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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目的
日本地區產業、經濟、學術等各項建設技術及發展，一直位居東亞地區之重要地
位，世界七大工業國集團中，日本是亞洲至今唯一的成員國，亦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和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二戰以來經濟發展以驚人的速度成長，被喻為「日本
經濟的奇蹟」，除了戰後環境的促發，另一因素就是戰前日本社會已經實現的國民普
及教育和城市化工業化基礎，造就日本在今日世界國家中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在相
對高度文明社會之下，國土開發、環境資源保護及觀光發展等面向均有整體規劃與考
量，北海道腹地廣闊，為日本 47 個都道府縣中唯一的道，也是最北的一級行政區，為
日本除了本州以外最大的島，也是世界面積第 21 大島嶼。南以津輕海峽界本州島，北
以宗谷海峽界庫頁島，島嶼面積 7 萬 7,981.87 平方公里，札幌是北海道的行政中心以
及最大城市。
十一月至隔年三月為北海道下雪月份，嚴寒多雪的冬季，對北海道的日常生活、
內外交通與經濟活動影響甚大，冬季嚴寒天候所帶來的挑戰尤甚於澎湖，但是北海道
以冬季多雪白色大地蒼茫的情境，塑造了白色戀人的浪漫主題作為冬季觀光的號召，
加上當地歷史文化資產活化、海洋島嶼自然浪漫的意象、發達的農業、精緻的伴手禮
產業，以及冬季溫泉等各項資源，成功的吸引了來自日本本島、中國大陸、台灣、韓
國以及俄羅斯等國內外的遊客，在冬季期間專程遠赴北海道體驗嚴寒蒼涼卻浪漫無比
的北海道之旅，將當地觀光旅遊季節由春夏延長至秋冬四季均合宜。
北海道主要漁獲物以鮭魚、鰈鲆、秋刀魚、鮑魚、海膽、牡蠣、扇貝、毛蟹、雪
場蟹及松葉蟹為主，以天然捕撈及養殖為主要生產方式，但目前這些物種皆為寒帶種
類，無法移植至本縣養殖或做生產運用，台灣每年從北海道進口的貿易額約 177 億日
圓，但台灣輸出的貿易額則僅 33 億日圓，其中又以工業零件為大宗，明顯產生逆差，
其主要原因在於北海道自給自足率達 240％。北海道眾多的水產品生產佔有日本漁業
生產量之四分之一，產量極為豐富卻無滯銷之狀況，其主要之產銷協調歸功於「北海
道漁業協同組合連合會」，以安定的生產與供貨將新鮮海產以鮮活或加工處理供應至
全日本各處甚至海外，此種產銷方式值得借鏡。
本(102)年度本府出國考察將前往日本北海道地區，汲取日本成功地方文化、觀光
建設、資源及廢棄物處理各項成功發展經驗，以提升本縣國際競爭力，帶動觀光旅遊
發展，活絡地方文化產業、經濟建設及環保教育等各項技術發展，並拓展本縣高階主
管及優秀公務人員具備國際視野及洞察全球化發展趨勢，為縣政推展作更有效益的貢
獻。

貳、考察過程：
本（102）年 3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本考察團員懷著兢兢業業的心，集合於
縣府廣場準備出發前往日本北海道，展開為期 5 日（102 年 3 月 19 日至 23 日）考察之
行，是日天氣晴朗，團員精神抖擻，看著備妥的筆記、相機等裝備，本次考察可預見
將會帶回豐富的收穫。

1、

102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二）
抵達北海道，當地飄起陣陣白雪，雖已進入北海道冬季尾端，氣候仍十分寒冷 ，
相較於本縣炎熱氣候有很大不同，北海道遍地白雪配合當地地理環境將景色點
綴得相當幽美，辦理完入境手續後大約已到當地傍晚 4 點，考察團一行人即前
往首站─白老原住民園區。
白老原住民園區─愛奴民族博物館
愛奴民族文化村在入口處以全區導覽設施，讓遊客在蒞臨的第一時間就能
了解該區以愛奴民族文化為主的展示主題，區內傳統建築依照歷史考究的建築
規範設計施工重現。
擇定一棟建築以室內小場所空間作為傳統民族儀式的展演場所，室內空間
輔以簡潔的裝修以及觀賞休息區，以極富當地生活文化特色的鮭魚乾裝飾、加
上便利的小型暖氣，遊客由戶外冰天雪地嚴寒的環境，突然進入溫暖的室內隨
即感受到舒適的氣溫環境轉變，旅遊心情也隨即豁然舒坦，在簡潔的座椅區休
息，觀賞由當地居民六至七人組團所表演的傳統文化展演，簡單的表演，卻達
到民族文化宣揚的目的。表演的居民並用遊客所熟悉的語言加以精練手勢遊客
互動，這是以小成本善用地方歷史文化題材、中高齡人力、活化小場所空間、
聚落資產等資源，調節冬季戶外天候的不利因素，成功的將國際遊客安排在一
個景區停留 1 至 2 個小時的創意作法。

2、

102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三）

（1） 登別溫泉~地獄谷
北海道首屈一指的溫泉區，每日有 1 萬噸溫泉水由地底自然地湧出，源頭
處溫度 45℃至 90℃，為典型的硫磺泉、含鐵泉以及具有美膚效果的明礬泉等，
這裡薈萃了 9 種世界上珍稀獨特的溫泉，是一處深具魅力的溫泉之鄉。
距離溫泉街幾分鐘就是北海道著名文化遺產的登別地獄谷，這一帶空氣中
瀰漫著刺鼻的硫磺氣息，大約為 1 萬年前發生的笠山爆發所形成的噴火口所產
生的溫泉區，直徑約為 450 公尺，溫泉的出水量每分鐘高達 3 仟立方公升，為
登別地區最大的溫泉源區。因長年冒著白煙，地形險惡，所以才被稱為「地獄
谷」，熱泉的溫度非常高，由於無法靠近中心部位，所以這周圍設有 600 公尺
的徒步道可就近觀看，該步道鋪面及欄杆以及護坡材質及工法均採木材、砌石
或透水性之仿自然生態工法，值得我們學習與堅持。
（2） 登別尼克斯海洋公園
四層建築的尼克斯城堡，裡面有巨大的魚類展示館及魚類在身邊游來游去
的海底隧道，體驗海底散步的感覺，其實城堡規模不大，但規劃動線採環形坡
道串聯讓參觀者步行不覺得累，同時又是無障礙設施共用。雖室外下著雪，但
園區內其他別館不同時間分別有海豚、海獅室內表演秀，不受風雪影響，館方
對於導入國際異地文化交流也非常用心，成功的將遊客遊園服務時間延長至 2
至 3 個小時，尤其從尼克斯城堡旁的企鵝館到尼克斯廣場間的企鵝散步，更是
吸引顧客的重頭戲。
（3） 昭和新山

與支笏湖同作爲日本最北的不凍湖而爲人所知的洞爺湖，是一個由火山陷
沒而成的凹陷火山口湖。翠藍色的湖中央有大小 4 個島嶼，呈現出一種神秘的
景觀。湖畔是受火山恩惠的水量豐沛的大溫泉旅遊區。溫泉街後面，煙霧繚繞
的昭和新山，是 1943 年在地震的兩年後因地表隆起而形成的。與它相鄰的有
珠山是海拔 737 米的活火山。2000 年 3 月 31 日的噴發仍讓人記憶猶新。現
在雖然噴發已基本平息，但西側山麓新出現了噴煙的火口，使洞爺湖的景觀顯
得更加富有氣魄，因爲它的噴發，溫泉的出水量比以前有所增加，水溫也有所
提高，成為一個即使處於冬季低溫環境湖水仍不結冰之「不凍湖」。
（4） 熊牧場
位於昭和新山旁之熊牧場，館內豢養了不少頭棕熊以及浣熊，棕熊又分為
小熊區和成熊區，園區內棕熊為了獲得遊客手中的食物，擺出各種吸引目光的
姿勢，和印象中兇猛的模樣有大大的不同。北海道過去有許多野生棕熊，近年
來由於環境變化，棕熊數量大幅銳減，熊牧場最早是為了進行北海道野生動物
研究所成立的場所，自 1958 年起，開始保護當地的 8 隻蝦夷棕熊，為了放牧牠
們而設了「熊牧場」的前身；館內紀念品販賣區也販售許多相關商品，在國內
常見的”熊出沒注意”告示貼紙最為暢銷。

3、

102 年 3 月 21 日（星期四）

（1） 洞爺湖
20 日晚間住宿洞爺湖的旅館坐落於洞爺湖畔，面對中島，景色至為優美，
洞爺湖夏季可以船舶遊湖，冬季的夜晚由於下雪嚴寒，乏人親近水岸活動，冬
夜岸邊枯枝小樹更顯蕭瑟。旅館業者發揮創意，將戶外岸邊地景以及枯樹加以
燈飾設計，室內透過音樂的編排配合戶外光影設計表演，讓遊客冬夜停留在旅
館溫暖的室內時能夠欣賞優美的音樂，同時也可以搭配觀賞戶外水岸雪景光影
的奇幻仙境，這對於多風的澎湖要發展冬季旅遊，是可以參考的好案例。
位於湖畔公路旁的洞爺湖展望台，有絕佳的位置可以觀賞湖面風光，考察
當日即遇上風雪來襲，故無能瞭望整個洞爺湖景觀，但依然可以感受到渾然天
成的美景，讓人驚艷不已，一旁設有特產中心，便利觀光遊客購買特產商品
（2） 京極羊蹄湧水公園
京極羊蹄湧水公園位於「蝦夷富士」之稱的羊蹄山下，羊蹄山標高 1,898
公尺，有隱密的高透水性地下水脈，山上的雨水或雪融化後滲入地下，在此湧
出，水質清澈甜美、沒有受到污染，是重要的水源之一。在停車場旁公廁設備
為「通用型廁所」，即一般人、帶幼兒者或行動不便者均可使用，其廁間門為
很輕的手動吊型塑鋼橫拉式摺門，無門檻俾提供輪椅進出方便，內設有兒童安
全座椅提供抱有幼兒的人使用，非常人性化，值得本縣未來公共設施之考量。
（3） 舊倉庫改造─哨子工藝館、音樂鐘館、凱蒂貓咖啡主題館
小樽地處北海道西部，面臨日本海，從明治時代起就是國際港都，爲北海
道的海上大門，極盡繁榮，不少銀行和企業紛紛來此發展，如今這些倉庫建築
都改成了玻璃工藝品商店、茶館、餐廳和大型商鋪。到了傍晚時分，石板街道
和兩旁亮起的汽油燈使城市充滿了懷舊氣氛，讓人感到十分親切溫暖，其中凱
蒂貓咖啡主題館更以喝咖啡可以將凱蒂貓咖啡杯帶回家為噱頭吸引顧客，增加
顧客消費意願。小樽市將舊有建築改建為有特色之商店，促進觀光發展賺取大
量觀光外匯相當成功。

4、

103 年 3 月 22 日（星期五）

（1） 小樽運河

小樽運河是日本北海道小樽市的一處地標，1914 年動工開築，1923 開通，
運河沿岸排列著一排紅磚倉庫，是小樽市作為日本北海道金融、經濟中心的象
徵，甚至被人稱爲「北方的華爾街」，據導遊說明過去運河曾經繁華，有著許
多裝卸貨物的舢舨，後來由於戰爭，工業倒退，喪失了運河的功用，因此有一
半長度的運河被填平作馬路使用，運河雖不拓寬，但兩旁腹地保留並恢復當時
風貌，路燈照明是煤氣燈，讓往日風華任人憑弔，過去的倉庫建築如今都改成
特色建築，如工藝館及玻璃藝品館等，成為了一處旅遊觀光點。本縣「媽宮風
華再現」新舊的連結，歷史建物的活化運用，經濟形態轉型觀光，確有參考之
價值。
（2） 觀摩小樽廢棄物處理場
1. 簡介：小樽焚化爐位於北海道小樽市內，於平成 19 年竣工啟用（至今約 6 年），
主要為處理小樽市、赤井川村、仁木町、古平町、積丹町、余市町等共 6
個主要地區的廢棄物，同時其內亦包括資源回收再利用製程，亦為屬完
整之廢棄物處理設施。
本次參訪主要由場內負責人淺井紀夫先生負責引導，並派專人負責現場
導覽解說，為公有民營方式經營，其員工約 100 人，6 個主要地區總人口
數約 17 萬人，工廠腹地面積約 52.826㎡，公司建築整體經費為新台幣
23 億，其中 1/4 由政府補助。
整個參訪行程主要為場內導覽影片觀賞以及現場實地導覽等，最後進行
意見交流及討論，由於時間受限，意見交流及討論皆於參訪行程中進行。
2. 營運現況與本縣垃圾轉運台灣本島處理計畫之比較分析：
項目

小樽焚化爐

本縣垃圾轉運台

分析

灣本島處理計畫

1.因小樽焚化爐之後續灰渣
溶融處理設施用電需求，
以及資源回收再利用設施
用電需求，並無多餘電力
外售，同時相關廢熱及給
經營方式

公有民營

委外民營

水皆充分進行再利用，該
廠為屬資源化有效利用之
自給廠。
2.由區公所向家戶及事業體
收取垃圾清潔處理廢後轉
交小樽北りベし費棄物處
理広域連合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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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化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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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樽焚化爐因應戴奧辛問題，

※兩爐操作

設置灰渣溶融後處理裝置，

※灰渣溶融後 ※ 本 縣 未 設 置 焚 以 電 力 1200℃ 高 溫 針 對 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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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低於國內焚化廠。
針對灰渣溶融處理，國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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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亦有進行模廠及實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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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但仍未有大型或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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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之實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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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回收再利用設施之共同
無

設置理念，以符合區域內之
整體廢棄物完整處理。

整體參訪過程之問題提問與討論交流：
問題

說明

傾 卸 平 台 之 管 採用雙重門及空氣閘門方式進行車輛進出平台之管理，以徹
理？

底杜絕傾卸平台及貯坑異味外散之情況。

焚 化 後 灰 渣 之 焚化及處理後之無害底渣主要轉作道路鋪設之質材使用，或
再利用？
資源回收再利
用場如何運作？

是作為特殊膠鞋鞋底質材之添加，底渣亦會先進行廢鐵回收。
收集平台每日約 70 台車 35 噸進入處理，垃圾進場後先進行
危險物之篩除，再針對可燃、可回收與不可燃進行分離，再
分別進入焚化、回收再利用、破碎分選再利用等程序處理。

問題

說明

貯 坑 設 計 方 式 ？貯坑為 17 公尺深，貯坑空氣皆抽引入焚化爐進行焚化。
是否亦有貯坑
空氣焚化處理。
焚 化 廠 發 電 效 基本上焚化發電之電量不足以因應該廠所有設備包括溶融及
益？

資源回收之操作需求，通常還需要向電力公司購電使用。

袋 濾 式 集 塵 器 為玻璃纖維，可耐 250℃高溫。
之濾袋材質？
焚 化 廠 面 臨 維 2 爐中先停 1 爐以交替使用，無連結鄰近焚化爐互相支援。
修，垃圾如何
因應？
（3） 拜會台北駐經濟文化代表處札幌分處
當日下午 2 時 30 分縣長率團拜會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札幌分處，該處
由處長徐瑞湖先生親自接見，並向團員說明轄區相關業務及我與北海道地方交
流等情形，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是我國在日本的外交窗口機關，雖是民間
機構，但負有實質大使館及領事館的任務。該處相當於總領事館，業務旨在促
進台灣與北海道之親善友好交流關係，協助推動雙方互訪，經貿、產業、文化 、
觀光等各項交流，舉辦慶典活動，照顧僑民，辦理國人護照、外人簽證與文件
證明等領務服務項目，以及國人旅日急難救助與協助漁船之緊急避難救助工作
等。
台灣至北海道空中交通運輸，目前國內有 3 家航空公司（華航、長榮、復
興航空）參與營運，每週有 24 班次航機，分別於新千歲、函館、旭川、帶廣、
釧路等 5 處機場起降，5 月份長榮航空將增加旭川機場航班 3 班次。其中搭機人
數 80％是台灣旅客，每年到訪的台灣旅客約 19 萬人，北海道居民每年到台灣旅
遊人數則僅約 2 萬 6,000 人。從 10 年前迄今，外國人造訪北海道的旅遊人次，
以台灣遊客居冠，對於北海道經濟發展及市場消費挹注甚多。因此，在北海道
不論行政機關或商工會議所類似工商協進會之團體等，對台關係友善，各地亦
成立「日台親善協會」，交流互動非常頻繁，民國 100 年北海道致贈 1 對「丹
頂鶴」予台北市立動物園，北海道高橋知事親自出席於台北市立動物園舉行的
丹頂鶴開放展示揭幕儀式，並於新光三越信義新天地舉辦觀光說明會暨物產展
等活動，其他文化及體育活動交流意十分頻繁，台灣ㄧ年至少有 4 個合唱團
（如「高雄新光合唱團」）前往北海道交流演出；札幌市著名之純男聲合唱團
「柏野合唱團」也在 3 月 20 日至 24 日前往桃園市、台南市等地與在地團隊舉辦
「感謝台灣！台日交流音樂會」，北海道大樹町亦將與高雄市大樹區締結友好
城市，未來學生互訪及 Home Stay 可望趨於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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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舊道廳
從記載的「紅磚廳舍」，是為北海道政府舊館舍，興建於 1886 年，竣工於
明治 21 年（1888 年），由該政府的工程師負責設計，採用了美國新巴洛克式磚

砌結構，相當於現在的 10 層樓高，亦是當時該國的大型建築物之一，並已列為
永久保存之建築物。值得一提的是：
1. 在明治 42 年因發生火災,內部全燬，翌年即速修復，很快的即於明治 44 年完
工，這種效率值得效尤。
2. 昭和 44 年（1969 年），被國家指定為文化遺產，廳內設施包括有北海道立文
書館、歷史資料陳列室、樺太關係資料館及觀光資訊室等，其中以「北海道
歷史資料陳列室」，展品都是從政府藏品 15 萬件中嚴選出來的代表性資料，
並於一年中更換二次展品的話題展區，誠屬不易。
3. 道旗：也有代表性的意涵，「藍色」代表著天空與海洋、「白色」代表著光
輝四射、「紅色」代表著不屈不撓的精神、「星」是象徵著北極星，這也足
以明證國家，人民的追求所在。
參觀北海道廳的歷史導覽，再配合參考相關資料可知：北海道的政府治理
主要始於 1869 年明治維新時期設置開拓使，自西方國家引進各種技術開發建設
北海道。1872 至 1881 年間並訂定「開拓使 10 年計畫」，1882 年開拓使解散之
後，成立函館,札幌與根室三縣，與 1883 年農業與商貿署成立的北海道計畫管
理局（Hokkaido Project Management Bureau），合稱三縣一局的時代(18821886) 。 1886 年 三 縣 一 局 解 散 ， 正 式 成 立 北 海 道 廳 (the Hokkaido
Government)，同年並著手興建北海道廳舍(俗稱紅磚廳舍，Red Brick)。
（2） 大通公園
大通公園位於札幌市中心，涵蓋地區包括大通西 1 丁目至大通西 12 丁目，
總長約 1.5 公里，有札幌心臟之稱，是札幌市的象徵，作為札幌市民日常休閒
遊憩的公園，除了有美麗的花壇、廣闊的草地及共 92 種類 4,700 支樹木以外，
也是札幌市舉辦重大活動慶典的主要場所，包括世界聞名的札幌雪祭、札幌啤
酒節等。狹長型的大通公園，橫跨了 13 條街道，於 1869 年作為防火線而被建
設，之後成為札幌城市建設的主軸，以公園東端的電視塔為中心，將城市劃分
為東南西北，東邊的電視塔高 147.2 公尺，是札幌的地標，由 90 公尺高的瞭望
台俯瞰，除了可以望盡大通公園，天氣好還可以看到近郊的藻岩山，日落後，
也可以由電視塔一覽札幌的夜景，南邊是大規模的地下商店街，也是該市的中
心商業街，熱鬧非凡，西邊是札幌市資料館，北邊聳立著金融機構及舊北海道
政府大樓。
（3） 北海道千歲機場
北海道全域交通發達，除新千歲機場外尚有多個機場可供境外遊客進入，此外札
幌等北海道內各主要都市間也有快速列車及特急列車通行，來回地方

都市觀光非常便利，僅於冬季可能受限於暴雪阻礙交通便捷。此外在北海道各地
為推展便捷觀光亦推出各地限定販賣的超值車票，如 JR 北海道鐵路周遊卷、札幌─小
樽 Welcom Pass 等，皆可搭配旅程享受悠遊自在的北海道之旅。結束本年度考察行程，
中午時分前往千歲機場，考察團午後搭乘長榮航空班機返國。 参、考察心得與建

議事項
1、 考察心得：
本次行程參訪人員包含觀光建設、經建工程、文化古蹟、警政消防、社會福
利、衛生保健及財務等縣府各單位工作人員，不僅能實際考察日本相關的人文、
觀光、環境、建設等措施外，更可藉此機會讓不同專業領域的實務工作者有更多
的思考方向，以不同角度共同規劃澎湖未來的發展模式。
澎湖景點資源非常多，密度甚高，各景點的交通非常方便，這是澎湖發展旅
遊的優勢，但是就像北海道冬季白色戀人的主題，澎湖夏季與冬季的旅遊應該可
以賦予更明確清晰的島嶼浪漫主題定位來作為旅遊發展的火車頭，進而整合發揮
所有景點資源與旅宿、餐飲、購物、交通等相關產業的特色內涵。例如媽宮舊市
區、澎湖水族館、二崁傳統聚落等既有的遊客活動據點，都有再創新提昇的潛力，
讓澎湖的觀光夏季、冬季都可以有所發展，各景點的服務水準都能更創新精緻以
符合國內外遊客的需求。
觀摩白老原住民園區，有原住民族文化舞蹈表演及民族博物館，把傳統原住
民之古老生活風味一一呈現，復古及文化足跡的保存具有歷史性的價值，比喻本
國原住民的文化保存與政府對原住民生活上的保障等同意義，我國中央政府有行
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專責職司，各縣市政府亦有由民政單位或有成立專責之原住
民一級單位在推動其業務，並均有特別之保障權益條款，本縣原住民族文化促進
會成立於 90 年 4 月 28 日，現有原住民人口 372 人，於 101 年爭取原民會補助 98
萬元整修借用原仁愛之家之老舊房舍（現址：馬公市新生路 177-6 號）作為本縣
原住民之部落（會址），以利推動原住民各項之活動場所，並傳承原住民各族群
之文化特色，如母語之加強、推動等，將是未來的努力重點。考察第三天遭遇不
小的風雪侵襲，常年住亞熱帶的台灣，短暫體驗這樣的環境下居民如何生活，尤
其在不同先天環境下如何吸引遊客發展觀光。據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札幌分
處徐處長表示，每年由日本國內本州、九州、四國等地民眾到北海道旅遊人數達
600 萬人次，而國外遊客也有 70 萬人次，值得我們觀摩與探討，不僅國內甚至國
外旅客都是我們推銷觀光的對象。
登別是以溫泉旅宿為主的服務地區，登別的小街規模非常小，冬夜的戶外格
外寒冷，但是以如此小規模的街區，在冬夜依然在沿街的街屋裝飾小綵燈以表達
對遊客溫馨的歡迎。地獄谷以山谷地熱的自然地景為主題，周邊的步道、欄杆、
座椅、導覽標示、公廁等旅遊服務設施，均以合適的材質、自然色系以及設施減
量的理念加上細緻的設計之後再行施做，這可以當作我們在辦理風景區規劃設計
時的參考。澎湖水族館以及澎湖的海洋生物研究成果遠勝過北海道，如果針對澎
湖水族館既有的室內空間善加利用、周邊的公有土地擴大轉型朝向水產資源、海
洋文化展示的方向精緻發展，並且與國際文化多加交流合作。如此，發展冬季旅
遊仍大有可為，提升夏季旅遊機會當然更大，澎湖轄內政府部門應該協同整合幫
助既有旅遊據點朝這個方向轉型，尋求更多合作者參與以做的更好。
小樽市區是北海道的國際旅遊重地之一，街道格局類似馬公舊市區，適合遊
客徒步賞遊，為了減少旅運交通對街區道路以及居民生活造成衝擊，小樽市區在
遊客主要選逛街區的附近劃設大巴士停車區，所有大巴士一律停放該處之後，遊

客以步行約十分鐘方式進入小樽市區旅遊，這樣的作法禁止觀光巴士任意駛進街
道狹窄的舊街區，也降低旅遊活動對當地居民生活的衝擊，小樽對於觀光巴士管
制的作法，對於推動低碳旅遊的澎湖，具有非常重要的示範意義。小樽哨子館
（玻璃）、六花亭、咖啡館等，有音樂盒鐘、玻璃精品，各式地方釀酒，在店家
集中陳列供遊客參觀品嘗觀賞，同時可以參觀各家作者的才藝與特色，本縣各石
雕家、手工藝師百家爭鳴，各種糕餅包裝亦多彩多姿，如能參考類似的展示，或
許更能吸引顧客，建立特產特色。
小樽市的歷史建築或古蹟等文化資產活化再利用的經驗，也值得澎湖學習，
廢棄倉庫變身，活化為特產中心、觀光賣店，與新加坡克拉碼頭、高雄駁二碼頭
等，各有不同再利用的型態，但都保留原有風貌，新舊文化激盪，增加更深層旅
遊的內涵，例如舊中越銀行小樽支店是小樽市指定的歷史建築物，該建築物是
1924 年興建的鋼筋水泥造建築，小樽過去是北海道重要的金融區，當初周邊是入
船川的河口，同時有許多條道路交叉而成為交通之要，該銀行於 1943 年進行合併，
成為北陸銀行，1963 年改名為南小樽支店。過去的老銀行，現在則轉型成為賣店
以及咖啡館，二樓空間則保留一部分展示小樽當地的歷史。這樣的歷史建築再利
用的案例在小樽老街區隨處可見。相較於媽宮市區同樣具備日據時期所制定的市
區發展格局，與小樽風貌類似，媽宮市區也不乏日據時期興建頗具特色的歷史建
築或街屋立面，例如舊電信局、澎湖開拓館、第一賓館、莒光篤行眷村區部分建
築等。如果政府部門與有關公營事業單位合作，有計畫的積極鼓勵民間引進文化
觀光產業進駐這些建築空間加以活化利用，媽宮城區可選逛的文化資產景點可與
小樽比美。
本次參訪之廢棄物處理設施方面，因應北海道地區人口分布、產業特性與城
市聚落型態，故皆為區域聯合之廢棄物共同處理設施，對照現行國內廢棄物焚化
政策，實有引以為借鏡之效。國內於 97 年大力推動資源回收廠政策以來，國內部
分縣市家戶廢棄物產量銳減，對於現行既存之國內 24 座焚化爐而言，卻面臨垃圾
量不足或保證交付量不足之窘境，焚化廠之經營管理不再是以單打獨鬥的方式即
可以自給自足，如何透過良好的區域合作互動，相互支援，截長補短，是現行廢
棄物妥善處理及縣市區域間互助合作之必然趨勢，也是焚化廠長遠經營的重要課
題與方向。目前中央政策規劃現有焚化爐除役轉型為生質能源中心，利用熱裂解、
高效製肥，及厭消化等處理技術，將垃圾資源化及能源化，並將離島地區規劃為
生質能源中心計畫先導，該中心成立過渡期間，本縣垃圾處理方式仍以轉運至本
島焚化為現階段妥適處理方式。
本縣推動低碳島，節能減碳為全球共識，建立一個低碳排放及永續能源的地
球，是當今全世界所共同努力之目標，因應國情特性及國家發展程度不同，民眾
對於環保問題之認知與參與，自有程度上與態度上之差異，惟資訊完整且多元化
之環保教育工作，卻是各國戮力推廣的相同目標。透過本次參訪活動我們可以發
現，國外不管在公部門或是私領域上，對於環保教育的推動皆不遺餘力，對照於
國內、本縣垃圾處理現況以及資源回收觀念宣導與落實亦有相同的目標。未來本
縣垃圾處理方式，無論走向生質能源中心亦或興建小型焚化爐，可考量納入推動
環境設施認證構想，以落實環境教育，讓來訪民眾了解本縣廢棄物處理之歷史演
進，並透過現場實地介紹，更可提升民眾對於廢棄物處理廠址之運作及再生轉化
利用之概念，以落實民眾本身之環保教育內涵，為低碳與永續地球盡一份心力。

2、 建議事項：
（5.1） 推動及促進觀光發展，形塑本縣特色文化

1.

澎湖冬季的天候與北海道相比仍算溫和，加上大陸遊客赴台灣旅遊逐年開放
的趨勢，澎湖冬季的旅遊仍然大有發展的機會，我們除了有必要盤整手邊既
有的資源，針對冬季旅遊擘劃出整體、創新、可行且具時效的發展策略以外 ，
位處玄武岩地質區的澎湖，要發展旅遊，引進探勘技術研發地熱溫泉之利用
是可以考慮的工作。
2. 狸小路商店街已經有 120 年以上的歷史，早在明治年代，這個區域就已經是
商家雲集的繁華街道，這裡有許多的餐廳、土產、專賣店及藥妝店，旅客絡
繹不絕。狸小路商店街中，自西一丁目至西七丁目間，約有 200 間店舖，成
立了一個名為「札幌狸小路商店街振興組合」的組織，負責整個商店街的連
繫與管理。建議本縣可參考狸小路商店街規劃，建設民間希望推展之夜市，
或許可先從現有馬公市區篩選一條商店街設置活動式天窗幕蓋來試辦，以避
開東北季風吹襲。
3. 小樽面臨日本海，從明治時代起就是國際港都，本次住宿飯店後側濱海處即
有遊艇港除供遊艇停泊尚有客輪停靠且有完善的岸上服務設施如候船室、遊
艇陸上停放架等顯現幽雅恬靜，本縣四面環海島嶼星羅棋布適合發展遊艇活
動，往慢活休憩島之方向思考。
4. 本縣現有許多廢棄空置營區及古厝，若能好好進行整體評估及規劃，興建一
系列具澎湖懷舊特色之商店或文化資產，想必能吸引更多觀光人潮聚焦於澎
湖。
5. 札幌舊道廳是一座位於札幌市中心，用紅磚建造的建築，被指定為國家重要
文化財產（即古蹟）。目前建築內作為北海道立文書館、北海道歷史畫廊，
館內基本保持著過去的風貌，並展示有關北海道開發歷史的文物及資料，可
以閱覽有關北海道的歷史文件；同時也設有北方四島的資料館，展示過去日
本治領北方四島時期的相關文物。該建築物內部與本縣縣政府建築物相類似 ，
未來縣政府或可外遷至郊區，而縣府舊址建築物可就現貌再利用，成為本縣
另一觀光景點，
6. 日本為振興當地產業發展，推廣一鄉鎮一特產，農民開始種植農產品，而夕
張哈密瓜就此誕生，哈蜜瓜在日本人的心目中為最高級的水果，而夕張哈蜜
瓜更可謂極品，儘管一片新鮮哈密瓜 300 日圓，ㄧ個則動輒 5,000 甚至上萬
日圓，但到處仍可見旅客在土特產店爭相搶購。此外，用夕張哈密瓜製成的
甜點和伴手禮，如冰淇淋、牛奶糖、果凍和餅乾等，也成為高附加價值的人
氣商品。哈密瓜雖同為本縣重要農特產品之ㄧ，但相關的高附加價值加工商
品闕如，夕張哈密瓜的商品製造及產銷經驗，實值本縣農業主管機關、瓜農
及特產品業業者學習效法，甚至可組團前往觀摩交流，或與夕張市締結友好
城市，汲取產業升級經驗，以提振本縣瓜果產業及產值。
（5.2） 低碳環保美麗菊島
1. 札幌市公所位於大通公園旁靠近札幌電視塔，辦公大樓前大門突出物上設有
太陽光電板，可發電供大樓用電，景觀上也不會太突兀，在本縣積極推動低
碳島時刻，各公有建築物均可借鏡學習。
2. 小樽市市區道路規劃大巴停在外圍停車場，人員步行徒步區，路不寬但感覺
十分寬敞舒適，本縣馬公市為日本所規劃，屬老市區變更不易，現今推動低
碳島概念下，電動車接駁南海停車場，機車禁止進入市區，若規劃以全市區
步行或遊園車遊覽的方式，在觀光季節應能解決交通瓶頸與市容景觀。
3. 冰天雪地看不到綠意，但從防範雪害的枝條固定，防雪網及修枝的一致性，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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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技術與觀念十分先進，所使用的材料堅固昂貴，但施工細緻，讓銀杏、梧
桐、櫻花等寒帶植物，仍然保有百年歷史，不惜「重本」其投資與施工技術 ，
值得效法學習其維護觀念，畢竟時間是無價的。
活化與促進海洋資源觀光發展
小樽之街道店舖海產店，有現煮烹調雪場蟹、蠑螺、燒烤魷魚、章魚等海鮮 ，
現買現嘗與台灣各漁產直銷之消費型態相似，亦有特價促銷，本縣亦可參考 ，
不必是上桌形態的代客烹飪，如鐘螺、沙蟹、小管等即時嘗鮮，各漁港週邊
是適合地點，具小眾而消費經濟之優勢，有吸引背包客的潛力。
北海道南漁業生產由超市與觀光景點之價差比較近 2 倍，雖難以探究其原因
是否因消費對象本國人與觀光客而有差別，但明顯之差別價格，對顧客心理
感觀不佳確是事實，王縣長所一再重申的「童叟無欺 不二價」，對本縣各
特產店家應加強宣導，以維護及提升本縣的觀光品質與信譽。
本縣水族館的水準相較於尼克斯水族館為高，種類豐富多元，善加經營有條
件成為東亞的特色水族亮點，海豚、海豹、企鵝等動物表演，雖然吸引人，
但澎湖目前無民間團體提出申請，公部門不宜主導引進，野動法限制嚴格，
國內亦有花蓮遠雄成功之案例，政府可以協助以合乎規定。
北海道漁獲物產量極大，除一般生鮮食用外，常製成各項加工製品，如海膽
罐頭等，且包裝精美，值得本縣小魚乾加工業借鏡，以資提升包裝精美度。
資源處理、回收與再生
垃圾焚化的技術，日本的技術無庸置疑，台灣亦營運多年，由考察之心得認
為，癥結在於民眾的分選分類教育不足，使用者付費觀念建立，以價制量減
少垃圾量成長，從根本作起。垃圾處理非一蹴可成，組成評估小組公開透明
分析成本與未來經營問題，做為決策參考，否則建與不建，見仁見智，但確
定的是教育宣導要持續進行。
推動國際文化交流
北海道街舞團體每年均組隊參加全國元宵節燈會活動，其表演節目頗受好評 ，
且渠來台參加活動經費由交通部觀光局補助。而本縣花火節期間，亦均安排
國內或在地團體表演，惟為使節目更趨多元，增加可看性，必要時，應可透
過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札幌分處及交通部觀光局之協助與聯繫，邀請北
海道街舞團體蒞澎演出，不僅可增加亮點，亦可向北海道民眾行銷澎湖觀光。
北海道合唱團體與台灣交流演出熱絡，徐處長亦允諾可代為安排本縣合唱團
體訪問北海道，雙邊可藉由合唱團之互訪或共同演出，開啟文化交流之契機。
其他
目前在觀光產業盛行的國家，均不斷的要求業者如何提升觀光服務品質，在
餐飲方面，本縣觀光團體的餐飲服務模式，大都以合菜的型態提供，政府可
以輔導業者參考日本餐飲服務業的服務方式，以個人（或自助）的方式提供 ，
較符合衛生及經濟效益。
日本北海道的觀光自然景點，很少人工建築物，即使步道或扶手，還是以大
自然的元素（如木頭）規劃，除了維持原本的景觀外，也尊重環境生態；反
觀，國內政府工程規劃設計，是否太多人工元素（如水泥地），不但破壞環
境生態，更失去了原有景觀環境的自然，未來本縣相關政策規劃在發展觀光
建設等設施之餘，亦應注重生態環境的維護。
在小樽飯店後方有一漁港或遊艇港，停有整齊之帆船遊艇，亦有預留之船席
空間；本縣無籍船筏又有倍增之虞，第三漁港泊位又出現排擠現象，將來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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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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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泊位不足之問題；又遊艇港與漁港之規劃應有差異，本縣目前是共用，
顯得紊亂，未來應善加規劃俾使美化市容。
保護區火山地形地獄谷等公共設施，以滿足基本需求而無大肆開發，以自然
原貌為主體，步道材質以砌石、透水性鋪面，適應當地降雪融冰潮濕的氣候，
而無水泥階梯或不合環境的構物，反而更突顯地質之美，澎湖地質公園相關
設施可以借鏡。
北海道因冬季下雪故相關活動皆於室內大型場地辦理，本縣冬季東北季風強
勁，建議興設大型免稅商場，並預留活動空間，以利於冬季活動辦理並吸引
冬季遊客。
小樽運河對於河中飄流廢棄物以攔截索加以攔阻後撈除，可保持河面清潔，
此作法可資運用於本縣漁港，對於部分廢排水出口加以裝設。
札幌街道因積雪易濕滑，設置有止滑砂可供路人使用且印製有三種語言說明，
對於邁入國際島之本縣可供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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