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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及目的 

一、依據 

        依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104 年 1 月 28 日北市民區字第 

   10430302700 號函辦理。 

二、目的 

        為增進城市間合作與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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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友誼關係建立，加強雙方在文化 

    、教育、旅遊與人文等方面之交流，學習彼此長處，提升各自 

    城市內涵與競爭力，更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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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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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精 

    進業務品質並成功行銷雙方城市創意，開展其他市場，汲取他 

    人智慧，在拓展發展空間同時，亦關注在地多元文化，以在快 

    速變化的世界裡，找到永續發展的穩定，更期許透過平時互相 

    協助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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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兩 

    市市民的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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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交流活動的規劃 

一、計畫內容 

        以本市為交流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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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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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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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南澳鄉 

三、交流模式 

（一）區政業務觀摩及參訪：一到南澳鄉公所，由鄉長介紹當地 

      歷史沿革以及人文風情、自然景觀等，藉由介紹地方產 

      業，引領與會人員了解南澳鄉，本區區長亦將本區特色、 

      特產及文化推廣給南澳鄉同仁認識，增加彼此的了解與發 

      展空間。 

（二）加強雙方合作與經貿關係：藉由兩個城市的交流並簽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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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備忘錄，分享彼此經驗及產業訊息，在疫情時代下，可 

      進一步促進兩座城市間經濟發展，並使得雙方關係得以更 

      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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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府不斷推動大型公共建設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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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館於 97 年 3 月正式啟用，開始進行 

            展覽推廣等相關活動，成為繼臺北世貿之後臺灣國際級 

            的展覽場地。臺北南港展覽館 2 館則於 108 年 3 月正 

            式營運，為目前全台挑高最高的有柱結構國際級規格展 

            覽館，為會展產業注入新能量藉此帶動南港經貿園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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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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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軟體 

            產品的研發、生產及行銷等功能，藉由專業管理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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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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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為臺北市重要的交通運輸樞紐外，結合辦公 

            室、飯店、商場、影城與停車場，立體化、複合式的經 

            營模式，為南港帶來大量就業機會與人潮。 

         4、文創中心 

            臺北流行音樂中心基地，介於南港三鐵共構車站與捷運 

            板南線昆陽站之間，採複合型園區設置，距離南港展覽 

            館和南港車站都很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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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城市觀光效應。 

         5、生技中心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為國內第一個跨產官學研共同進 

            駐之新一代國家級生醫研究生態圈，期盼透過各進駐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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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之齊心接力，加速完成難度較高之新藥研發工作，同 

            時配合三鐵共構及南港軟體園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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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2022 年）已歷辦 18 屆，111 年於去年新啟用的流行音 

         樂基地辦理，結合流行音樂中心的開幕式，邀請知名樂團 

         、街頭藝人表演還有在地文化特色的桂花茶意市集，現場 

         更安排火金姑體驗活動，帶領民眾至舊莊國小賞螢，讓更 

         多人看見南港自然生態之美，發揚南港文化特色。 

          

 

 

 

       本區 111 年度桂花節藝文活動     本區 111 年度桂花節藝文活動 

 

 

 

 

       本區 111 年度桂花節藝文活動     本區 111 年度桂花節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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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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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桂花相關產品—桂花在南港茶山的栽培歷史幾乎和包種 

            茶一樣久，過去除了是製作香片花茶的附香材料，當地 

            茶農也會採收釀成桂花露，如今南港農會所研發的桂花 

            酒、桂花皂、土肉桂精露等，亦為本次交流互相學習觀 

            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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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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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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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涼為一舒適的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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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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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位當地茶農輪流上來值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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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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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秋時節就出現黃、綠相映的特殊視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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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產業推廣（介紹南港軟體園區） 

         南港軟體園區建立完善之資通網路，達到共享資源、市場 

         資訊及資訊人才交流的效果，並改善軟體業者競爭體質， 

         降低經營成本，加速我國軟體產業升級。其所提供的就業 

         機會，亦大幅提升區域價值，帶動整體區域經濟發展。 

（六）為民服務業務 

         了解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下，各區為民服務之作法，以及 

         民眾對公部門施政之期許與重點施政方向；並分享現行業 

         務及實施制度，彼此執行的模式及成功經驗，期許能在為 

         民服務業務推動上符合民眾所需。 

參、宜蘭縣南澳鄉簡介 

一、歷史沿革： 

   （一）清代南澳地區，隸屬「後山」範圍之內，清廷為杜絕洋人 

         覬覦之謀，特命提督羅大春開築北路，以便清政府勢力進 

         入。 

   （二）同治十三年（西元１８７４年）八月，軍隊進駐南澳北  

         岸，南澳泰雅人以清軍入侵其生活領域，故以出草抵抗。 

   （三）光緒十六年（西元１８９０年）二月，劉銘傳派兵討伐， 

         攻入塔壁罕（原東岳村舊部落）等社，焚燒部落，奪獲糧 

         秣、械彈等，南澳泰雅族遭受空前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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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日治時期大正三年（西元１９１４年），日人在討伐太魯閣 

         群泰雅人之際，也進入南澳地區收銃器，完全控制了南澳 

         群泰雅人。 

   （五）日昭和年間（西元１９２６－１９３８年）日人進行大規 

模的移住計劃，先後成立東澳部落（現東岳村）鹿皮與柑 

子頭部落及現今南澳村、碧候村等，推行水田、旱田的定 

地耕及技術。 

   （六）光復初期，國民政府推行「生活改進運動」、「定率農業運 

         動」、「育苗造林運動」，並繼續辦理部落的移住工作。 

   （七）南澳地區於清嘉慶十五年（西元１８１０年），設置噶瑪蘭 

         廳收入版圖。 

   （八）日大正元年（西元１９１２年），行政版圖為宜蘭廳南澳支 

         廳，大正九年修正為台北州蘇澳郡。 

   （九）台灣光復－民國三十五年隸屬台北縣南澳鄉，民國三十八 

         年正式劃為宜蘭縣南澳鄉。 

二、區域位置及面積 

          南澳鄉位於宜蘭縣東南境，東以省道台九線與蘇澳鎮的東      

      澳里、南強里、朝陽里為界，面臨太平洋；南以和平溪（大濁       

      水溪）與花蓮縣秀林鄉為界；北與蘇澳鎮、冬山鄉相鄰；西臨 

      南湖大山，與大同鄉接界，從住民的領域與地形來劃分，東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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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大南澳溪、和平溪（大濁水溪）等河川中上游山地，為南 

      澳群泰雅族人的原居地；東澳溪、大南澳溪、和平溪（大濁水 

      溪）等河川下游及出海口處所沖積而成的三角洲平原，則為泰 

      雅族人的移住地，與漢人、噶瑪蘭、平埔族人分別建立聚落的 

      所在。南澳鄉總面積為(690.95 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小(平均每 

      平方公里 8 人)，自然資源最豐富，為最有開發潛力的鄉鎮。 

         

 

 

 

 

 

 

三、行政區域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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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復之前，泰雅聚落經濟條件不足，整個的社區開發嚴重 

      落後，至日治時期，泰雅領地被歸為「蕃地」，有別於平地的 

      街庄制度；在泰雅的一切教育、行政、衛生、地方經濟建設及 

      物資交易、商業行為等，全歸警察機關辦理。平地適用的法 

      律，泰雅族人不能享有；加上日人進行嚴密的「蕃」漢隔離政 

      策，更使得泰雅住民少有機會與其他族群的人接觸，最後泰雅 

      族人或多或少被「皇民化」了。到了光復之後，政府有鑒於日 

      治時期的做法，嚴重妨礙泰雅部落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必需 

      加以改變，遂致力於部落的平地化，建立適合泰雅住民的新制 

      度，更推動「山地原住民化」，希望在制度與人的運用機制 

      上，能夠提昇行政效率與工作績效。  

四、村落簡介 

          光復後，國民政府繼續導泰雅部落遷徙平地，推行「生活 

      改進運動」、「定耕農業運動」、「育苗造林運動」，其目的希望 

      泰雅族人的生活方式能夠漸漸地與一般平地同胞相融合。 

          民國四十年頒佈「台灣省山地施政要點」第八條：「獎勵 

      山胞分期移住，以化零為整，或由深山移住交通便利地點為原 

      則」；同年及民國四十二年，陸續制定「山胞移住應查報事 

      項」、「辦理山胞移住應行注意事項」。當時，前後兩任鄉長陳                              

      台友和李慶台先生勸導最力，常常親自進入部落十數天，勸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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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遷移的金洋社、武塔社、利有亨、哈卡巴里斯社，以及其 

      他部落中不肯遷移的少數族人。就當時的情況而言，唯有遷移 

      到交通便利的平地，原住民的青少年才有機會接受較好的教育 

      和現代化的生活環境。 

          民國四十年至五十三年間，這些部落相繼由政府的安排移 

      住到平地；從此之後，南澳泰雅族人的聚落，都集中在大南澳 

      原野、東澳溪與大濁水沖積扇附近，形成今日的聚落型態。 

      原來的十三個社遷移轉變之後，規畫為現在七個村落的概況列 

      表如下： 

編號 原部落 現在村落 

1 伊柚部落(Iyo) 東岳村 

2 庫巴博部落(K’babaw) 南澳村 

3 比亞豪部落(Pyahaw) 碧候村 

4 金岳部落(Ryuhing) 金岳村 

5 武塔部落(Buta) 武塔村 

6 樟林部落(Knus) 金洋村 

7 德卡倫部落(Rgayung) 澳花村 

8 各姆姆部落(Kngungu) 南澳村 

9 哈卡巴里斯部落(Hagaparis) 武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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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政首長 

      鄉長：李勝雄 

      學歷：蘇澳國小、蘇澳國中、花蓮師專、花蓮師院畢業、國立 

            花蓮師院國研所碩士學分班結業 

      經歷：成功國小教師、大里國小主任、金洋國小主任、東澳國 

            小校長、陸軍政戰義預官 37 期少尉輔導長、94 年晉任 

            中尉、後備軍人幹部訓練班 327 期、臺灣更生保護會宜 

            蘭分會更生輔導員、救國團南澳鄉團委會總幹事、會 

            長、宜蘭縣原住民文教促進會理事長、總幹事、宜蘭縣 

            多必優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理事、宜蘭縣泰雅族部落公 

            共事務促進發長協會理事、宜蘭縣校長協會第八、九理 

            事、宜蘭縣南澳部落健康促進會理事、國際扶輪 3490 

            地區蘇澳扶輪社社員。 

 

 

 

 

 

  六、觀光資源 

          南澳鄉是宜蘭土地面積最大、人口密度最小的鄉鎮，泰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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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人為其主要的居民結構。南澳鄉多山地，山脈逼近海岸，聞 

      名中外的蘇花公路就緊貼在海岸斷崖上，極為驚險壯觀。又有 

      多條景致原始、礁岩棋布的溪流，尤其北溪和南溪；北溪景觀 

      以秀麗的峽谷風光取勝，南溪則以綠水旖旎見長，不僅都有賞 

      石、採石的樂趣，更能滿足戲水露營的自然野趣，著名景點有 

      太平山森林遊樂區、南澳原生樹木園區、翠峰湖、粉林鳥等。 

          除了擁有自然景觀及生態的觀光資源外，南澳鄉還蘊藏豐 

      富的礦產，如可以製造水泥的大理石，極具經濟價值的銅礦、 

      白雲岩、雲母和長石等天然資源。 

肆、交流活動內容及過程 

一、參訪日期：111 年 10 月 6 日。 

二、參訪人員：蔡明儒區長帶領至宜蘭縣南澳鄉公所進行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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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人。 

三、參訪地點：宜蘭縣南澳鄉公所、南澳生態教育館、大鯖魚 

              夢工廠。 

四、行政區交流內容： 

 （一）雙方首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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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雙方互相致贈禮品： 

 

 

 

 

 

 

 （三）雙方簽署備忘錄： 

 

 

 

 

 

  

◎註：宜蘭縣南澳鄉鄉長致詞 ◎註：本區區長致詞 

◎註：南澳鄉致贈禮品予南港區 ◎註：南港區致贈禮品予南澳鄉 

◎註：簽署備忘錄 ◎註：簽署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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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會人員交流： 

 

 

  

 

 

 

 

伍、預期效益 

   一、透過兩個不同城市不同管理方式，互相觀摩學習彼此業務經 

       驗，分享各自在區政業務上施政理念與重心，從中獲得提升 

       自我業務的作法，進而精進整體為民服務品質及效率。              

   二、從不同歷史發展及不同傳統文化、特色分享下，相互學習雙 

       方對在地文化、產業的管理與輔導經驗，推廣彼此的觀光資 

◎註：完成簽署備忘錄雙方合影 ◎註：完成簽署備忘錄 

◎註：雙方意見交流 ◎註：雙方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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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及基層藝文活動，透過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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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帶動地方觀 

       光、促進經濟。 

   三、秉持相互扶助精神，結合兩城市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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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參訪心得 

         本次交流參訪的南澳生態教育館將原有的樟樹造林地整理 

    規劃為原生植物標本園，針對臺灣的森林資源利用以及生態保育 

    等主題發揮解說教育之功能，除了室內展示，館舍外的原生樹木 

    園區依據植物分類系統加以規劃，種類合計有 47 科 120 種，生 

    態教育館鄰近 3 處重要保護留區，包括「烏石鼻海岸自然保留 

    區」、「南澳闊葉樹林自然保留區」及「觀音海岸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等，讓參訪人員得以認識南澳鄉的生物多樣性。 

         參訪活動除了認識南澳鄉特有的自然生態與美，亦學習到 

    在不同背景、民族及文化下，雙方不同的施政理念，更讓身處都 

    市的我們能感受到南澳鄉原住民族的活潑與熱情，帶給參訪人員 

    滿滿的活力，這趟南澳鄉的交流之旅值得我們深入地細細品味。 

柒、具體建議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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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發展地方觀光：南澳鄉因地理及天候位置因素，栽種出不同 

       一般太空包的段木香菇，人工栽培的段木香菇先選擇楓樹、 

       相思樹和杜英等材質的木頭，將原木鋸成 120~130 公分高 

       的椴木，且必須是新鮮木頭等水分含量適中鑿洞，上菌種後 

       予以封蠟，在林蔭下自然的生長在雨水充沛的環境之中等上 

       十個月的時間之後，才能生長又香又營養厚實的椴木香菇， 

       別具特色；本區也有特有的茶文化，在政府、農會積極輔導 

       下，成立觀光茶園，增闢產業道路並輔以各項振興茶業活動 

       ，透過交流互相學習雙方如何推廣地方觀光，發揚各自地方 

       產業。        

   二、災害互助：藉由交流機會相互切磋，了解彼此如何透過平常 

       訓練來加強應變能力，如交流日前後正值碰上南澳鄉大雨， 

       從交流過程流聽取南澳鄉於災害發生前如何進行預防性疏散 

       、避難及於後續將如何進行復原工作，讓防災工作落實於日 

       常生活中，進而將災害降至最低、。 

   三、藝文活動交流：本區每年辦理桂花節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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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區利用本次交流活動，邀請南澳鄉一起至參加桂花節， 

       體驗不一樣的南港。 

   四、為民服務品質：本區參訪人員一抵達南澳鄉公所，立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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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原住民鄉鎮充滿活力及熱情的迎賓，亦看見櫃台服務人員 

       正為前來洽公的民眾提供親切樸實的服務，也許在交通及硬 

       體設備等方面沒有大都市先進、方便，但公所的親和力，讓 

       民眾有回到家的感覺，這份熱情活力值得我們學習及應用。 

捌、策進展望 

         南港區早期為工業區，吸引許多廠商到南港投資設廠，工 

     廠的遷入雖帶給南港繁榮，但也因工廠排放濃密黑煙，使南港 

     成為人們口中的「黑箱」，近年因政府不斷堆動大型公共建設 

     下，從農業轉變工業再轉變軟體工業，兌變速度快速，被視為 

     最具發展潛力的區域，如南港軟體園區、展覽館、高鐵站等大 

     型計劃陸續改變南港風貌，令人期待本區未來的發展，尤其 

     110 年新開幕的北部流行音樂中心成為亞洲華語流行音樂新地 

     標，更引領南港朝向國際化邁進，未來還有國家生技研究園 

     區，將繼續改善南港的輪廓。但在地區快速發展下，傳統文化 

     及特色亦不能隨地區發展而默默消失，透過本次交流，學習南 

     澳鄉如何發揚在地傳統文化，運用在地特有自然資源，結合新 

     型產業型態，發展出更獨特的區域特色，使本區在現代化發展 

     及自然人文保留之間取得平衡，以達城市永續發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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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錄一 

臺北市南港區 111 年度城市交流（宜蘭縣南澳鄉）活動照片 

 

交流日期：111 年 10 月 6 日 

說明：參訪南澳生態教育館 

 

交流日期：111 年 10 月 6 日 

說明：參訪南澳生態教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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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南港區 111 年度城市交流（宜蘭縣南澳鄉）活動照片 

 

交流日期：111 年 10 月 6 日 

說明：參訪南澳生態教育館 

 

交流日期：111 年 10 月 6 日 

說明：本區參訪人員於南澳生態教育館前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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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南港區 111 年度城市交流（宜蘭縣南澳鄉）活動照片 

 

交流日期：111 年 10 月 6 日 

說明：南澳鄉李勝雄鄉長致詞 

 

交流日期：111 年 10 月 6 日 

說明：本區蔡明儒區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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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南港區 111 年度城市交流（宜蘭縣南澳鄉）活動照片 

 

交流日期：111 年 10 月 6 日 

說明：南澳鄉民代表李元亮主席致詞 

 

交流日期：111 年 10 月 6 日 

說明：本區里長聯誼會林建華會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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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南港區 111 年度城市交流（宜蘭縣南澳鄉）活動照片 

 

交流日期：111 年 10 月 6 日 

說明：南澳鄉李勝雄鄉長介紹南澳鄉公所各課室主管 

 

交流日期：111 年 10 月 6 日 

說明：本區區長介紹本區參加交流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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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南港區 111 年度城市交流（宜蘭縣南澳鄉）活動照片 

 

交流日期：111 年 10 月 6 日 

說明：簽署備忘錄，締結友好城市 

 

交流日期：111 年 10 月 6 日 

說明：簽署完成，雙方留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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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南港區 111 年度城市交流（宜蘭縣南澳鄉）活動照片 

 

交流日期：111 年 10 月 6 日 

說明：南澳鄉公所致贈禮品予本區 

 

交流日期：111 年 10 月 6 日 

說明：南澳鄉公所致贈禮品予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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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南港區 111 年度城市交流（宜蘭縣南澳鄉）活動照片 

 

交流日期：111 年 10 月 6 日 

說明：本區致贈禮品予南澳鄉公所 

 

交流日期：111 年 10 月 6 日 

說明：雙方大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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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南港區 111 年度城市交流（宜蘭縣南澳鄉）活動照片 

 

交流日期：111 年 10 月 6 日 

說明：參訪大鯖魚夢工廠 

 

交流日期：111 年 10 月 6 日 

說明：里長、民俗委員會委員及活動成員於大鯖魚夢工廠門口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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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參考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南澳鄉 

https://zh.m.wikipedia.org/zh-

tw/%E5%8D%97%E6%BE%B3%E9%84%89 

●宜蘭縣南澳鄉公所網站 

https://www.nanao.e-land.gov.tw/Default.aspx 

●宜蘭景點網 

https://scenic.goilan.tw/nanao.php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官網 

https://www.forest.gov.tw/0000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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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ikipedia.org/zh-tw/%E5%8D%97%E6%BE%B3%E9%84%89
https://zh.m.wikipedia.org/zh-tw/%E5%8D%97%E6%BE%B3%E9%84%89
https://www.nanao.e-land.gov.tw/Default.aspx
https://scenic.goilan.tw/nanao.php
https://www.forest.gov.tw/0000489
https://ngdo.gov.taipei/
https://musiccenter.taipei/
https://www.tainex1.com.tw/zh-tw/
https://www.tainex2.com.tw/
https://nbrp.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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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軟體工業園區網站 

http://www.nkzone.com.tw/ 

●維基百科-南港區 

https://zh.m.wikipedia.org/zh-

tw/%E5%8D%97%E6%B8%AF%E5%8D%80 

http://www.nkzone.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