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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文化觀光 

  文化觀光是衍生自觀光的一部分，也從一般觀光市場中區隔出來，強調旅遊經驗中的

文化層面之觀光活動。簡言之，文化觀光是從事與文化有關的觀光活動，文化觀光是將觀

光活動與文化資源相融合的一種旅遊型態。也就是透由觀光供給面(旅遊地)提供的人文歷

史、古蹟文物、風土民情、民族特色的生活方式、地方特色美食體驗..等，滿足不同旅客

需求所進行的旅遊形式。 

  (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對文化觀光的定義：「一種與文化環境包括景觀、視覺、表

演藝術和其他特殊地區生活型態、傳統價值、歷史事件和其他具創造和文化交流

的過程的一種旅遊活動。」 

  (二)世界觀光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UNWTO)之文化觀光憲章對「文化觀光」

的定義：「狹義地說,它指的識場所及遺跡的發現，有些人稱為遺產觀光；廣義地

來說，其包括層面相當廣泛：(一)遺產—歷史與建築,(二)景色—城市與鄉村包括

野生動物,(三)藝術—音樂、繪畫、雕塑、文學,(四)運動,(五)烹飪與美食,(六)休閒

活動,(七)語言,(八)當地風俗習慣,(九)制度」(Mc Carthy,B. B. 1992)。 

  (三)國內觀光學者楊正寬(2008)藉助「文化資產保存法」的內容與精神來定義「文化觀

光」是指從事與文化資產有關或以文化資產內容為主題，所安排或設計的遊程規

劃、解說及體驗的觀光活動而言。而所謂文化資產是指「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

條所明文「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下列資產：

一、古蹟、歷史建築、聚落。二、遺址。三、文化景觀。四、傳統藝術。五、民

俗及有關文物。六、古物。七、自然地景。」；另外該法施行細則對上述七類文

化資產有更詳細的補充說明。透由文化資產的分類，應該更能掌握在文化觀光遊

程設計的務實概念，也同時可加強觀光客認識文化資產保存法的精神，在從事文

化觀光活動時善盡文化資產保護的責任。 

  (四)孫武彥教授(1995)以"觀光行為的昇華對照馬洛斯(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層次

論」(圖 1.1)，提出「觀光是人類生活中的基本需求，是本能的心理願望，它是受

內在驅使(drive)的影響，而顯現在外在的一種行為。人類行為在生活的各層面中，

物質與心理的因素所要滿足的，是屬於低層需求—生理與安全;社會與環境的因素

所要滿足的，是屬於中層需求－歸屬與尊嚴；知識與文化因素所要達到的，則是

屬於高層需求－認知與審美」。文化觀光是一種為求更高層次的旅遊，以滿足『見

聞欲』及『求知欲』，並以達到增廣見聞為目的之觀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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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觀光行為的昇華與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對照圖 
資料來源:孫武彥(1994)。文化觀光 P2~4 

 

二、文化觀光的特性 

 

  文化觀光的目的除了讓遊客自然環境尋求紓解身心壓力，也在人文懷舊之旅中，重拾

文化的記憶與人際的溫潤感之外，更需要知識上的滿足，以及文化上的吸收與交流，因此，

1999 年「國際文化觀光憲章」指出「…自然與文化遺產，多樣性與生活文化，是觀光最主

要的吸引力。文化觀光與一般走馬看花或刺激性的休閒娛樂型態不同，觀光學者唐學斌

(2002)指出文化觀光的特性如下： 

  (一)獨特性：顯示一個民族獨特的風貌景觀。 

  (二)教育性：將優良傳統容和漁民俗文化中，啟發大眾達到教育目的，理解與認識社

會變化的狀況。 

  (三)傳統性：表現一個民族故有的歷史文化,並發揚光大。 

  (四)整體性：江民俗文化全貌做有系統、有組織的設計，建立完整體系。 

  (五)考古性：審慎研考當時土著之環境流動遷徙，生活習俗及慣用器物,作為後世歷史

考驗的依據。 

  (六)觀察性：觀察他國人民的生活、工作及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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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資產活化與文化觀光之政策趨向 

 

  1990 年代，文建會開始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內政部營建署推動城鄉風貌改造運動，經

濟部推動地方形象商圈，旅遊局推動一鄉一特色計畫，農委會推動一鄉一產業及休閒農

業，勞委會的擴大就業，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等計畫與活動，開始整合地方自然與文化資

源為基礎，從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從社區營造漸趨走向社區產業及地方文化深度之

旅，以及文化觀光之路。 

  國際間則在 1999 年「國際文化觀光憲章」公佈之後，宣告二十一世紀文化觀光時代

的到來；許多國家積極運用地方文化節慶的特色，推出文化觀光活動，有形及無形的文化

資產逐漸躍昇為文化觀光的焦點，在國際文化觀光憲章中指出，自然與文化遺產，多樣性

與生活文化，是觀光最主要的吸引力。 

  在「國際文化觀光憲章」之推波助瀾之下，世界各國無不想盡辦法的應用策略來詮釋

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1進而推銷文化遺產成為吸引觀光客的資源，歷史環境與文化遺

產不再只是被動的硬體，它們逐漸改善軟體或結合硬體與軟體成為觀光之主體。換句話

說，「國際文化觀光憲章」肯定文化遺產可以被經濟化，而且作為國家經濟體制的一環，

這種情形如果我們有機會到國外參觀文化遺產，一定可以感受到，因為大多數之國外文化

遺產，都會以將文化遺產適度的形象包裝，甚至加以行銷，也就是說，國外的文化遺產都

被加以經營管理，進而產生財務機制，加惠社區居民，也加惠文化遺產本身(傅朝卿,2006)。 

  到了 2000 年代國外及國內對於古蹟文化資產的保存觀念上，也從「殘跡」保存和「原

物」保存，漸漸提升轉為「活用」的保存。2005 年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法後，已從舊制

「點」的(古蹟、歷史建築)保存，邁向「面」的(聚落、文化景觀)保存。文建會閒置空間再

利用計畫的推動，以及古蹟活化再生的觀念，以及結合文化觀光、文化產業的實踐案例也

越來越多。 

 

  現今政府部門中有關「文化資產活化與文化觀光」之政策或施政重點： 

  (一)文化部： 

  1.文建會298 年提出之中程施政計畫(99 至 102 年度)之施政重點 

  1.1 該施政重點(五)明確揭示「活化文化資產，厚植觀光資源」為其重點，本研究文列

舉其要項如下。 

  1.2「活化文化資產，厚植觀光資源」之子計畫如下: 

(1)文化資產活化相關計畫(本計畫計有 24 項孫子計畫,詳文建會中程施政計畫(99

至 102 年度) 

(2)傳統藝術之傳承與發揚計畫 

(3)臺灣博物館營運推廣計畫 

                                                 
1 Cultural Heritage 一般翻譯為文化遺產,國內民情認為遺產是指過逝的人留下來的資產稱為遺產,文化資產保
存法立法時,考慮民情,不用文化遺產名稱,採用文化資產之名。 

2 文建會於 101 年 5 月 20 日改制為文化部,在此之前所提之政策,本研究仍以文建會為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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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綠島文化園區籌設及管理營運 

  1.3 該施政計畫提及的「關鍵策略目標」，在「活化文化資產，厚植觀光資源」(業務成

果)方面：「將朝向整合全國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及發揚，並透過各種機

制的推廣及落實，使文化資產的經濟效益能創造台灣新契機，國定文化資產的使

用能受到監管保護，而傳統匠藝的技術，得以永續傳承。實踐以「台灣走出去、

世界走進來」的國際交流目標，參與國外辦理傳統藝術展演活動，讓國外人士感

受到台灣傳統文物的獨特性及主體性，將台灣的文化藝術推上世界舞台，並藉由

國際藝術節的舉辦，促進亞太國家文化交流，提高台灣在國際的能見度。」 

 

  2.文化部 102 年及 103 年施政目標及重點與「文化資產活化與文化觀光」有關部分： 

 

表 1.1 文化部 102 年及 103 年施政重點與「文化資產活化與文化觀光」有關部分 

102 年有關」之政策 103 之政策 
年度施政目標(有關部分)7835 村落文化扎根 年度施政目標 

(1)培育在地文化人才：辦理文化資產、表演藝術、文學創作、

視覺美術、工藝、影像紀錄、文史調查撰寫等各項文化人

才訓練工作，…建構村落文化資源輔導網。 

(1)同 102 年 

 

 

 

(2)盤整村落文化資源 (2) 同 102 年 

 

(3)發展村落微型文化產業：主要內容為輔導村落微型文化產

業、扶植人才回（留）鄉就業、創業，創造微型文化產業

行銷通路、建立工藝及文化觀光人才交流平臺 

(3) 同 102 年 

 

 

(4)活化文化資產…並推動跨部會合作，結合文化資產、觀光

及自然景觀等，結合文化與觀光、讓文化資產保存能在各

界獲得強力的支援及後盾，以文化外交為觸媒，提升臺灣

的國際能見度，為臺灣打開面向世界的另一扇窗。 

(4) 同 102 年 

(5)創新傳統藝術：積極扶持民間傳統表演團體，讓各地的歌

仔戲團、布袋戲團、傳統音樂、雜技、說唱等民間藝術團

體都能得到滋養，並與教育體系、觀光體系相互結合...。 

(5) 同 102 年 

資料來源: 文化部 102 年及 103 年施政重點 

 
  (二)客委會近三年之施政重點與「文化資產活化與文化觀光」有關部分： 

 

表 1.2 客委會 101-103 年施政重點與「文化資產活化與文化觀光」有關部分 

年度 施政重點 備註 

2012 1.推動客庄文化資源普查計畫  



 5 

(101

年) 

2.辦理「客庄十二大節慶」 

3.發展客家產業，繁榮客庄經濟： 

 3.1 促進客家文化與產業相結合，輔導創業或就業，讓客庄人才

回流。 

 3.2 輔導客家特色產業，辦理客家特色產業行銷活動，吸引民眾

參與，刺激消費，活絡客庄經濟。 

 3.3 輔導具特色文化加值經濟產業，帶動地方客家產業振興。 

 3.4 培育客家美食、服飾及商品設計等人才，為客家產業扎根。 

4.維護客庄文化資產，提升客庄生活品質： 

 4.1 擇定具特色客家聚落，重點推動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營

造客庄常民生活空間，彰顯客家文化資產風貌。 

 4.2 加強修復客籍名人故居歷史建物，輔導策劃客家人文歷史資

產總體調查規劃，逐步營造地方區域空間環境的文化氛圍。 

4.3 輔導國內既有客家文化館舍，提升營運品質，提供國人接觸客

家文化、獲取知識訊息最佳之場所。 

2013 

(102

年) 

1.推動客庄文化資源普查計畫 

2.推展「客庄十二大節慶」旗艦計畫 

3.擇定具特色客家聚落，重點推動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營造客

庄常民生活空間，彰顯客家文化資產風貌 

4.加強修復客家名人故居歷史建物，輔導策劃客家人文歷史資產總

體調查規劃，逐步營造地方區域空間環境的文化氛圍 

5.提升客家多元創新動能，創造客家文化產業價值  

 5.1 藉由客家青年創業輔導機制運作，輔導完成客家青年創業。  

 5.2 運用通路授權、商品輔導及商品認證等方式，創新客家商品，

提升客家商品價值。 

 

2014 

(103

年) 

1.推動客庄文化資源調查計畫 

2.豐富「客庄十二大節慶」活動內涵 

3.擇定具特色客家聚落，重點推動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營造客庄常

民生活空間，彰顯客家文化資產風貌。  

4.加強修復客家名人故居歷史建物，輔導策劃客家人文歷史資產總體調

查規劃，逐步營造地方區域空間環境的文化氛圍。 

5.提升客家多元創新動能，創造客家文化產業價值 

 5.1 打造客庄區域產經群聚亮點，行銷推廣觀光遊程；扶植客家產業

人才，吸引人才返鄉創業，振興客庄經濟發展。 

 5.2 加值客家特色產業，提升設施活化利用率，多面向形塑客家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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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形象；輔導業者轉型及提升產品，加強客家產業品牌認證，

打造「Hakka TAIWAN 臺灣客家」品牌優質形象。 

 5.3 整合虛實通路行銷商品，拓展客家特色商品能見度，並舉辦大型

展會及參加國內旅展方式，提升客家產業競爭力。 

 5.4 培育客家美食及服飾人才，形塑「客家美食 HAKKA FOOD」特

色餐廳，帶動產業創新發展。 

 
  (三)交通部觀光局近三年之施政重點： 

 

  交通部觀光局 100 年至 103 年施政重點整理如下表: 

 

表 1.3 交通部觀光局 100 年至 103 年施政重點整理 

年度 施政重點 備註 
2012 (1)落實「觀光拔尖領航方案（98-103 年）」，推動「拔尖」、「築底」

及「提升」三大行動方案，提升臺灣觀光品質形象。 

(2)執行「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101-104 年）」，確立國家風

景區發展方向及聚焦各地特色，集中資源，分級整建具代表性

之重要觀光景點遊憩服務設施，打造觀光景點風華再現。 

(3)以永續、品質、友善、生活、多元為核心理念，推動「101-102

年度觀光宣傳主軸」，對內，增進臺灣區域經濟與觀光的均衡發

展，優化國民生活與旅遊品質；對外，強化臺灣觀光品牌國際

意象，深化國際旅客感動體驗，建構臺灣處處可觀光的旅遊環

境。 

(4)推動生態旅遊，發展綠島、小琉球為生態觀光示範島；另持續

辦理自行車道設施整建，行銷花東珍珠亮點，推出樂活行程、

大型國際自行車賽事，落實節能減碳之綠色觀光。 

(5)推動臺灣 EASY GO，執行台灣好行(景點接駁)旅遊服務計畫，

輔導地方政府提供完善之觀光景點交通串接、跨區域及全區型

套票整合及運用 GIS/GPS 機制提供旅遊資訊等貼心服務。 

 

2013 (1)落實「觀光拔尖領航方案（98-103 年）」，推動「拔尖」、「築底」

及「提升」三大行動方案，提升臺灣觀光品質形象。 

(2)執行「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101-104 年）」，確立國家風

景區發展方向及聚焦各地特色，集中資源，分級整建具代表性之

重要觀光景點遊憩服務設施，打造觀光景點風華再現。 

(3)以永續、品質、友善、生活、多元為核心理念，推動「旅行臺灣  

就是現在」行銷計畫，對內，增進臺灣區域經濟與觀光的均衡發

展，優化國民生活與旅遊品質；對外，強化臺灣觀光品牌國際意

象，深化國際旅客感動體驗，建構臺灣處處可觀光的旅遊環境。 

(4)整合跨部會、縣市政府各具特色之觀光活動，打造「臺灣觀光年

曆」為代表臺灣具國際魅力及特色活動之品牌行銷國內外，並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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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夏至相約 23.5 度半活動」吸引國內外旅客參與，期擴大觀光

及關聯產業之經濟效益。 

(5)建置無障礙旅遊環境，便利弱勢族群出遊，並加強台灣好行、台

灣觀巴之接駁與營運服務、強化觀光資訊資料庫及科技運用，提

供旅客旅行前、旅行中、旅行後無縫友善的旅遊服務環境。 

2014 (1)落實「觀光拔尖領航方案（98-103 年）」，推動「拔尖」、「築底」

及「提升」三大行動方案，提升臺灣觀光品質形象。 

(2)執行「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101-104 年）」，確立國家風

景區發展方向及聚焦各地特色，集中資源，分級整建具代表性

之重要觀光景點遊憩服務設施，打造觀光景點風華再現。 

(3)推動區域郵輪合作，擴大區域內郵輪市場規模，吸引國際郵輪常

駐亞洲區域，共創亞洲郵輪產業商機；開拓陸資及在陸外資企

業來臺獎勵旅遊，爭取東南亞 5 國新富階層等新興客源市場旅

客前來體驗臺灣獨特的風土民情、美食特產等人文特色及自然

景觀，形塑臺灣為亞太重要旅遊目的地。 

(4)積極推廣「臺灣觀光年曆」，深化活動內涵及年曆資料庫，將具

國際魅力及特色活動行銷國際；推動縣市觀光發展之良性競

爭，強化縣市政府觀光平臺角色，帶動在地產業發展。 

(5)推廣關懷旅遊，持續建置無障礙與銀髮族旅遊路線及無障礙觀光

資訊平臺；落實環境教育，推廣生物多樣性及環境教育活動；

強化「台灣好行」與「台灣觀巴」之品質與營運服務、擴大 i-

旅遊服務網絡，提供旅客無縫友善的旅遊環境。 

(6)推動觀光產業落實「臺灣旅遊倫理守則」，確立觀光產業追求品

質之核心價值，號召業界共同營造優質、安心、友善的臺灣觀

光品牌。 

 

資料來源: 交通部觀光局 100、101、102 及 103 年施政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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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動機 

 (一)回顧六堆客庄地區過去所面臨的問題 

  1.民國60年代六堆客庄的發展 

  回顧六堆地區的發展，早期概以農業為主要經濟，民國60年代台灣工業發展，投入工

業部門之所得高於農業所得，以及受到工業化、都市化以及全球化的影響，與鄉村鄰近都

市經濟的吸力導致人口快速的外移現象，造成鄉村傳統農村產業、文化活動、文化資產等，

面臨被解構的問題。 

 

  2.高屏六堆地區鄉鎮近十年人口數變化 

  高屏六堆地區鄉鎮近十年人口總數，民國95年底283,122人，至104年底人口總數為

251,809人，較民國96年減少31313 人。而由近十年來的人口統計資料可得知六堆地區的人

口數逐年減少，成長率軍呈現負值(詳表1.4)。排除高雄市六龜、甲仙及杉林等受莫拉克

風災影響遷村安置等因數，僅以屏東縣六堆之各鄉人口近十年之平均成長率討論而言，又

以左堆之佳冬鄉負成長(-9.81%)位居首位，新埤鄉-9.75％次之，第三序位高樹鄉-9.55% ，

第四序位為萬巒鄉-9.35％，顯示出地方就業機會不足，無法留住年輕就業人口、社區人口

老化..等問題。 

 

  3.WTO 與全球化 

 

  2002 年台灣正式加入 WTO 會員國，全球化之趨勢，表現在資金、技術、人才的流動因

自由化而流通相當快速，而這些都是以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以勞動力、土地資源及自然資源

為發展基礎的經驗所沒有的。全球化因而造成地方生計、生活方式的直接衝擊。在全球化

的競爭經濟之下，首先，城市區域以外的鄉村地區，將在台灣後工業發展及傳統產業外移

過程中，成為全球化的災區。 

  當一個地方生存的基本條件都失去的時候，地方社區人口的流失也將加速，失去人的

社區，結構弱化也將會加速擴大，地方生活的困難與文化傳承的脫落，也將是必然的趨勢。 

  地方活化，回歸到問題的根源，仍是產業與生計。如何創造在地就業機會、創造一個

讓年輕人可以留在家鄉安身立命、生存繁衍的環境，讓在地生活與文化得以延續、自然傳

承…等，成為六堆地區鄉村，追求永續發展「必須面對的課題」，以及艱鉅的挑戰。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衝擊下，六堆地區鄉村客庄未來的出路，怎麼走？是依著資

本主義的模式，增進生產技術提高生產量、生產效率，進行競爭••，或是還有哪些實踐

的可能？ 

  六堆客庄內有許多都市欠缺且嚮往的資源：Ex.舒緩的生活步調、豐富的人文、歷史

與生態資源，親切的人情味、人際互動的溫潤感••等等，將其轉化為休閒的、情境的及

紓解身心的文化觀光資源及生態旅遊產業；包括知性與感性的，透由城鄉交流、導覽解說、

農村體驗、有機契作、農民市集、螢火蟲生態季、地下湧泉地理教室等活動，透過組織合

作、異業結盟等方式予以推展，共同致力於鄉村區域發展工作，創造出對城市的多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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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活化地方與發展。 

 

表 1.4.六堆地區各鄉鎮近十年(94-104)戶籍人口數統計表 

 

堆別 
年底

別 

95 年

12 月 

96 年 

12 月 

97 年 

12 月 

98 年 

12 月 

99 年 

12 月 

100 年 

12 月 

101 年 

12 月 

102 年 

12 月 

103 年 

12 月 

104 年 

12 月 

減少

人口 

比例

(％) 

排

行 

前堆 
麟洛

鄉 
11716 11694 11619 11649 11516 11406 11301 11303 11313 11231 -485 -4.14  7 

前堆 
長治

鄉 
30939 30983 30994 30979 30944 30686 30600 30488 30429 30305 -634 -2.05  8 

後堆 
內埔

鄉 
59960 59441 59105 58685 57955 57508 57070 56550 56148 55644 -4316 -7.20  5 

左堆 
新埤

鄉 
11145 11097 10904 10913 10706 10532 10373 10243 10232 10058 -1087 -9.75  2 

左堆 
佳冬

鄉 
22070 21787 21711 21715 21377 21030 20799 20538 20247 19905 -2165 -9.81  1 

右堆 
高樹

鄉 
27819 27533 27325 27226 26797 26331 25999 25682 25520 25163 -2656 -9.55  3 

右堆

(高) 

美濃

區 
N/A 44130 43710 43444 42993 42658 42157 41668 41258 40810 -3320 -7.52   

右堆

(高) 

杉林

區 
N/A 11390 11186 11102 11842 12136 12577 12587 12531 12383 993 8.72   

右堆

(高) 

六龜

區 
N/A 15660 15455 15354 5766 5758 5735 5699 5646 5639 

-1002

1 
-63.99  

右堆

(高) 

甲仙

區 
N/A 8222 8102 7616 2507 2493 2412 2377 2372 2362 -5860 -71.27  

中堆 
竹田

鄉 
18696 18491 18487 18474 18425 18169 18041 17806 17719 17544 -1152 -6.16  6 

先鋒

堆 

萬巒

鄉 
22907 283122 22457 22282 21973 21635 21391 21164 20918 20765 -2142 -9.35  4 

合計 205252 283122 281055 281055 262801 260342 258455 256105 254333 251809    

備註 

(1)減少人口數為十年減少數=(95 年底-104 底) 

(2)高雄市美濃區、杉林區、甲仙區、六龜區等因網路資料僅開放至 99年以後,因此 98 年以前

資料空缺 

(3)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民政處及高雄市政府民政局網站 

(4)高雄市杉林區人口正成長主要原因係 98 年莫拉克風災後,在杉林鄉興建臨時組合屋及後來

的永久屋等安置那馬夏及甲仙鄉小林村的受災戶所致. 

(5)六堆願景工作坊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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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以高雄火車站為中心之一小時等時圈範圍
圖。資料來源:古宜靈(2010) 

 

 (二)台 88 快速道路及國道 3、國道 10 交通通車後的城鄉關係 

  自從台 88 快速道路、國道

10 及國道 3 南二高交通通車後，

以高雄火車站或左營高鐵站為中

心之一小時等時圈範圍已涵蓋六

堆全區。 

 

 (三)他山之石經驗--地方文化

成為地方經濟再生的主要策

略。 

  文化--可以創造觀光產業的

附加價值，且可凸顯地方風格，

表現地域文化特色，更是推動觀

光產業的主要策略。因此，推動

文化觀光以尋求地方在發展的契

機，是這幾年國內、外許多地方

小鎮期許與實踐的發展模式。從

日本愛知縣足助及愛媛縣內子的

案例中看到「以打造觀光城鄉作為

人口稀疏化的因應對策」，同時也

在妻籠地區看到「以打造觀光城鄉

作為保存和善用歷史文化遺產的對策」。這二個對策把文化觀光及人口稀少的歷史保存聚

落(或街區)，巧妙結合在一起的實例。 

 

 (四)他山之石經驗，地方文化成為地方經濟再生的主要策略 

  文化--可以創造觀光產業的附加價值，且可凸顯地方風格，表現地域文化特色，更是

推動觀光產業的主要策略。觀光旅遊包括運輸、住宿、餐飲、遊憩與旅遊服務，是世界上

最大的產業，也是最主要的就業機會供給者，因此觀光活動被許多國家視為經濟救星，不

但創造收入，也有助於解決失業問題3。 

 

                                                 
3 林慧雯:〈推展文化觀光策略之研究--以阿罩霧地區再開發為例〉，朝陽科技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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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意義與價值 

 (一)從客庄聚落文化保存與活化發展的角度切入 

 

  對於六堆客庄聚落人口外流，導致地方沒落、文化傳承脫落，以及地方產業的衰退，

導致地方經濟的疲弱化等問題，所採取的對策方法是利用地區的強項，以及發展過程中被

保存下來的自然環境、歷史文化環境，經過打造淬煉後，重新發現與詮釋它的價值，同時

也善加利用外界的資源，透由觀光引進遊客來飲食、住宿、消費，達到活絡地方經濟的目

標。 

 

  1.打造觀光城鄉作為人口稀疏化的因應對策 

  以保留歷史聚落文化為主，展開社區營造，針對客家聚落整頓(造景)、造人(培力)、

造產，以文化故事為載體，以此作為發展文化觀光產業的資源供應，併導入文化創意思維，

開發不可替代的文化旅遊及產品或特色美食，活絡地方經濟。 

 

  2.打造觀光城鄉作為保存和善用歷史文化資源的對策 

  歷史文化資產保存的觀念已經從過去的「殘跡」保存和「原物」保存，漸漸提升到「活

用」的保存。採用的方法就是一邊繼續使用，一邊保存，讓居民繼續住，利用一部分的空

間當作旅客服務的設施，或把空地轉為停車場使用等，藉這些方式吸引來自外地的旅客。 

 

  3.以打造觀光城鄉作為銷售地方產業、農特產品、文創產品、客家美食、小吃,活絡地

方經濟的對策 

  傳統聚落商店的經營以內需為主，受到人口老化及年青人力外移，內需市場減少，加

上城鎮市區大型賣場的設立，傳統聚落內的購物需求減少，經濟力低落，因此必須要創造

足夠魅力，吸引外面的人來消費才行。因此透過文化創意、歷史空間景觀保存與再生，以

及歷史文化故事、傳統特色美食…等，創造文化觀光的周邊效益，來活絡地方經濟。 

 

 (二)在地播種與深耕培力 

  按文化資源調查是推展文化觀光的重要基礎工作，更是導覽解說人員重要的養分來

源，因此，本計畫之文化資源調查工作將招募本計畫主持人於屏南社區大學開班授課之學

員參與調查工作，透由在地學員參與來發掘更多既存於社區，但卻鮮少人知的故鄉寶貝，

包括有形、無形的文化資產、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古早味傳統美食，還有地方動

人的文學、感人的故事、歷史傳說等。另方面透由在地實際參與及培力(Empowerment)也

讓六堆客庄地區豐富的文化資產轉化為翻轉地方，活化地方的文化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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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布點建立結盟機構，組織聯盟與共同學習共同成長，乃至於共同承載 

  一個計畫的投入不會只是一次活動的辦理完成就結束了，還要可以為做為後續計畫的

延續性，甚至能為六堆客庄地區發展與公部門創造連結，建立區域服務中心與地方發展的

良好模式。因此本計畫擬遴選六堆客家地區 10 個以上景點或館舍，除了是「六堆文化觀

光旅遊護照」集章換文宣品的服務點之外,也會是協助促成旅客來六堆客家地區文化觀光

的觸媒及熱情的借問站功能，也是地區旅遊之資訊站。 

  按六堆客家地區之景點或客家產業經營點，或個體古蹟或歷史建築可活化再利用的空

間規模大抵都不大，而且大部分均位處人口稀少的鄉村或公共交通不便利的地區，要獨自

經營或古蹟歷史建築再利用或發展文化觀光，均會有不符經濟的問題。如何各個微型的結

盟機構經營點，從所在地的結盟點，擴及到聚落文化資產，甚至再擴及到「區域型文化資

產」的多元文化，以及連結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等博物館設施，可創造多元豐富的文化觀光

資源，活絡六堆客家產業與經濟，創造在地就業機會，讓年輕人留在家鄉發展的實踐經驗

成為可能。 

 

 (四)思考如何讓引進的觀光能落實嘉惠到地方，而地方文史工作者的作為

該如何? 
  1.對於人口外流，導致地方沒落、地方經濟的疲弱化等問題，所採取的對策方法是利

用地區的強項，以及發展過程中被保存下來的歷史文化環境，同時也善加利用外界

的資源，透由觀光引進遊客來，達到活絡地方經濟的目標。 

  2.如何讓引進的觀光能落實嘉惠到地方?則是需要思考的，散客走馬看花式、或旅行社

或牛頭招團走馬看花式旅遊，對地方發展並不是很好的發展模式。 

  3.讓投入地方文化深度之旅工作者，經營能夠存活下來，就能夠為地方文化保存與文

化觀光，去發掘特色與行銷特色，將客家文化資源轉換成文化經濟，活絡客庄經濟,

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4.地方文史工作者的作為該如何?在地方推展地方型文化觀光，也要學著如何跟旅行社

經營方式做區隔。地方經營要做深度之旅，因此文化資源調查不可免，從田野調查

中獲得養分，讓你的解說內容與涵養，無法被取代，讓您規劃設計的遊程方案能滿

足人文旅行者的求知慾、見聞欲與文化差異的體驗，您可以自主經營地方深度人文

之旅的文化觀光，旅行社接到需要深度之旅的旅行團體，自然會來找你搭配。 

 

 (五)研究價值 
   1.調查六堆客庄聚落文化觀光資源資，建立資料庫。 

   2.研擬六堆客家文化深度主題之旅遊程方案 

   3.評估與執行最適方案，旅行後進行遊客滿意度調查，達到理論與實務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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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ㄧ、文獻調查法 

  所謂文獻調查法就是指透過尋找文獻，搜集與研究有關之資料或市場信息的調查方

法，它是一種間接的非介入式的調查方法。而所謂旅遊文獻(tourism documents)，則是指凡

是與旅遊有關的一切典籍，其內容可供旅遊參考，又具有導遊性質作用，增強旅遊心得與

效果的典籍、旅遊資訊等，均可稱為旅遊文獻（楊正寬 2010)。本研究文獻調查，以下列

方式進行： 

 

 (一)六堆客莊文化觀光資源調查 
  調查六堆客莊文化觀光資源，為本研究之主題之一，並探討在觀光上之應用價值，其

主要內容說明如次： 

  1.透過有關文獻及田野調查(fieldwork)等資料蒐集，包括自然資源、物質性及非物質性

文化資源等，建立文化觀光資源資料庫。 

  2.從觀光供給面的觀點出發，蒐集與採錄六堆客庄文化觀光資源，供遊程規劃之參考。 

 

 (二)文化觀光遊客特性調查 
  蒐集有關文化觀光遊客研究的相關文獻，分析文化觀光的旅遊決策影響因素、旅遊動

機為何？旅遊喜好的活動類型等，做為本研究後，進行遊程規劃時之參考。 

 

 (三)遊程設計自主檢查評估項目 
  除了前第一項所提的六堆客莊文化觀光資源調查為本研究主題之一，遊程設計也是本

研究之重點所在，然而目前相關旅遊業，甚少以佳冬鄉做為主題旅遊之市場開發案例，爰

此，擬透過文獻探討，研擬自主檢查表之檢查項目，並從供、需面分析，做為遊程設計草

案完成後，自主檢查評估使用。 

 
 

二、資料蒐集與田野調查法： 
 

  六堆客莊文化觀光資源調查工作之進行，主要有(1)資料蒐集(2)田野調查，二大項內容

說明如下: 

 (一)資料蒐集：包括古地圖、文獻史料、聚落的墾拓歷史沿革、地名的由來、族群的故

事、歷史事件、民俗、宗教信仰、節慶、小吃、美食、傳統藝術、重要家族、傑出

人物與貢獻、特色文化產業或農特產品、餐飲、美食等，遊程規劃設計、導覽解說

需要的文化資源，以及觀光服務供應系統需要的服務資源。 

 (二)田野調查是就資料收集到某種程度後，到現地勘查與實證資料所載之地理環境、發

展演變狀態，或甚至資料文獻不足部分，到田野採訪獲得印證或新發現的訊息。田

野調查過程，要注意與參訪景點關係人誠意溝通，建立良好的友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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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型文化觀光資源調查方法 
 

  按地方型聚落文化觀光導覽或游程設計時，一般要考慮到的有聚落的墾拓歷史沿革、

地名的由來、當地族群的民俗、宗教信仰、節慶、小吃、美食、傳統藝術、重要家族、傑

出人物與貢獻、特色文化產業或農特產品等，而這些也是導覽解說人員很重要的養分來源。 

  爰此，本研究土地伯公文史調查及文化觀光資源調查之方法暨調查單元之規劃，爰以

聚落為單元，調查聚落內有形、無形文化資源、自然資源、美食資源，以及相關之、文化

產業與可供給觀光之服物性資源等。 

 

 (一)以聚落為調查單元範圍之規劃 
  要落實到聚落調查的實務工作，聚落基本單元之規劃應該如何來切入呢？是以一個

村、一個社區、或怎樣的一個集居單元化設為「聚落調查的單元」？現行的行政村往往是

依人口數達到可設立一個村(里)的條件時，則劃設一個村(里)行政單元，往往造成同一條路

的東邊住戶歸某某Ａ村，西邊住戶又歸某某Ｂ村的情況，此種劃設並不符合「文化生活圈」

與聚落形成的歷史文化涵構。 

 

  從聚落文化資產應具備之條件來看，參考「文資法」第二條所稱之文化資產定義：「係

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者」，因此「聚落」基本上應具

有一定的歷史及經過歷史沉澱、積累下來，穩定狀態的文化內涵。爰此，本研究將以自然

村形成，並具有歷史的「南岸 13 庄」為調查的基本單元，並且參酌各庄庄廟祭祀圈範圍

做為調查單元規劃之原則，俾利於了解其民俗與社會結構之形成。 

 

 

  1.聚落調查單元之規劃 
  要落實到聚落調查與資源盤點的實務工作，聚落基本單元之規劃應該如何來切入呢？

是以一個村、一個社區、或怎樣的一個集居單元化設為「聚落調查的單元」？現行的行政

村往往是依人口數達到可設立一個村(里)的條件時，則劃設一個村(里)行政單元，此種情形

多半僅是著重在行政資源分配的考量，往往造成同一條路的東邊住戶歸某某Ａ村，西邊住

戶又歸某某Ｂ村的情況，此種劃設並不符合「文化生活圈」與聚落形成的歷史文化涵構。 

 

  從聚落文化資產應具備之條件來看，參考「文資法」第二條所稱之文化資產定義：「係

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者」，因此「聚落」基本上應具

有一定的歷史及經過歷史沉澱、積累下來，穩定狀態的文化內涵。爰此，本研究將透過日

治時期測量繪製台灣堡圖(1898~1904 年)時即已形成集居狀態之『庄』名(其範圍相當於現

今之村里或更大範圍)，及 1921~1928 台灣地形圖之「大字界」，做為聚落調查的基本單元

為原則，最重要的原因是台灣堡圖為有比例尺（二萬分之一）所繪製，可以與現今之地圖

作古、今之套疊，有助於古今發展的比對。 

  從六堆客庄聚落之分布，由南至北排列為左堆、先峰堆、中堆、後堆、前堆、右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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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圖 2.1) 

 

  1.1 左堆：位於今

屏東縣新埤鄉及佳冬

鄉，合計 8 個堡圖時期

的客庄聚落，各庄內也

會附帶幾個小地名(詳

表 2.1 及 2.2)，將一併

納入「庄」界境內調

查。 

 

   (1)新埤鄉所屬

範圍，1898~1904 台灣

堡圖時期(實施街/庄

制)，經社會調查及測

量繪圖標示庄界，屬於

客庄聚落者有新埤頭

庄、建功庄、南岸庄、

打鐵庄。 

 

 

 

 

 

 

 

 

                                                 
4曾彩金，2001，《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第十五篇六堆各鄉鎮市概況篇》，屏東，財團
法人六堆文化教育基金會 

 
圖 2.1 六堆客庄分布示意圖(資料來源:曾彩金,2001)4 



 16 

 

表 2.1 左堆:新埤鄉之客庄聚落 

 
 

   (2)佳冬鄉所屬範圍，1898~1904 台灣堡圖時期(實施街/庄制)，屬於客家庄者有茄苳

腳庄、下埔頭庄、石光見庄、昌隆庄。 

 

表 2.2 左堆:佳冬鄉之客庄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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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先峰堆：位於今屏東縣萬巒鄉境內，1898~1904 台灣堡圖時期，屬於客庄聚落者有

萬巒庄、四溝水庄、五溝水庄等 3 個客庄聚落以及附帶的小地名(詳表 2.3) ，將一併納入

「庄」界境內調查。 

表 2.3 先峰堆:萬巒鄉之客庄聚落 

 

 

  1.3 中堆: 位於今屏東縣竹田鄉境內，1898~1904 台灣堡圖時期，屬於客庄聚落者有頓

物庄、二崙庄、南勢庄、西勢庄等４個客庄聚落以及附帶的小地名(詳表 2.4) ，將一併納

入「庄」界境內調查。 

表 2.4 中堆竹田鄉之客庄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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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後堆：位於今屏東縣內埔鄉境內，1898~1904 台灣堡圖時期，屬於客庄聚落者有老

東勢內埔庄、內埔庄、中心崙庄、新北勢庄、老北勢庄、新東勢庄、老東勢庄等７個客庄

聚落以及附帶的小地名(詳表 2.5) ，將一併納入「庄」界境內調查。 

表 2.5 後堆內埔鄉之客庄聚落 

 

 

 



 19 

  1.5 前堆：位於今屏東縣長治與麟洛兩鄉境內。合計 3 個客庄聚落，各庄內也會附帶

幾個小地名(詳表 2.6 及 2.7) ，將一併納入「庄」界境內調查。 

 

   (1)位於長治鄉境內，在 1898~1904 台灣堡圖時期，屬於客庄聚落者有長興庄、徳協

庄等２個客庄聚落以及附帶的小地名(詳表 2.6)。 

 

表 2.6 前堆長治鄉之客庄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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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位於麟洛鄉境內，在 1898~1904 台灣堡圖時期，屬於客庄聚落者有麟洛庄１個客

庄聚落以及附帶的小地名(詳表 2.7) ，將一併納入「庄」界境內調查。 

 

表 2.7 前堆麟洛鄉境內之客庄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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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右堆：位於今屏東縣高樹鄉及高雄市美濃區、六龜區、杉林區及旗山區的手巾寮

境內。合計 14 個客庄聚落，各庄內也會附帶幾個小地名(詳表 2.8 及 2.9) ，將一併納入「庄」

界境內調查。 

   (1)屏東縣高樹鄉境內，在 1898~1904 台灣堡圖時期，屬於客庄聚落者有高樹下庄、

東振新庄、阿拔泉庄、舊寮庄、大路關仔庄、新大路關庄等 6 個客庄聚落以及附帶的小地

名(詳表 2.8)。 

表 2.8 右堆高樹鄉之客庄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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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雄市美濃區境內，在 1898~1904 台灣堡圖時期，屬於客庄聚落者有瀰濃庄、竹

頭角庄、龍肚庄、中壇庄、金瓜寮庄、吉洋庄等 6 個客庄聚落以及附帶的小地名(詳表 2.9)。 

表 2.9 右堆高雄市美濃區之客庄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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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高雄市六龜區境內，在 1898~1904 台灣堡圖時期，屬於客庄聚落者有新威庄 1 個

客庄聚落以及附帶的小地名(詳表 2.10)。 

 

表 2.10 右堆六龜區境內之客庄聚落 

 

 

   (4)高雄市杉林區境內，在 1898~1904 台灣堡圖時期，屬於客庄聚落者有杉林庄 1 個

客庄聚落以及附帶的小地名(詳表 2.11)。 

表 2.11 右堆杉林區之客庄聚落 

 

 

以上依堡圖時期之庄設定聚落單元，共計 39 個客庄聚落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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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過去、現在及未來,三個面向來探討 
 
  2.1 以『過去』來描述聚落發展歷程； 
   (1)聚落地名由來(聚落庄界內有其他小地名 ,也要調查小地名之由來) 
   (2)墾拓之開始 
   (3)聚落周邊地理環境及聚落早期發展條件 

   (4)過去聚落發展之重要資源、地理條件及聚落生存繁衍之維生資源 
    1)不利發展的地理條件 

    2)有利發展的資源 

    3)聚落生存繁衍之資源 

   (5)聚落內留存的有形、無形文化資產 
    古蹟、歷史建築、文化景觀、遺址、民俗及有關文物、傳統藝術、古物。 

   (6)保存的歷史事件場所與神話傳說文化景觀 
 
 
  2.2 以『現在』來檢視 
   (1)聚落之文化還有保存了哪些? 
   (2)聚落(社區)的社會環境背景資料 
   (3)聚落內社區產業經濟及特色產業? 
   (4)聚落內可供發展的特色文化及產業有哪些? 
   (5)其他 
 
  2.2.1 聚落文化資產保存的情形 
   (1)聚落發展的歷史脈絡紋理保存之情況? 
   (2)聚落在整體環境風貌的特色呈現為何? 
   (3)聚落整體設計形式是有風土建築之表現或人文藝術特色之呈現? 
    聚落空間是人為規劃的設計形式，也就是說，聚落建築群係人為規劃而成者，在

規劃時具有特殊的目的，且其規劃的空間是否具有藝術、美學的特色。 

   (4)聚落之民俗文化保存情況? 
   (5)聚落內傳統藝術之保存情況? 
 
  他山之石的經驗，對於聚落人口外流，導致地方沒落、文化傳承脫落，以及地方產業

的衰退，導致地方經濟的疲弱化等問題，所採取的對策方法是利用地區的強項，以及發展

過程中被保存下來的自然環境、歷史文化環境，經過打造淬煉後，重新發現與詮釋它的價

值，同時也善加利用外界的資源，包含政府及民間資源，透由觀光引進遊客來飲食、住宿、

消費，達到活絡地方經濟的目標。 
 
  2.2.2 聚落內社會環境調查 
    聚落內社會環境的基礎資料及社區凝聚力量的機制等，可做為後續分析發展策略

很重要的資訊。 

   (1)聚落/社區居民之組成。 
   (2)聚落內人口及族群分布情形 
   (3)聚落內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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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聚落內社區凝聚的關係 
     a.傳統民俗部分：Ex.新丁粄(餅)分送全村住戶，宣告喜獲麟兒。做福食福(平安

福)等。 

     b.近代社區凝聚關係：社區發展協會、媽媽教室、才藝教室....等 

 

 

  2.2.3 聚落內社區產業的經濟與特色 
  本項資料的調查可做為推動「客家文化及產業設施活化經營」、「促進特色文化加值產

業發展」、「特色產業人才培育及創新加值」、改善「客家文化生活及產業環境」等計畫

研擬的背景資訊。 
 

  2.2.4 聚落發展文化觀光之資源 

   (1)交通的可及性(交通環境資源) 

   (2)旅遊服務面向的資源 

    1)美食 

    2)住宿：民宿、旅館、接待家庭等 

    3)遊程設計、導覽解說人才等 

 

 

  3.調查方法(計 39 處) 
  聚落文化資源調查的方法，主要有(1)資料蒐集(2)田野調查，二項工作，而田野調查是

就資料收集到某種程度後，到現地勘查與實證資料所載之地理環境、發展演變狀態，或甚

至資料文獻不足部分，到田野採訪獲得印證或新發現的訊息。田野調查過程，要注意與參

訪景點關係人誠意溝通，建立良好的友善基礎。 

 

  聚落文化資源的調查表的呈現方式係以過去→現在的發展歷程來描述，並且就聚落發

展至今仍保存下來的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加以描述其保存的狀況如何? 

因此，本計畫客庄聚落文化資源調查表之設計與呈現方式 

 

 

 

四、行動研究法 
  行動研究的基本概念是一方面整合理論與實證研究，另一方面直接運用研究發現；也

就是將行動研究視為一理性的社會管理(rational social management)，同時結合社會科學的

實驗方法與社會行動，以反映主要的社會問題；理性的社會管理包括一連串的規劃、行動

結果的事實發現，是一螺旋的循環過程。行動研究的理念，在近代開始被許多應用領域所

採用，例如組織的行動研究、社區發展行動研究、教育的行動研究及護理的行動研究等四

個領域（Hart & Bond,1995）。Carr與Kemmis(1986)認為行動研究視一螺旋的週期(a spiral of 

cycle)，並非一線性過程，這個過程是動態的，研究、行動、評估如繩索般緊密連結、交互

作用，正是行動研究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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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之步驟流程從(1)文化觀光資源調查及文獻調查分析→(2)發展出主題構想與遊

程方案之草案→(3)自主檢查評估→(4)產出可行方案；如有評估不可行之情況，則需要在回

到前述步驟(1)或(2)進行補強或調整。一直到可行方案產生之後，則可進入(5)發布招團以

及(6)方案執行，活動後以(7)遊程體驗問卷，蒐集遊客意見，經彙整分析後，如有需調整或

修正方案之情形，則又回饋至步驟(1)或(2)，尋求問題的解決之策，整個流程的循環，即可

說是行動研究法所強調「(1)規劃→(2)行動→(3)評估→(4)回饋至(1)」的循環過程。 

 

 
 
 

叁、研究流程架構 

 

  本研究計畫，其重點包括相關文獻分析、六堆客莊文化觀光資源調查、遊程設計及遊

程方案評估，以自主檢查表(Checking Lists)方式，提出系列性之主題遊程設計方案，若自

主檢查不可行，將會回到規劃構想或文化觀光資源資料庫作檢視，做進一步探討及修正調

整，發展到可行方案時則發布招團與執行方案，遊客進行遊程體驗後則以遊程問卷方式蒐

集遊客意見，之後經彙整分析，來檢視整個遊程設計方案，遊客之群體反應情況，並檢討

有無需要調整、修正或加強之處。經過這樣的流程後，將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研

究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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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調整 

修正調整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範圍(六堆客莊) 

相關文獻分析 六堆客莊環境背景 

六堆客莊聚落(39 處) 

文化觀光資源調查分析 

主題遊程 1 主題遊程 2 主題遊程 N 

自主檢查 

六大主題遊程發布 

文化觀光推展策略執行 

方案執行 

研究結果 

找特色建立遊程主題 

結論與建議 

圖 3.1 研究流程圖(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遊程問卷與分析 

文化觀光推展策略 

．觀光護照發行與宣傳 

．旅遊資訊站(結盟點) 

．主題遊程宣傳及票選活

動(電子 EDM 及 A4 宣

傳) 

．數位宣傳媒體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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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透過本行動研究計畫盤點與調查六堆客家，入墾至此經過 300 多年來包括沿山區（美

濃、高樹、杉林、六龜等）、內陸平原區(麟洛、長治、內埔、竹田、萬巒等)及沿海區(左

堆新埤及佳冬)，三個區因著地理環境的差異及周邊不同族群文化的影響，產生多元而豐富

的文化風貌，透過主題遊程的帶領，讓遊客很快速的認識南部客家、體驗客家、遊憩六堆。 

  透過主題遊程的串聯，同時把各堆最引以為傲的文化特色開始營造，讓台灣客家、六

堆客家文化，透過文化資源轉換成文化經濟的操作，讓六堆客家文化成為地方復甦的帶動

者。 

 

ㄧ、研究結果 

 1.完成 39 處客庄聚落文化資源調查,建立六堆客庄聚落文化資源資料庫。 

 2.經過資源盤點及分析研究，全盤瞭解六堆各聚落文化特色與發展文化觀光之潛力 

 3.探討客家特色產業據點結合文化觀光遊程設計之可行性。 

 4.完成六條主題旅遊路線，透過主題遊程的帶領，讓遊客很快速的認識南部客家、體驗

客家、遊憩六堆。 
 5.讓六堆文化觀光成為國內主題旅遊的重要典範 

 6.透過旅行後滿意度問卷調查，蒐集與分析遊客對遊程體驗之旅遊品質,以及服務品質，

作為改善或加強之參考依據。 

 7.透由 10 個聯盟點的啟動，博物館與地方社會共同發展之實踐開始落實了。 

 8.建立六堆園區與六堆客庄聚落之跨域合作之發展模式 

 

二、六堆客家地區文化景點及旅遊服務資源點盤點成果 

 

表 4.1 六堆客家特色產業、文化景點及旅遊服務資源點彙整表 

六堆 鄉名 特色產業 文化景點 美食/住宿/旅遊服務/

客家文化產業 

中堆 竹田 1.台田醬園 

2.芸竹服裝社 

3.芸竹工房 

4.紫岫工坊 

5.傅民雄唱片 

1.二崙村敬字亭 

2.六堆忠義祠 

3.文筆亭 

4.坐嘴堂內開庄伯公 

5.李屋祖祠 

6.六堆客家文物館 

7.張萬三祖祠 

8.陳氏穎川堂 

9.達達港遺址 

1.格子咖啡 

2.黑山羊食品 

3.台田醬園 

4.徐媽媽客家鹹湯圓 

5.廣東食品廠 

6.六堆釀興業有限公

司 

7.日安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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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竹田驛站 

11.廣泉宮 

12.耀耀村敬字亭 

先鋒 萬巒 1.萬巒陶工坊 

2.玉印霞飛手作 

  坊 

3.徐冬英六堆客 

  家百年古文物 

1.三合水 

2.竹雲庵 

3.南柵百年伯公 

4.萬金天主教堂 

5.廣善堂 

6.五溝水忠勇祠 

7.西方道堂 

8.映泉禪寺 

9.綠色隧道 

10.五溝水社區公園 

11.西秦王爺 

12.范氏蘭園 

13.劉氏宗祠 

14.佳合宮 

15.范家老屋 

16.穎達農場 

1.安巒山莊 

2.勤德農產食品有 

  限公司 

3.耕心行 

4.客家香萬巒豬腳 

5.大人物餐廳 

6.馨園咖啡簡餐 

7.水流東客家餐廳 

8.鈺林咖啡庭院 

9.鶉園休閒農場 

10.禾鄉野水 

11.藝識咖啡 

12.佳興蜂蜜行 

13.五溝守護工作站 

(屏東縣萬巒鄉五溝

村西盛路 59 號) 

14.賞月咖啡農場 

後堆 內埔 1.川永生技農場 

2.唐禹夏工坊 

3.源順堂 

4.唐禹夏藍布衫 

  工室 

5.華信手藝工坊 

6.布凡創意設計 

  工坊 

7.木石居文化 

  創意工作室 

1.內埔老街 

2.忠勇祠 

3.昌黎祠 

4.頸溪畔 

5.六堆客家文化園 

  區 

6.徐傍興紀念博物館 

7.謝氏宗祠 

8.東望樓 

9.李氏宗祠 

10.曾家伙房 

11.鍾氏祠堂 

12.咖啡樹屋 

13.劉氏宗祠 

14.天后宮 

15.觀音廟 

16.龍頸溪畔公園 

17.豐田老街 

18 懷忠里門 

1.吉德富公司 

2.飄香客棧 

3.興家坡 

4.一號老厝 

5.川永休閒農場 

6.源順堂酒釀工坊 

7.芸郁食品行 

8.吉德富有限公司 

9.金月蜂蜜 

10.利氏百年米食店 

11.阿招姊面帕粄 

12.東群茗茶 

13.御品香宅釀造廠 

14.禾豐草魚餐廳 

15.徐家手工蛋捲 

16.福泉花生豆腐 

17.新延香企業有限 

   公司 

18.東寶黑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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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杜君英衣冠塚 

20.福泉堂 

21.樹屋 

22.徐氏祠堂 

23.劉氏宗祠 

24.黃屋伙房 

19.興家坡客家美食 

   館 

20.花朝月夕烘焙屋 

21.福全商行 

22.學橋教育休閒農 

   場 

23.雲龍食品有限公 

   司 

24.良芯美食坊 

25.達觀果菜運銷合 

   作社 

26.內埔三間屋 

27.內埔客家會館 

前堆 麟洛 

長治 

1.揚藝手工藝坊 

2.六堆客家米食  

  工坊 

4.竹田驛站民俗 

  藝術館 

5.揚藝手工坊 

1.振豐村敬字亭 

2.麟洛運動公園 

3.鄉土藝術館 

4.柚園生態體驗農場 

5.邱家大伙房 

6.邱永鎬祠 

7.六堆抗日紀念公 

  園 

8.長興天后宮 

9.進興村玄天上帝 

  廟 

10.德協三山國王宮 

11.竹葉庄古門樓 

12.復興商店 

13.宗聖公祠 

14.中央福德祠 

15.開台聖王廟 

16.麟洛五穀宮 

17.小份敬字亭 

18.謝保安磚樓 

19.謝己生古宅 

1.客家牛 

6.憨吉恆企業行 

7.台山咖啡園 

8.松之露 

9.六堆客家米食(徐 

  粄家)  

左堆 佳冬 

新埤 

1.汝藍石堂 

2.沉香王農業開 

  發有限公司 

 

1.楊氏宗祠 

2.戴氏祠堂 

3.獅頭石頭公園 

4.建功親水公園 

5.建功村老茄苳樹 

1.阿志粄條 

2.金和興商號 

3.蕭家農莊 

4.萬建手工花生豆 

  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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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張家商樓 

7.蕭屋伙房古蹟 

5.當歸鴨、鹹湯圓 

6.左堆鄉村人文旅行

服務站 

右堆 高樹 1.大埔農產品合  

  作社 

2.高樹元氣館 

3.大路關麵店 

4.活石生活創意

工坊 

1.大路關百年石獅 

2.鍾理和故居 

3.東振土地公廣場 

4.恩公廟 

5.大埔三山國王廟 

6.高樹菸樓 

7.慈雲寺 

8.中埔公廨元帥廟 

9.高樹元氣館 

1.大路關麵店 

2.大埔農產品生產 

  合作社 

3.鴻旗有機休閒農 

  場 

4.大路觀主題樂園 

5.嵐筑園 

6.幸福莊園 

7.大路關麵店 

其他  1.沛佳服飾工坊 

2.日新行 

3.古早味黑香腸 

4.鍾林工作室 

5.沛佳服飾工坊 

6.鍾林工作室 

7.陳藝工坊 

8.屏東線漫畫局 

9.皂夢園企業 

  社 

10.好客工坊 

 1.新丁有機咖啡農 

  園 

2.豐隆農產加工廠 

3.晉多億農特產有 

  限公司 

4.自在廚房有限公 

  司 

5.義香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6.客家牛 

7.六堆傳統技藝美 

  食坊 

8.日新酒莊 

9.鄭媽媽手工牛軋糖 

 

三、六堆客莊發展文化觀光的策略討論 

  推展地方文化深度之旅或文化觀光與走馬看花式的大眾旅遊不同，一般「大眾旅遊」

與「文化觀光」，給旅行者之感受最大的的差異是什麼？大眾旅遊的遊程是沿路有什麼景

點，好看好玩，就安排於旅遊行程中，但往往是景點與景點間沒有相關連，因此整個旅程

結束，會讓旅行者感到是「走馬看花」的旅行經驗。 

 

  一個好的「文化觀光」遊程設計是從一個地方文化資源之特色找出具有文化觀光吸引

力的主題，掌握核心概念，把主題有關之文化因子串聯起來，從點→線→面，串成一個具

有魅力的旅遊行程，滿足旅行者的見聞欲、求知欲、體驗不同文化差異、享受懷舊情感，

以及休閒疏解身心壓力與消費的愉快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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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推展地方型文化觀光(或地方文化深度之旅)與經營旅行社的型態不同，旅行社不以

地方為限，也很少會投資人力去進行地方文化觀光資源調查，只要那邊有觀光資源，即帶

團過去，所從事的旅遊內容較偏向於走馬看花式，除非委託單位要求需要在地專業導覽解

說，旅行社才會遵照辦理。地方社區組織或文史工作團隊以地方深耕經營方式，進行文化

資源調查研究，對地方文化的了解可說是如數家珍，對於提升國內旅遊品質的貢獻，不容

忽視，更不能讓利益團體，透由法令綁規約的方式，將地方文史工作專業導覽解說者，排

除於旅遊諮詢、遊程規劃設計及導覽解說工作之外。 

 

  因此，發展文化觀光之策略，除了要能提出具有吸引力的遊程，來滿足消費者(旅行者)

透由人文旅行增廣見聞(見聞欲)、求知慾及文化差異的體驗之外。然而要將地方文化資源

轉換成活絡地方的文化經濟，則有需要一個常態性專職、專業的遊客服務中心來推展地方

文化觀光，包括行銷宣傳、地方旅遊諮詢、遊程設計服務、導覽解說服務…等。 

 

 (一)提供具有吸引力文化觀光，遊程設計切入的重點5 
 

  舉凡談及文化創意產業、文化觀光…等，其規劃設計並不是毫無線索、天馬行空冒出

來的作品，文化創意產業脫離了「文化」元素，就只能說是產品「創意設計」；同樣的，

文化觀光少了地方文化內涵與元素，就回歸到過去的大眾旅遊、走馬看花的模式了。但是

經過六堆客莊文化資源調查後，龐雜的文化資源資料到底要從哪裡著手切入呢？日本西村

幸夫教授(2010)在他所編著的《大家一起來!打造觀光城鄉》一書指出：「打造觀光城鄉－

要從城鄉最引以為傲的地方開始地域管理」。 

 

 第一，就是要訂定主題： 

  在《體驗經濟時代》一書指出體驗設計五項原則：第一個就是「訂定主題」(Theme the 

Experience)( B.Joseph Π 與 James H. Gilmore 著,夏業良 魯煒譯,2003)。經過南岸 13 莊聚落

單元之文化觀光資源調查後，各聚落內可開發為文化觀光的資源點，其特色及關鍵條件，

大抵均能掌握了，現今就是透過一個具有觀光吸引力的主題，把各聚落之文化因子串連起

來，透過點→線→面，串成一個魅力的旅遊行程，除了滿足遊客的「見聞欲」、「求知欲」、

「體驗不同文化的差異性」、「享受懷舊溫潤的情感」之外，也要滿足客製化旅行團體的旅

行目的…等。 

 

 第二，旅遊集合報到點要考量交通的方便性與可及性：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01 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報告》指出「民眾選擇旅遊據點時的考

慮因素(重要度)」，調查結果依序為(1)交通接駁方便(37.3%),(2)有主題活動(16.5%),(3)沒去

過、好奇(13.8%),(4)品嚐美食(12.8%) (詳表 4.2) 

 
                                                 

5 葉正洋:〈文化觀光資源運用於由城設計之研究—以佳冬鄉為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 
碩士論文),頁 181-182 



 33 

表 4.2 選擇旅遊地點時的考慮因素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101 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報告 

 
 (二)成立專職專業推展機構---六堆文化觀光旅遊服務中心 
 

  將地方文化資源轉換成活絡地方的文化經濟，則有需要一個常態性專職、專業的遊客

服務中心來推展地方文化觀光，包括行銷宣傳、地方旅遊諮詢、遊程設計服務、導覽解說

服務…等。 

  本計畫主持人所負責的六堆願景工作坊於民國 99~100 年參與莫拉克風災後重建計畫

（佳冬鄉生活重建服務中心），任務執行告一段落之後，即轉型投入長期產業重建，於民

國 101 年元月進駐佳冬蕭屋伙房古蹟(佳冬蕭宅)成立佳冬鄉遊客服務中心，以佳冬蕭屋伙

房為基地，調查地方文化資源，將地方文化資產轉換成文化觀光資源，開發文化創意觀光

遊程設計及旅遊服務，第一階段(2012 年~2014 年)主要推一日及半日文化觀光遊程服務，

遊程區域範圍以佳冬鄉為主。第二階段(103 年~105 年)：除了一日及半日之外，也往二日

以上遊程服務，遊程區域範圍除了佳冬鄉之外，也開發六堆地區文化觀光遊程。因此在 2014
年 9 月 1 日成立「六堆文化觀光旅遊服務中心」，提供下列服務項目: 
(1)六堆地區文化觀光旅遊諮詢服務 

(2)導覽解說服務 

(3)鐵馬出租服務 

(4)客製化遊程設計服務 

(5)地方特色美食及伴手禮 

(6)旅行車箱型車服務 

(7)文化觀光資源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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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佳冬鄉遊客服務中心入口(資料來源:本研究作者拍攝) 

 

經過第一、第二及第三階段，自 2012 年 1 月至今（2017 年 11 月底），累計服務了 105 件。

在遊程設計與導覽範圍也從單點古蹟擴及到聚落，乃至於六堆客家地區，此實踐經驗經

驗，後續可作為六堆客家地區結盟機構串連成一個永續經營聯盟，並開啟聚落與區域型文

化資產活化再生、整體發展之觸媒，建立古蹟與歷史建築永續發展的機制。 

 

表 4.3 受理客製化遊程方案統計表 

階段 年度期間 案件數 服務中心名稱/駐地 備註 

2012 年 1~8 月 0 佳冬鄉遊客服務中心 

/佳冬 

主要推現成/主題遊程

招收散客 6人成行 

2012 年 9~12 月 6 佳冬鄉遊客服務中心 

/佳冬 

現成遊程＋客製化遊程 

2013 年 1~12 月 22 佳冬鄉遊客服務中心 

/佳冬 

現成遊程＋客製化遊程 

第 

一 

階 

段 

2014 年 1~8 月 13 佳冬鄉遊客服務中心 

/佳冬 

現成遊程＋客製化遊程 

2014 年 9~12 月 6 六堆文化觀光旅遊服務中

心/佳冬 

現成遊程＋客製化遊程 

2015 年 1~12 月 16 六堆文化觀光旅遊服務中

心/佳冬 

現成遊程＋客製化遊程 

第 

二 

階 

段 2016 年 1~5 月 9 六堆文化觀光旅遊服務中

心/佳冬 

現成遊程＋客製化遊程 

第三 2016 年 6 月 12 六堆文化觀光旅遊服務中 現成遊程＋客製化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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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2017 年 3 月 心/新埤 

第四

階段 

2017 年 4月~迄

今(11 月) 

21 六堆文化觀光旅遊服務中

心/竹田 

客製化遊程 

 合計 105   

 

 

(二)推展文化觀光策略方法 
 

  本研究計畫之執行，預定提出六條主題遊程設計，再輔以「觀光護照」之推行策略，

至少 10 個景點或館舍(策略聯盟點)，以集章換文宣品、優惠抵扣卷之方式，讓遊客走入客

庄及策略聯盟機構。 

 

  為了達到行銷宣傳效果，也進行「網路行銷規劃」、「文宣品設計輸出規劃」等執行策

略及行銷宣傳輔助工作。 
 

  1.發行六堆文化觀光護照 

  1.1 護照設計構想： 

結合六堆客家地區策略聯盟景點或特色產業點，規劃串連六堆的旅遊行程，期望

能共同發展整體觀光效益，並提供區域旅遊地圖，使民眾能迅速找到該區的旅客

服務站，以便其能順暢遊六堆。 

  1.2 配套活動 

   (1)集章地點(10 處) 

   (2)集章景點館舍開館時間 

   (3)兌獎文宣出版品方式---年--月--日(-)前持旅遊護照之集章規定數量，並填妥個人

資料，即可兌換限量好禮喲！ 

   (4)集章規則 

辦法一、集滿兩個以上景點服務站戳章即可兌換下列優惠方案。 

a.參加達人帶路人文旅行團(六大主題遊程之一)，可享團費 50 元扣抵卷． 

b.策略聯盟景點或特色產業點消費打九折． 

辦法二、集滿三個以上景點服務站戳章即可兌換下列優惠方案。 

a.參加達人帶路人文旅行團(六大主題遊程之一)，可享團費 100 元扣抵卷． 

b.策略聯盟景點或特色產業點消費打 95 折． 

 

  2.規劃設計六大主題遊程 

 

  一般「大眾旅遊」與「文化觀光」，給旅行者之感受最大的的差異是什麼？大眾旅

遊的遊程是沿路有什麼景點，好看好玩，就安排於旅遊行程中，但往往是景點與景點

間沒有相關連，因此整個旅程結束，會讓旅行者感到是「走馬看花」的旅行經驗。 

  一個好的「文化觀光」遊程設計是從一個地方文化資源之特色找出具有文化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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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的主題，掌握核心概念，把主題有關之文化因子串聯起來，從點→線→面，串

成一個具有魅力的旅遊行程，滿足旅行者的見聞欲、求知欲、體驗不同文化差異、享

受懷舊情感，以及休閒疏解身心壓力與消費的愉快等功能。 

 

  在《體驗經濟時代》一書指出體驗設計五項原則：第一個就是「訂定主題」(Theme 

the Experience)( B.Joseph Π 與 James H. Gilmore 著,夏業良 魯煒譯,2003)。經過六堆 12

個鄉鎮區文化觀光資源盤點後，各堆聚落內可開發為文化觀光的資源點，其特色及關

鍵條件，大抵均能掌握了，現今就是透過一個具有觀光吸引力的主題，把各聚落之文

化因子串連起來，透過點→線→面，串成一個魅力的旅遊行程，除了滿足遊客的「見

聞欲」、「求知欲」、「體驗不同文化的差異性」、「享受懷舊溫潤的情感」之外，也要滿

足客製化旅行團體的旅行目的…等。 

 

  六大主題遊程，得依主題的特性適度結合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博物館常態或主題展

覽)及六堆地區客家特色產業(含美食)點。 

 

  六堆主題之發掘可透由下列方法，找出特色主題： 

(1)以族群文化或人物故事為主題 

(2)以聚落文化資產(含有形及無形)為主題 

(3)以歷史事件為主題 

(4)以產業發展史暨產業文化為主題 

(5)以飲食文化為主題 

(6)以民俗文化為主題 

(7)以地理環境變遷(地層下陷)文化景觀為主題 

(8)文化創意體驗為主題 

 

  3.旅遊資訊站替選評估 

遴選六堆客家地區 10 個以上景點或館舍(以下簡稱「六堆結盟機構」)，除了是集章

換文宣品的服務點之外,也會是協助促成旅客來六堆客家地區文化觀光的觸媒及熱

情的借問站功能，也是地區旅遊之資訊站。 

【評估項目】 

(1)交通的可及性：□非常具備□具備□普通□不具備□非常不具備 

(2)旅遊吸引力：景點周邊環境保存之歷史人文價值或自然生態環境具有之旅遊吸引

力強度。□非常強□強□普通□不很強□非常不具備 

(3)結盟機構經營客家文化產業之類別： 

□食品□工藝創作□生活精品□美食料理□休閒旅遊□其他 

(4)旅遊資訊站(或檯)空間設置：□無□有(自家) 

(5)異業結合：□困難□有(與文化觀光有關事業結合性) 

(6)客家意象性：□非常具備□具備□普通□不具備□非常不具備 

(7)成熟度：□非常成熟□成熟□普通□不成熟□非常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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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配合度：□非常高□高□普通□不高□非常不高 

(9)發展成為地區人文旅行服務站之潛力性 

□非常具備□具備□普通□不具備□非常不具備 

(10)其他事項： 

 

表 4.4：旅遊資訊站評估資料表 

名稱 

(景點館場) 

 

地址  聯絡電話 

代表人姓名  電子信箱 

機構經營之類別 □休閒旅遊類□客家傳統商店□餐飲美食類□公共服務

設施點□工藝創作類□其他_________ 

 

交通可及性 □非常具備□具備□普通□不具備□非常不具備 
 

旅遊吸引力 □非常強□強□普通□不很強□非常不具備 
 

可設置旅遊資訊

站(或台)之空間 
□無□有(自家)  

異業結合 
□困難□有(與文化觀光有關事業結合性)  

客家意象性 □非常具備□具備□普通□不具備□非常不具備 
 

成熟度 □非常成熟□成熟□普通□不成熟□非常不成熟 
 

配合度 □非常高□高□普通□不高□非常不高 
 

發展成為地區人

文旅行服務站之

潛力性 

□非常具備□具備□普通□不具備□非常不具備 

 
 

 

其他事項 
  

 

  4.主題遊程 A4 宣傳單及票選活動設計 

   4.1 主題遊程 A4 宣傳單 

    (1)內容：六大主題遊程每個主題均設計一個 A4 宣傳單，內容包括個主題遊程之

簡章內容、參加遊程之梯次（日期）、旅遊費用、報名方式、聯絡方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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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主題遊程票選活動之優惠方案等。 

    (2)規格：A4 道林白，100 磅(雙面) 

    (3)數量：每條主題遊程 1000 份 

 

   4.2 主題遊程票選活動設計 

   4.2.1 宣傳：分別從數位宣傳、FB、Line 及 「i 屏東旅遊網」、「六堆客家文化園區

FB 粉絲專頁」、「六堆文化觀光旅遊服務中心 FB 粉絲專頁」等宣傳「主題遊

程票選活動」。 

   4.2.2 票選活動辦法分紙本票選及數位線上票選 

    (1).紙本票選參加者可從 10 個聯盟點、交通部觀光局各大遊客服務中心據點、六

堆客家文化園區遊客中心、六堆文化觀光旅遊服務中心等,索取紙本票選單,

填寫投票者基本資料(可領優惠扣抵卷)及最喜歡的主題遊程、喜歡的主題遊

程、最想去體驗遊的主題遊程等(均可複選)。投入 10 個聯盟景點票箱或寄回

主辦單位地址(六堆文化觀光旅遊服務中心)。 

收到後的票選紙本資料，承辦單位再用人工輸入法，輸入數位線上票選活動，

合併計票． 

       

    (2).數位線上票選活動 

      運用Ｇoogle Forms 票選報名系統或 BeClass 線上報名系統,設計本主題遊程

票選活動，讓遊客從網路即可參與票選活動，同樣地,參與票選者仍需要在報

名系統填寫基本資料，最喜歡的主題遊程、喜歡的主題遊程、最想去體驗遊

的主題遊程等(均可複選)。 

      各主題遊程及五大主題遊程之 E-DM 均可連結本線上票選活動之網址,方便

遊客參與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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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規劃完成之六大主題遊程及文化觀光護照 

一、六大主題遊程 

 (一)主題 1：六堆客家伙房（嘗）、聚落（祀典組織）文化資產探索之旅 

   --從客家伙房→客家聚落→六堆三個空間層次來認識客家、體驗客家、遊憩六堆 

 

 【規劃構想】： 

  六堆地區客家先民清朝時期(康、雍、乾、嘉、道等期間)，大底來自廣東梅縣、蕉嶺、

平遠、興寧等地區(稱四縣)，清朝時期，廣東(粵)四縣隸屬嘉應州6沒有靠海，粵人渡海來

台比福建沿海的漳州、泉州府閩人比較不便利，另方面，當時台灣隸屬福建省轄區，渡台

許可，廣東(粵)人申請比較不易，福建(閩)之漳、泉人申請比較容易取得。因此比較慢來到

台灣，而且人數比例較少的粵籍客家人，客家先民入墾此地,土地的墾照權係屬平埔族或早

先來的閩人,客家先民以「耕佃」入墾，並使用組織化的墾殖方式，分(1)在原鄉醵資或來台

祖及其子孫開拓家業累積資本，以來台祖名義組成ＯＯ嘗業(或稱公嘗7、小公嘗、公業)，

在六堆地區購置田產轉租予族親或子孫租耕，幫助族眾立足生根(例如蕭達梅嘗)；(2)在六

堆地區醵資以契約認股成立大公嘗(同姓,但來台祖不同系之族親組織8)或神明會(非同姓之

組織)，再購置田產轉租予親族或鄉鄰，助其立足發展。(例如佳冬楊雲岫公嘗、十三莊褒

忠祀典會、十三莊義渡祀典會..等)。 

 

  客家先民入墾此地，以家族凝聚力量,不分家"共食共伙"發展出「客家伙房」"及同血緣

家族之「私嘗」、「公嘗」 組織，另方面，村庄方面，發展出客庄聚落的團結組織、濟弱

扶傾、神明會..等不同姓氏成員組織起來的"ＯＯ會"組織(福德爺會、伯公會、褒忠會、倉

頡會，及其他公益組織(如新埤與佳冬尚未興建大橋前有"義渡會"等. 

 

  台灣許多地方在七十年代實施都市計畫後，新建或改建之建築紛紛以現代樣式的透天

建築取代傳統合院建築,原有傳統建築及聚落所型塑的風貌漸漸改變,當六堆地區許多鄉村

邁向城市化的過程,地方感也漸漸消失時,在佳冬六根庄客家聚落,還保存著許多舊有的傳統

客家伙房,以及客庄聚落的紋理與風貌,見證著客家先民,清朝時期渡海來台,面對著族群的

緊張關係,在這方土地發展出來的「客家伙房」"以及同血緣家族之「公嘗組織」，另方面,

村庄方面,發展出客庄聚落的柵門防禦設施及老街道、聚落紋理等,以及不同姓組織起來的"

ＯＯ會"組織(福德爺會、伯公會、褒忠會、倉頡會，及其他公益組織(如新埤與佳冬尚未興

建大橋前有"義渡會"等。 

 

  當這些歷史文化資產,在六堆其他地區,因都市計畫的實施,開闢或擴寬道路,致使傳統

                                                 
6 <清雍正十一年(公元 1733 年)>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程鄉縣升為嘉應直隸州統領長樂縣(後改為五華)、興寧
縣、平遠縣與鎮平縣(後改蕉嶺)等四縣)(此為嘉應州建置之始) 
7後來日治時期改稱祭祀公業 
8 同一來台祖之後代組織起來的稱「小公嘗」，若組織成員雖是同姓,但係由多個來台祖之後代組織成立者,
為「大公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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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房,被拆除重建為代表現代樣式的透天建築,佳冬六根庄聚落,還保存有許多客家伙房,在

加上聚落的老街道沒有擴寬,聚落紋理仍舊保存著,我們認為,這些歷史文化資產,就是一個

做為認識客家,體驗客家,遊憩六堆非常好的切入點與場域. 

 

【遊程設計表】： 
活動細項 時間 說明 

1.集合/報到 

地點：高雄後火

車站(大廳) 
08:50~09:10 

報到及接駁地點：高雄後火車站(大廳) 

台北地區遊客可預先購買高鐵早鳥票(65 折、8 折或 9 折)

班次台北(6:26、6:30、6:51 三班次),均可在 8:50 前抵達新左

營,轉搭台鐵或捷運,抵達高雄火車站,有多班次,再從後站出

口來集合,完成一日遊不是困難的事了 

(一)查詢高鐵早鳥票網址: https://irs.thsrc.com.tw/IMINT/ 

(二)火車時刻查詢網址: 

 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EasySearch.aspx 

2.高雄→佳冬 09:10~10:10 車上介紹六堆客家文化 

3.左堆六根庄

客家聚落 
10:10~11:50 

(一)走讀清朝時期六根庄客家伙房及聚落文化之美 

(1)六根庄三山國王廟(2)東柵門遺址石碑 (3)敬字亭(4)步月

樓(5)佳冬蕭屋伙房(外部)(6)蕭家洋樓(台灣第一棟用空心磚

蓋的洋樓) (6)北柵門及北門伯公(7)羅屋伙房(8)西柵門(褒忠

門)(9)楊氏宗祠(10)冬根老街詩人步道彩繪作品(11) 三五堂

(12)張家商樓(13)六根庄三山國王廟(廣場) 

(二)啟南老街日式建築街屋風貌與傳統伙房建築比較 

(1)聚落的節點(nodes)—三山國王廟及廟埕空間 

(2)日治時期啟南老街街屋建築與伙房建築空間之比較 

(3)街屋建築與伙房建築材料、工法及裝飾之比較. 

(三)保鄉衛土的左營伯公與六根庄福德祠香爐神話傳說 

4.午餐 11:50~12:30 
享用在地客家美食，創造五感體驗之味覺與嗅覺，讓您的

人文旅行體驗 

5.左堆鄉村人

文旅行站 
12:30~13:30 

(1)聽左堆的故事, 

(2)賞味新鮮烘焙現磨現煮的咖啡 

6.左堆的新埤

頭庄聚落 

13:30~14:10 

1.新埤頭開庄伯公 

2.新埤地名由來 

3.清朝時期義渡會及新埤頭渡口遺址 

(1)新埤頭、下六根或新埤頭、茄苳腳二庄地名的關連 

(2)愛綢愛緞新埤頭；愛銀愛錢下埔頭之俚語 

4.鍾屋伙房 

5.張屋伙房(左堆副總理張海華故居) 

7.潮州泗林綠

色隧道 
14:10~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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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五溝水聚落 14:40~16:00  

9.六堆客家文

化園區 
16:00~16:20
(車程) 

16:20~17:20 

 

10 賦歸 17:20-18:10 

(50min) 

 

 

   

   

 

 

 

圖 5.1-主題 1：六堆客家伙房（嘗）、聚落（祀典組織）文化資產探索之旅 DM 

 
 
 (二)主題 2：六堆各堆聚落及伯公文化差異探索之旅 

   --從六堆沿山區(美濃)、沿海區(佳冬)及內陸平原區(內埔、竹田等)地理環境差異及

周邊族群文化影響,看三區土地公與聚落文化差異探索之旅 

    

 【規劃構想】： 

  六堆客家地區的先民，自清朝時期康、庸、乾、嘉，年間自粵東移民入墾在此的客家

先民除了運用客家伙房及同姓同血源家族的「嘗」組織，累積資本購置田產照顧宗族之外，

面對不同族群之衝突與緊張關係，也會集結同語言、同文化族群組織「ＯＯ會」(例如褒忠

會、福德會、伯公會等神明會)，以組織的力量團結起來去因應。建造聚落的防禦設施(含

柵門)，甚至跨庄性組織（例：南岸 13 庄褒忠祀典）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些保存下來

的伙房、聚落紋理、碑記、嘗與會..等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述說著過去清朝時期閩、客、

平埔及原住民族群在這裡互動的歷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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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六堆客家先民面對不可抗力的天然災害、威脅，而應蘊出對天地的敬崇—拜土

地公信仰、做福(祈福)與拜新丁之祭典禮俗。 

  俗話常聽到說土地公有庄頭庄尾土地伯公、水頭水尾土地伯公、田頭田尾土地伯公

等，從聚落的發展歷史來看，客家莊的慣例會先有開莊伯公，漸漸發展出莊頭、莊尾，還

有水圳進出聚落範圍，進入村莊時會有水頭伯公，離開村莊聚落範圍時會有把水尾的伯

公；另外還有為農業生產順遂平安的田頭田尾，產業型伯公。 

  從六堆沿山區(美濃)、沿海區(佳冬)及六堆內陸平原區(內埔等)，看三區土地公，是否

有因地理環境的不同，還有週邊不同族群的「互為影響」，而產生不同的文化差異，非常

值得來探索，在專業導覽老師之引領下，旅行者只需帶著放鬆和好奇的心情來享受這趟人

文旅行吧！ 

 

活動細項 時間 說明 

1.集合/報到 

地點：高雄後火

車站(大廳) 
08:50~09:10 

報到及接駁地點：高雄後火車站(大廳) 

台北地區遊客可預先購買高鐵早鳥票(65 折、8 折或 9 折)

班次台北(6:26、6:30、6:51 三班次),均可在 8:50 前抵達新

左營,轉搭台鐵或捷運,抵達高雄火車站,有多班次,再從後站

出口來集合,完成一日遊不是困難的事了 

(一)查詢高鐵早鳥票網址: https://irs.thsrc.com.tw/IMINT/ 

(二)火車時刻查詢網址: 

 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EasySearch.aspx 

2.高雄→佳冬

(車程) 
09:10~10:10 

車上介紹六堆客家文化 

3.左堆六根庄

客家聚落及沿

海區伯公文化 
10:10~11:50 

(一)走讀清朝時期六根庄客家伙房及聚落文化之美 

(1)六根庄三山國王廟(2)東柵門遺址石碑 (3)敬字亭(4)步月

樓(5)佳冬蕭屋伙房(外部)(6)蕭家洋樓(台灣第一棟用空心

磚蓋的洋樓) (6)北柵門及北門伯公(7)羅屋伙房(8)西柵門

(褒忠門)(9)冬根老街詩人步道彩繪作品(10) 三五堂(11)張

家商樓(12)六根庄三山國王廟(廣場) 

(二)保鄉衛土的左營伯公與六根庄福德祠香爐神話傳說 

(三)歷史文化保存濃厚的土地伯公壇 Vs.瀕臨失聯的土地公

窘境 

4.午餐 11:50~12:30 
享用在地客家美食，創造五感體驗之味覺與嗅覺，讓您的

人文旅行體驗 

5.半徑仔庄北

門首伯公及北

營神兵宇 
12:30~13:00 

受沿海閩南庄廟王爺信仰影響,庄廟安五營與四方伯公的

安排 

6.新埤頭庄聚

落及開庄伯公 13:00~13:30 

1.新埤頭開庄伯公及左堆鄉村人文旅行站 

2.新埤地名由來 

3.左營伯公及清朝時期義渡會、新埤頭渡口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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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埤頭、下六根或新埤頭、茄苳腳二庄地名的關連 

(2)愛綢愛緞新埤頭；愛銀愛錢下埔頭之俚語 

7.內埔番仔埔

開庄伯公 
13:30~14:20 

興南庄(舊名:番仔埔)開庄伯公及敬字亭 

8.老埤平埔老

祖祠、客家伯公

及福佬土地公 
14:20~14:40 

三座不同族群的神祉座落同一基地旁,是族群互動融合的

結果?設立在此的沿革為何呢?真的,會令人想一探究竟,還

有百聞不如一見呢~ 

(1)鳳山八社的下淡水社(馬卡道族)老祖祠 

(2)老埤客家伯公 

(3)老埤福佬土地公 

9.逆杜君英庄

界碑 
14:40~15:00 

逆杜君英庄界碑--隱藏的客家史 

10.大陸關開庄

伯公 Vs.石獅公 
15:00~15:40  

11.美濃龍肚庄

里社真官伯公 
15:40~16:10 

 

12.美濃東門樓 

開庄伯公 
16:10~16:30 

 

13.美濃第一街 16:30~ 永安街 

14.瀰濃庄里社

真官伯公 
16:30~16:45 

 

15.瀰濃開基伯

公 
16:45~17:10 

 

16.賦歸(美濃~

高雄) 
17:1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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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主題 2：六堆各堆聚落及伯公文化差異探索之旅 DM 
 
 (三)主題３：六堆耕讀傳家-科舉文青養成術探索之旅 

   --六堆科舉金榜人物故居、書院、學堂、敬字亭及韓文公祠歷史人文之旅 

 

 【規劃構想】： 

  在清帝國的王朝體制之下，科舉是最重要的晉身之階，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而能否

參加科舉考試，和戶籍制度有着密切關係，在向王朝爭取學額的過程中，以原籍稱之的身

份一再被強調爲了這一粵籍舉額，資助考生赴福州考試的路費，六堆人士發起捐題，於道

光九年（1829）成立了科舉會，這是六堆組織背後最重要的財產機構。9他們又建立一個供

                                                 
9〈會費充作學資〉，《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1 月 27 日，第 4 版；《臺灣土地慣行一斑》，第 3 編，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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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紳講學與子弟讀書的地方，即前述之昌黎祠10。清代鳳山縣粵籍總共出了 3 位進士（佔

全縣一半），20 位舉人（更佔全縣大半）11顯示出該地科舉的成功。顯然在王朝體制下，除

了「義民」的身份之外，獲得科舉功名也是六堆地方人士提升社會地位、納入國家正統的

重要方式。 

  六堆內埔昌黎祠（韓文公祠）、科舉金榜人物故居（進士第）、書院（屏東宗聖公祠）、

學堂（佳冬步月樓、五溝水觀海山房、敬字亭等歷史人文之旅。 

 

【遊程設計表】： 

活動細項 時間 說明 

1.集合/報到 

地點：高雄後火

車站(大廳) 
08:50~09:10 

報到及接駁地點：高雄後火車站(大廳) 

台北地區遊客可預先購買高鐵早鳥票(65 折、8 折或 9 折)

班次台北(6:26、6:30、6:51 三班次),均可在 8:50 前抵達新

左營,轉搭台鐵或捷運,抵達高雄火車站,有多班次,再從後站

出口來集合,完成一日遊不是困難的事了 

(一)查詢高鐵早鳥票網址: https://irs.thsrc.com.tw/IMINT/ 

(二)火車時刻查詢網址: 

 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EasySearch.aspx 

2.高雄→內埔

(車程) 
09:10~10:00 

車上介紹韓文公 

3.內埔昌黎祠

及天后宮 
10:00~10:30 

清道光九年（1829）六堆人士發起捐題，成立了科舉會，

這是六堆組織背後最重要的財產機構。同時他們又建立一

個供士紳講學與子弟讀書的地方，即昌黎祠。 

4.六堆科舉會 10:30~11:00 六堆科舉會及清科舉客籍進士(4 人)介紹 

5.韓文公介香

火 
11:00~11:20 

客家創新歌謠賞析與教唱 

作詞:曾喜城,作曲:曾次朗 

(遊程手冊備有歌詞及譜) 

6.江昶榮進士

第-江屋 
11:20~12:00 

竹圍村濟陽堂江屋祖堂 

7.午餐 12:00~13:00  

8.五溝水聚落

及伙房、書院 
13:00~14:30 

(1)劉氏宗祠 (2)觀海山房(3)劉屋大我伙房(4)劉屋偉芳祖堂

《進士第》 

9.美濃黃驤雲

進士故居 
14:30~15:30 

15:30~15:50 

興隆里廣興街 360 號 

10.美濃東門樓

(大啟文明) 
15:50~16:20 

 

11.瀰濃庄敬字 16:20~16:50  

                                                 
10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丁部，〈規制〉，〈祠廟〉，頁 183。 

11鍾壬壽纂修，《六堆客家鄉土誌》，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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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 

12.廣善堂迎聖

蹟介紹 
16:50~17:20 

 

13.賦歸 17:20~18:30 美濃~高雄火車站後站 

 

 
圖 5.3-主題 3：六堆耕讀傳家-科舉文青養成術探索之旅 DM 

 

 (四)主題 4：左堆客家及林邊溪流域多元族群人文及地理探索之旅(一日) 

 

  子題 1 左堆客家---從客家伙房→客家聚落→六堆三個空間層級,來認識南部客家,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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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遊憩六堆之左堆。 

 

 【規劃構想】： 

  台灣許多地方在七十年代實施都市計畫後,新建或改建之建築紛紛以現代樣式的透天

建築取代傳統合院建築,原有傳統建築及聚落所型塑的風貌漸漸改變,當六堆地區許多鄉村

邁向城市化的過程,地方感也漸漸消失時,在佳冬六根庄客家聚落,還保存著許多舊有的傳統

客家伙房,以及客庄聚落的紋理與風貌,見證著客家先民,清朝時期渡海來台,面對著族群的

緊張關係,在這方土地發展出來的「客家伙房」"以及同血緣家族之「公嘗組織」，另方面,

村庄方面,發展出客庄聚落的柵門防禦設施及老街道、聚落紋理等,以及不同姓組織起來的"

ＯＯ會"組織(福德爺會、伯公會、褒忠會、倉頡會，及其他公益組織(如新埤與佳冬尚未興

建大橋前有"義渡會"等。 

 

  當這些歷史文化資產,在六堆其他地區,因都市計畫的實施,開闢或擴寬道路,致使傳統

伙房,被拆除重建為代表現代樣式的透天建築,佳冬六根庄聚落,還保存有許多客家伙房,在

加上聚落的老街道沒有擴寬,聚落紋理仍舊保存著,我們認為,這些歷史文化資產,就是一個

做為認識客家,體驗客家,遊憩六堆非常好的切入點與場域. 

 

  子題 2---林邊溪流域閩、客、平埔及原住民族群人文及地理環境探索之旅 

 

  從林邊溪的沿海、下遊、中游及上游等不同的族群聚落,因著地理環境的差異發展出來

的閩、客、平埔及原住民等族群文化；日據時期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在來義溪沖積扇扇頂端

開闢萬隆、士林、新厝等製糖農場,而招募”會社工”,聚居所成的「會社聚落」(會社寮)，直

到台灣光復,國民政府遷台後，安置＂大陳義胞＂的玉環新村等，讓這林邊溪流域展現出豐

富的多元族群文化。 

  又因為經濟的開發,來義溪沖積扇扇頂端，日本時代開闢蔗糖農場,興闢堤防,改變行水

區與地下水文,引響地下水補注，六十年代林邊溪下遊及沿海區農地,改變做為養殖魚塭,抽

取地下水等,造成地層下陷的文化景觀.透過這次地理環境探索之旅,來認識地層下陷的遠因

與近因。 

 

【遊程設計表】： 
活動細項 時間 說明 

1.集合/報到 

地點：高雄後火

車站(大廳) 
08:50~09:10 

報到及接駁地點：高雄後火車站(大廳) 

台北地區遊客可預先購買高鐵早鳥票(65 折、8 折或 9 折)

班次台北(6:26、6:30、6:51 三班次),均可在 8:50 前抵達新

左營,轉搭台鐵或捷運,抵達高雄火車站,有多班次,再從後站

出口來集合,完成一日遊不是困難的事了 

(一)查詢高鐵早鳥票網址: https://irs.thsrc.com.tw/IMINT/ 

(二)火車時刻查詢網址: 

 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EasySearch.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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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雄→崁頂

交流道 
09:10~10:10 

國 3 崁頂下交流道經北岸橋, 

介紹北岸河及南岸 13 莊(左堆客家之入墾) 

3.左堆新埤頭

開庄伯公/新埤

頭、茄苳腳二庄

地名的關連 

10:10~10:50 

1.在左堆鄉村人文旅行站賞味新鮮烘焙咖啡,揭開體驗之旅

的序幕 

2.本日遊程主題架構簡介 

(1)從客家伙房→客家聚落→六堆,三個空間層級來認識客

家、體驗客家、遊憩六堆 

(2)林邊溪流域閩、客、平埔及原住民族群人文及地理環境

探索之旅 

3.新埤頭開庄伯公 

4.清朝時期義渡會及新埤頭渡口遺址 

(1)新埤頭、下六根或新埤頭、茄苳腳二庄地名的關連 

(2)愛綢愛緞新埤頭；愛銀愛錢下埔頭之俚語 

5.鍾屋伙房及張屋伙房(左堆副總理張海華故居) 

4.佳冬六根庄

聚落文化導覽 

10:50~12:10 

(70min) 

(一)走讀清朝時期六根庄客家伙房及聚落文化之美 

(1)六根庄三山國王廟(2)東柵門遺址石碑 (3)敬字亭(4)步月

樓(5)佳冬蕭屋伙房(外部)(6)蕭家洋樓(台灣第一棟用空心

磚蓋的洋樓) (6)北柵門及北門伯公(7)羅屋伙房(8)西柵門

(褒忠門)(9)楊氏宗祠(10)冬根老街詩人步道彩繪作品(11) 

三五堂(12)張家商樓(13)六根庄三山國王廟(廣場) 

 
(二)日式風貌的街屋建築/啟南老街 

(1)聚落的節點(nodes)—三山國王廟及廟埕空間 

(2)日治時期啟南老街街屋建築與伙房建築空間之比較 

(3)街屋建築與伙房建築材料、工法及裝飾之比較. 

(4)左營伯公 

5.午餐 
12:10~13:00 

享用在地客家美食，創造五感體驗之味覺與嗅覺，讓您的

人文旅行體驗,增添精彩又值得回憶的ㄧ頁 

林邊溪流域多元人文及地理環境探索之旅 

6.頂寮海堤 13:00~13:15 地層下陷近因地理環境探索 

7.塭子漁港 13:15~13:30 (1)林邊溪出海口地層下陷之體驗 

(2)全台海平面最低的地方/觀海平面高於內陸 

8.海埔地層下

陷建築群 
13:30~13:50 (1)吳記古厝群 

(2)常民淹水紀錄牆 

9.羌園太陽能

發電廠 13:50~14:00 

停車定點車上解說 

(1)羌園與薑園地名由來 

(2)地層下陷地區,八八水災後的重生新事業. 

10.朱一貴鴨母

王養鴨的基地 
14:00~14:10 

車上解說 

(1)武丁潭(客裝)與大武丁(閩莊)地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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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一貴鴨母王養鴨的基地 

11.建功庄聚落

及建功禁山 

14:10~14:50 

清朝時期還沒築堤防前，客家庄集全村力量組織樹山會購

置田地種植樹林抵擋洪水之樹山,因禁止取樵筏木,故稱為

禁山． 

建功東柵門 

建功水頭伯公 

12 獅頭平埔聚

落 
14:50~15:30 

(1)隱身於閩南文化的平埔族, 

(2)獅頭社區文物館(平埔,客家及閩南族群文化) 

13 玉環新村聚

落 
15:30~15:45 

車上解說 

(1)國民政府安置大陳義胞的另類眷村 

(2)時代境遷,義胞凋零,年輕人出走,聚落豐華成為歷史追

憶. 

14.日本時代會

社寮移民村 

15:45~15:55 

車上解說 

(1)日本統治台灣,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意志國家甜菜及製

糖設施遭毀,國際糖價高,日政府計畫在林邊溪沖積善的扇

頂端開闢萬隆、士林、新厝等製糖農場,並設置會社寮,獎勵

移民定居此地開墾,成立了會社寮移民村--萬隆、保水泉、

海風寮、新開寮等. 

15.新來義移民

村 

15:55~16:10 

車上解說 

(1)98 年莫拉克風災後由紅十字會及慈濟所興建第一期永

久屋 232 戶。 

(2)99 年凡納比颱風後由慈濟所興建第二期永久屋 56 戶 

安置受災戶。 

16.二峰圳地下

集水廊道(文化

景觀)及大潮州

人工湖引水渠

道 

16:10~16:40 

(1)運用地下水庫概念,收集地下伏流水,灌溉萬隆、士林、

新厝等製糖農場之工事. 

(2) 二峰圳明渠出水處/來義國小 

(3)古樓分水工及鳥居信平手植小葉桃花心木 

17.林後四林平

地森林 
16:40~17:10 (1)二峰圳模型解說 

(2)大潮州人工湖 Vs. 林後四林平地森林 

18.潮州綠色隧

道 
17:10~17:30 

綠色隧道結束 

19 賦歸 17:30~18:20 潮州→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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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主題 4：左堆客家及林邊溪流域多元族群人文及地理探索之旅(一日)DM 
 
 
 （五）主題 5:六堆之左堆客家及恆春半島人文深度導覽解說 

   子題 1：左堆佳冬及新埤客庄聚落人文導覽解說 

   子題 2：六堆二次移民恆春半島人文故事及清牡丹社事件及開山撫番歷史事件場所

故事遊 

 

 【規劃構想】： 

  印象中,你對國境之南的文化是呈現什麼樣的圖像呢? 

  左堆是六堆中唯一靠海的客庄，清朝時期福建(閩南)族群多半先入墾於台灣西部沿

海，在清朝時期左堆客家先民入墾於此,面對不同族群的生存競爭與緊張關係,如何存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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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建立安身立命的聚落,迄今又保留了哪些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見證過去客庄墾拓於斯,

所留下的活歷史；又因左堆客家靠海與閩南族群互動密切,閩客互為學習、影響，漸漸地,

左堆客家文化與六堆其他堆之客家文化也有些許多差異,這樣的差異其實就是「在地化」的

形成。所謂「在地化」（localization），可以簡單的解釋為人與土地的相互關係中，隨著接

收到當地的歷史和文化也不同，並受到地形、氣候及週邊族群等因素影響，而在不知不覺

中使得每一地的客家人因此呈現出不同面貌。 

 

  探究恆春半島文史，會發現這裡簡直是台灣多元文化的縮影，從最早的 

(一)大龜文王國 

(二)荷治時期與瑯嶠十八社 

1638 年到 1645 年間,荷蘭人東部探金 Vs.龜仔角社與荷蘭八寶公主神話傳說故事。 

(三)明鄭時期，鄭經派軍至此殖民屯田，因令部將「統領」兵士駐守，故命名為統領埔，

並逐漸形成庄村。這可說是漢人最早進入恆春半島的時期。 

(四)清初康熙台灣輿圖最南端的沙馬崎頭（鵝鑾鼻）,劃歸鳳山縣的版圖. 

(五)到了乾隆中期，國界北縮到枋寮，枋寮以南的地區，全部列為禁地荒埔，使本區域長

期處在清廷官方管轄範圍之外。 

(六)到了牡丹社事件(1874)之後清廷體認到台灣的重要性，轉為積極治理台灣，增設府縣

(1875 年(光緒元年)增設恒春縣)建恆春城 

(七)日治時期的恆春半島 

1902 年成立的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與 1906 年的恆春熱帶植物園；1912 年引進日本洋

蔥試植，恆春麻場等. 

1895 年，四重溪溫泉被日軍官兵發現，並有數位日本人在此經營溫泉生意。四重溪溫

泉不僅與陽明山、北投、關仔嶺並列四大名湯，1930 年昭和天皇的胞弟高松宮宣仁親

王夫婦來此度蜜月，更使四重溪溫泉聲名遠播。 

(八)戰後的恆春半島發展 

戰後恆春半島的發展與土地使用管制依主管單位，可分為(1)1945 至 1955 年的地方政府

過渡期與(2)1956 至 1970 年的省觀光事業委員會主導期。(3)觀光局主導期（1972 至

1981）(4)墾丁國家公園計畫主導期(1982~迄今)。 

恆春半島地理環境特色,以及多元族群在此的歷史發展之演進,留下豐富多樣之歷史人

文風貌。堪稱為台灣多元文化的縮影。 

 

  透過這次「深度之旅」，帶領大家來認識六堆及恆春半島因地理環境、週邊不同族群

「互為影響」，所形成的文化差異，每次從實際旅行體驗中，會讓旅行者深深感受到，「讀

萬卷書，不若行千里路呢！」。 

 

  在實務上要進行 2 天 1 夜之遊程設計，若沒有主題規劃，恐怕難得的假期，也會很容

易就流於走馬看花式的旅行，因此，特別整理這幾年田野調查之文化資源，轉換設計成這

次〈六堆之左堆客家及恆春半島人文深度導覽解說〉的活動方案，期能滿足旅行者的求知

慾、見聞欲，以及文化差異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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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程設計表】： 
活動細項 時間 說明 

(一)第一天   

1.集合點(一) 

地點：高雄後火

車站(大廳) 
12:15~12:30 

報到及接駁地點：高雄後火車站(大廳) 

台北地區遊客搭 7:00 以前鐵路對號班次,可在 12:00 抵達高

雄火車站。如搭高鐵,可預先購買高鐵早鳥票(65 折、8 折或

9 折)班次台北至左營約 100min~130min 之間,抵達新左營,

轉搭台鐵或捷運,抵達高雄火車站,有多班次,再從後站出口

來集合 

(一)查詢高鐵早鳥票網址: https://irs.thsrc.com.tw/IMINT/ 

(二)火車時刻查詢網址: 

 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EasySearch.aspx 

2.集合點 2 

潮州火車站 
13:30~13:40 

 

3.北岸河/北岸

橋 
13:40~13:55 

認識左堆從北岸河/南岸 13 庄開始 

4.左堆重要人

物故居及歷史

故事(開山撫

番、抗日及哈

日) 

左堆鄉村人文旅行站 

(1)清-六根庄蕭屋第二代蕭清華(開山撫番) 

(2)清-六根庄蕭屋第三代蕭光明(左堆總理) 

(3)清-新埤頭庄張屋張海華(左堆副總理) 

(4)日-佳冬蕭屋第五代蕭恩鄉(佳冬庄長) 

5.新埤頭庄人

物故居及南岸

13 庄團結組織 

14:00~15:00 

(1)新埤張屋伙房(張海華故居) 

(2)13 庄義渡會 

(3)13 庄褒忠祀典 

6.六根庄聚落

及重要防禦設

施 

15:00~17:00 

(一)走讀清朝時期六根庄聚落及重要防禦設施 

(1)六根庄三山國王廟(2)東柵門遺址石碑 (3)敬字亭(4)步月

樓(5)佳冬蕭屋伙房(外部)(6)蕭家洋樓(台灣第一棟用空心

磚蓋的洋樓) (6)北柵門及北門伯公(7)羅屋伙房(8)西柵門

(褒忠門)(9)楊氏宗祠(10)冬根老街詩人步道彩繪作品(11) 

三五堂(12)張家商樓(13)六根庄三山國王廟(廣場) 

(二)左堆團結組織之土地公廟 

.左營福德祀典及福德祠 

7 佳冬神社 17:00~17:40  

8 晚餐 18:00~18:50 
享用在地客家美食，創造五感體驗之味覺與嗅覺，讓您的

人文旅行體驗 

9.乃木第二師

軍團登陸紀事

碑 
19:30~20:00 

晚餐後來去海邊吹海風 

踏查 1895 乙未戰役乃木第二師軍團登陸歷史事件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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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住宿休息 20:00~20:40 牡丹紅瓦民宿或其他可容納之旅館 

   

第二天   

1.起床梳洗 06:30~07:00  

2.早餐的約會 07:00~07:30  

3.牡丹水庫雙

溪口 
07:30~07:40 

(1)宮古島民遇難處,雙溪口(女乃溪/即四重溪及牡丹溪雙溪

口) 

(2)牡丹社遺址 

(3)女乃社遺址(無端遭滅村) 

4 牡丹國小 07:40~08:20 

(1)長達 100 公尺 60 多階的彩虹階梯及 LOVE 牡丹 Loge, 

(2)還有背山圍靠的校園景觀,百步蛇的直條窗等,讓牡丹國

小成為旅客熱門的景點呦~ 

5.牡丹灣海岸

線 
09:00~09:30 

(1)九硼沙丘自然地景 

(2)琉球宮古島民船難上岸處 

6.港仔溪口 09:30~10:00  

7.滿州客家探

索 
10:00~11:00 

(1)滿州敬聖亭 

(2)永靖村的福德伯公：從保力再轉輾遷移至滿州鄉客家人

(鍾姓(ex.鍾主福,劉姓,古姓,邱姓,謝姓等大姓.. 

(3)從新竹南下的張姓(張成豐/滿州鄉中山路 52 號) 

8.鵝鑾鼻公園/

燈塔 
11:00~12:00 

(1)羅發號事件及牡丹社事件後,美國及日本聯手要求清政

府興建鵝鑾鼻燈塔 

(2)燈塔於 1881 年（清光緒 7 年）動工，1883 年（清光緒

9 年）建成。由於當地是原住民的地盤，因此在興建前後，

官方還派了五百兵力守護。 砲壘式的外觀與滿布槍眼的圍

牆，圍牆外還有壕溝，而整個塔區建築屋頂都是「蓄水坪」，

雨水沿著水管集流到地面下九座花崗石蓄水池，水源自給

自足，這些都是為了防止原住民的侵襲與圍困而建造的設

施，也因此鵝鑾鼻燈塔成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武裝燈塔。 

 

9.午餐 12:10~13:00  

10.恆春民謠館 13:00~14:00  

11 恆春古城(西

門) 
14:00~15:00 

(1)恆春廣寧宮(三山國王廟): 三山國王廟在光緒元年

1875），由清朝總兵梁燕建城時所建，有鎮城之廟宇之稱。 

(2)恆春老街 

 

12.龜山安營紀

念碑 
15:00~15:30 

 

13.保力保安宮

及褒忠碑 
15:30~16:30 

(1)探索六堆客家二次移民來保力之情況 

(2)楊友旺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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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琉球藩民墓

碑 
16:40~17:10 

 

15.回程 17:10~  

 

 
圖 5.5-主題 5及主題 6 遊程 DM 
 
 
 (六)主題 6:六堆客家人文深度之旅(2 天 1 夜) 

 

子題 1-從客家伙房→客家聚落→六堆三個空間層級,來認識南部客家,體驗客家,遊憩六堆之

左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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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構想】： 

  六堆地區客家先民清朝時期(康、雍、乾、嘉、道等期間)，大底來自廣東梅縣、蕉嶺、

平遠、興寧等地區(稱四縣)，清朝時期，廣東(粵)四縣隸屬嘉應州12沒有靠海，粵人渡海來

台比福建沿海的漳州、泉州府閩人比較不便利，另方面，當時台灣隸屬福建省轄區，渡台

許可，廣東(粵)人申請比較不易，福建(閩)之漳、泉人申請比較容易取得。因此比較慢來到

台灣，而且人數比例較少的粵籍客家人，客家先民入墾此地,土地的墾照權係屬平埔族或早

先來的閩人,客家先民以「耕佃」入墾，並使用組織化的墾殖方式，分(1)在原鄉醵資或來台

祖及其子孫開拓家業累積資本，以來台祖名義組成ＯＯ嘗業(或稱公嘗13、小公嘗、公業)，

在六堆地區購置田產轉租予族親或子孫租耕，幫助族眾立足生根(例如蕭達梅嘗)；(2)在六

堆地區醵資以契約認股成立大公嘗(同姓,但來台祖不同系之族親組織14)或神明會(非同姓

之組織)，再購置田產轉租予親族或鄉鄰，助其立足發展。(例如佳冬楊雲岫公嘗、十三莊

褒忠祀典會、十三莊義渡祀典會..等)。 

 

  客家先民入墾此地，以家族凝聚力量,不分家"共食共伙"發展出「客家伙房」"及同血緣

家族之「私嘗」、「公嘗」 組織，另方面，村庄方面，發展出客庄聚落的團結組織、濟弱

扶傾、神明會..等不同姓氏成員組織起來的"ＯＯ會"組織(福德爺會、伯公會、褒忠會、倉

頡會，及其他公益組織(如新埤與佳冬尚未興建大橋前有"義渡會"等. 

 

  台灣許多地方在七十年代實施都市計畫後，新建或改建之建築紛紛以現代樣式的透天

建築取代傳統合院建築,原有傳統建築及聚落所型塑的風貌漸漸改變,當六堆地區許多鄉村

邁向城市化的過程,地方感也漸漸消失時,在佳冬六根庄客家聚落,還保存著許多舊有的傳統

客家伙房,以及客庄聚落的紋理與風貌,見證著客家先民,清朝時期渡海來台,面對著族群的

緊張關係,在這方土地發展出來的「客家伙房」"以及同血緣家族之「公嘗組織」，另方面,

村庄方面,發展出客庄聚落的柵門防禦設施及老街道、聚落紋理等,以及不同姓組織起來的"

ＯＯ會"組織(福德爺會、伯公會、褒忠會、倉頡會，及其他公益組織(如新埤與佳冬尚未興

建大橋前有"義渡會"等。 

 

  當這些歷史文化資產,在六堆其他地區,因都市計畫的實施,開闢或擴寬道路,致使傳統

伙房,被拆除重建為代表現代樣式的透天建築,佳冬六根庄聚落,還保存有許多客家伙房,在

加上聚落的老街道沒有擴寬,聚落紋理仍舊保存著,我們認為,這些歷史文化資產,就是一個

做為認識客家,體驗客家,遊憩六堆非常好的切入點與場域. 

 

子題 2- 從六堆沿山區(美濃)、沿海區(佳冬)及六堆內陸平原區(內埔等)地理環境的不同,看

三區土地公與聚落文化差異之探索之旅(/2 天 1 夜) 

 

                                                 
12 <清雍正十一年(公元 1733 年)>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程鄉縣升為嘉應直隸州統領長樂縣(後改為五華)、興
寧縣、平遠縣與鎮平縣(後改蕉嶺)等四縣)(此為嘉應州建置之始) 
13後來日治時期改稱祭祀公業 
14 同一來台祖之後代組織起來的稱「小公嘗」，若組織成員雖是同姓,但係由多個來台祖之後代組織成立者,
為「大公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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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構想】： 

  六堆客家地區的先民，自清朝時期康、庸、乾、嘉，年間自粵東移民入墾在此的客家

先民除了運用客家伙房及同姓同血源家族的「嘗」組織，累積資本購置田產照顧宗族之外，

面對不同族群之衝突與緊張關係，也會集結同語言、同文化族群組織「ＯＯ會」(例如褒忠

會、福德會、伯公會等神明會)，以組織的力量團結起來去因應。建造聚落的防禦設施(含

柵門)，甚至跨庄性組織（例：南岸 13 庄褒忠祀典）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些保存下來

的伙房、聚落紋理、碑記、嘗與會..等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述說著過去清朝時期閩、客、

平埔及原住民族群在這裡互動的歷史故事。 

  然而，六堆客家先民面對不可抗力的天然災害、威脅，而應蘊出對天地的敬崇—拜土

地公信仰、做福(祈福)與拜新丁之祭典禮俗。 

  俗話常聽到說土地公有庄頭庄尾土地伯公、水頭水尾土地伯公、田頭田尾土地伯公

等，從聚落的發展歷史來看，客家莊的慣例會先有開莊伯公，漸漸發展出莊頭、莊尾，還

有水圳進出聚落範圍，進入村莊時會有水頭伯公，離開村莊聚落範圍時會有把水尾的伯

公；另外還有為農業生產順遂平安的田頭田尾，產業型伯公。 

  從六堆沿山區(美濃)、沿海區(佳冬)及六堆內陸平原區(內埔等)，看三區土地公，是否

有因地理環境的不同，還有週邊不同族群的「互為影響」，而產生不同的文化差異，非常

值得來探索，在專業導覽老師之引領下，旅行者只需帶著放鬆和好奇的心情來享受這趟人

文旅行吧！ 

 

【遊程設計表】： 

活動細項 時間 說明 

1.集合點 1 

地點：高雄後火

車站(大廳) 
12:15~12:30 

報到及接駁地點：高雄後火車站(大廳) 

台北地區遊客搭 7:00 以前鐵路對號班次,可在 12:00 抵達高

雄火車站。如搭高鐵,可預先購買高鐵早鳥票(65 折、8 折或

9 折)班次台北至左營約 100min~130min 之間,抵達新左營,

轉搭台鐵或捷運,抵達高雄火車站,有多班次,再從後站出口

來集合 

(一)查詢高鐵早鳥票網址: https://irs.thsrc.com.tw/IMINT/ 

(二)火車時刻查詢網址: 

 http://twtraffic.tra.gov.tw/twrail/EasySearch.aspx 

2.集合點 2 

潮州火車站 
13:30~13:40 

 

3.北岸河/北岸

喬 
13:40~13:45 

認識左堆從北岸河/南岸 13 庄開始 

4.左堆鄉村人

文旅行站/ 

新埤頭庄聚落

及開庄伯公 
13:45~14:45 

1.左堆鄉村人文旅行站 

--賞味新鮮烘焙咖啡與左堆南岸 13 庄的故事 

2.新埤地名由來 

3.左營伯公及清朝時期義渡會、新埤頭渡口遺址 

(1)新埤頭、下六根或新埤頭、茄苳腳二庄地名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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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愛綢愛緞新埤頭；愛銀愛錢下埔頭之俚語 

5.半徑仔庄北

門首伯公及北

營神兵宇 
14:45~15:10 

受沿海閩南庄廟王爺信仰影響,庄廟安五營與四方伯公的

安排 

6.左堆六根庄

聚落及伯公文

化 
15:10~17:30 

(一)走讀清朝時期六根庄客家伙房及聚落文化之美 

(1)六根庄三山國王廟(2)東柵門遺址石碑 (3)敬字亭(4)步月

樓(5)佳冬蕭屋伙房(外部)(6)蕭家洋樓(台灣第一棟用空心

磚蓋的洋樓) (6)北柵門及北門伯公(7)羅屋伙房(8)西柵門

(褒忠門)(9)楊氏宗祠(10)冬根老街詩人步道彩繪作品(11) 

三五堂(12)張家商樓(13)六根庄三山國王廟(廣場) 

(二)保鄉衛土的左營伯公與六根庄福德祠香爐神話傳說 

(三)歷史文化保存濃厚的土地伯公壇 Vs.瀕臨失聯的土地公

窘境 

7.晚餐 18:00~19:00 
享用在地客家美食，創造五感體驗之味覺與嗅覺，讓您的

人文旅行體驗 

8.夜間人文導

覽及住宿下塌 
19:30~20:30 

內埔客家會館或屏東市富光飯店 

夜間六堆內埔天后宮及老街人文導覽 

   

第二天   

1 早餐的約會 07:00~07:30  

2 六堆忠義亭 08:00~09:00  

3 竹田驛站園

區 
09:00~10:00 

 

4.五溝水聚落 10:00~11:30  

5.午餐 12:00~13:30  

6.萬金天主教

堂 
12:30~13:30 

 

7.內埔番仔埔

開庄伯公 
13:30~14:00 

興南庄(舊名:番仔埔)開庄伯公及敬字亭 

8.老埤平埔老

祖祠、客家伯公

及福佬土地公 
14:00~14:30 

三座不同族群的神祉座落同一基地旁,是族群互動融合的

結果?設立在此的沿革為何呢?真的,會令人想一探究竟,還

有百聞不如一見呢~ 

(1)鳳山八社的下淡水社(馬卡道族)老祖祠 

(2)老埤客家伯公 

(3)老埤福佬土地公 

9.大路關開庄

伯公 Vs.石獅公 
15:00~15:30 

 

10.龍肚庄里社

真官伯公 
15: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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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濃東門樓 

開庄伯公 
16:00~16:40 

 

14.美濃第一街 永安街 

15.瀰濃庄伯公

屋 

16:40~16:50  

16.瀰濃庄里社

真官伯公 
16:50~16:40 

 

17.瀰濃庄敬字

亭 
16:40~17:00 

 

18.瀰濃開基伯

公 
17:00~17:30 

 

19 賦歸 17:30~18:20 美濃~高雄火車站(後站) 

   

 

 

二、六堆文化觀光護照 

 (一)護照設計構想： 

  結合六堆園區周遭景點及策略聯盟機關，規劃串連六堆的旅遊行程，期望能共同發展

整體觀光效益，使民眾能迅速找到該區的旅客服務站，以便其能順暢遊六堆。 

 (二)配套活動 

  1.集章地點(10 處) 

  2.集章景點館舍開館時間 

  3.集章規則 

  辦法一、集滿一個以上景點服務站戳章即可兌換下列優惠方案。 

a.參加達人帶路人文旅行團(六大主題遊程之一)，可享團費 50 元扣抵卷． 

b.策略聯盟景點或特色產業點消費打九折． 

辦法二、集滿三個以上景點服務站戳章即可兌換下列優惠方案。 

a.參加達人帶路人文旅行團(六大主題遊程之一)，可享團費 100 元扣抵卷． 

b.策略聯盟景點或特色產業點消費打 95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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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護照封面 圖 5.7 封面內 

  

圖 5.8 內頁 1 目錄(文字內容尚未定案) 圖 5.9 內頁 2護照集章換好禮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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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內頁 3 圖 5.11 內頁 4 

 

 
 

圖 5.12 內頁 5 圖 5.13 內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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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內頁 7 圖 5.15 內頁 8 

  

圖 5.16 內頁 9 圖 5.17 內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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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 內頁 11 內埔客家會館 圖 5.19 內頁 12 

  

圖 5.20 內頁 13 圖 5.21 內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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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內頁 15 圖 5.23 內頁 16 

  

圖 3.24 內頁 17 圖 3.25 內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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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 內頁 19 圖 3.27 內頁 20 

圖 3.28 內頁 21 圖 3.29 內頁 22 



 65 

 

 

 

圖 3.30 內頁 23 圖 3.31 內頁 24 

  
圖 3.32 內頁 25 圖 3.33 內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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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4 封底(外) 圖 3.35 封底內 

 

 
 
 

陸、結論與建議 

 
 

 (一)開發地方型文化觀光之基礎工作，例如文化資源調查、導覽解說人才培訓等，可由

非營利組織(NPO)連結客委會或文化部依有關之補助作業要點辦理。 

 (二)文化觀光之開發有必要形成群聚景點，其行銷宣傳也需要專責單位整合與串聯(包含

運輸、住宿、餐飲、遊憩與旅遊服務等)，目前交通部觀光局之政策偏向於「重要觀

光景點」，以及觀光局所轄”國家風景區”區內鄉鎮之有關景點，國家風景區範圍以

外之地區，則歸縣市政府之觀光部門或成為社區自食其力的地帶。 

 (三)綜觀政府部門中的政策及施政重點，關於「文化」＋「觀光」之文化觀光政策，究

竟是文化部門或觀光部門主責？目前處於尷尬且不明確的狀態，尤其是尚非屬明星

景點之地方型文化觀光，其開發與行銷宣傳之推動，並無主責之政府部門，地方社

團或文化產業或文史工作者需要心理建設，養成自食其力推展能力、多角化提供服

務、資源串聯與異業合作之經營模式，未嘗不是一種走向產業化永續經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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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與旅行社的關係?夥伴 or 競爭?  

  市場區隔，旅行社做全陪，地方深度導覽及餐飲做地陪 

  1.國內旅行業要提升旅遊品質,有必要跟在地深根文史工作者合作，旅行社的導遊當全

陪，在地文史工作者擔任地陪，這樣可做出讓旅遊品質提升,建立遊程產品口碑的良

策,如果旅行社或牛頭招團採用走馬看花式旅遊，在時代進展中，也會漸漸失去競爭

力。 

  2.在地方推展地方型文化觀光，也要學著如何跟旅行社經營方式做區隔，地方經營要

做深度之旅，因此文化資源調查不可免,從田野調查中獲得養分，讓你的解說內容與

涵養,無法被取代,讓您規劃設計的遊程方案能滿足人文旅行團體的求知慾、見聞欲

與文化差異的體驗，您可以自主經營地方深度人文之旅的文化觀光，旅行社接到需

要深度之旅的旅行團體,自然會來找你搭配,． 

  3.對於人口外流，導致地方沒落、地方經濟的疲弱化等問題，所採取的對策方法是利

用地區的強項，以及發展過程中被保存下來的歷史文化環境，同時也善加利用外界

的資源，透由觀光引進遊客來，達到活絡地方經濟的目標。 

   如何讓引進的觀光能落實嘉惠到地方?則是需要思考的，散客走馬看花式、或旅行社

或牛頭招團走馬看花式旅遊，對地方發展深度之旅、文化觀光，並不是很好的發展

模式。老七家石板屋部落，不歡迎散客打擾式旅遊或沒有解說員帶領，自由行犯祖

靈禁忌等問題，而對外發佈「只接受團體預約導覽」的部落旅遊模式。 

 

 (五)給地方文化觀光、文史工作者之建議 

  1.初期投入如果沒有政府資源，也不是不好，養成自立，及早接軌進入文化產業的世

界。在鄉村推展文化觀光，也需要多角化經營，讓經營可以存活下來，然而多角化

經營可從遊客需求的面及經營者(或地方)可供應之資源(包含人力資源)來切入。 

  2.推展文化觀光需具備二個基本要件(1)要有經營場域(2)要有專職專業人力投入，其工

作包括文化資源調查、遊程規劃設計、導覽解說、客源建立與開發、行銷地方特色、

工作團隊養成等。 

  3.口碑經營的延續與發酵 

文化觀光旅遊是出發前滿心期待，旅遊體驗後則不會有留下實質的物品，只有留下

旅行中的的回憶，包含知性、理性及感性的記憶，遊客如對這次旅遊滿意，願意下

次再來參加，從經營角度而言，創造機會(例如活動照片下載..等等)請他們加入「FB

粉絲群」，或「FB 社團」，或「Line 群組」，透過這些平台共同分享每次旅行歡樂及

美好記憶，後續也可收到相關人文旅行訊息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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