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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序 1 實習主題

簡介
1.實習規劃︾執行說明與任務分配
2.海洋休閒規劃與資源調查方法
3.日誌記錄方式

工作日誌：

（一）實習規劃

（1）4月2日：屏東大鵬灣、墾丁
（2）4月3日：台南安平港、台江濕地

（3）4月4日：台中高美濕地
（4）4月16日：東北角漁港

（5）4月17日：龜山島、蘭陽博物館

（二）任務分配與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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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休閒規劃與資源調查方法

（1）課前準備資料

（a）土地使用現況分析：都市計劃分區

（b）交通動線分析：國道、省道、縣道、鄉道、運具、使用狀況

（c）基本環境資源：人文（歴史、人口背景變項）、自然（地理、氣候）

（d）景觀遊憩資源

（四）日誌記錄方式

相片、畫冊、訪談記錄、隨身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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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序 2 實習主題
實務見習�一�
1.海洋休閒資源調查分析
2.案例分析

工作日誌：

（一）海洋休閒實務資源調查分析

（1）大鵬灣：生態資源調查、遊憩資源調查、休閒產業調查、遊憩活動調查

（2）南灣：遊憩活動調查：（a）水上、（b）陸上；景觀資源調查：（10大私

密景點...）

（3）春吶：遊憩活動調查

（4）台南：林默娘紀念公園、安平古堡、安平漁港、延平老街、台江國家公園

﹣四草濕地。

（5）高美濕地：歴史演進、人文聚落、宗教信仰、地理位置、地形、管制事項

（法令規定）

（6）清水：清水歴史、港區藝術中心

工作分配：

組別／調查內容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大鵬灣、墾丁 自然資源 遊憩資源 社會人文

台南安平、台江 社會人文 自然資源 遊憩資源

高美濕地 遊憩資源 社會人文 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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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序 3 實習主題

實務見習�二�
1.海洋休閒遊憩區中高度開發案例資源調
查分析�墾丁地區︾ 台南安平港�
2.海洋休閒遊憩區低度開發案例資源調查
分析 (台江濕地)
3.海洋休閒生態保育案例資源調查與分析
(台中高美濕地)
4.研擬海洋休閒遊憩規劃案1

工作日誌：
（一）4月2日：大鵬灣、墾丁

（1）大鵬灣國家風景區

（a）遊客服務中心

施工中的大鵬灣國際休閒特區，為政府BOT案，預計打造1座國際賽車場、國際
觀光旅館、輕航機飛行俱樂部、遊艇碼頭、高爾夫球場等，將蛻變成一處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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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觀光水準的休閒區域。

遊客服務中心內現
階段除提供週邊旅
遊資訊外，亦有一
間可容納約100人的
播放室，可做為相
關研習、會議、導
覽解說之場所。

（b）仁鵬海洋親水牧場

園區內場地寬敝動線分明，導覽解說人員訓練有素且配備齊全，遊灣船艇新
穎，安全設備齊全、導覽人員口條分明但導覽內容不夠充實，僅就大鵬灣的地
理位置、源由、蚵殼島、東港特產做簡單介紹。園區內擁有相關豐富的自然景
觀資源﹣台灣最南端的紅樹林，但卻無深入導覽及解說，實為可惜。

（c）鵬灣跨海大橋

2011年3月28日啟用，為全台首座開啟式觀景橋，未來在灣區內的遊艇碼頭完工
後，可配合帆船進口開啟，對於舉辦相關海洋休閒活動有相當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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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蚵殼島

蚵殼島是大鵬灣
的蚵民30幾年來
日積月累採收蚵
仔後，利用廢棄
之蚵殼堆積而
成。這座島嶼在
漲潮時會隱沒在
水中，而退潮時
的面積則可擴張
到7,150平方公
尺。遊客可搭乘
船艇至島上一覽
灣岸風光及品嚐
各式新鮮蚵仔料
理。

（2）墾丁：白砂灣、後壁湖、南灣、鵝鑾鼻

資料來源：http://www.dbnsa.gov.tw/user/Article.aspx?Lang=1&SNo=04002184

（a）白砂灣

墾丁白砂灣為電影「海角七號」之場
景，雖不及南灣之地利之便及熱間程
度，但人潮亦不少，周邊有販售戲水用
具並提供停車空間及露營地。
民眾於此處從事戲水相關活動包括香蕉
船、水上摩托車、日光浴、沙雕、沙灘
球類等活動，但現場除商家提供器材租
借之外，並無看到相關水上救生單位進
駐，對於民眾戲水之安全無任何保障。
現場無設置垃圾桶，亦無人管理，避免
不了的將造成環境污染之相關問題。

（b）後壁湖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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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警示標誌的設立現環境整體之景觀視域並無整體考量，容易造成視覺上之

衝突。在地現有建築（例如廟宇）適當保留，但與新設建築之間並無相互融合
之考量，且建築空間之規劃與規模、預算之間的考量亦不夠周詳，容易導致預
算浪費或空間閒置之問題產生。漁港給外界的既有印象（例如髒亂、腥臭味
等），如何避免？

（c）南灣（墾丁大街）
左圖：台26線（雜亂的墾丁大街）；右圖：完善規劃的大灣路

適逢春節連續假期及熱鬧的海洋音樂活動，墾丁處處人滿為患，實施交通管制
與人車分流，並隨時有交通警察巡邏管制，不致造成太大之問題，但墾丁對外
之主要聯絡道路僅台26線，應考慮提出替代道路或相關交通管制辦法，例如高
乘載、閘道儀控放行等管制措施。停車空間不足，車輛只好沿路停放，造成道
路縮減影響交通流暢。整條大街無設置任何垃圾集中處所，造成環境髒亂，直
至隔天早上亦無清潔人員協助清理，嚴重造成環境及景觀視域之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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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鵝鑾鼻

春天吶喊適時與電影廣告結合，免費提供活動現場與墾丁大街之來回接駁服
務。停車與遊客之動線規劃不夠完善，現場指標不明顯，且動線上光線不足，
容易造成遊客行走時之意外傷害。利用現場地勢規劃了七個舞台，或許舞台和
舞台之間會相互干擾，但靠低漥的地勢和周邊樹林阻隔了現場的噪音，不會影
響到附近居民。主辦單位提供給當地的回饋條件與周邊居民之認知有落差，造
成事後之爭議與不愉快之衝突。活動現場設置許多垃圾集中處，每日活動後亦
有清潔人員立即整理並集中管理，所以隔天早上雖仍有看到少部份垃圾，但不
致影響整體環境之整潔。

（二）4月3日台南安平港、安平老街、安平古堡、台江溼地
（1）安平漁港

安平漁港以漁貨買賣為主，所以整體環境規劃沒有遊憩功能的考量。若未來考
慮轉型觀光漁港，包括週邊停車、動線（現有漁貨交易與觀光客之衝突）、服
務中心、商品販售、主題...等問題都必需考量其中。	 而一旁的林默娘公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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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敝空曠，但無充分之樹蔭遮蔽。休憩座位不足，且多設置於道路與步道周
邊，河道周邊完全無設置座位，故無法提供休憩民眾合適之視域景觀座位。

（2）安平老街、安平古堡

老街所提供的當地美食非常豐富，隨處可見可能是不起眼的商家、廟宇，但卻
是超過百年歴史的古蹟，若能結合在地深入導覽，不論是歴史、建築、風俗民
情、文化等都是很豐富的學習之旅。安平古堡入口處動線規劃不當，入口廣場
提供機車停車，容易造成人員與車輛進出之衝突。古蹟維護與修復考量材料之
選擇與時空背景之融合性，但新設置的欄杆扶手雖提供民眾行的安全，卻對古
蹟本身造成破壞及整體環境之衝擊。

（3）台江國家公園﹣四草濕地

台江國家公園位於台南青山
漁港至鹽水溪之間，全區南
北長約20.7公里，總面積
39,310公頃。四草濕地與曾
文溪口濕地、七股鹽田濕
地、鹽水溪口濕地皆位於台
江國家公園內，擁有充沛的
自然環境資源，但未盡完善
的規劃，包括船支安全、救
生設備、服務人員素質等，
都不及仁鵬海洋親水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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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台江國家公園四草濕地內所孕含的鳥類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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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月4日高美溼地
豐富的自然環境資源加上吳老師詳盡的導覽解說，但缺乏主管機關的有效管

理，空有警示標誌，卻任由遊客自負行為責任，對環境將造成不可避免的破
壞。無設置遊客中心或管理中心，故無法提供任何旅遊、自然環境資源、人文

等資訊。地域空曠，卻無充分的休憩設施。

圖：高美濕地內與自然景觀產生強烈對比的風力發電機組

圖：高美濕地內的鳥類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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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在接受一學期課堂理論基礎知識後，開始著手規劃實務實習課程。從場勘地點

的決定、行程的安排、交通、住宿，完全由同學們一手包辦，老師及助教僅站

在指導協助的立場給予適時的意見，讓同學們在經驗不足的初次實習下，有更

完善的安排。

第一天零晨大夥抱著濃濃的睡意集合、出發，經過5個多小時的車程到達第一個

場勘地點﹣大鵬灣國家風景區，一下車後馬上把舟車勞頓的辛苦拋至腦後，拍

照的、找資料的、訪談的、做記錄的...深怕漏掉什麼細節，無法學以致用呈現

最完美的成果報告。風景區內佔地廣大，雖然無法一步一腳印在一次的實習中

就把足跡踏遍每一個角落，但靠著行前的資料搜集也彌補了時間不足的缺憾。

接著到台灣的最南端﹣墾丁，又是完全不一樣的風貌。本次行程安排在春假連

續假期中，也是墾丁一年一度的音樂季，似乎所有熱愛音樂的朋友都來到墾丁

似的，處處可見人潮，也讓我們看見了裁然不同的遊憩風貌！

第二天的台南與第三天的高美濕地，也是完全不同的遊憩生態，雖然行程非常

緊湊，但也讓我們在寶貴的時間內對台灣的水域、海洋休閒遊憩場域有一個粗

略的認識，幫助我們在課堂所學之餘也能融入現實生活環境之中，且在經過小

組相互討論之後，能碰出新的火花與想法，讓海洋休閒場域或活動有更完善的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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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序 4 實習主題

實務見習�三�
1.漁港資源調查與轉型遊憩港之可行性分
析 (東北角漁港)
2.小島型生態休閒遊憩資源調查與管理機
制 (龜山島)
3.海洋休閒遊憩展示館見習(蘭陽博物館)
4.研擬海洋休閒遊憩規劃案2

工作日誌：
（一）4月16日：碧砂漁港、南雅漁港、鼻頭、大溪漁港、南方澳

資料來源：http://www.necoast-nsa.gov.tw/user/Main.aspx

（1）碧砂漁港

碧砂漁港為基隆新興的漁港，是著名的觀光漁市，兩棟長形的建築物，分
別是「漁市場」和「飲食街」。漁市場內更有許多生鮮海產店供應各式生
鮮漁產，飲食街如同廟口小吃整齊的規劃，遊客可在海產店內點菜，也可
選購海產交給店家代為烹調料理，碧砂漁港是目前政府極力發展海上觀光
業的港口，未來會以休閒觀光為主要發展方向，遊客到了這裡除了可品嚐
各色各樣現撈的漁獲之外，亦可搭乘觀光遊艇，一覽基隆的海上風光。
（資料來源：http://okgo.tw/buty/004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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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雅漁港

南雅，是東北角海岸

風景區北面的入口，

從這裡開始，沒有林

立的煙囪、沒有高樓

大廈，環繞在你四周

的只有高低起伏的山

嶺、浩瀚廣闊的大

海，以及山水交接所

形成、景色奇特的海蝕地形，還有恬靜的漁村與古樸的小鎮。南雅以景觀

特殊的奇岩著稱，如果把車開得太快，很容易會錯過這個美麗的地方，因

為這裡沒有站牌，提供你認識的標幟是：當你在濱海公路路邊，看到一塊

由歲月雕刻成狀似霜淇淋的岩石時，就要準備停下車來，悠遊這個風中奇

岩的故鄉了。北口標誌區附近以自然景觀為主要觀賞的特色，東北角暨宜

蘭海岸風景區管理處在沿線設有入口標示牌、停車場及南雅山步道的解說

牌，遊客可在完善的設施下，盡情地享受大自然的饗宴。（資料來源：

http://www.necoast-nsa.gov.tw/user/article.aspx?

Lang=1&SNo=03000021）

（3）鼻頭

鼻頭角在海域地理上

極為重要，鼻頭以北

的海域屬東海，以南

屬太平洋。鼻頭角與

台灣本島最東的三貂

角（貢寮區）和最北

的富貴角（石門

鄉），合稱「北台灣

三角」。鼻頭角因突

岬方位，使海水因潮汐的流勢，在鼻頭角燈塔下的海面形成一處俗稱「捲

螺水」的大漩渦，以順時鐘方向旋轉，大潮大旋，小潮小旋，甚為壯觀。

17

http://www.necoast-nsa.gov.tw/user/article.aspx?Lang=1&SNo=03000021
http://www.necoast-nsa.gov.tw/user/article.aspx?Lang=1&SNo=03000021
http://www.necoast-nsa.gov.tw/user/article.aspx?Lang=1&SNo=03000021
http://www.necoast-nsa.gov.tw/user/article.aspx?Lang=1&SNo=03000021


（4）大溪漁港

漁獲是宜蘭境內

重要天然資源之

一，近年來由於

船釣和賞鯨活動

的興盛，沿海的

漁港也陸續擴建

具觀光性之漁

港，成為許多遊

客到東北角海岸

休閒之餘，購買

新鮮魚貨的好去

處，大溪漁港就是其中之一，熱絡的魚貨拍賣是大溪漁港迷人的景緻，通

常在每日的午后三點過後，港區中就可見一艘艘進港的漁船和一群群的人

潮。坐落在此區的蜜月灣則是踏沙逐浪最浪漫的海濱。

（5）南方澳

南方澳是東台灣最大的陸連島，與蘇澳港相通，地勢天成。外海的黑潮行

經之處洄游魚類豐富，形成漁場。南方澳地區海岸地形景觀，主要為海

岬、海岸岩礁、海蝕崖、海蝕洞、陸連島、海灣與沙灘。南方澳附近海岸

屬於侵蝕型海岸，原本不會出現沙洲的海岸地形，但沙洲的前方有一個小

島，形成屏蔽的效果，後方風浪不及之處堆積了大量的漂沙，形成連島沙

洲。小島後方的沙洲將小島與陸地連接，形成陸連島，從山邊望去陸連島

是一列小丘橫臥海上，海拔高度不到100公尺，在地形上有明顯的鞍部，

尤其是右側三丘，宛如筆架，所以當地人稱之為「筆架山」。（資料來

源：http://www.necoast-nsa.gov.tw/user/Article.aspx?

Lang=1&SNo=03001870）

（二）4月17日：烏石港、龜山島

（1）烏石港、蘭陽博物館

蘭陽博物館於2000年經行政院核定興建，2010年10月正式營運。該館扮

演宜蘭人文旅遊的窗口、自然與文史研究的中心，展現當地生態、環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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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多樣性，透過辦理保

存、典藏、研究、展示及推

廣教育等工作，同時結合頭

城老街、東北角風景區等，

形成一個風格獨特的海洋生

活文化園區，再現烏石港過

去的「石港春帆」風華。

蘭陽博物館園區面積10.9公

頃、主體建築面積7,681平

方公尺、總樓地板面12,472

平方公尺、建築物高度

31.15公尺。博物館的外觀

採單面山造型的斜屋頂建

築，由許多個90度、70度

與20度角的三角形構成，

大跨距的鋼構椼架支撐樓

版，展場空間得以自由延

伸。館舍內部規劃總樓地板面積約三千坪，包含展示中心（常設展、特展

空間、展示準備區）、教育資源中心（教育推廣、兒童探索中心、典藏維

護、多功能會議中心、研習區、行政區等）、與蘭陽市集（賣店、餐廳）

等，展示區分佈於一至四樓，將分別以特展區、海之層、平原層、山之層

和兒童廳的方式呈現蘭陽的自然與人文風貌。園區內原有的烏石港遺址將

保留濕地生態，作為環境教育的場所，靠近烏石港遊客中心的地方將展示

早期宜蘭拓墾時期主要的海上運輸工具戎客船，並且有生態小屋、賞鳥屋

與石港春帆的解說等。

基於「生態博物館」的概念，蘭陽博物館一方面將致力於宜蘭縣內自然與

人文資產之蒐藏、研究、展示與教育工作，鼓勵現地保存，並且和分佈於

宜蘭縣境內的蘭陽各博物事業場館，共同致力於人民生活現場的歷史及社

會保存運動，同時策劃各種聯合展示與推廣教育活動，展現宜蘭縣歷史與

文化之多樣性，激發民眾對地方之關懷，帶動社區的活力與地方文化發展

的新契機。（資料來源：http://www.necoast-nsa.gov.tw/user/

Article.aspx?Lang=1&SNo=040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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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龜山島

龜山島又名

龜山嶼，位

於宜蘭縣頭

城鎮海岸以

東約10公里

處，是孤懸

於海中之火

山島嶼，因

其形似浮龜

而得名，全

島東西長3.3公里，南北長1.7公里，面積只有2.85平方公里，海岸線長約

10公里。島上巉崖峭壁，溫泉湧出，並有山巒、海蝕洞、湖泊、冷泉，

特殊崖生植物及豐富的海洋生態，海水沖蝕、潮起潮落，美不勝收。	 

據文獻記載，清朝光緒年間，就有從福建及臺灣移居而來的居民住在島

上，民國66年時，龜山島的居民決定集體遷至頭城鎮大溪里的龜山島社

區，而成為只有國軍駐防的管制區，民國89年8月1日龜山島正式開放觀

光，由東北角管理處負責規劃、開發與經營，並因其特殊、豐富且原始的

生態資源，將其定位為海上生態公園，不但為東北角海岸增添了一個全新

的遊憩景點，也帶動了海上觀光產業的發展。

早在清代時期，龜山島即以『龜山朝日』、『龜島磺煙』、『龜巖纔

壁』、『龜卵觀奇』、『神龜擺尾』、『神龜戴帽』、『眼鏡洞鐘乳石奇

觀』及『海底溫泉湧上流』等八大奇景名聞遐邇，尤其以『龜山朝日』名

列蘭陽八景之首；最近海洋生態探索之旅發現「珊瑚海底花園」、「鯨豚

戲龜」、「龜尾奇潭」、「神龜巡航」等四景亦頗吸引遊客，因此共歸納

為龜山島十二奇景。在不同的位置、氣候、潮汐下觀賞龜山島，都有不同

的景觀變化，這也是龜山島迷人的魅力所在。（資料來源：http://

www.necoast-nsa.gov.tw/user/article.aspx?Lang=1&SNo=03000093）

心得：
因為有了第一次實習的經驗，東北角實習行程由本組負責規劃時，事前本組同

學便經過討論將工作一一分配，包括現地勘察、路線、行程安排、資料搜集

等，所以雖然我們不是專業的導覽解說員，可是經由大家的事前預習，行程中

我們也能適時的提供一些人文、歴史、自然景觀等初步資料讓同學們在實習過

程中有初步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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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序 5 實習主題 實習見習�四�
完成海洋休閒遊憩規劃案計畫書提案

工作日誌：

（一）計畫書提案討論

在經過5天的實習見習課程後，從台灣最南端的大鵬灣、墾丁到最北端的基隆、

東北角；從中高度開發的休閒遊憩場域（墾丁）到生態保育濕地（高美濕

地）、繁榮的新興漁港（碧砂漁港）、沒落的小漁港（南雅漁港）、神密孕含

軍事色彩的龜山島。一路勘察了各種不同類型的場域，最後在經過多方意見的

討論本組決定以頭城（烏石港）的週邊發展為研究主題，企圖探討這塊擁有豐

富資源的瑰寶，能夠經過細心啄磨後變成一塊碧玉。

（二）規劃案計畫書大綱、工作分配

主題：烏石漁港遊憩資源整合之可行性分析

第一章	 緒論（勇順）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1.2	 研究目的
1.3	 研究問題
1.4	 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二章	 文獻探討（紀謙）
2.1	 觀光漁業發展之相關文獻探討
2.2	 遊憩資源整合之相關文獻探討
 
第三章	 研究方法（勇順）
3.1	 研究架構
3.2	 研究方式﹣內容分析法、深度訪談
3.3	 訪談設計
3.4	 資料分析方法
 
第四章	 分析與討論（明鴻）
4.1	 烏石漁港暨週邊遊憩資源現況
4.2	 烏石漁港暨週邊遊憩資源整合之可行性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賢圭）
5.1	 烏石漁港遊憩發展改善策略
5.2	 後續研究建議

參考文獻
附錄

彙整：賢圭
PPT：俊池
簡報：俊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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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序 6 實習主題

實習見習�五�
1.海洋休閒遊憩體驗塑造與規劃
2.完成海洋休閒遊憩規劃案
3.實習成果報告
4.繳交計畫書與實習日誌

工作日誌：

（一）海洋休閒遊憩規劃案：（略，詳第一組期末報告書）

（二）實習成果報告：（略，詳第一組實習成果報告）

（三）實習日誌：完成本學期實習場勘與實習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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