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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於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0 日至 27 日前往雲南省昆明、大理及麗江市進行 8 天參

訪，並以文物古蹟保存維護、自然生態環境保育、市容綠美化、市政建設等參訪相關地

方單位設施為主題。 

雲南省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南隅，其東部為高原、西部為高山縱谷，氣候呈垂

直分布，孕育出多樣化的生態環境。另外，雲南省自春秋戰國時代以來，歷經朝代更

迭，留下許多歷史古蹟，因而對少數民族文化的保存更是不遺餘力。 

昆明市是中國雲南省的省會，是雲南省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及交通中心，同

時也是中國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和優秀旅遊城市，擁有豐富優質的自然生態環境財富，

因為氣候舒適，擁有「春城」的美名；大理市位於點蒼山下，洱海旁，在元朝入主以

前，是整個雲南省的行政、經濟及文化中心，西元 1982 年，因其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遺

產，使大理市被中國列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一；麗江市位於雲南省北部，臨近四川

省，自古便是南方絲路及馬隊必經之路，其中麗江古城更是全中國保存最良好的少數民

族古城，西元 1997 年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參訪重點為：呈貢新區(昆明市政府行政新區)考察市容綠美化及市政建設，包含城市

建設、公園、綠地、植樹、綠化景觀等；澄江撫仙湖景區考察自然環境生態保育，如水

土保持、水產生態管理；大理古城、麗江古城、彝人古鎮考察文物古蹟保存維護等。 

行程當中由大理古城管理委員會、麗江古城管理委員會及雲南省人民政府台灣事務

辦公室聯絡交流處分別接待，希望此次的考察成果能作為本市未來相關工作推動之參

考，並提升區里的服務品質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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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 

一、 緣起： 

雲南省總面積約 39 萬平方千米，占全國面積 4.11%，在大陸各省級行政區中面積排名

第 8。雲南省是一個以高原山地為主的省份，地形氣候多樣化，包括高原、山原、高山、

中山、低山、丘陵、盆地、河谷等(以上取自維基百科)。在人口的組成上，總人數達

4,596.6 萬人，少數民族有約 1533.7 萬，占總人口數的 33.37%。另外雲南省自春秋戰國時

代以來，歷經朝代更迭，留下許多歷史古蹟。如此千變萬化的組成，使的雲南省有著豐

富且獨特的歷史文化與景觀，而對文化古蹟的保存更是不遺餘力，透過運用多元少數民

族的人文史萃，與新潮流的創意，以地域獨特性結合觀光創造價值，型塑多元化旅遊型

態，並透過國際及地方行銷，為中國地區雲南省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及創業工作機會。 

昆明市是雲南省的省會，是雲南唯一的特大城市和中國西部第四大城市，同時也是大

陸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擁有世界自然遺產雲南石林、國家級風景名勝區滇池等豐富優

質的自然生態環境財富，因為氣候舒適，擁有「春城」的美名，並昆明市級行政中心遷

往呈貢新區，呈貢新區新建市政大樓、環境綠美化更以高規格規劃，素有省府東南大門

之稱！ 

大理市位於點蒼山下，洱海旁，從南詔國開始，大理便是整個雲南的政治、經濟、文

化中心，無論是在南詔國，還是後來的大理國，大理都與中原文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

繫，這種聯繫也影響著雲南這片土地的文化發展，走在大理古城的街道，處處是文化，

處處是藝術，大理古城獲得多個殊榮，是 1982 年國務院首批公布的 24 個歷史文化名城之

一，是 44 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之一，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全國優秀旅遊城市和中國最

佳魅力城市。2015 年，大理鎮榮獲「全國文明城鎮」榮譽稱號。 

麗江市位於雲南省北部，其中麗江市人民政府致力於保護及發展著名的三大古鎮（大

研古镇，束河古镇，白沙古镇）於 1997 年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當地除了有著名

的名勝風景玉龍雪山外，有許多少數民族的展覽與表演，如著名的印象麗江歌舞秀，充

分結合傳統藝術與觀光行銷。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90%84%E7%9C%81%E7%BA%A7%E8%A1%8C%E6%94%BF%E5%8C%BA%E9%9D%A2%E7%A7%AF%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90%84%E7%9C%81%E7%BA%A7%E8%A1%8C%E6%94%BF%E5%8C%BA%E9%9D%A2%E7%A7%AF%E5%88%97%E8%A1%A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91%E5%8D%97%E7%9C%8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C%81%E4%BC%9A&variant=zh-tw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7%89%B9%E5%A4%A7%E5%9F%8E%E5%B8%82%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8%A5%BF%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8%87%AA%E7%84%B6%E9%81%97%E4%BA%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1%E5%8D%97%E7%9F%B3%E6%9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7%BA%A7%E9%A3%8E%E6%99%AF%E5%90%8D%E8%83%9C%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B%87%E6%B1%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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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考察行程將藉由參訪上述三個城市之文物古蹟保存維護、自然生態環境保育、市

容綠美化、市政建設等，體認其進步的地方，攫取值得我們學習與效法的政策，期能營

造屬於本區的獨特性與文化保存，提升觀光品質與價值。 

二、出國報告名稱：臺北市南港區公所 108 年度基層建設人員出國考察－參訪雲南省(昆

明、大理、麗江)考察報告 

三、出國計畫辦理機關：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南港區公所 

四、考察依據： 

(一) 臺北市基層建設人員出國考察實施計畫 

(二) 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出國報告處理注意事項 

五、考察期間：108 年 5 月 20 日至 108 年 5 月 27 日 

六、考察地點：中國大陸雲南省(昆明、大理、麗江市) 

七、考察人員：詳附錄 1 

八、考察行程： 

天 日期 行        程 主題 

1 05/20(一) 
南港區公所～桃園國際機場／香港轉機／昆明國際機場－
石林縣城 

自然生態環境保育 

2 05/21(二) 
石林風景區(含電瓶車) ／九鄉風景區(蔭翠峽遊船) ／昆明

金馬碧雞坊 

自然生態環境保育 

文物古蹟保存維護 

3 05/22(三) 呈貢新區／西山龍門／楚雄彝人古鎮 

市政建設 

文物古蹟保存維護 

市容綠美化 

4 05/23(四) 
楚雄／大理【崇聖寺三塔、洱海小遊船、金梭島、大理古城、

洋人街】 

自然生態環境保育 

文物古蹟保存維護 

市容綠美化 



5 
 

5 05/24(五) 大理點蒼山／大理／麗江【大研古城、四方街、黑龍潭】 

自然生態環境保育 

文物古蹟保存維護 

市容綠美化 

6 05/25(六) 
麗江／【玉龍雪山-雲杉坪(纜車上下)、甘海子、白水河、玉

水寨、印象麗江歌舞秀、束河古鎮】 

自然生態環境保育 

文物古蹟保存維護 

市容綠美化 

7 05/26(日) 麗江／昆明(搭高鐵)，乘車至澄江撫仙湖景區-官渡鎮-昆明 

自然生態環境保育 

文物古蹟保存維護 

8 05/27(日) 
金殿／雲南省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聯絡交流處／昆明

國際機場／香港轉機／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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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考察目標 

前往大陸雲南省（昆大麗）地區進行出國考察目標，主要著眼於該區豐富的自然與人

文景觀，考察目的有四： 

一、 學習地方文物特色之保存與維護。 

雲南歷史悠久，雲南省係擁有大陸少數民族最多的省份，環境也是少數尚未破壞的

地區，當地政府對於歷史古蹟維護與推廣及少數民族文化的保存不遺餘力。 

二、 形塑地方獨特性，推動多元光觀產業。 

跟著全球化浪潮與快速發展，近年來國內、外的發展議題特別強調及突顯地方的文

化獨特性。一個地區有著獨特的歷史、文化、生態，這些與眾不同之處，即是創造產業

價值提升的助力條件，過往走馬看花式的觀光已退流行，全球觀光客更注重的是當地生

活體驗與文化深度探訪，雲南省充分的發揮其文化特色之底蘊。 

三、 自然環境生態保育與環保意識培養。 

中國大陸工業發展持續上升，在綠色環保意識抬頭下，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環境污

染是一項綜合性、共生性的問題，開始發展綠能環保，推動多項黨綱政策，中共十九大

報告中，總書記習近平 31 度提到「環境」，包含「環境保護」、「環境治理」、「環境制度」

等，並指稱要「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值此之故，本次將從環保議題上，尋思

與本市相關性，做為日後工作開展的參考。 

四、 市政建設觀摩與推動市容綠美化，增進民眾生活品質。 

昆明人民市政府遷至呈貢新區，展現從無到有整體規劃社區，城市建設、公園、綠

地、植樹、綠化景觀安排整體性，城市綠美化程度高，已然成為昆明人的未來新城，其

城市發展定位為：現代新昆明的行政文化教育中心、社會服務中心、國際物流中心、會

展中心、新興產業中心；現代新昆明的鮮花之城、山水之城、文化之城、生態之城及最

適合人類居住的現代新城！並昆明、麗江、大理分別 2009 年、2011 年、2015 年於獲得國

家園林城市之稱，透過觀摩當地建設與都市規劃，以作為精進的參考，進而強化本區環

境美化整體規劃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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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察過程 

一、 考察日期：108 年 5 月 20 日至 5 月 27 日 

二、 考察地點：中國大陸雲南省(昆明、大理、麗江市)  

<昆明、麗江、大理位置圖> 

 

 

 

 

 

 
 

三、考察內容: 

(一)昆明石林風景區 

石林位於中國雲南省石林彝族自治縣，素有「天下第一奇觀之美譽」是世界唯

一位於亞熱帶高原地區喀斯特地貌，1982 年 11 月 8 日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

准為首批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1991 年，《路南石林風景名勝區保護條例》開始實

施[1]。2001 年 3 月 6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資源部批准石林建立「雲南石林岩

溶峰林國家地質公園」；2004 年 2 月 13 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准石林列入首批世

界地質公園；2007 年 6 月 27 日，石林作為「中國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組成部分成

功申報世界自然遺產。 

石林屬典型喀斯特地貌，大致可分大石林、小石林、外石林三個遊覽區，讓人

體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千奇百怪，進入園區首見的人工湖抑是壯觀，相較於大陸

土地廣大，臺灣較少風景區人造湖如此費工，搭配石林另人讚嘆園區維護與營造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1%E5%8D%97%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6%9E%97%E5%BD%9D%E6%97%8F%E8%87%AA%E6%B2%BB%E5%8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9B%BD%E5%8A%A1%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6%9E%97%E9%A3%8E%E6%99%AF%E5%90%8D%E8%83%9C%E5%8C%BA#cite_note-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9B%BD%E5%9C%9F%E8%B5%84%E6%BA%90%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7%A7%91%E6%96%87%E7%BB%84%E7%BB%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5%9C%B0%E8%B4%A8%E5%85%AC%E5%9B%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5%9C%B0%E8%B4%A8%E5%85%AC%E5%9B%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D%97%E6%96%B9%E5%96%80%E6%96%AF%E7%89%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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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 

因園區大如迷宮，處處岩石有著彎曲走道，穿著少數民族服飾的工作人員數量

相當多，於現場擔任諮詢、指引、清潔人員，對於國家風景區的重視不遺餘力，透

過服飾更易於辨識並且更顯得石林獨特、神秘的氣息，搭配當地豐富園區導覽予以

石林營造的淒美故事，撒尼姑娘阿詩瑪並是其中最著名石柱，讓人沉浸在美輪美奐

風景與故事之中。如果不想走路這麼累，可選擇景區內有彝族姑娘開著付費電瓶車

在景區間穿梭，電瓶車不會有汽油車排氣引發的汙染問題，且電池壽命使用長（兩

年以上）成本較低，對於面對如此大量的遊客來說，這些都是保存古蹟及自然景觀

上極為重要的措施。 

  

  石林風景區一隅 搭乘環保電瓶車 

  

崎嶇的石林與人造湖 少數民族表演 

 (二)九鄉風景區 

此地是雲南省新興的大型綜合風景名勝區，九鄉風景區擁有大陸最奇特的洞穴

群落體系，各式大小溶洞，數量達百的特殊地形觀光勝地。九鄉的另一特點是這裏

的水非常美，既有可泛舟而行的 2 公里長的暗河溶洞，擁瀑布、峭壁，水翠天青的

峽穀河道，目前除了是中國國家 4A 級旅遊區外，還是國家級風景名勝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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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特別的是園區建立了一個峽谷旅遊觀光電梯，是進入九鄉風景名勝區的第一

個景點，遊客需搭乘這座透明的峽谷電梯直達蔭翠峽，之後便能選擇是要搭船遊覽

這滇中第一幽峽，或是直接進入溶洞參觀。因設置於特殊地勢，觀光客對此電梯充

滿新奇感，爭先擠至玻璃處觀望峽谷，是此處一大噱頭。 

  

九鄉風景區合照 溶洞內觀 

  

蔭翠峽搭船 電梯與乘船處 

(三)昆明金馬碧雞坊  

金馬碧雞坊是中國雲南省會昆明市的兩座牌坊，位於該市鬧市中心處，東坊稱

為金馬坊，西坊稱為碧雞坊，高 12 米，寬 18 米，二坊相隔數十米，因其獨特之設

計，致於某些時間出現「金碧交輝」的景象。金馬碧雞牌坊始建於明朝宣德年間，

至今已有 400 多年歷史，不過由於歷經戰亂、文革等浩劫，目前的 2 座牌坊都是於

1998 年間重建而成的。而金馬碧雞坊已被定為昆明的市徽、地標，透過結合商業

與古蹟地標性建築，帶動景點周遭的商業消費，並作為回饋古蹟維護及達到文化宣

傳之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6%E6%98%8E%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8C%E5%9D%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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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馬坊燈亮  碧雞坊參訪 

(四)呈貢新區  

呈貢新區位於滇池東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雲南省昆明市下屬的一個市轄區，

雲南省昆明市五城區之一，為昆明市人民政府駐地。是現代新昆明建設的核心區，

昆明市行政文化教育中心、社會服務中心、國際物流中心、會展中心、新興產業中

心。是滇中城市群 1 小時經濟圈核心區、亞洲 5 小時航空圈中心地帶，是入滇出境

的重要通道，素有"省府東南大門"之稱。現代新昆明的鮮花之城、山水之城、文化

之城、生態之城及最適合人類居住的現代新城。 

2003 年 5 月，根據雲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一湖四環」、「一湖四片」的現代

新昆明的戰略構想，呈貢縣的龍城鎮、洛羊鎮、斗南鎮、吳家營鄉、大漁鄉的 160

平方千米區域被確定為現代新昆明的東城區，後又稱為呈貢新城，2006 年 9 月後

改稱為呈貢新區。2011 年 5 月 20 日，經國務院批准，撤銷呈貢縣，設立昆明市呈

貢區。 

昆明市印發《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人民政府關於進一步加快呈貢新區改革發展

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將呈貢新區建設成為最具活力、最具吸引力、最有影響力、

最有創新力的宜居宜業之地，成為創新優勢突出、環境整潔優美、產城高度融合、

民生保障健全的現代化城市新區。 

本次參訪的昆明會堂及周遭環境，即主城區城市管理政策中的園林綠化項目，

不僅四周環繞綠色植物，於大樓前廣場亦有大面積植栽，一旁還有木棧道、平台及

水池，不僅可以美化景觀還可以降低碳排放量。整體規劃上以建築主體搭配四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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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一同列入考量，甚至更大範圍的以區或市一起評估，希望未來全城能達到一個目

標，和諧的相容於一體。 

目前臺灣或是臺北市，仍多以單一建築或區塊作為都市更新的項目，若是能與

周圍環境一同進行，或是在新的規劃案中將範圍擴大，讓整個區域的建設和諧的相

容於一體，使環境綠美化、老屋更新在都市中不顯得突兀，看起來才是最自在的。 

  

呈貢新區市政大樓外觀 昆明市府四周環境 

  

呈貢新區市政大樓前植栽 呈貢新區規劃示意圖 

(本圖引自 https://pse.is/K9ET4) 

(五)西山龍門 

嚮導說:不到西山，等於不到昆明，不到龍門，等於不到西山。西山龍門在海

內外均享有盛名，其以人工一錘一鑿精湛的石刻是龍門最大的特色。龍門室內的雕

刻優美、精細，魁星、文昌、關聖皆就石岩鑿成，巧奪天工，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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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門石窟入口 龍門石窟牌坊 

  

龍門石窟-天臺 龍門石窟-龍門 

(六)楚雄彝人古鎮 

楚雄地處滇中，素有“省垣門戶，迤西咽喉”之稱。楚雄彝人古鎮，是中國國

家 AAAA 級旅遊景區。建築風格以雲南、貴州等地彝族高規格古建築民居為原

型，以‘彝風’為主，博采古城經典和江南水鄉園林之長，形成既有彝族個性特

徵，又相容了中華民族優秀建築文化；既張揚了彝族建築風格，又打破了某一地

域、某一時代時間和空間的局限，是一座宏偉壯觀的仿古建築群。 

雲南楚雄彝人古鎮以古建築為平台、彝文化為靈魂，不只是一處最佳的文化旅

遊之地，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文化傳承平台。整個古鎮的建築外觀集中展示了滇、

川、黔、桂等省區彝族土司頭人的建築文化。隨著彝人古鎮旅遊景區的建成，彝族

與白族、納西族、藏族共同形成了一道雲南少數民族文化旅遊的風景線。 

2005 年 4 月，彝人古鎮應運而生，項目一期開始動工。次年 7 月火把節期間，

古鎮正式開放運營，吸引了大量本地客商及省內周邊城市的投資者，揭開了楚雄文

化旅遊發展的大幕。彝人古鎮在建築風格上延續了原德江城的風貌，同時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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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彝族文化，參照傳統彝族村落建築設計。 

此外，營建彝人部落特色街區，組建演出團隊，每晚演出「祭火大典」，開發

酒店、客棧區，為打造一個真正的旅遊商業綜合體和旅遊集散地建立基礎。整個古

鎮全具備了吃、住、行、遊、購、娛、六大旅遊功能，充分滿足市場各類需求。 

結合地方文化特色，將慶典或節日發展成一個表演活動，成為其地方特色，這

個方式目前在臺灣少數的景點或原住民部落也能看見，最普遍的是原住民的傳統舞

蹈表演，近年來也有地方開始發掘當地特色，並將其加強宣傳、拓展規模，發展成

特定期間的觀光旅遊景點，甚至成為每年固定的活動，吸引旅客前往參與。 

  

彝人古鎮-彝人部落 前往彝人古鎮-合照 

  

彝人古鎮牌坊 前往彝人古鎮-廣場 

(七)洱海 

洱海是大陸著名的七大淡水湖泊之一，素有「高原明珠」的美稱。 

洱海它因湖面形似人耳，碧波萬頃，波濤拍岸而得名；洱海是由點蒼山雪水溶

化順著十八條溪流匯入而成，使得洱海的水清澈如鏡，每當風和日麗，點蒼山銀峰

彷彿倒插海底，銀蒼玉洱交相輝映，形成著名的洱海八景：山海大觀、三島煙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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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鏡開天、嵐靄普陀、滄波濞舟、四閣風濤、海水秋色與洱海月映。 

因鄰近的地理位置，大理-點蒼山-洱海為當地旅遊熱潮，2016 年旅遊人數高達

3859 萬人次，帶動一年約 200 億臺幣的旅遊經濟。環繞洱海區域約有 2000 多家客

棧、餐廳，以及大量的居民與觀光客，產生大量的污染廢水。因洱海生態豐富，當

地官方於 2015 年設立的紅山灣工作站除保護水生植物外，亦研究不同的科學項

目，防止延緩污染對洱海生態的傷害，並宣示整治洱海，除了解決汙染源，亦針對

觀光產業力行檢查。 

確實，高速的觀光發展能帶動經濟發展，然而卻讓一些有傳統建築毀壞重建心

樓房，土地、店面出租，外地人大量進入，破壞人口結構、當地文化。讓我們不經

重新思考如何在維護原有文化、村里樣貌下，以永續思維結合觀光與商業發展。 

  

少數民族服飾導遊帶領 洱海小遊船 

(八)大理古城與洋人街 

大理市先後榮獲「全國歷史文化名城」、「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國家級自然保

護區」、「中國優秀旅遊城市」、「最佳中國魅力城市」、「蒼山國家地質公園」和「中

國十佳旅遊休閒城市」等多項桂冠。大理古城簡稱榆城，位居風光亮麗的蒼山腳

下，距大理市下關 13 公里。大理古城始建於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東臨洱

海，西枕蒼山，城樓雄偉，風光優美，是全國首批歷史文化名城之一。 

現今的大理古城是在明朝初年陽苴咩城的基礎上恢復的，城呈方形，開四門，

上建城樓，下有衛城，南北三條溪水作為天然屏障。城內由南到北橫貫五條大街，

自西向東縱穿八條街巷，因呈棋盤式布局，故而有「九街十八巷」之稱。全城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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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清瓦屋面，鵝卵石堆砌的牆壁，從蒼山俯看古城，經典建築一字排開，巍峨雄

壯，使古城透出一種誘人氣韻。 

大理古城在商業開發的同時，保留百年前的舊有建築風格，依民族特色文化資

源，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尤其在重點文物保護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

吸引著世界各地的遊人紛紛湧入，一覽其容。城內保存有大量的清、民國時期的民

居及武廟、杜文秀帥府、西雲書院、考試院、城隍廟、清真寺、天主教堂、基督堂

等古建築。大理古城現已成為大理旅遊發展的核心景點。 

走在大理古城街上，外觀古樸的店鋪比肩而設，有些出售大理石、有些出售少

數民族工藝品及珠寶玉石等。巷弄間老宅仍可尋昔日風貌，戶外溪渠流水淙淙，

“三家一眼井，一戶幾盆花”的景象依然。古城內東西走向的護國路，被稱為“洋

人街”。街上開滿了中西餐館、咖啡館、茶館及工藝品商店，招牌、廣告多用洋文

書寫，吸著外國遊客於此流連忘返，尋找東方古韻並刺激當地消費。 

 在大理古城管委會的說明下，我們了解到，由於近代文明的影響古城原有風貌

正在消退，保護古城、風貌整治迫在眉睫。根據《大理古城風貌提升改造工作方

案》，大理古城風貌提升改造將圍繞修舊如舊的原則，整體規劃，分期實施。整改

以產權所有人為主體，政府適當補助。力爭 2 年時間改變古城風貌。當地政府整治

原則：政府主導，強制整改，統一實施，以將大理古城朝向「創建世界一流的特色

小鎮」的目標邁進。 

這項改變，不僅有對當地歷史文化有較深造詣的專家參與其中，更深度挖掘其

歷史、民族文化內涵，藉以整合文化旅遊資源，實現文化與旅遊融合發展，促進旅

遊產業轉型升級。另外要求在大理古城風貌提升改造過程中，無論是舊材新做，還

是新材新做，都必須做舊處理，修舊如舊，恢復健康的古街面貌”。 

臺灣也有許多的古蹟建設持續有在做維護和管理的動作，包含古蹟修繕、重

建，閒置空間再利用等，近幾年的規劃也從單一建設趨向整體環境及附近社區，有

些當地的居民也協助、配合政府組織，更甚者還自組了地方組織，參與規劃及維護

管理，官方與民間結合，共同為保存文化努力，才是能夠長期有效達到目標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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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於發展觀光的同時亦維護古蹟文化並保留當地居民的記憶，使古蹟不僅僅只是

個景點，更留下其歷史意義。 

  

大理古城-當地管委會帶領參觀 大理古城-與當地管委會交流 

  

大理古城-與當地管委會座談 大理古城-致贈禮品 

  

洋人街牌坊 大理夜晚燈光幽美 

  

大理城門 大理街上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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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理點蒼山(上關花索道) 

被譽為孕育 20 多億年的「天然地質史書」大陸大理點蒼山，被列為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這是自昆明石林後，雲南省內的第 2 個世界地質公園。大

理點蒼山又名蒼山，位於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內，地跨大理市、漾濞縣、洱源縣 3 縣

市，屬橫斷山雲嶺山脈，地質地貌十分複雜，由 19 峰和 18 溪組成。其豐富的地質

遺跡資源，對於岩石學、沉積學、構造學、地貌學以及地球歷史等地質科學發展具

有重要的科學研究價值。大理點蒼山有多個索道搭乘，其索道的搭乘與設計相當有

特點，本次行程搭乘的上關花索道並非為最長的索道，點蒼山索道特點為非為封閉

式纜車，使乘客搭乘過程中能享受微風並清楚的仰望風景。 

  

上關花索道 大理蒼山天龍洞 

  

搭乘纜車(前有隔擋安全措施) 纜車通風傾斜度安全 

(十)麗江大研古城、四方街、黑龍潭 

麗江古城（或稱麗江古鎮），位於中國雲南省麗江市的舊城區，1997 年 12 月 4

日時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並於 2007 年獲頒發亞太區文物古蹟

保護獎。海拔 2416 米，四面環山。始建於宋末元初，盛於明清，迄今已有 800 餘

https://blog.xuite.net/hf.ying/twblog/121034208-%E5%A4%A7%E7%90%86%E8%92%BC%E5%B1%B1%E5%A4%A9%E9%BE%8D%E6%B4%9E~%E9%81%A0%E7%9C%BA%E6%B4%B1%E6%B5%B7~%E7%99%BD%E6%97%8F%E6%B0%91%E5%B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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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歷史，屬中國少數民族納西族聚居區。城依山而築，街臨水而成，屋房櫛比，市

井稠攘，家家流水，戶戶垂楊，一街一景，皆可入畫。 

麗江古城民居依山就勢，順水而居，水資源十分豐富。整個古城的道路網格隨

地形、水系自由布局，不求方整和筆直；建築、道路、廣場尺度宜人，處處與水系

貼近，空間生動而親切；街道與建築的布局和風貌貼近老百姓生活，低調古樸，充

分體現了納西族人民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傳統思想。當地的三眼井是一種獨特的用水

方式，第一潭為泉水源頭，清冽潔凈，為飲用之水，水從第一潭溢出後流入第二

潭，第二潭水質潔凈，為洗菜、洗涮炊具之用；水從第二潭溢出後流入第三潭，第

三潭為漂洗衣物專用，最後水從第三潭排出，居民秉持著對水資源合理使用且物盡

其用的觀念，它不僅富有地方民族特色，同時具有科學、衛生、合理、方便等特

點。 

麗江地區的文化豐富多彩，只有多層次、多角度地考察各種情況，才能真正做

到保護力將傳統、麗江區域文化的目的。首先麗江是一個城市而存在，所以應該履

行作為城市的職能，其次才是發展旅遊。避免古城為了不得不迎合遊客的需要，掠

奪居民的需求和空間，對古城進行改建和開發，導致失去古城原有的真實性和傳統

氛圍的破壞。 

當地過度商業化，慢慢的擠走了文化，這是當地政府最重視的問題。遊客蜂擁

而至的同時，麗江古城的原住民卻在悄然隱退。大量觀光客帶來的污染與吵雜噪音

環境，使古城原住民困擾。大研古鎮九成以上的房屋原本為私人所有，去留隨意。

搬出古城，除了因為生活上的不便和煩惱，更有經濟上的盤算，大把賺取房租，便

可在城外買套寬敞舒適的新房，隨著趨勢變遷，外來經商者的大幅增加，納西族的

特色文化也漸漸淡出。 

長期以來，過度商業化不僅被旅遊者詬病，因納西文化研究專家、雲南省社科

院研究員楊福泉建議將古城內經營項目進行清單管理有助於改善商業化嚴重狀況，

在 2017 年經報麗江市政府辦理多場公聽會後宣布清單，古城對部分傳統文化產業

項目進行政策扶持和房租補助，鼓勵經營民族文化、服飾、納西傳統手工藝等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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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納西特色項目，擬禁止經營歌舞廳、網吧、電子產品、家具、現代化妝品、

桑拿、按摩、美容美髮、美甲、紋身製類服務，而餐飲、酒吧、珠寶玉石屬限制經

營，其他絕大多數行業則為允許經營項目。 

發展文化旅遊，在開發的同時要保護文物古蹟，把舊的歷史文化風貌留存，維

持其完整風貌不失去原有的韻味和特色，在新舊之間取得平衡一直是一個重要的課

題。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歷史文化背景、發展的故事及條件，發展不是全部更新，

而是把舊的核心保存下來，加上新的內容和詮釋，合併融合成獨特的地方特色，成

為獨一無二的文化旅遊景點。 

雖然麗江古城商業化很嚴重但是還是很值得逛逛，四方街作為古城的中心，極

具代表性，不過充滿了商業化和現代化。四方街是位於麗江古城內熱鬧購物街，有

許多特色小店賣當地服飾及少數民族飾物等等，現在經過當地政府大力整治，街上

買賣的東西都以明碼標價，較不怕出現宰客情況。而到了夜晚則屬於愛夜生活的酒

吧聚集地。 

憑麗江古城維護費票根還可免費進入黑龍潭景區，黑龍潭是整個古城的水源

地，也是納西族人們心中的聖水，亦是欣賞玉龍雪山之處，對於納西族人文化有興

趣者，旁邊還有東巴文化博物館。透過區域配套式的規劃觀光，將周遭歷史古蹟與

以連結，門票的收費亦是一門學問，值得我們學習，如何透過統整各觀光產業為一

整體，發展本區文化特色。 

  

麗江古城-與當地管委會交流 麗江古城-與當地管委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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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江古城-致贈紀念品、禮品 麗江古城-與當地管委會合照 

  

麗江石碑 麗江古城喬木世家 

  

四方街 少數民族舞蹈 

  

麗江古城三眼井 東巴文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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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潭景區牌坊 黑龍潭一隅 

(十一)玉龍雪山 

玉龍雪山是雲南納西族人的神山和聚居地。其主峰扇子陡海拔 5596 米，常年

在雲霧纏繞之中，是一座未被征服的處女峰。玉龍雪山由 12 座雪峰組成，高山雪

域風景位於海拔 4000 米以上，雪山自然景觀相當豐富，景觀大致可分為雪域、冰

川景觀、高山草甸景觀、原始森林景觀、雪山水景等。主要景點有黑白水河、甘海

子、雲杉坪等，因占地廣大，在景區除乘坐纜車，需要接著乘坐電瓶車。在雲南有

許多地方使用電瓶車，低噪音，無汙染電瓶車在雲南各個景區皆可見，此種車更適

合於大自然的環境使用，真正能達到保護環境的需求。 

麗江玉龍雪山旅遊景區門票管理中心是玉龍雪山館里的重要單位，作為玉龍雪

山的第一扇窗口，計有約百名的員工在大小票口服務，中心對於員工的培訓管理相

當嚴格，志在為遊客提供高質量服務，積極開展文明旅遊引導、交通疏導和調整到

崗時間等工作。玉龍雪山門票中心先後獲得多項榮譽：「巾幗文明崗」、「工人先鋒

號」、「青年文明號」的榮譽稱號。 

為了使景區環境維護更完善，管理中心喊出口號與標語，倡導「文明旅遊」、

「文明如廁」，引導遊客愛護環境，保護景區綠化植被和野生動物，打造「空氣清

新、環境整潔、設施完好、文明服務」的旅遊氛圍，完善景區旅遊秩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2%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8D%E8%A5%BF%E6%9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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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龍雪山-天臺 玉龍雪山-藍月谷 

  

龍雪山門票管理中心 

(本圖引自 https://kknews.cc/travel/2bzlqve.html) 

玉龍雪山合照 

  

觀光電瓶車 索道搭乘處 

(十二)印象麗江歌舞秀 

每天上午，雪山甘海子景區的藍月谷廣場上還會有《印象麗江》的大型實景演

出，是由名導演張藝謀執導的大型實景演出，在玉龍雪山下的舞臺上以原生態形式

向觀眾展示麗江 10 個少數民族的生活，以玉龍雪山的雄峰為天然背景，演員由來

自 10 個少數民族的 500 個農民組成。印象麗江歌舞秀全劇共分為「古道馬幫」、

「對酒雪山」、「天上人間」、「打跳組歌」、「鼓舞祭天」和「祈福儀式」六個部分。 

印象麗江最特別的是演出的場地，在玉龍雪山 3200 米海拔處的天然圓形場

https://kknews.cc/travel/2bzlq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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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360 度的全角度的露天劇場，以紅色砂石代表雲貴高原紅土，砌成了 12 米

高、迂迴艱險的「茶馬古道」。映襯著雪山，讓表演與大自然結合，更有磅礡的氣

氛，演出了當年納西人馬幫走茶馬古道的艱難，民族的豪邁，瀘辜胡傳統的走婚習

俗等等。忽略周遭遊客的吵雜，團員皆看著入迷，素人歌手的悠揚歌聲與特色的音

樂，帶給我們震撼的表演，如此特殊的演出場地與大堆頭演員在臺灣從未見過。 

透過此類藝術表演，讓遊客能快速粗略了解當地納西族人文化、快速產生印

象，後續在街道讓大家對於麗江少數民族有個粗略的概念，對於無法長時間在當地

的遊客來說，這種表演的確會讓人對當地少數民族文化立即產生印象與概念。 

  

印象麗江紅色舞臺 印象麗江歌舞秀 

  

少數民族傳統藝術表演者 舞臺與山景融合 

(十三) 束河古鎮 

束河古鎮是「麗江古城」的一部分，位於麗江古城北邊，亦是納西族人群居之

地，茶馬古道上保存完好的重鎮。束河古鎮也有一個四方街，是古鎮最熱鬧的地

方，亦是雲南地區重要的皮毛集散地，街上有許多特色小攤販，特別是製皮的工

匠，賣有精巧又便宜的皮製品，皮製品的設計亦充滿古樸、少數民族特色。相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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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江大研古鎮繁華與商業化顯得寧靜許多，仍較維持著古樸感。 

  

茶馬古道博物館 束河古鎮牌坊 

(本圖引自 http://www.mafengwo.cn/poi/1486.html) 

(十四)澄江撫仙湖景區 

撫仙湖景區位於雲南省玉溪市澄江縣以南 5 公里處，玉溪市澄江縣、江川區、

華寧縣之間，湖北端距昆明最近 52 公里，是全省重要的休閒、旅遊、度假目的地。 

撫仙湖，一稱澄江海，自然環境優美，湖水清澈見底、水質極佳，1988 年被列

為雲南省第一批省級風景名勝區，湖泊面積 211 平方公里，湖面海拔 1721 米，最

深達 155 米，主要由祿充村、界魚石、明星景區、孤山島、同星雲湖等旅遊景點組

成，是中國第三深水湖泊。 

玉溪市人民政府為維護撫仙湖生態、自然環境及撫仙湖周遭的生態系統，加強

對撫仙湖的水資源、漁業資源、森林資源、野生動物、周圍的旅遊景點和名木古樹

的保護。2003 年，玉溪市在全省率先提出並實施“生態立市”戰略，撫仙湖治理

保護的序幕就此拉開，改善撫仙湖水質。 

並自 2017 年 12 月起，玉溪市全面開展保護撫仙湖行動，2018 年 3 月啟動實施

撫仙湖綜合保護治理三年行動計劃，“第一年清源、第二年清水、第三年清零”，

聚焦於撫仙湖沿湖居民「兩污」排放、規模畜禽養殖隱患、保護區內臨違建築、

「四退三還」等 10 個方面 100 個典型問題的整改工作。 

而所謂的四退三環是指退人、退房、退田、退塘，還湖、還水、還濕地，限期

退出部分私營企業及撫仙湖環湖生態移民搬遷，改善「兩污」排放、規模畜禽養殖

隱患等等生產生活方式，解決好撫仙湖保護和群眾生存發展問題。 

http://www.mafengwo.cn/poi/1486.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86%E6%98%8E/16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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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政府徹底認知到，發展旅遊的同時對環保不夠重視，在意識到問題後強力

推動改革，縱然在響應號召進行遷出過程中有損失，但為了保護撫仙湖永續經營是

值得的。在湖泊保護治理歷史上，從中央到地方、從機關到基層，重視的程度、工

作的力度、措施的強度、涉及的廣度是前所未有的，充分體現了省委、省政府，玉

溪市委、市政府堅決打好湖泊保護治理攻堅戰的堅定決心。 

目前臺灣的國家公園、風景區、保護區等因有法律的規範、對遊客廣泛的宣導

教育、組織或志工的管理維護，在其範圍內的生態平衡及環境保護上有不錯的成

效。但要像此案例能夠如此高效率、大範圍的計畫在臺灣卻不是那麼容易實行，近

年來環保意識抬頭，希望未來政府、企業和人民能對於保護生態達到共識，制定方

針並彼此配合。 

  

撫仙湖景區-月亮灣濕地 撫仙湖景區-水質清澈可見湖底 

  

撫仙湖景區-濕地建築前合影 撫仙湖景區-沙灘與活動 

(十五)官渡鎮 

官渡古鎮大門位於昆明東南郊 8 公里處，地處滇池北岸、寶象河下游，佔地 17 

平方公里。官渡古鎮以有眾多古蹟與歷史文化遺存而聞名，人文景觀豐富，唐、



26 
 

宋、元、明、清時期的五山、六寺、七閣、八廟等多處景觀。引人注目的是百年的

土屋民居尚存，院牆還保留著螺螄殼和着粘土舂夯而成，雖有毀損仍保持尚完整。 

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古鎮，官渡曾是一個譽滿滇中的古渡口，是昆明歷史文化

古鎮之一，唐宋時已是滇池東昆岸的一大集鎮，元代與昆明同時設縣，明清已成為

商業、手工業很發達的鄉鎮。 

在昆明曾有很多古老的集市與古鎮，但隨着變遷與城市規劃，傳統的集市逐漸

凋零，取而代之的是佈局規整和管理有序的超市，然而官渡古鎮是少數仍保有隨

性、熱鬧、擁擠的傳統市場樣貌，令人老一輩人留連的市集。 

  

官渡古鎮 著名古蹟妙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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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察心得 

  本區基層建設人員考察安排在雲南昆明、大理及麗江進行 8 天參訪，並以文物古蹟保

存維護、自然生態環境保育、市容綠美化、市政建設等為主題在當地各個單位與景區參

訪，整理出下列值得學習部分： 

一、 明確提出了保護文化、環境、旅遊資源的指導方針： 

因雲南省擁有先天優越的自然景觀造，各級政府對於保護文化、環境、旅遊資源政

策的努力不遺餘力，由上到下快速且強硬的執行，其推動政策的明確、清楚的方針是其

特點，在本次考察中所了解到的為例，比如針對石林保護，有《路南石林風景名勝區保

護條例》；在洱海的維護上，當地官方特別設立的紅山灣工作站專門單位，並宣示整治洱

海。又如在大理古城管委會時了解到的《大理古城風貌提升改造工作方案》，以政府主

導，強制整改，統一實施，以將大理古城朝向「創建世界一流的特色小鎮」的目標。在

麗江古城管委會了解的改革，包含麗江古城維護費收取原由，後來取消原因，到近期麗

江古城產業清單的強制改革。以及在玉龍雪山管理上以「空氣清新、環境整潔、設施完

好、文明服務」為目標極力倡導文明旅遊以維護環境。在 2018 年 3 月撫仙湖景區啟動實

施《撫仙湖綜合保護治理三年行動計劃》及「四退三還」等 10 個方面 100 個典型問題的

整改工作。 

目前臺灣的國家公園、風景區、保護區等因有法律的規範、對遊客廣泛的宣導教

育、組織或志工的管理維護，在其範圍內的生態平衡及環境保護上有不錯的成效。然而

要如大陸政府般以如此效率、範圍、強制力上去改革，因行政體制不同，在臺灣施行上

較不容易，但仍有相當高的價值能供我們參考。 

二、 觀光、建設應與環境為整體一併規劃：  

昆明的呈貢新區，為昆明市人民政府新駐地，是現代新昆明建設的核心區。昆明市

人民政府的遷移，從昆明主城區到目前的呈貢新區，代表了城市發展的核心方向朝向昆

明東南方。呈貢區在當初規劃時即以最適合人類居住的現代新城為目標，作整體都市更

新計畫，包含街道、巷弄，園林綠化、廣場植栽，每一個平台、木棧道、水池，都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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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環保的概念搭配市政建設一併規劃，曾去參訪的麗江的眾多古城確也有一個共同特

色就是城市規劃與綠化。在交通方面亦擺脫原鬼城稱號，以長水機場和昆明高鐵站作為

交通樞紐。 

2015 年昆明市規劃局對《呈貢新區控制性詳細規劃梳理完善》，後發結合了《呈貢區

吳家營、烏龍、雨花及核心區片區控制性詳細規劃》，劃分片區：核心區、吳家營片區、

斗南片區、烏龍片區、大漁片區、雨花片區及雨花東南片區等等多區。並設訂區塊式的

發展計畫： 

1. 呈貢核心區：總體功能定位為昆明乃至西南地區的「城市商務核心區、城市形象

展示區、高級人才集聚區和低碳社區示範區」。 

2. 吳家營片區：規劃著力打造國際化的昆明行政文化中心，以辦公、商務、金融、

商業、文化、居住功能為主，配套功能完善且具環境美化的現代中心區。 

3. 斗南片區：依託聞名全國的最大鮮切花市場—斗南花卉市場，美稱「亞洲花

都」，規劃建成以花卉相關產業、商業貿易、旅遊及現代化服務等。 

4. 烏龍片區：總體功能定位為依託用地現狀優越的山水自然條件，建成中高檔居住

與休閒娛樂區為主，集現代體育產業、商業服務業和居住等功能為一體的城市綜

合區。 

5. 大漁片區：主要以旅遊業為導向的具有濃郁民族特點、水鄉特色的綜合性區域。

片區內有：綠地健康國際城等項目。 

6. 雨花片區：體功能定位為以教育科技產業為主要城市功能，通過全面整合昆明地

區的教育資源，集產、學、研一體化的城市文教區。 

呈貢新區的規劃內容包括各片區未來建設、發展走向、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旅遊產

業、教育醫療等方面，展現了一幅全新未來城市建設藍圖。呈貢新區的發展將成為中國

連接東南亞的樞紐，從這裡出發，正在建設的泛亞鐵路，將會通往東南亞的各國，聯繫

中國與東協經濟。 

目前臺灣或是臺北市，仍多以單一建築或極小區塊作為都市更新的項目，像大面積

如呈貢新區的規劃在臺灣較少見，若是能與周圍環境、包含著文化一同進行，或是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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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劃案中將範圍擴大，讓整個區域的建設和諧的相容於一體，使環境綠美化、老屋更

新在都市中不顯得突兀，看起來才是最自在的。 

三、 營造地域獨特性，推動文化觀光產業，遏止過度商業化： 

雲南省擁有豐富的自然景觀與歷史文化遺產，每一個特定地區因其特有的歷史、文

化、自然條件，塑造出其與眾不同的風格，具備其獨特性，同樣也擁有其與眾不同的產

業文化。這些與眾不同之處，即是創造產業加值的有利條件。 雲南省具有少數民族文

化、特別的地域景觀，從雪山、熔岩、湖潭，氣候複雜多樣，有上千種鳥獸，上萬種高

等植物，以及古代歷史遺跡，這段過程得先經過政府推廣與保護少數民族文化、維護古

蹟，營造當地優勢及文化軟實力，再者透過文化觀光帶動當地各式產業蓬勃發展，使雲

南省成為國際熱門觀光地，連帶帶動當地。 

在雲南省發展過程中，亦面臨全球性的問題-商業化，造成文化的衰落。中國人缺少

宗教信仰及其他精神上的信仰，又因文化斷層衰落了，惟有金錢信仰物慾追求借著商業

浪潮而愈發膨脹。商業化使獨特變的通俗、標準化，以達成高效率及利益最大化。以麗

江古城為例，曾在商業化的古城裡，街弄裡的攤販重複性質高，連鎖營利商店氾濫，不

符合整體營造感的突兀產業，使麗江古城失去古城原有的真實性和傳統氛圍的破壞。 

麗江古城的發展與遏止過度商業化改革即是我們的借鏡，由政府與管委會大動作的

產業改革，補助少數文化特色產業，維護珍貴的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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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考察建議 

一、 東區門戶計劃納入市容綠化的概念進行規劃： 

東區門戶計畫區是位於臺北市南港區的大規模都市更新區域，面積約 21.8424 平方公

里。自 2015 年開始進行開發，東區門戶以本區南港車站四鐵共構站區為中心，發展中研

院主導的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營運及國家會展中心陸續完工營運，將串聯新竹生醫園區，

建構完整生技產業廊帶。並推動都市更新，建立公共住宅，改善環境吸引青年入住，東

區門戶極具交通與產業發展的關鍵地位，將扮演臺北再生的重要一環，建立 2050 年臺北

市新東區願景藍圖。 

相較於呈貢新區 122 平方公里規劃，南港區大小約是呈貢區的一個片區，因而能更

細緻的規劃，本府所提東區門戶計畫，將原有五大中心融入整體生活環境，並提出八大

構想，包括強化交通樞紐、打造國家生技產業廊帶、建構流行音樂及文創產業、打造軟

體及會展產業廊帶、推動整體跨區重劃及都市更新、建設公共住宅社區、改善公共環

境、南港區全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等。因而東區門戶計劃對於本區發展具有極端的重要

性，亦是人民期望。 

南港區早期因政府引進經濟工業，大量的中小企業公司進駐，使本區成為工業區，

過去存在著「家庭即工廠」風氣，造成本區大量住工混和聚落，相較於相鄰的區，人口

數較少，居住環境上亦較差，空間與街道市容亦未有整體性規劃。以本次東區門戶計劃

為契機，不僅僅是建築物本身綠化，而能以區域式統整的規劃，於每個目標階段皆納入

綠色環保概念，預先保留完善的綠化空間以美化市容，使區域內能更融合、和諧、美

觀，成為小而美的南港。 

二、 以茶山為主體，規劃區域式觀光手冊，加強觀光行銷： 

跟著全球化浪潮與快速發展，突顯地方的文化獨特性為必然趨勢，過往走馬看花式

的觀光已退流行，遊客現在更注重的是當地生活體驗與文化深度探訪。 

南港區的城市發展脈絡與河川密不可分，因有臍帶河所以依山傍水、風景秀麗、地

靈人傑，饒富人情味，並留下許多珍貴人文足跡。南港區素以產茶聞名，尤其早在清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B8%AF%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BD%E5%B8%82%E6%9B%B4%E6%96%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B8%AF%E8%BB%8A%E7%AB%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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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年間便引進茶樹並以桂花來作為薰香，成為北臺灣包種茶葉的發源地，是個宜居宜遊

的好地方。隨著休閒產業興起，臺北市政府推動一區一特色，本區便以：處處桂花香為

主題，闡述本區種植桂花為茶樹薰香歷史淵源，目前桂花栽種總數達 2 萬餘株。桂花象徵

著南港先民胼手胝足、開啟山林的墾殖史，於民國 94 年票選出桂花為南港的區花，而南

港茶山觀光成為本區近年最重要的發展重點。然而現實上，舊莊茶山觀光與茶產業發

展，仍在北臺灣眾多茶產業及大型國際茶商圍攻之下，表現尚不夠出色，且南港茶製場

亦因客源不足、交通條件差營運屢遇困難。 

這次旅行亦讓我們反思，區域性營造觀光的重要性。在麗江古城維護費票根還可免

費進入黑龍潭景區，對於納西族人文化有興趣者，旁邊還有東巴文化博物館，透過區域

配套式的規劃觀光，將周遭歷史古蹟與以連結。在單一個點上的風景觀光較難作為遊客

的誘因，如能開發本區更多特色觀光景點，比如區內的新莊仔埤、未來東區門戶計畫規

劃的流行音樂中心、南港瓶蓋工場、南港車站等等，規劃區內多點連線的觀光，如何透

過統整各觀光產業與舊莊茶山為一整體，建立觀光手冊及其他行銷宣導方式，如辦理節

日或慶典包裝茶山文化等，推廣本區觀光亮點與特色。營造南港區獨特性，提升觀光品

質與維護歷史文化，以永續經營觀光為目標，係本區一直努力的方向。 

三、 觀光導覽人才專業化與培訓工作： 

茶山作為本區的觀光亮點，是本區重要特色之一。一個景區發展不僅僅是硬體環境

設施，其中的軟體的升級－組織及工作人員亦是不可或缺，其中導覽人員更是一個景區

的門面，一個好的導覽人員可以讓人快速深入景區文化與特色之中。 

本次考察在大陸各個景區，有一個共同特色是，工作人員或導覽人員皆穿著「傳統

特色服飾」，對於當地傳統文化有深刻了解，並且能夠透過生動的表現方式來講解，讓人

能迅速融入當地文化，對當地有深刻的印象，且講解人員有各種語系專長，以變因應世

界各國的觀光客。以一個參與者的立場，深深體會到工作人員的專業度重要性。大陸龐

大的景區，其組織下亦有大量的工作人員，在景區中只要你有任何問題需要協助，幾乎

隨時都可以找到工作站或人員幫忙。 

臺灣的景區少數有專業導覽人員，通常國家重點經營部分，比如故宮博物院、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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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等等才有專業人員導覽。在與麗江管理委員會交流的過程中，亦提到當地導覽的工作

人員，除了園區工作的職前訓練，還有針對緊急應變能力訓練，以及後續定時對於服務

教育訓練，並持續被鼓勵語言進修等，以適應當地各種新產品、工作程序、標準等等，

以提高工作績效，使每個前來的觀光客都能對景區有深刻、美好的回憶，以營造永續的

觀光。故加強導覽人員訓練與特色營造，這是我們在茶山推廣上，可以引以借鏡的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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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1 

附件３－臺北市南港區公所 108 年度基層建設人員出國考察人員暨任務編組表 

組別 姓名 工作職掌 

團長 林建華 負責 108 年出國考察全盤統籌、督導、指揮事宜。 

副團長兼 

第 1 組組長 
劉明康 負責古蹟維護管理、自然生態環境保育觀摩督導事宜。 

組員 詹坤隆 負責古蹟維護管理、自然生態環境保育觀摩暨資料收集。 

組員 馬敬忠 負責古蹟維護管理、自然生態環境保育觀摩暨資料收集。 

組員 龔睿堉 負責古蹟維護管理、自然生態環境保育觀摩暨資料收集。 

組員 許睦燦 負責古蹟維護管理、自然生態環境保育觀摩暨資料收集。 

組員 張惠銓 負責古蹟維護管理、自然生態環境保育觀摩暨資料收集。 

組員 鄭秀郎 負責古蹟維護管理、自然生態環境保育觀摩暨資料收集。 

副團長兼 

第 2 組組長 
蘇國賢 負責市容環境綠美化、市政建設觀摩督導事宜。 

組員 曾漢祺 負責市容環境綠美化觀摩、市政建設資料收集。 

組員 黃聰智 負責市容環境綠美化觀摩、市政建設資料收集。 

組員 謝志勇 負責市容環境綠美化觀摩、市政建設資料收集。 

組員 吳肇輝 負責市容環境綠美化觀摩、市政建設資料收集。 

組員 鮑黎登 負責市容環境綠美化觀摩、市政建設資料收集。 

組員 林麗珠 負責市容環境綠美化觀摩、市政建設資料收集。 

組員 李淳琳 負責市容環境綠美化觀摩、市政建設資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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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參考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 

https://is.gd/ME44ql 

https://is.gd/6ohy82 

https://is.gd/eaC4x2 

https://is.gd/Rlbpgg 

◎風傳媒 https://is.gd/fn1V6W 

◎環境資訊中心 https://e-info.org.tw/node/215104 

◎中文百科 https://is.gd/IfNlPS 

◎雲南省人民政府官網專題 http://www.xhfsd.com/yn_zt/yn_hbzt/index.htm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https://www.boch.gov.tw/information_189_49252.html 

◎臺北市政府都發局 https://is.gd/CsEZLw 

◎龍華旅行社旅遊手冊 

◎南港區茶山導覽手冊 

 

https://is.gd/ME44ql
https://is.gd/6ohy82
https://is.gd/Rlbpgg
https://is.gd/fn1V6W
https://e-info.org.tw/node/215104
https://www.newton.com.tw/wiki/%E8%92%BC%E5%B1%B1%E5%9C%8B%E5%AE%B6%E5%9C%B0%E8%B3%AA%E5%85%AC%E5%9C%92/3418423
https://is.gd/IfNlPS
http://www.xhfsd.com/yn_zt/yn_hbzt/index.htm
https://www.boch.gov.tw/information_189_49252.html
https://is.gd/CsEZL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