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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8月30日召開「討論基層建設人員106年度
出國考察相關事宜會議」決議出國考察國家與重
點

 依據：

•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出國及赴大陸地
區案件處理要點

• 臺北市基層建設人員出國考察實施計畫

• 臺北市各區公所辦理基層建設人員出國考察實施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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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時間：本區於106年4月24日至4月30日

辦理７天6夜參訪活動。

考察地點：大陸河南鄭州、開封、郭亮村、洛

陽等地。

考察重點：社區綠美化、休閒農業推廣與開發

等與里業務有關之觀摩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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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地圖—參訪地相關位置圖』



一、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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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州市是河南省的省會城市，是著名的國家

歷史文化名城，距今10500至8600年前開

始就有人類在此活動的遺跡。

 如何透過都市綠美化與生活環保從而降低對

歷史古跡的侵害以及達到都市節能減碳，已

是當今各國必須正視且刻不容緩推行之政策。



二、考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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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察主題
河南地區有豐富的自然與人文景觀，
考察目的有二大主題：

（一）鄭州市基層

社區發展與綠能

美化環境維護。

（二）郭亮村之文

化觀光產業休閒

農業開發。



二、考察目標-考察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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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鄭州市基層社區發展與綠能美化環境維護

 鄭州市州以打造都市區，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為
目標，吸引了大量海外及國內沿海地區投資。

 鄭州市林業局綠博園區在規劃設計上立足生態
性、注重示範性、拓展休閒性、彰顯文化性和
科技性。

 融入了綠色生命、生活、經濟、家園和科技的
理念，充分體現“讓綠色融入我們的生活”的
主題。

 綠博園景觀結構分為“一湖、二軸、三環、八
區、十六景”的佈局形式，使園區功能分區明
確、空間結構清晰、景觀特色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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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亮村是在國家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的號召下
開始觀光休閒業的開發。

 郭亮村最大的奇跡是橫穿太行山脈的絕壁長
廊–郭亮洞，是走進郭亮村的必經之路。

 現在的郭亮村村民家家戶戶都辦起農家樂吃
住遊等一條龍服務，改善了經濟收入狀況，
成立風景區管理處。

 每年旅遊人數達百萬人之多，也吸引國內外
眾多電影電視公司前往取景拍攝。

(二) 郭亮村之文化觀光產業休閒農業開發



二、考察目標-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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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強化地方領袖對環境保護之重要性，推
動城市綠美化，達成節能減碳目的

 文山區下轄43里，約10萬5,000戶家庭，共計
約27萬人口，為臺北市的文教區。

 透過此次參訪觀摩，由里長帶動里民，宣導環
境保護的重要性，進而推動里內環境的美化。

 增闢綠地空間，達到淨化空氣品質效益並達成
節能減碳目的。



二、考察目標-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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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立地方景觀特色，促進觀光休閒產業
發展多元化

 文山區擁有貓空、市立動物園、樟山寺、指南宮

等著名風景區。

 活化旅遊觀光資源、提高發展觀光服務品質及多

元化都是此次參訪活動後可以收穫的寶貴經驗。

貓空 指南宮 樟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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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參訪行程及機關 參訪主題及重點

第1天
4/24(星期一)

桃園 /廣州 / 鄭州/開封 觀摩廣州與鄭州機場，轉機前往鄭州

第2天
4/25(星期二)

開封／清明上河園／包公祠／七盛角／
小宋城

1.觀摩當地特色建築
2.歷史人文考察
3.觀光休閒產業考察

第3天
4/26(星期三)

開封／登封【少林寺、塔林、武術表演】
/綠化博覽園/洛陽

1.藝文活動考察
2.城市綠美化考察
3.公園管理考察

第4天
4/27(星期四)

洛陽/龍門石窟/牡丹園/麗景門/明清一
條街/焦作

1.歷史文化考察
2.城市綠美化考察
3.觀光產業考察
4.公園管理考察

第5天
4/28(星期五)

焦作/雲臺山【紅石峽、小寨溝、茱萸
峰、玻璃棧道】/輝縣

1.自然景觀考察

第6天
4/29(星期六)

輝縣/萬仙山【郭亮村、掛壁公路】/鄭
州

1. 產業發展與觀光資源考察
2. 自然人文生態考察

第7天
4/30(星期日)

鄭州/地質博物館/鄭東新區/如意湖/黃
帝故里／桃園

1. 歷史文物考察
2. 經濟建設考察
3. 歷史文化考察



四、過程
(一)清明上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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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的比例把宋代著名畫家張擇端的代表
作，堪稱中華民族藝術之瑰寶的《清明上河圖》
復原再現的大型宋代歷史文化主題公園，該園
占地面積 500 餘畝，形成了中原地區最大的氣
勢磅薄的宋代古建築群。

(特色建築考察)



四、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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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包公祠

歷史上著名清官包拯而建的祠堂。包公祠占
地 1 公頃，風格古樸，莊嚴肅穆。祠內陳展有包
公銅像，龍、虎、狗銅鍘，包公斷案蠟像，《開
封府題名記碑》、包公正史演義等文物史料。
1997年被評為河南省十佳旅遊景（區）點。

(歷史文物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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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封小宋城位於河南省開封市大樑路西段，
原是從“東京藝術中心”改造而成，於2013年
11月開業。其中特色民俗餐飲商業街區面積約2
萬平方米，在這裡可以看到各式具有開封特色小
吃的在地新興美食城。

(三)小宋城 (觀摩當地特色建築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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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少林寺 (文化傳承考察)

中國著名中國武術發展地之一。寺內有天王
殿、藏經閣、立雪亭其主體建築，尤其以(練功房)
內地磚之凹陷情形，可知少林功夫深奧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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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鄭州市林業局綠化博覽園 (城市綠美化考察)

綠博園區規劃設計立足生態性、注重示範性、拓
展休閒性、彰顯文化性和科技性，融入了綠色生
命、綠色生活、綠色經濟、綠色家園和綠色科技
的理念，充分體現“讓綠色融入我們的生活”的主
題。綠化景觀結構分為 “一湖、二軸、三環、八
區、十六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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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鄭州市林業局綠化博覽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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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過程

(六)龍門石窟 (歷史文化考察)

歷史文化考察的三大石刻藝術寶庫之一，2000 
年，龍門石窟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數量之多位於
中國各大石窟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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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際牡丹園

國際牡丹園由中華牡丹、海外牡丹、晚花牡丹、芍
藥名品、生產示範等六大園區组成，主要有四大特
點，即“精、晚、新、奇”。主要有九色牡丹圖、
古稀牡丹二十品、野生牡丹群、寒牡丹、自動遮陽
棚等幾十處觀賞景點。

(城市綠美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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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麗景門+明清一條街 (產業發展考察)

原名麗京門，於09年3月10日正式更名為麗景
門，是一座重現古都洛陽風貌的城樓，被評為洛陽
市新八大景有“不到麗景門，枉來洛陽城”的美譽。

明清一條街(南大街)位於平遥古城中軸線上，
完整地保存著明清時期的店舖遺迹，是古城最重要、
最繁華的商業街區之一，鮮明地折射出古城文化的
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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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雲臺山

雲台山是一個集中國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國
家5A級景區、國家地質公園、國家森林公園、國
家水利風景區和國家獼猴自然保護區於一體的風景
名勝區，景區面積達190平方公里。雲台山景區又
以獨具特色的「北方岩溶地貌」而被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列入首批世界地質公園名錄。

(觀光休閒產業考察)



四、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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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郭亮村 (觀光休閒產業開發考察)

郭亮村隸屬於河南省新鄉市輝縣沙窯鄉，海拔
1,700米，現有83戶人家，共329人。郭亮村依山
勢坐落在千仞壁立的山崖上，地勢險絕，景色優
美，以奇絕水景和絕壁峽谷的“掛壁公路”聞名
於世，又被譽為“太行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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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郭亮村

在開發之前由於地勢險峻交通極其不發達，是
一個極端貧困的小山村，但從掛壁公路開通以來，
當地用石板建成的村落和民風民俗，吸引著藝術家
們前來創作，郭亮村已成為全國電影、繪畫創作基
地，形成了新興的文化產業，實現了向服務業轉型
的產業升級。

(觀光休閒產業開發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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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鄭州地質博物館 (歷史文物考察)

河南省地質博物館展館建築面積5,870㎡，布展
面積4,100㎡。展館內設有地球廳、恐龍廳、生物演
化廳、古象廳、礦產資源廳、地質環境廳、礦物廳、
4D動感影院和地震海嘯感受劇場，館外有礦石林、
科普廣場、恐龍雕塑等。館內收藏了省內外地質礦
產、古生物、礦物標本等5萬餘件。



四、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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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黃帝故里 (歷史文化考察)

景區位於新鄭市區軒轅路，黃帝故里 祠始建於漢
代，明清修葺。明隆慶四 年于祠前建軒轅橋。新鄭
縣令許朝柱于祠前立“軒轅故里”碑，乾隆二十 九
年修葺。景區佔地面積 7 萬多平方米，突出了中華
民族尋根拜祖主題。從北至南依次為拜祖區、故里
祠區、廣場區三大板塊。



五、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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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發展與城市綠化

的自然結合

１．設定規劃城市生活綠能環境

的目標。

２．建立市場化管理經營機制和

項目。

（二）多元化發展

鄉村觀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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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設定規劃城市生活綠能環境的目標。

發展目標：實現現代化、國際化、資訊化、生態

型、創新型國家區域性中心城市

戰略：明確提出了建設“生態型”城市的戰略，

實質作為：市政府每年都將城市園林綠化建設項

目如綠地建設、公園遊園建設等作為

（一）城市發展與城市綠化的自然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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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強力推進公園、遊園建設，大面積增加公共綠地。

二
• 加大道路綠化建設改造力度。

三
• 廣泛開展單位、居住區綠化建設，優化人居環境。

四
• 實施“綠城”變“花城”工程，提升城市景觀品位。

具
體
實
施
步
驟

五、心得

１．設定規劃城市生活綠能環境的目標。



五、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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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建立市場化管理經營機制和項目

 在公共綠地的養護管理均由政府定編制、定人

員經費，按計劃經濟模式運行管理。

 對新增綠地養護工作，全部推向市場，透過公

開的市場競爭，擇優招標選用養護企業。

 結合自身在城市綠化及園林建設的經驗，市政

府林業局規劃建設了綠化博覽園。

 建設完成後，積極向大陸其他地區推廣，用市

場化的運行模式針對一般民眾開放參觀從而創

造經濟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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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化發展鄉村觀光產業

 輔導改變村民傳統觀念增強旅遊經濟意識。

 以鄉村生態旅遊為主題，利用田園景觀、農

業生產經營活動和人文景觀為場景，吸引遊

客參與體驗鄉村民風民俗、農事農家生活。

 鄉村體驗式旅遊，增加個性化定制的內容，

為遊客打造更高的審美體驗和精神享受。



六、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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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基層開始建立社區綠美化輔導推廣計

劃。

（二）積極推動閒置空地綠美化發展田園城市。

（三）以貓空觀光茶園等休閒農業基地升級

從而帶動文山區在地其他輔助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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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當地居民研習有關社區及居家環境綠美化

基礎綠化知識之機會。

 培養社區的綠化種子人員，宣導維護管理的重

要性。

 鼓勵里辦公處參與各項綠美化公共建設之認養。

（一）從基層開始建立社區綠美化輔導推廣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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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閒置地區可以填土設為土地，並植入樹
苗，規劃公共遊憩設施，逐步改建公園的型
態。

 開放屋頂、公園成為可耕種空間，將鄰里閒
置土地、公有建築物立面、公共空間，部分
轉化成社區菜園。

（二）積極推動閒置空地綠美化發展田園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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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出面輔導，將觀光茶園作為休閒農業

再升級，並帶動附近的旅館及飯店產業。

不定期舉行相關茶文化的民俗活動，可以推

動文化類的知性之旅。

六、建議事項

（三）以貓空觀光茶園等休閒農業基地升級
從而帶動文山區在地其他輔助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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