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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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湖南張家界

休閒觀光、風土民情、交通建設及農業環保等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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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奕蓁    副主席      0953-82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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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佩馨    代表        0976-160391 

盧進義    秘 書       0972-967852 

謝貴花    組 員       0916-878415 

出國類別：考察▓1.交通建設▓ 2.風土民情 ▓3.農業環保 

▓4.休閒觀光□5.其他___ 

出國期間：自 107年 03月 16日至 107年 03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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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地區：大陸湖南省 

報告日期：107年 6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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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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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辦理此次出國考察活動，前往大陸湖南省

考察觀光、農產、文化、交通、商城市集等建設發展，以做為本

區未來推展區政建設之參考。 

三、本次考察主要地方大陸湖南荊州、常德、武漢、岳陽、等文化及

交通等眾多領域的樞紐中心，各項建設技術及發展，佔大陸湖南

地區之重要首位，本次考察活動行程特別安排常德詩牆、張家界

國家自然森林公園(天子山、袁家界、楊家界)等關交通、文化、

農產及觀光娛樂休閒行銷之建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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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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03月 16日至 107

年 03月 23日 

 

副主席 陳奕蓁  
107年 03月 16日至 107

年 03月 23日 

 

代表 田新忠 
 107年 03月 16日至 107

年 03月 23日 

 

代表 江魯金雲 
 107年 03月 16日至 107

年 03月 23日 

 

代表 蔡梁玉英 
 107年 03月 16日至 107

年 03月 23日 

 

代表 魏光保 
 107年 03月 16日至 107

年 03月 23日 

 

代表 孫佩馨 
 107年 03月 16日至 107

年 03月 23日 

 

秘書 盧進義 
 107年 03月 16日至 107

年 03月 23日 

 

組員 謝貴花 
 107年 03月 16日至 107

年 03月 23日 

 

合 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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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家界風景線廣義的包括四個風景區：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天
子山、索溪峪、楊家界。這四大風景區方圓共 369 平方公里、擁
有 300多個景點。幅員之遼闊、旅遊路線之眾多，實令人嘆為觀
止！張家界位於湖南省西北部。這裏氣候溫和，雨量豐沛，不僅
造就了森林公園的產生張家界大峽谷也包含世界最長玻璃橋面人
行橋、世界最高彈跳 台、世界吊索面最大張開量、世界最高/跨
幅比等，被美國 CNN評為世界十一座近代最偉大橋梁之一，國內
外專家皆稱「大峽 

    谷玻璃橋」是世界橋梁建築史上的奇蹟。 
    鳳凰古城，位於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西南部，因背依

的青山酷似一隻展翅欲飛的鳳凰而得名，是一個以苗族、土家族
為主 的少數民族聚集地。古城風景秀麗、歷史悠久名勝古跡甚
多，也適合遊客的觀光旅遊。 

      

本區因每年有數以萬計紫斑蝶南下越冬棲息生態環境、溫泉自

然資源及與各景點特色吊橋設置、具歷史文化之萬山岩雕遺

址、紅藜、黑米農特產品及自然風景等觀光資源，須賴本會代

表為本區之各項建設共同推動歷史文化古蹟、休閒觀光和產業

的推展，以提升本地建設、發展觀光事業，為增進各代表國際

視野，藉吸收國外新知與文化，增進代表知識技能等業務實際

需要，本(107)年度辦理此次出國考察活動，前往大陸張家界等

國家森林地考察休閒觀光、交通建設、農業環保及歷史文化古

蹟維護，俾助爾後提案建議推展區政各項建設。 

貳、 考察過程： 

本會主席、代表等 9人，自民國 107年 03月 16日起至 107年
03月 23日止計 8天，前往大陸湖南長沙、武漢、常德、岳陽、
張家界等地，其考察過程如下： 

一、 第一天(03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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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小港機場-大陸湖北武漢天河機場 

二、 第二天(03月 17日) 

荊州博物館位於中國湖北省荊州市荊州區，是一座綜合性地

誌博物館，2008年被國家文物局評為「國家一級博物館」。

荊州博物館始建於 1958年，占地面積 5萬餘平方米，建築面

積達 2.3萬平方米，現有館藏文物 13萬餘件，絕大多數是考

古發掘的出土文物，少數為傳世文物和革命文物，其中國家

一級文物 553件 

常德詩牆 

       國家投資一億零八百萬元，以 2.92公里長的防洪牆為載體，

修建一 座旨在弘揚中華傳統文化，薈萃了中國當代名家詩

詞、書法、美術精品鐫刻於一牆，被稱為世界最長的詩、

書、畫、刻藝術牆，獲“金氏世界紀錄最長的詩書畫刻藝術

牆。 
       

 柳葉湖 

       因湖的形狀像柳葉而得名，白鶴山、花山、太陽山環繞湖北

部。其中白鶴山很早以前就是白鶴棲息的寶地，每年 5月-10

月，成千萬只白鶴與白鷺在藍天碧水間翩翩起舞，為柳葉湖

增加了奇麗的色彩。 
  

三、 第三天(3月 18日) 

天門山 

是張家界永定區海拔最高的山，因自然奇觀天門洞而得名。古

稱嵩梁山，又名雲夢山、方壺山，是張家界最早載入史冊的名

山，主峰 1518.6米，1992年 7月被批准為國家森林公園。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C%97%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86%E5%B7%9E%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86%E5%B7%9E%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4%B8%80%E7%BA%A7%E5%8D%9A%E7%89%A9%E9%A6%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4%B8%80%E7%BA%A7%E6%96%87%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4%B8%80%E7%BA%A7%E6%96%87%E7%89%A9
http://www.lvmama.com/place/10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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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門洞 

地方史志曾記載：”玄古之時，有土人見霞光自雲夢出，紫

氣騰繞，盈於洞開，溢於天合，以為祥瑞，肅而伏地以拜

之”。自古以來，奇幻美麗的”天門吐霧”、”天門靈

光”，被認為是天界祥瑞之象，名聞遐邇。 

鬼谷棧道 

位於覓仙奇境景區,因懸於鬼穀洞上側的峭壁沿線而得名.棧

道全長 1600 米,平均海拔為 1400米,起點是倚虹關,終點到小

天門.與其他棧道不同的是,鬼穀棧道全線既不在懸崖之巔,也

不在懸崖之側,而是全線都立於萬丈懸崖的中間,給人以與懸

崖共起伏同屈伸的感覺。 

四、 第四天(3月 19日) 

十里畫廊 

       十里畫廊不是人工繪成的畫廊，而是峽谷兩旁的巒峰錯落有
致，並且隨著天氣和光線變化，呈現如詩如畫的景緻而得
名，看起來真似國畫長廊。 

      
       水繞四門 

       地處武陵源中心，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的東大門、索溪峪自

然保護區的西大門。金鞭溪、索溪、鴛鴦溪、龍尾溪四條溪

流在這塊不足200平方米的山谷盆地裏盤繞匯流。四周峰岩 

       奇秀，溪流潺潺，竹茂樹森，花香鳥語，奇峰石壁間一個芳

草萋萋的綠洲，幾條山溪切割出東南西北四道山門，人稱水

繞四門。 

 

黃龍洞(含遊船) 

 

全洞長約12公里，共四層，有旱洞和水洞，分為兩宮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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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九 十 六廊。在這座“龍宮地府”中，有著不計其數

的鐘乳石、石筍、石瀑，尤其令人稱奇的是，叩擊洞中

石琴山上的鐘乳石，它便能發出動聽的絲竹管弦之音。

此外，洞內還有11公里的暗洞和高達50米的瀑布，是其

他溶洞內少見的。 

五、 第五天(3月 20日) 

天子山 

原名青岩山，因古代土家族領袖向大坤率領當地農民起義自

稱“天子”而得名，武陵源的四大景區之一。它東起天子

閣，西至將軍岩，南接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綿延盤繞近四

十公里，總面積5400餘公頃 

百龍電梯 

以"世界上最高的全暴露觀光電梯,世界上最快的雙層觀

光電梯,世界上載重量最大、速度最快的觀光電梯“三項

桂冠獨步世界，總造價1.2億，電梯工程氣勢宏大，垂直

高差335米，營運高度326米。每台一次載客47人，營運

速度3米/秒，三台同時營運每小時往返運量達3000人

次。 

天下第一橋 

為一天然石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將一塊厚約5米的天然石

板，橫空“架”在兩座山峰之上，把東西兩峰連接。橋高350

米，張家界最高的石橋。高度、跨度和驚險均爲天下罕見。 

     賀龍公園 
     為紀念賀龍元帥誕辰 90 周年而興建，屹立在“雲青岩 

上，賀龍元帥“兩把菜刀鬧革命，南昌起義，二萬五千
裡長征，抗日戰爭，功績文化大革命，歷經滄桑。公園
內還有當年他戰鬥過的部隊所贈的坦克與戰機實物。 

六、 第六天(3月 21日) 

張家界大峽谷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D%92%E5%B2%A9%E5%B1%B1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D%A6%E9%99%B5%E6%BA%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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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經四年打造、多次延期開放，經專家確認安全無虞後，讓我
們一覽大峽谷的壯闊，以及走過橋上的震撼！玻璃橋還創造了
多項世界之最，包含世界最長玻璃橋面人行橋、世界最高彈跳
台、世界吊索面最大張開量、世界最高/跨幅比等，被美國
CNN評為世界十一座近代最偉大橋梁之一，國內外專家皆 

      稱「大峽谷玻璃橋」是世界橋梁建築史上的奇蹟。 

七、 第七天(3月 22日) 

岳陽樓 

岳陽樓是一座位於中國湖南省岳陽市古城西門之上的古城

樓，下臨洞庭，前望君山，北倚長江，主要因范仲淹《岳陽

樓記》而聞名，有「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的盛譽。岳

陽樓始建於公元 220年前後，其前身相傳為三國時期東吳大

將魯肅的「閱軍樓」，西晉南北朝時稱「巴陵城樓」，中唐

始稱「岳陽樓」。岳陽樓是江南三大名樓中唯一的一座保持

原貌的古建築。1988年 1月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2001 年被評定為國家 5A級景區。
 

洞庭湖 

洞庭湖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南省北部，長江荊江河段以

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大湖，僅次於青海湖、鄱陽湖，

也是中國第二大淡水湖，和中國五大淡水湖之一，面積 3,968

平方公里（1998年）。洞庭湖南納湘、資、沅、澧四水匯

入，北與長江相連，通過松滋、太平、藕池，調弦（1958年

已封堵）「四口」吞納長江洪水，湖水由東面的城陵磯附近

注入長江。 

楚河漢街 

漢街是楚河南岸一條 1.5公里長的步行街。總面積為 21萬平

方米。漢街兩旁有 200多個商店、餐廳、文化休閒場所等。

建成時是中國最長的步行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2%B3%E9%98%B3%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6%A5%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6%A5%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9E%E5%BA%AD%E6%B9%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9B%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C%83%E4%BB%B2%E6%B7%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2%B3%E9%98%B3%E6%A5%BC%E8%AE%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2%B3%E9%98%B3%E6%A5%BC%E8%AE%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2%81%E8%82%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5A%E7%BA%A7%E6%99%AF%E5%8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5%8D%97%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86%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6%B5%B7%E6%B9%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4%B1%E9%99%BD%E6%B9%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A1%E6%B0%B4%E6%B9%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4%BA%94%E5%A4%A7%E6%B7%A1%E6%B0%B4%E6%B9%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8%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84%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85%E6%B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E%A7%E6%B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7%95%E6%B1%A0%E9%95%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0%83%E5%85%B3%E9%95%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AA%E6%B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9%99%B5%E7%9F%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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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第八天(3月 23日) 

東湖廳濤景區 

走進東湖的黃鸝灣大門，便是聽濤區。這裏沿湖有垂柳、荷

池，周圍岡巒起伏，岸邊泊有許多遊艇，景物頗動人。聽濤

區的風景和紀念建築，主要有行吟閣、霧抱亭、澤畔客舍、

長天樓、九女墩紀念碑、湖光閣等。行吟閣是爲紀念愛國詩

人屈原而建，聳立於荷風、落羽兩橋之間的湖島上。閣高三

層，綠瓦圓柱，精巧壯麗，具有民族風格，東湖盛産多種淡

水魚，其中以武昌魚最爲名貴。 

叁、心得及建議： 

就歷史文化方面 

「張家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南省的省轄地級市，舊

稱大庸，位於湖南 西北部，澧水中上游，屬武陵山脈腹

地。為中國大陸最重要的旅遊  城市之一。1982 年 9

月，張家界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1988 年

8 月，武陵源被列入國家第二批 40 處重點風景名勝區之

內；1992 年，由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索溪峪風景區、

天子山風景區三大景區構成的武陵源自然風景區被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 

岳陽樓是江南三大名樓中唯一的一座保持原貌的古建築。1988

年 1月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被評

定為國家 5A級景區。 

反觀本區舊部落、新社區建構的石板屋、萬山岩雕等都是

珍貴的歷史文化古蹟，萬山岩雕群遺址，是台灣首次發現的將

這個傳說故事的內容，結合到目前與岩雕相關的研究成果，可

進一步帶領我們探索與萬山岩雕相關的 (排灣族、魯凱族為

主)與其他人群的互動關係，建議我們應該投注更多的資源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5A%E7%BA%A7%E6%99%AF%E5%8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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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保存維護與改善的計畫岩雕藝術，不僅有傳承與發揚文化的

意義，相對也可以帶動本區觀光的發展。 

就產業、民俗風情方面 

張家界在民俗風情特以「煙雨張家界秀」、「天門狐仙

秀]「魅力湘西秀」一段流芳千苦的愛情故 事；一曲煙

雨夢幻的山寨歡歌；一次立體藝術與舞臺技術的完美結

合；在世界唯一的生態劇場哈利路亞音樂廳傾情演繹。

以唯美的歌舞畫面，利用現代聲、光、電科技手段，以

及觀眾區的四周投出與舞臺視頻完美融合的影像，讓人

產生出身臨其境的效果，向世人展示出了魅力、夢幻的

張家界風情，可見其對於當地的民俗風情及產業加以發

揚與維護保存，藉此以帶動觀光事業行銷。 

          目前本區茂林、萬山及多納等三個里，有茂林紫斑蝶，(本

區國家風景區當地越冬型紫斑蝶，不僅是台灣獨有的國寶級生

態，更是全世界少見的生態奇蹟)、萬山岩雕、多納黑米等各

別獨具特色的產業，近期高雄市茂林區公所培訓所組成「茂林

蝶舞文化藝術團」「舞動茂林計畫」，其中的舞碼含蓋了茂林特

有文化(黑米、祈雨及紫斑蝶)，讓培訓期間學習到的傳統歌

舞、祭典民俗文化結合表演藝術呈現於舞台，落實原住民傳統 

      歌舞教育，更重要的是，這次的歌舞藝術培訓深具特色，對外

透過成果發表活動，連結傳媒，將茂林等各別獨具特色的產業

文化往外推，團員們有著發揚茂林特有文化(黑米、祈雨及紫

斑蝶) 的使命，期望更多人感受茂林特有傳統文化之美。尋回

並發揚原住民族魯凱茂林文化。本區為茂林國家風景區之一，

未來三個里的溫泉還會陸續開發，所以應如何將本區觀光、民

俗風情方面、產業更能成功的行銷與之結合，本區代表與行政

部門應共同集思廣益如何將原屬於本地的特色元素，即深度的

文化透過行銷的介紹，讓遊客更能留下深刻的更佳印象。 

             一覽無遺的風光美景，經過大自然的洗禮讓人為之嘆!反

觀之茂林區隨命名為風景區但實際上軟硬體建設仍須多加快腳

步，盡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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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每處景點可發現，景區內都有屬於自己的特色當地的 

      民俗風情，在出入口處都設置大型裝置藝術或綠美化公園，讓

人印象深刻。 

 
就道路交通、休閒觀光方面 
        

          本次活動的觀光景點搭乘四種不同的賞景交通工具， 因

張家界國家森林風景區天門山海拔較高，天門山索道才能飽覽

觀光設施，其索道全長 7455米，落差 1279，號稱世界最長高

山客運纜車。其中一段仰角高達 38，十分驚險有為陡峭山

坡、要上袁家界，須乘坐百龍電梯，此電梯係世界最高室外雙

層觀光電梯，高達 326公尺，梯底起算 172公尺以上屬露天，

以下屬岩層豎井，全程 1分 58秒，速度及載重量亦屬世界之 

最。乘坐其中，感覺如一箭沖天，窗外群峰翠林，盡收眼前。

且世上絕無僅有的穿山電扶梯。與環保車，本會代表考察其中

有兩天行程安排武陵園風景區進入，須乘坐環保接駁車(小巴

士公車)方能駛入十里畫廊，此區全面禁止私家車進入風景

區，每處景點交通規劃的動線接駁流暢是值得我們學習仿效之

處。張家界玻璃橋走過橋上的震撼！玻璃橋還創造了 多項世

界之最，包含世界最長玻璃橋面行橋，站在橋上可一覽無遺橋

下壯觀的大峽谷風情，吸引成千上萬觀光客到此一遊，更帶進

觀光盛景。 

          鄰近屏東縣瑪家鄉他們近期開放「山川琉璃吊橋」是連結

三地門鄉三地村與瑪家鄉北葉村的吊橋，這座吊橋不僅僅為往

來交通，也展現當地原住民文化與歷史，琉璃珠的意象裝置人

故事。亦吸引了許多遊客成功帶動當地的觀光與產業活絡的行

銷。 

一、本區於各景點有為要連結建置許多的橋，橋下風景或周邊景點並

不亞於鄰近縣市瑪家鄉，若本區代表借鏡鄰近「山川琉璃吊橋

或張家界「玻璃橋」巧思特色，運用於本區各景點所建置的

橋，注入文話傳說故事裝置或於橋中設置安全強化玻璃，可飽

覽橋下峽谷風景，亦不失為促進 提升本區觀光篷勃發展主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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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特色元素，本區景點有茂 林谷、美雅谷、龍頭山、老鷹峽

谷、多納石板屋、多納溫泉、紅塵峽谷等，每次遇有連續假

期，就會看到許多大型遊覽車或休旅汽機車橫行在各景點致引

起塞車景況，為改善提振本區觀光事業、農特產銷班運輸，應

於各景點處詳細規劃大巴士遊纜車、汽、機車停車區於本區其

使交通便捷順暢，大型遊覽車無法駛進之景點，或自由行的遊

客交通接駁不便，是否也可仿效環保電瓶車(接駁車)，車上由 

本區專業導覽解說人員介紹本區各景點，如此而來應可 1遊客

對於本區各景點的特色、故事等有更深一層認識與了解。2改

善本區交通甕塞之亂像，可由本區代表提案至 行政部門研擬提

報計畫相關上級單位爭取經費。3 本區茂 林谷瀑布景點位置海

拔較高，所以有規劃步棧道，往返須 近一小時路程，對於想享

受瀑步芬多精洗禮，綠林群山河溪、自然生態美景，卻苦不良

於行遊客，可擷取仿效興建跨山纜車，提供民眾欣賞本地最真

實、最便捷的景觀交通工具，並可帶動觀光產業的蓬勃發展，

吸引更多的遊客前來。 

 二、此行國外考察所形之處，眼見各景點自然柳疏花木妝點在其

間，而且以系列花色、樹木大批種植，所謂數大便是美，一眼

望去美景療癒景 色盡收眼底，反觀本區自然景觀為樹木眾多成

綠化有餘，倘若經本區代表提案致公所提報計畫，經由相關單

位補助經費，於各景點種植了多彩花木妝點，或規劃特區種植

成花博或花海，應可為本區景點注入多彩元素，更吸引遊客前

來，也能提振本區觀光景點。 

三、此行張家界各景點攤販所販賣物品依種類、特質、屬性而分野無

凌亂的感覺，於景點垃圾桶設計造型融合當地特色，頗有巧

思，設計不僅美觀令人印象更深刻。                                                                                                  

         反觀本區各景點垃圾桶，是一般鋁製資源收桶的未加以設

計，倘若於各里各景點所設置之垃圾桶、裝置藝術或景點路標

指示牌等以各里代表性茂林里紫斑蝶、萬山理岩雕、多納里黑

米 logo，加以規劃設計凸顯提升在地色，應會讓遊客旅人留下

更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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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區合法的餐廳或民宿，在適法上亦有爭議，應由本區行政部

門(公所等)積極開辦授課研習取得證照或營業使用執照取適法

性減少爭議糾紛情事發生；又住宿設施規模及品質應隨時注意

衛生保持乾淨，設備更新使其遊客體驗不同住宿但更有品質。 

 五、本區應設立農特產品銷售中心以利遊客聚集。 

 六、本區應透過商品包裝，(涵蓋交通接駁、導覽解說、diy活動、

賞蝶、用餐住宿及景點參觀等)以行銷本區觀光。  

         本區在莫拉克風災中受到重創，災區意象揮不去，區內溫

泉資源淹沒，嚴重影響觀光產業發展，但其他觀光資源如越冬

型紫斑蝶生態、龍頭山、頭山、曲流地形及多納高吊橋三里特

色文化等仍具有高度觀光魅力我們應隨著本區目前聯外交通已

修復完成。 

         對於觀光客的湧入，如何的接待，改善服務品質以系統觀

光產業經營管理，已提供本區投入觀光發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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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察活動照片 

     街景人行道花木美化    街景人行道花木美化 

  

      街景人行道花木美化     荊州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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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天門山即鬼古棧道整裝待發 即便濕冷天氣，仍要考察鬼
古棧道偉大建設 

 

 

 

 

 

 

 

 

 

 

 

天門山要乘穿山自動扶梯 天門山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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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畫廊 岳陽樓歷史古蹟維護 

  

天門山要乘穿山自動扶梯 岳陽樓歷史古蹟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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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陽樓歷史古蹟維護 岳陽樓歷史古蹟維護 

  

岳陽樓歷史古蹟維護 岳陽樓歷史古蹟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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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區小吃市集 垃圾桶 

  

十里畫廊接駁小火車 十里畫廊接駁小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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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河健康廣場  

本區內有多處的木棧道及休憩區，猶如龍頭山休憩亭綠茵環繞，綿延至小長城及多納

高吊橋，現提倡健康觀念提升，此景點可增設健康標示及沿途路樹溫馨告示牌，提供

區民及遊客學習及休憩之處，一舉多得。 

  

茂林區十大風華美景，可參考此景點設計規劃，壯麗的山景映入眼簾一目了然 

  

聞名世界的玻璃橋出入口均設置人口管制，須經過三個路線才能入內參觀。 

區內多納高吊橋未來考量景點收費，須考量吊橋承載人數及參觀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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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景點的票根設計實而華麗，充分的展現景區內的風華美景，多樣性的設計可讓人

收藏也可做為明信片。然而區內未來票根內容亦可充分展現景點簡介、附近景點特

色、及路線規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