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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次考察行程一共五天，主要參訪日本北海道札幌市民防災中心，借鏡防災、

避難等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相關應變措施，拜會日本北海道函館市役所及

參觀北海道札幌市、登別市與函館市之知名觀光景點，觀摩其文化觀光推廣之創

意與作為，打造本區獨特之觀光地圖，學習當地對環境的用心以及經營優質化公

園之理念，以化解都市化之擁擠與焦慮。團員們無不用心感受，認真做筆記，回

國後立即分享回饋在這份出國考察報告上，對日後本所施政執行上是受益良多，

而透過五天團體行動，團員們彼此有更好的默契，已經達到凝聚本區基層人員向

心力之效果，未來許諾彼此里鄰互相支援活動，互相協助防災社區的建立，環境

綠美化等共同持續努力。 

而這次前往日本北海道參訪，發現臺灣的施政經驗知識許多來自日本政府，

臺灣近幾年的行政措施，也確實學習到日本精神，非常有進步，一、我們漸漸重

視歷史意義建物與特殊景觀之活化、保存，並懂得注入新元素，創造新商機；二、

環境保護措施與公園綠地陸續建置努力中，要讓市民享受更綠美化的生活空間；

三、防災教育、宣導及演習亦深入民間，加強觀念建立，我們深覺政府力量有限、

民間力量無窮，面對日益嚴峻的災害考驗，除了加強政府部門的能力、整備能量

外，也需要民眾配合，強化社區自主防災能力，於災時自助與互助，此外，如果

大自然環境持續受到破壞及改變，後代子孫更將面臨一連串的災變，屆時八八水

災般的重大災害恐將一再發生。為確保我國能永續發展，所有市民都要學習日本

人對於環境品質的重視，而在市府政策上也要大力推行綠色環境概念，為我們美

好未來生活環境更加盡一份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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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依據「臺北市各區公所及基層建設人員出國考察實施計畫」及「臺北市政

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處理注意事項」辦理本區 104 年度

行政人員暨基層建設人員出國考察。 

近年來有鑑於全球氣候異常，海底板塊活動頻繁，自然災害在世界各地不

斷出現，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與經濟損失，例如：歐洲極寒氣候、美東的暴風

雪、澳洲、阿富汗及印度的大洪水、大陸華南地區的暴雨、尼泊爾及中國雲南

的大地震、美西及斯里蘭卡的崩塌、菲律賓的風災、日本廣島的土石流等。臺

灣在這場自然災害下也無法倖免，從 2010 年至今 5 年多來，颱風方面，影響臺

灣的颱風共有 32 個，平均每年發生 5.3 次颱風，再加上每年多次豪雨侵襲，是

台灣最嚴重的天然災害；地震方面，全臺灣顯著有感地震有 953 個，小區域地

震有 2,927 個，總計 3,880 個，其中臺北市測站顯示顯著有感地震就有 209 個，

小區域地震有 64 個，總計 273 個1，不容小覷，故災害防救已成為政府施政最

為重要的課題之一。 

日本，同處西太平洋的島國，在天然地理環境上相當類似，也是面臨了許

多地震、颱風等破壞性天然災害，而日本的防救災體系是亞洲最先進也最完備，

日本全國都、道（北海道）、府、縣都積累了二戰以後五十多年的防災因應經驗，

無論是基礎設施建設，政府的危機管理與教育機制，甚至市民的危機意識，都

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加上彼此社會發展、民情風俗極為類似，兩國關係友好，

故本次考察團選擇參訪日本北海道最大都市(行政中樞)─札幌市之災害預防整

備、應變處置措施與教育機制，甚為適切，對本轄區在防災業務上亦有所助。 

另外，日本是亞洲最早現代化的國家，其文化觀光推廣及古蹟保存、活化

機制發展成熟，而廣闊的北海道是日本的熱門觀光地區，其擁有著與日本其他

地區迥然不同的旅遊特色，本次考察團參訪的道南地區亦是北海道各區中最早

開發的地方，以歷史和人文景觀見長。再觀本轄區(大安區)，位於臺北市的中

心偏南，轄區內人文薈萃，開發歷史悠久，現存的文化古蹟從清代農業民居，

                                    
1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V7/index_hom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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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治時期的官舍、近代的宗教建築，均在本轄區留下歷史見證，本區可說是

人文與商業兩相輝映的多元都市，被視為台北市首善之區，故從前述資料可知，

本次考察團參訪與本轄區文化觀光特色相仿之北海道道南地區，亦可學習相關

策略措施，對於本區有效發揮地域優勢，文化觀光結合優質社區環境再造是很

重要的借鏡對象。 

再者，日本和臺灣一樣地狹人稠，同樣因經濟發展而導致都市的吵雜與擁

擠，日本卻比臺灣更用心經營他們的土地，對於環境品質更為的重視，除了大

型公園(日本北海道大通公園則是日本具代表性的都會型公園，功能如同臺北市

少有的大型綠地─大安森林公園扮演之城市角色)外，在日本的街頭轉角處，在

辦公大樓水泥建築縫隙間，他們亦建置人文綠帶，用公園化解城市的疏離與焦

慮，而且地震頻繁的日本，處處可見零星散置的小空地，既是防災、避震的地

方，又是平日民眾聚集使用的小公園，每個公園各自擁有不同的主題，本次考

察團亦可借鏡北海道札幌市與函館市建置地區公園(人文綠帶)之策略，學習一

份對環境的用心，以作為本轄區未來地區營造施政策略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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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考察目標與效益 

    本次出國考察主要成員為本區之里長及本所行政人員，為能提升基層服務

工作之效能，期望能透過此次出國考察，獲得以下之效益： 

一、 參訪日本北海道札幌市民防災中心 

(一) 學習札幌市民防災中心對於防災、避難等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相關

應變措施，考量運用於本區鄰里災害防救作業中，以提升本區災害管理之

水準。 

(二) 透過札幌市民防災中心各類的災害模擬體驗，思考如何完善本區災害預防

之相關措施，實質達到減災之效果。 

(三) 借鏡札幌市民防災中心之防災互動式教學與各類推廣活動，增強本區防災

教育推廣之效能，有助喚起居民防災意識。 

二、 拜會日本北海道函館市役所 

(一) 汲取函館市役所對於推動、行銷文化觀光產業之具體策略，以作為本區辦

理相關推廣文化創意活動之參考，促進地方文化產業之發展。 

(二) 瞭解函館市役所對於當地文化古蹟建築保存、應用之相關措施，學習其活

化古蹟之精神，以建立地區文化空間特色。 

三、 辦理座談會，促進雙方交流，經驗分享，藉以開拓本區基層人才國際視野

及充實相關知能，同時亦達到行銷臺北之效。 

四、 參觀北海道札幌市、登別市與函館市之知名觀光景點，觀摩其文化觀光推

廣之創意與作為，打造本區獨特之觀光地圖，帶動地方永續的發展。 

五、 借鏡北海道札幌市與函館市建置地區公園(人文綠帶)之策略，學習當地對

環境的用心以及經營優質化公園之理念，以化解都市化之擁擠與焦慮。 

六、 透過五天團體行動，培養彼此默契，達到凝聚本區基層人員之向心力，俾

利爾後市政執行能更臻圓滿、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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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察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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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梯次考察團全體成員於 104 年 9 月 8 日上午 11 時整搭乘長榮航空 BR166

班機直飛日本北海道札幌市，當地時間下午 15 時 50 分抵達，開始展開考察團

參訪行程，重點摘要如下： 

臺北市大安區 104 年度行政人員暨基層建設人員出國考察 

第一梯次 

考察日期 第一梯次:104年9月8日(二)~104年9月12日(六) 

考察地點 日本北海道札幌市與函館市(小樽市、登別市) 

行程規劃 

(學習重點) 

第一天   

一、從桃園國際機場搭機前往北海道札幌新千歲空港。 

二、參觀北海道圓山公園(學習公園管理與維護)。  

三、途經大通公園、舊道廳、時計台(無下車之市容參觀)。 

第二天 

一、參訪札幌市民防災中心(＊重點行程─學習災害管理)。 

二、參觀小樽運河、硝子工藝館、音樂盒館(學習文化觀光創意與

推廣、古蹟之保存與應用)。  

第三天 

一、參觀登別熊牧場(學習文化觀光創意與推廣)。 

二、參觀昭和新山、洞爺湖(學習文化觀光創意與推廣)。 

三、參觀登別尼克斯海洋公園(學習文化觀光創意與推廣)。 

四、參觀登別溫泉街(學習文化觀光創意與推廣)。 

第四天 

一、參觀大、小沼國立公園(學習公園管理與維護)。 

二、拜會函館市役所(＊重點行程─學習文化觀光行銷經營及古蹟

建築保存、應用之具體措施)。 

三、參觀函館山百萬夜景(學習文化觀光創意與推廣)。 

第五天 

一、函館朝市(學習文化觀光創意與推廣)。 

二、星形五稜廓城跡(學習公園管理與維護)。 

三、金森倉庫群(學習文化觀光創意與推廣、古蹟之保存與應用)。 

四、從北海道函館空港搭機返回桃園國際機場。(日本時間下午16

時55分搭乘長榮航空BR137班機直飛桃園國際機場，於臺北

時間晚間20時整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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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梯次考察團全體成員於 104 年 10 月 4 日上午 9 時 50 分整搭乘長榮航空

BR138 班機直飛日本北海道函館市，當地時間下午 14 時 30 分抵達，開始展開

考察團參訪行程，重點摘要如下： 

 

 

 

 

 

 

 

 

 

 

 

 

 

 

 

 

 

 

 

 

 

  

臺北市大安區 104 年度行政人員暨基層建設人員出國考察 

第二梯次 

考察日期 第二梯次104年10月4日(六)~104年10月8日(五) 

考察地點 日本北海道札幌市與函館市(小樽市、登別市) 

行程規劃 

(學習重點) 

第一天   

一、從桃園國際機場搭機前往北海道函館空港。 

二、星形五稜廓城跡(學習公園管理與維護)。 

三、金森倉庫群(學習文化觀光創意與推廣、古蹟之保存與應用)。 

四、參觀函館山百萬夜景(學習文化觀光創意與推廣)。 

第二天 

一、函館朝市(學習文化觀光創意與推廣)。 

二、拜會函館市役所(＊重點行程─學習文化觀光行銷經營及古蹟

建築保存、應用之具體措施)。 

三、參觀大、小沼國立公園(學習公園管理與維護)。 

四、參觀登別溫泉街(學習文化觀光創意與推廣)。 

第三天 

一、參觀登別尼克斯海洋公園(學習文化觀光創意與推廣)。 

二、參觀登別熊牧場(學習文化觀光創意與推廣)。 

三、參觀昭和新山、洞爺湖(學習文化觀光創意與推廣)。 

第四天 

參觀小樽運河、硝子工藝館、音樂盒館(學習文化觀光創意與推廣、 

古蹟之保存與應用)。 

第五天 

一、參訪札幌市民防災中心(＊重點行程─學習災害管理)。 

二、參觀北海道圓山公園(學習公園管理與維護)。  

三、途經大通公園、舊道廳、時計台(無下車之市容參觀)。 

四、從北海道札幌新千歲搭機返回桃園國際機場。(日本時間下午

16時50分搭乘長榮航空BR165班機直飛桃園國際機場，於臺北

時間晚間20時整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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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考察紀實 

    本次考察透過運通世界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協助，分別參訪了日本北海道札

幌市與函館市，其中參訪札幌市民防災中心及拜會函館市役所是為主軸行程，

中繼行經小樽市、登別市。考察過程中有學習到札幌市之災害防救措施，有汲

取到函館市在文化觀光創意與推廣之具體措施及古蹟建築保存、應用、活化之

經驗，行程中也瞭解一些公園管理的狀況及其他可借鏡的市政小妙招，本報告

茲將參訪行程分門別類(防災措施類、文化觀光類、公園管理類、其他市政類)，

就其考察重點逐一紀錄如下： 

一、 防災措施類 

(一) 日本北海道札幌市 

1. 地理人口：札幌市是北海道第一大城市，面積約 1,121 平方公里（臺北

市 4 倍大），位於北海道石狩平原西南部，是日本人口過百萬的都會區

中最北方的一個，也是全日本人口第五多的城市，人口數約 190 萬人

（臺北市的一半）；除此之外，由於日本是個島國，主要城市大都臨海，

該市遂成為少見的內陸大城，是內陸城市中人口最多的一個2。 

2. 行政位階：札幌市是一個位於日本北海道道央地區的都會城市，在石

狩振興局管轄下3，是道央地區的行政、經濟、文化中心，也是日本的

政令指定都市之一4(政令指定都市不僅能設立行政區，與臺灣各直轄市

                                    
2 

 資料來源：札幌市官方網頁 http://www.city.sapporo.jp/ 
 
3
 振興局：日本由於面積遼闊，北海道的行政區劃系統和日本其他一級行政區略有不同，根據日本地方

自治法（155 條第 1 項）北海道在道和市町村級行政區之間設有支廳，以提高行政效率。2008 年 6 月

北 海道議會通過法律，將北海道 14 個支廳改為 9 個綜合振興局和 5 個振興局。 
 
4 政令指定都市：日本基於《地方自治法》，在日本的大都市制度下，可分為政令指定都市（簡稱「政

令市」，人口約 50~70 萬以上可提出申請核可）、中核市（人口達 30 萬人可提出申請核可）、特例市（人

口達 20 萬人可提出申請核可）、以及一般的市（人口達 5 萬人的町、村可提出申請核可）等四個等級。

制定都市（政令指定都市）、中核市和特例市是有所區別的，被指定為政令指定都市之後，一般城市

的權限將會增加，政令市之下可設立「區」（行政區，不具法人格），地址表記可省略縣名。另有一種

說法是，都道府縣所擁有的 80%的權利將被下放給政令指定都市，而中核市只能從都道府縣得到相對

於政令指定都市 70%的權限，特例市僅有 30%，目前日本總共有 20 個政令市(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

官方網站 http://www.soumu.go.j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7%8B%A9%E5%B9%B3%E5%8E%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3%B6%E5%9C%8B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B4%E8%BD%84%E5%B8%82_(%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B0%E6%96%B9%E8%87%AA%E6%B2%BB%E6%B3%95_(%E6%97%A5%E6%9C%A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B0%E6%96%B9%E8%87%AA%E6%B2%BB%E6%B3%95_(%E6%97%A5%E6%9C%A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AF%E5%BB%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B0%E6%96%B9%E8%87%AA%E6%B2%BB%E6%B3%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4%BB%A4%E6%8C%87%E5%AE%9A%E9%83%BD%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A0%B8%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B9%E4%BE%8B%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A0%B8%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B9%E4%BE%8B%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5%9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BD%E9%81%93%E5%BA%9C%E5%8E%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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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區及中國大陸的市轄區意涵相似，還擁有比一般城市更多的自治權

限)。由於該市是北海道政府以及石狩振興局辦公室所在地，因此也成

為北海道的行政中樞和最大都市，該市目前管轄內共有 10 個「區」級

行政單位：中央區、北區、東區、白石區、厚別區、豐平區、南區、

西區、手稻區、清田區等。 

3. 經濟產業：札幌市是北海道的工、商業經濟中心，以服務業為主，工

業中以食品產業較為發達，該市主要以日本全國性公司的分公司為

主，真正的本地企業相對較少。另外，觀光產業方面，札幌市也是個

國際知名的觀光都市，2015 年日本人至該市觀光約 13,416,000 人，而

外國遊客到北海道觀光一定會到札幌市，2015 年約有 1,416,000 人之

多，遊客中又以台灣人最多，其次是韓國、中國、香港和泰國。從 19

50 年開始位於市中心的大通公園每年都會舉辦札幌雪祭（さっぽろ雪

まつり）。  

4. 城市記憶：1869 年（明治 2 年），日本將蝦夷地改名為北海道，並設置

開拓使負責對北海道的開發，同時開始建設札幌，當時任職判官的島

義勇在名為圓山的丘陵東方規劃了全新的市鎮街道，並引用了現代化

的都市計劃理念，形成了今日札幌市的整齊街廓，1875 年開始，最初

的屯田兵加入札幌的開發行列，鐵路的鋪設與工商產業的發展也陸續

開始，1882 年日本比照其他地區的行政區劃，在北海道設置函館縣、

札幌縣與根室縣共三個縣；1884 年原屬札幌縣底下的札幌區變更為札

幌郡，並在市中心的地區另設一個也是同樣名為札幌區的次級行政區

及區役所（區公所），1886 年北海道三縣又被取消，正式將「道」升級

為日本的一級行政區，設置北海道廳，而札幌也成為道廳（道政府）

的所在地，今日被稱為「北海道廳舊紅磚廳舍」的歷史性建築，則是

在 1888 年時落成啟用。1922 年（大正 11 年）日本開始實施被稱為「市

制」的新版地方行政區劃制度，札幌市正式建市，在這之後札幌市陸

續數次擴張範圍將週遭的町、村併入，人口也持續增加，1940 年之後，

札幌人口超過函館，成為北海道人口最多的城市。1947 年，日本施行

地方自治法，札幌市首度進行市長的民選，1970 年札幌市人口突破百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0_(%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A4%A7%E9%99%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2%E8%BE%96%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5%8D%80_(%E6%9C%AD%E5%B9%8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8D%80_(%E6%9C%AD%E5%B9%8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5%8D%80_(%E6%9C%AD%E5%B9%8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7%9F%B3%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9A%E5%88%A5%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1%90%E5%B9%B3%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8D%80(%E6%9C%AD%E5%B9%8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8D%80_(%E6%9C%AD%E5%B9%8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8B%E7%A8%BB%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7%94%B0%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80%9A%E5%85%AC%E5%9C%9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C%AD%E5%B9%8C%E9%9B%AA%E7%A5%AD&action=edit&redlink=1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3%81%95%E3%81%A3%E3%81%BD%E3%82%8D%E9%9B%AA%E3%81%BE%E3%81%A4%E3%82%8A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3%81%95%E3%81%A3%E3%81%BD%E3%82%8D%E9%9B%AA%E3%81%BE%E3%81%A4%E3%82%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B2%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D%A6%E5%A4%B7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6%8B%E6%8B%93%E4%BD%B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3%B6%E7%BE%A9%E5%8B%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3%B6%E7%BE%A9%E5%8B%87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1%AF%E7%94%B0%E5%85%B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0%B5%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BD%E9%A4%A8%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AD%E5%B9%8C%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B9%E5%AE%A4%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AD%E5%B9%8C%E9%8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AD%E5%B9%8C%E9%8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BD%E9%81%93%E5%BA%9C%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B5%B7%E9%81%93%E5%BB%B3%E8%88%8A%E7%B4%85%E7%A3%9A%E5%BB%B3%E8%88%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AD%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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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1972 年札幌市正式升格為政令指定都市，轄下劃分 7 區，並且在

同年舉行了札幌奧林匹克運動會（第 11 屆冬季奧運），1989 年轄下劃

分 9 區，1997 年至今轄下已有 10 區。 

5. 防災能量 

(1) 消防概要：札幌市最高防救災指揮體系為消防局，其擁有龐大且完整

而獨立運作的防災組織，與精密分工的組織規劃，消防局組織編制(參

下圖)下設置總務部、消防學校(編制下設置防災研究所)、預防部、警防

部、消防署(10 個/其規模及體制上類似本區消防中隊)、出張所(41 個/

類似本市消防分隊)、消防指揮控制中心，組織編制另外還有消防團、

防火團體(協會)、消防音樂隊等，如下： 

①. 消防指揮控制中心：消防指揮控制人員 24 小時待命於中心，備有

電話 24 線接聽 119 報案，並利用結合 GIS 和 GPS 現代科技之智慧

型電腦輔助勤務派遣系統，能在最短時間派遣消防車及救護車到達

災害現場，且能依不同災害狀況編派最適合的消防車種；而瘖啞人

士也可利用傳真、郵件、手機及市內電話報案，另外還備有外語翻

譯服務人員，語言有英文、中文、韓文(可翻譯時間為 8 點至 21 點)。 

②. 消防團：札幌市的消防團與本市義消組織相同，為增加緊急救災人

力資源，札幌市一樣加入由民間組成之非常任救災應變編制。札幌

市消防局規畫了完整的消防團組織架構，讓消防團成員組織與區域

化，並統籌規劃其制度規章(如教育訓練、表揚獎勵、勤務津貼、

災害保險)，消防團亦配備正式標準的消防衣件及救災設備，讓團

員在救災勤務執行上更能發揮協力效果；消防團除協助救災外，也

擔任訓練師與住宅警報器宣導顧問角色，目前札幌市消防局在 10

個消防署下配置各一支消防團，每個消防團下又再依地區大小分出

不同的分隊數，目前總計有 72 支分隊，共 2,150 名團員。 

③. 防火團體(協會)：A.防火委員會---成立宗旨為提高當地居民參與自

主防災活動意願和推廣消防防災觀念，成立於 1974 年，至今會員

2,121 人。B.消防管理者協會---成立宗旨為消防管理員之教育與協調，

增加消防公眾意識，提升消防管理技術，努力實現每個公、私部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72%E5%B9%B4%E5%86%AC%E5%AD%A3%E5%A5%A5%E6%9E%97%E5%8C%B9%E5%85%8B%E8%BF%90%E5%8A%A8%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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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消防管理系統建立，成立於 1964 年。C.危險物安全協會---成立

宗旨為努力防止災害事故發生，防範有害物質進入社區，致力於市

民健康促進，成立於 1965 年。D.札幌石油燃燒器具維修服務協會---

成立宗旨為石油燃燒器具檢查和維修之技術改進，傳遞預防石油燃

燒器具災害之安全消防概念，成立於 1974 年，至今會員有 104 個

分處所。 

④. 消防音樂隊：透過音樂演出參與公眾活動，連接市民與防災意識，

如“札幌雪祭”的舉行，日本稱之為“聲橋”，以達到市民參與防

災宣導，改善消防和防災意識。 

 

 

 

 

 

 

                             

(資料來源：札幌市官網 http://www.city.sapporo.jp/shobo/index.html) 

本參訪團參訪其中之札幌市白石消防署附設札幌市民防災中心(札幌市白

石區南鄉通 6 丁目北)，白石消防署除具備應有防救災功能外，其內部設有財團

法人札幌市防災協會(協會網址 http://www.119.or.jp/)，公營性質（向政府支薪），

專門負責防災教育及宣導工作，以專業人員來推廣全民防災觀念，將防災工作

落實於家庭、社區、公司、學校……等，深植於全體市民心中。而真正之打火兄

弟─消防隊員，可全神貫注、心無旁鶩的 24 小時備勤，隨時投入救災任務，爭

取搶救時效，與本市明顯不同，本市負責防災教育及宣導工作目前實務上大多

都落在消防局及區公所民政課同仁兼職辦理。 

 

 

 

  札幌市區分佈圖 

 札幌市防災協會網站 

 札幌市消防局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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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域防災計劃：札幌市地區防災計劃是為了保護市民生命、身體和財

產免受災難傷害，是一個全面性的計劃，針對地震、風災等大規模災害

做整體性的整合規劃而制定之。為了建立強大的災害防護都市，計畫對

於市民和企業機構之角色，政府、警察、防災相關的組織因應措施，如

自衛隊投入協助，還有電力，煤氣，電話公司之合作，地域防災計劃概

念圖主要目標為確立當災害來臨時之防災體制的組織架構，如下： 

①. 災害對策本部當大規模的災害發

生時，在市役所設置「災害對策

本部」或是區役所「區災害對策

本部」來應對災害的來臨。 

②. 若是發生災害的話，所謂大規模

的災害發生，通常是指多處地點

同時有多人受傷或有火災等狀況使得消防單位消防相關機關疲於奔

命而無法單獨應付。為此，必須養成「自家人有必要守護自家區域」

的這種意識，使得在災害發生初期的區域大家能夠藉由互助合作的

成式成為防災體系的一環。 

③. 市民的分工職責 

A. 針對火災等的滅火行動、從倒塌的建築物中救人等防止災害的

擴大、並防止二次災害。 

B. 引導受災者依照避難指示、勸導等的避難引導行為。 

C. 若住家遭受破壞時的自主性避難。 

D. 各家儲備足以支撐地震發生後的三天之內的存活物資。 

E. 協助參與避難場所之營運。 

④. 企業 (事業所)的分工職責 

A. 掌握好所管理之受災處等狀況，將防止二次災害的發生。 

B. 各事業所努力達到足以支撐地震發生後的三天之內準備。 

C. 接納受災者，提供物資，儘可能地對自家區域作出貢獻。 

D. 早日復原、恢復營運以利人員雇用等的振興經濟作為。 

 

 札幌市地域防災計畫(防災中心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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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札幌市民防災中心 

札幌市民防災中心是備有地震體驗區和消防體驗區等的設施，通過各種災

害的模仿體驗，能學習有關防火、防災的知識和災害時的自救行動。該館

營業時間從 9 點 30 分到 16 點 30 分免費入館，全年無休息，從 2003 年 3

月開業至今已達 80 萬人(統計至 2015 年 7 月 5 日)。為推廣、宣導防災重要

性與自我防救概念，該中心定時舉辦防災教育及宣導活動，節錄如下： 

(資料來源：札幌市民防災中心網站 https://www.city.sapporo.jp/shobo/tenji/gaiyou/index.html)              

1. 119 音樂會：每年夜間 18 點舉辦札幌市消防音樂隊的 119 音樂會，多位

重要人士皆會到場支持。 

 

 

 

2. 「現在學習！為了保護生命」之宣導活動：限期贈送可愛的紀念品，

以小學生及小孩子為對象，從小教育小朋友防災措施。  

 

 

 

 

3. 防災繪畫比賽：繪畫主題為參觀札幌市民防災中心時的回憶和體驗情

形，以小學生為對象比賽。 

 

 

 

4. 舉辦主題展覽：如「東日本大震災回顧展」、「來館的記念寫真攝影展」、

「世界救護車博覽會展」……等吸引民眾再來館參觀之主題展覽。 

5. 防災日常用品宣傳：開館後來館人數累進每第 10 萬位幸運得主由館長

親贈豐厚紀念品(防災日常用品)。 

 

 

 

https://www.city.sapporo.jp/shobo/tenji/gaiyou/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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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幌市民防災中心館內介紹 

札幌市民防災中心地理位置    

 

 

 

 照片來源：日本防災體驗館 http://bosailabo.jp/report/museum/ 

札幌市民防災中心內部平面圖  

札幌市民防災中心大門 

此次行程雖無緣拜會當地市役所及相關代表詢問防災措施，但參觀市民防災中

心，同址也是白石消防署所在地(札幌市白石區南鄉通 6 丁目北)，亦獲益良多。 

防災中心一樓大廳 

本區參訪團成員仔細聆聽館內行政人員對於館內區域劃分以及設施介紹，館內行

政人員不時也會補充該市防災作業概述，讓本區參訪團學習了當地災害緊急應變

措施與體驗各類災害模擬情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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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雲梯車展示 

該中心為二層樓建築物，大廳實際展示

舊式直線雲梯消防車，供民眾自由進入

參觀、操作，體會消防工作之重要。 

 

防災圖書角落 

1 樓設置了以適合孩子閱讀的防災兒童

圖書。平時書架上維持 120 本兒童圖

書。（2013 年 9 月 6 日設置） 

 

地震體驗區 

體驗區窗外邊設置虛擬節目播放，播出

災禍地的風景，緊急地震速報、停電狀

態……等，透過體驗區內模擬各種等級

不同之地震災害狀況，讓團員親身體驗

身處於強震之中應採取何種避難措施

及應變的處理方法，此對於同樣位於地

震斷層帶的台灣更顯重要。 

 

暴風體驗區  

此處為強風災害模擬體驗區，以震撼的

3D 映像和風速 30m 的組合，體驗在災

害現場一樣臨場感，借此能瞭解暴風災

害的危險性和學習正確的應對方法。此

區能選擇風速 10m，20m，30m（根據

年齡和身高等不同民眾可調整不同風

速。） 

 

地震、暴風體驗區外部有觀測螢幕，顯示目前體驗區內環境資訊與體驗成員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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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體驗區 

此處為 CPR 緊急救護行動的實際教學

體驗區，除提供教學用救護人偶供團員

實施緊急救護措施(心肺復甦術)外，還

有觸控螢幕系統即時互動做正確緊急

救護措施教學。 

 

滅火體驗區 

利用影像裝置模擬各種火災場景(螢幕

放映火災的影像)，訓練團員實際使用

滅火器以及室內消防栓來進行滅火訓

練，加強自救以及救人的能力，期能於

火災發生初期，由民眾運用室內消防設

施迅速撲滅火災，降低災害損失。 

使用滅火器步驟  

1.大聲通知火災發生 

2.拔掉安全插梢  

3.滅火管朝向火源 

4.握住提把   

※補充：104 年消防局里鄰研習課程中

提到最新的方式就是不鼓勵民眾自

行滅火，把握黃金逃命的時間。 

 

災害虛擬體驗區(3Ｄ立體放映館) 

設有約可容納 30 人之 3Ｄ立體放映教

室，影像內容包括海嘯災害、砂土災害

及城市型水災……等類型。透過大屏幕

的 3D 映像將真實的災害虛擬出來，讓

團員知道災害真的可怕，並同時讓人思

考如何提早預防災害(減災)及災中、後

處置措施。 

 

 

 

 

 

 

 

 照片來源：札幌市民防災中心網路照片 

 照片來源：札幌市民防災中心網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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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煙霧體驗室 

模擬出與實際火災一樣之煙霧，使團員

體驗火災發生時昏暗的燈光、濃嗆的煙

霧，教導身處於建築物內通路中應如何

採取正確的避難方法以及應採取的防

煙措施，以利安全的逃離火災現場。 

 

防煙避難步驟 

1.完整覆蓋(摀住)口鼻  

2.放低姿勢沿著牆壁前進  

3.找尋指示燈  

4.關閉已打開的門   

 

防災城市札幌模擬系統 

駕駛模型直昇機虛擬在札幌市上空俯

瞰，透過偵測器使團員能夠掌握札幌市

防火、防災的相關訊息，進而有助災害

發生時，迅速處理，以提高救災時效。 

 

消防工作衣服及器材展示 

介紹消防人員於從事消防、急救、救助

等工作時所穿著的服裝與救災用的裝

備、器材，讓團員更深入瞭解消防工作

及消防人員勤務運作。 

 

 

防災商品櫥窗 

介紹災害發生時民眾緊急攜帶的物品

和自主防災器材(家戶防災背包)，有助

於團員對於防災器具有更深一層認識

(目前本市正在推廣中)，對於防災教育

有相當之幫助。 

 

 照片來源：札幌市民防災中心網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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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消防署 

預防課警防課 

設置部隊： 

指揮隊水槽隊（指定水難救助隊）

屈折隊救急隊高度救助隊（指定

水難救助隊） 

出張所： 

元町出張所菊水出張所北郷出張

所東白石出張所 

日本的消防車也是日本的行動救災緊

急應變中心，除了一般災防裝備以外，

該車還配備有完整衛星無線連絡系

統，雪地救災設備，以及高強度油壓剪

等災害應變設備以即時應對各種不同

之災害情況。 

 

 

感謝儀式 

總領隊陳副區長國文致贈紀念品 

 

感謝儀式 

總領隊郭主任秘書冠蓮致贈紀念品 

 

經驗擴散 

本次參訪團員員 

民輝里陳里長立 

即將參訪過程資 

訊分享於 FB 上 

，供里民參考、 

學習。 

日本孩童防災教育體驗-從小做起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3%83%9D%E3%83%B3%E3%83%97%E9%9A%8A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6%B0%B4%E9%9B%A3%E6%95%91%E5%8A%A9%E9%9A%8A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6%95%91%E6%80%A5%E9%9A%8A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9%AB%98%E5%BA%A6%E6%95%91%E5%8A%A9%E9%9A%8A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6%B0%B4%E9%9B%A3%E6%95%91%E5%8A%A9%E9%9A%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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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化觀光類 

(一) 日本北海道小樽市 

小樽市為日本北海道的一座港口都市，鄰接北海道首府札幌市，位於

後志綜合振興局北部，由於擁有大量歷史建築物，因此成為日本非常受歡

迎的旅遊城市之一。此外，由於搭乘快速火車可在半小時抵達札幌市，因

此也成為札幌的衛星城市，小樽市目前為北海道人口第七大的城市（次於

札幌市、旭川市、函館市、釧路市、苫小牧市、帶廣市），也是後志綜合振

興局轄下人口最多的行政區，雖然小樽是該振興局負責範圍內唯一的城

市，但振興局辦公室並未設於此，而是設在地理位置位於中心的俱知安町。

而小樽南部為丘陵地區，坡度較為陡峭且逼近海岸線，整個市街沿著山坡

而發展，因此市內坡路甚多，而有坡道之街（坂の街）之稱。 

(二) 小樽運河 

   小樽運河在北海道西部臨石狩灣，是

日本北海道小樽市的一處地標，開鑿

於 1914 年，共花費 9 年時間於 1923

年完工，全長 1,140 公尺、寬 20 公尺

~40 公尺。1873 年在札幌市內發現煤

炭之後，小樽成為煤炭輸出的重要商

港，因而發展為北海道經濟發展的中心，但是由於小樽地勢多為山地，平

地較少，因此在 1989 年展開填海工程，並在新形成的海岸線外著手興建人

工島，政府為了取得填海的沙土，於 1914 年在小樽內地開始開鑿運河，成

為由港口運載貨物到各家倉庫的重要運輸碼頭，不少銀行和企業紛紛在此

發展，被人稱為「北方的華爾街」。但由於小樽港灣設施現代化，小樽運河

慢慢喪失其物流功能後，日漸廢棄的運河逐漸堵塞淤積，淤泥的惡臭引發

運河是否繼續保留的爭議，1965 年當時政府與工商界一致意見是將無用的

運河填埋改建道路，但居民以鼓吹家鄉守護的觀念，透過集體公民參與的

方式，展開運河保存運動，讓人與土地、人與家鄉發生更緊密互動，努力

自己家園的社區營造，為了保存運河周遭極富景觀意義與歷史價值的石造

 北海道小樽運河兩岸風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9B%E6%98%9F%E5%9F%8E%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D%E5%B7%9D%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BD%E9%A4%A8%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A7%E8%B7%AF%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AB%E5%B0%8F%E7%89%A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B6%E5%BB%A3%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8C%E5%BF%97%E7%B6%9C%E5%90%88%E6%8C%AF%E8%88%88%E5%B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8C%E5%BF%97%E7%B6%9C%E5%90%88%E6%8C%AF%E8%88%88%E5%B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B1%E7%9F%A5%E5%AE%89%E7%94%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6%A8%BD%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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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庫，進而舉辦各式義賣活動，以募款收購這些倉庫。如今，兩岸平排而

建的舊式紅磚倉庫群轉變成充滿懷舊歐風特色商店、 咖啡館及個性化的飯

店等，傍晚時分，兩旁點亮的煤氣燈更添小樽運河獨有風情，吸引無數日

本國內、外觀光客朝聖，成為北海道名聞遐邇的觀光景點，亦是小樽市的

地標。 

(三) 硝子工藝館 

北一硝子館與音樂盒博物館均位於小樽市的小樽運河地區周邊，與小

樽運河一同成為小樽市著名旅遊景點之一。北一硝子（きたいちガラス，

硝子是玻璃的意思)在小樽共有 18 家商店，每家各具獨特風格及特色，當地

人將製玻璃傳統技藝完整保存並發揚光大，其中北一硝子 3 號館是北一硝

子代表性商店，是小樽最具規模、最聞名的玻璃工藝中心，也因此使小樽

以玻璃聞名。建於 1891 年北一硝子 3 號館是木村圓吉先生存放海産的倉

庫，隨著小樽的發展，持續擴建倉庫，總共有 1 號到 9 號倉庫。1983 年北

一硝子 3 號館成為當地第一個古蹟活化再利用，從一般倉儲建築物轉作為

商業用途的商店。北一硝子 3 號館分為北一廳、和區、洋區、鄉村區及陽

台區，走道還保留著當年運送貨物的軌道，其中北一廳是最有特色的，使

用 167 盞油燈所佈置的歐洲式茶室，別名「星空的喫茶店」，周圍牆上有 4,000

件以上玻璃作品展售，可以這裡喝茶吃點心，昏黃的煤氣燈光與玻璃的晶

瑩剔透，營造出溫暖人心的和諧氣氛，該廳經常舉行古典音樂演奏會、電

影和藝文活動等，氣氛非常獨特。 

 

 

 

 

 

 

 

 

 北海道小樽北一硝子館  北海道小樽北一硝子館內部(照片來源：日本見聞錄網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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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樽音樂盒博物館 

小樽音樂盒博物館是建於 1912 年的歷史建物，為米穀商店木骨磚造的

兩層樓建築，整棟建築以文藝復興風格為主題，本建築亦是古蹟活化再利

用成功案例。佇立在該館門口別具風格的蒸氣鐘，是 1977 年由加拿大著名

鐘錶工匠以青銅打造，高 5.5 公尺、寬 1 公尺、重達 1.5 噸，蒸氣鐘是電動

式時鐘，以電腦控制讓鍋爐沸騰產生蒸氣，這個蒸氣鐘除每小時整點會報

時之外，每 15 分鐘也會以蒸氣奏出 5 個音階的旋律，這充滿古典歷史風味

的蒸氣鐘搭配音樂盒博物館的歐風造型也成了小樽市著名的景點。小樽音

樂盒博物館屬小樽音樂盒堂集團所有，該集團在小樽共有 6 館，小樽音樂

盒博物館屬本館，是音樂盒專賣店，店裡陳列展示及販售世界各國共有 3,000

種以上精緻的古董與現代的音樂盒，另外還有極具收藏價值的洋娃娃音樂

盒以及自動演奏的音樂盒等，而且目前在市面上幾乎看不到的傳統型音樂

盒在這也看得到，真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五) 日本北海道登別市 

登別市為日本北海道膽振綜合振興局轄下的城市，東南海岸區域為平

原，內陸為台地和丘陵，更內陸的區域為山地，人口主要集中在沿海的登

別、幌別、鷲別三個地區，分別位於登別川、幌別川、鷲別川的河口，其

中鷲別與室蘭市區相連，屬於室蘭市的衛星城市，轄區內西南部海岸區域

有大量工業區屬於室蘭市週邊工業區，登別市東部有登別溫泉和登別卡爾

斯巴德溫泉(カルルス溫泉) 為著名的旅遊勝地，被政府指定為國家溫泉度

假勝地，也入選為國民保養温泉名湯百選。 

 

 小樽音樂盒博物館與蒸氣鐘  小樽音樂盒博物館內部(照片來源：日本見聞錄網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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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ja&u=https://ja.wikipedia.org/wiki/%25E3%2582%25AB%25E3%2583%25AB%25E3%2583%25AB%25E3%2582%25B9%25E6%25B8%25A9%25E6%25B3%2589&usg=ALkJrhjldILwNPwGqd8OOsapxM9wLK2ytA#cite_not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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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ja&u=https://ja.wikipedia.org/wiki/%25E5%259B%25BD%25E6%25B0%2591%25E4%25BF%259D%25E9%25A4%258A%25E6%25B8%25A9%25E6%25B3%2589%25E5%259C%25B0&usg=ALkJrhh0RbV7tj87Dd2ii4AvDc5Z_29Z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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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登別熊牧場 

1958 年 8 月起，北海道開始保護當地的 8 隻蝦夷棕熊，為了放牧牠們，

開設了熊牧場，此為登別熊牧場的前身。登別熊牧場在北海道登別市登別

溫泉町，是全世界第一座的熊牧場，可以觀賞到全日本最大的陸地動物─

蝦夷棕熊牧場內飼養約 100 隻左右的棕熊，成熊最重可達 400 公斤，分別

被分配在 3 個區域：第 1 牧場(蝦夷棕熊雄區)、第 2 牧場(蝦夷棕熊雌區)及

熊山舞台(亞洲黑熊區)，遠觀棕熊十分可愛，但大隻棕熊一旦起身立正，

高度往往可達 3 公尺，體格雄壯，擁有「東亞最大的陸地動物」之號稱，

每當 5 月~7 月的發情期，雄熊會進行爭取霸王地位的打鬥，過程相當驚心

動魄。牧場內設有販賣熊餌與蘋果(200~300 日圓)攤位，牧場鼓勵遊客從高

處丟食餵養棕熊，可以看見棕熊為了討食，擺出左右搖手、招手、拜託的

手勢及用嘴接食的各種動作。另外第 1 牧場旁的「人之籠」內有個可以餵

食的小圓桶，可以嘗試餵食，小圓桶旁邊有玻璃窗，可以近距離觀察棕熊。

而牧場內還有世界上唯一的「棕熊博物館」，館內陳列展示著棕熊自出生至

成熊各時期的樣貌與骨骼標本，棕熊的起源，在世界各地的分佈狀況，人

畜受害情形，棕熊的習性及生態等 500 多種資料，讓遊客能更詳細、深入

的了解棕熊。 

 

 

 

 

 

(七) 昭和新山(支笏洞爺國立公園)  

1943 年 12 月 28 日洞爺湖畔的有珠山麓一帶發生連續的強震，引起十

數次火山爆發，在短短的 2 年內，就在有珠山東側，原本是麥田的地方，

急速壟起一座山，原本山的高度只有 270 公尺，因為地殼不斷地活動，山

的高度日漸增加到 407 公尺，這座山在 1925 年(日本昭和元年)形成，故稱

昭和新山，屬於支笏洞爺國立公園。昭和新山形成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

 登別熊牧場成年棕熊  登別熊牧場門口本團團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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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糧食、底片、衣服等都嚴重缺乏，為了壓制日本全國的混亂，火山爆

發的事實並沒有被公開甚至也沒有舉行正式觀測，所幸當時負責這一帶的

郵局局長三松正夫抱著「火山爆發是探索地球內部最大的機會」，故自行觀

察、紀錄，才留得此火山貴重史料，三松正夫為了徹底保護貴重的火山及

金援失去房子和農場的居民，獨自收購了這一區的土地，因此昭和新山是

三松家的私人土地，也是世界上唯一在私人土地內的火山。1977 年(日本昭

和 52 年)三松正夫在見證有珠山第 3 次火山爆發後便因病逝世，日本政府為

感謝他對昭和新山的貢獻，在當地立了三松正夫的銅像。昭和新山屬於塔

狀火山或是火山岩尖，火山形態特徴顯明，至今仍在活動中，對於學術及

教育研究有很重要的貢獻，2007 年與有珠山被一起選為日本地質百選。如

乘坐有珠山空中纜車可以直達有珠山山頂，由那裡可以觀望洞爺湖、昭和

新山、有珠山及噴火灣。 

 

 

 

 

 

 

(八) 登別尼克斯海洋公園 

登別尼克斯海洋公園位於北海道登別市登別東町，是北歐風格的海洋

公園，外觀模仿中世紀文藝復興風格耶斯克城堡（Egeskov Castle）而興建

的海洋生態館，位在距離登別車站步行 5 分鐘路程，建築城堡內部有巨大

的水槽可觀賞各式魚類，是巨大魚類展示館，館內共有 400 種、1 萬隻以上

的生物。而城堡周圍則排列著北歐風格的建築物，內部為各式土產店及餐

廳，在城堡廣場旁還有海豚、海豹、企鵝的表演館，此座海洋公園最有名

的是每日都有的企鵝遊行，非常特別。除此之外，廣場一角是「尼克斯樂

園」，擁有 26 公尺高摩天輪……等兒童遊樂設施，滿足全家大小朋友同樂

的需被求，是日本登別市知名的親子遊樂場所。 

 

 昭和新山前本團團體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9%E7%8F%A0%E5%B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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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登別溫泉街(登別地獄谷) 

 

 

 

 

 

 

登別溫泉位於北海道登別市登別溫泉町，歷史悠久，始於 1858 年開湯，

第一瀧本館的創業者，瀧本金藏，當初為治療妻子的風濕病症特訪此地，進

而在此經營起了溫泉旅館，後來許多匠心獨具的溫泉旅館紛紛進住，此區漸

漸成為健康療養及旅遊景點的勝地。根據泉質分類，登別溫泉湧出 11 種溫

泉，每天湧出的溫泉量達 1 萬噸，是個大地資源豐富的溫泉鄉，因其泉質之

豐富及溫泉量之多，被稱為「溫泉的百貨公司」，是全日本最受歡迎的溫泉

區之一。該溫泉區附近有個區域地底會滔滔湧出熱湯、水蒸氣，加上火山瓦

斯強烈噴出來的景像以及刺鼻的硫黄臭氣，讓人猶如身在地獄，因此得名「地

獄谷」。另「地獄谷」幾分鐘的距離有一溫泉街道「極樂通商店街」，是登別

溫泉的中心地點，街道四處瀰漫著硫磺氣味，洋溢著懷舊風情，其中最特別

的是街上有座「閻羅王堂」(在「第一瀧本」旅館附近)有個吸引遊客到訪的

「地獄審判」節目─「閻羅王堂」堂內坐著面目慈祥的閻羅王，但每當「地

獄審判」開始，原本和善的閻王臉部會變成鬼的樣子，揮動手驚嚇遊客，待

短短 2 分鐘的審判結束，閻王的臉又會恢復和善，地獄審判每天 6 次，每次

10 分鐘，可自由參觀，這就是有名的登別閻魔王變臉秀。還有從登別溫泉

 登別尼克斯海洋公園前本團團體照 

 「地獄審判」節目  溫泉街道「極樂通商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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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地獄谷的路上，有兩尊鬼像，青鬼和紅鬼守護著居中的鬼祠，祠內端坐

「念佛鬼像」，是每年「登別地獄祭」的主角，此祭典於 8 月最後一個星期

六、日舉行，閻魔王會乘坐山車隨青鬼和紅鬼現身溫泉街，展開「地獄大遊

行」及「群魔亂舞」，讓許多遊客慕名而來參加百鬼夜行祭典，每年都吸引

來自日本國內、外超過 300 萬遊客造訪，成功將此地區與其他溫泉鄉做出了

完美的區隔。 

(十) 日本北海道函館市 

1. 地理人口：函館市是一個位於日本北海道南部龜田半島上的城市，面

積約 677.83 平方公里（臺北市 2.49 倍大），是北海道連接本州的大門，

東、南、西方分別被被津輕海峽和函館灣包圍，在人口上函館市是北

海道第三大城市，人口數約 26.9 萬人(比本區大安區 31.2 萬人口少一

點)。 

2. 行政位階：函館市是一個位於日本北海道道南地區的行政、經濟、文

化中心，在渡島振興局管轄下，是日本的中核市5之一，也是渡島振興

局辦公室的所在地。 

3. 經濟產業：函館市因為三面環海，漁業相當發達，自古以來就是優良

的漁港，因此漁業和水產加工業一直是本地的主要產業，其中烏賊更

是主要的特產，同時也因為函館港是日本最早和外國通商的港口之

一，從幕府末期就開始有西方文化傳入，因此許多遺留至今的史跡帶

動了當地觀光產業的發展。日本智庫 Brand Research Institute, Inc. 所做

的年度調查中，在日本人心目中函館的吸引力排名僅次於京都和札

幌，但 今年 2015 年日本民眾甚至認為函館是日本最具吸引力的城市。 

                                    
5 
中核市：在日本的大都市制度下，可分為：政令指定都市（簡稱「政令市」，人口約 50-70 萬以上可提

出申請核可）、中核市（人口達 30 萬人可提出申請核可）、特例市（人口達 20 萬人可提出申請核可）、

以及一般的市（人口達 5 萬人的町、村可提出申請核可）等四個等級。目前日本全國總共有 45 個中

核市。另有一種說法是，中核市只能從都道府縣得到相對於政令指定都市 70%的權限(資料來源：總

務省 http://www.soumu.go.j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E%9C%E7%94%B0%E5%8D%8A%E5%B3%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AC%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A5%E8%BD%BB%E6%B5%B7%E5%B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7%BD%E9%A4%A8%E7%81%A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A0%B8%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A1%E5%B3%B6%E6%94%AF%E5%BB%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A1%E5%B3%B6%E6%94%AF%E5%BB%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81%E6%A5%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BD%E9%A4%A8%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80%E5%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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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記憶：1454 年開始，來自津輕地方豪族6河野政通在當時被稱為「烏

斯克斯」的漁村興建宅邸（「烏斯克斯」：ウスケシ（Usukeshi）或ウシ

ョロケシ（Ushorokeshi），阿伊努語的意思為「灣岸之盡頭」），因建築

的外觀像箱子，故以「箱館」（音同函館）作為地名。最初從函館山週

邊開始發展，後逐漸擴大到整個龜田半島。江戶時代期間高田屋嘉兵

衛在「箱館」設立松前藩的役所。1854 年由於神奈川條約簽訂，箱館

變成美國的補給港，在 5 年後加上日美修好通商條約，成為國際通商

港、同時設立「外國人居留地」。在戊辰戰爭後期，榎本武揚在 1868

年佔領箱館，並成立蝦夷共和國，次年 1869 年被日本政府軍奪回，將

蝦夷地改名為北海道，同時將箱館改名為函館。1899 年與龜田郡龜田

村的部份區域合併成「函館區」。同年函館山要塞完成，並開始禁止一

般民眾進入要塞所在的函館山，期間長達 47 年。1922 年更名為「函館

市」，1939 年 6 月 1 日湯川町被併入函館市，1946 年函館山開放給一般

民眾進入。1961 年函館機場啟用，1988 年青函隧道開通，本州的鐵路

可通到函館，2000 年 11 月 1 日函館市被指定為特例市，2005 年 10 月

1 日被指定為中核市。 

 

  

                                    
6 豪族：所謂豪族（ごうぞく，uzoku），存在國家和諸侯等廣域政權的領域內部，在某地方擁有大量的

土地和財產以及私人軍隊，有一定的地域統治權之家族。 

 

 鳥瞰函館市街景  函館市役所窗景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4%A5%E8%BC%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2%B3%E9%87%8E%E6%94%BF%E9%80%9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4%BC%8A%E5%8A%AA%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BD%E9%A4%A8%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E%9C%E7%94%B0%E5%8D%8A%E5%B3%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6%88%B6%E6%99%82%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B%98%E7%94%B0%E5%B1%8B%E5%98%89%E5%85%B5%E8%A1%9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B%98%E7%94%B0%E5%B1%8B%E5%98%89%E5%85%B5%E8%A1%9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E%E5%89%8D%E8%97%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5%A5%88%E5%B7%9D%E6%A2%9D%E7%B4%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7%BE%8E%E4%BF%AE%E5%A5%BD%E9%80%9A%E5%95%86%E6%A2%9D%E7%B4%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9F%E7%95%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8A%E8%BE%B0%E6%88%B0%E7%8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6%8E%E6%9C%AC%E6%AD%A6%E6%8F%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D%A6%E5%A4%B7%E5%85%B1%E5%92%8C%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E%9C%E7%94%B0%E9%8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2%E7%94%BA%E6%9D%91%E5%90%88%E4%BD%B5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7%BD%E9%A4%A8%E5%B1%B1%E8%A6%81%E5%A1%9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BD%E9%A4%A8%E6%A9%9F%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5%87%BD%E9%9A%A7%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0%B5%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0%B5%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B9%E4%BE%8B%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A0%B8%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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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拜會函館市役所 

本轄區參訪團於 104 年(西元 2015 年，日本平成 27 年) 9 月 11 日

下午 2 點 30 分與 10 月 5 日上午 10 點 30 分分兩梯次拜會函館市役所，

函館市役所因議會開議，由日本函館市企劃部國際地域文流課承辦人笹

原小姐接待。關於函館市觀光振興措施─由函館市觀光部國際觀光課主

任數寄 朗史先生簡報說明，函館市經濟振興措施─由函館市經濟部經

濟企劃課主任小川 健一郎先生簡報說明。 

 笹原小姐： 

今天的參訪活動由我笹原小姐接待(日本函館市企劃部國際地域文

流課)，非常歡迎大安區公所及其團隊來訪，促成如此有意義的友好交

流。函館市的函館港是日本最早與外國通商的國際貿易港口之一，從幕

府末期就開始有西方文化傳入，吸取了各種異國文化，許多遺留至今的

歷史古蹟、文物帶動了本地觀光產業的發展，所以函館市是國際交流非

常活躍的都市，本市現有 5 個國家 6 個都市締結姊妹市及友好都市，目

前也與 24 個民間國際團體文流，本市的 5 所大學中有來自 16 個國家 1

00 名外籍流學生在學，臺灣留學生就有 2 位，目前來本市有居民登記(獲

3 個月以上居留資格)者至今年 8 月底共 821 位，臺灣國籍也有 23 位。

今天函館市觀光振興措施由函館市觀光部國際觀光課主任數寄 朗史先

生簡報，而函館市經濟振興措施由函館市經濟部經濟企劃課主任小川 

健一郎簡報，簡報後亦安排了意見交流與提問時間及紀念品互贈儀式。 

 程副區長國文(郭主任秘書冠蓮)： 

大家午安！很高興今天能參訪函館市役所，非常感謝貴市役所的接

待，今天跟本人一起前來的是臺北市首善之區大安區最重要的基層領袖

─第二殯儀館管委會主委翁鴻源(團長)及各里里長，因為人數眾多我們分

兩梯次來訪。日本是亞洲最早現代化的國家，其觀光休閒產業發展、歷

史古蹟維護、活化利用等市政已發展成熟，值得我們學習，希望藉由此

次考察，將所見所得，帶回臺北作為改進市政的參考，促進大安區的進

步，台灣與日本兩地人民關係是非常友好的，也歡迎你們能到臺北來參

訪、遊玩。本區亦有帶來一些紀念品贈送給貴所，最後敬祝大家友誼長

存！萬事如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BD%E9%A4%A8%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80%E5%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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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館市觀光振興措施 (數寄 朗史先生) 

簡報總計有 11 頁。 

目錄 (第 1 頁) 

1.外國人到日本觀光人數現況 

2.北海道觀光高人氣之理由 

3.函館市觀光振興措施之成果 

4.活化文化、傳統之觀光措施 

1. 外國人到日本觀光人數現況 (第 2 頁) 

外國人到日本觀光近 10 年的來客數 

統計西元 2014 年(日本平成 26 年)外國人到日本觀光的人數為 1,341 萬

人次，到北海道觀光人數為 137 萬人次，到函館觀光人數為 345,954 人

次。而從圖表會發現這三年(2012、2013、2014 年) 外國人到日本觀光

及到北海道觀光都有明顯增加 2~3 成人數，到函館觀光人次更是有所

突破，2012 年成長 53%，2013 年成長 94%，2014 年成長 25%。 

2014 年到函館觀光的外國旅客國籍 (第 3 頁) 

到函館觀光人次 345,954 人中，以臺灣人最多，有 228,774 人，中國次

之，有 50,772 人，香港 12,131 人，韓國 10,437 人，新加坡 10,394 人，

泰國 10,159 人，馬來西亞 5,697 人，美國 3,336 人，印度 2,467 人，其

他 11,787 人。 

2010~2014 年上、下半年到函館觀光的外國人人數 (第 4 頁) 

函館觀光人次從 2010 年~2014 年為 155,715 人次~345,954 人次， 2014

年上半年人次為 140,473 人次，下半年 205,481 人次。從圖表可以發現

到函館旅遊人數以下半年較多，主要是因氣候關係，北海道秋天、冬

季是觀光旺季。 

2.北海道觀光高人氣之理由 (第 5 頁) 

(1) 最吸引外國觀光客到北海道旅行的人氣要素─是北海道有「雪」、

「花」、「溫泉」、「美食」。 

①. 賞雪夢想 

東亞、東南亞都是溫熱帶、熱帶國家，對雪有強烈的憧景及興趣。

函館函館每年都舉辦聖誕節點燈活動來吸引觀光客，對東亞、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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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人們來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旅遊目的地。 

②. 花的美境 

北海道的櫻花、薰衣草種類很多、很美，有很多以花為主題的公園

可遊玩，優質的自然環境花團錦簇、綠意盎然非常吸引人。函館

函館有五稜郭公園的吉野櫻、函館公園的櫻花、惠山的杜鵑、雪園

的楓葉等。 

③. 療癒溫泉 

北海道的溫泉以溫質好、有療效而聞名，如登別溫泉、層雲峽溫泉、

定山溪溫泉等。函館函館有湯之川溫泉、熱帶植物園人氣泡湯猴

子可觀看(觀光客慕名而來別處沒有的特殊景像)。 

④. 美味享宴 

北海道令人驚訝的是食物，食物很好吃，有新鮮的海鮮、有機天然

的農產品、當地特色料理。函館函館有生魚片壽司、甜點等美味、

聞名的食物。 

(2) 北海道擁有多彩多姿的觀光景點，可以隨意安排 4 天 3 夜、5 天 4

夜的行程。推薦地點有函館、札幌、小樽、新雪谷(ニセコ)滑雪場(在

北海道虻田郡)、洞爺、登別、旭川、富良野等。 

(3) 近年吸引人到日本旅行的因素(第 6 頁) 

①. 亞洲國家經濟成長(如中國大陸經濟掘起)與日本政府貨幣政策調整

─日幣貶值，吸引外國旅客到日本旅遊，購買日本商品。 

②. 2020 年東京將舉辦奧運，再次引起世界注意。  

③. 日本政府免簽證制度與免稅制度的改進(如藥妝店退稅門檻降低，以

前消費滿 1 萬元才能退稅，現在消費滿 5 千元就能退稅，可以刺激

購買) 

④. 日本政府觀光局宣傳效果良好(如廣告代言人、大量宣傳活動)。 

(4) 北海道人氣高升時期的演進 

①. 1990 年代後台灣開始到日本觀光，開發許多團體旅遊行程。 

②. 日本政府觀光局開始製作精美、詳細的覽導手冊作為宣傳，再與日

本亞細亞航空合作，於 1995 年開闢台北─關西─札幌的航空線，增

加客源，其後續有更多航空公司加入開闢定期直飛北海道重點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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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航線。 

③. 2012 年(平成 24 年)再增闢台灣與函館定期國際直飛航線(台日簽署

航權協議開放天空之後，飛航線增加，復興航空自 9 月，長榮航空

自 10 月 28 日起將開闢台北－函館定期航班，提供近 3,000 個座位

數。)，交通便捷，成功造就外國觀光人數(如:臺灣)激增的現象。 

3. 函館市觀光振興措施之成果(第 7 頁) 

(1) 振興措施 

①. 1994 年(平成 6 年)開闢函館─大陸天津市定期國際直飛航線，之後

陸續開闢多條運輸航線，2001 年(平成 13 年)10 月 19 日函館市與天

津市締結友好交流都市。 

②. 2000 年(平成 12 年)開始籌劃開啟亞洲、大陸市場的函館市振興觀光

招商計畫，包括參加旅遊博覽會、旅遊展、旅行社招商會等。以下

是亞洲各國舉辦次數表： 

③. 接待外國觀光客之完善制度：(第 8 頁) 

 正式官方網站觀光情報之多國語言化(共有 11 種語言) 

 製作國際化觀光手冊(共有 7 種語言) 

 觀光地區諮詢處增加外語協助配置(有中文、英文服務人員) 

 觀光地區多國語言導覽、解說告示牌之設置(目前共有 53 座導覽及

82 座知名景點的解說告示牌，協助介紹當地景點特色) 

※近年來各觀光地區的土產商店都有增加會外國語言(尤其中文)的服

務人員協助觀光客購物、退稅。 

(2) 成果(第 9 頁) 

①. 台北－函館航線包機：長榮航空從 1998年起以季節包機的方式飛航函館—

台北航線已近 400 個航班。2004~2011 年(平成 16~23 年)臺灣在日本境內函

館機場包機數連續 8 年奪冠。※函館機場原本是日本國內線，為了讓臺灣

旅客方便，才增設國際線，目前有台灣長榮、復興航空定期航班。  

②. 2006 年(平成 18 年)6 月函館─韓國 (大韓航空:一周 3 班，目前停航) 

③. 2012 年(平成 24 年)9 月函館─台北 (復興航空:一周 2 班，目前 3 班) 

臺灣 北京 廣州 上海 香港 韓國 泰國 新加坡 

15 次 2 次 4 次 3 次 3 次 11 次 2 次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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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2012 年(平成 24 年)10 月函館─台北 (長榮航空:一周 2 班，目前 7 班) 

⑤. 2015 年(平成 27 年)3 月函館─天津 (天津航空: 目前一周 2 班) 

⑥. 2015 年(平成 27 年)7 月函館─北京 (中國國際航空: 目前一周 2 班) 

⑦. 過去 3 年間到函館市航班之統計： 

2012 年(平成 24 年)函館─台北(復興航空:109 班，中華航空 13 班) 

2013 年(平成 25 年)函館─夏威夷(日本航空:2 班) 

2014 年(平成 26 年)函館─天津(天津航空:84 班) 

2014 年(平成 26 年)函館─杭州(中國東方航空:8 班) 

2014 年(平成 26 年)函館─潘陽(中國東方航空:2 班)  

2014 年(平成 26 年)函館─吉隆坡(馬來西亞航空:6 班) 

2014 年(平成 26 年)函館─夏威夷(大韓航空:2 班)  

4.活化文化、傳統之觀光措施(第 10 頁) 

(1) 特別古蹟五稜郭遺跡公園 

①. 星型圖樣建造的城郭，以「五棱城郭遺跡」的名稱指定為國家特別

史蹟，作為國民的遺產受到保護及保存。 

②. 1868 年(日本明治元年)10 月五棱城郭被榎本武揚等率領的舊幕府軍

佔據，成了箱館戰爭(明治新政府軍及舊幕府軍最後決戰)的舞台，

直到 1987 年(日本明治 30 年)五棱城郭由明治政府陸軍省接手管理。 

③. 五稜郭的護城河岸遍植了上千株櫻花樹，春天是北海道有名的櫻花

名勝，夏天的五稜郭是一片翠綠，冬天則是一片白雪，銀白色的星

型五稜郭冬季夜間有點燈活動，如同日本地上最大的星星，稱為五

稜星の夢，是冬季限定版的米其林星級美景。 

(2) 函館山的堡壘炮台遺跡 

①. 函館山山頂現存一些堡壘炮台遺跡，是 1902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時

函館山被當作海港要塞，為守護津輕海峽而建造的。 

②. 函館山長達半世紀都禁止普通民衆進入，因此自然環境保存良好，

二戰結束後日本開放要塞遺跡供民眾參觀，2001 年「函館山和砲台

遺跡」被選為北海道遺產。 

(3) 美國提督來航記念碑 

函館與橫濱、長崎同為日本首批開放的通商口岸，1854 年培里提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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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領 5 隻蒸汽船艇，打開日本封閉的國門，日本人稱此為「黑船來

航事件」。日本人感念培里促使日本開放改革，因此在 150 周年記念

日(2002 年) 在基坂元町公園(函館市元町 12)裡立起一座培里提督記

念碑。 

(4) 舊函館區公會堂(第 11 頁) 

①. 完工於西元 1910 年(明治 43 年)，位於基坂(函館市元町 11-13)上，舊

的公會館因遭受祝融之吻付之一炬，當地居民深覺沒有一個集會場

所實在是很不方便，就集資蓋了新的公會堂(如臺北市區公所集會

堂)，而其中大部份的資金是由當地的有錢人相馬哲平捐贈的。 

②. 從二樓的陽台可以眺望寬廣的「基坂」(函館的四大坡道之一)及函

館港口、山的景色，相當優美，1974 年(昭和 49)年被指定為國家重

要文化財產，也是 1911 年 (明治 44 年)是當時皇太子(大正天皇)出遊

的行宮。 

(5) 函館市繩文文化交流中心 

①. 函館市繩文文化交流中心是北海道唯一常設展示真正的國寶“空心

泥人”的博物館(位於函館市臼尻町)。 

②. 函館市內發掘繩文時代（公元前 14500 年到公元前 300 年前後的時

期）的古物，如石器、土器、裝飾品等遺跡、古物約 1200 件於展函

館市繩文文化交流中心示。 

(6) 函館市區里再造社區營造中心 

①. 於 1923 年完工舊九井今井百貨，是當時位於地方中心，非常繁榮的

交流中心。 

②. 2007 年舊九井今井百貨建築體大整修，現在成為函館市區里再造社

區營造中心辦公、洽公場所。 

        ※資料來源：請參考附件─針對函館市外國觀光客振興觀光措施簡報(日文) 

 函館市經濟振興措施(小川 健一郎先生) 

簡報總計有 11 頁。 

日本全國與日本函館市正面臨人口減少問題(第 1 頁) 

根據總務省統計局及厚生勞動省戶籍調查、人口推算公布的數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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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全國人口數從 1975 年爬升至 2010 年到達 12,805 萬人，之後便開始下

滑，至未來 2040 年會減少至 10,728 萬人。函館人口數，從 1975 年爬升

至 1980 年到達 34 萬人，之後便開始下滑，至未來 2040 年會減少至 17.5

萬人，代表函館人口數下降速度更快、更急。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統計局官方網站 http://www.stat.go.jp/data/jinsui/；日本厚生勞動

省官方網站 http://www.mhlw.go.jp/file/) 

函館市經濟部目前實施策略(第 2 頁) 

提升當地經濟為主要措施 

 活絡當地經濟發展，擴大人口交流。 

◎ 新產業的創造 

◎ 吸引企業投資 

新產業的創造 (第 3 頁) 

◎ 經營函館海洋生物科技事業 

函館國際水產，海洋都市構想-由產官學攜手合作，集合各類學術研

究機關，加上地方組織與機構協助，結合觀光產業，市民生活調和，

將能成就函館海洋生物科技事業的成功，提升函館市的競爭力，便

能吸引更多人口的移入。 

對國家的效果─提升科學技術，創造國家進步之貢獻。 

對地方的效果─ 

 研究成果與技術革新會帶來地方經濟成長，活化相關產業，產業

技術升級，增加產能供國人(觀光客)所需。 

 對於研究者、市民、觀光客會產生新的生活樣貌，提供更優質生

活環境經驗，並增加國人(觀光客)參與、消費意念。 

 創造新觀光產業、資源，強化及提升社會教育環境。 

函館海洋生物科技事業研究案例分享(第 4 頁) 

研究開發案例①─提高海產新鮮度之墨魚運輸革新方法與冷凍冰沙運

用日本活墨魚(魷魚)運輸(宅配)技術正在不斷的發展中，在 2003~2005

年間(平成 15~17 年)，北海道立工業技術中心(北海道函館市民間企業)

開發了一種新的運輸技術，比如把活的墨魚裝入塑料袋中，放入特殊

海水，氧氣，水溫保持在 5 度，可成功保證存活 36 小時。 

http://www.stat.go.jp/data/jin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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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館市北海道水產科學研究所也研究通過“水溫麻醉”的方法，把海

水溫度調至零下 2 度，可保證 12 小時的存活時間。 

日本亦發明一種特殊的冷凍冰沙，可以控制冷藏海鮮的均溫，提高海

產新鮮度，保留住海鮮的鮮甜。 

研究開發案例②─海澡萃取物之研發與應用(第 5 頁) 

由日本專業實驗團隊合作研發，於天然的昆布、海帶芽及各種藻類當

中萃取出黏稠的海藻酸及海藻多醣，海藻有抗氧化能力其萃取物成份

可製造保養品，海藻有抗病毒、抗菌能力、降低膽固、降血糖血脂效

果，可製作抗肥胖、抗糖尿病的營養食品等販售。 

◎ 藻類主要可分作四個植物門：綠藻植物門(Chlorophyta)、褐藻植物門

(Phaeophyta)、紅藻植物門(Rhodophyta)及藍藻植物門(Cyanophyta)。 

吸引企業投資(第 6 頁) 

函館市的措施─招覽日本全國或國外企業到函館市投資，設立分司，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函館市為何要吸引 IT 產業進駐之原因 

 函館市 IT 產業界人才不足 

 整合函館高等教育機關，促進企業與學校合作：如此可以創造學校

高名度，吸引其他城市學生就讀函館市的大學，提升學生優勢，進

而提高學生就業保障 

 函館市推動「遠距工作」7並帶動國家網路資訊產業發展 

 函館市豐富自然環境適合居住 

 函館市地域災害少，企業在地投資可以分散企業風險 

                                    
7 遠距工作：日本政府帶頭大力推動「遠距工作」，首相安倍晉三宣布將從 2015 年開始的 11 月訂為「遠

距工作月」，日本推「遠距工作月」，如日本雅虎、SONY、富士通、日立、日本微軟及不少中小企業

參與響應，認為遠距工作能夠實現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並提高營運效率，可解決目前當地企業即將面

臨的缺工與轉型問題。經調查指出，臺灣有過半上班族盼每周在家工作 2 至 3 天，互動資通 team+創

辦人郭承翔呼籲臺灣跟進，他說在臺灣 12 歲以上逾 1,604 萬人持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臺灣也

面臨少子化、高齡化、產業轉型挑戰，應跟進推動「遠距工作月」，日本將「遠距工作」視為國家戰

略，除了讓日本工作者更可兼顧家庭，解決社會少子化問題，同時「遠距工作」也可帶動國家網路資

訊產業發展，讓企業組織更彈性，更能因應知識經濟的來臨及吸引人才。（中央通訊社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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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館市優勢(第 7 頁) 

北海道附近重要城市天候分析 

2013 年平均降雪量：青森 114cm/函館 59cm/札幌 87cm/旭川 87cm，所以 

函館冬季天候是較其他城市良好的。 

2013 年高、低溫度分佈： 

地震與自然災害較少，有安定良好的自然生活環境(第 8 頁) 

地震災害：今後 30 年間發生震度為 6 級以上的機率 

颱風災害：1983~2013 年 (昭和 59 年~平成 25 年) 30 年間，颱風每年平

均接近次數 

北海道 東北 關東甲信 中國 東海 九州 

1.8 次 2.6 次 3.1 次 3.3 次 2.7 次 3.5 次 

(資料來源：日本國土交通省氣候廳官方網站 http://www.data.jma.go.jp/obd/stats/etrn/ 

           index.php) 

函館 札幌 旭川 東京 大阪 福岡 

-4.3~23.6 -4.7~23.1 -9.3~22.8 5.5~29.2 5.2~29.2 5.2~30 

函館 仙台 東京 名古屋 大阪 福岡 

0.5% 4.0% 19.6% 45.3% 60.3% 3.8% 

北海道新幹線即將通車(2016 年 3 月) (第 9 頁) 

過去要從日本本州前往北海道，較快的方式為搭飛機或是搭新幹線到

新青森站之後再轉乘 JR 到北海道，不僅耗費時間也免不了舟車勞頓，

北海道新幹線「H5」系列車將在 2016 年 3 月 26 日通車，從東京直通

北海道函館不必換車，只要 4 小時 10 分鐘就能抵達，而東北新青森站

到北函館站的車程也只要一小時，第二階段開通路線則是新函館北斗

－札幌間，預計在 2030 年末才會通車。 

吸引 IT 產業進駐(第 10 頁) 

 

http://www.data.jma.go.jp/obd/stats/et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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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第 11 頁) 

人口減少問題是臺灣與日本未來共同的難題。 

互相儘量提供有益的智慧方案，一起解決這個局面吧！ 

                     ※資料來源：請參考附件─函館市經濟振興措施簡報(日文) 

 

圖說：本區程副區長與郭主任秘書代表致謝詞 

圖說：觀光課主任數寄 朗史與經濟企劃課主任小川 健一郎簡報 圖說：本區林里長協助翻譯 

 圖說：本參訪團對於參訪內容踴躍提問、討論並表達對日方感謝之

 圖說：本參訪團認真專心聆聽參訪

圖說：本參訪團與日方代表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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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函館山百萬夜景 

函館山（はこだてやま）是一處位

於北海道函館市市區西部的山地，

因函館山也是一座陸連島，因此有

時也被稱爲「函館島」「函館山島」。

函館山屬於火山地形，大約在 100

萬年前停止活動，如牛臥般的姿

態，使這裏也被稱為臥牛山，該山總共由 13 座山組合而成的，其中以

「御殿山」最高，海拔 334 公尺，為函館山瞭望台所在，由這裡瞭望，

可觀賞如被函館灣及津輕海峽夾住「鯨魚尾巴」的獨特地形，函館山俯

瞰的美麗景緻為函館象徵，其夜景更榮登日本三大夜景、世界三大夜景

及北海道三大夜景之美譽（日本三大夜景為─神戶、函館及長崎稻佐山

的夜景；世界三大夜景為─義大利拿坡里、香港及函館的夜景；北海道

三大夜景則是─札幌藻岩山、小樽天狗山及函館的夜景），想登台眺望，

除了搭乘空中纜車外，也可以利用計程車、公車、自行開車或是行經登

山路線徒步上山。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函館山被作為保護海港的要塞，

一般人禁止進入，也因此於戰爭時期樹林沒有遭受砍伐，豐富的自然生

態保留至今，在此可以欣賞到隨著季節變遷的 600 種植物及 150 餘種野

鳥，還有當年遺留的堡壘炮台，二戰結束後日本開放要塞遺跡供民眾參

觀，2001 年「函館山和砲台遺跡」被選為北海道遺產。 

(十三) 函館朝市 

函館朝市位於函館車站附近，面積佔地約 3 公頃，因近函館港而擁

有豐富海產資源，是日本著名的朝市之一，朝市內依其販售物產不同而

規劃有不同區域，將性質相近的物產賣家集中於同一區域，方便消費者

選購比較，朝市內亦承襲日本人一貫整齊、清潔的風格，沒有腥臭味的

海產展售，讓在此逛街採買的旅客備感舒適。函館朝市原只是在地農民

販售農產的市場，經過 3 次的移轉才搬遷到現在的位置，過去曾因市場

規模擴大，導致經營出現混亂，剛開始也面臨體制混亂、攤位無限擴張、

 函館山百萬夜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9%A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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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強佔攤位、環境髒亂、販賣劣質商品等問題，人多意見多，管理困

難，後來為了實質提升市場水準，解決問題及強化管理，先於 1956 年

成立管理委員會，又於 1987 年由朝市內 6 大公司合作，進一步成立朝

市合作社聯合會，並以會員為主體建立公約及推薦店家制度，2005 年

為了實現擴大聯合會會員商店的目的，成立了“淺井〜津市陳會”，邀

請更多市場組織會進入，2006 年函館朝市設立註冊商標。目前合作社

聯合會約有 160 間商店，加上其他周邊店家總計約 280 家，透過聯合會

互相訂約約束及受推薦店家的自律及榮譽感制度，應是造就該市場成功

之主因。 

現在函館朝市再推出『函館早市推薦店家五條公約』。 

一、 推薦店，不做强行覽客之行為。 

二、 推薦店，服務親切的態客之道。 

三、 推薦店，主動向消費者說明商品內容和價格。 

四、 推薦店，主動提供消費者商店名片等的聯絡方式。 

五、 推薦店，記住市場精神和您的笑容。 

到函館朝市購物只要是有「推薦店標誌」的安心店家大都可以使用

信用卡，還有許多市場組織會及獨立店家已經加入「聯合會網購平台」，

消費者可以直接網購商品，低溫宅配到府，亦可以親自到市場選購，交

由店家寄送到府，這項服務幫助消費者解決提貨問題又確保食品新鮮

度，很適合觀光客，大大提高觀光客消費意願；另外，目前還有推出消

費 2,100 元 ( 日幣 ) 以上免費停車優惠卷。 ( 資料來源：函館朝市

http://www.hakodate-asaichi.com/)  

 函館朝市「推薦店標誌」與『函館早市推薦店家五條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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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金森倉庫 

「金森紅磚倉庫」位於北海道函館市末廣町，前身起源於日本明治末

期，是函館原為保管從船上卸下的水產品而設置的營業倉庫群，後來改

建成綜合休閒設施。所有的金森紅磚倉庫都面向美麗的港灣整齊排列，

是函館的代表風景之一，外觀保留著古典風味，內部經過裝潢，十分時

髦具現代感。金森倉庫是由 4 個主題倉庫群所構成─1.「金森洋物館」：

以「西歐豐富的生活文化」為主題，各家商店提供國內外精緻小品、生

活雜貨、古董等，充滿夢幻異國風，帶給遊客造訪跳蚤市場般樂趣，此

館還有「函館聖誕廣場」：以「每天是快樂的聖誕節」為理念，展覽世

界各地所收集的各式各樣聖誕節禮品；2.「函館歷史廣場」包括函館啤

酒館、函館浪漫館、小型手推車店舖、千圓工作室等，內容十分豐富，

中央的展示大廳展示著金森倉庫的歷史以及以前實際使用的工具，融合

了明治時期與現代文化，十分特別；3.「金森廳」為多功能活動大廳，

在此可舉辦音樂會、演講會、電影欣賞、各種展覽會以及婚禮等，經常

有國內外著名音樂家在此演出；4.「BAY 函館」：是美食餐廳及精品店，

在此可以品嘗屬於函館的獨特口味。「金森紅磚倉庫」前身是渡邊熊四

郎於 1869 年在此地開設當時的金森洋物店（現市立鄉土資料館），金森

洋物店開店時，商號稱為「森屋」，現存的紅磚造建築上仍存有「森」

字，並且以直角線條圍住森字，即為開業時的商標。熊四郎 1878 年再

開設當時金森鐘錶店、金森船具店，開始從事進口雜貨及船具銷售等多

項業務，於 1887 年在函館開設最初的營業倉庫，現存的倉庫是於 1909

年重新修建而成，時至今日，金森紅磚倉庫依然很好地保留著昔日海運

 函館朝市「聯合會網購平台」  函館朝市導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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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榮時期的面貌，作為函館灣區域的象徵之一，金森紅磚倉庫一直見證

函館的歷史變遷，並不因為倉庫、運輸業的轉變而凋零，反而因其特殊

的建物造型轉型成為充滿特色的商店聚集區，再次創造了往昔的繁榮景

象。 

 

 

 

 

 

三、 公園管理類 

(一) 北海道圓山公園 

圓山公園位於札幌市中央区，札幌市西

郊圓山內，海拔226米，公園規模很大，

占地 60 萬平方米，設有圓山公園管理

事務所，目前由公益財團法人札幌市公

園綠化協會及札幌市環境局綠化推進

部公園管理課負責管理。圓山公園原本

是明治時期開拓使所建立的樹木試驗

場，後來在明治末到大正時期被改建

成公園，原始森林中林木蒼鬱，有水

枹樹、日本香連樹、樸樹、色木槭樹

等還被指定爲國家的天然紀念物，這裏

還有 1,700 多株蝦夷山櫻花，一到春天，到處是賞花的遊人，毗鄰於

山腰的北海道神宮中有樹齡超過 100 年的榆樹和花柏等參天大樹，聚

集著黑啄木鳥等野鳥，是觀察鳥類的絕佳去處。圓山公園旁還有綜合

運動場，一座圓山動物園，園內包括熱帶鳥類館和蟲類館，飼養著 20

0 種左右的生物，一到冬天，動物園中大雪覆蓋，一片白色，雪地中來

回奔走著長頸鹿和獅子，是其他動物園中無法欣賞到的奇特景觀。從

 金森紅磚倉庫 

 圓山公園平面圖及本團團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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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乘坐巴士花 10 分鐘左右便可到大倉山高臺滑雪賽場，整個冬季

遊客可在這裡觀看高臺滑雪比賽，還有其他體育設施如滑雪場等，讓

人們體驗冬季運動的樂趣。(資料來源：日本圓山公園網站 http://www.sapporo-p

ark.or.jp/maruyama/；日本札幌市官方網頁 http://www.city.sapporo.jp/) 

(二) 大通公園(遊覽車行經公園，無下車之市容參觀) 

 

 

大通公園是位於日本北海道札幌市中心，並將札幌市橫向間隔開

的特殊公園(特殊公園則為日本以推進城市綠化有助益為目的並發揚城

市居民之綠化意識之公園)。由中央區大通西一丁目至大通西十二丁目

計算，大通公園的總長度為 1.5 公里，面積為 78,901 平方公尺，設有大

通公園管理事務所，目前由公益財團法人札幌市公園綠化協會及札幌

市環境局綠化推進部公園管理課負責管理。大通公園在 1871 年(日本明

治 4 年)是作為市中心大型防火線設計而建成，市中心以北規劃為政府

機關，以南為住宅、商業街，這便是大通公園的雛形。後來，大通公

園基於札幌市整體城市規劃欲興建商業街，之後歷經多方討論與考

量，最後定案發展成一個地標型的大型公園，具備充足的廣場空間。

而日本政府也希望以大通公園作為札幌市的符號，因而將細長的大通

公園分別以 5 個主題分為 5 個區域建構：1.「交流」（國際交流區域）、

2.「綠洲」（水與光之區域）─園內有噴射而出的噴泉和壁泉。西 3 丁

目的噴泉在 15 分中裡有 16 種變化、3.「集會」（遊玩、音樂會場之區

域）、4.「國境」（歷史、文化之域）、5.「花」（花園區域）─公園裡種

植有札幌市樹紫丁香等 92 種、約 4700 棵樹木、花壇一年四季被各種鮮

花裝點。現今的大通公園已經是札幌市民最愛的休閒場所之一，同時

 照片來源：札幌市官方旅

遊網 

 照片來源：大通公園網站 

http://www.sapporo-park.or.jp/maruyama/
http://www.sapporo-park.or.jp/maruyam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AD%E5%B9%8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5%8D%80_(%E6%9C%AD%E5%B9%8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9%87%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B8%82%E8%A6%8F%E5%8A%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6%A5%AD%E8%A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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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園也成了札幌觀光的一處重要景點，舉辦過各種國際交流活動，

如初夏的 YOSAKOI 索朗節、夏天的露天啤酒節、和盂蘭盆節会場、冬

天的冰雪節、白色彩燈節等，聞名日本全國與國際間，成為札幌市最

重要的公園。(資料來源：日本大通公園網站 http://www.sapporo-park.or.jp/odori/guid

e/；日本札幌市官方網頁 http://www.city.sapporo.jp/；照片來源：札幌市官方旅遊網 htt

p://www.welcome.city.sapporo.jp) 

(三) 大、小沼國定公園 

大、小沼國定公園8位於北海道西南部，在渡島半島上的渡島駒岳西簏，

目前由北海道環境生活部環境局生物多様性保全課負責管理。大沼及小沼

係由於渡島駒岳爆發時噴出之泥石流堵住山簏的凹地而形成，以大沼為代

表，四周分布小沼、篿菜（じゅんさい）沼澤，24 公里的湖泊，有大小

126 個島嶼、32 個湖灣所組成，這些島嶼由 18 座橋梁連接，風景富有歐

洲風情，可在湖畔漫遊、高原騎馬，以及觀賞火山生態與水鳥生態，再加

上周圍的白樺樹、色木槭林，呈現出風雅的湖沼景觀，堪稱一大奇觀，自

古以來就是北海道道南第一的風景名勝地，與函館同是代表道南的觀光景

點，日本明治時代初期除了日本皇族小松宮、有栖川宮以外，德國皇帝及

義大利皇族等當時的貴族都曾到此遊玩，1881 年明治天皇出巡北海道時也

在此休息。大沼於 1905 年被北海道廳指定為道立公園，1914 年本多靜六

博士制定大規模的公園整頓計劃，隔年 1915 年大沼入選新日本三景。1957

年自然公園法成立後於 1958 年 7 月 1 日包含大沼、小沼在內被指定為國

定公園，為了能保護出色的自然風景地，日本政府建立了保護及利用的管

理計劃。大、小沼國定公園佔地約 9,083 公頃，擁有豐富自然的藻澤中鯉

魚、鯽魚、雅羅魚、若鷺鱼等各種各樣的魚類棲息，初夏時日本萍蓬草(コ

ウホネ)、睡蓮(ヒツジグサ)等水草會開花，蓴菜澤可採取蓴菜，藻澤週邊

                                    
8 
「國立公園」是代表日本最傑出的自然風景，中央環境大臣指定，由國家管理的公園，北海道現有國

立公園 6 座；而「國定公園」也按照國立公園自然風景地的標準篩選，由都道府縣提議列入，最後由

環境大臣指定，但管理上是交由都道府縣處理的，北海道現有國立公園 5 座；「道立自然公園」，是代

表都道府縣的公園，由都道府縣指定，親自進行管理的公園，北海道現有道立自然公園 12 座。(資料

來源：日本北海道官方網站 http://www.pref.hokkaido.lg.jp/ks/skn/environ/parks/parks.htm) 

http://www.sapporo-park.or.jp/odori/guide/
http://www.sapporo-park.or.jp/odori/guide/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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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寬葉樹林，水櫟(ミズナラ)、山毛櫸(ブナ)、赤楊(ハンノキ)等野生樹林

的新綠和紅葉非常美麗，山麓地區棲息著北狐(キタキツネ)、蝦夷狐(エゾ

タヌキ)、蝦夷松鼠(エゾリス)等哺乳類及大斑啄木鳥等鳥類。  

(四) 五稜郭公園 

五稜郭公園位於函館市五稜郭町，屬歷史公園，設有管理事務所，目前由

一般財團法人函館市住宅都市施設公社及函館市土木部緑化推進課負責

管理。五稜郭是日本江戶時代建造之五角星形要塞城，是日本第一個以西

洋建築格式所建的一個城堡，在日本總共有兩座以星型圖樣建造的城郭，

五稜郭為其中之一，另一座則為長野縣的龍岡城。五棱郭這座城的正式名

稱是「龜田役所土壘」（亀田役所土塁）或「柳野城」，後來大眾廣泛的直

接稱呼為「五稜郭」或「函館五稜郭」。日本在開放箱館港後，為了加強

軍事防禦，江戶幕府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定下令在 1857 年開始於函館興建

五棱城郭，由西洋軍事學者武田斐三郎負責設計，費時 7 年才宣告完成，

當時年代以大砲為主力，為減少周圍防衛的死角，這座城郭因此被設計為

五角形，屬歐洲棱堡式的築城風格，五稜郭缺少了一般日本城堡有的天守

閣，最主要的是預防戰爭時成為主要攻擊目標。1868 年(日本明治元年)10

月，五棱城郭被榎本武揚等率領的舊幕府軍佔據，成了箱館戰爭(明治新

政府軍及舊幕府軍最後決戰)的舞台，直到 1987 年(日本明治 30 年)，五棱

城郭由明治政府陸軍省接手管理，日本政府仿其圖樣於遺址旁另建一新五

稜城郭，1914 年(日本大正 3 年)以「五稜郭公園」對一般民眾開放，1952

年(日本昭和27年)被日本以「五棱城郭遺跡」的名稱指定為國家特別史蹟，

之後作為國民的遺產受到保護及保存。若是登上五棱郭公園入口附近的五

棱郭塔，由高達 60 公尺的瞭望台俯瞰，即可一探五棱郭公園的全貌，五

稜郭的護城河岸遍植了上千株櫻花樹，每年春天 1,600 多株的櫻花(染井吉

野櫻、里櫻)同時盛開，是北海道有名的櫻花名勝，園內還種植有許多蒼

勁的古松，並設有收藏五棱郭戰役史料的博物館，而在五稜郭公園的中央

建築物即是「函館奉行所」，為當年的函館的行政中心。五稜郭公園還不

定時有表演，例如為了傳承五稜郭的歷史而舉辦的「箱館五稜郭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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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者穿著當時的服裝並配合音樂演奏遊行，重現五稜郭開城的典禮及模仿

土方歲三的競賽，讓遊客大開眼界。 (資料來源：日本函館市官方網頁

http://www.city.hakodate.hokkaido.jp/ ； 一 般 財 團 法 人 函 館 市 住 宅 都 市 施 設 公 社

http://www.hakodate-jts-kosya.jp/park/p_goryokaku.html) 

 

 

 

 

 

 

 

四、 其他市政類 

(一) 日本施工(警示分隔)錐之巧思 

本區參訪團發現，在日本一般道路、人行道或

公園施工工程，為了市民安全，往往會在施工

範圍附近用交通錐（三角錐）和連桿來做區隔

和警示，不過這看起來並不怎麼起眼的小東西，

日本政府與施工廠商卻很有創意地把它卡通化，

據日本函館市役所官員表示，把連桿座變成一隻微笑青蛙或其他可愛造型

的樣式，會讓工地增添許多趣味，路過的市民會覺得「好吧！好可愛，我

原諒你施工造成我的不便」，市民的抱怨真的有變少，也比較會注意有工

地的存在，保障自身安全。 

 

 

 

 

 

 

 

 照片來源：運通世界旅行社 

 北海道市區施工範圍附近之交通錐（三角錐）和可愛造型的連桿 

 五稜郭公園口本團團體照 

http://www.city.sapporo.jp/city/chinese/
http://www.city.sapporo.jp/city/chinese/
http://www.city.hakodate.hokkaido.jp/
http://www.hakodate-jts-kosya.jp/park/p_goryokak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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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重視無障礙空間、設施之用心 

本參訪團發現，在日本無論是交通運輸 (巴士、路面電車、地下鐵)、

人行道、公共場所都有貼心的無障礙設計(設施)，如：低底盤巴士，方便輪

椅族上下車；還有人行道平整，無太多高低落差，人行道路口無論老人及

小孩都能輕易行進，紅綠燈路口更設置發聲設備，綠燈通行時會發出聲音

提醒用路人，部分危險路段更將斑馬線塗成紅色，提醒用路人；另外，公

共場設施之各項標誌極為明顯，對於身心障礙者、婦女育嬰者、年長者都

有貼心設施，從扶手、導盲磚、止滑墊、按鈕式自動門、緊急呼救鈴、免

治馬桶、感應式水龍頭、感應式自動給肥皂機、配有自動烘乾功能之洗手

臺等，超人性化的考量。 

  

 北海道市區馬路與街廓路口 

 北海道觀光區廁所內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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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考察心得 

一、 臺北市、札幌市、函館市、小樽市、登別市、大安區之相關介紹 

臺北市、札幌市、函館市、小樽市、登別市、大安區之相關介紹表(一) 

項目/城市 臺北市 札幌市 函館市 

面積 271.79km² 1,121.12km² 

（臺北市 4 倍大） 

677.83km² 

(臺北市 2.49 倍大) 

人口 2,700,115 人 

(人口在臺灣各縣市中排名第

四，儘次於新北、高雄、臺中，

人口密度則居第一) 2015/9 統計 

                  

1,948,262 人 

(札幌市人口占北海道约 3

成，是日本第五大城市，儘

次於東京、橫濱、大阪、名

古屋)         2015/9 統計  

269,079 人 

(函館市是北海道第三

大城市)   2015/9 統計 

           

       

市花 杜鵑花 鈴蘭 杜鵑花 

氣候 平均氣溫 23.8°C  

降雨量 2519.2 mm 

2015/12 統計 

平均氣溫 8.9°C 

降雨量 1180.5mm 

2015/12 統計 

平均氣溫 9.1°C 

降雨量 1100.5mm 

2015/12 統計 

市徽 

市章 

   

行政區 臺北市是直轄市
9(第一級地方

行政區)，中華民國首都，與周

邊衛星市鎮所連結而成的臺北

都會區，是臺灣人口最多的都會

區，為臺北都會區的發展核心，

亦是臺灣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

的中心。目前共有 12 個「區」

級行政單位(第三級地方行政

區)：中正區、萬華區、大同區、

中山區、松山區、大安區、信義

區、內湖區、南港區、士林區、

北投區和文山區等。 

札幌市是政令指定都市(第

二級地方行政區)，在石狩振

興局管轄下，是道央地區的

行政、經濟、文化中心，也

是北海道政府以及石狩振

興局辦公室所在地，目前共

有 10 個「區」級行政單位(第

三級地方行政區)：中央區、

北區、東區、白石區、厚別

區、豐平區、南區、西區、

手稻區、清田區等。 

函館市(第二級地方行

政區)，舊稱箱館，現為

中核市，在渡島振興局

管轄下。函館市是道南

地區的行政、經濟、文

化中心，也是渡島綜合

振興局辦公室的所在

地。 

                                    
9 
直轄市：是中華民國之第一級行政區，與省平級，由行政院直轄；根據《地方制度法》的規定，在人口聚居達

125 萬人以上，且在政治、經濟、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需要之地區置之。目前共設有臺北市、新北市、

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等 6 個，俗稱「六都」。直轄市之下設區，屬於第三等級（鄉級）行政區，而

直轄市與區之間不設第二等級（縣級）的行政區劃，這是沿用民國 19 年（1930 年）頒布的《市組織法》之規定。

區之下設里，里為中華民國之第四級行政區名稱，亦是最基層之地方自治單位，里之下再設有鄰，鄰為里之下的

行政編組，以數字編號。鄰長是由里長指派後，由區公所聘任之義務職，主要工作內容為協助里長。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5%B9%B3%E6%96%B9%E3%82%AD%E3%83%AD%E3%83%A1%E3%83%BC%E3%83%88%E3%83%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8%A1%8C%E6%94%BF%E5%8D%80%E5%8A%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8F%A3%E5%AF%86%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B4%E8%BD%84%E5%B8%82_(%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9%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9%83%BD%E6%9C%83%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9%83%BD%E6%9C%83%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B8%82%E7%BE%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B8%82%E7%BE%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6%B2%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93%E6%BF%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AD%A3%E5%8D%80_(%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C%E8%8F%AF%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0%8C%E5%8D%80_(%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B1%B1%E5%8D%80_(%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E%E5%B1%B1%E5%8D%80_(%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E%89%E5%8D%80_(%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7%BE%A9%E5%8D%80_(%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7%BE%A9%E5%8D%80_(%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7%E6%B9%96%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B8%AF%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3%AB%E6%9E%97%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8A%95%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B1%B1%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5%8D%80_(%E6%9C%AD%E5%B9%8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8D%80_(%E6%9C%AD%E5%B9%8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5%8D%80_(%E6%9C%AD%E5%B9%8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7%9F%B3%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9A%E5%88%A5%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9A%E5%88%A5%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1%90%E5%B9%B3%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8D%80(%E6%9C%AD%E5%B9%8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8D%80_(%E6%9C%AD%E5%B9%8C%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8B%E7%A8%BB%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7%94%B0%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A0%B8%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8%A1%8C%E6%94%BF%E5%8D%80%E5%8A%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8%A1%8C%E6%94%BF%E5%8D%80%E5%8A%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C%81_(%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9%99%A2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5%9C%B0%E6%96%B9%E5%88%B6%E5%BA%A6%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8F%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3%E5%9C%92%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4%B8%AD%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D%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9%9B%84%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0_(%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4%89_(%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8%A3_(%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5%9C%8B%E7%B4%80%E5%B9%B4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5%B8%82%E7%B5%84%E7%B9%94%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C_(%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8%A1%8C%E6%94%BF%E5%8D%80%E5%8A%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6%96%B9%E8%87%AA%E6%B2%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4%B0_(%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 46 ~ 

 

 

臺北市、札幌市、函館市、小樽市、登別市、大安區之相關介紹表(二) 

項目/城市 小樽市 登別市 臺北市大安區 

面積 243.13km² 212.11km² 11.3614 km² 

人口 123,376 人 

           2015/9統計 

50,182 人 

                2015/9 統計 

312,795 人 

(大安區人口數為臺北市 12

區的第 1 名，以區排名（包

含非直轄市）大安區人口數

為台灣各區的排行第 7 名)  

              2015/11統計                                

市花 杜鵑花 菊 波斯菊(區花) 

氣候 平均氣溫 8.7°C 

降雨量 1223.5 mm 

         2015/12 統計 

平均氣溫 7.3°C 

降雨量 1487.5 mm 

                2015/12 統計 

平均氣溫 23.8°C 

             2015/12 統計 

市徽 

市章 

  

 

區徽 

行政區 小樽市為日本北海道的

一座港口都市，鄰接北

海道首府札幌市，位於

後志綜合振興局(北海

道道央地區的振興局)

北部，為札幌的衛星城

市。小樽市目前為北海

道人口第七大的城市，

也是後志綜合振興局轄

下人口最多的行政區。 

登別市為日本北海道膽振綜合

振興局(為北海道道央地方的振

興局，設於室蘭市)轄下的城

市，東南海岸區域為平原，內陸

為台地和丘陵，更內陸的區域為

山地，人口主要集中在沿海的登

別、幌別、鷲別三個地區，屬於

室蘭市的衛星城市，轄區內西南

部海岸區域有大量工業區屬於

室蘭市週邊工業區。 

大安區(第三級地方行政區)

位於臺北市的中心偏南，是

臺北市轄下人口最多的行政

區。區內有 53 個里，1,026

個鄰。大安區人文薈萃，商

業發達，交通便捷，高級學

府林立，為臺北市首善之

區。區內擁有 19 處知名的古

蹟與 24 座歷史建築。 

資料來源： 

日本北海道官方網站 http://www.pref.hokkaido.lg.jp/ 

日本札幌市官方網站 http://www.city.sapporo.jp/ 

日本函館市官方網站 http://www.city.hakodate.hokkaido.jp/ 

日本小樽市官方網站 http://www.city.otaru.lg.jp/ 

日本登別市官方網站 http://www.city.noboribetsu.lg.jp/ 

日本國土交通省氣象廳官方網站 http://www.data.jma.go.jp/gmd/risk/obsdl/index.php# 

臺北市政府網站 http://fun.gov.taipei/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網站 http://dado.gov.taipei/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V7/climate/monthlyData/mD.htm 

主計處網站 http://210.69.61.217/pxweb2007-tp/dialog/statfile9.as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8%A1%8C%E6%94%BF%E5%8D%80%E4%BA%BA%E5%8F%A3%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9C%E9%B5%91%E8%8A%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F%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4%B0
file:///D:/104年里長出國(重要資料)/104年出國報告(完成)/報告/北海道官方網站
file:///D:/104年里長出國(重要資料)/104年出國報告(完成)/報告/札幌市官方網站
file:///D:/104年里長出國(重要資料)/104年出國報告(完成)/報告/函館市官方網站
file:///D:/104年里長出國(重要資料)/104年出國報告(完成)/報告/函館市官方網站
file:///D:/104年里長出國(重要資料)/104年出國報告(完成)/報告/小樽市官方網站
file:///D:/104年里長出國(重要資料)/104年出國報告(完成)/報告/小樽市官方網站
file:///D:/104年里長出國(重要資料)/104年出國報告(完成)/報告/登別市官方網站
file:///D:/104年里長出國(重要資料)/104年出國報告(完成)/報告/登別市官方網站
http://fun.gov.taipei/
http://www.cwb.gov.tw/V7/climate/monthlyData/m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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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防災措施類 

以下就本所辦理災害防救業務先予以說明： 

1. 區級災害防救體系之建置、功能強化，提昇災害防救措施之規劃與執行。 

2. 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之設置與運作：公所長官擔任指揮官、副指揮官、鄰

里災害勘查組組長、救濟組組長、總務組組長、搶修組副組長及協助幕

僚作業(列管災害情事與處理狀況)。 

3. 社區災害防救能力之整合與強化：促進區內各里提升災害應變之能力

(督導里鄰災害應變能力演練及環境踏勘)及激發里內救災能量之動員。 

4. 轄區災害防救業務之督導考核、災害防救業務成果彙整。 

5. 轄區災害防救資源、設施、設備之整合及儲備。 

6. 配合教育局規劃緊急安置所。 

7. 災情勘查、災民疏散。 

8. 輕微災害之搶修(公園、巷弄道路)。 

9. 受災民眾收容救濟：轄區旅館清冊建立、收容安置物資發放與管理、災

民慰問、急難救助。 

10. 協助災後重建組織之業務推動。 

11. 協助社區辦理災後重建事項、災害復舊清理。 

12. 受災民眾狀況、需求之調查統計。 

13. 辦理防災宣導、教育及協助住宿用火災警報器之推廣。 

14. 防災公園開設。 

而本參訪團員針對本區防災業務範疇，提出以下幾點想法： 

(一) 臺灣與日本災害防救體系之比較 

日本在經歷數次巨大浩劫災難後，深知災害應變的重要性，日本政府

對於防救災相關的組織編制與經費投入自是不遺餘力，日本政府業務首重

防災計劃、督導、協助地方執行與再修正之，而消防人員專職救災、研究

與自我訓練，地方協會負責宣導、教育工作；本參訪團在瞭解札幌市防災

組織及策略規劃後(參下表「臺灣與日本災害防救體系之比較表」)，再與

本市相比，實在是自知不足，在本市有限資源下由消防局承擔所有災害防

救業務，包括統籌、規劃、整合、宣導、教育、督導、考核及最重要之救

災責任，如此，會造成消防人員心無餘力也能量不足，而公所也一樣，被



~ 48 ~ 

 

 

賦予撐起地區防救災重要執行窗口職責，災害防救業務主責人員亦由民政

課同仁兼辦，在多項不同業務同時進行壓力下，公所人力缺口問題立即浮

現，好不容易培養出一位重要幹部，隨之而來的就是人才流失，新手上路，

重要防救災經驗無法傳承、累積，消防局亦同，所以消防局及公所非常需

要仰賴里辦公處或社區發展協會之地區人力能量，參與防救災業務推廣與

投入協助災害後區里復原；而使用地區人力能量亦存其問題，如地區人力

能量有整合與競奪問題，有經費拮据，是否願意無償協助之問題，有缺乏

專業訓練、組織化等多項問題，所以在本市府級政策面與基層執行面上，

都存有如何合作、如何培力、提升效能之學習、探討空間。 

臺灣與日本災害防救體系之比較表 

         國別             

項目 
臺灣 日本 

法令規定 災害防救法 災害對策基本法 

災害防救體系 三級制之災害防救體系 

中央、直轄市(縣市)、鄉鎮市 

三級制之災害防救體系 

中央、都道府縣、市町村 

決策平台 設有會議性質之決策平台 

(另設有屬協調平台之中央災害

防救委員會)。 

設有會議性質之決策平台。 

權責劃分 中央負責支援協助及督導規劃，地方則負責執行及落實辦理。 

災害防救 

主要決策者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 

行政院院長 

內閣府總理大臣 

(常任防災專職) 

決策幕僚機關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首相官邸 

災害防救 

主要決策幕僚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主任 內閣府防災擔當大臣 

中央災害防救

業主管機關 

內政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

部、 法務部、主計總處、金管

會、外交 部、文化部、衛生福

利部、海洋委員 會、國家發展

委員會、勞動部、交通 建設部、

總務省、法務省、外務省、

財物省、 環境省、防衛省、

文部科學省、厚生 勞働省、

農林水產省、經濟產業省、 

國土交通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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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國家通訊 委

員會、科技部。  

災害防救計畫 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防災基本計畫 

防災業務計畫 

地區防災計畫 

災害應變作業 

模式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首

長決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開

設及分級，並擔任指揮官主導災

害應變事宜。 

 

災害發生時，中央：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指揮官由中央災害防救

會報召集人指定之，災害防救業

務主管機關進駐，協同指揮官一

人至五人，由會報召集人指定該

次災害相關之其他中央災害防

救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擔任；地

方：市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為市

長，區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為區

長。縣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為縣

長、轄下鄉鎮市亦有災害應變中

心，其首長為指揮官。 

日本災害對策基本法係由內

閣府主辦，且遇有重大災害

發生時亦由內閣府主導相關

災害應變事宜，並由防災擔

當大臣擔任指揮官。 

 

災害發生時，中央：緊急災

害對策總部/指揮官為內閣總

理大臣，非常災害對策總部/

指揮官為防災擔當大臣（天

災），指定行政機關首長（人

為災害）；地方：都道府縣

災害對策總部/指揮官為都道

府縣首長，市町村災害對策

總部/指揮官為市鎮村長。 

執行機關 中央：有內政部災害防救署(消防

署)作為災害防救政策之執行機

關；地方：目前實務大多縣市主

要由消防局負責，而第三級政府

(區公所、鄉鎮市公所)也大多由

民政單位同仁兼辦。 

日本消防廳為指定協助執行

行政機關之一，僅是體制中

的一份子，防災工作詳細分

工、分責處理。 

地方防災會議 １. 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

會報，其任務為(1)核定各該

１. 都道府縣防災會議 

２. 市町村防災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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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 (市) 地區災害防

救計畫。(2)核定重要災害防

救措施及對策。(3)核定轄區

內災害之緊急應變措施。(4)

督導、考核轄區內災害防救

相關事項。(5)其他依法令規

定事項。 

２. 鄉（鎮、市）災害防救會報，

其任務為：核定各該鄉（鎮、

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核

定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

策、推動災害緊急應變措

施、推動社區災害防救事

宜、其他依法令規定事項。 

３. 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 

４. 區公所得比照鄉（鎮、市）

公所設置災害防救會報與災

害防救辦公室之體例，成立

災害防救會報及災害防救辦

公室。 

地方防災會議之基本任務如

下：(1)訂定及推動地區防災

計畫。(2)蒐集轄區內發生災

害時之資訊。(3)聯絡相關指

定地方行政機關、市町村、

指定公共事業及指定地方公

共事業 間，有關災害之應變

措施及災害復原事項。(4)訂

定及推動重大災害之緊急因

應相關計畫。(5)其他依法規

定屬權限事項。  

資料來源： 

日本總務省消防廳網站 http://www.fdma.go.jp/ 

內政部消防署網站 http://www.nfa.gov.tw/main/index.aspx 

陳崇岳(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副局)，101年，國內外災害防救體系比較及我國未來發展 ，臺灣專科

警察學校消防學術與實務研討會 

(二) 臺北市與札幌市防災中心及防災宣導模式概況之比較 

有鑑於日本於 1995 年 1 月 17 日發生芮氏規模 7.2 的阪神大地震，死

亡 6,430 人，受傷 4 萬餘人，房屋全倒、半倒達 51 萬餘棟，包括公共設施

等損失大約在 10 兆日圓左右，是日本戰後僅次於伊勢灣颱風，所遭受的

第二大天然災害；爰此，於同年 84 年 7 月 10 日，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改制

成立，為提昇市民防災教育，讓市民體驗災害進而了解防災的重要性，著

http://www.nfa.gov.tw/main/index.aspx
http://department.tpa.edu.tw/fire/assets/account/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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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規劃設置臺灣第一座防災科學教育館，為了讓市民了解各種災害的歷史

及特質，市府消防局防災科學教育館以電子系統、機械設備，模擬各種災

害發生狀況，供市民實地操作體驗，使防火、防洪、防震、防颱等緊急避

難知能，以「寓教於樂」方式自然地融入體驗中，提昇市民災害應變能力。 

本參訪團參訪札幌市防災中心後，再觀本市防災科學教育館，該館是

全臺灣第一座專為防災教育所設置的場館，坐落於內湖區，館內精心設計

了許多寓教於樂的設施，並結合各項軟硬體防災訓練設備，透過參觀者直

接參與，親身體驗的方式，讓每位參觀者都能體會災害的可怕，進而學習

寶貴的防災知能，災難來臨時能夠有所應變，達到減災效果，此效益亦與

日本防災中心相同(參考下表「臺北市與札幌市防災中心及防災宣導模式概

況比較表」)。 

而日本重視防災教育，從小觀念與自救能力的培養均來自家庭及學校

的努力，本市亦已由各級中小學開始推動防災教育，各校除設有「校園災

害防救組織」編組外，每學期至少辦理一場次防災教育主題活動，配合國

家防災日，進行避難演習、避難包及地圖介紹等活動，將防災教育融入課

程，讓本市防災意識也開始從小紮根。 

臺北市與札幌市防災中心及防災宣導模式概況比較表 

項目/城市 臺北市 札幌市 

防災中心設備、設施比較 

防災教育場館 防災科學教育館 

(消防局內湖分隊所屬) 

札幌市民防災中心 

(白石消防署所屬) 

館內設施 軟、硬體設備及場景模擬 APP、硬體設備及場景模擬 

開放參觀 採事先預約/可網路線上預約 採事先預約/可網路線上預約 

費用 免費 免費 

展館樓層 1至4樓及10樓 地上3樓、地下1樓 

設立時間 1995年7月 1982年2月 

官網互動 消防互動遊戲、多媒體交流 一般中心資料、宣傳活動簡介 

實際體驗活動 多媒體操作機台學習防災知

識、兒童防災教室、居家防火示

直線雲梯車體驗、災害虛擬體

驗區(3Ｄ立體放映館) 、急救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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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區、鐵窗展示、風雨體驗區、

通報訓練區、地震及緩降機體驗

區、緊急救護教室、科技防災專

區、自走式安全梯、科技化滅火

訓練體驗區、煙霧體驗區、多媒

體教室及消防博物館。 

驗、滅火體驗、地震及暴風體

驗、煙霧避難體驗、防災城市

札幌模擬系統、防災訓練教

室、消防服裝與器材試穿。 

消防衣試 

文物文宣展示 古老雲梯車展示、歷年颱風災害

數據圖表、颱風來襲各時期防範

應變解說圖表、地震時各時期應

變作為及災後整建要點資料展

示、急救訓練示範海報、科技防

災專區、消防紀念文物展示。 

直線雲梯車展示、防災手冊、

防災文宣、標示災害大型地

圖、風災歷史照片資料、消防

服裝與器材、各國雲梯車展

示、防災圖書角落、防災避難

用品商品櫥窗。 

展覽與活動 展覽歷史災害實景照片。 119音樂會、舉辦主題展覽、繪

畫比賽、歷史災害實景照片。 

資料來源：  

防災科學教育館網站 http://fsm.119.gov.taipei/about.asp 

札幌市民防災中心網站 https://www.city.sapporo.jp/shobo/tenji/gaiyou/index.html 

防災宣導模式概況比較 

學校教育 自中小學開始每學期一次防災

主題活動，從 103 年 9 月份開

始，由消防人員組成的「防火防

災教育團」積極走入本市各國小

校園，教授學童正確的防火防災

知識及消防應變技能。 

家庭、學校、教育三方結合，

每學期一次防災主題活動。 

教育方針 培養全民防災意識及里鄰自救 全民防災、重視社區自力自救 

校園災害 

防救組織 

僅編組 有編組且實際運作 

專業認證 未設置專門師資及認證機制 防災養成委由防災學校及其他

訓練機構培訓，取得合格防災

師資格，以推廣防災知識技能 

http://fsm.119.gov.taipei/about.asp
https://www.city.sapporo.jp/shobo/tenji/gaiyou/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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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類型 里鄰防災 社區防災 

地區防災組織 剛起步仍待落實 自主防災組織(協會) 

防災避難演練 每年定期舉辦 每年定期舉辦 

避難隨身物 

(緊急避難包) 

礦泉水、乾糧食物、證件影本、

少數現金、常用藥品、手電筒、

電池、禦寒衣物、內衣褲、毛巾、

輕便衣雨、備份鑰匙、哨子等。 

食物 3 天份、飲用水 3 天份、

防寒道具（防寒衣物、毛毯

等）、便攜收音機、衣物（內

衣類、毛巾等）、救急醫療品、

手電筒筒、打火機、火柴、繩

索、現金貴重品、雨具（雨衣）

等。 

防災手冊  防災訊息比較散見各文宣中。 

 防災手冊漸有改善，活潑，圖

文並茂，但文字還是太多，放

置網路下載。3.設置多國語言

防災宣導單：市府特印製中

文、英文、日本、泰文、印尼

文及越南文語等多種防火、防

震、防颱宣導文宣及防災公園

摺頁。 

 

                                                                                                                                                                                                                                                                                                                                                                                                                                                                                                                                                                                                                                                                                                                                                                                                                                                                                                                                                                                                                                                                                                                                                                                                                                                                                                                                                                                                                                                                                                                                                                                                                                            

 有領導人專業培訓用的自

主防災手冊。 

 一般市民用的防災手冊： 

1.多元及多國語言防災宣導

單。2.防災手冊詳細、資料豐

富，非常生動、活潑，圖文並

茂，淺顯易懂，廣印發送市

民。 

民眾參與 被動參加當地的防災訓練，動員

鄰里長、志工參與，配合度低。 

主動、積極參加當地的防災訓

練，全民防災，配合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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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避難場所設置及民生救濟物資之啟發 

1. 避難場所 (收容安置場所)分類 

在日本東北大地震以前，收容安置避難場所對於提供何種災難避

難一直沒有明確的分類，直至 2013 年 6 月日本「災害對策基本法」修

正，對於每種類型(洪水、土砂、地震、大規模火災災害)的異常災害現

象，會指定民眾前往已分類的「指定緊急疏散」避難場所，讓市民從災

難的危險中緊急逃生，促進市民到達正確的安全疏散避難場所。為了能

安全緊急疏散災民，「指定緊急疏散」的設施要符合特定指定條件，例

如考慮到避難所所在之區域地形條件，災難史，災難假定，洪水災害，

山坡順、逆坡、附近是否有坍塌的懸崖，土石流，地震災害大小等。日

本政府規範了指定緊急疏散避難場所之條件標準(依據《災害對策基本

法》第四十九條第四項，《災害對策基本法施行令》第二十條第三~五

項，《災害對策基本法施行規則》第一條第三~六項)。 

★日本札幌市緊急避難場所之分類(參下表)： 

日本札幌市緊急避難場所之分類 

避

難

場

所    

的

種

類 

臨時 

避難場所 
收容避難場所 

廣域 

避難場所 

此種避難場所是

給予發生災難事

故時，撤退至一個

臨時安全的庇護

空間，暫時保護災

民生命的，如鄰里

區域公園、操場、

幼稚園等。 

此種避難場所是給予不能住在家

裡，需要長期避難災民使用，可以

保護身體和生命的地方，所以是要

室內空間及附有滿足災民基本生

活起居需求的設施空間。札幌市還

將學校、會館分類為發生洪水、土

砂、地震、大規模火災災害時收容

指定學校，因為有些學校無災民基

本生活起居需求的設施，不符合標

準的指定緊急疏散點，只能當臨時

避難所。設施---要以容納難民中可

此種避難場所是如果

發生大規模火災時，

可以幫助保護災民免

受火焰和煙霧傷害，

以確保自身安全的地

方，如大型防災公

園、操場或遊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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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最大數目計算之設施配比，如

城市的小學和國、高中都可以收容

300 人~2,000 人不等，設施要以最

大數計算。撤離時，所有設施可以

整理匯集到特定關鍵收容避難場

所存放。 

避

難

場

所

標

識 

 

  

資料來源：札幌市官網 http://www.city.sapporo.jp/kikikanri/higoro/hinan/hinanbasho.html 

★臺北市大安區緊急避難場所之分類(參下表)： 

臺北市大安區緊急避難場所之分類 

避 

難 

場 

所 

的 

種 

類 

短期安置場所 中期安置場所 長期安置場所 

安置時間在 14 天以

內者，設置短期避難

所，其設置地點由區

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

官（區長）指定學校、

廟宇或區民活動中心

開設，惟安置學校期

間，以不影響學校正

常上課為原則，必要

時安置於旅舍(館)或

其他場所。 

因災情嚴重，需長時間（15 天以

上至 6 個月）安置災民者，應轉

換為中期安置作業，以社會局依

災害防救相關法規及補助標準，

發放災害救助金為主要辦理方

式；或由社會局申請運用臺北市

政府民間捐款發放租金補助為

輔。若大量災民無法租屋或自行

依親時，由都市發展局提供中繼

國宅承租，或由國防部協助支援

國軍營舍。 

災民若因居住場

所損毀且無力重

建者，則應回歸

平時救助業務，

由各級業務機關

依相關規定予以

安置協助。 

資料來源：大安區公所 http://dado.gov.taipei/lp.asp?ctNode=75034&CtUnit=42026&BaseDSD=7&mp=12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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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避難場所收容安置設置原則 

  以下為日本北海道「地域防災計畫」關於收容安置避難場所設置

說明，亦訂定「鄉民安置設施管理」作為管理依據：  

(資料來源：北海道地域防災計畫/日本北海道官網 http://www.pref.hokkaido.l

g.jp/sm/ktk/bsb/bousaikeikaku.htm) 

(1) 地方自治團體對於避難場所營運需妥善管理，在避難場所關於任何

情報傳達，食物、飲水的分配，清潔等相關事宜要達完善，在避難

場所避難者、住民、防災組織相互協助，如有需要時，可向其他自

治團體或自願團體等要求協助。 

(2) 地方自治團體對於每個避難場所收容的避難者相關個資應於初期即

全數掌握，而無法收容於避難場所的災民，其所有相關個資亦應予

掌握並報中央單位知悉。 

(3) 地方自治團體需注意避難場所的生活環境，須維持其良好狀態，因

此，食物之供給，廁所的設置等狀況均須予以掌握，並採取必要對

策，又如有長期避難得需要時，避難者隱私的確保，淋浴設置及使

用狀況，醫師及公衛護士等巡房次數，空間冷熱溫控之對策，排泄

物、垃圾的處理狀況，避難者的健康狀態與避難所衛生狀態都須予

掌握並採取必要措施。若有必要，須於避難場所設置寵物專區。 

(4) 地方自治團體須考量有女性入住之避難場所管理，男、女需求之差

異，特別是女性專用曬衣場、更衣室、哺乳室的設置及生理用品、

內衣用品的需求配置，巡邏警備項目中工作人員須頭戴或手提照明

設備，須有防止女性被侵害的警示蜂鳴器，使避難場所的安全性得

以確保，滿足女性及帶小孩家庭之需求(戶外避難場所更為需要)。 

(5) 地方自治團體對於無法入住避難場所的受災者，食物及飲水之必要

物資也要提供，也要提供公共衛生護理人員的巡邏、諮詢、相關資

訊之保健醫療服務，使其生活得以確保。 

(6) 地方自治團體須依災害規模，將須長期收容避難者轉介入住旅館或

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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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方自治團體須依災害規模，鑑於規模較大災害，快速提供臨時住

房，公營住宅、空屋，以確保災民基本生活條件。 

以下為本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關於收容安置避難場所設置說明，

並訂定有「避難設施管理辦法」作為管理依據：(資料來源：大安區地區

災害防救計畫/大安區公所 http://dado.gov.taipei/lp.asp?ctNode=75034&CtUnit=420

26&BaseDSD=7&mp=124021) 

(1) 緊急避難場所劃定設置原則：安全原則：避難場所設備設之置地

點應避開高災害潛勢區域，以地勢高不淹水、建築結構牢固、無坡

地災害之地點設置較為適宜，以避免二次遷移或二次災害發生。

就近原則：避難場所的指定，以選擇距離災害發生地較近之學校、

廟宇、區里民活動中心等公共建物為主。效益原則：避難場所需

備有相當完善的避難設備、設施，足夠活動的空間，並位於水源易

取得場所，以及備有充足的避難物資，滿足災民生活需求，提供良

好的安置環境。分類原則：避難場所的指定，應先勘查地形，調

查環境，並依災害類型指定不同性質的避難場所，備妥必要的防救

設備及設施。整備原則：考量災害特性、人口分布、地形狀況，

事先指定適當地點作為災民避難場所，宣導民眾週知，並定期動員

居民演練，熟悉避難路徑，劃設為避難場所之建物應由專人負責平

時之定期安全檢查及設施維護，並備妥相當數量的救濟物資，以確

保災民生活安全及環境品質。 

(2) 緊急避難場所設置規劃時，應考量災時民眾日常生活之便利性及安

全性，如照明、衛生及盥洗、餐飲、不斷電廣播設備、資訊、醫療

器材、心理輔導場、臨時廁所等。 

(3) 優先針對生活弱勢者、高齡及肢體障礙者規劃加強照護之避難設施

場所，並與一般避難設施、人員有所區隔。 

(4) 負責緊急收容業務單位應對指定安置場所全面進行災害防救安全檢

查及補強作業，必要時得請市府工務等單位協助補強改善。 

(5) 整合各界救災就難與維生資源，妥善照顧災民生活。 

http://dado.gov.taipei/lp.asp?ctNode=75034&CtUnit=42026&BaseDSD=7&mp=124021
http://dado.gov.taipei/lp.asp?ctNode=75034&CtUnit=42026&BaseDSD=7&mp=12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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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參訪團綜合瞭解關於臺、日雙方在收容安置避難場所設置上，

日本北海道政府訂定完善，為因應災害之不同種類，還考慮到避難

埸所所在之區域地形條件是否符合該類災害收容，各類災害收容場

所是否為最適合、最安全；而對於滿足災民基本生活所需上，也考

量到男、女需求之差異，對於女性與家庭需求特別照顧，包括女性

安全加強保護，女性專用的設置(如晒衣區、哺育設備及生理用品等)；

另外還有針對於規模較大災害，災害復原不易區域部分，政府快速

提供臨時住房，如公營住宅及其他空屋借住，以確保災民基本生活

需求水準。上述政府對於災民的貼心安置概念，本區可以納入未來

規劃收容安置避難場所時之參考，而本區在 104 年收容安置避難場

所設置之實兵演練時，處置亦已相當成熟、用心，除了注重災民身

體、生活的照顧外，還會注重災民心靈的照顧，如心理諮商師、宗

教團體、老師志工進駐，避難場所內置孩童遊戲教室、祈福許願專

區、心靈補給小站、寵物專區及療癒花園等，不但可以撫慰災民心

靈，對於創傷後災民健康促進是有很大益助的，本區在這方面亦值

得其他單位學習。 

3. 避難場所民生救濟物資之精進 

臺北市與札幌市收容安置物資之比較 

項目/城市 臺北市 札幌市 

收容安置

物資內容 

救濟物資之項目依社會局每

年度以實際需要訂定開口合

約，本所配合社會局辦理調

度。六大基本物資：有礦泉

水（瓶）、口糧（包）、運動

服（套）、盥洗包（包）、免

洗內褲（包）、睡袋（個）。 

社會局還可以依姓別及身心

障礙者及幼兒採購日常用品

(衛生棉、尿褲、成人尿褲) 

避難所住民伙食、飲水是由日本紅

十字會北海道分會及航空自衛隊供

給，救災貨物平時是由日本紅十字

會北海道分會儲備，已儲存的災民

救援貨物如：日常食品、民生用品、 

毯子、睡袋、緊急醫護用品，當災

害發生時立即依“紅十字會賑災商

品儲備（分配）的指導方針”緊急

運輸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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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安置

物資內容 

泡麵、鹹粥類，加熱即食調

理包、麥片、奶粉、罐頭等

特殊需求物資等。 

 熱食部分：本區在 104 年

防災實兵演練中，已與宗

教團體如佛光山、慈濟等

單位合作，提供伙食服

務，故在災害發生時亦立

即啟動此機制，服務災

民。 

 熱食部分：北海道在 2015 年防

災實兵演練中直接由日本紅十

字會北海道分會提供伙食服

務，服務災民。 

安全存量 預估可能收容人數儲放 3 天

之安全存量。 政府目前刻正

努力宣導「防災避難包」之

重要。 

預估可能收容人數儲放 3 天之安全

存量。日本民眾受政府訓練要自行

攜帶「防災避難包」(3 天份食物、

飲用水及其他應急物品)，民眾可以

至相關協會購買或網路訂購。 

儲放地點 政府物資儲藏地點為本所及

地區物資儲放避難所 (學

校)。 

政府物資儲藏地點為區域物資儲放

避難所(學校)及公園下方，管理嚴

謹。民間協助物資儲藏地點日本紅

十字會北海道分會。 

其他對策 本所亦視需要可結合鄰近商

家或防救災民間團體（已建

立聯繫名冊）協助供應熱食

或其他救濟物資。 

結合防災協會 

或鄰近商家。 

資料來源： 

日本札幌市官方網站 http://www.city.sapporo.jp/kikikanri/higoro/iza/hijyou.html 

大安區公所網站 http://dado.gov.taipei/np.asp?ctNode=6208&mp=124021 

日本札幌市防災協會民生救濟物資種類很多，口味也多，包裝

精美，還有其他避難用品可購買(如下圖)，購買方式便利，價格親民，

大大提高民生救濟物資的接受度與使用度，本市亦可參考，也可結

合我國已經經營有成之團體，如佛光山、法鼓山、慈濟、臺灣世界

http://www.city.sapporo.jp/kikikanri/higoro/iza/hijyo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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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會、紅十字會、臺灣天主教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中台禪寺、

中華民國道教總會、臺北行天宮，還有「全聯物資銀行」等等組織，

他們都有不錯的急難救災經驗，舉凡救難包、口罩、口糧、發電機、

醫藥物品、帳篷、睡袋、保久乳、素食泡麵、食粥(口味很多)、毛毯

及礦泉水一應俱全，提供市民作為「防災避難包」物資與災害發生

時使用之選擇，讓災民在災難中保有生活基本水準與尊嚴。另外，

特別介紹慈濟基金會研發的救災物品有：淨水法船、組合屋、香積

飯、賑災毛毯共四項(如下圖)，其中「淨斯多功能福慧床」(組合床、

椅、桌子)獲得德國紅點設計大獎，而慈濟毛毯是由回收的 70 支寶特

瓶製作而成，可說是有環保概念的急難救災物資。  

但值得注意的，管理避難場所民生救濟物資單位(如社會局、本

所)要慎重處理、管理、分配物資，除了六大基本物資發放外，更要

注意包括慈善單位送來的急難救災物資，妥適利用，才不至物資被

浪費，或是讓災區輪流成為慈善團體競賽宣傳自己組織的平台。 

 

 

 

 

 

 

 

 (資料來源：慈濟全球社區網 http://tw.tzuchi.org/community/index.php?op

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2582:1F0B78C1F4C7B53348257C39002E0

FE4&catid=90:2009-12-21-02-51-46&Itemid=290) 

4. 建立災害時避難有特殊需求者之清冊 

日本政府為確保每位居民都能順利安全避難，市町村長於平時會彙

整、製作獨居高齡者、身障者等災害時避難有特殊需求者之清冊(《災

害對策基本法》2013 /6 新修正)，並取得其本人同意後，提供給消防、

民生委員等相關人員使用，因為據日本消防廳統計，災難中死亡之高齡

者、身障者，五成以上因無人協助，來不及避難而死亡的，又有一成在

避難所選擇輕生。本市目前亦備有本區獨居老人名冊，衛生局亦提供維

 慈濟基金會組合床 

 

 慈濟基金會救災船 

 

http://tw.tzuchi.org/communit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2582:1F0B78C1F4C7B53348257C39002E0FE4&catid=90:2009-12-21-02-51-46&Itemid=290
http://tw.tzuchi.org/communit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2582:1F0B78C1F4C7B53348257C39002E0FE4&catid=90:2009-12-21-02-51-46&Itemid=290
http://tw.tzuchi.org/community/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52582:1F0B78C1F4C7B53348257C39002E0FE4&catid=90:2009-12-21-02-51-46&Itemid=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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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器材使用保全名冊、罕見疾病全名冊及區內身心障礙機構、長照、養

護、老人住宅名冊提供給相關單位，以因應災害發生時得以及時協助、

救助。 

(四) 資訊系統建制及運用之啟發 

本參訪團覺得日本在防救災資訊建立上非常完備，舉凡各種防救災、

醫護訊息、災害現狀、避難庇護住所、災後輔助、稅及保險費減免等網站

上都找得到，防救災資訊還有多國語言翻譯，讓在日本生活的外國人可以

輕鬆獲得重要資訊；而各種災害訊息傳達方面，日本政府也使用多元的方

式，使災害的訊息能以最快的速度傳達給市民，並讓訊息傳遞無死角，市

民得以提早因應，例如：防災無線戶外廣播基地台、防災收音機、e-mail

發信---預警訊息傳送至個人智慧型手機，利用 APP、Twitter、Facebook 等

社群網站及官方網站隨時公告各項防災訊息。防救災資訊建立方面，本市

這部分已刻正努力中，網路資訊也日漸完整，本區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之圖

資應與市府及網站同步進行更新，再補充簡易多國語言翻譯資訊就更完備；

另外在災害訊息傳達方面，市府單位內部傳遞防災訊息有「一呼百應」系

統，對於市民防災訊息傳遞目前管道只有新聞、電視、廣播放送，傳遞管

道應漸漸建立，市府目前已建立易淹水地區民眾即時大雨通知，其他系統

可朝日本作法努力。還有中央防災系統中設計的內政部防救災資源資料庫

（EMIS）---可將收容情況、物資儲存及發放、支援人力等即時回報，供災

害發生時立即運用及查詢與內政部重大災害物資，以及志工管理系統---

可進行跨縣市之物資與志工媒合，重大災害發生時將可妥善管理民眾捐贈

物資及媒合各專長志工提供協助，本市亦多加利用，俾利增強地方防救災

能量。 

(五) 加強鄰里全民防災之防災教育啟發 

本參訪團一致認為災害防救前的準備，就是除了政府依訂定的各區地

區災害防救計畫執行(如環境、救災資源資料庫建置、災害應變資源整備、

災害防救人員整備、監測、預報及警示系統建立、災害防救人員訓練、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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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設施檢修、系統維護測試及實兵演習)外，最重要的就是落實防災教育，

全民皆防災，以達到減災效果。 

1. 扎根式防救災教育之落實 

本參訪團認為在防災教育方面，日本真的做得確實，日本政府規定

各小學均需設置防災教室，以加強防救災教育，在日本全國各地設有多

處防災中心，讓民眾平日可以以休閒方式參與防災中心的各項實境體驗，

各級學校也經常帶領學生以校外教學方式參與地震與風災體驗、煙霧避

難逃生等體驗，以了解災害之可怕，以寓教於樂的方式教導市民防災的

觀念，成效良好。 

2011 年的 311 強震後，更讓日本政府重視防災工作，尤以都會區

人口稠密之處，平日萬全的防災準備更顯重要，目前日本國民普遍防災

的自覺意識都很高，會主動積極參與各項防災工作、演習，日本防災教

育自學齡前幼兒教育做起，讓小朋友接觸各種災害類別的基本常識及各

項防災演練，自小便養成防災人人有責的意識，假以時日社會便能普遍

形成對於防災有責任之公民集體共識，不待強迫便能自發性的配合政府

各項防災政策措施。 

日本防災體系包括中央、都道府縣、市町村三級，防災體系緊密結

合防災和教育，課程教材從國小、國中、高中、大學、成人，一貫完整，

而日本札幌市有消防學校(編制下設置防災研究所)進行專業防災培訓

及防災設備精進，而經評量合格取得防災師資格者，可投入協會協助推

廣防災知識，政府加上民間團體、企業和社區結合，達到強化社區防災

意識。 

反觀本市，目前正努力追趕日本作法，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去年也

配置了專職「防災教育專門推進員」，為落實消防基礎教育工作，透過

本府教育局結合全市各國小共同規劃「全市國小消防體驗日」，從 103 

年 9 月份開始，由消防人員組成的「防火防災教育團」積極走入本市

各國小校園，教授學童正確的防火防災知識及消防應變技能，將防火防

災教育向下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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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強化自助、共助、公助之合作概念 

日本《災害對策基本法》明定：「地方民眾除了須自我防災之外，

還需自發性地參加地區防災活動。為了達成此目的，企業也必須給予必

要的協助。」，強調社區居民、企業在防災上應有所貢獻，如札幌市的

「地域防災計劃」內所列政府機關、民眾、企業各有責任，日本政府宣

導平時市民自己要準備防災避難包，民眾自己應在災害避難時，準備食

物 3 天份、飲用水 3 天份、防寒道具（防寒衣物、毛毯等）、便攜收音

機、衣物（內衣類、毛巾等）、救急醫療品、手電筒、打火機、火柴、

繩索、現金貴重品、雨具（雨衣）等，並要積極參加當地的防災訓練，

發生大災害時與鄰居和居委會一起互相幫助。  

防災教育的真正意義，不只是強調民眾受政府、法律保護而已（公

助），而是要強化自己的生命，自己救的能力（自助），更要有從「接

受幫助→幫助別人」（互助），所以防災教育並不只是為自己，同時也

是在隨時幫助別人，如幼兒、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外籍配偶、勞工與

幫傭都是防災教育的對象，而在我們想幫助這些族群時，本身也需要學

習怎樣幫助他們，人的一生隨著不同階段進展都扮演不同角色，但都也

是一直處在「公助」、「自助」與「互助」的交叉循環。因此，防災教

育若把它當作生命教育，那麼這就是人生一門重要課程。 

3. 善用地方資源─整合與擴充地區防災組織 

在日本民間組織的教育力量，相當充沛且具有活力的，以日本防

災士機構為例，民間自發性的防災組織，短短 2 年，可以讓學員達到 2

萬多名，可能是日本人對於他們所面對的重大災害，抱持著戒慎恐懼的

態度，日本重大的防災措施，都是來自於慎密的災害調查與災害研究建

置，才針對問題，提出藥方對症下藥。而在政府能量不足情況下，消防

局及公所非常需要仰賴里辦公處或社區發展協會之地區人力能量，參與

防救災業務推廣與投入協助災害後區里復原，我們也要知道問題所在，

對症下藥，所以為了有效建立防災宣導模式，增進其宣導效益。(1)透

過里鄰長、協會及各幹事鼓勵社區居民積極參與災害防救組織舉辦的災

害防救訓練及演習，並儲備避難包。(2)政策上給予鼓勵，訂定教育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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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的獎勵規範，擴大受訓學員的管道來源，例如：鼓勵各里積極善用「里

鄰防災教育訓練及宣導活動經費」(2 萬元)，學習札幌市防災協會策劃、

發想有趣又有效果的防災宣導活動，或積極鼓勵優質得獎的社區發展協

會(如本區新龍生、安東、古風、龍淵、民炤、錦安、龍泉、龍雲、義

村、住安、敦煌、龍坡、華聲社區發展協會)投入防救災宣導計畫，協

助防救災宣導、地方教育與地區防救災組織合作。目前本區錦華社區發

展協會已成為講師級的協會，應市府邀請至各區里，協助其他社區發展

協會經營地方巡守及防災能量擴散業務(3)善用災害的經驗，鼓勵民間

企業增加防災資源的投入，以善盡企業責任。  

現代人對社區意識的冷漠與向心力的缺乏，對於社區環境與公共

事務漠不關心，但災難發生時，社區居民互助互救是很需要，也很重要

的，如這共渡難關的機制喪失，會導致都市危險更加深一層，所以在民

間組織方面如里鄰長、守望巡守志工、環保志工、發展協會或其他團體

等一同協助市民加入自己家園自己救的行列；企業方面，在都市防災中，

企業對於鄰近地區的協力、協助同等重要，企業能量除了可以保護自己

體系內，也可以撥出餘力幫助社區，補充社區防救災能量，如企業的食

物銀行、企業救災設備備緩或企業志工等，如此一來，不僅可以讓居民

心安，亦獲企業良好形象，故本市防災社區的營造，應是由下而上的精

神概念，從居民、社區團體、企業體、專家組織到政府單位連成一線，

都擁有防救災意識與行動，真正形成一股強大守護家園的力量，此為國

家之福，眾人之福。 

4. 結合本所與各里舉辦之節慶活動作為全民防災宣導，提高宣傳效果 

透過本所與各里舉辦之節慶活動作全民防救災宣導，透過宣導活動

的禮品、互動遊戲比較能吸引民眾目光及參與度，宣傳效果會更好，可

以在遊戲或表演節目中編入宣導知識，特別針對防災、消防設備使用，

防救災意識，避難與自救方法，還可教育全民皆防災，全民動起來的理

念，讓市民時時保持居安思危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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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立分散風險(救災備援準備)及防範未然(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概念之啟發 

札幌市民防災中心承辦人表示，其實日本北海道相較日本其他城市，

天然災害如颱風、地震比較少，但比較怕颱風外圍環流造成大雨的水災及

地區火災。因為日本非常有災害預防及分散風險的概念，日本有鑑東京災

害太多，故許多政府單位或企業團體都會在北海道設置分部、分公司，以

確保災後重要的決策單位可以運作，不至停擺，這觀念又普及到日本防災

整備措施，日本非常重視地域防災能量，舉凡防災設備、設施、物資各區

都有備援，與我國《災害防救法》內容增訂強化地方政府應負責地方災害

防救事項與能量提升及需異地設置備援應變中心之政策理念相同，而本市

亦已做好備援準備，如確立警分局為第二災害應變中心，本所也已將災害

防救部分設備、設施存放於辛亥區民活動中心；物資部分，六大基本物資

依區內預估可能收容人數儲放 3 天之安全存量，儲放地點為本所及本區物

資儲放學校，本所亦視需要可結合鄰近商家或防救災民間團體（已建立聯

繫名冊）協助供應熱食或其他救濟物資，分散風險。 

在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方面，日本在推廣上也花了好多年

宣導，目前成效良好，市民皆有防範未然之概念，當它

是家中必需設備一樣。日本在推廣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的

做法有 1.公部門：消防廳除利用網站公佈住警器的訊息，

提醒民眾安裝的安全性、重要性、如何購買、安裝及需

安裝的地方等公開查詢資訊外，在戶外宣導方面，除在主力消防車的顯目

位置處，用螢光色紙之標語，提醒民眾記得安裝住警器外，也針對設計多

種不同型式的宣導海報，就其可能出現的場合適切張貼。同時也藉由舉辦

宣導活動或配合防災日訓練，擴大向民眾宣導此一政策。2.業者：配合政

府的義務設置法令，各百貨五金商場均會在住宅用品區，普遍設置住宅用

火災警報器販售區、特價區及如何安裝區，並以醒目標語提醒民眾「義務

安裝期限」，藉由多管齊下方式，提高民眾主動裝設住警器的比率。日本

由各項資料顯示，住警器已獲得多數民眾認可及相關業者協助，從因使用

住警器減少人員火災傷亡率之統計數字上亦已印證推動此一政策的正面

成效，而本市府目前也刻正推廣中，規定 2016 年 12 月 31 日需全面實施(住

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第十條)。  

 日本住警器文宣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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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觀光類 

(一) 「2016 走讀大安文化節」系列活動辦理之啟發 

本轄區(大安區)人文薈萃，商業發達，交通便捷，高級學府林立，為臺

北市首善之區，區內擁有20處知名的古蹟與28座歷史建築(資料來源：臺北市

文化局https://www.culture.gov.taipei/)，歷史留給了本區許多珍貴的文化資產，

歷年大安區基層藝文活動並無固定且動人的主題活動，自從蘇素珍區長上任

以後，深切感嘆本區擁有的豐富人文資源未能整合，地區特色無法呈現，因

而責成本所人文課積極與里內里長、其他公部門、私部門與NGO、NPO第三

部門合作，組織跨領域籌備小組，舉辦了「走讀大安文化節」系列活動，此

活動以「城市博物館」為概念，建立一區一特色。「走讀大安文化節」以寓

教於樂的手法，走讀導覽本里巷弄古蹟、水圳、文創、公共藝術等，並以田

野調查方式結合里長們的光陰故事，區-里-路的前世今生探索，再加入社區

發展協會的文史教育課程與體驗活動，以及新移民的在地生活面貌，從2012

年到2015年四年間成功讓世人看見大安的美與大安的軟實力，一致獲得在地

里長、市民廣大迴響，而明年將要到來的「2016走讀大安文化節」刻正規劃

中，本參訪團希望汲取日本北海道關於文化觀光推廣與古蹟保存、活化之創

意策略，作為設計「2016走讀大安文化節」相關系列活動之啟發。 

本次參訪團透過近距離參觀北海道小樽市的小樽運河、硝子工藝館、

小樽音樂盒博物館及北海道函館市的金森倉庫等歷史建物保存與活化成功

案例，深刻了解這兩座城市皆因大量歷史建築物而成為日本非常受歡迎的

旅遊城市之一，而人文藝術風采一直都是本區(大安區)努力形塑的地域特

色，本參訪團認為日本北海道小樽市與函館市的美麗來自於市民對於過去

的尊重、地方的熱愛與現在的珍惜，舉凡古蹟、歷史建築、文化景觀、傳

統民俗藝術都保留得宜，再注入一些新元素與巧思，建立並推動管理機制，

讓新、舊城市風貌融合至無違和感(いわかん，解釋為感到不舒適，感到不

諧調的)。 

再者，透過拜會函館市役所，綜整日本觀光部國際觀光課主任數寄 朗

史先生及函館市經濟部經濟企劃課主任小川 健一郎先生簡報說明函館市

觀光振興措施及經濟振興措施，著實讓本參訪團受益良多，大大佩服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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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營、提升地方文化觀光之用心與效率，數寄 朗史主任簡報中提到要吸

引觀光客到當地旅行，喜歡這個城市的因素有 (1)地區一定要有特色，例如

北海道旅行的人氣要素─是北海道有「雪」、「花」、「溫泉」、「美食」。(日

本函館市觀光課從 103 年 8 月~104 年 2 月作了一份喜歡函館市原因之問卷

調查，結果喜歡函館市原因前五名為 a.函館山/夜景 22% b.海産物等美食 26% 

c.文化的名勝/古蹟 13% d.温泉療養 15% e.自然景觀 11%。資料來源: 函館市

官方網頁 http://www.city.hakodate.hokkaido.jp/) (2)交通要便利，增加到訪率 

(3)完善國際化服務(如正式官方網站觀光情報、觀光手冊、導覽、解說告示

牌之設置、觀光地區諮詢處等備有多國語言服務) (4)歷史建築物保存與活

化，還有文化景觀、傳統民俗藝術成功保留 (5)成為《米其林綠色指南》(註)

的星級美景，可提高景點能見度；而小川 健一郎主任簡報中提到要提升當

地經濟產能策略為(1)新產業的創新(2)吸引企業投資等；本參訪團汲取函館

市對於推動文化觀光產業之具體策略，列舉幾項本區辦理「2016 走讀大安

文化節」活動之參考，如以下： 

1. 強化「2016 走讀大安文化節」地方參與度 

本參訪團覺得「2016 走讀大安文化節」系列活動可以再次強化民

間力量，透過文史工作者的蒐集與研究，結合區內國小鄉土教育課程及

大專院校產業研究，來辦理城市文史藝廊的展示與導覽，里鄰長的古今

故事分享，歷史文化互動式創作(如裝置藝術製作、文創商品開發)等活

動邀請市民參加，透過本區的文化資產讓市民與時空對話，同時也慢慢

凝聚大安 53 個里之向心力，願意一同為經營大安的美好而努力；另外，

亦可以在地方辦理相關座談會，邀請產、官、學、地方意見領袖等，一

同討論未來希望的城市風貌，透過參與過程激發出對自己生活土地的認

同與熱愛，一同追尋隱身城市空間的文化密碼，以至珍貴的地方記憶得

以延續，讓本區的文化觀光活動更顯其特色與意義。 

2. 創造「大安人文寶典」新價值 

這幾年舉辦的走讀大安文化節已經完成 19 處古蹟與 24 座歷史建築

及特色景點的介紹，本市觀光局《DISCOVER TAIPEI》中、日、英版雙

月刊觀光雜誌都曾兩度主動向本所邀稿以專版介紹，今年本轄區統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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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有 20 處古蹟與 28 座歷史建築，增加部分應編列入 2016 年新版的「大

安人文寶典」中，而以往的「大安人文寶典」內容包裝有照片、開放資

訊(時間、地址、聯絡電話)、觀光地圖(如下圖)等參觀資訊；本參訪團覺

得「大安人文寶典」附表的觀光地圖可以參考日本北海道小樽觀光地圖

(如下圖)，加入交通資訊(捷運、公車站名、步行方向與花費時間等)，再

增加本區美食地圖、文創商店地圖、街區特色景點、特色商圈(如永康商

圈、臨江夜市、師大商圈、東區商圈)、建國假日花市及玉市、資訊科學

展示中心、大安運動中心、富陽公園等豐富生活資訊，以上觀光情報皆

可放在本所官方網站上供人瀏覽，還可以製作成中、日、英文三種版本

的導覽手冊，再次請觀光局《DISCOVER TAIPEI》刊載，以便服務廣大

觀光客，讓本轄區的觀光資訊完整化、親民化、國際化，打造本區獨特

之觀光地圖，讓人愛不釋手，亦順勢帶動地方永續發展，俾利形塑本區

是文化與商業併存，流行與復古融合之必遊特色城市。 

本區觀光地圖與北海道小樽觀光地圖之比較 

「大安人文寶典」觀光地圖 日本北海道小樽觀光地圖 

 
 

 

 

 

 

 

 

  函館市觀光資訊官方網站 http://www.hakodate.travel/cht/basic-information/guide-book/ 

http://1.bp.blogspot.com/_mzuikSomhs0/TPUUDJyC9AI/AAAAAAAAFyU/cyNmhEMW2T8/s1600/%E5%B0%8F%E6%A8%BD%E9%81%8B%E6%B2%B3-1_%E9%A0%81%E9%9D%A2_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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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置本轄區觀光景點分類推薦 

在日本觀光區的導覽、解說告示牌上，常看見利用《米其林綠色指

南》10一~三顆推薦之星號來介紹當地地區內最具代表性的菁華景點。《米

其林綠色指南》是一份旅遊指南，藉由米其林獨立的評星標準幫助旅行

者探尋一個城市、地區或國家最精彩的去處，其作者針對最特別的旅遊

景點，提供讀者一星、二星或三星級的選擇(三星景點為「極推薦」、二

星景點為「推薦」、一星景點為「有趣的」)，例如民眾到當地若只有 1

天時間，就建議前往有三顆星地點，因該處在當地是最具代表性的菁華

景點，且交通便利，不必跋山涉水，如果停留時間再長一點，就建議前

往二星或一星的地方。本參訪團覺得如果在本區正式官方網站的觀光情

報、觀光手冊、導覽、解說告示牌上也可以將區內景點加以分類，模仿

《米其林綠色指南》的星號標示，讓初次來到本區遊玩的觀光客可以省

去許多做功課時間，可依本所幫助分類的景點遊玩，達到便民之效果，

而且吸晴的星型符號也同時豐富且美化導覽版面，創造更加吸引人注意

的效果。 

 

 

 

 

 

 

 

4. 增加「2016 走讀大安文化節」互動活動模式 

                                    
10 米其林的「綠色指南」（Green Guide）：是針對國家地區所出的旅遊指南書籍系列總稱，是法國知

名輪胎製造商米其林公司所出版，一般熟知的米其林美食餐廳評鑑是「紅色指南」，因為歷史都相

當悠久，所以在全世界都有高度的公信力。米其林的「綠色指南」在 2011 年 2 月終於把福爾摩沙「台

灣」也加入指南之中，整個臺北市亦獲選為米其林三星景點。(資料來源：台灣米其林官網站

http://www.michelin.com.tw/Products-Services/Maps-Guides/Maps-Guides-Global) 

 

 函館市觀光景點導覽、解說告示牌  米其林綠色指南(照片來源：大紀元電子報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2/25/n31811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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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觀看過登別溫泉街上的「地獄審判」節目─就是有名的登別閻魔

王變臉秀，還有聽當地人說起每年都吸引來自日本國內、外超過 300 萬

遊客慕名而來參加的「登別地獄祭」之「地獄大遊行」及「群魔亂舞」

盛況空前，成功將此地區與其他溫泉鄉做出了完美的區隔。登別溫泉關

於閻魔堂相關的傳說歷史其實並不是很久，甚至可說是近代才創造出的

溫泉鄉傳說故事，但卻成功塑造此溫泉區與其他溫泉區不同之特色，創

造出來的地獄系列小物，可是為當地帶來龐大的文創商機。登別溫泉包

裝地方特色，加入了魔鬼相關傳說，在此特殊人文條件下所產出的文化

行銷策略讓本參訪團想在「2016 走讀大安文化節」系列中增加一些有互

動模式的活動，讓市民不只有被動接受的導覽活動，還有一些如裝置藝

術製作、文創商品設計比賽等既有趣又富教育意義的活動，創造一個屬

於本區的動人故事，不管是生長在大安、求學就業在大安或者只是經過

大安都知大安事，努力經營，持續尋找下個大安人文寶盒，拼湊更多有

趣的巷弄遊踪，讓「走讀大安文化節」風光的一直幸福的續走不停。 

5. 鼓勵本區文創商品創作 

日本一向善用包裝來行銷特色產品，一景一物、一村一品都可大作文

章，每個地方都有代表的風土產物、文創商品，並且策略性經營成人氣商

品，商品內容重在複製每一個旅遊點的特色與感受，再配上有趣的故事強

力行銷，除了提高品牌知名度，帶動經濟效益，進而擴大產業產值。而本

區「走讀大安文化節」在每一次活動也如同日本行銷手法一樣，積極尋找

地方特色文創商店，設計、打造專屬「走讀大安文化節」的活動小物，如

印有本區歷史文化、特色景點或區徽、區花的鉛筆盒、滑鼠墊、杯墊、拼

圖、鑰匙圈、撲克牌……等，市民參與活動就可以集點兌

換，不僅增加本所與市民互動的機會，也讓本所在市民心

中的服務印象好感度大大加分。 

 

 

 
 本所走讀文化節文創小物與走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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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歷史建物保存運動之啟發 

1. 活化、保存歷史建物與特殊景觀，注入新元素，創造新商機 

日本北海道小樽運河透過集體公民參與的方式，展開運河保存運動，

由於居民的要求與努力，原先規劃寬40公尺運河填埋改建道路的計畫，從

路寬40公尺，僅留10公尺寬的運河，妥協為保留20公尺寬的方案，運河邊

的倉庫加以保留，同時運河邊設有人行道，在拓寬道路的同時，配合河道

整治、倉庫修整並加強廢水排放管理等配套措施。這樣的方案，或許兩造

雙方都沒有百分之百滿意，但就今日小樽運河旅人如織，已成北海道名聞

遐邇的觀光景點，電影『情書』及日劇『將太的壽司』皆到此地取景拍攝

情形來看，將當地歷史古蹟保存、活化確實是很不錯的方式，讓本來被鄰

近新開發的石狩灣新港取代而慢慢要沒落的小樽市又重新振興了起來，在

海運產業衰退後，觀光產業成為新的重要經濟來源；而與小樽運河連成一

線必遊的觀光景點─硝子工藝館、小樽音樂盒博物館亦相同，北一硝子3

號館是當地第一個利用歴史建物作為商業用途的商店，小樽音樂盒博物館

本館是由日本明治45年道內屈指可數的米穀商店木骨磚造的建築改建而

成，整棟建築以文藝復興風格為主題，這一區完整保留了許多建於日本明

治中期、大正及昭和時期的古老建築物，素有童話交叉路口(メルヘン交差

点)之稱；另外，還有函館市金森倉庫讓廢棄不用的舊倉庫改建成文化藝術

的商業街廓，注入異國與流行元素，創造新商機，本參訪團覺得以上都是

非常值得參採學習的案例。 

2. 「市區重建」改為「舊區活化」思維之建立 

當城市的某一部份出現老化，阻礙社區的正常發展；甚至威脅居民生

命及安全時，重建工程是刻不容緩，無可避免的，市區重建能解決舊社區

積累多年美觀、安全及衛生問題，是可提高該區之土地價值的；但若把「市

區重建」定調為「舊區活化」，思維便完全不同，會變得先尊重原有舊區

的社區傳统和原居民生活，工作重點是保存社區生活特色，加以塑造或強

化，再適度地注入新元素與活化，簡單來說，世界各地有名的大都會城市，

都蘊藏著其獨特的歷史文化和有趣的發展史，新舊社區互相交融，各自特

色，日本北海道小樽與函館市這兩個城市就是如此，不只是保留建築物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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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內裡的人和事也擁有著豐富的地方文化色彩，他們懂得尊重和珍惜這

些社區文化，建築物的靈魂亦得以保存，這些努力真的不止單靠政府，還

要有地方居民的支持和參與才得以實現。 

遊覽這些地方讓本參訪團感觸頗深，發想出里上許多問題，如舊社區

要重建發展或保留原貌，本轄里一些地方歷史建築物、特殊景觀的存、廢

取捨一樣，洽似小樽運河開發與保存間的競合；而社區未來到底要經營、

形塑何種氛圍；另外還有些里內存在一些政府閒置空間未曾好好利用，任

由廢棄，以致雜草、蚊蠅衍生要如何處理等問題。 

地方上(里長、市民、意見領導)很多都希望是由政府主動規劃、協調、

執行，並傾聽地方的聲音，而本參訪團的團員們都來自里上，自然對於里

內發展是否為民心所向甚是關心，因為這些轄里就是他們平常居住的家，

當然期待它有更美好的發展。 

3. 為落實文化資產保存─日本與我國的都市更新條例之努力 

在瞭解日本都市更新事業推動作法，發現日本政府是鼓勵民間參與，

自行提案，私部門扮演主導角色，而政府(如都市整備局)扮演獎勵、協助、

引導、仲裁及都市更新事業平台提供者角色，公部門扮演支持者，負責溝

通，尋找專家(協會)協助(如公益團體的街地再開發協會、再開發整合協會

等)，建立協議體制，由協議體制來整合需求，達到政府、地主或建築物持

有者、實施者(建商、施工單位)、居民互信模式，創造共贏目標。 

而閱讀我國的都市更新條例發現，我國亦有參考日本與美國的作法，

法條內容是日漸趨於完整，現代的都市更新有三種處理方式：重建

（Redevelopment）、整建（Rehabilitation）及維護（Conservation），我國也

從早期以拆除重建為主的局部改革，至目前以大地區整體開發的再生功能

為導向，強調對整體經濟、社會、產業、永續等各層面的提升，不僅著重

各區域的實質改善，區域特色的保存與強化，並重視當地居民對都更之適

應性外，對於當地歷史建築物的保存也有納入考量，例如內政部營建署在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及《都市更新條例》及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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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修正草案11中都有明定：為落實文化資產之保存、維護及協助保存、維

護具歷史性、紀念性、藝術價值之建築物，對於促進都市更新事業保存歷

史記憶及都市紋理之目標，有莫大助益者會給予適度容積獎勵，所以政府

角色是扮演著公權力介入協調公共利益與私人權利之競合。 

4. 本區落實文化資產保存之案例分享 

其實本轄區很多熱心的里長或社區發展協會，都非常樂意扮演社區規

劃師與協調者的角色，不管是對於歷史建築物的保存、活化，社區舊建築

的重建發展(都更案)，或是地方特殊景觀的保留等，都有案可鑑，例如：

大學里瑠公圳的保存運動(溫州街45巷口，目前瑠公圳在臺北市內碩果僅存

未加蓋的段落)12 (參下圖)，有了這些歷史建築物與特殊景觀讓這城市變得

有深度更豐富。 

                                    
11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三條明定實施容積率管制地區內，經指

定為古蹟，除以政府機關為管理機關者外，其所定著之土地、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

地或分區內土地，因古蹟之指定、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之劃定、編定或變

更，致其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分，土地所有權人得依本辦法申請移轉至其他地區建

築使用。「都市更新條例」第六條第五款：「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紀念價值，亟須辦理

保存維護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優先劃定為更新地區。」《都市更新條例》第

四十四條第三項：「主管機關依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優先或迅行劃定之更新地區，在一定

時程內申請實施更新者，給予適度之容積獎勵。」「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修正草案

新增第七條「全部或部分保留、立面保存、原貌重建或其他經各級主管機關認可之方式保存維護更

新單元範圍內具歷史性、紀念性、藝術價值之建築物，得依下列公式計算獎勵容積，並以法定容積

百分之十五為上限」。保存維護具歷史性、紀念性、藝術價值之建築物之獎勵容積=（維護或重建

所需經費 X1.2 倍/（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興建成本—管銷費用）。 

 

12
 大學里瑠公圳的保存運動：溫州街 45 巷口，目前瑠公圳在臺北市內碩果僅存未加蓋的段落，為保存

它，區公所與大學里里長努力下於 93 年 3 完成瑠公圳支流綠美化案，其採用最新的生態工法施工，

利用中空的箱涵為架構，在不減損圳道水域原則下，不僅增添圳旁的複層植栽綠帶，且使魚兒多了

許多可棲息躲藏的隔間，更成功的避免了施工中混凝土污染水質，並藉涼亭型的太陽能供電系統發

揮圳水濾淨及灌溉等自動化、省電的水循環功能。另外，支流旁的空地，原本為水利署的宿舍，拆

遷後荒廢的空地草草以鐵板封閉，後來由大學里里長與溫州社區發展協會爭取，市府產發局協助規

劃綠化，當地居民們親自參予施作，於 101 年 12 月正式竣工後開放使用，而溫州社區發展協會與大

安社區大學的合作連續 6 次假日下午兩點到五點，帶領參加學員藉由走讀的方式了解所謂的環境保

護與社區營造可以有哪些結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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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實本區也有里長反對地方歷史建築物與景觀保存、活化。反對的

里長認為活化的成功會讓原本平靜的生活圈變得過於熱鬧，希望自己生活

的社區能保留純住宅區的樣態，而非住、商混合樣態，例如青田街古蹟活

化案例，但地區發展不應該是侷限於 0 或 1 的選擇，而是應放棄成見，冷

靜分析和討論各種狀況，何者對大家都好，未來也會是更好的，再一同決

定行動方案。 

(三) 熊牧場之參觀心得 

登別熊牧場是全世界第一座的熊牧場，可以觀賞到全日本最大的陸地

動物─蝦夷棕熊牧場內飼養約100隻左右的棕熊，成熊最重可達400公斤，

牧場內設有販賣熊餌(200 日圓)與蘋果(200~300 日圓)攤位，牧場鼓勵遊客

從高處丟食餵養棕熊，可以看見棕熊為了討食，擺出左右搖手、招手、拜

託的手勢及用嘴接食的各種動作，偶爾還會看見四腳朝天躺臥的棕熊，位

於第 1 牧場旁的「人之籠」內有個可以餵食的小圓桶，可以嘗試餵食，小

圓桶旁邊有玻璃窗，可以近距離觀察棕熊，也可以體驗被棕熊當襲擊獵物

的臨場感。雖然隔著厚厚的玻璃與鐵窗，但每當巨大棕熊緩緩逼近，帶來

的緊張與壓迫感十分真實，反觀本市動物園沒有這樣的做法，因為人們餵

食的動作可能造成棕熊的傷害，我國的動保人士一定反對如此虐待動物，

而且牧場空間不大，熊又太多太大隻，本參訪團認為棕熊們要過更有人性

的生活，本市動物園在對待照顧動物分寸的拿捏上比較小心、謹慎。 

 

 

 大學里瑠公圳支流與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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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函館朝市成功經營模式─應用於未來臨江街早市自治會之啟發 

函館朝市整潔的環境及沒有腥臭味的海產展售，使其倍受好評，除了

店家的自律，透過聯合會互相訂定公約約束及受推薦店家的榮譽制度，是

該市場成功之主因；數年前的 311 大海嘯，函館亦受嚴重的影響，從函館

朝市到金森倉庫群，水淹距離約有 1.5 公里，在市民與志工的協助下，該

朝市在同年 4 月 1 日迅速恢復營運，可見民間力量的重要性，相較於公家

機關由上而下的管制，同業間的彼此約束有時更有效率，特別是市場這樣

的單位，靠市場管理員和少數幾個人是管理不來的，要攤商間彼此有共識，

願意一起讓市場變得更好才有可能；函館朝市成功經營模式啟發了本參訪

團員─臨江里黃金財里長，黃金財里長管轄里內有一臨江街觀光夜市(通

化夜市)13，黃金財里長希望在他任內可以成立臨江街早市自治會來管理臨

江街觀光夜市，努力想做得比寧夏夜市更出色更有制度，同時解決臨江街

交通問題；而市府也已允諾，待黃里長整合當地意見領袖之想法、做法後，

市場管理處立即配合里長從旁協助、督導，促進早市自治會成立─訂立公

約、獎勵優質攤商制度與周邊交通規劃等。 

  

                                    
13 臨江街觀光夜市：由通化街 39 巷及臨江街所形成的十字型觀光夜市，臨江街夜市是所有女性的最佳

購物天堂，白天是朝日菜市場，販賣著各式魚，肉，菜，聚集的每家婦女來此採購，也成了婆婆媽

媽相會交流的好地點，一旦接近黃昏，兩旁的服飾店面，美味小吃攤販，也陸陸續續的開始營業，

準備接待人山人海的顧客，夜市交通方便，接近世貿中心及台北 101、信義商圈，而沿著文昌街走下

去，還有文昌家具街，販賣流行時尚的中、西式家具。(資料來源：臺北市市場處網站 http://www.tc

ma.gov.taipei/) 

 

 臺北市市場處 2014 年臺北市觀光夜市手冊 

http://travel.network.com.tw/tourguide/point/showpage/103043.html
http://travel.network.com.tw/tourguide/point/showpage/101819.html
http://travel.network.com.tw/tourguide/point/showpage/1517.html
http://travel.network.com.tw/tourguide/point/showpage/1030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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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園管理類 

(一) 公園(綠地)數量與規模之啟發 

日本同樣因經濟發展而導致都市吵雜、擁擠，但卻比臺灣更用心經營

他們的土地，更知道要為後代留下綠地，日本大量種樹，無論在街頭轉角

處，在辦公大樓的縫隙間，在分隔島上，在巷弄空地間，他們都植入藝術、

歷史文化與綠地、公園來化解城市中的寂寞、疏離與焦慮，就像是綠色藝

廊和歷史文化藝廊活生生座落在伸手可及的自家後院，本參訪團參訪的日

本北海道整個城市就是一座大公園，日本國土最大的花園城市，到了日本

北海道才發現當地公園、綠地非常多、規模非常大，札幌市就有 62 座公園

(超大型公園、綠地、地區公園)，森林 19 座，每一位市民平均享受 28.83

平方公尺的公園綠地面積。札幌市目前正在計畫興建的公園還有 7 座；而

函館市有 362 座公園(大型公園、綠地、地區公園) ，每一位市民平均享受

24.43 平方公尺的公園綠地面積(詳參「臺北市、札幌市與函館市公園(綠地)

統計表」)。 

本參訪團參訪了札幌市的圓山公園，規模很大，屬自然生態公園，公

園旁還有綜合運動場，一座圓山動物園；路經大通公園(特殊公園)，公園除

了有美麗的花圃，每隔幾步就有標示牌詳細記載植物或雕塑的名稱與背景，

並介紹公園的歷史，公園內亦備有 AED (自動體外除顫器) 每年舉辦大型

活動，聞名日本全國與國際間，成為札幌市最重要的公園；還有函館市的

五稜郭公園(歷史公園)，為國家特別史蹟，是北海道有名的櫻花名勝，公園

還不定時有表演，例如為了傳承五稜郭的歷史而舉辦的「箱館五稜郭祭」。

以上公園都屬地方上的公園，各有特色，公園設有管理事務所，管理上除

了政府部門(札幌市環境局綠化推進部公園管理課、函館市土木部緑化推進

課)外，另外還有民間公益協會(公益財團法人札幌市公園綠化協會、一般財

團法人函館市住宅都市施設公社)協助經營、管理、維護公園，可以看出日

本在經營公園上的用心。 

反觀臺北市，公園看似很多，公園數達到 1,154 座，但規模很小，每一

位市民平均只享受到有 5.1 平方公尺的公園綠地面積(詳參「臺北市、札幌

市與函館市公園(綠地)統計表」)，而且本市公園(綠地)都只靠政府部門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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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談不上公園經營，缺乏民間協助，本市公園(綠地)的特色與活動相較

就少很多；而市中心的公園(綠地)只有在本轄區的大安森林公園及中正區的

植物園規模比較大，比較知名，其他要到市郊像是北投區、土林區、文山

區及內湖區才有為數較多的公園(綠地)，面積也比較大，屬自然生態類也比

較多；市中心雖然還有巷弄間的鄰里公園充數，稍稍為擁擠的城市補充一

些綠地，但市中心人口數過多，目前的綠化還是略顯不足與缺乏，以本轄

區為例：大安區人口數為 312,795 人，是臺北市轄下人口最多的行政區，公

園(綠地)只有 58 座，含公燈處管理的公園 5 座，區公所管理的鄰里公園 53

座(於 105/1/1 移撥公燈處管理)，全市倒數第五少，大安區每位市民僅僅享

有 1.8 平方公尺的公園綠地面積。 

臺北市、札幌市與函館市公園(綠地)統計表 

城市 臺北市 札幌市 函館市 

公園 

綠地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

處管理 [公園(主題、防災公園)、廣場、

綠地)] 有 371 座。 

■水利工程處管理河濱公園有 28 座。 

▲區公所管理鄰里公園有座 755 座。(於 

105/1/1 移撥公燈處管理)，總計所有公

園面積為 1,377.1382 公頃，每一位市民

享受 5.1 平方公尺公園綠地面積。 

臺北市各區公園數量統計表 

區

名 

北

投 

土

林 

內

湖 

大

同 

萬

華 

中

正 

● 106 68 33 13 5 10 

▲ 16 19 58 15 23 11 

合 122 87 91 28 28 21 

區

名 

大

安 

中

山 

松

山 

南

港 

信

義 

文

山 

● 5 37 8 35 25 26 

▲ 53 56 35 15 38 45 

合 58 93 43 50 63 71 
 

有 62 座公園

(超大型公

園、綠地、地

區公園)，森林

19 座，總計所

有公園面積為

5,616.6 公頃，

每一位市民享

受 28.83 平方

公尺公園綠地

面積。目前正

在計畫興建的

公園有 7 座。 

 

5,616.6(ha) 

/1,948,262 人= 

0.002882(ha)= 

28.83(㎡) 

有 362 座公園

(大型公園、綠

地、地區公

園)，總計所有

公園面積為

657.47 公頃，

每一位市民享

受 24.43 平方

公尺公園綠地

面積。 

 

 

657.43 ha) 

/269,079 人= 

0.002443(ha)= 

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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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7.1382 (ha) /2,700,115 人=0.00051(ha)= 5.1(㎡) 

臺北市最大公園─大安區大安森林公園面積 259,293(㎡) 

臺北市最大河濱公園─松山迎風 600,000(㎡)  

臺北市最小公園─萬華區華江一號 298(㎡)          

                          ★附註：1 公頃(ha)＝10,000 平方公尺(㎡) 

資料來源： 

日本札幌市官方網站 http://www.city.sapporo.jp/ryokuka/shiryo/toukei/index.html 

日本函館市官方網站 http://www.city.hakodate.hokkaido.jp/bunya/douro/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網站

http://pkl.gov.taipei/ct.asp?xItem=1000849&CtNode=46922&mp=106011 

臺北後花園網站 http://www.garden.tcg.gov.tw/info/index.asp?Page=2&Mods=Park&Aid=6300500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網站 http://heo.gov.taipei/ct.asp?xItem=71769&ctNode=7313&mp=106031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網站 http://w2.dbas.taipei.gov.tw/statchart/e5.htm 

(二) 公園(綠地)特色營造之啟發 

日本認為公園、綠地不夠的地區，道路就是公園、河是公園、橋也是公

園，因此，在地震頻仍的日本，辦公大樓、住宅間，到處可見零星散置的小

空地，既是防災、避震的地方，又是平日民眾聚集的小公園，每個公園各自

擁有不同的主題，有的是孩子嬉戲的沙坑、有的種滿居民喜愛的花草，有的

則置有象徵當地特色景觀的公共藝術，日本的公園管理政策讓市民可以把夢

想都放進去公園中，在地方綠地的開闢，地方政府會依照當地特色與市民建

議與需求發揮，例如：日本北海道札幌市街區公園整建工程施作前，相關之

整建範圍、項目、內容、主題及經費等，都由札幌市役所負責先規劃、設計，

但在規劃案定案之前，市役所均會廣泛聽取當地居民的意見和看法，而居民

亦會因個人背景、環境的差異，提出一些不同的主張，如：居民要求將居家

附近的街區公園改建成昆蟲、野生動物等生態公園，此為新穎的觀念，如同

本市目前推動的「參與式預算」概念相同。(公園面積在10公頃以下之公園整

建工程，市役所都會主動積極的與民眾溝通，交換意見，盡量採納居民的意

見，予以規劃、設計，以滿足居民的願望，公園面積在10公頃以上者，市役

所則不徵詢居民之意見，公園之規劃、設計，逕由市役所全權辦理)。因此，

過去公園內千篇一律的鞦韆、滑梯，現在不再重複出現，各地風行的是講求

歷史人文精神、地方色彩的設計；還有，日本道路旁每棵樹上都有「名牌」，

讓學生與市民們在上下學、上下班時就自然地認識許多植物，而地面也放棄

http://www.city.sapporo.jp/ryokuka/shiryo/toukei/index.html
http://pkl.gov.taipei/ct.asp?xItem=1000849&CtNode=46922&mp=106011
http://www.garden.tcg.gov.tw/info/index.asp?Page=2&Mods=Park&Aid=6300500
http://heo.gov.taipei/ct.asp?xItem=71769&ctNode=7313&mp=106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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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慣用的柏油，因為他們認為柏油是給車走的，對人不尊重，可見日本對

於環境品質的重視在政策上清楚的顯現出來(補充下表「日本「札幌市綠的基

本計畫」供參)。 

 

 

 

 

 

  

日本札幌市「綠(它)」的未來願景 

「札幌市綠的基本計畫」：札幌市依據《札幌市都市綠化推進條例》(即現在有關綠的

保護及創造條例)在 1982 年籌劃制定「札幌市綠的基本計畫」，開始推動綠化工作，1994

年「都市綠地保全法」(即現在都市綠地法)經過修正，「綠的基本計畫」具有法律地位，

該計畫 1999 年修、2011 年再修，制定後歷經 10 年以上，至今已有相當的成果。 

 (它)是由市民來守護並孕育的綠景 

 (它)是富有市民歷史與文化、有多樣特色的綠景 

 (它)是守護地球環境、市民與自然親近共生的綠景  

 (它)是任何人都可安心且方便利用的綠景 

推動計畫的考評指標 (4 大項、12 小項推動計畫及相關計畫方向) 

(一) 推動與市民的協力合作 

1. 培育相關綠化人才及形成交流組織:推動幼童等的環境教育。 

2. 推動有助於市民、可被市民利用的綠措施:擴大支援項目(公園志工、森林志

工、札幌市園丁的登錄人數) 並強化活動據點的功能，提供具有吸引力且有

效的綠資訊。 

3. 活用札幌市民的知識與經驗:推動並支持技術開發及調查研究。 

(二) 創造街道綠景與形成綠美化城市 

4. 推動及創造綠化迴廊:形成綠意盎然市容，種植市民喜愛的街，利用花卉的

綠，打造美麗道路景觀道路樹。 

5. 充實市中心的綠景:打造札幌市特色面貌的景觀，保存象徵市中心的綠樹。 

6. 創造、守護並孕育適合當地、周遭的綠景: 規劃身邊綠景生成的架構。 

(三) 保護並利用街道周圍的綠景及形成網絡 

7. 保護自然環境及打造都市環境，推動森林永續的培育管理:透過法律、條例等

保護的綠地面積。          

8. 推動周遭森林的利用: 增加市民親近森林的場所、機會進而支持綠化，推動

綠資源的有效利用。 

9. 推動守護地球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綠景。 

(四) 提升公園的魅力 

10. 推動使人安全、安心及以當地社群為主的公園管理與營運:評價公園的設施是

否令市民感到滿足，持續管理公園的安全。 

11. 強化有助於人、街道、環境的公園機能。 

12. 規劃符合市民需求的公園並鼓勵市民利用。 

  資料來源：最新「札幌市綠的基本計畫」2011 年 3 月/札幌市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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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園(綠地)管理措施之啟發 

1. 日本公園管理措施訂定詳盡且執行落實 

以日本北海道札幌市公園管理為借鏡，其管理措施如下： 

(1) 公園設有管理事務所，管理上除了政府部門(札幌市環境局綠化推進部公園

管理課、函館市土木部緑化推進課)外，另外還有民間公益協會(公益財團

法人札幌市公園綠化協會、一般財團法人函館市住宅都市施設公社)協助經

營、管理、維護公園。 

(2) 注重工程施工之安全防護設施，訂定公園工作安全準則，防護設施之設置

視工地範圍大小而定，將工區與行人施以全部或局部的區隔，並注意留設

行人通路，工區除施工人員外，嚴禁閒雜人等進入，以維護公共安全。安

全防護設施有交通錐、警示燈、警示帶、連接桿、帆布、注意看板、安全

柵欄及圍籬等。工地圍籬對交通產生較大影響時，即指派旗手於適當地點

指揮來往車輛、行人或指派專人舉牌提醒來車減速，使施工對交通所造成

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 

(3) 重視施工人員安全與施工工地整潔，施工時均配戴安全帽及穿著安全背心，

無論機具物料加強監督保養，收工時，工地會用帆布加以覆蓋，防止塵土

飛揚，空氣污染，雨水沖刷，砂土流失。 

(4) 為保障公共安全，日本公園管理單位(如札幌市役所)以業者身份向保險公

司投保「都市公園公共設施所有管理者賠償責任保險」，為公園使用人投

保每人最高金額二千萬日幣「身體賠償金」險，不幸有事故發生時，管理

單位會指派專業人員代表受害者與保險公司交涉，爭取最高之保險理賠和

完善之醫療照顧。 

(5) 保護公園自然生態，定期植栽修剪維護，訂定公園樹木修剪標準作業流程，

修剪前通知居民，而且幾乎每顆樹都有支撐柱，以保護樹木。另外公園不

設置垃圾桶，以減少髒亂，垃圾桶設置公園外人行道上。 

(6) 加強公園植栽病蟲害防治，對於病蟲害防治，札幌市亦使用農藥，並於噴

藥前預設置警示圍籬設施。於噴灑藥劑前，主動與居民說明溝通及提前公

告警示，以減少阻力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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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民眾極度遵守政府規定之寵物(狗)管理制度 

日本政府明定寵物之管理條例，日本寵物狗進入公園內比較嚴守秩序，

因飼主從小培養公德心，故日本公園少有參訪團員擔心的寵物排泄物(狗大

便)問題，詳參下表「臺北市與札幌市寵物(狗)管理制度比較表」。 

臺北市與札幌市寵物(犬)管理制度比較表 

項目 臺北市 札幌市 

管理 

規定 

動物保護法：為尊重動物生命及保

護動物，特制定本法。規範寵物業

者經主管機關許可，依法領得營業

證照之業者，得經營特定寵物之繁

殖、買賣或寄養，許可期間，以 3

年為限。 

臺北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為尊重

動物生命，增進動物福利，維護公

共安全及促進人與動物之和諧關

係，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臺北市畜犬管理辦法：臺北市政府

為加強畜犬管理，預防狂犬病發

生，特訂定本辦法。 

新動物愛護管理法：為尊重動物

生命及保護動物，特制定本法。

明訂終生飼養的責任。規範寵物

業者經主管機關許可，依法領得

營業證照之業者，得經營特定寵

物之繁殖、買賣、寄養或訓練，

許可期間，以 5 年為限。 

札幌市養犬取締及野犬掃蕩條

例及施行規則：訂定管理寵物和

流浪動物的目的是改善公眾健

康和確保社會生活的安全，防止

環境污染和危害，特制定本自治

條例及施行規則。 

札幌市狂犬病予防法施行細

則：為加強畜犬管理，預防狂犬

病發生，特訂定本細則。 

寵物 

登記 

依據動物保護法第十九條及臺北市

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四條規定，寵

物飼主、繁殖及買賣業者，應於寵

物出生日起 4 個月內，攜帶寵物至

動保處或其指定處所辦理寵物登

記、身分標識及注射疫苗，並得植

入晶片，由登記機構核發寵物登記

證明。依臺北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

第二十七條，未登記及未注射疫苗

的飼主將會處以 1 萬元以上 5 萬元

以下罰鍰，並命限期改善，屆期仍

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改善為

止。 

依據新動物愛護管理法規定，寵

物出生的 90 天內，飼主必須向

當地政府主管部門指定處所申

請登記及注射疫苗，如為收購犬

收購起 30 日內，飼主必須向當

地政府主管部門提出申請，並發

放許可證標籤。未登記及未注射

疫苗的飼主處以不超過日幣 20

萬元(約合臺幣 6 萬元)罰金。(日

本未硬性規定寵物植晶片，但寵

物許可證標記和注射標記必須

保持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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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 

處罰 

依據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虐待動物致動物嚴重傷亡，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金。虐

待動物致動物受傷程度不等處新臺

幣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7 萬 5 千元

以下罰鍰。 

臺北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二十七

條，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

下罰鍰，並命限期改善，屆期仍未

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改善為止。 

依據新動物愛護管理法四十四

條規定，飼主虐待動物之刑期及

罰金加倍，自原來的拘役一年及

日幣 100 萬元(約合臺幣 30 萬元)

罸金以下增加為二年及日幣 200

萬元(約合臺幣 60 萬元)罸金以

下。(罰則強度大幅增加) 

棄養 

處罰 

依據動物保護法二十九條規定，飼

主棄養可處以 3萬元以上 15萬元以

下罰鍰。 

依據新動物愛護管理法四十四

條規定，飼主棄養罸金自原來的

日幣 50 萬元(約合臺幣 15 萬元)

以下增加為罸金日幣 100 萬元

(約合臺幣 30 萬元)以下。 

出入公

共場所

之防護

措施 

依據動物保護法第二十條規定，飼

主攜帶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

出入之場所(如公園)，應使用鍊

繩、箱籠或採取其他適當防護措

施。二十一條規定，寵物無人伴同

時，任何人均可協助保護送交動物

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指定之場所。 

依臺北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十

條，寵物飼主攜帶寵物出入公共場

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使用鍊

繩、箱籠或採取其他適當防護措

施。未採取適當措施防護之寵物，

得由動保處保護送交動物收容處所

或指定之場。 

依臺北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二十

八條，違反者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

一萬元以下罰鍰，並命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改

善為止。 

依札幌市養犬取締及野犬掃蕩

條例及施行規則，寵物飼主攜帶

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

入之場所(如公園)，應使用鍊

繩、箱籠或採取其他適當防護措

施以下犬隻除外: (1)進行類似特

技表演、展覽、競賽和其他活動

為目的犬隻(2)導盲犬、運輸犬或

警犬(3)特殊許可豁免犬。 



~ 83 ~ 

 

 

肇事犬

罰責 

依動物保護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

定，「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公共場

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成年

人伴同，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

如飼主未採取適當防護措施，致使

其犬隻咬人，可依同法第二十九條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處新臺幣 3 萬元

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如飼主經勸

導拒不改善，而其飼養之動物再次

無故侵害他人之自由或財產，主管

機關可依同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

四款逕行沒入其動物。 

依札幌市養犬取締及野犬掃蕩

條例及施行規則，被害人根據傷

害報告書，肇事犬需拘禁，拘禁

犬返回費用依札幌市養犬取締

及野犬掃蕩條例施行規則第十

一條例規定(1)拘禁犬的飼養伙

食每天日幣 400 元(約合臺幣 120

元)(2)拘禁費每一隻日幣

7,200(約合臺幣 2,160 元)。犬隻污

染公家與私人的地方罰金日幣 5

萬元(約合臺幣 1.5 萬元)以下。 

寵物 

公園 

臺北市迎風狗運動公園一般市民進

入使用不用申請。整個園區分大狗

活動區(面積 0.6 公頃)、小狗活動區

(面積 0.4 公頃)，設置柵欄隔間，建

立「人狗分離」的休憩活動空間，

目前動保處已於內湖復育公園區內

規畫設置第二座狗運動公園。  

但凡於狗運動公園內進行宣導活

動、展覽、比賽、訓練、表演或為

其他使用者，均應事先書面向臺北

市動物保護處（以下簡稱動保處）

申請，經核准並依規定繳納保證金

後，始可使用。 

目前札幌市尚未設置專屬寵物

活動的公園，東京有設置都立寵

物公園 15 座，使用寵物公園的

寵物，必須要先檢附寵物登記、

狂犬病注射證明等資料向公園

管理所申請。 

野犬 

處理 

本市柯市長發表動物友善政策，未

來流浪狗要比照流浪貓採用

「TNVR」方式，結紮、打疫苗後

放回原地，以有效減少數量。長遠

來看 TNVR 比起安樂死，更可以有

效減少流浪動物的數量，這是一個

「不滿意但可忍受」方法。柯市長

表示，已擬定救流浪犬計畫，104

年剛開始編 1 百萬，第二預備金編

2 百萬執行。 

在日本進入市收容所的犬隻被

處死的機率，比找到新家大得

多，有鑑於此，日本從東京地區

開始流行畜犬交換活動，讓大家

找到更適合自己需求的寵物，減

少犬隻被丟棄的機會。 

寵物排

泄物的

本市市民雖從小落實培養良好公德

心、自律守法教育，但本參訪團員

日本市民很多會帶寵物犬到公

園裡遛走，但日本市民從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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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 表示本區鄰里公園還是常有清理寵

物排泄物的困擾，很多寵物飼主任

由寵物隨地排泄及亂奔、狂叫。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措施： 

(1)環境保護局將針對溜狗民眾較

多的時段站崗取締，若被發現有未

清狗便的情形，飼主將被處以 

1,200 元的罰鍰。為了強力防堵狗大

便污染市容，環保局也號召市民加

入「查便狗仔隊」的行列，只要利

用隨身的相機拍下照片檢舉，若提

供的舉證資料可供逕行舉發，一旦

成案，就可領取實收罰款的 20％作

為檢舉獎金。(2)設置狗便清潔箱(大

安區 14 處)，於本市管有行人專用

清潔箱設置狗便清潔箱，提供免費

狗便清潔袋，讓未攜帶清狗便用品

的遛狗民眾能取用清理狗便，並丟

回行人清潔箱，養成遛狗隨手清理

狗便之正確觀念，以有效改善本市

市容。 

落實培養良好公德心，自律守

法，因此公園管理單位目前尚少

有清理寵物排泄物的困擾。 

資料來源： 

日本札幌市官方網站 http://www.city.sapporo.jp/inuneko/main/hourei.html 

日本環境省自然環境局網站 https://www.env.go.jp/nature/dobutsu/aigo/1_law/ 

臺灣動物新聞網 http://www.tanews.org.tw/info/6174 

臺北市動物保護處網站 http://www.tcapo.gov.taipei/網站 

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 

柯 P 新政 http://kptaipei.tumblr.com/ 

3. 臺北市與札幌市綠化推進法規及公園管理介紹及本市可加強之參考建議 

日本一直營造一個值得他們愛的家園，反觀我國是否不夠用心經營、不

夠在乎自己的家園呢？本參訪團認為我國在綠化上其實也做了很多努力，尤

其是渴望綠化的臺北市，訂了許多執行計畫與辦法(參下表「臺北市與札幌市

綠化推進法規制度綜整表」)，發現其實很多單位都在推動綠化，但未能整合，

各做各的，多頭馬車，落實的也不見徹底。另外，關於公園(綠地)管理措施

http://www.city.sapporo.jp/inuneko/main/hourei.html
https://www.env.go.jp/nature/dobutsu/aigo/1_law/
http://www.tanews.org.tw/info/6174
http://www.tcapo.gov.taipei/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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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上本市跟日本都相當用心，只是本市還有一些小細節的地方須要再加強，

參考如下： 

 

 

 

 

 

 

 

 

 

 

 

 

 

 

 

 

 

 

 

 

臺北市與札幌市綠化推進法規及公園管理表 

城市/制度 臺北市 札幌市 

綠化推進 

法規制度 

 

 環境基本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森林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國有公用土地提供綠美化及環境維

護作業要點 (內政部消防署) 

 經濟部水利署轄管綠美化水岸土地

維護管理要點 (經濟部水利署) 

 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綠美化案件處

理原則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北城市花園推動計畫 (臺北市政

府產業發展局) 

 臺北市建築物及法定空地綠化實施

要點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市有閒置土地提供綠美化及

認養作業要點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行道樹管理維護自治條例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綠建築自治條例 (臺北市政

府) 

 都市綠地法（總務省法令）  

 森林法（總務省法令）  

 自然公園法（總務省法令）  

 北海道自然環境等保全條例（北海道

條例） 

 札幌市都市綠化推進條例 (札幌市條

例) 

景観緑三法(以下)： 

 景観法（総務省法令） 

 都市計劃法（總務省法令）  

 札幌市特定公園設施標準條例 (札幌

市條例) 

公園管理  臺北市公園自治條例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臺北市公園場地申請使用須知 

 臺北市公園場地使用辦法 

 都市公園法（總務省法令） 

 札幌市都市公園條例 (札幌市條例) 

 札幌市都市公園條例施行規則 (札幌

市條例)  

資料來源： 

札幌市官方網站 https://www.city.sapporo.jp/ryokuka/index.html 

函館市官方網站 http://www.city.hakodate.hokkaido.jp/bunya/douro/ 

行政院環保署網站http://www.epa.gov.tw/mp.asp?mp=epa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網站 http://www.dep.gov.taipei/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網站 http://pkl.gov.taipei/np.asp?ctNode=79544&mp=106011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http://heo.gov.taipei/ 

 《環境基本法》是行政院環保署環境基本法於 91(2002)年 11 月 19 日通過，這部號稱為「環

境憲法」的法律位階高於一般法律，立法的目標是提昇環境品質，增進國民褔祉，維護

環境資源，追求永續發展，以推動環境保護。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search.cgi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search.cgi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search.cgi
http://www.reiki.pref.hokkaido.jp/cgi-bin/d1w_savvy/d1w_login.exe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search.cgi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search.cgi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search.cgi
http://www.city.sapporo.jp/ncms/reiki/d1w_reiki/332901010003000000MH/332901010003000000MH/332901010003000000MH.html
http://www.city.sapporo.jp/ncms/reiki/d1w_reiki/332902100033000000MH/332902100033000000MH/332902100033000000MH.html
https://www.city.sapporo.jp/ryokuka/index.html
http://www.dep.gov.taipei/
http://pkl.gov.taipei/np.asp?ctNode=79544&mp=106011
http://heo.gov.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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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園可考慮投保公共設施賠償責任險 

本市大部分公園都沒有投保公共設施賠償責任險，公園只有在民眾向

政府租借時，規定申請單位應於使用場地起始日起算前三日，依「臺北市

公園場地使用辦法」規定繳納保證金、使用費及保險證明始得使用。平時，

如果公園使用人不幸有事故發生時，公園管理單位通常是依「臺北市政府

所屬機關工程管理費及工作費支用要點」第五條第一項意外傷亡慰問金之

支出給予公園使用人補償，或公園使用人走國家賠償程序辦理賠償事宜14；

而在日本是主動由公園管理單位(如札幌市役所)以業者身份向保險公司投

保「都市公園公共設施所有管理者賠償責任保險」。其實，本市公園管理

單位亦可以考慮每年主動勻支機關工程管理費一小部分來投保公園公共

設施賠償責任險，如此一來，除了讓市民有更多保障與事故照顧外，還可

以減少公園使用人走國家賠償程序，而浪費國家成本，同時也減少本府法

務局之業務壓力。 

(2) 積極鼓勵民間力量參與維護、美化鄰里特色公園 

日本在公園管理上還有民間公益協會(公益財團法人札幌市公園綠化

協會、一般財團法人函館市住宅都市施設公社)協助經營、管理、維護公園，

本參訪團覺得可以參考日本模式，由公部門與里長一同更積極努力媒合更

多喜愛綠美化的協會(如本區安東、古風、瑞安、龍陣、錦安、錦華社區發

展協會)或鄰里優秀的認養人(團體、公司)來協助本市公園經營、維護，所

謂政府資源有限，民間力量無窮，參訪團員表示有很多里長將經營公園當

成志業，主動投入人力、資金改善公園、綠地，用心經營自己的鄰里環境，

還得到績優公園殊榮(參下表「大安區績優永續經營公園一覽表」)，其團

                                    
14

 國家賠償：第 3 條規定：「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

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就損害原因有應負責任之人時，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

政府管理有欠缺最易見者，例如學校、公園或兒童遊戲場設施年久失修，道路有坑洞，尚未修補，

亦未設警示裝置或設置不完全等造成民眾傷亡。此種責任為無過失責任，故管理該設施之機關不得

以預算不足等理由或主張另有應負責之人，而主張免責，而民眾得以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及第

9 條第 2 項規定請求政府管理機關負賠償責任，至損害之原因，縱係由於某公司挖掘路面或施工不

良所致，倘認該公司應負責任，依同法第 3 條第 2 項之規定，政府管理機關對某公司有求償權，並

不因而可免除政府管理機關對民眾之賠償義務。(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

ll.aspx?PCode=I00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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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志工還獲績優認養人，著實補充公所能量不足之處，不因其公園小而輕

忽，例如：本區誠安、古風、大學、龍陣、錦安、錦華、通安、法治里里

長等等；有的里長還自己努力爭取里內閒置空間或空地，依「臺北市市有

閒置土地提供綠美化及認養作業要點」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國有非公用

土地提供綠美化案件處理原則」15來自辦轄里綠美化，透過分享成功案讓

更多里長、協會加入，而參訪團員也分享曾遇到與政府單位斡旋要地綠美

化的困難點。里長們還希望爭取灑水系統平面化及澆花水管多功能收納設

備，以照顧、維護公園綠美化整體景觀。 

                                    
15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推動國有非公用土地綠美化，已訂頒「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綠美化案件處理原則」，明定國

有非公用土地於處分、利用前，得以委託管理或認養方式提供各級政府機關、公立機構、公、私法人、設有代

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及自然人辦理綠美化。 

大安區績優永續經營公園一覽表 

公園 評審評語 

永續經營公園楷模獎 

大學公園(大學里) 

已是公園楷模。 

(1)整體景觀維護良好，里長、義工積極參與，

植生、環境、設施維護良好，喬灌修剪得宜，惟

部分植生較高遮蔽公共藝術建議適度修剪，另無

障礙坡道可加強。(2)永續經營超過10年，自然生

態豐富，複層植栽配置，多元主題教育意義，如

果樹蕨類等並有解說牌，為觀摩學習之典範。 

永續經營公園特選獎 

溫州公園(大學里) 

 

維護良好且經營績效卓越的公園。 

(1)環境植栽維護良好，公園規劃機能佳，植栽

種類豐富搭配色彩佳，瞭望台等設施及環境維護

佳，外圍自然野趣，永續經營超過10年令人感

佩。(2)景觀區植栽搭配層次分明，色彩繽紛，

令人驚豔，惟麒麟花位於福木下，未來開花恐不

佳，火鶴區光線太強，另增設之體健設施仍希符

合CNS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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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本防災公園建置之啟發 

1. 城市公園都要成為防災公園 

日本的公園分為城市公園、自然公園以及其他公園三大類。城市公

園由各級政府興建和管理﹔自然公園主要是森林和湖泊風景區﹔其他公

園包括小型街心公園、幼兒公園、海上公園以及住宅小區裡的公園等等。

日本法律規定，1 公頃以上的城市公園都要求具備一定的防災和避難能

力，因此，所謂防災公園，主要就是指城市公園，包括其內部和周邊的

防災設施，以及附近的避難通道。除此之外，一些其他公園也具有一定

的防災能量。 

2. 詳細明定防災公園法規 

1956 年日本制定了《城市公園法》，規定城市公園必須具備防災功能，

1973 年制定了《城市綠地保全法》，城市公園被置於防災系統的地位，

1986 年制定的《緊急建設防災綠地計劃》又提出城市公園要具有臨時避

難地的功能，到 1993 年日本修改了《城市公園法實施令》，把公園提升

到“緊急救災對策所需要的設施”的高度，第一次把發生災害時作為避

難場所和避難通道的城市公園稱為「防災公園」。 1998 年，日本建設省

制定了《防災公園計劃和設計指導方針》，就防災公園的定義、功能、設

置標準及有關設施等作了詳細規定。根據《防災公園計劃和設計指導方

永續經營公園優選獎 

龍陣一號公園 

(龍陣里) 

維護良好的公園。 

(1)公園整體規劃令人感覺恬靜舒適、園長義工

熱心參與，維護情形良好，植栽配置有進步，惟

受限於植槽有限，較難展現複層豐富植栽。 

(2)園區楓香林搭配原涼亭、坐椅及藝術家雕

塑，貼近人心，環境清幽，維護良好是讓人喜觀

停留之空間。(3)遊戲區的植草磚上之玉龍草不

耐踐踏，未來可考慮由野生闊葉草取代。(4)健

康步道前之無障礙坡道之實用性可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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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防災公園被劃分為 6 種類型：一、擁有作為廣域避難場所功能的主

要城市公園：即面積在 10 公頃以上的主要公園，發生大地震、火災等災

害時，收容附近地區居民，使其免受傷害，二、擁有作為廣區域防災據

點功能的大型城市公園：即面積在 50 公頃以上的國營公園和大型公園，

在發生大地震、火災等災害時，能夠成為急救、重建家園和復興城市等

各種減災活動的據點，三、具有暫時避難場所功能的城市公園，即面積

在 1 公頃以上的城市公園，在發生大地震、火災等災害時，主要作為附

近居民的緊急避難場所或到廣域避難場所去的中轉站，四、作為避難通

道的綠色大道，道寬在 10 米以上，五、阻隔石油聯合企業所在地帶等與

一般城區的緩沖綠色地帶，六、面積在 500 平方米左右的街心公園，平

時作為防災活動的據點。 

3. 防災公園設備、設施齊全 

災害發生時，大型公園裡的各種防災設施馬上可以各顯神通：博物

館可以成為臨時指揮中心，公園中的公共大樓可以架設電信通訊設施﹔

廣場下面有淨化蓄水槽和儲備倉庫(食品和日常用品倉庫)，上面可以降

落直升機，綠化帶中間有水池，可以阻止火勢的蔓延，草坪是居民的避

難帶，廣場可以作為急難物資臨時存放地，臨時廁所設在公園的道路邊

和空地上，配備了雨水收集和循環系統；另外，防災公園內還備有小型

發電機等等。 

4. 防災公園設備和設施的保護管理極嚴格 

在日本防災公園附近都設有詳細的指路牌，畫出附近的避難通道，

並且標出避難場所的級別，而且對防災設施的維護意識非常強，管理更

是十分嚴格。 

本參訪團認為防災公園並非僅是一個公園而已，而是在大規模震災

發生時，具備作為避難場所、救援活動及復原活動等功能之開放場所，

本市有關防災公園之推動目前仍剛起步，目前各區均有一座防災公園，

但是相關之避難收容設施，似乎稍嫌不足，如大安森林公園，容納人數

最高可達 47,436 人，但公園內災難伙食區、沐浴區、帳篷區都要臨時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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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公共廁所僅有 6 處，且無維生貯水槽，亦無設置正式直升機起降場。

要落實防災公園之設置，須先投入充足之預算，並由專人管理，定期辦

理演練，讓附近居民都能知道防災公園功能與所在，並瞭解公園內相關

設施之使用。 

五、 其他市政類 

(一) 日本施工(警示分隔)錐巧思與「工事說明介紹」告示牌之啟發 

本參訪團行經日本北海道工地時，深覺雖然日本到處可以看到許多施

工工程，但都不零亂，保持非常乾淨，日本政府將施工範圍附近區隔和警

示之連桿架卡通化、美圖化，搭配些許交通錐（三角錐）設置，不僅會讓

工地增添許多趣味，路過的市民也會因為超可愛的分隔連桿注意到有工地

的存在而格外小心行走，以保護自身安全，而且漸漸「萌化」、「美化」

的施工現場，讓修補工事反而成為城市美麗的風景，市民的心情會變好，

抱怨會變少；反觀，我們臺北市施工或分隔總是用橘色三角錐，有些三角

錐還是破損、傾倒的，易造成市民被絆倒而不安全，其他還有市民因三角

錐設置不明顯而誤闖工地受傷的案件也不少，零亂不美觀的施工現場，會

讓市民覺得困擾，反而不覺得是政府正在協助市容更新、建設，利用 1999

市民電話抗議政府工程擾民，影響市民行走、行車安全。 

另外，在日本走近施工工地一看，會發覺施工單位用心之處，他們會在

施工現場立起「工事說明介紹」告示牌，許多都是以圖文並茂方式呈現，

並以人性化角度來說明此處是何等工事，為何而做，並簡述工程方法，簡

單但抓住重點，如此說明就會引起市民的興趣，並且讓市民感受到施工單

位對於正在執行的工事是很有責任感與榮譽感的。上述部分確實給了參訪

團一些感動，希望將此貼心之舉帶回給本市相關單位參考，爾後在維護公

園與道路、巷弄時可以借鏡，讓本轄區市民的生活環境樣貌更加美好，以

增進本轄區市民住與行的品質。 

 

 

 
 警示之連桿架卡通化(青蛙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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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重視無障礙空間、設施之啟發 

本參訪團對於日本在公共設施(設計)細節處的用心都深覺感動，無論是

交通運輸、人行道、公共場所的無障礙設施(如：明顯的公共場設施標誌、

扶手、導盲磚、止滑墊、按鈕式自動門、緊急呼救鈴、免治馬桶、感應式

水龍頭、感應式自動給肥皂機、配有自動烘乾功能之洗手臺等，都超人性

化、溫暖的考量，本參訪團的里長們就非常讚賞，認為許多無障礙設施(設

計)都值得帶回本轄區應用，應用在本轄區的公園、活動中心、人行道舖面、

巷弄危險十字路口等來加強增設，以營造市民更安全、更人性的優質生活

空間。 

(三) 日本營造安全馬路與環保廁所之啟發 

日本街道清爽、乾淨外，較吸引人的亮點是街道上公共設置孔蓋非常

平整，且均設置在人行道上；而車道繪線，除了白線以粗、細區分快、慢

車道，轉彎車道以虛線顯示外，皆看不到任何混雜（紅、黃、藍）的色彩

在街道地面上，相形之下顯得環境更舒適、清潔。在斑馬線上，白線與白

線之間設計小溝槽，具防滑效果，能讓騎士在雨天仍能放心行駛。 

而日本廁所的感覺都是乾淨、整潔，他們的馬桶都是自動沖洗的免治

馬桶，廁所紙都是溶於水的材質，可以直接丟入馬桶沖走，超級環保。 

 

 

  

 斑馬線上，白線與白線之間小溝槽  廁所衛生紙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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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建議  

一、 防災措施類 

(一) 建議結合本所與各里舉辦之節慶活動作為全民防災宣導，提高

宣傳效果 

透過宣導活動的禮品、互動遊戲比較能吸引民眾目光及參與度，宣傳

效果會更好，可以在遊戲或表演節目中編入宣導知識，特別針對防災、消

防設備使用，防救災意識，避難與自救方法，還可教育全民皆防災，全民

動起來的理念，讓市民時時保持居安思危的概念，提高防救災宣導效益。 

(二) 建議加強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推廣成效 

在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方面，日本在推廣上也花了好多年宣導，目前成

效良好，市民皆有防範未然之概念，當它是家中必需設備，日本各項資料

顯示，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已獲得日本多數民眾認可及相關業者協助，從因

使用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減少人員火災傷亡率之統計數字亦已印證推動此

一政策的正面成效。建議本所加強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推廣成效，除利用網

站公佈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的訊息，提醒民眾安裝的安全性、重要性、如何

購買、安裝及需安裝的地方等公開查詢資訊外；在戶外宣導方面，在顯目

位置處，用螢光色紙之標語，提醒民眾記得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同時

也藉由舉辦防災宣導活動或配合其他活動，擴大向民眾宣導此政策。 

二、 文化觀光類 

(一) 建議強化「2016 走讀大安文化節」地方參與度及增加互動活動

模式 

建議「2016 走讀大安文化節」系列活動可以再次強化民間力量，透過

文史工作者的蒐集與研究，結合區內國小鄉土教育課程及大專院校產業研

究，來辦理城市文史藝廊的展示與導覽，里鄰長的古今故事分享；而活動

系列中增加一些有互動模式的體驗，讓市民不只有被動接受的導覽活動，

還有一些如裝置藝術製作、文創商品設計比賽等既有趣又富教育意義的活

動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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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創造「大安人文寶典」新價值 

今年本轄區統計共增有 20 處古蹟與 28 座歷史建築，增加部分應編列

入 2016 年新版的「大安人文寶典」中，建議「大安人文寶典」附表的觀

光地圖可以參考日本北海道小樽觀光地圖，加入交通資訊(捷運、公車站

名、步行方向與花費時間等)，或再增加本區美食地圖、文創商店地圖、

街區特色景點、特色商圈(如永康商圈、臨江夜市、師大商圈、東區商圈)

等生活資訊，觀光情報亦放在本所官方網站上供市民瀏覽。 

三、 公園管理類－建議公園可考慮投保公共設施賠償責任險 

本市大部分公園都沒有投保公共設施賠償責任險，公園只有在民眾向

政府租借時，規定申請人應於使用場地起始日起算前三日，依規定繳納保

證金、使用費及保險證明始得使用。平時，如果公園使用人不幸有事故發

生時，公園管理單位通常是依「臺北市政府所屬機關工程管理費及工作費

支用要點」第五條第一項意外傷亡慰問金之支出給予公園使用人補償，或

公園使用人走國家賠償程序辦理賠償事宜；而在日本是主動由公園管理單

位(如札幌市役所)以業者身分向保險公司投保「都市公園公共設施所有管理

者賠償責任保險」。其實，本市公園管理單位亦可以考慮每年主動勻支機

關工程管理費一小部分來投保公園公共設施賠償責任險，如此一來，除了

讓市民有更多保障與事故照顧外，還可以減少公園使用人走國家賠償程序，

而浪費國家成本，同時也減少本府法務局之業務壓力。 

四、 其他市政類－建議參考使用日本萌化與美化的施工(警示分隔)

錐之巧思 

日本政府將施工範圍附近區隔和警示之連桿架卡通化、美圖化，搭配

些許交通錐（三角錐）設置，不僅會讓工地增添許多趣味，路過的市民也

會因為超可愛的分隔連桿注意到有工地的存在而格外小心行走，以保護自

身安全，而且漸漸「萌化」、「美化」的施工現場，讓修補工事反而成為城

市美麗的風景，市民的心情會變好，抱怨會變少，建議道路、公園修繕工

程進行時可以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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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參訪團員參訪回饋重點彙整 

將本參訪團團員回饋與建議重點彙整後，依各參訪團團員建議內容分類別

酌納於考察心得中討論。 

一、 落實防災教育應從小教起 

(一) 義村里潘里長、福住里李里長、錦泰里范里長、義安里劉里長：日本從小

就灌輸孩子正確的防災觀念並做得相當落實，日本保育園每個月都會有一

次防災演習，這相當值得我們學習。 

(二) 建倫里林里長：參訪札幌市民防災中心時，剛好有當地幼稚園學童參訪，

可見在日本防災觀念從小就開始養成，我們應效法日本做法，強化防災觀

念。 

(三) 龍安里洪里長、住安里歐里長：從小確實做好防災教育訓練，時時灌輸民

眾正確防災觀念與防救災知識。 

(四) 芳和里黃里長：日本多地震與颱風，人民從小開始就接受防災教育，培養

正確防災觀念。福島大海嘯發生後，綜觀日本人民沉著應變，守法忍耐與

守望相助的精神，深得世人讚佩。 

二、 防災防震措施應完備，災害預防觀念須建立 

(一) 龍生里沈里長：日本防災、防震措施完備，預做防備觀念也做得很好，值

得我們學習。 

(二) 車層里施里長：台灣也是地震頻繁的地區，政府更應多多提醒老百姓要如

何危機應變；如關閉水電、瓦斯等臨時機動措施。 

(三) 龍門里黃里長：防災中心可以增設防災應變措施教育一環，例如地震發生

時身邊有襁褓中的小孩時該如何因應？又如颱風時里長外出勘災應如何穿

戴配備？ 

(四) 龍安里洪里長：防災消防設備完善，平時訓練確實，對於防災知識應傳遞

給每位市民是很重要的。 

(五) 臨江里黃里長、華聲里陳里長：在札幌市白石區消防局防災中心體驗 7 級

的地震實驗，接著體會 13 級強風的感受，讓市民知道災害的可怕，加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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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認真、執著的防災態度值得我們學習，這次參訪成果豐碩，值得我們

借鏡。 

(六) 全安里林里長：日本防災觀念在於災前預防，而非災後搶救，盡可能將災

害程度減到最低。 

(七) 龍雲里黃里長：防災設施從基礎建設開始，須周延，避難地方指示要清楚。 

(八) 學府里李里長：日本現代化的防災硬體設施也是另一層民眾減災的保障，

從大型的災害提前預警機制及災後救援器械，小到個人防災救難包等讓我

們值得觀摩，以應付現代複合式災害。 

三、 建構多元防災宣傳管道 

(一) 古風里孔里長：札幌的民間防災中心，小而精緻，在入門處，映入眼簾的

是一些造型可愛的卡通圖案娃娃，給人親切感，內有許多的不同設備，可

以讓你親身體驗，如：消防車、颱風室、地震室…等，尤其是讓你體會 7

級颱風及 6 級地震的威力，頗具臨場感，離去前還備贈許多精美且詳細的

宣導手冊，除了加深印象外，更希望每個參觀者能夠作為種子，傳播出去，

減少傷害。 

(二) 通化里周里長：平時多利用防災中心設備或各種管道來宣導防災的重要與

應變措施。 

(三) 正聲里陳里長：防災中心的設立對防災教育與宣導很重要，值得推廣。 

(四) 大學里吳里長、建安里溫里長：臺北市與札幌市防災中心都已經做得很好，

有多元防災宣傳管道。 

(五) 芳和里黃里長、和安里張里長、龍陣里劉里長：札幌市政府建造了市民防

災中心，讓民眾都能夠自身體驗各種災害的影響，並讓民眾能掌握防災知

識技術及行動能力，市民能夠親身體驗參觀，同時每年也吸引許多國外的

觀光客及政府單位來觀摩學習。防災中心讓日本民眾了解建設有效抗災、

防災力量的重要性，由政府主導，全民合作，建立做好防災工作觀念。 

(六) 錦安里龔里長：建議宣導透過各里舉辦之節慶活動作全民宣導，特別針對

防災、消防設備使用、救災生活意識建立、全民動起來的理念，時時保持

居安思危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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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施工工地安全、潔淨，萌化與美化的施工(警示分隔)錐很有巧思 

(一) 車層里施里長：日本很重視馬路維修工程，車輛行進中維護人員以醒目的

彩色可愛動物標誌〈如熊等〉提醒行人及車輛注意行車安全，非常值得效

法。 

(二) 敦安里王里長：函館市與札幌市道路施工時，有放置圓堆障礙物，但是特

別的是日本施工單位還放置各式各樣的卡通圖案障礙物，例如凱蒂貓、長

頸鹿、猴子等等的圖形障礙物，雖然塞在車陣中，但是看到這些可愛的圖

案後，心中不禁發出會心的一笑，也舒緩了塞車的心情。建議市府相關單

位可以學習。另外，也見到設置在路口及危險彎道的電線竿，都有穿上一

件黃黑相間的塑膠布，非常醒目，可以保護用路人行的安全及夜間行車安

全。 

(三) 光明里張里長：工地鐵角均用塑膠套包著，避免意外傷人。 

五、 重視環境保護---街道平整、公共環境舒適及溪水潔淨 

(一) 龍生里沈里長、光明里張里長、法治里林里長、臥龍里張里長：日本環境

清潔與民眾守法，禮讓路人，值得學習。 

(二) 正聲里陳里長、住安里歐里長、龍雲里黃里長、黎元里柯里長、義安里劉

里長：日本的環境整潔，馬路、人行道幾乎沒有一張紙屑，相信除了清潔

人員的努力，也有全體國民的配合，平時對國民素質提升有一定程度深耕

教育，是我們可以學習並加強的地方。另外，馬路上幾乎沒有摩托車，即

可以減少交通亂象，又可減排二氧化碳，降低對環境的傷害，應是我們可

努力的方向。 

(三) 車層里施里長、錦華里溫里長：日本人很愛乾淨，巷弄內沒有紅線標示，

巷弄馬路很少看到機車，但家家戶戶的小車子停得整齊乾淨。 

(四) 龍門里黃里長、仁愛里鄭里長：函館或札幌，道路乾淨也不見垃圾桶，車

行井然有序也沒有排煙造成空污。建議可加強宣導市民，將垃圾帶回自家、

辦公室或有垃圾桶設置的室內處理，而街道上或戶外公共區域不設置垃圾

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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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龍安里洪里長：日本街道市容非常整潔，因此本市對於周遭環境之改善及

維護需加強，尤其是公共廁所清潔之維護及攤販之管理皆能改善市容觀

瞻。 

(六) 錦安里龔里長：日本街道清爽、乾淨外，較吸引人的亮點是街道上公共設

置孔蓋非常平整，且均設置在人行道上；而車道繪線，除了白線以粗、細

區分快、慢車道，轉彎車道以虛線顯示外，皆看不到任何混雜（紅、黃、

藍）的色彩在街道地面上，相形之下顯得環境更舒適、清潔。 

(七) 仁愛里鄭里長：在斑馬線上，白線與白線之間設計小溝槽，具防滑效果，

能讓騎士在雨天仍能放心行駛。 

(八) 華聲里陳里長：社區街廓相當乾淨、明亮，各家住戶門前、門後，種植草

花，井然有序，值得我們學習。 

六、 專業與用心整理路樹與公園內植栽 

(一) 龍門里黃里長、民炤里陳里長：路樹或公園內植栽見專業的用心修剪與維

護。 

(二) 芳和里黃里長：函館市的街道及道路周邊，種植了很多花草樹木，乾淨整

齊又美觀，整個城巿就像是一座花園。 

(三) 群賢里翁里長、臥龍里張里長：吸取日本市政規畫及空間發展的用心，作

為對本區未來公園之期許。 

七、 保留文化的特色及元素，重視統計分析與數據，達到觀光效果 

(一) 龍安里洪里長：函館市對於入境參訪人口有非常詳細之統計分析，利用統

計分析與數據做出地方特色策略，吸引更多觀光客來觀光。 

(二) 芳和里黃里長：函館巿的港口是日本最早和外國通商的港口之一，從幕府

末期就開始有西方文化傳入，因此許多遺留至今的史跡也帶動該巿觀光產

業的發展。保留文化的特色及元素，因此透過在地產業特色結合文化創新，

帶動了城巿經濟的發展，這一點值得我們學習。 

(三) 敦安里王里長：數寄先生告訴了我們來北海道參觀的外國人中，來自台灣

的外國遊客就佔了 73％，他非常感謝台灣人民對日本的觀光那麼支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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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我們和日本民間的互動那麼友好，政府也應該努力推銷台灣，讓日本

人也能多來台灣旅遊，了解台灣的美及台灣人的熱情與善良。 

(四) 建安里溫里長、龍陣里劉里長、古風里孔里長：學習函館市役所分享的文

化創意與產業興革之措施。 

 

八、 日本政府推動銀髮族再就業、再照護 

(一) 建倫里林里長、民輝里陳里長：日本對於老人照顧非常用心，日本政府推

行銀髮族再就業，很多輕勞動，如觀光地區停車場引導人員，工地現場安

全引導人員等，皆可看到銀髮族身影，讓身體狀況許可，有心再就業的銀

髮族有適當工作可以從事，這也是我們政府應該去努力的方向。 

(二) 車層里施里長：建議市政府可以以里為單位設立社區老人健康照護中心，

白天有年輕人來辦理日照、供應午餐、下午茶、韻律活動、下棋等有規律

的悠閒日常生活運動，在精神層面有快樂的老人群體互相陪伴生活，而不

是只有印傭照顧的孤獨生活。 

(三) 敦安里王里長：日本存在老人化及少子化問題。這個問題和我們台灣一樣

都將面臨，日本已經在規劃未來如何因應這個問題。建議我們政府應即早

規劃因應之道。 

九、 學習函館朝市的管理經驗 

臨江里黃里長：函館朝市整齊、清潔的風格，沒有腥臭味的海產展售，

農漁貨品的品管及通路做得很好，值得我們學習。 

十、 其他學習項目 

(一) 龍安里洪里長：地方要做出自己特色並確實做到統一管理，並希望常與各

城市多進行交流學習。 

(二) 龍淵里汪里長：參訪地點太少，建議至少四個點以上，希望日方提供資料

區公所可以翻譯成冊，供每一位參訪員參考。 (本所回應：已依里長建議，

提供參訪翻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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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臨江里黃里長：長期以來，採購貪污是使人詬病之處，拿政府預算官商勾

結是不應該的行為，建議不能採購劣質消防護衣當作好產品使用，罔顧消

防人員的性命安全。 

(四) 大學里吳里長、光信里朱里長：本次參訪感謝區公所相關單位的策劃與照

顧，與所有里長配合，讓這一次的參訪感覺非常溫馨、舒服、圓滿，別人

點點滴滴的優點，我都銘記在心中，化為自己進步動力。 

(五) 芳和里黃里長：市役所沿途看到四周房子林立整齊，且都沒有加裝任何鐵

窗設備，這令我印象深刻，後經了解有關房屋建築物未見鐵窗架設，其實

政府並未制定任何規定，可能是因為日本治安問題讓民眾放心，因而無需

加裝。 

(六) 錦安里龔里長：針對日本新移民人口開放政策嚴謹，值得我國參考，管控

新移民人口成長速度，以免快速削減我國資源。 

(七) 福住里李里長：日本孩童到任何公共場所，每個人都輕聲細語，體悟到公

德心與良好習慣應從小培養。 

(八) 德安里何里長：利用當地大學技術與產業合作，發展當地產品，增加當地

經濟收入，非常好的策略。 

(九) 義安里劉里長、古風里孔里長：日本廁所的感覺都是乾淨整潔，他們的馬

桶都是自動沖洗的免治馬桶，廁紙都是溶於水的材質，超級環保的，連荒

郊野外感覺沒什麼人的地方，廁所都是一樣感覺是乾淨整潔的。洗手間幾

乎每間都有扶手，且設計的很精緻，(如:途中經過一處休息站的洗手間，

從一進門就感到很舒適，每一間除了都有木製扶手外，還有給小朋友坐的

靠背椅及馬桶蓋，讓有帶小 baby 的媽媽可以安心如廁，而不用擔心小孩無

人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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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1 0 4 年度臺北市大安區公所出國考察人員名單 

第一梯次參訪團名單 

編號 中文姓名 職稱 編號 中文姓名 職稱 

1 郭冠蓮 主任秘書 13 劉威志 義安里里長 

2 周之雅 區公所視導 14 鄭文明 通安里里長 

3 何西就 德安里里長 15 林次郎 法治里里長 

4 潘明勳 義村里里長 16 翁鴻源 群賢里里長 

5 陳威禎 民輝里里長 17 詹仲琪 虎嘯里里長 

6 孔憲娟 古風里里長 18 張枝鉦 臥龍里里長 

7 龔志慧 錦安里里長 19 吳沛璇 大學里里長 

8 李欣芠 福住里里長 20 黃種榮 芳和里里長 

9 范燕淇 錦泰里里長 21 溫進亮 建安里里長 

10 溫美珠 錦華里里長 22 陳金花 華聲里里長 

11 李淑梅 新龍里里長 23 柯炎輝 黎元里里長 

12 劉長青 龍陣里里長 24 朱雪璋 光信里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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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梯次參訪團名單 

編號 中文姓名 職稱 編號 中文姓名 職稱 

1 程國文 副區長 15 周進財 通化里里長 

2 吳重信 民政課課長 16 黃金財 臨江里里長 

3 林士貴 仁慈里里長 17 林麗珠 全安里里長 

4 張正雄 和安里里長 18 汪吉秋 龍淵里里長 

5 陳勤功 民炤里里長 19 黃絹家 龍門里里長 

6 鄭秀郎 仁愛里里長 20 方丁輝 黎孝里里長 

7 李有福 誠安里里長 21 李冬發 黎和里里長 

8 劉泓麟 古莊里里長 22 林正達 建倫里里長 

9 洪秋甲 龍安里里長 23 王復 敦安里里長 

10 黃學貴 永康里里長 24 陳秀蘭 正聲里里長 

11 張惠銓 光明里里長 25 傅吉田 敦煌里里長 

12 黃廣明 龍雲里里長 26 施桂英 車層里里長 

13 沈鳳雲 龍生里里長 27 李淳琳 學府里里長 

14 歐秀珠 住安里里長  

 

  



~ 102 ~ 

 

 

附錄二                 參考資料來源 

 日本北海道札幌市民防災中心刊物 

 日本北海道函館市役所簡報 

 運通世界旅行社有限公司(旅遊景點介紹) 

 日本札幌市民防災中心網站 https://www.city.sapporo.jp/shobo/tenji/gaiyou/index.html 

 日本北海道官方網站 http://www.pref.hokkaido.lg.jp/ 

 日本札幌市官方網站 http://www.city.sapporo.jp/ 

 日本函館市官方網站 http://www.city.hakodate.hokkaido.jp/ 

 日本小樽市官方網站 http://www.city.otaru.lg.jp/ 

 日本登別市官方網站 http://www.city.noboribetsu.lg.jp/ 

 日本國土省氣象廳官方網站 http://www.data.jma.go.jp/gmd/risk/obsdl/index.php# 

 日本總務省消防廳官方網站：http://www.fdma.go.jp/ 

 日本圓山公園網站 http://www.sapporo-park.or.jp/maruyama/ 

 日本總務省統計局官方網站 http://www.stat.go.jp/data/jinsui/ 

 日本厚生勞動省官方網站 http://www.mhlw.go.jp/file/ 

 札幌市民防災中心網站 https://www.city.sapporo.jp/shobo/tenji/gaiyou/index.html 

 日本環境省自然環境局官方網站 https://www.env.go.jp/nature/dobutsu/aigo/1_law/ 

 防災科學教育館網站 http://fsm.119.gov.taipei/about.asp 

 內政部消防署網占 http://www.nfa.gov.tw/main/index.aspx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網站

http://pkl.gov.taipei/ct.asp?xItem=1000849&CtNode=46922&mp=106011 

 臺北後花園網站

http://www.garden.tcg.gov.tw/info/index.asp?Page=2&Mods=Park&Aid=6300500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網站

http://heo.gov.taipei/ct.asp?xItem=71769&ctNode=7313&mp=106031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網站 http://w2.dbas.taipei.gov.tw/statchart/e5.htm 

https://www.city.sapporo.jp/shobo/tenji/gaiyou/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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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官方網站 http://fun.gov.taipei/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V7/climate/monthlyData/mD.htm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網站 http://www.dep.gov.taipei/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網站

http://pkl.gov.taipei/np.asp?ctNode=79544&mp=106011 

 行政院環保署網站 http://www.epa.gov.tw/mp.asp?mp=epa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網站 http://heo.gov.taipei/ 

 日本見聞錄網站 http://www.zipangguide.net/travel/sight/hokkaido/otaru_orgel.html 

(旅遊景點介紹) 

 臺灣動物新聞網 http://www.tanews.org.tw/info/6174 

 臺北市動物保護處網站 http://www.tcapo.gov.taipei/ 

 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 

 柯 P 新政 http://kptaipei.tumblr.com/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網站 http://www.dep.gov.taipei/ 

 陳崇岳(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副局)，101 年，〈國內外災害防救體系比較及我國未

來發展 〉，臺灣專科警察學校消防學術與實務研討會 

 黃珮綺，102 年，〈大規模災害防災法制問題之探討-以日本都市社區防災法制為

中心〉，國立成功大學叉律學系碩士論文 

 謝志強，102 年，〈我國災害防救法之研究-以災害防救體系及災害應變措施為中

心〉，中央警察大學警察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臺北市松山區公所，104 年，〈日本「公民參與」、「生態保育」 、「 防災業務」

暨「文化觀光」考察報告〉 

 苗栗縣政府消防局，99 年，〈日本北海道防災機制考察心得報告〉 

 臺北市北投區公所，96 年，〈基層行政人員及里長出國考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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