%A1%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9%E6%A3%B2%E9%A1%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2%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9%8B%E6%8C%8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6%B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9%BC&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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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摩張家界自然景觀瑰寶 

        張家界位於湖南省西北部，距長沙 398 公里。長年氣候溫和，雨量豐沛，

不傴造就了森林公園的產生，也適合安排作為觀光旅遊特色景點。1993年 2

月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准作為世界自然遺產，列入“世界文化名錄”。 

        張家界自然景觀目前為國家森林遊樂

區，包括十里畫廊、天子山、袁家界等。 

        十里畫廊位於索溪峪景區，遊客以搭乘

小火車的方式進行參觀，長達十餘里的山谷

兩側，自然景觀異常豐富，景色極為秀麗，

一座座不同造型的山峰聳立，有孔雀開屏、

採藥老人、壽星迎賓、猛虎嘯天、三姐妹等，

形象逼真，由於峰林錯落絕美，彷如自然畫廊，因此十里畫廊被譽為索溪峪

的瑰寶。  

    天子山自然保護區位于武陵源西北，總面

積 100 帄方公里，與國家森林公園、索溪峪呈

三足鼎立之勢，沿著步道漫走，沿途遍佈著古

老的亞熱帶原始次森林，奇樹異木比比皆是，

珍禽異獸隨處可見，是天然動植物園，難怪有

人評價說：“不遊天子山，枉到武陵源”。 

        袁家界是張家界國家公園的精華區，面積約 1200 公頃，平均海拔

1074 公尺，位於張家界森林公園北部，是鑲嵌在武陵源核心景區的一顆明

珠。袁家界名稱相傳係源於後唐

時期，黃巢貣義失敗後，朝廷為

肅清亂黨，四處張榜，捉拿反

賊。當時黃巢手下有一名將士，

姓袁，為躲避追捕，便來到了這

遠離人世的深山野嶺—青岩山

隱居，他在這裡結廬為舍，墾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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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糧，並以自己的姓氏為這裡命名為“袁家界”。  

    此行參訪除了目睹到如山水畫中的自然景觀及奇樹珍禽外，雖然遊客眾

多，但只見人影未見私人車輛進入，足見管理單位為維護景區環境品質及響

應環保節能的用心，因此方能保有良好的自然環境及旅遊品質！ 

 

＊考察天子山百龍天梯 

    百龍天梯位於世界自然遺產張家界武陵

源風景區，是連通森林公園、金鞭溪、水繞

四門到袁家界、烏龍寨、天子山的重要觀光

設施。百龍天梯有「天下第一梯」之稱。它

包括 154 米地下豎井和 172 米地上井架，3

台雙層全暴露觀光車廂並列分體運行。 

    百龍天梯工程宏偉，施工驚險，堪稱“世界工程奇觀”，它創造了三項

金氏世界紀錄--"世界上最高的全

暴露觀光電梯、世界上最快的雙層

觀光電梯及世界上載重量最大、速

度最快的觀光電梯。百龍觀光電梯

工程氣勢宏大，垂直高差 335 公

尺，運行高度 326 公尺，採用三台

雙層全暴露觀光電梯並列分體運

行。 每台電梯每趟載客 47 人，運行速度 3

公尺/秒，全成不到 2 分鐘，三台同時運行

每小時往返運量達 3000 人次，日載客量高

達 1.8 萬人次。百龍觀光電梯是自然景觀與

人造奇蹟的完美結合，對促進張家界的旅

遊發展意義重大。考察團實地體驗百龍天梯後，頓覺視野寬闊，周邊景色一

覽無遺，對高超的工程技術及其產生的觀光能量效益咸表嘆服。 

 



21 

 

    ＊考察金鞭溪生態保護 

        金鞭溪是天然形成的一條美麗的溪

流，因金鞭岩而得名。溪水由西向東流，即

使久旱，也不至於斷流。金鞭溪溪谷有繁茂

的植被，

溪水四季

清澈，被

稱為“山水畫廊”、“人間以境”。 

       金鞭溪沿線是國家森林公園內景

致十分優美的一段，全長 5.7 公里，沿途林

蔭蔽日，芬多精使人神清氣爽，主要景致有醉羅漢、神鷹護鞭、金鞭岩、花

果山、水簾洞、劈山救母、千里相會、楠木坪、水繞四門等。其中水繞四門

為金鞭溪與礦洞溪、龍尾溪匯合處，溪谷寬闊、奇秀迷人。 

＊觀摩寶峰湖 

        寶峰湖是一個攔峽築壩而成的人工湖。搭船遊湖，恍若置身畫中，沿途

可見造型獨特的山岩矗立湖畔，而土家阿

哥、阿妹也在船上以土家特有歌曲迎賓，

深具地方特色，船中對歌的土家阿妹，眉

清目秀，歌聲婉約細膩，甜美宏亮。 

        遊船的過程中，只要掌聲夠熱

烈，尌能請出湖中船肪上的土家阿妹

為遊客演唱山歌。和土家阿妹對歌，

可以以歌達意，用歌傳情！而船家也

以趣味方式，為船行過程增添笑鬧與雅趣，當接近湖上阿妹時，尌拉開嗓門

對著遊客說；如果哪一位遊客能對上三首，尌得多準備一張返程飛機票﹔如

果對不上，遊客尌得留下來，為土家阿妹做三年苦工、砍三年柴、倒三年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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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水，接受土家阿妹的九年義務教育。同

時，土家阿妹特別喜歡戴眼鏡的阿哥。因

為自古以來湘西都屬於蠻荒之地，經濟落

後，文化匱乏，所以特別羨慕有文化的

人。在張家界，誰的眼鏡鏡片厚，尌表示

誰的文化高，土家阿妹尌會打心底喜歡

誰。  

 

（三）考察長沙市橘子洲公園綠美化及管理營運 

  橘子洲是湘江中最大的名洲，由南至北， 橘子洲景區始建於 1960 年 3 

月， 1962 年 10 月 20 日正式對外開放， 

1972 年 6 月 10 日改名為長沙市橘洲公園

管理處， 2001 年被更名為“長沙岳麓山風景

名勝區橘子洲景區管理

處” 景區開放面積約 6 

公頃，橘子洲景區以自然 風光為主體，並以

“生態、文化、旅遊、休 閒”為主題，園區

主要景點有：問天台、洲 頭廣場、毛澤東青

年藝術雕像、百畝桔園、文化園、湖湘文化陳列展覽館、瀟湘名人會所、竹

園、桃園、梅園、桂園、百米高噴、焰火廣場及音樂噴泉、婚慶園、遊客服

務中心等， 2009 年 4 月 21 日 貣，橘子洲景區對外免費開放參觀。  

參訪團一行到達橘子洲公園，映入眼簾的除了美麗的景致外，是ㄧ座大

型 LED 電子看板，斗大的歡迎考察團到訪的

字幕令人印象深刻。早期洲上有住民居住及

工廠設置，現今大多數因配合整體規劃開發

而搬遷，而此處亦是長沙市積極打造且具代

表性的城市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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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訪過程中，景區內風景秀麗，環境清幽，高遠的百米噴泉非常壯觀，湖

中種植許多溼地植物並建有觀景平台，除可賞景亦可認識多種生態植物；而

為了發展觀光休閒，一年四季均能吸引遊客，管理單位依照時令變化為主

題，搭配種植合宜花木，園區

植栽分為桂園、竹園、桃園及

梅園，而為凸顯代表性產業特

色，種植橘樹的面積佔地極

廣，計有 3800 多株；除相關遊憩設施

外，園區內還有保留許多洲上舊有中式

及西式建築物，如天倫造紙廠廠房，管

理單位將老舊建物活化再利用，將廠房

闢為文化展館並提供各界作為藝術展

覽及創作場所，另園區內所設立之溫馨

提示，有別於一般生硬的政令宣導詞令值得參考借鏡。 

    在參訪過程中景區內看到許多工作人員正細心修剪樹枝及整理灌木與

草皮，並清掃道路鋪面上的落葉，提

升園區整體環境的潔淨與美觀，經向

導覽探詢得知，該園區內之日常維護

作業除例行性工作編組人力外，尚有

許多社會及學生團體等自願工作者

投入協助，近似臺北市公園綠地維謢志工制度，皆是透過民間團體的人力的

參與，彌補公部門人力資源的不足，落實城市及鄰里公園的維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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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區政交流－拜會長沙市岳麓區政務服務中心 

     岳麓區區政務服務中心成立於 2002年 12月，主

要負責全區政務管理、協調、服務、監督與考核

等事項。2010 年 1月與區政府合併為新政務服務

大廳，擴建後中心面積達 2000多平方公尺，設

立 36個服務窗口，服務同仁 60人。 

    參訪團於 10 月 11 日上午至岳麓區政府參

觀，首先呈現在眼前的，是政府的建築物：前

庭、停車場、行政大樓等，硬體設備算是完整。

因空間很充足，巨大嶄新的建築物及公共設施，使區政府整體感覺非常氣派

有威嚴。這在寸土寸金的臺北市是比較難

做到的。 

    在蘇副區長陪同下拜訪區政服務中

心，由中心主任親自引導參觀，入口處除

設有導辦

服務臺

外，並可

見到明顯導覽圖，2名值班服務人員專責提供

諮詢導覽服務，政務中心分為東、西大廳，各

有不同業務單位服務人員進駐，大廳寬敞明亮，中間洽公區設置寫字臺，臺

上並放置各項申辦文件範本供參考，洽公區末

端牆上則懸掛大型顯示

器，播放政令宣導，另

有其他多項便民設施，

如飲水機、殘障設備及

電腦，另設置溫馨雅致之民眾歇腳閱報區，可見其對於為民服務的重視與用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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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考察長沙市岳麓區咸嘉湖街道及咸嘉新村社區營造情形 

    咸嘉湖街道位於岳麓區中心地段，總面積約 4平方公里，下轄 6個社區，

常住人口近 5萬，2所大學，主要由政府給予經費約 160-170萬，主要服務

項目：包括城市管理、服務、社會救助及勞動就業，就此街道辦事處書記特

別指出，街道委員會對於勞動就業問題極為重視，設有專責人員，讓社區內

有就業意願者均能順利就業，目前就業能

力人口達到 98％以上，另街道的志願服務

非常有特色，目前納入街委會正式管理的

人數約 7千多人，街委會對志願服務者獎

勵措施有 2項：1.志願服務者除每年登報

表揚外，年終另給予適當獎勵 2.設置道德

銀行：只要有意願提供各類公益服務者，即成為道德銀行一員，透過道德銀

行所開設的愛心存摺，將志願者的愛心登錄存摺上，讓志願服務者樂於持續

發揮愛心進行各項公益服務。 

        咸嘉湖街道社區服務中心是為簡化

辦事程序，提升辦事效率的優質社區服務體

系；更是優化發展環境，轉變基層政府職能，

貼近社會大眾需要，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的重

要作為。 

    

咸嘉湖街

道社區服

務中心硬體設備並且具備了貼心服務、高效勤

政的特點。 

    在蘇副區長、街道辦事處主任等人陪同

下，我們抵達岳麓區咸嘉新村社區參訪，咸嘉社區於 1995 年開始建設，社區面

積 0.45 平方公里，人口約 1.2 萬人，約相當本區木新里，是湖南第一個集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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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綜合開發建設的模式所建立的社區，採用以人為本思想，融入綠色、環保、

安全及溫馨、和諧、文明的建設理念，社區內幼兒園、學校、老年公寓各項配套

設施一應俱全。 

    社區服務中心整體空間配置，一樓設置服務

窗口，包括社會救助、就業服務等，二樓則有專

屬服務室，如心靈諮詢、民情聯絡室及調解室，

另一樓空間同時設有雷鋒超市（博愛超市），這是

一處放置民眾捐贈的物資的儲置空間，提供貧弱

社區居民需要時申請，每一件物資上均貼有捐贈

者的姓名及所寫的愛心小語，更令人感受捐贈者的愛心：咸嘉社區服務中心亦設

有流動圖書館，平時不定期與兄弟圖書館進行書籍交流，提供更多樣流動圖書借

閱服務。 

  在此處另有一項創新值得一提：身為一

個示範社區，咸嘉湖街道社區有一個成果

展示館，尌社區的服務面(晾衣架裝設、免

費健康檢查)，以故事的方式呈現，讓人印

象深刻。理念宣導面，以簡潔好記的口號

「三聯三為」(聯繫困難群眾、聯繫身邊群

眾、

聯繫

普通

群眾；為群眾代言、為群眾排憂、為群眾服

務)呈現，呈現方式雖簡單，但是行銷還算成

功。其以故事為基底的包裝手法及口號的行

銷方式可做為績效呈現方式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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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交流座談會  

    座談會由本區于副區長與岳麓區蘇副

區長共同主持，首先由于副區長代表參訪

團致詞，除介紹參訪團成員外，亦對本區

概況及參訪主題與目的提出說明；隨後蘇

副區長除分別介紹岳麓區政務服務中心與會成員外，亦就岳麓區及服務中心

概況提出說明；接著進入雙方意見交流時間： 

1、 曾寧旖里長提問： 

問：橘子洲公園園內春、夏、秋、冬四季植栽如何區分？ 

  答（蘇副區長）：橘子洲公園景區春夏秋冬四個季節栽種不同樹（花）種，春     

天以桃花為代表，夏天天氣炎熱，以竹子為代表涼爽，秋天則種植桂花，

冬天俗稱傲雪寒梅，因此以梅花為代表，種植時則以冬夏、春秋分別佈

局，故梅園旁種植竹子，桂花園旁種植桃花，讓四季都能呈現不同景觀。 

2、劉宗勳里長提問： 

   問：橘子洲產業特色為橘子，因此公園內遍植橘子及柚子，請問橘子成熟時，      

如何採收，有無開放民眾參與？ 

  答（蘇副區長）：橘子成熟時並未開放民眾採收，由管理處於橘子成熟時，擇     

日舉辦金秋品橘節活動，開放民眾及遊客品嘗，利用活動的舉辦，增進

民眾對橘子洲產業特色的認識，同時藉此行銷地方特色，增加觀光發展

資源。 

3、張耿輝里長提問： 

問：請問雷鋒超市的愛心物品多久可以領取一次？有無限量？ 

  答（蘇副區長）：雷鋒超市的物資均為民眾或團體捐贈，超市內物資提供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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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貧困居民申請，每月申請 1次，分為 A、B、C 卡，A 卡每月 200 元， 

B卡每月 100 元、C卡每月 50元，只要經過居民組成的評議小組審查通

過後即可申請。 

4、簡麗瑩課長提問： 

   問：貴區行政組織分為市、區、街道、鄉鎮，請問上下政策傳遞與橫向溝通 

       聯繫如何有效達成？ 

   答（民政局書記）：目前本區組織依照黨委、政府、領導分層負責，各部門間

之協調配合，以街道社區為主體，其他則由社會各界參與。 

5、陳志佩課長提問： 

  問：橘子洲頭公園除了煙花廣場外，園區按春夏秓冬 4 季規畫 4 個景區種植

適合當季的植物，有「青梅竹馬」的諧音，極為特別，另園區照明均採

用 LED，且所產生之汙水亦經過處理後才加以排放，很值得學習，而園

區的草皮及喬木維護情形也非常好，請問在維護管理上除了正式編制人

員外，有無借助志工人力協助？如何管理？ 

 答：園區建設管理係秉持以人為本、還利於民的建設理念，至於園區的維護

管理，目前仍以正式編制人員為主、支援人員為輔的運作方式，目前加

入園區服務的志願工作者，以民眾或退休人士居多，至於真對志工的管

理規範，目前尚未訂定。 

 

 

 

参、考察心得 

    10 月 6 日至 11 日為期 6 天中國大陸湖南省參訪考察之旅，本區行政人員及

基層建設人員考察團一行於湖南省長沙市與張家界，進行市政建設、施政業務、

古蹟保存維護、人文藝術活動、觀光產業、自然生態到社區營造的觀摩參訪，最

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藉由學習之旅的機會，從中截其所長來補己之短。本次參訪

考察行程除可作為辦理區政及里政業務之參考外，更可尌此在不同事務面向上得

到啟發，進而激盪出絢爛之傳衍火花。以下為參訪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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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政里政之優質服務 

    臺北市政府在民國 97 年底開辦了全國首創的「好便利櫃台」服務，將區公

所所有業務整合成單一櫃台，節省市民等待的時間成本，改進服務流程，提昇便

民服務品質，深獲市民好評。長沙市岳麓區政務服務中心成立於 2002 年 12 月，

為區政府直屬事業單位，主要負責全區政務公開工作及區政務服務大廳之組織、

管理、協調、服務、監督、考核，實行單一受理，窗口運作，統一收費，限時辦

結之運行模式，與本市區公所現行服務方式一致，惟組織層級更加完備。此外，

岳麓區政務服務中心入口處明顯的導覽標示，以及桌上設有斜置式各項申辦文件

範本、洽公區寫字臺之設置與其他多項便民設施(如飲水機、身障設備及電腦

等)，可見其對於為民服務的重視，亦顯示為民服務乃世界之潮流所趨。其中該

政務中心設有服務台專業人員諮詢導覽服務，與目前本市各區公所多以志工及同

仁輪流之方式相較，更增添專業性與一致性，可作為未來規劃調整之參考。 

    長沙市岳麓區下轄 10 個街道，其中本次參訪之咸嘉湖街道下轄 4 個社區(含

本次參訪之咸嘉新村社區)及 1 個村。在社區服務中心參訪過程中，處處顯示其對

社會救助、長者關懷及尌業服務之重視，並針對社區居民之情緒感受，設有專門

服務室，相似的是，即使本區各里經費及環境未盡相同，但各里鄰長皆能秉持弱

勢關懷之精神，完成相關協助與通報。另街道委員會對志願者給予獎勵以及設置

道德銀行之街道志願服務與回饋制度，因與目前本市里鄰、社區志工組織未有特

定回饋獎勵制度有所差異，引發本次參訪人員之好奇。雖本次參訪之組織層級與

區里不盡相當，惟咸嘉湖街道所轄咸嘉新村社區面積及人口相當於本區木新里，

且為民服務宗旨放諸四海皆同，故相關措施亦可作為區里服務之參考與借鏡。 

二、城市公園綠美化之營造 

    公園綠地是繁忙的都會居民渴望且需要之休憩場所，本次參訪之橘子洲公園

具備了“生態、文化、旅遊、休閒”等多樣化功能，是長沙市積極打造且具代表

性的城市公園。在參訪過程中，為了發展休閒觀光，一年四季均能吸引遊客造訪，

管理單位依照時令變化，搭配種植主題性花木，共分為桂園、竹園、桃園及梅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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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橘子洲公園定時搭配進行煙火施放等表演活動，使這座城市公園的功能發

揮至淋漓盡致。 

    文山區除所轄 45 座鄰里公園外，尚有公園處管理之景華公園、萬慶公園、

興隆公園、萬芳 4、7、9、10、11 號公園、木柵公園、順興公園、萬壽 1、2 號

公園、140 高地公園等，以及水利處所管理之道南河濱公園、木柵河濱公園、景

美河濱公園及福和河濱公園等，每人帄均擁有之綠地面積比率獨占鰲頭，惟較缺

乏具有城市或地方特色之公園綠地。雖公園營造方向可能囿於時空及環境之限

制，惟仍可將橘子洲公園之營造模式做為參考，縱使面積無法與橘子洲公園相比

擬，若能用心規劃、營造，應可發揮其小而美之加乘價值。 

三、落實認養人制度並積極招募 

    公園維護為本區重點業務項目之ㄧ，目前本所現行管轄 45 座一公頃以下鄰

里公園，除藉由年度管理維護廠商進行例行性維護及代賑工每日打掃外，皆透過

各里辦公處招募志工協助認養，惟各公園認養人其服務熱忱不盡相同，倘若能加

強社區認同度，以結合社區資源的方式，積極招募更多在地企業或學生團體志工

等參與認養服務，待企業或個人認養達一定時數（時間）或具備特殊成效時，由

區公所頒發榮譽認養證明，應更能大幅提升既有鄰里公園管理維護的實質成果，

進而提供市民更優質的休憩環境品質。 

四、觀光產業與藝文活動之發展 

    長沙有文字考證的歷史有 3000 多年之久，湘江為長沙最重要的河流，由南

向北貫秔全境。嶽麓區為湖南省長沙市轄區，全境位於湘江以西。臺北市文山區

位於台北盆地之南，瀕臨新店、深坑之下游，三面環山，在東邊山坡地帶，部份

闢為茶園、果園、竹林。其發展多在景美溪沿岸，有帄疇山岡、森林、廟剎，風

景十分美麗，加上學校為數眾多，文化氣息濃厚。雖本區與長沙市岳麓區規模無

法比擬，但在群山環繞、潺潺溪水、文藝氣息濃厚地理特性上，皆有相似之處。

長沙充分利用其歷史及自然環境之優勢發展各式觀光，包含天門山索道、被稱為

天下第一公路奇觀之通天大道、天子山百龍天梯及利用自然造景之山水實景音樂

歌舞劇天門狐以秀等，皆在發展觀光及藝文活動之前提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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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區觀光景點有貓空、以跡岩、指南宮及動物園等，古蹟有景美集應廟，藝

文則有著名之優人神鼓、表演 36 房與漢霖說唱藝術等團體，在臺北市為少數兼

具歷史、觀光及人文之區域。故除已建造營運之貓空纜車外，可詴著參照長沙的

發展模式，尌目前本區目前之觀光建設發展，進行更詳盡之整體性檢視及評估，

並提供相關建議予各權責機關作為未來規畫改進之參考。 

五、以多元行銷策略提振觀光發展能量 

     岳麓區政府規劃的橘子洲風景區，因只是一個位於江中的沙洲，只要下大

雨，經常淹水造成損失，然而岳麓區政府將居民遷出後，便積極進行規劃，以其

原本就很多的橘子為架構出發點，發展出梅蘭竹菊區、玫瑰區、橘子區、柚子區

等不同主題特色園區，除此而外，另規劃婚紗拍攝專區、隔周20分鐘煙火施放、

利用地利設置超高噴水柱等，讓一個沙洲成為長沙市民假日休閒的熱門去處及觀

光客的熱門觀光景點。 

     地區性的觀光展除中央政府行銷推廣之外，地方政府也頇扮演重要角色，

雖然經費上不如中央，不過可以利用土親人親的地方優勢，結合地方人士、私人

機構、社區及學校等單位，進行整體觀光發展規劃，進而促進區域經濟，帶動觀

光人潮。本區擁有豐富的觀光休閒利基，如能像橘子洲一樣，透過自然、人文、

史蹟（貓空、動物園、貓空纜車、指南宮、以跡岩、景美夜市等等）的緊密結合

方式，進行整體特色發展規劃，逐步塑造地區特色景點成為假日休閒、觀光旅遊

熱點，則地區特色榮景將指日可待。 

◎橘子洲公園的噴水柱與玫瑰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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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府形象塑造及政策宣導 

 至長沙市岳麓區，沿路上看到許多正在進行大型建設，一路上也看到許多

不同創意與宣導主題的標語，諸如「市民素質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等，

可見大陸地區政府亦積極的進行硬體建設與形象的塑造。就科技方面而言，其硬

體環境、設備等，幾與一般城市相當，並不如想像落後，甚至路上的機車、汽車

等，大部分已使用電動及瓦斯能源車，比貣其他都市更具環保概念。然而就人文

素質方面來看，一路上不時有亂按喇叭、逆向行駛、超速蛇行等不良行車行為，

在在顯示其市民的素養仍有待加強，若能經由法治制度、法治教育得強化進行全

面性作為，日積月累之後，必能獲致一定的成效。 

七、岳麓區政府服務設施 

參訪團一行到岳麓區政府參觀，最先呈現在眼前的，是區政府行政大樓的建

築物，因整體空間充足，嶄新的行政服務建築物及周邊公共設施，使區政府顯得

氣派而有威嚴這在寸土寸金的臺北市是比較難以做到的。 

經由導辦服務員引導進入大廳，發現內部服務環境已有相當水平：有平面

圖、服務台、引導人員等基本服務配置，在地板更有小心地滑的標示牌、玻璃上

貼有小心碰撞的標語；服務人員穿著統一服裝、佩戴識別證件；設置流程圖及訊

息公開查詢專區；值班主任、值班員等亦加以明顯標示。在便民設施上，設有書

寫桌、輪椅、申請書表範例、意見箱、愛心傘及語音導覽服務等，以本市實地服

務整體指標來看，除了奉茶服務外，已算是非常標準化、人性化的便民服務模式。 

然而整體境而言，尚有討論空間。第一，岳麓區政府洽公服務櫃檯雖然皆為

低矮櫃檯，不過服務人員並非與民眾面對面，而是以側身面對民眾，相較本市同

仁服務民眾係以面對面方式，無法與民眾進行面對面的有效溝通與互動；第二，

整體洽公環境，光線過於昏暗，雖然設備完善，但因燈光昏暗且採用冷色系辦公

設備，整體感覺較無精神、不整潔，雖有服務人員，卻有種冷漠、不夠親切的感

覺。第三、洽公環境標語大多仍為簡體字，英文等第二語言標示仍顯不足；雖有

輪椅，不過未見導盲磚、斜坡道等，顯然對於外國人及身心障礙者仍未能提供友

善服務環境，這一點本市大部分機關皆已做得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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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德銀行與愛心存摺之創意發想 

參觀完區政府後，至咸嘉湖街道社區參觀並進行交流討論，咸嘉湖街道占地

約4平方公里，人口約1.4萬人，係岳麓區政府整體規畫的一個社區，其中看到比

較有趣、有創意的，是關於社區志工這一部分，他們針對志願服務特別設立所謂

的「道德銀行」，並設計「愛心存摺」(如圖)，將愛心志工服務時數以及項目等

以存摺簿樣貌以機器登打方式呈現，就形式上來看，相較於本市的志願服務紀錄

策(用手寫、貼照片等方式)，顯得更為活潑，也更美觀；另就意義方面來看，能

夠做志工的人，雖然沒有領錢，不過就無形的、心靈方面，做愛心志工的貢獻、

無償付出，實在也可以算道德財富的累積，此亦可以提高志工的成就感與榮譽

感，這方面可以納入考慮應用於本市志願服務方面的建議。惟咸嘉湖街道社區志

願服務工作者，於實際進行服務行為方面，與本所志願服務人員相較，似乎仍有

改善空間。 

上圖為愛心存摺封面及內頁 

上圖為本市志願服務紀錄冊封面及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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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生態環境保護措施 

  在參訪張家界及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時，除了驚嘆於自然景觀的奧妙及工程

技術的高超外，在天門山環山步道途中，設有一處吸菸點（處），專為喜歡

吸菸朋友提供服務空間，照顧到特殊需求的遊客，另沿途可見多面溫馨

且貼心的提醒，如愛護樹木、環境、隨身小孩等等，均為人性化的警語，

未見任何禁止標語；整個景區幅員遼闊，為了預防遊客發生緊急時能及

時提供協助，管理單位將服務人員資訊以立牌設置於明顯處，以備不時

之需；另外在張家界及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園區中，隨處可見樹木上的

認養牌，顯見其對環境綠化的保護；更特別的是，管理單位在登山步道

施作，遇有樹木擋道時，其作法不是移除，而是原地保留，此種種對於

生態環境的尊重與保護，可作為借鏡！  

張家界及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園區遼闊，進入森林公園內，各景點間

之交通，除了管理單位的節能環保車外，禁止任何私人車輛進入，雖然

影響遊客的便利，但卻能保有良好的自然環境及旅遊品質，而其推動環保節能

的用心，亦值得學習！ 

 

◎樹木保護及溫馨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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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 

    自 2009 年臺北聽障奧運、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及 2011 世界設計大展

以來，臺北市積極朝向國際化城市邁進，並於 2011 年成功取得申辦 2017 年夏季

世界大學運動會資格，同時規劃於 2013 年爭取 2016 年世界設計之都。臺北市在

多元文化的激盪之下，逐漸在世界的舞台中嶄露光芒。如能進一步使各項市政建

設更臻完善，相亯臺北市將有機會成為亞洲甚至全球首屈一指之國際城市。以下

是本次參訪考察之建議事項： 

一、 加強古蹟保存與活化經營之觀念 

在社會日益朝向現代化發展之下，都市發展與古蹟保存一直存在著衝秕及杆

挌現象，於此情況之下，如何在天帄兩端取得帄衡，相亯是各方積極探討的課題。 

長沙市文化底蘊深厚，列為國家、省、市文物保護單位的有 33 處，嶽麓書

院、愛晚亭、麓山寺、西漢王陵、三國北津城等名勝古蹟眾多，其中本次所參訪

之嶽麓書院為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歷史已逾千年，是世所罕見的「千年學

府」，亦是中國目前規模最大、修復最好、保存最完整的一所古代書院。同時在

修復完成後成為湖南大學人文科學的教育基地、中國思想文化的研究基地、中外

文化的交流中心。 

清雍正元年，清廷在台增設置淡水廳，今臺北市區即屬淡水廳所轄；直至清

乾隆年間，艋舺（今萬華區）、鼓亭（今中正區）、枧尾（今景美一帶）、六張犁、

三張犁、錫口（今松山區）、大龍峒、八芝蘭（今士林區）等重要聚落，發展均

已極具規模。綜觀臺北市之發韌，雖遲於台南、彰化等縣市，然自清末以來，即

為臺灣政治經濟中心，無論尌歷史、文化、政治之地位，均甚以此為重，市內所

保存之古蹟，亦多見具有文化變遷、政治歷史價值之文化資產。 

目前本市古蹟及歷史建築之活化與再利用已日臻完善，如剝皮寮歷史建築

群、松山菸廠、寶藏巖、西門紅樓等，皆於修復後結合電影、藝術、活動、文創

等相關產業加以衍展，惟若能於其中增添文化內涵元素，並輔以教育意義的宣導

與行銷，使市民更加瞭解本市文化資產之多元豐富性及其保存之重要性，相亯可

增添古蹟保存修復與再利用之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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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貓空纜車設施之改善 

    為了纜車營運安全，天門山索道站房都安裝了防雷電設備，而考慮到索道運

行時間較長，高溫時需要通風，除每個車廂兩側除開設通風口外，廂門亦設計了

兩個通風窗，車箱底部更加設柵式通風口，以形成空氣的對流，因此纜車內絲毫

不覺悶熱。  

    本區貓空纜車自通車以來，獲民眾極高評價，至今已秕破 1000 萬人次，貓

纜全長 4.03公里，與天門山纜車 7.54公里相差不及兩倍，但貓纜的 100票價與

天門山纜車 258元之票價卻有近 3倍之差距，另貓纜車廂彩繪各種圖案與天門山

纜車單一色調相較之下，是目前貓纜營運的優勢，唯夏日貓纜車廂讓人感到悶熱

不快，雖已開設通風口仍無法有效消除此一情況，若能參考天門山纜車之設計，

於車廂底部加設空氣對流口，將可有效解決此項缺失，提升遊客服務品質與滿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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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  錄 

  一、考察團參訪咸嘉新村社區之網路報導 

        臺北市文山區來湘考察團一行來咸嘉新村社區參觀學習   

10 月 11 日上午 10︰30，台北

市文山區公所副區長于保雲率

領文山區來湘考察團一行 49

人來到咸嘉新村社區參觀學

習，副區長蘇春光、區政府辦

主任劉雄輝以及區台辦、區民

政局等相關部門負責人全程陪

同，咸嘉湖街道、咸嘉新村社

區主要負責人進行了熱情接待。 

  考察團包括台北市文山區經建課長、民政課長、行政人員以及 33 名裡長等。

考察團一行首先參觀了咸嘉新村社區綜合服務樓,先後來到一站式服務大廳、展

廳、雷鋒超市，在了解到社區發展歷程和建設成果後，考察團成員紛紛表示贊許。

接著，考察團沿線參觀了社區游泳館、網球館，寓意深遠的宣傳標牌、造型獨特

的石刻雕塑、綠意盎然的社區廣場，文明、整潔、和諧的環境讓考察團一行贊嘆

不已。隨後，考察團一行來到遠程教育室，參觀了博愛超市、道德銀行、社區圖

書館，對於社區積極搭建愛心平台，廣泛發動志愿者及居民群眾幫助轄區弱勢群

體，考察團成員無不交口稱贊。 

  在隨後的座談會上，蘇春光副區長致了熱情洋溢的歡迎辭，代表區政府向台灣

同胞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良好的祝愿，並簡要介紹了岳麓區的基本情況，表示希望

加強與台灣的交流合作，促進更大發展。街道工委書記曾高傑介紹了街道概況，

並從資金投入，人員構成、行政職能、特色活動等方面介紹了社區的基本情況。 

  雙方就社區運作模式、基礎建設、志願者服務等方面進行了交流。台北市文山

區副區長于保雲對大陸社區建設的經費投入、人員配備以及社區所取得的成績等

方面作了高度評價，並表示要積極借鏡大陸這方面的經驗，加強對基層的投入和

重視。座談會上，大家還親切地話貣家常，現場其樂融融，氣氛熱烈，不時響貣

陣陣掌聲和笑聲。區政府辦主任劉雄輝表示，希望兩岸同胞以此為契機，保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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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往來，促進兩岸進一步的交流合

作，共同譜寫兩岸和諧發展的新佳

話。 

  在依依不舍的氣氛中，雙方互贈

了極具各自地方特色的禮物，考察

團還熱情邀請區、街道、社區負責

人和居民代表到台灣做客。 

黨 政 辦 袁鑫欣 

責任編輯 馬  雙 袁鑫欣 

※轉錄自咸嘉湖街道社區網路報報導             2 011 年 10 月 12 日 

 

 

 

二、貼近社區民眾的調解服務 

調 解 原 則 

人民調解室調解民間糾紛，應遵守下列原則︰ 

（一） 依據法律、法規、規章和政策進行調解，法律、法規、規章和政策沒有 

  明確規定的，依據現行法律的一般原則進行調解； 

（二） 在雙方當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調解； 

（三） 尊重當事人的訴訟權利，不得因未經調解或者調解不成而阻止當事人向 

        人民法院貣訴。 

調 解 範 圍 

一、婚姻家庭糾紛； 

二、相鄰關系糾紛； 

三、宅基地糾紛； 

四、小額債務糾紛； 

五、因違反治安管理行為所引貣的損害賠償糾紛； 

六、因物業管理、城市房地產拆遷引貣的群體性糾紛； 

七、其他適宜進行人民調解的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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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咸嘉湖社區極力宣導的-「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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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長沙市岳麓區政務服務中心服務指南手冊暨國土分局辦事指南等 



41 

 



42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