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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認識越南 

 

位於中南半島的越南，人口七千兩百多萬，面積大約是台灣的九

倍大，國土呈狹長型，其中海岸線長達 3260公里是一大特色，

北邊與中國交界，西邊跟寮國、柬埔寨連接，因曾受中國漢化影

響千年，加上法國、日本殖民統治，吸收融合外來文化但卻又保

有自我特色的宗教、建築、藝術、食物。下龍灣是越南北部最

著名的旅遊名勝，由近 2,000 個石灰岩島嶼組成，地貌就

像桂林一半沉下了海洋一樣，因此又有「海上桂林」的稱

譽，1994 年成為聯合國世界自然遺產。 石灰岩地形形成彷

彿海上桂林的山峰，幾座連綿或是一座獨秀，小木舟行駛在其中

河道或穿越岩洞，兩岸花草如詩如畫，讓人感覺置身世外桃源般! 

吸引很多國觀光客特別花時間從北到南把越南玩遍。 

 

貳、考察目的 

新移民家庭在各村都有好幾戶已成本鄉日後之另一主流，其所衍

生之問題，將一一浮現，如何將這塊領域作好，瞭解越南的文化

特色，才能擬定適切之政策，讓多元文化正面發展，減少衝突及

對立。越南觀光產業的快速興起，除其擁有自然的觀光景點、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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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古蹟外，其政府不遺餘力的推動，發展出越南旅遊特色，

也是原因之一。本鄉有好山好水，生態景觀豐富如何規劃發展出

本鄉的地方特色，越南有其值得學習之處。 

藉由考察，觀察與學習他國之古蹟保護、文化保存、觀光事業、

環保節能、生態保育等經驗，提昇社區經營之視野，增進公共事

務及建設推動之創新思維，期能達成政府辦理出國參訪之理念與

目標。 

叁、考察行程 

第一天:高雄---河內---(越南民族博物館)---(車程約四小

時)----鴻碁島---廣寧博物館----下龍灣女皇雙層跨海纜車、下

龍之眼摩天輪 

第二天:下龍灣遊船【海上公主號遊艇出海(海上桂林-鬥雞石-鐘

乳石洞遊-觀景台)】---悠閒下午茶(車程約 4小時)----鴻碁島

---廣寧博物館----悠閒下午茶 

第三天:下龍灣---(車程約 4小時)河內【巴亭廣場、胡志明靈寢、

主席府、胡志明故居、一柱廟、胡志明博物館】 

第四天: 河內---(車程約 3小時)寧平省陸龍灣【長安生態保護

區】---河內(電瓶車)遊三十六條古街 

第五天:河內【文廟、西湖、鎮國寺、還劍湖、古街下午茶、河



6 
 

內大教堂外觀、河內歌劇院外觀】--高雄 

今日由高雄小港機場出發，飛往越南首都河內，河內是越南社會

主義共和國的首都，也是北越最大的城市 

越南民族博物館:1997年開幕此館共 53個民族的文化，豐富又多

彩，使這個博物物館十分有看頭。博物館可分為室內和室外兩大

部分，室內展示各個少數民族的多彩民俗服飾、樂器、婚喪喜慶

品、祭祀用品等。同時也有影音輔助和文字解說，可深入了解每

個民族的特色與文化背景。戶外展示區非常有趣，博物館請來了

不同族群部落的人，在這裡搭起多座具少數民族特色的屋舍，特

殊的住房形式代表了不同民族適應環境的需求，也反映了不同的

社會組織與宗教信仰，此館共收藏了上萬件文物及一萬五千多張

的黑白照片，是十分有趣的展覽並值得深入了解。 

  

陶瓷村休息站:讓你欣賞到越南傳統陶瓷文化的精隨，繁多的商

品種類讓人目不暇給。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oU/aYtcK&id=AC37087738038251FBE32940C2A0949709B6A231&thid=OIP.oU_aYtcKNRJnCRymN_YVWgHaES&mediaurl=http://www.panhua.com.tw/img/Itinerary_Detail/195844460(1).jpg&exph=370&expw=640&q=%e8%b6%8a%e5%8d%97%e6%b0%91%e6%97%8f%e5%8d%9a%e7%89%a9%e9%a4%a8&simid=608020659639747054&selectedInde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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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碁島:下龍市過去稱為鴻基市，是越南廣寧省的省會所在地。

近年，越南為了進一步提高下龍灣知名度，將鴻基市改名為下龍

市。鴻基還是越南著名的煤都，這裡蘊藏著豐富的煤炭資源，煤

層埋藏淺，可露天開採，優質的鴻基無煙煤享譽世界。 

廣寧博物館:2013年 10月 13日開館，占地 6500平方園區分為三

棟，有圖書館、博物館及會議廳，博物館區有 3層樓，一樓展示

區介紹下龍灣帆船製造及生態，一樓展示區介紹廣寧省歷史、文

化、石雕及時器，三樓展示區有模擬煤礦坑可體驗進入煤礦區採

礦的辛苦。 

 

下龍灣女皇雙層跨海纜車:可容納 230人，創下金氏世界紀錄世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8q%2bpwuKZ&id=C39F8CB9014B6D450F470C276C03B42E4F4ED064&thid=OIP.8q-pwuKZuDi1Zmo1ncr1lAHaFj&mediaurl=http://8.share.photo.xuite.net/judy521113/184dea1/10453392/482571793_m.jpg&exph=375&expw=500&q=%e8%b6%8a%e5%8d%97%e9%99%b6%e7%93%b7%e6%9d%91%e4%bc%91%e6%81%af%e7%ab%99&simid=608040077255052121&selectedIndex=1&qpvt=%e8%b6%8a%e5%8d%97%e9%99%b6%e7%93%b7%e6%9d%91%e4%bc%91%e6%81%af%e7%ab%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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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最大覽車，乘客可從覽車上觀看整個下龍灣的美景，單程只需

五分鐘。 

下龍之眼摩天輪:此摩天輪為全世界最高，高度為 215公尺。每

車廂最多可容納六人。環繞一週所需時間大概為 15-20分鐘。

 

早餐後，專車前往專屬碼頭搭乘【公主號遊艇】遊船出海遊覽。 

隨即登船遊覽美景天成的下龍灣，範圍非常廣泛及面積有 3800

多平方公里，這樣一片海域上散佈著一千多座的石灰岩質天然島

嶼，像散落在海上的星子，蔚成海上石林奇觀。在下龍灣坐船遊

覽可以把這宏偉風景區的壯麗進收眼底，坐著船在島與島之間來

往參觀賞景，你可以發現每個島嶼都有不同的形狀凸出海面有如

奇形怪狀的岩石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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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雞石: 下龍灣的地標 

 

驚訝洞:規模約有 10000平方公尺，寬敞的空間、高挑的洞頂，

打造出混然天成的空間；洞內清潔乾燥、冬暖夏涼，夏季時參觀

此地可明顯感覺洞穴內令人愉快的天然冷氣。 

 

島觀景台:從山上一覽下龍灣醉人的美景，令人感嘆上帝造物大

自然的神奇。下龍灣的山石嶙峋和幽暗的山洞市有很多神話故事

傳說的地方，成船繞行參觀風景之奇可媲美桂林而無不及，被世

界文教組織列為【世界八大自然奇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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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陵寢:市一棟以灰色大理石為建材的四方形建築，有強烈

的蘇聯時期色彩，和莫斯科紅場的列寧墓有些相似，胡志明獻身

越南革命鞠躬盡瘁終身未取和生活儉樸、平易近人等偉人風範，

在一些平凡小事上處處體現了奇超凡的意志和人格力量。領袖人

物之所以偉大，除了他所建立的不朽豐功偉績永載史冊外，更重

要的是，還能給一個民族乃至世界留下自強不息的精神遺產。 

 

主席府:建於 1906年的黃色法式建築，其原是殖民時期印度之那

的總督府，後成為胡志明主席處理國政之處，沿著小徑前行，前

往參觀胡志明故居。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Gwx6y2Ql&id=33A1E317FDF84173E4E50EDAE070DEE89B2B9704&thid=OIP.Gwx6y2QlE4I8BFxR3Re4MgHaFj&mediaurl=http://c.bbkz.net/forum/spot/photos/197/photo_790.jpg?v%3d1466568697&exph=480&expw=640&q=%e8%b6%8a%e5%8d%97%e4%b8%8b%e9%be%8d%e7%81%a3%e8%83%a1%e5%bf%97%e6%98%8e%e9%99%b5%e5%af%a2&simid=608027711986730189&selectedInde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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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柱廟:此寺廟建在一根柱子上，外型雖小，但卻是越南的代表

古剎 ，而寺廟立在蓮花池中的優雅姿態，已成為河內的一個象

徵。此寺廟由李朝皇帝於 1049年所建，傳說中李朝皇帝因膝下

無子，便求神賜子，某夜他夢見觀世音菩薩坐在蓮花座上，手抱

一子賜予他，不久後，他果然得一子，因此，他興建此廟供奉觀

世音菩薩，感謝神恩。如今，它是許多越南婦女前來上香祈求子

嗣的廟宇，香火鼎盛。 

 

胡志明博物館:此博物館足以滿足你對胡志明的革命思想初部的

了解。這座博物館分為過去及未來兩部份，參觀者由過去開始，

逆時針方向走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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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專車前往風景名勝號稱陸上下龍，素有寧平人稱是【沒

有水的下龍灣】，和下龍灣同樣是一片遭侵蝕的石灰岩地形。 

長安生態保護區:站面積 2.168ha，共有 31河道潭水穿越 48洞穴

（目前只開放 12個洞穴），山間河川混合，遠跳河水平靜綠草如

茵，河旁的矮山樹林常倒映在平靜無波的河面上，構成一副極美

的圖畫，是夢寐以求的渡假勝地。抵達碼頭後安排乘坐小鐵皮舟

「一騪四人」。在寧靜的曲折小河蜿蜒其中徐徐清風而行，綠油

油的原始叢林覆蓋山麓，石灰岩地形所形成的奇峰異石風光十分

明媚，呈現出的是寧靜鄉村景色。沿河畔兩岸風景比下龍灣有勝

之而無不及，清澈見底的河水可媲美九寨溝，水波不興，偶見小

屋，遺世獨立，舟子在山石間浮遊，遠眺一座座孤聳怪立的山巒，

讓人覺得彷彿進入深邃氛圍裡，緩緩的走進這塊世外桃源，清幽

寧靜的夢幻奇境，讓人感覺沉浸在一股彷彿與世無爭與身體共譜

出一首輕鬆悠哉的樂曲，這何嘗不是人生的奢侈享受，整個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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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船將帶領你穿越體驗 12個石灰岩山洞，每穿越一個洞穴會帶

給你不一樣感受。其中最著名為【地靈洞】，是 12個洞穴中之最，

洞穴內鐘乳石景觀像是集合天地之靈氣，故此當地人命名為地靈

洞。 

  

  

 

三十六條古街區:一個擁有充滿懷古風味的傳統街道，源於十五

世紀，每一條狹窄的街道均以當時交易的商品來命名，如絲街、

米街、紙街、珠寶街等，共有 36條，經由漫遊可藉此深入了解

當地人生活狀況，啟發生活要求新觀點。 

  

http://wordpress.redirectingat.com/?id=725X1342&site=gordoncheng.wordpress.com&xs=1&isjs=1&url=https://gordoncheng.files.wordpress.com/2013/09/p1010043.jpg&xguid=&xuuid=19c300849f61fd8896bf308fd33275e1&xsessid=&xcreo=0&xed=0&sref=https://gordoncheng.wordpress.com/2013/09/06/%e5%8c%97%e8%b6%8a%e6%b2%b3%e5%85%a7%e3%80%81%e4%b8%8b%e9%be%8d%e7%81%a3%e3%80%81%e9%99%b8%e9%be%8d%e7%81%a3%e5%85%ad%e6%97%a5%e9%81%8a%e8%a8%98%e4%b8%8b/&pref=https://www.bing.com/search?q%3D%E9%99%B8%E9%BE%8D%E7%81%A3%E9%95%B7%E5%AE%89%E7%94%9F%E6%85%8B%E4%BF%9D%E8%AD%B7%E5%8D%80%26form%3DPRTWZH%26httpsmsn%3D1%26refig%3Dda2ab19c3b4f40abb3abe0778cc07d80%26sp%3D-1%26pq%3Dundefined%26sc%3D8-3%26qs%3Dn%26sk%3D%26cvid%3Dda2ab19c3b4f40abb3abe0778cc07d80&xtz=-480&jv=13.5.0&bv=2.5.1
http://wordpress.redirectingat.com/?id=725X1342&site=gordoncheng.wordpress.com&xs=1&isjs=1&url=https://gordoncheng.files.wordpress.com/2013/09/p1010057.jpg&xguid=&xuuid=19c300849f61fd8896bf308fd33275e1&xsessid=&xcreo=0&xed=0&sref=https://gordoncheng.wordpress.com/2013/09/06/%e5%8c%97%e8%b6%8a%e6%b2%b3%e5%85%a7%e3%80%81%e4%b8%8b%e9%be%8d%e7%81%a3%e3%80%81%e9%99%b8%e9%be%8d%e7%81%a3%e5%85%ad%e6%97%a5%e9%81%8a%e8%a8%98%e4%b8%8b/&pref=https://www.bing.com/search?q%3D%E9%99%B8%E9%BE%8D%E7%81%A3%E9%95%B7%E5%AE%89%E7%94%9F%E6%85%8B%E4%BF%9D%E8%AD%B7%E5%8D%80%26form%3DPRTWZH%26httpsmsn%3D1%26refig%3Dda2ab19c3b4f40abb3abe0778cc07d80%26sp%3D-1%26pq%3Dundefined%26sc%3D8-3%26qs%3Dn%26sk%3D%26cvid%3Dda2ab19c3b4f40abb3abe0778cc07d80&xtz=-480&jv=13.5.0&bv=2.5.1
http://wordpress.redirectingat.com/?id=725X1342&site=gordoncheng.wordpress.com&xs=1&isjs=1&url=https://gordoncheng.files.wordpress.com/2013/09/p1010123.jpg&xguid=&xuuid=19c300849f61fd8896bf308fd33275e1&xsessid=&xcreo=0&xed=0&sref=https://gordoncheng.wordpress.com/2013/09/06/%e5%8c%97%e8%b6%8a%e6%b2%b3%e5%85%a7%e3%80%81%e4%b8%8b%e9%be%8d%e7%81%a3%e3%80%81%e9%99%b8%e9%be%8d%e7%81%a3%e5%85%ad%e6%97%a5%e9%81%8a%e8%a8%98%e4%b8%8b/&pref=https://www.bing.com/search?q%3D%E9%99%B8%E9%BE%8D%E7%81%A3%E9%95%B7%E5%AE%89%E7%94%9F%E6%85%8B%E4%BF%9D%E8%AD%B7%E5%8D%80%26form%3DPRTWZH%26httpsmsn%3D1%26refig%3Dda2ab19c3b4f40abb3abe0778cc07d80%26sp%3D-1%26pq%3Dundefined%26sc%3D8-3%26qs%3Dn%26sk%3D%26cvid%3Dda2ab19c3b4f40abb3abe0778cc07d80&xtz=-480&jv=13.5.0&bv=2.5.1
http://wordpress.redirectingat.com/?id=725X1342&site=gordoncheng.wordpress.com&xs=1&isjs=1&url=https://gordoncheng.files.wordpress.com/2013/09/p1010135.jpg&xguid=&xuuid=19c300849f61fd8896bf308fd33275e1&xsessid=&xcreo=0&xed=0&sref=https://gordoncheng.wordpress.com/2013/09/06/%e5%8c%97%e8%b6%8a%e6%b2%b3%e5%85%a7%e3%80%81%e4%b8%8b%e9%be%8d%e7%81%a3%e3%80%81%e9%99%b8%e9%be%8d%e7%81%a3%e5%85%ad%e6%97%a5%e9%81%8a%e8%a8%98%e4%b8%8b/&pref=https://www.bing.com/search?q%3D%E9%99%B8%E9%BE%8D%E7%81%A3%E9%95%B7%E5%AE%89%E7%94%9F%E6%85%8B%E4%BF%9D%E8%AD%B7%E5%8D%80%26form%3DPRTWZH%26httpsmsn%3D1%26refig%3Dda2ab19c3b4f40abb3abe0778cc07d80%26sp%3D-1%26pq%3Dundefined%26sc%3D8-3%26qs%3Dn%26sk%3D%26cvid%3Dda2ab19c3b4f40abb3abe0778cc07d80&xtz=-480&jv=13.5.0&bv=2.5.1
http://wordpress.redirectingat.com/?id=725X1342&site=gordoncheng.wordpress.com&xs=1&isjs=1&url=https://gordoncheng.files.wordpress.com/2013/09/p1000950.jpg&xguid=&xuuid=19c300849f61fd8896bf308fd33275e1&xsessid=&xcreo=0&xed=0&sref=https://gordoncheng.wordpress.com/2013/09/06/%e5%8c%97%e8%b6%8a%e6%b2%b3%e5%85%a7%e3%80%81%e4%b8%8b%e9%be%8d%e7%81%a3%e3%80%81%e9%99%b8%e9%be%8d%e7%81%a3%e5%85%ad%e6%97%a5%e9%81%8a%e8%a8%98%e4%b8%8b/&pref=https://www.bing.com/search?q%3D%E9%99%B8%E9%BE%8D%E7%81%A3%E9%95%B7%E5%AE%89%E7%94%9F%E6%85%8B%E4%BF%9D%E8%AD%B7%E5%8D%80%26form%3DPRTWZH%26httpsmsn%3D1%26refig%3Dda2ab19c3b4f40abb3abe0778cc07d80%26sp%3D-1%26pq%3Dundefined%26sc%3D8-3%26qs%3Dn%26sk%3D%26cvid%3Dda2ab19c3b4f40abb3abe0778cc07d80&xtz=-480&jv=13.5.0&bv=2.5.1
http://wordpress.redirectingat.com/?id=725X1342&site=gordoncheng.wordpress.com&xs=1&isjs=1&url=https://gordoncheng.files.wordpress.com/2013/09/p1000958.jpg&xguid=&xuuid=d972fe85b2e0faefd527c96e8f61ec09&xsessid=&xcreo=0&xed=0&sref=https://gordoncheng.wordpress.com/2013/09/06/%e5%8c%97%e8%b6%8a%e6%b2%b3%e5%85%a7%e3%80%81%e4%b8%8b%e9%be%8d%e7%81%a3%e3%80%81%e9%99%b8%e9%be%8d%e7%81%a3%e5%85%ad%e6%97%a5%e9%81%8a%e8%a8%98%e4%b8%8b/&pref=https://www.bing.com/search?q%3D%E9%95%B7%E5%AE%89%E7%94%9F%E6%85%8B%E4%BF%9D%E8%AD%B7%E5%8D%80%26form%3DPRTWZH%26httpsmsn%3D1%26refig%3D89ac65929907436dbbb6af4d758f0239%26sp%3D1%26qs%3DAS%26pq%3D%E9%95%B7%E5%AE%89%E7%94%9F%E6%85%8B%26sc%3D8-4%26cvid%3D89ac65929907436dbbb6af4d758f0239&xtz=-480&jv=13.5.0&bv=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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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廟-國子監:擁有千年歷史是河內保持最好且最美的古蹟，雖歷

經千年的時間，依然保持原始的風貌，讓你親身體會越南古老的

歷史及與中國文化不可抹滅的關係。 

 

西湖:河內的第一美是湖泊之美。市區湖泊星羅棋布，西湖是河

內最美最大的一座湖泊，緊鄰在旁的是白竹湖，兩湖相通。 

鎮國寺:是河內最古老的寺廟。關於其始建年代存有不同說法，

但至少距今也有 500年的歷史。歷朝歷代這裡都是皇家寺廟，並

先後有過開國寺、安國寺、鎮國寺諸名，可見其重要性。如今鎮

國寺仍然是河內最大的寺廟，不僅是西湖邊最漂亮的古建築，也

是香火最旺的寺廟。 

http://wordpress.redirectingat.com/?id=725X1342&site=gordoncheng.wordpress.com&xs=1&isjs=1&url=https://gordoncheng.files.wordpress.com/2013/09/p1000955.jpg&xguid=&xuuid=d972fe85b2e0faefd527c96e8f61ec09&xsessid=&xcreo=0&xed=0&sref=https://gordoncheng.wordpress.com/2013/09/06/%e5%8c%97%e8%b6%8a%e6%b2%b3%e5%85%a7%e3%80%81%e4%b8%8b%e9%be%8d%e7%81%a3%e3%80%81%e9%99%b8%e9%be%8d%e7%81%a3%e5%85%ad%e6%97%a5%e9%81%8a%e8%a8%98%e4%b8%8b/&pref=https://www.bing.com/search?q%3D%E9%95%B7%E5%AE%89%E7%94%9F%E6%85%8B%E4%BF%9D%E8%AD%B7%E5%8D%80%26form%3DPRTWZH%26httpsmsn%3D1%26refig%3D89ac65929907436dbbb6af4d758f0239%26sp%3D1%26qs%3DAS%26pq%3D%E9%95%B7%E5%AE%89%E7%94%9F%E6%85%8B%26sc%3D8-4%26cvid%3D89ac65929907436dbbb6af4d758f0239&xtz=-480&jv=13.5.0&bv=2.5.1
http://wordpress.redirectingat.com/?id=725X1342&site=gordoncheng.wordpress.com&xs=1&isjs=1&url=https://gordoncheng.files.wordpress.com/2013/09/p1000971.jpg&xguid=&xuuid=d972fe85b2e0faefd527c96e8f61ec09&xsessid=&xcreo=0&xed=0&sref=https://gordoncheng.wordpress.com/2013/09/06/%e5%8c%97%e8%b6%8a%e6%b2%b3%e5%85%a7%e3%80%81%e4%b8%8b%e9%be%8d%e7%81%a3%e3%80%81%e9%99%b8%e9%be%8d%e7%81%a3%e5%85%ad%e6%97%a5%e9%81%8a%e8%a8%98%e4%b8%8b/&pref=https://www.bing.com/search?q%3D%E9%95%B7%E5%AE%89%E7%94%9F%E6%85%8B%E4%BF%9D%E8%AD%B7%E5%8D%80%26form%3DPRTWZH%26httpsmsn%3D1%26refig%3D89ac65929907436dbbb6af4d758f0239%26sp%3D1%26qs%3DAS%26pq%3D%E9%95%B7%E5%AE%89%E7%94%9F%E6%85%8B%26sc%3D8-4%26cvid%3D89ac65929907436dbbb6af4d758f0239&xtz=-480&jv=13.5.0&bv=2.5.1
https://www.tripadvisor.com.tw/Attraction_Review-g293924-d455016-Reviews-West_Lake-Hanoi.html
https://www.tripadvisor.com.tw/Attraction_Review-g293924-d455016-Reviews-West_Lake-Hano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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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劍湖:位於是中心參觀具又四、五百年歷史：相傳 15世紀上天

賜神劍給李黎，助其把元軍驅離越南，事後某天當李黎航至此

湖，一神龜游出湖面叼走寶劍。 

河內大教堂外觀:河內最古老的教堂，當年法國人撤離越南後，

留下一些重要建築物，大教堂便是其中之一，其他還有仕梅橋、

同春市場、河內大學、歌劇院、美術館及殖民地時的官邸等，這

些建築物無時不提醒著過去的殖民歲月。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view=detailV2&ccid=biHzxoQK&id=A7AD13125930FB11AA8E9330D1E25035B4B58817&thid=OIP.biHzxoQKYrbY9OoLhi2UFgHaFj&mediaurl=http://2.bp.blogspot.com/-2kQfHzvthdA/VEe7gkFsuyI/AAAAAAABbyk/qOhg-yi2E3Q/s1600/%E6%B2%B3%E5%85%A7%2B%E9%8E%AE%E5%9C%8B%E5%8F%A4%E5%AF%BA%2B%288%29.JPG&exph=768&expw=1024&q=%e8%b6%8a%e5%8d%97%e9%8e%ae%e5%9c%8b%e5%af%ba%e7%85%a7%e7%89%87&simid=608003582891918936&selectedIndex=78
https://www.tripadvisor.com.tw/Attraction_Review-g293924-d311070-Reviews-Lake_of_the_Restored_Sword_Hoan_Kiem_Lake-Hanoi.html
https://www.tripadvisor.com.tw/Attraction_Review-g293924-d311070-Reviews-Lake_of_the_Restored_Sword_Hoan_Kiem_Lake-Hano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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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內歌劇院外觀:河內歌劇院是法國殖民越南時期的重要建築表

徵之一，這個參照新巴洛克風格的巴黎歌劇院的建築所蓋的歌劇

院。 

 

肆、考察心得 

（一）、就交通方面而言： 

交通亂象：本次考察行程中之河內，是越南的首都，人口數有 640

餘萬人，於下班期間只見滿街機車爭先恐後奔馳在馬路上，互不相

讓，形成機車與汽車、大客車爭道的情形，且鳴按喇叭產生嚴重的

噪音，也是本次考察所見的一大奇景，相較於此，國內駕駛及騎士

顯然較該地守法。其次，其高速公路上，亦見到有人於路肩設置攤

https://www.bing.com/images/search?q=%e6%b2%b3%e5%85%a7%e5%a4%a7%e6%95%99%e5%a0%82%e7%85%a7%e7%89%87&id=2D439AEEAC7C95CA24C0F29DC6254354E94E8CDA&FORM=IQFRBA
http://wordpress.redirectingat.com/?id=725X1342&site=gordoncheng.wordpress.com&xs=1&isjs=1&url=https://gordoncheng.files.wordpress.com/2013/09/p1000912.jpg&xguid=&xuuid=4df5c0e00871d20b719c28c0c5abc3ba&xsessid=&xcreo=0&xed=0&sref=https://gordoncheng.wordpress.com/2013/09/06/%e5%8c%97%e8%b6%8a%e6%b2%b3%e5%85%a7%e3%80%81%e4%b8%8b%e9%be%8d%e7%81%a3%e3%80%81%e9%99%b8%e9%be%8d%e7%81%a3%e5%85%ad%e6%97%a5%e9%81%8a%e8%a8%98%e4%b8%8b/&xtz=-480&jv=13.5.0&bv=2.5.1
https://www.tripadvisor.com.tw/Attraction_Review-g293925-d454974-Reviews-Saigon_Opera_House_Ho_Chi_Minh_Municipal_Theater-Ho_Chi_Minh_Ci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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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販賣麵包之情事，顯見該國交通法令仍有不完備或可改進之處。

最後，該地部分地區紅綠燈之設置顯有不足，均須於很長一段路程

才有一座紅綠燈，因此行人直接穿越馬路之情事相當嚴重，就此部

分，亦容有改進之。 

（二）、就觀光方面而言： 

政府為發展觀光，乃採用私人企業認捐的方式，例如新建堤防由企

業自行認捐一段自行設計頗具特色，且為感謝企業政府准許企業將

其 LOGO標示於上，此作法，一方面政府可節省經費；一方面亦可

凸顯企業公益形象，達到企業行銷效果；三方面又能製造觀光亮

點，達到三贏的結果，確實可做為本鄉施政的借鏡。 

（三）、就風俗民情方面而言： 

１. 一路上可以看到居民生活相當悠閒，於家門口隨處可見擺放小

板凳，以男性居多，在門口吃東西或聊天，據當地人指出，因為越

南經歷長久的戰亂，男人多被徵召去當兵，是以越南女人必須一肩

扛起打理家計，久而久之遂養成越南男人的悠閒生活型態。 

２. 其次，考察途中，看到路邊有許多賣吃的小攤販，其基本設備

相當簡易，簡單的擺放小凳桌及幾張塑膠椅，沿路就能看到許多人

坐在路邊，吃麵、喝飲料或用餐的景象，這種小本經營的模式，亦

甚有特色，不過相對地，就市容觀瞻而言，卻顯得有點凌亂，但是

從中也可以知道當地庶民經濟的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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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文物古蹟歷史建築及寺廟方面而言： 

本次考察行程中，參訪了河內的文廟、巴陵廣場、胡志明故居、越

南明朝一柱廟、鎮國寺等文物古蹟歷史建築及寺廟，處處顯露了獨

特的文化氣息，有許多地方亦充滿中國文化濃厚的色彩。而且這些

文物古蹟、寺廟及歷史建築，少則已有幾十年，多則甚至已經存在

近千年，然而其保存與維護，卻是相當完整，顯然各級政府應該是

投入相當龐大的心力及資源，同時讓參訪者沉浸於越南古代文化

中，能別有一番不同的體驗與感受。 

（五）、就教育方面而言： 

從當地導遊口述中，知悉有關該國教育的一項政策頗具參考價值，

那就是由於該國七、八、九月間氣溫相當炎熱，小學生的暑假長達

三個月，期間這些學生雖然不用回學校，可是政府也不是放任學生

無所事事，而是規定學生必須在某些日子，到老師家上課或學習新

知，此一教育政策，雖然是因應該國地處炎熱地區所創設，然而亦

見其巧思之處。 

五、建議事項： 

（一）觀光產業是帶動經濟成長的命脈，本鄉有著優美自然景觀及

豐富的人文及藝術，將兩者結合改善相關配套諸如指標、造型路

燈、加強旅遊參觀動線的明確性並在每個景點提共 wifi使遊客感

受到便利性(隨到隨分享)，也應該將我們當地現有的優勢予以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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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無煙囪產業。 

（二）政府一直致力於在地化的文化特色，「因村制宜」，結合區域

優勢、傳統文化、產業發展等特點打造一村一特色建設各具特

色的美麗鄉村，使來到本鄉的遊客能在各村駐足在各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