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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及目的 

一、依據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104 年 1 月 28 日北市民區字第

10430302700 號函辦理。 

二、目的 

     為了解不同城市的地方特色及汲取不同的施政模式，本所藉 

     城市交流機會，透過業務觀摩、災害互助、農特產品展銷、 

     地方藝文活動等多面向之良性互動，相互分享城鄉建設經驗 

     ，由雙方互動及討論過程中，激盪創新及多元思維，作為彼 

     此施政的學習管道及借鏡，更藉此建立與外縣市緊密的信任 

     合作基礎，增進鄉鎮市人民感情並相互多面向之觀摩學習， 

     期許平時互相協助學習，提昇彼此業務品質，加深兩城市間 

     互動及認識，並於緊急時相互支援協助，以達共同發展、互 

     利互榮，以強化為民服務之效能。 

 

貳、交流活動的規劃 

一、計畫內容 

    以本市為一個交流中心，透過目前既有推動之城市交流經驗平 

   台，擴大與各鄉鎮（區）各項觀光、教育、醫療、環保及農特 

   產品等相關業務進行觀摩學習交流活動，透過多面向良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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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業務及服務品質，並於緊急時相互支援，依臺北市政府 

   民政局 104 年 5 月 21 日北市民區字第 10431650200 號函結 

   論辦理，參訪對象以未交流（區）鄉鎮為主要交流對象，更以 

   與原住民鄉鎮交流為目標，以獲取不同的施政經驗，感受原住 

   民族的熱情及活力，體驗當地特色、傳統文化，雖然交流時間 

   短暫，但希冀藉由此活動建立誠摯的情誼及更緊密的信任合作 

   基礎，經久不衰。 

二、交流對象 

    宜蘭縣大同鄉 

三、交流模式 

（一）區政業務觀摩及參訪：開頭大同鄉公所同仁以電影短片方 

      式介紹大同鄉歷史沿革、人文風情、自然景觀，透過雙方 

      相互介紹，促使彼此了解雙方在地特色及當地歷史文化， 

      再實地參訪大同鄉文化生活館，深入了解大同鄉傳統文化 

      ，而自 99 年底開始，「五都」形成，各地方行政單位型態 

      面臨變革，各地方鄉鎮區公所了解自己區特色及特性後如 

      何因應，以及現階段發展型態與未來規劃定位，透過與不 

      同城市交流以利本所觸類而長，將本區特色、特產推廣給 

      不同城市認識。 

（二）促進雙方關係：藉由和不同的城市進行交流，互相協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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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提升彼此業務品質，危急時相互支援救助，使雙方關 

      係更為深入而密切。 

四、交流內容（行銷南港） 

（一）行銷南港 

         南港區名之由來，取自舊地名「南港仔庄」及「南港仔街 

         」。南港區位於基隆河南岸，昔時新北市汐止區內有北港， 

         南北對稱故名；另謂與基隆港相對，故稱南港。南港在短 

         短二十年當中，兌變速度之快，令人嘆為觀止，都市更新 

         計畫後的南港，高樓大廈，櫛比鱗次。本區在政府不斷推 

         動大型公共建設下，計畫將南港火車站週邊打造為臺灣智 

         埠中心，規劃包括會展中心、軟體中心、車站中心、文創 

         中心及生技中心等五大中心: 

         1、會展中心 

            臺北南港展覽館成為繼臺北世貿之後國際級的展覽場地 

            ，為會展產業注入新能量，亦藉此帶動南港經貿園區的 

            區域發展，並對我國經濟產值帶來顯著的貢獻。 

         2、軟體中心 

            軟體中心之設置目標為設置智慧型工業園區，建立我國 

            發展資訊軟體及知識密集工業之國際形象，並逐漸發展 

            成為”亞太軟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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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車站中心 

            南港車站為臺北車站、板橋車站外第三個「三鐵共構」 

            車站，在潤泰 CITYLINK 與南港環球購物中心陸續開幕 

            後，進出人次大增近九成，使南港區發展更欣欣向榮。 

         4、文創中心 

            今年開幕的北部流行音樂中心是北市府規劃「東區門戶 

            計畫」一塊重要拼圖，未來營運可望帶來人潮，吸引國 

            際人士來訪。 

         5、生技中心 

            生技園區提供學術研究機構、創投業者合作的軟硬體平 

            台，以擴大研發能量，提昇生技產業研究能力，建構「 

            臺灣創新研發走廊」，塑造南港生技研發中心。 

（二）南港桂花節 

         「南港．桂花季」活動起於民國 93 年(2004 年)至民國 108 

         年(2019 年）已歷辦 15 屆，今年度(109 年)預計 10 月於南 

         港茶葉製造場辦理。此藝文活動特別結合在地資源大坑產 

         業文化協會規劃以休閒觀產業為發展方向等系列活動，為 

         了讓民眾認識南港地區獨特的茶葉文化與發展歷程，發揚 

         南港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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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區 108 年度桂花節藝文活動     本區 108 年度桂花節藝文活動 

 

 

 

 

      本區 108 年度桂花節藝文活動     本區 108 年度桂花節藝文活動 

（三）物產展銷（介紹南港農產品） 

         1、包種茶—南港包種茶一度是臺灣地區最著名茶葉特產品 

            ，現今大文山區，如坪林、石碇等地的茶種及製茶技 

            術，大多由南港承傳出去，後因經濟型態轉型，農產人 

            力大量流失，茶園陸續廢耕，使得南港茶的風光不再。 

            直到 1982 年，臺北市政府繼木柵觀光茶園後，成立南 

            港觀光茶園，逐漸輔導當地茶農轉型，才陸續更新茶 

            園，讓南港茶山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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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桂花相關產品—南港農會研發的桂花酒、桂花皂、土肉 

            桂精露，也是本區城市交流，農產品互相學習觀摩項目 

            之一。 

 

 

 

 

（四）觀光旅遊推廣（介紹南港相關特色景物） 

         1、桂花林步道與桂花吊橋—位於南港舊莊街二段 314 號 

            寶樹橋經畚箕湖南港茶葉製造示範場，為一環形步道， 

            沿途桂花林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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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舊莊茶山—舊莊環山山步道以舊莊街二段 316 巷為起 

            點，為一條環繞南港茶製場之環形，高架木板棧道途中 

            經余家古厝、老桂花樹至土地公廟，再下行至，沿途視 

            野佳，為一舒適的步道。 

 

 

 

 

         3、南港茶製場—南港茶葉製造示範場位居高點，視野佳， 

            南港山系就在眼前排列，示範場內有茶葉製程的機械展 

            示，當地茶農為遊客解說茶製程，也帶來家產的南港包 

            種茶。 

 

 

 

 

         4、桂花（南港區區花）—桂花在北部主要分布南港、石碇 

            一帶，桂花花小雖不易見，然芳香之氣卻能傳遍千里， 

            久久不散，亦如桂花歷史淵源長久，歷久不衰。 

         5、金針花—站在南港茶山下，昂首眺望著遠處金針花，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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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橙橙地映照在翠綠的茶園中，相較於台東地區以金針花 

            作為重要經濟作物及觀光號召的做法，南港茶農大多著 

            重於金針花根部的實際效應，一方面可以達到茶園水土 

            保持與減低土壤侵蝕的效應，一方面又可以作為觀賞之 

            用，讓茶園原本單調的顏色，在入秋時節就出現黃、綠 

            相映的特殊視覺效果。 

 

 

 

 

 

（五）為民服務業務 

         1、由於目前各縣市高度重視為民服務業務，將民眾對施政 

            滿意度為施政成效，藉此參訪觀摩不同地區為民服務之 

            作法。 

         2、探討當地公部門為民服務業務範圍及現行實施制度，進 

            一步了解彼此業務執行面的模式及成功經驗，不同地區 

            民眾對相關公部門施政之期望與重點施政方向，以期能 

            在為民服務業務推動上達到民之所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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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宜蘭縣大同鄉簡介 

一、歷史： 

     日治時期為台北州羅東郡直轄的原住民蕃地。戰後初期，以 

     源自本鄉之濁水溪（今稱為蘭陽溪）為名，新設濁水鄉， 

     1947 年以鄉內之太平山為名，改稱太平鄉。1958 年因與臺 

     中縣太平鄉（已改制為臺中市太平區）同名，經過抽籤，改 

     為大同鄉。 

二、區域位置及面積 

       大同鄉位居宜蘭縣之西南方，東鄰員山鄉、三星鄉、西北接 

       桃園縣復興鄉，新竹縣尖石鄉，南與南澳鄉及台中縣和平鄉 

       為界，北接台北縣烏來鄉，為一由西南低向東南方之狹長山 

       地區域。境內之主要河川及其集水區也由西南流向東方注入 

       太平洋，鄉人各村散居蘭陽溪，羅東溪兩岸之山腰、台地及 

       沖積平坦地。 

       全鄉總面積為 768.1 平方公里、農地佔 162.98 公頃，建地約 

       為 34 公頃，其他土地（墓地、原始國有林地、雜地）約為 

       470.508 公頃，以上屬原住民保留地。除以上土地之外，尚 

       有台灣省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及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委員 

       會經營管理之國有林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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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候 

       大同鄉位居本省東北部，氣候大致與北部地區同為亞熱帶， 

       因地形高低與區位之不同，氣候因而稍有差異，約可分為以 

       下三區：靠近平地之崙埤、松羅、復興、寒溪等村，年均溫 

       為 22℃左右；太平、茂安、四季、南山地形較高，年均溫 18 

       ℃左右；英士、樂水、土場（即太平村之仁澤、棲蘭地帶） 

       年均溫 20℃左右。冬季時太平、南山山區每年一、二月間下 

       霜雪。 

       在雨量部份，由於區內氣候大同小異，雨量亦無甚大差異， 

       依據宜蘭測候站資料顯示，年平均雨量為 3,103 公釐，每年 

       之 8 月至 11 月份為降雨季，降雨量超過全年的一半以上， 

       12 月至翌年 7 月亦時有降雨，尤其 4 至 6 月間為梅雨季。而 

       雨量最高為每年之 5 月，有 20.7 天，顯示全年為潮濕地區， 

       單日降雨量最高曾有 355.6 公釐的紀錄。水蒸發部份，年平 

       均蒸發量 1,043.6 公釐，佔年平均雨量之 34％，其中除 7 月 

       蒸發量大於降雨量外，餘皆降雨量大於蒸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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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區域概況 

 

 

 

 

 

 

 

       大同鄉初轄五村，民國三十九年由濁水、四季村各劃分一部 

       份區域設立土場村，由四季分設南山村，民國五十九年五月 

       寒溪村劃設大元村，民國六十年六月由松羅、樂水（原名濁 

       水村）分割新設崙埤、英士兩村。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四季村 

       茂安巷獨立升格為茂安村，至今有寒溪、崙埤、松羅、復興 

       、英士、樂水、太平、茂安、四季、南山等十村七十六鄰。 

五、行政首長 

 

 

 

 

 

鄉長：何勝立 

學歷：大同國中畢業 

簡歷：第 18 屆四季村村長 

第 19、20 屆大同鄉民代表會主席 

現任：宜蘭縣大同鄉第 18 屆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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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長的話: 在歷任鄉長帶領下，完成很多重大建設，鄉政成績 

       斐然，各項基礎建設也已漸趨完善，大家有目共睹。展望未 

       來，除了要將持續進行中的建設完成，我們也將以「打造多 

       元與創新融合的新世代、啟動美好與詳和共築的新原鄉」為 

       主軸，來展現新政與新格局。 

六、社會人口狀況 

       大同鄉聚居原住民均屬泰雅族山地原住民，居於蘭陽溪兩岸 

       山坡地或台地及平地。北岸有崙埤、松羅、英士等村，西南 

       岸有樂水、太平、茂安、四季、南山等村。另一水系即大元 

       山下游之羅東溪，有寒溪村兩岸台地，分別有該村之華興巷 

       （北岸）、四方林、寒溪、新光（以上位於南岸）。其中太平 

       與復興村大部份屬於平地居民，其餘八村以原住民佔大多數 

       ，迄至一○八年六月份全鄉總人口數為 6,158 人，戶數為 

       1,942 戶。日據時代與台灣光復初期至民國五十年代初期之間 

       ，全鄉總人口數為 9,873 人左右，戶數為 2,499 戶左右，與 

       之人口與戶數相比，人口數已減少 3,715 人，約 38%以上， 

       戶數亦減少 557 戶，約 22%左右，究其原因係太平村、土場 

       村（現已廢村合併於太平村），伐木及墾植林木最盛時期遷入 

       之員工居多，近因林務局蘭陽林區管理處（現已改名為羅東 

       林區管理處）遵奉中央之新林業政策，造林重於砍伐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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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下，伐木作業於六十六年七月撤除，原有之員工紛紛遷移 

       其他林區工作，形成大同鄉人口驟減，應屬社會減少之原因 

       居大。目前該村人口總數僅不過是 58 人 27 戶，比起三、四 

       十年前近 7,000 人時有天壤之別。至於原住民人口，五十年 

       初期有 3,300 人左右，至八十年增加為 4,000 人左右，成長 

       有 17.5%，但近年來因就業、就學，形成人口外流的原因。 

七、經濟發展 

      （一）設置原住民保留地： 

            早期原住民已有墾耕行為，種植蕃薯、小米、稻米等為 

            主食，並盛行狩獵，由於農耕技術落後，所生產農產品 

            只能自給自足，而此種耕作方法對土壤之破壞極大，再 

            則交通不便，對外界長期隔離，使經濟活動處於閉鎖狀 

            態，致對貨弊交易認識甚淺，與外界接觸，在交易活動 

            上易受欺騙剝削，甚至土地亦不能自保。政府針對此等 

            缺失開始施以有效的保護再圖謀發展之計，綜合研訂發 

            展原住民經濟有關配合措施，以原住民保留地之管理利 

            用為工作中心，並就農業發展、交通建設、水利灌溉、 

            山產交易等各方面，採取輔導措施，以期達到發展原住 

            民經濟的目的。 

      （二）農業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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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各地區地勢、氣候、土質差異的關係，各地有不同的 

            發展特性，在四季、南山地區山高寒冷、潮濕，砂壤土 

            較肥沃，適宜種植高冷地蔬菜，如今高冷地蔬菜之生產 

            已經成為該地區主要經濟來源。崙埤、松羅、復興地區 

            適宜種植淺根性、耐旱性之植物，如茶樹，蔬菜方面如 

            生薑等。多年來山坡地（崙埤地區）被廣植檳榔樹，因 

            產期與中南部地區不衝期，在市場供需上有調節作用， 

            堪稱該地區農民另項經濟產業。 

      （三）林業方面： 

            林地區均位在大同鄉各河川之中下游地帶，對國土保安 

           、治山防洪關係重大，並直接影響著原住民之生命財產 

            安全。 

      （四）礦業方面： 

            大同鄉已開發之礦產資源為崙埤村之磁土與其區段內之 

            蘭陽溪砂石，磁土部份位居於原住民保留地與國林班地 

            接壤，早期日據時代迄至台灣光復後列為水源保護區， 

            森林及土石禁止採伐，近年來決策機關之更張禁令，該 

            地段變為經濟林區。 

八、觀光資源 

       大同鄉境內山高水多，到處充滿綠意，環境清雅、重山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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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嶺、風景秀麗，甚少空氣污染及噪音喧騰，處處鳥語花香， 

       遊憩資源冠於全縣，如：九寮溪生態園區、棲蘭山莊及森林 

       遊憩區、太平山森林遊憩區等，生態環境保護相當完整，地 

       方資源豐碩，更為大同鄉的特色。 

 

肆、交流活動內容及過程 

一、參訪日期：109 年 8 月 26 日。 

二、參訪人員：王區長先黎帶領下至宜蘭縣大同鄉公所進行友 

              好行政區參訪。參訪人員為本所行政人員及里 

                  幹事、本區里長、民俗委員等，約 80 人。 

三、參訪致贈禮品：桂花餅。 

四、參訪地點：宜蘭縣大同鄉公所、九寮溪自然步道。 

五、行政區交流內容： 

 （一）接待人員：宜蘭縣大同鄉何鄉長勝立、陳秘書成功、各課 

                 室主管等。 

 

 

 

 

 ◎註：宜蘭縣大同鄉何鄉長勝立致詞 ◎註：臺北市南港區王區長先黎致詞 



16 
 

 

 

 

 

 

 

 （二）致詞摘要： 

          1、宜蘭縣大同鄉何鄉長勝立致詞： 

             大同鄉聚居原住民均屬泰雅族山地原住民，農產業資 

             源豐富，觀光條件優渥，傳統文化多樣性，生態環境 

             保護十分完整，等等我們會透過一部影片，來跟大家 

             介紹大同鄉的在地特色、人文風情、自然景觀等，歡 

             迎大家之後常到大同鄉來體驗自然生態之美。 

          2、臺北市南港區王區長先黎致詞： 

             南港區是臺北市 12 區中人口最少的區，目前有 20 里 

             ，早期因煤礦與磚瓦業正蓬勃興起，南港成為人們口 

             中的「黑鄉」，近年來配合政府各項建設和開發，南港 

             車站三鐵共構通車後大幅促進經濟和商業發展，南港 

             軟體區也帶來了經貿上無限的商機，今年加上臺北流 

             行音樂中心完工，讓南港區成為臺北市發展最迅速的 

◎註：宜蘭縣大同鄉鄉長介紹各課室主管 ◎註：本區區長介紹本區與會來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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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歡迎各位有機會到南港來，體會不一樣的南港。 

 （三）雙方互相致贈禮品： 

 

 

 

 

 

 

 （四）雙方簽署備忘錄： 

 

 

 

 

 

 

 

 

 

 

 

◎註：大同鄉致贈禮品予南港區 ◎註：南港區致贈禮品予大同鄉 

◎註：簽署備忘錄 ◎註：簽署備忘錄 

◎註：完成簽署備忘錄 ◎註：完成簽署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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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座談會與會人員意見交流： 

 

 

 

 

 

 

 

 

 

 

 

 

 

伍、預期效益 

   一、透過城市間的觀摩及交流了解不同的城市在民政業務上的施 

       政發展、理念，加強為民服務業務經驗之意見交換，並經由 

       分享，激發與會人員創新的思維模式，精進自我業務，提昇 

       交流效益。 

   二、了解不同城市歷史以及不同傳統文化及特色，分享雙方在文 

◎註：雙方意見交流 ◎註：影片介紹大同鄉特色及業務 

◎註：座談會意見交流 ◎註：座談會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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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保存與特色暨相關管理及輔導業務的經驗，並於交流過程 

       中推廣本區的觀光資源及基層藝文活動，分享兩地不同經驗 

       ，透過不同自然生態上的發展，了解彼此管理模式及行銷策 

       略，並廣邀交流地區踴躍參與，推廣及發揚本區特色，以發 

       揮南港具有的優勢。 

   三、結合兩城市間的力量，透過互動及認識，期許雙方於緊急時 

       相互支援協助，以達共同發展、互利互榮，強化為民服務效 

       能，提供民眾更多樣化服務。 

 

陸、參訪心得 

   一、泰雅生活館： 

       宜蘭縣大同鄉由於地理位置優越，擁有多處著名的風景，而 

       泰雅生活館就位於大同鄉崙埤社區，是目前全台唯一使用原 

       住民母語所展示的文物館。常態展以泰雅族編織技藝為主， 

       並於週末假日安排鄉內手工藝老師 DIY 現場教學，藉此做為 

       活絡部落產業的窗口，並發揮文化傳承與產業創新的功能； 

       特展則以多元化主題系列呈現，豐富生活館『藝術與人文』 

       呈現，不僅活絡生活館運作更讓美育融入部落與生活。 

   二、九寮溪自然步道： 

       九寮溪自然步道座落於大同鄉崙埤村，由省道台七線與泰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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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橋路口之加油站旁產業道路進入約 0.5 公里，到達九寮溪 

       自然生態教育園區入口，再步行約 2.2 公里可至九寮溪自然 

       步道入口。此步道沿溪流行走至步道終點九寮溪瀑布(玉蘭瀑 

       布)，全程約 1.8 公里，屬典型的亞熱帶森林，旺盛的蕨類植 

       物和地被植群、高聳的闊葉樹及樟科植物，還有各種昆蟲， 

       猶如空中花園般，沿途 4 座吊橋，有象徵祖靈之眼的豁雲橋 

       ，吊索做成的巴尬吊橋，以及沒有牌樓、橋墩的哈隘吊橋， 

       一直到終點的拱橋是臨瀑橋，美麗雄偉的戈霸瀑布在眼前展 

       開，讓人身心舒暢，因為先天的地質條件再加上九寮溪流的 

       又快又急，於是切割出陡峭的河谷，也把原本平緩匯流口分 

       出了高低落差，雨季水量大時，瀑布寬度可達 5 公尺垂掛在 

       山的肩膀上，令人不得不被大同鄉的美所吸引。 

 

 

 

 

 

 

 

 ◎註：參訪九寮溪自然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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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城市交流充滿著滿滿的讚嘆與感動，大同鄉雖因就業、 

       就學原因造成人口外移，但這些留在大同鄉的鄉民仍致力於 

       將自己的傳統文化傳承及推廣出去，大同鄉也因地勢關係發 

       展出特有的農特產品，更有許多珍貴的生態資源，原住民族 

       的開朗、熱情也是在這次的交流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雖 

       然交流時間短暫，但雙方建立的友誼是長久的，期許未來再 

       與大同鄉有更多業務上的交流機會，以達共同發展之目標。 

 

柒、具體建議及作法 

   一、振興地方產業：大同鄉的四季村與南山村，因位處高海拔山 

       區，水氣充足，溫度適合高冷蔬菜的生長，所生產的大白菜 

       、高麗菜、菠菜等，清甜細嫩，每年五至十一月為盛產期， 

       供應全台需要，為本省夏季最大的產地，近年來在農政單位 

◎註：走訪九寮溪自然步道，體驗大同鄉自然生態之美 



22 
 

       大力輔導之下，已形成蔬菜生產專業區，大同鄉利用當地地 

       勢、氣候、土質特性發展地方產業，亦成為該地區主要經濟 

       來源；本區也因地勢及氣候，發展出聞名世界的包種茶，早 

       期栽種面積曾達三百多公頃後因戰亂及住民大量外流，今僅 

       餘約十五公頃，目前茶園多分佈在舊莊街二段沿線山區，在 

       政府、農會積極輔導下，七十一（1982）年設置成立觀光茶 

       園，增闢產業道路並輔以各項振興茶業活動，本區與大同鄉 

       皆有自然環境優勢，透過交流互相學習如何推廣地方產業， 

       並發揚各自地方特色。 

   二、災害互助：本區與大同鄉皆有山區，平時與消防單位進行防 

       災訓練，分組模擬災害發生狀況，透過訓練來加強應變能力 

       。也會與學校單位或透過活動推行防災宣導，讓防災工作落 

       實於日常生活中，並藉由交流機會相互切磋，了解災害發生 

       時如何疏散、避難及進行復原工作，將災害降至最低。 

   三、藝文活動交流：大同鄉每年於崙埤河濱公園舉辦櫻花季，活 

       動邀請巨星歌唱、抽獎活動，更有原住民的特色市集，使民 

       眾更加瞭解泰雅族的文化及透過各式表演呈現在地風情；本 

       區每年則舉辦桂花節，除了有國小及社區團體精采的特色表 

       演及摸彩活動外，更推廣本區茶山文化及桂花文化，將南港 

       傳統的文化融入都會人的生活習慣中，本次利用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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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集大同鄉一同參加本區桂花節，一起體驗不一樣的南港。 

   四、為民服務品質：在人口較少的鄉鎮，為「鄉親」服務親切樸  

       實，這是雖然没有精美現代且快捷硬體設施，但公所親和力 

       十足，讓洽公民眾有回到家的感覺，有別於人口密集的區域 

       的行政服務，值得我們學習。 

 

捌、策進展望 

     高鐵南港站通車後，成為臺北市的交通樞紐，南港展覽館更躍 

     升為國際級大型展覽館，周邊交通有捷運系統文湖線、板南線 

     ，臺鐵南港站、高鐵南港站連結，文湖線可直達松山機場，串 

     聯南港軟體園區，內湖科技園區和南港生技園區，帶動南港的 

     區域發展，而在文創方面，今年開幕的北部流行音樂中心將朝 

     亞洲華語流行音樂新地標的願景邁進，成為吸引國際人士來訪 

     的亮點，讓南港又更邁向國際化一步。 

     在眾多大型建設投資下，南港區早被視為未來的「新東區」，短 

     短二十幾年當中，從農業轉變工業再轉變軟體工業，兌變速度 

     的快速，更令人期待本區的發展，而地區快速發展下，本區的 

     傳統文化及特色亦不能隨地區發展而默默消失，在本次交流中 

     ，了解大同鄉因為產業沒落導致人口外流，但藝術文化卻並未 

     因此而不見，反而更致力於將傳統產業、文化傳承及推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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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更多人認識大同鄉，也因為交流活動讓我們學習效法大同 

     鄉的精神，汲取不同城市的經驗，引領我們思考，如何在現代 

     科技發展與自然人文保留之間取得平衡，發展出獨特的區域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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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錄 1 

新北市坪林區邀請本區前往交流活動照片 

 

交流日期：109 年 9 月 2 日 

說明：於新北市坪林區公所前合影留念 

 

交流日期：109 年 9 月 2 日 

說明：與新北市坪林區公所進行業務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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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坪林區邀請本區前往交流活動照片 

 

交流日期：109 年 9 月 2 日 

說明：新北市坪林區周區長慶珍致詞 

 

交流日期：109 年 9 月 2 日 

說明：本區王區長先黎致詞 



27 
 

 

新北市坪林區邀請本區前往交流活動照片 

 

交流日期：109 年 9 月 2 日 

說明：雙方簽署備忘錄，締結友好城市 

 

交流日期：109 年 9 月 2 日 

說明：雙方完成簽署備忘錄，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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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坪林區邀請本區前往交流活動照片 

 

交流日期：109 年 9 月 2 日 

說明：南港區致贈禮品予坪林區 

 

交流日期：109 年 9 月 2 日 

說明：坪林區致贈禮品予南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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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坪林區邀請本區前往交流活動照片 

 

交流日期：109 年 9 月 2 日 

說明：坪林老街導覽 

 

交流日期：109 年 9 月 2 日 

說明：坪林區在地文化導覽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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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坪林區邀請本區前往交流活動照片 

 

交流日期：109 年 9 月 2 日 

說明：參訪當地茶製品，並協助推廣當地產業特色 

 

交流日期：109 年 9 月 2 日 

說明：參訪坪林茶產業文化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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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坪林區邀請本區前往交流活動照片 

 

交流日期：109 年 9 月 2 日 

說明：茶產業文化博物館導覽，體驗坪林區茶文化 

 

交流日期：109 年 9 月 2 日 

說明：參訪坪林農會茶藝術館、參觀苦茶油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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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壹拾、參考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0%8

C%E9%84%89_(%E5%8F%B0%E7%81%A3) 

●大同鄉公所全球資訊網 

http://www.datong.e-

land.gov.tw/rwd/datong/html/index_01.aspx 

●九寮溪自然步道-蘭陽資訊網 

http://www.lanyangnet.com.tw/ilpoint/dt07/ 

●臺北市南港區公所網站 

https://ngdo.gov.taipei/ 

●臺北流行音樂中心網站 

https://musiccenter.taipei/ 

●南港展覽館網站 

https://www.tainex1.com.tw/zh-tw/ 

https://www.tainex2.com.tw/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網站 

https://nbrp.sinica.edu.tw/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0%8C%E9%84%89_(%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0%8C%E9%84%89_(%E5%8F%B0%E7%81%A3)
http://www.datong.e-land.gov.tw/rwd/datong/html/index_01.aspx
http://www.datong.e-land.gov.tw/rwd/datong/html/index_01.aspx
http://www.lanyangnet.com.tw/ilpoint/dt07/
https://ngdo.gov.taipei/
https://musiccenter.taipei/
https://www.tainex1.com.tw/zh-tw/
https://www.tainex2.com.tw/
https://nbrp.sinica.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