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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因公出國考察吳哥窟考察觀光推

展及歷史文化古蹟等報告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  

連絡人：盧進義    電話：(07)680-1628、0972-967852 

出國人員姓名： 

     姓 名     職 稱       電 話 

     盧得勝    主 席       0939-998095 

     田新忠    代 表       0933-375810 

江魯金雲  代 表       0988-063871 

蔡梁玉英  代 表       0938-177250 

魏光保    代 表       0937-967852 

盧進義    秘 書       0972-967852 

杜馥亦    組 員       0931-130786 

 

出國類別：考察▓1.交通建設▓2.宗教文化▓3.農業環保 

▓4.休閒觀光□5.其他___ 

出國期間：自 105 年 7月 25日至 105年 7月 29日 

出國地區：吳哥窟 

報告日期：105年 9月 14日 

主題分類：休閒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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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一、考察依據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辦理。 

二、本會主席盧得勝等 7人，為配合區政建設共同推動民族文化，加速

地方建設，促進觀光事業發展及增進各代表國際視野等業務上實際

需要，於 105年度辦理此次出國考察活動，前往吳哥窟考察休閒觀

光發展及歷史文化古蹟、市集等，以做為本區未來推展區政建設之

參考。 

三、本次考察主要城市柬埔寨與吳哥窟等，考察活動紀要如下：『吳哥

窟』位於高棉北部的暹粒省，它曾長期淹沒於叢林中，直到 19世紀

才發現;吳哥窟行程使用三日券門票，真正深入遺址群、二十個建築

群、東南亞第一大淡水湖-洞里薩湖、熱帶水果市集、當地特殊交通

工具嘟嘟車遊暹粒市區、乳膠產業與藝術學校等有關歷史文化古蹟、

觀光休閒、交通建設及農產業等觀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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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出國考察人員名冊 

職 稱 
出國人員 

姓   名 

出 國 

地 點 

出 國 

期 間 
備 考 

主席 盧 得 勝 吳哥窟 
105年 7月 25日至 105年

7月 29日 

 

代表 田新忠 吳哥窟 
105年 7月 25日至 105年

7月 29日 

 

代表 江魯金雲 吳哥窟 
105年 7月 25日至 105年

7月 29日 

 

代表 蔡梁玉英 吳哥窟 
105年 7月 25日至 105年

7月 29日 

 

代表 魏光保 吳哥窟 
105年 7月 25日至 105年

7月 29日 

 

秘書 盧進義 吳哥窟 
105年 7月 25日至 105年

7月 29日 

 

組員 杜馥亦 吳哥窟 
105年 7月 25日至 105年

7月 29日 

 

     

合 計 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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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茂林區民代表會因公出國考察心得報告 

壹、 考察之目的： 

本會代表為配合區政建設共同推動民族文化、歷史古蹟，加速地方建設、發

展觀光事業及增進各代表國際視野，藉吸收國外新知，增進代表知識技能等

業務實際需要，本(105)年度辦理此次出國考察活動，前往吳哥窟等地考察觀

光建設及歷史文化古蹟，俾助爾後提升問政品質，為本區未來推展區政建設

之參考。 

貳、 考察過程： 

本會主席、代表等 7人，自民國 105年 7月 25日起至 105年 7月 29日止計 5

天，前往吳哥窟遺址群、二十個建築群等地，其考察過程如下： 

一、 第一天(07 月 25日)： 

今早由茂林乘座遊覽車出發前往桃園國際機場，下午搭機直飛列為世界七

大奇景之一『吳哥窟』，傍晚到達直接到飯店，之後體驗『柬式古法按

摩』、晚餐後順路前往『熱帶水果市集』這有著許多南洋特有的水果如榴

槤、波羅蜜、山竹、紅毛丹等，代表們買了榴槤、山竹及香蕉等水果，對

榴槤及香蕉口感棉實之香甜特別稱讚。 

二、 第二天(07 月 26日)： 

吳哥窟五到十月是雨季，這個時候來是雨季的高峰期，所以遇到雨天的機

率很高。今早下雨，在炎熱的氣候稍減熱度，但期待的心情並未減少，享

用豐盛的早餐後前往購買門票卷，開始展開『吳哥窟』古蹟的探索之旅： 

(一)大吳哥城南城門：大吳哥城是吳哥王朝的王城，以前的皇宮就在裡面，城的

正中心還有以高棉微笑著稱的國廟巴戎廟,這座王城總共有五個城門，而南

門是五個城門保存最完整的。 

(二)巴戎廟：是吳哥王朝的國廟，以“吳哥的微笑”聞名於世，位於大吳哥城的

正中央。巴戎寺是以中小型石塊堆疊而成的四十九座高塔組成的塔林，49 

座四面佛加上城門上的 5  座，總共是 54 座。據說 54 座佛陀是代表吳

哥王朝轄下的 54 座城池，每一座佛陀的四個面分別又代表慈、悲、喜、

舍。 

http://www.mr-angkor.com/ba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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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中宮殿：築構築於高台之上，所以給予『空中宮殿』的感覺，整個迴廊式

的建築，可以說是後來小吳哥皇城的雛型，傳說中金塔上藏著一隻蛇精，晚

上變成一個女人，國王必須每天晚上與他同睡，否則國王或其王國必有災難。 

(四)巴本宮殿：此遺址是於十一世紀初建築完成的巴本國廟建築群，為當時柬國

境內面積最大、高度最高的神廟，根據考古學家估計塔高５０公尺，所以中

國元朝大臣周達觀著作的「真臘風土記」所記載，給了『比金塔更高，望之

鬱然』的印象。皇宮遺址整個皇宮遺址建於１３世紀初，經歷了歲月、戰爭

風雨的洗禮，除了北牆岩石砌成的宮廷浴池、考古學家開挖的溝壑及散落的

瓦片外，木頭建築的皇宮已經荒草頹圮、蕩然無存。 

(五)鬥象台：據說是古時皇帝舉行慶典儀式的地方，同時也是國王的閱兵台。 

(六)古代法院癲王台：內有古時判官及麻瘋王雕刻建築。現在癲王台上的雕像是

複製品，柬國已將原來的雕像放在金邊的博物館裡。 

(七)１２生肖塔（審判塔）：傳說如過高棉人起爭執需仲裁，古代法官會裁定兩

個人依生肖各選擇一個塔居住，經過一段時間犯罪者就會生病或無法承受不

安而認罪；也有一說為古時走鋼索賣藝表演的地方。 

(八)羅洛士遺址群：被稱為高棉藝術的開端，西元８０２年，加亞華爾曼二世結

束了柬埔寨分裂局面，在靠近羅洛士地區登基為王，為了試圖將王權神格化，

以維持柬埔寨的統一，於是他建廟舉行祭典，是為現今的羅洛士遺址群，其

中包含「巴孔寺」「羅來寺Ｌolei」「卜力芶Ｐreahko 神牛寺」此地區為

吳哥窟遺址的前身，更是柬埔寨最古老的歷史建築，此遺址群現由法國主導

下開展，為了設法保持遺址原貌，學者們對於建築細節莫不費心研究，如每

塊磚的黏合併不用現代水泥，以棕糖、石灰、糯米漿混合而製成。 

 

三、第三天(07月 27日)： 
今天天氣晴朗，在微風朝陽的伴隨下，隨後展開本日行程： 

(一)變身塔（比粒寺）：為古代皇族火化變身為神之神殿，可以看到燒焦過的痕

跡，千年前在此舉行儀式，達官雲集，是不能隨便進入的。 

(二)東梅蓬寺：此處為歷代國王祭祀祖先之祭壇，在東梅蓬寺的第一層及第二層

台階上，四個角落上有與真像相同大小的雕塑。 

(三)達松將軍廟：完成於１２世紀末，用來祭祀達松將軍因戰勝占婆族入侵而加

以興建，屬於佛教神廟，四周卡波克樹環抱，西門可以看到巨樹包裹了整個

門廊的景象。 

(四)涅槃宮：是一座寺廟休養所，供奉婆羅門教，在當時是一個大醫院，最神奇

的莫過於此地的聖水，具說它有神奇治病的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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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寶劍寺卜力坎神殿：吳哥王朝國王放置打仗所用寶劍這裡曾被稱為血湖，源

於高棉為收復吳哥，與占婆大戰於此。  

(六)達高寺：又名『茶膠寺』，寺中供奉三大天神之濕婆神，建造過程中跨越兩

個王朝，因此四面門中僅有東面大門有雕刻，在此處可輕鬆瞭解到所有吳哥

窟遺址群之建築都是先將石頭堆積再行雕刻，證明當時建築技術為「先堆後

雕」為考古學者研究重要之神殿。 

(七)荳蔻寺（喀拉凡寺）：吳哥窟少有的紅磚雕刻建築，共分三座塔，有刻著仳

濕奴大型磚中央塔紅磚上的浮雕刻，磚頭的紋理映著從塔中央透進來的陽光，

泛著淡紅色的古樸質地，是超凡入聖的美神吉祥天女的神聖寶地。 

四、第四天(07月 28日)： 

(一)女皇宮又名班蒂斯蕾古剎：建於第十世紀加亞華羅曼五世王朝，此地尊奉婆

羅門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濕婆神」。由於建造此座古剎的石頭為美的粉紅色，

此廟壁畫的雕刻是所有吳哥古蹟中最精緻細美的，其中最令人讚賞的是創作

者竟能將堅硬的石塊，如雕刻木頭般琢磨出層次分明線條柔纖的精細作品不

論門楣或石壁或窗櫺，都刻鏤的一絲不茍巧奪天工，妙不可言真是吳哥所有

作品最上乘，有吳哥藝術之鑽的美譽。 

(二)塔普倫廟：電影古墓奇兵及在此為場景拍攝，此廟建於１２世紀末，由於經

過５００年來滄桑，卡波克樹盤結在圍牆廟門口，並覆蓋遮天，樹根向四面

八方蓬勃發展，盤根錯節如巨蟒般僅僅纏繞著佛塔及廟宇蔚為奇觀，百年老

樹纏繞著千年奇石，彷彿愛恨糾纏般的浪漫。 

(三)小吳哥皇城遺跡：列世界七大奇景，小吳哥窟總建築群佔地２４公里長，寬

８公里，中心塔高度達２０層樓高，它是山形廟的最高峰，精緻的磚磚瓦瓦，

一磚一故事，一瓦一神話，是高棉吳哥王朝全盛時期所遺留下來的不朽宗教

建築；全城雕刻之精美有雕刻王朝美譽。此建築為高棉有史以來最宏偉的都

城；也是２００多座古蹟唯一正門向西的神廟，小吳哥的主殿四周，共有八

處巨幅石雕，每幅都長達１２０公尺，分別敘述印度教的神話故事，這些故

事都和戰爭與國王的功跡有關。主殿內有一座高塔，建在三層台上，塔下方

圍繞著廣場，據說這是「海洋包圍高塔」的意念設計。 

(四)巴肯山觀落日：傍晚時分前往欣賞日落，從這裡可以遠眺叢林裡的吳哥窟，

也可以遠眺洞里薩湖登上６０公尺左右斜坡，坡高且陡，也因為巴肯山山頂

神殿以塔多聞名，所以也有『塔林』之稱，此處乃是觀看吳哥日落最佳的場

所。 

(五)晚餐後特別安排搭乘吳哥窟特殊交通工具【嘟嘟車】，遊覽吳哥窟市區，對 

這個文化古都有個進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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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五天(07月 29日)： 
早餐後即開始今天最後一天的行程 ： 

 (一)洞里薩湖：此湖總面積在雨季為一萬多平方公里，在旱季時為六千多平方公

里，豐富的漁獲量，不僅源源不斷供應全高棉人民食用，亦可外銷。看到當

地水上人家於特有的船屋上捕魚、種菜、養豬；所有陸上設施應有盡有，舉

凡醫院、加油站、學校、百貨公司、雜貨店等．．別具特色。 

(二)吳哥藝術學院：由法國文教藝術組織與柬埔寨政府聯合設立，提供場地並訓

練柬國青年培養一技之長的所在，於此瞭解手工藝術品製作過程，如編織、

石刻、蠟染、繪畫等，於此代表們參觀選購了一些紀念物品，帶回台灣當做

一份永久回憶或餽贈親友當一份特殊的伴手禮。 

(三)吳哥西街尋寶樂：暹粒市最熱鬧的傳統市集，著實感受高棉人民的異地生活

文化，琳瑯滿目的藝品及紀念品、道地的高棉布織品、雕刻品、人文藝術家

的獨創街頭藝品．．。 

(四)專車前往暹粒國際機場，搭乘豪華客機飛返可愛的家，結束深度藝術的吳哥

古文明神秘之旅。 

 

 

叁、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就歷史文化方面 

    (一)吳哥窟以建築宏偉與浮雕細緻聞名於世，建成於 14世紀前半。吳哥窟不

是王宮，也不是皇親國戚的王府，而是國王的太廟和陵寢，是個人崇拜的場所;印

度文化與宗教，對吳哥王朝有深遠的影響，而高棉人也有豐富的文化傳統。 

印度文化與高棉文化融合，造就了富有特色的高棉藝術，五天行程有三天行程

參觀吳哥窟二十個建築遺址，雖然都是大小石頭堆疊而成，因著故事而每一個建築

在石頭上呈現不同的雕刻，石疊階梯也比台灣或一般的階梯都較高較陡，經地陪導

遊解說是「要讓爬階梯的人有像”跪”著走上去，一邊走一邊跪、有行禮的意思」。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AE%E9%9B%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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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吳哥世界七大奇景和世界文化遺產：每一座寺廟都是用石頭堆砌而建，所

以到第三天就會覺得都在看石頭，因著背後的故事都不同，其建造與雕刻呈現不同

的樣貌，很多古蹟都被破壞，當地也會做維護與修復的作業，浮雕精細，華麗而又

崇高，很難想像在 13、4世紀的時代就已經有可將堅硬的石塊，如雕刻木頭般琢磨

出層次分明線條柔纖的精細作品與技術，令人讚嘆吳哥世界奇景的美譽，「高棉的

微笑」不只是佛祖們高掛臉龐的標誌，更是所有柬埔寨人們的招牌， 

 

就產業、民俗風情方面 

(三)晚餐過後我們到飯店附近的水果市集，這裡有許多看過或沒看過的水果，

大家還是選擇喜歡吃的香蕉或在台灣比較貴的山竹及榴槤，吳哥窟屬熱帶季風氣候，

所以這裡的水果特別好吃又便宜，質量上跟台灣平分秋色。 

(四)每到一個觀光景點一下車隨處可見小孩或大人喊價銷售物品，也有小孩伸

手要錢，地陪導遊特別提醒我們不要拿錢給伸手要錢的小孩，當地政府是不允許他

們這種行為，代表們很有愛心，對分送糖果非常熱烈，發完了還會買當地糖果繼續

發送，在這裡看到小小年紀、瘦弱的體形穿梭在人群中兜售、乞討，比較台灣的小

朋友真的幸福多了，再看看當地居民的生活，大家都深有感觸，住在美麗的寶島台

灣，我們真的已經有太多的資源跟非常美好與優良生活品質。 

 

就交通道路、觀光方面 

  (五)吳哥窟許多的觀光景點都會看到路旁有奏樂團體，也順便販售演奏 CD，這

些奏樂者大部份都是被地雷炸傷手或腳的「地雷受害者」，雖有殘疾但仍靠著自己

過活，他們會演奏當地音樂，也會演奏配合遊客的音樂，當時聽到台灣歌曲時，特

別有受歡迎及親切感的感覺，路過時代表們及遊客會打賞也會停下來休息欣賞。  

(六)吳哥藝術學校的目的是專門訓練柬國青年及聾啞青年一技之長，其工藝種

類有版畫、木雕、石雕及絹畫等等，該校以商業化的方式結合旅行團成為當地觀光

景點之一，在觀光客到達後，導覽人員依參觀路線解說，在最後一站是放置作品及

當地特色物品的展售中心，提供觀光客購買紀念品是主要的營收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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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吳哥窟的主要道路相當平整且寬大，因為這是觀光路線，也是遊覽大巴士

必經之路，但其他道路及通往景點都是原始黃土道路，所以只要下雨，到處可見積

水泥濘，但是經地陪解說，在被森林圍繞的各景點道路中隨處可見樹根，當局開發

道路為不破壞生態及影響大樹的生長，所以選擇保持原樣。 

 

建議 

(一) 農產水利：吳哥窟位於柬埔寨暹粒市北約 5.5公里，吳哥窟所在地是魚米

之鄉。吳哥地區受熱帶季候風影響，每年 7月到 11月，湄公河泛濫，河水

倒灌入洞里薩湖，漲水時浮稻生長迅速，洞里薩湖的沖積平原土地肥沃，

加上高棉人擁有人造水庫和灌溉系統，每年稻米四收;因此，要發展本區小

米、黑米或其他農作產業，水源的供給系統非常重要，本區水利灌溉措施

倘若確實做好，相信未來會有更多民眾積極參與農作或成立產銷班，振興

茂林區農產發展。 

(二) 民俗文化：傳統舞蹈餐廳是結合傳統舞蹈與自助餐的方式，餐廳裝潢展現

在地特色，配合世界各地湧入而來的觀光客，內部寬廣的空間排放著許多

一張張整齊的桌椅，場面非常盛大，飲食有中式、西式及當地的特殊地方

菜色，口味都稍為辣及酸，前面的舞台表演傳統舞蹈，並透過舞者的肢體

動作，描述高棉文化及印度神話;本區有原住民風味餐與傳統舞蹈，近年來

觀光客漸增，未來可以發展結合傳統舞蹈的餐廳，用此類方式展現本地特

色文化，讓觀光客可以一邊用餐一邊欣賞。 

(三) 觀光：在開始遊覽景點之前，我們先到辦理「買門票」的地方，廣場停放

著一輛又一輛大大小小的巴士，售票處到處都是人潮，售票口一排排等著

拍照製作簡易的「觀光識別證」的遊客，在吳哥窟觀光需要帶著此識別證，

上面有大頭照和該識別證有效期限，每到一個景點入口處會有人檢查;本區

有許多的景點，可以參考一票通各景點的方式，除了可以節省、集中及管

理人力，也可以增加收入財源，做為本區未來觀光產業發展各項福利建設

的來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AC%E5%9F%94%E5%AF%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AC%E5%9F%94%E5%AF%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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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吳哥皇城遺跡 

 
熱帶水果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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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哥藝術學校製作工場 

 
 吳哥藝術學校展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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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哥橡膠產業介紹 

 
古蹟導覽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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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三日門票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