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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鄉近年來，在政府的經費補助及指導下，各項基礎建設均有所成長。

本鄉以提升鄉民經濟收入、改善鄉民生活環境品質為建設目標。在開發本鄉

文化、生態、環保及自然資源之均衡發展政策下，本鄉的任何建設發展都必

須積極趕上台灣整體經濟發展趨勢與世界潮流的步伐。在現今資訊發達的時

代已無法故步自封閉門造車；惟藉走出國際，放眼世界，效法他國之長處，

改進自我之不足，才可得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效；故藉此日本考察學習之

行以增進生態、環保與建設發展之基礎知識。因日本是東亞各國中之翹楚，

是我們發展農業、文化、生態、環保及經建等之典範，其多項優點及建設過程

皆足為我們發展鄉政之借鏡；期能對本鄉未來推動農業、文化、生態、環保及

經建藍圖有所幫助，將本鄉發展為東部淨土中具最高品質生活空間與無煙

囱產業（觀光產業）的美麗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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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鄉位於花東縱谷台東縣境的最北隅，地理環境優美壯麗，空氣清新，唯本鄉大

多為高山地形，可利用之土地非常有限且貧瘠；全鄉境有用之地又被中央政府劃編為山

坡地保育區，故農業、觀光及各項建設發展等等均受限於地形地貌與政府法令的限制。嚴

格說，本鄉目前的發展僅能說是走一步算一步，即游擊式的發展，尚無明確又持之以恆

的中長期地方經濟建設計劃與目標。對於推動自然生態景觀觀光及農業觀光產業方向對

本鄉民而言均認為較符合本鄉之條件，故欲利用本次出國考察機會，以期有他山之石可

以攻錯之效，藉以推動本鄉農業、觀光、環保產業之發展。本次考察行程主要地點為日本

南方九州島－福崗、長崎市等週邊地區，九州島乃日本國之農業大本營，其環境較接近

台灣本島的產業背景及本鄉的環境狀況，故選擇日本為參訪國，使參與此次考察人員充

分觀察與了解環境背景與我相似的日本地區之國民的風土民情、其環境保護、城鄉發展及

觀光發展等等建設，並深入日本國民之嚴謹性與精確性，乃此考察之行以增進對日本國

各項建設發展之目的。發掘他國之優點以為公部門借鏡，期能對本鄉未來推動觀光與各

項產業有所助益，進而建設本鄉成為一個高品質生活環境空間與最美麗觀光鄉鎮。

二、日本簡介

　　日本主要是由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等四大島及南北散布共七千多個小島所共組

成的國家，總稱為日本列島。日本地形多山，約有三分之二的國土是山地，並且由於位

在環太平洋火山帶上，境內火山及壯年期山脈也為數不少。南北狹長、高山縱貫，造成川

短流急的日本水系，和台灣一樣幾乎沒有航運價值。而日本並未形成所謂荒溪型河川或

嚴重的土石流或崩塌地形，因為日本政府的森林（大地之母）資源或山林披覆地織植物

均維護良好，猶如一對恩愛夫妻保護他們的幼子一般，在良性保護森林循環下，致使日

本的水資源充沛不絕，成為一個都會區人口密集卻不缺水的先進國家，且又處處妥善整

治及保護河川的生態環境，無論其陸地、水利、航運等建設都非常完善。亦處處可以看到

日人用心做好環保工作，朝零污染方向努力的成績。他們不但有效利用河堤蓋親水公園，

道路與社區更是公園化規劃，於本次考察之行處處可看見日人對環境保護的用心，不論

是都市人口密集或偏遠地區：無污染、禮貌與服務等乃是日本觀光產業最吸引世界各國

觀光客的主因，而本次日本考察之行，讓全體同仁均獲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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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日本有許多溫泉名勝，因為它正好沿著環太平洋造山帶上排列，境內火山眾

多如淺間山﹝長野縣﹞、雲仙普賢岳﹝長崎縣﹞、櫻島﹝鹿兒島縣﹞等，及火山口直徑號

稱世界第一的阿蘇山﹝熊本縣﹞。就是因為日本的特殊地理環境才造就了許許多多的溫

泉名勝。但是伴隨著造山帶上的板塊運動而附加的就是地震頻繁。如一九二三年著名的關

東大地震、北海道奧尾島海嘯、及兵庫縣大地震與神戶大地震等，雖造成許許多多生命財

產的損失，但日本國民對大自然造成的災害均有充分的認知與危機感，故所有的建設均

能以保障國民生命財產安全為首要，當各項災害發生後又能團結一致，用最短得時間與

最嚴格的積極態度辦理復建事務，吾認為這是我們要向日本學習的處事精神。

三、過程

（一）行程特色：

本次考察的特色及旅行社之安排旅程，均能掌握本鄉未來將發展地方觀光的原意，行程

上之安排除參訪日本許多名勝古蹟，從本次考察中亦了解到，日本的國民創造了許多美

麗的景觀設施與觀光賣點，同時也非常嚴謹的保護所有的天然資源與他們的生活空間，

並將所有的歷史與人文轉化為觀光產業與賣點，來吸引所有的觀光客；創造許多當地居

民的就業機會，乃此次額外的考察收穫。 

（二）行程概述：

九州  .  農場牧場  .  阿蘇火山  .  豪斯登堡考察六天

出發日期: 95 年 03 月 12 日

天  數 行                     程 預定
飯店

第一天
3/12
星期日

鄉公所   (  汽車  )----  台東─台北─福岡

           預定班機：CI110 1615/1930

自台東搭國內班機前往台北專車送往中正國際機場會合，搭乘豪華噴射客機

飛往九州首府-福岡，抵後乘專車接往市內展開日本九州溫泉渡假之旅。

福岡
海鷹
HTL

早餐：HOME 午餐：盒餐 晚餐：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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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3/13

星期一

福岡─太宰府─  yamanami  牧場─海地獄花園、龍卷地獄別府溫泉

乘專車往太宰府早在 1300年前，這裡就已作為九州的政治中心，設置了統

管九州全域的“太宰府”，並在之後的 500年間發揮了其應有的作用。“太

宰府”之名也由此 而得。以祭祀學問之神菅原道真的全國有名的太宰府天滿

宮為代表，這裡擁有太宰府政廳遺跡、水城遺跡、觀世音寺、大野城遺跡等為

數眾多的歷史文化遺產，使這裡以史跡和觀光之地而聞名。再至位在九重町

的 yamanami 牧場參觀農場裡面有養馬牛羊及土產中心，專車觀賞別府海地

獄參觀由地底深處冒出 100 度高溫泉水，賞清澄如海的熱泉及雅緻造園完後

再往龍卷地獄參觀間歇泉觀賞沿途青色山脈，美麗風光，往別府泉鄉，夜宿

豪華級的別府溫泉飯店，換上日本衣服享受豐盛的晚宴，晚上洗溫泉，享受

一下泡湯之樂趣。

別府
溫泉
老爺
HTL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日式風味套餐 晚餐：豐盛海陸大餐

第三天
3/14

星期二

別府溫泉─纜車  (  阿蘇活火山口  )─  阿蘇山國立公園  (  米塚  .  草千里  )─  熊本城  (  日
本三名城  )─  熊本
搭纜車上至阿蘇活火山口參觀裊裊冒煙如大峽谷壯觀的火山景觀，再至阿蘇

國立公園觀光，觀賞美麗的米塚、草千里、牛馬自由自在地在碧綠草原遨走放

牧，構成一幅大自然高原美景，，前往有火之國之稱的熊本，有日本三名城

之，易守難攻聞名的熊本城觀光，進入城堡內，參觀戰國時代、戰甲、寶刀、

寶物，探討有趣的日本戰國史。

全日空
NEW
SKY
HTL

早餐：飯店內 午餐：日式風味料理 晚餐：日式風味料理

第四天
3/15

星期三

熊本─渡輪  (  有明海  ) ─  長崎  (  原子彈爆地  .  平和公園  .  蝴蝶夫人故居花園  ) ─  西

海橋  (  無線發報柱  ) ─  森林之家  (  豪斯登堡  )  雷射  、  煙火

早餐後搭渡輪橫渡有明海到島原市再往有異國情趣的長崎，參觀原子彈爆炸

地─原爆遺跡和平鴿滿園的長崎和平紀念公園觀光、遊覽和平祈念像及藝術

塑像並參觀原爆資料館所展示之原子彈爆炸後之史蹟資料，續往哥拉巴邸搭

扶梯上至山崗上花園別墅觀賞蝴蝶夫人故居，追思那充滿羅曼蒂克的異國情

侶遊覽雅緻的花園，並觀賞傳統藝能館，展示之由中國、荷蘭傳來之祭典文

化的再現，，晚上看雷射表演，及在海鮮市場外觀賞燦麗煙火，在美麗星空

綻放。 

 
豪斯
登堡
森林
小木屋
HTL

早餐：飯店內 午餐：小火鍋風味套餐 晚餐：自選餐￥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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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
3/16

星期四

豪斯登堡─福岡  (  選購紀念品  )

早上的活動豪斯登堡園內一票到底觀光券進入森林之家，欣賞荷蘭風車、百

花盛開精緻的花圃，春季的豪斯登堡，更富有歐洲色彩，有如置身荷蘭，再

暢遊天星館、宇宙帆船館、洪水來襲冒險館、諾亞劇場、大航海體驗館，並參觀

豪斯登堡宮殿內之壁畫、雕塑與雅緻的御花園，再乘皇家遊艇沿運河巡遊森

林之家乘專車經發出偷襲真珠港『虎虎虎登陸新高山』攻擊令的三柱針尾嶼無

線發報桿，往山川秀麗的西海橋觀光，賞心悅目，再往華的福岡。

福岡
海鷹
HTL

早餐：飯店內 午餐：園內請自理 晚餐：中華或涮涮鍋或

燒烤料理

第六天
3/17

星期五

福岡─台北─  (  汽車  )  海端   
預定班機：CI111 1010/1140   莒光號 1350/2014                   
整理行裝，早餐後前往福岡國際機場搭機返國，專車接往台北轉搭國內班機
返回台東，團體圓滿結束，留下美麗的回憶！

溫馨
的家

四、心得與建議事項

（一）考察心得：

1、珍惜自然資源，重視生態保育與國民生活衛生教育

日本政府維護山林及山坡地治山洪措施完善，對於自然資源、人文歷史之保護以及

奇景維護更有周詳規劃及安排。另外無論是在街道或觀光景點並未廣設垃圾桶，因為人

人都會將自己所製造的垃圾自行帶回家處理，而且在人口密集的都會地區，除車輛所製

造出來的噪音外，幾乎没有其他噪音污染，民眾守法的程度及政府治理的能力，值得我

們效法學習。

2、善用自然生態，並結合觀光產業

以不同的環境與特性，發展不同類型的觀光產業，福崗市都會地區之民生必需品有

各式各樣現代科技產品的羅列並多采多姿，同時海、路、空交通四通八達能與周邊地區觀

光產業結合，頗另人驚奇的是日本人對產業的發展過程中其營建單位之開發行為受到非

常的嚴格管制，其發展過程的環保問題均受嚴格控管，並無向我國如此的不重視環保與

公安問題及不尊重他人，故這是我國公部門與全體國民應檢討改進的地方之一。

3、重視文化及藝術之推廣，增加觀光之附加價值

日本政府部門推動觀光產業，除豐富了在地居民的經濟收入外，更讓旅客的人生豐

富化。另外，日本精緻簡單的飲食文化也是一種文化賣點，我們所到之處，哪怕是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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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聚落，日本人均有辦法創造當地精緻的紀念品供觀光客選買來賺取利潤，把各項地

方祭典文化作區域性的整合宣傳（例如作成書報簡介或電子媒體的宣傳等等），日本公

部門以文化及人文來包裝、宣傳地方祭典文化與產業，在地居民又以最潔淨的生活環境

空間來吸引觀光客前往消費，在良性循環作用下，使得觀光事業得以永續發展，並創造

了日本觀光產業更多的附加價值。

4、道路公園化，亦是增加觀光附加價值的一環

自踏入日本國門起，該國的交通系統規劃令人耳目一新，日本政府將最僵化的公

路創造成帶狀（公路網絡）公園系統，道路所有的指示標誌均明確，道路品質優良及潔

淨，道路植栽與美綠化養護完善，上自福崗、長崎市區，到地處偏遠的阿蘇山地區或沿

海岸公路系統，各地方政府所維護管轄之交通網及週邊設施（將所有公路及各項道路設

施做成模具化），遠遠勝於我國公部門創造出來的水準。所有旅程中看不到垃圾散落，

環境整潔不吝，此乃我們要深入探討學習改進之處。

5、沒有的要創造，失去的歷史史蹟要找回與復原，增加地方的歷史深度與
   文化廣度，以作為吸引觀光客重要的資產

（1）．利用本鄉地方歷史深度與文化特色及優勢景觀吸引觀光客：

本鄉位處花東縱谷南橫公路（台20線）的門戶，具有多重、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

然而目前尚有許多的觀光建設與資源尚待開發，而東台灣從北到南毫無特色的觀景亭及

人工造景，實在難以吸引觀光客停駐。而且公共建設管理不當（例如公廁骯髒不堪），

不但無法吸引觀光客，反而得到負面效果的宣傳。如要吸引觀光客前來消費，本鄉所有

內（私部門）外（公部門）整體設施均要努力自我惕勵朝向國際水準為目標，才能有機

會留住國內外來觀光的遊客。另本鄉如能善用獨特有的環境和資源，並發展具有代表性

之布農族特色與保持環境的衛生整潔，便能年年不斷吸引觀光人潮；如果我們海端鄉將

豐富天然資源做好，保育生態工作謹慎處理，各項軟硬體建設與開發均衡有序的推展，

其所增加觀光之附加價值必然是永續的。

（2）．用心維護現有資源並創造自然綠色景觀：

由於台灣位於亞熱帶國家，夏季天氣炎熱，綠色植物有調解溫度的功能，應大量栽

植。如果植物的培植兼具觀賞、藥用及食用的功能，可說是一舉兩得。在自然資源豐富的

海端鄉，其實已不需要有太多的開發和建設，讓自然生態的環境保有原來的樣貌，就是

海端鄉瑰麗的寶藏。

（3）．講求環境衛生及保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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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多美侖美奐的建築物，也無法彌補觀光景點的髒亂與公共設施的疏於管理與維護。

所以因應未來發展，「環境社區零污染防治策略及部落污水處理設施等」基礎設施整備實

是當務之急的工作。

（4）．結合策略，行銷觀光：

觀光策略聯盟，是此次日本之行考察最大之收穫，日本政府對於觀光策略及行銷極

為重視。從日本國門（福崗國際機場）其農業單位便設有超大海報推銷當地當季最大宗

農產（福崗 3至 5月間盛產草莓）；又每處公路休息站除提供良好消費服務外，更用心

的製作各種農產品及當季物產的廣告，使農特產品與觀光產業的利基相密結合。

（二）建議事項：

建設美麗的海端成觀光故鄉，吾認為應朝四個目標前進；

1、海端鄉全民生活環境空間之整備為最優先：

整齊、清潔、衛生的整體環境空間是推動觀光的第一步，我們目前最大的環境缺

失除垃圾問題未能徹底的解決外，因有許多的基礎設施僅能滿足本鄉各村民的基本

需求，尚不足以因應觀光人潮造成地方的髒亂、車輛及噪音問題，故生活環境空間

的基礎設施整備為推動觀光事業最優先工作。

2、海端鄉多數鄉民賴以生存的農林業應積極強化推展：

推動各項經濟產業的同時，要積極持續的輔導在地居民各項的求生技藝，推展

經濟作物生產，使得在地居民家庭經濟收入能有所提高；鄉民才能有多餘之金源投

入觀光事業及改善居住環。政府與民間均同時積極建設地方觀光產業才有可能開花

結果。

3、海端鄉全鄉民生基礎設施之投資興建應加強：

本鄉如要發展觀光，第一步除要提昇現有道路品質與車輛容受量外，就是要改

善民生用水之供應系統、社區夜間照明設施、通訊設施、醫療網絡與災害意外救護系

統之建置、社區污染防治設施之加強建設及垃圾清運計畫等等，如能同步均衡建設

完臻，就不會因為不當的開發與推動觀光事業卻帶給地方更大的不良後遺症。

4、型塑海端鄉的地方個性與特色：

海端鄉為布農族群組成之鄉，人文獨特，所有的居民散居於本鄉內之山楚間，

每個部落均有其環境特色與先天的發展限制，故發揮地方的環境特點（例如依不同

地域海拔種植不同的花卉與推展高經濟作物），既能創造地方的個性，就能吸引觀

9



光客前來。所謂人潮即是錢潮，因本鄉雖有台灣其他地域所沒有的壯麗山川與豐富

的生態資源，我們卻遲遲未妥善開發與保護我們所獨有的資源（例如森林觀光步道

開發、溫泉資源開發、新武呂溪魚產資源開發、農林產業之開發等等），創造並成為

花東縱谷線觀光資源網絡的一環，來共享富里鄉、池上鄉、關山鎮、鹿野鄉等觀光人

潮所帶來的附屬產業與價值。

五、結語

整潔清淨的整體環境與優良的公共服務設施及維護管理，絕對是發展觀光的第一步，

便宜的價格並非是吸引觀光客的主誘因。故吾認為本鄉要發展觀光其第一步就是從改善

本鄉鄉民的生活整體環境做起，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學習他人的長處，以彌補自

己的短處，而從他國發展成功之經驗中，累積發展與競爭的實力，觀光產業之發展，可

由考察與觀摩其他國家的方法來達成目的。雖然考察行程短暫，但親身體驗，實讓考察

的每一位成員均有行百里路，勝讀萬卷書的感覺。

本鄉近數年來，在政府的經費補勵及指導下，各項經濟建設均有所成長，惟為通盤

考量開發本鄉成為文化、生態及經建均衡發展的城鄉，已無法閉門造車，藉走出國際，

放眼看世界，更能以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效，全面的發展更具有特色及更適合的地方觀

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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