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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佐銘  陳意玲 

    

壹、前言 

一、考察動機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為配合行政院推動「挑戰二○○八國家發

展重點計畫：新客家運動－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觀察

台灣客庄產業在轉型過程與國際化發展方面，尚有發揮的空間，

未來如何與國際市場接軌，建立國際形象實為當務之急。澳洲為

藝創之國，文化創意產業享譽國際，為加強本會與澳大利亞產業

界建立互動，推展台灣的客家特色文化產業於國際市場，爰規劃

赴澳大利亞考察觀摩其創意產業推動情形，俾作為行政院客家委

員會之施政參考。 

澳大利亞，一個多采多姿的地方。具有獨特的自然景緻與多

種奇妙的野生動物，充滿自由與悠閒的浪漫，無污染的綠色環境

跟大自然交相輝映。有農莊產業、生態復育、水上假期、歷史風

土、移民人文、歌劇欣賞、原住民手工藝文化等，一直給人奇妙

美好的印象。同時澳洲人懂得如何享受人生，寓教於樂，愛護環

境是全澳洲人心中的觀念。澳洲已塑造出獨具的國際魅力，也是

相當令人討喜，文化創意發展已然超越台灣，進一步親近她，讓

筆者多有感觸，尤身為政府公部門文化行政人力，當應思考文化 

―――――――――――――――――― 

*范佐銘：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企劃處專門委員 

 陳意玲：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企劃處社會經濟科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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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的動力。台灣客庄的發展日增，如何找尋客庄的文化產業魅

力，從產業規劃到經營管理，到魅力客家再現，創造最佳的台灣

客家印象，可說是當前政府與民間所應共同亟思的課題與挑戰。    

二、考察目的 

本文擬試從澳大利亞的文化創意推展經驗，提出拋磚引玉之

再思考向度： 

（一）觀察台灣客庄產業在轉型過程發揮的空間。 

（二）思索如何行銷客庄產業，創造客家文化價值。 

（三）發現澳大利亞的藝創魅力，及對文化創意產業市場的掌握。 

（四）比較澳洲與台灣的文化行銷，提出心得建議。 

貳、考察行程及課題 

一、考察行程 

自 2003.12.29下午啟程，搭乘國泰班機赴香港轉澳航班

機，前往澳洲墨爾本市後進行考察活動，本次考察活動行程及食

宿均由考察團自行安排，簡要行程摘錄如下： 

（表一） 
9 2 年 

月 日 

起 訖 

地 點 
工 作 紀 要 

12 29 
台北─ 

墨爾本 
去程（臺北－香港－墨爾本） 

12 30 墨爾本 
1. 參訪百年歷史傳統市集－維多利亞女王市場。 

2. 參訪南門藝術休閒區。 

12 31 墨爾本 
1. 參訪亞拉山谷葡萄釀酒產業經營。 

2. 觀摩丹德農國家公園蒸氣火車營運模式。 

1 1 墨爾本 觀摩大洋路生態旅遊景觀設施及遊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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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墨爾本 
1. 觀摩貝瑞拉金礦文化產業設施規劃。 

2. 拜訪台灣客家同鄉會及特色民宿經營。 

1 3 
墨爾本─ 

荷巴特 

1. 觀摩「荷巴特夏季節」年度嘉年華活動。 

2. 參訪沙拉曼加地方手工藝產業大市集。 

1 4 荷巴特 
1. 觀摩 Bruny 島生態景觀設施。 

2. 參訪農莊經營。 

1 5 荷巴特 
1. 觀摩 Port Author 文化遺址規劃。 

2. 參訪港岸規劃。 

1 6 
荷巴特─ 

雪梨 

1. 拜會台北駐雪梨經濟文化辦事處。 

2. 參訪岩石區歷史建築結合產業經營。 

1 7 
雪梨－ 

台北 

1. 拜訪 SBS 多語廣播電台。 

2. 返程（雪梨－香港－臺北） 

 

二、考察課題 

此次文化創意產業考察之地區，經衡酌澳洲發展之特色，選

定前往維多利亞洲（Victoria）之墨爾本(Melbourne)，塔斯馬

尼亞洲（Tasmania）之荷巴特（Hobart），以及新南威爾斯洲（New 

South Wales）之雪梨(Sydney)等地為主。而本次考察課題包括： 

（一）傳統市集的魅力 

（二）特色民宿的規劃設計與經營管理 

（三）酒庄或農庄轉型與產品輸出 

（四）移民地區的風土與人文行銷 

（五）自然生態旅遊的實例操作 

（六）節慶活動（events）觀摩 

（七）手工藝及澳洲土著藝術的推廣與應用 

（八）飲食文化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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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分區重點說明 

首站前往墨爾本市考察澳洲百年延續的的傳統市集中心的

特色（Queen Victorian Market）、藝術休閒區（Southgate Arts and 

Leisure Precinct）的經營規劃、早期移民如何打造獨具特色的釀

酒庄、休閒農業的案例與初級產品的升級，以及拜訪台灣客家同

鄉會周宇棟先生，瞭解澳洲特色民宿及特色商店的經營策略及社

區組織的參與互動模式等；其次前往荷巴特市，觀摩重要大型地

方節慶活動摩―「Hobart Summer Festival」，考察社區歷史建築

核心地帶（Battery Point）的發展模式，文化襲產的維護與應用，

瞭解生態旅遊的市場價值與永續環境的做法，以及考察亞瑟港遺

址之規劃與經營，如何吸引遊客瞭解當地殖民時期歷史文化之發

展，創造觀光產業之附加價值；最後前往雪梨，拜會台灣駐雪梨

經濟文化辦事處，參觀岩石區歷史建築改裝餐飲服務之經營情

形，另前往 SBS電台拜訪白菲比小姐，瞭解電台之設施及經營

概況。考察團於 2004.1.7完成考察任務返抵國門，共計十天。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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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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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考察團行程及活動內容，依時間先後臚列如下： 

一、墨爾本(Melbourne)考察行程及內容： 

考察團於 2003.12.29下午搭機前往香港轉機飛澳大利亞維

多利亞州之首府—墨爾本，於 2003年 12月 30 日上午抵達該市，

進行四天之考察行程，活動內容如下： 

（一）澳洲青年之家協會（YHA）系統發達 

2003.12.30 上午抵達墨爾本市，下塌旅館 Queensberry Hill 

YHA。國際青年之家協會之訂房資訊網絡全球四通八

達，澳洲之 YHA（Youth Hostel Association）設有專屬

網站提供國內外訂房、旅遊、會員專區及 YHA 相關資訊

之服務，特別是網站上提供全國各地青年之家數量、詳細

位置、環境資料、三百六十度旋轉圖片介紹及線上顧客滿

意度調查統計資料等，方便遊客網路訂房及瞭解環境設施

等。澳洲 YHA總部設於雪梨市，而各地之 YHA均提供

當地市區旅遊地圖，或是與旅遊業者策略聯盟，提供套裝

旅遊資訊，促進旅客瞭解該城市與提高觀光旅遊興趣。 

（二）維多利亞女王市場（Queen Victorian Market） 

2003.12.30 上午徒步前往維多利亞女王市場參觀，該市場

占地七英畝，分上市場和下市場兩區，前者以肉類、熟食

為主，後者則以販賣生鮮蔬果以及各式日用商品等。這裡

出售之商品價格，比起超級市場或街頭店家較為便宜，且

以店主自製之商品最為搶手，因為這些手工藝品和雜貨只

此一家，別無分號。市場旁規劃有露天咖啡館、各式餐館

等；市集牆上搭配藝術設計，鑲嵌上教導如何選購蔬果、

物品等之圖案與內容；市集旁廣場並提供藝人表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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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上市集之民眾同時享受音樂文化饗宴；市集內規劃完

善，環境清潔整齊，魚肉生鮮區之地板亦無潮濕與腥臭

味，經瞭解係販賣者之攤位均以矮牆與購買者加以隔開，

販賣者所使用之水源與下水口，均在攤位內，與購買者之

走道隔絕；整個市場空間係一歷史建築，頗富文化特色。 

（三）傳統建築市街及休閒藝術區 

2003.12.30下午參觀墨爾本市街（富林德斯火車站、亞拉

河畔）及維多利亞藝術中心、維多利亞國家美術館等。維

多利亞州首府墨爾本充滿歐洲風情，有精緻的維多利亞式

建築，位於富林德斯街上之富林德斯街火車站是一棟深黃

色原拱頂沙岩建築，出入口頂端一排火車時刻鐘錶十分顯

眼，常作為人們相約會面之地標。對街歌德式聖保羅教堂

建於一八九二年，為澳洲哥德式建築代表。市區規劃有免

費搭乘之 City  Circle  Train，呈長方形環繞金融區域行

駛，快速又便捷。另，中國城商店大部分是由香港或是中

國大陸移居此地經營。 

（四）帕芬比利（Puffing Billy）蒸汽火車 

2003.12.31 參加套裝旅遊行程，考察蒸汽火車、農莊酒廠

之經營情形等，上午前往丹頓農山脈南邊之貝爾葛蕾芙

（Belgrave），搭乘帕芬比利蒸汽火車，該蒸汽火車配掛

近十節之車廂，由不同旅行團將旅客送往起始站，通常均

滿載客人，車廂座位採兩邊對座方式，穿越綠色山林，蒸

汽散發出之炊煙裊裊，令人心曠神怡，較特別之路段係由

木頭架構起之木橋路段，行經該木橋時，路邊已有多人等

待拍攝蒸汽火車滿載遊客掛坐在車廂窗戶上之奇特美

景，此亦是蒸汽火車吸引遊客之處，終點站並陳設有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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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蒸汽火車頭，供人觀賞。 

（五）澳大利亞香登酒廠（Domaine Chandon Australia） 

2003.12.31 中午用餐之農莊餐廳（Fergusson Winery 

Restaurant），除提供美味之佳餚外，並自行種栽葡萄釀製

美酒，提供遊客品嚐，餐後並提供購買酒類百分之十五之

折價券，吸引食客購買酒類商品，餐廳內部並提供公用電

話設施，在一望無際之田野間，屬於較特殊之處，另亦布

置各種酒類品牌標誌，兼販售各式酒類。下午前往澳大利

亞香登酒廠（Domaine Chandon Australia）參觀，該酒廠

座落於風景迷人、氣候溫和之亞拉河谷之地，是由頗具盛

名之法國香檳酒廠—酩悅香登酒廠創辦的。在一九六０年

代，酩悅香登酒廠擴展到法國以外有能力生產優質氣泡酒

之地區，這些葡萄酒廠都叫做香登酒廠，它們形成了香登

葡萄園，葡萄酒廠分佈在加州、西班牙、阿根廷、巴西和

澳大利亞。澳大利亞香登酒廠展覽館區分為五個展覽廳，

一號展覽廳介紹酒廠成立過程及釀酒之傳統；二號展覽廳

介紹酒廠擁有之葡萄園，以及四季生長處理之情形，並說

明該酒廠已成為世界知名之優質氣泡酒廠而自豪，另，在

二十一世紀，一套新的產品已經打入英國市場，而英國是

世界最大葡萄酒市場之一；三號展覽廳介紹並展示多達五

十多種基本葡萄酒之釀造技術，以及每年該酒廠之釀酒組

會創造出豐富多樣的混合酒；四號展覽廳介紹及展示傳統

香檳釀製方法；五號展覽廳是一個又大又深的房間，它是

氣泡酒之篩選廳，酒瓶在此保持恆定之低溫及正確之濕度

水平，篩選廳之燈光微暗，以保護氣泡酒免受刺目之光

線，它一次可放多達三萬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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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跨年煙火秀 

2003.12.31晚上十時起，墨爾本市在亞拉河畔擠滿觀賞跨

年煙火秀之民眾，主秀場在亞拉河畔之維多利亞女王公

園，除有藝術表演外，至晚上十二時整，跨年時間一到，

煙火齊放，夜空光彩奪目，迎接新的一年。 

（七）奧特威雨林空中步道（Otway Fly Tree Top Walk） 

2004.1.1 上午由墨爾本往西南方向，先到奧特威雨林空中

步道（Otway Fly Tree Top Walk）參觀，該空中步道之設

計，主要係為保護雨林珍稀植物之生長，避免參觀遊客破

壞其脆弱之生長環境，而其空中步道之設計，係由低而高

逐級上升，可觀賞植物不同成長過程之情形，而空中步道

路徑之規劃，可觀賞到六千萬年久遠之桃金鑲山毛櫸種，

以及一億五千萬年久遠之珍稀植物。登高觀看搖擺之樹林

及各種棲息鳥類，遠眺山勢因受氣候影響呈現不同之林相

等，另觀賞路徑亦規劃經過木橋，提供觀賞溪流中之魚、

鴨等棲息動物。 

（八）坎貝爾港國家公園（Port Campbell National Park） 

2004.1.1下午沿著維多利亞州南部之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參觀坎貝爾港國家公園內之奇岩怪石，其中以該

國家公園東邊，經海浪和海風經年累月侵蝕而成之十二使

徒岩（Twelve Apostles）及阿德湖峽（Loch Ard Gorge）

等最為有名。十二使徒岩是有十二座矗立在海中央、高約

六十公尺之陡峭岩石，這些石塊造型奇特、姿態各異，從

瞭望台望去，有如一座座人像立於海上，日出和黃昏時背

著陽光，予人一股神聖的莊嚴肅穆感，令人聯想到上帝之

十二使徒。阿德湖峽位於十二使徒岩景點之後，坎培爾以



 11  

東約六公里處，在該景點入口處，除有指示牌說明其係以

在該處觸礁沈沒之阿德湖號（Loch Ard）命名及這起船難

發生之日期經過情形外，並有告示牌說明該處景點近來有

地質鬆動之情形，隨時有崩塌之危險，請遊客應注意自身

安全。安全防護之告示清楚明確。 

（九）索弗侖金山（Sovereign Hill）金礦市鎮露天博物館 

2004.1.2 上午前往索弗侖金山參觀金礦市鎮露天博物館

之經營情形。座落在早期淘金礦區之索弗侖金山是一座露

天博物館，或是一個歷史博物館，它展示了從一八五一

年，人們在此發現黃金開始，至一八六一年間，金礦的生

活情況。在此歷史博物館中，可區分為紅山溝礦場、中國

村、主要市鎮及礦區等區域，在礦場區以實景及開採設備

介紹採集金礦之情形，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建造複雜的

採礦機器，將黃金從隱蔽的溪河砂礫中分離出來，並建造

住屋，在此區域可看出早期淘金熱礦工是如何生活的。在

索弗侖金山，亦有華人礦工參與採礦，住在帳棚中並成行

而建，帳棚均編上號碼就像街上之房屋一樣，另建有供俸

關公之廟宇，在一八五０年代，澳洲政府委派官員保護華

人礦工，使其不受懷有敵意之歐裔騷擾，在華人聚居地建

造村莊，逐漸形成中國村。主要市鎮之建築物和商業區，

均是一八五０年代基於為礦工們提供服務而建造，包括鐵

匠店、麵包店、攝影室、帳棚製造商、鐘錶匠、馬棚、馬

具店、維多利亞劇院、國立學校、教堂、保齡球館、蠟燭

工廠、索佛侖金山工廠、旅館、餐廳等等。金礦區則設有

採礦諮詢中心，提供採礦相關資訊服務，並呈現礦山廢石

堆、砲台屋、索弗侖石英礦業公司及練金工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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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索弗侖金山旅遊區，是一個非營利性質之組織，

其由索弗侖金山博物館協會管理，是一受保人限制之公

司，而該協會係由志願人員委員會管理，會員資格對外開

放。管理部門由一名執事董事及專業人員和一六０名全職

工作人員組成，另外尚有二五０名志工人員以輪班制之形

式在村屋、棚屋及其他非營利之地點工作。 

（十）索弗侖金山（Sovereign Hill）黃金博物館 

2004.1.2下午前往索弗侖金山對面，布拉特索街上之黃金 

博物館，該館展出其獨特之收藏品，包括沖積金、塊金及 

錢幣。值得一提之展覽是尤利卡展，其從正反兩方面敘述 

一八五四年礦工們發起反對當局之暴動，此外，還有一八 

五０年代後，巴拉瑞德地區在歷史方面之展覽，以及其他 

機構之巡迴展覽。 

（十一）拜訪台灣客家同鄉會周宇棟先生 

2004.1.2晚上拜會周于棟先生夫婦，周先生是位藝術家 

經營民宿，自行設計營建房舍，頗富藝術氣息，並暢談民 

宿營建過程及經營理念，希望能透過營造文化藝術之氛 

圍，與顧客進行互動，產生文化與生活上之共鳴，展現民 

宿藝術之美。另亦談及當地華僑生活情形，及與社區互動 

之生活點滴。 

二、荷巴特（Hobert）考察行程及活動內容 

考察團於 2004.1.3 上午從墨爾本搭機飛往荷巴特（Hobert），

下塌旅館 Adelphi Court YHA，進行三天之考察行程，活動

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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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沙拉曼加露天市集（Salamanca Market） 

2004.1.3 中午透過我國駐雪梨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旅遊

組郭蘇組長燦洋之引見，由荷巴特當地旅遊業者 James 

Jenning夫婦，一同前往沙拉曼加露天市集（Salamanca 

Market）參觀荷巴特夏季節（Hobert Summer Festival）之

盛況。荷巴特夏季節係從 2003.12.27至 2004.1.11止，活

動項目包括有露天市集、美食專區、風浪船競賽、行動劇

表演等三十幾項，熱鬧非凡。露天市集匯集了各式各樣之

商品、文化藝術品及咖啡雅座等，吸引許多來往遊客駐

足，較特別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露天市集在下午三時結

束時，全部參與市集之攤位、帳棚、垃圾等，均由各自準

備之車輛收拾離開，還原沙拉曼加廣場富有古典樣貌之景

觀，讓人不會知道幾刻鐘前，該廣場還是人山人海之市集。 

（二）巴特利岬（Battery Point）歷史建築 

2004.1.3下午前往巴特利岬（Battery Point），其位於沙拉

曼加廣場南邊、王子碼頭後方的一片丘陵地帶，以歷史建

築之聚集而聞名，該區建築全是喬治亞式的古老房舍，街

道亦保持一百多年前之模樣，翰普頓街兩旁林立多家餐廳

及工藝品店，商店布置古樸、庭園花卉繽紛，行走其間，

令人發思古之幽情。此處坡道鋪設完善，慢步在道岬上，

可遠眺威靈頓山美景。 

（三）特色餐廳之經營 

荷巴特港區有一著名餐廳 Drunken  Admiral  

Restaurant，其內部空間以古老船艦之造型設計，置身其

間用餐，可感受古典浪漫之情調，必須預先訂位，方能享

受佳餚美食，有其經營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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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布魯尼國家公園（South Bruny National Park） 

2004.1.4 上午從荷巴特往南走到 Kettering坐渡輪前往布

魯尼島（Bruny Island），Kettering 之旅遊資訊中心提供許

多宣傳 DM，可隨時免費取閱渡輪之時間表，另外亦提供

餐飲之服務，渡輪可供人車上船。約莫十五分鐘之時程，

抵達該島，進行生態旅遊活動。導遊解說島上之生態保護

情形，並可見悠閒走在馬路上之刺蝟以及小袋鼠等動物。

中午在 Morella Island Retreats處用餐，該餐廳以溫室之外

觀打造，地板以木削鋪設，非常柔軟且特別，視野極佳，

環境清幽，餐區座位亦無設置垃圾桶，旅客必須保持環境

之整潔。下午造訪 South Burny National Park，該國家公

園環境設施具有環保概念，公共廁所尤具特色，相關生態

之說明指示牌亦相當豐富精緻。 

（五）亞瑟港(Port Author)遺址 

2004.1.5 上午參觀 Devil Kitchen 地形景觀，該區域設有地

形景觀說明牌以及帶走垃圾之標示牌，強調生態保護之觀

念。中午於 The Bush Mill餐廳用餐，該餐廳之經營搭配

該地開採煤礦時期之設施景觀，吸引遊客用餐後瞭解先民

墾拓之情形，並以特有燒煤炭發動之小火車，作為搭載旅

客欣賞沿途風景之訴求，讓遊客體會山林之美。下午參觀

亞瑟港遺址，其地理位置在塔斯曼半島南端，是塔斯馬尼

亞最具知名度之監獄城鎮，曾有令人聞風喪膽的人間地獄

之稱。在一八三０年到一八八七年間，大約有一萬二千五

百名罪犯在此服刑，如今亞瑟港雖然早已告別了監獄之悲

情，而成為風光迷人的歷史景點，但是從一些半坍塌、陰

暗窄小的牢房，依稀可感覺到過去慘為人道之事蹟。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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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是，該遺址之旅遊服務中心，為吸引遊客瞭解監獄遺

址之介紹，在進入遺址園區時，會提供每位旅客一張撲克

牌，該張撲克牌即代表一個囚犯，該囚犯究竟犯下何種罪

行而被關進監獄，可透撲克牌顯示之花色及點數，進入博

物館尋找，增強遊客搜尋之興趣，而其效果顯然不錯。另

外亞瑟港遺址亦搭配靠海灣之便，提供環港遊艇之旅，從

海灣上欣賞亞瑟港更具迷樣之風光。 

三、雪梨(Sydney)考察行程及活動內容： 

考察團於 2004.1.6 上午從荷巴特搭機飛往雪梨，下塌旅館

Sydney  Central  YHA，進行一天半之考察行程，活動內容如

下： 

（一）拜會台灣駐雪梨經濟文化辦事處 

2004.1.6 上午前往台灣駐雪梨經濟文化辦事處，拜會旅遊

組郭蘇組長燦洋、新聞組賈組長慧及林組長秀美等，提供

本會印製之簡介、宣導品及客家特色文化產業產品等，宣

揚本會施政績效。 

（二）參訪岩石區歷史文化遺產及委辦美食經營情形 

岩石區之誕生，可追溯到一七八八年，第一批歐裔囚犯及

軍隊遷移並聚居於此，現今之岩石區仍保留著十九世紀之

文化遺產，且是集藝術、美食及購物最佳去處，此區之旅

客中心，於一八六四年落成，提供水手住宿之用，並有現

代藝術博物館、玩具博物館、雪梨天文台及岩石廣場等。

一月六日下午沿著環形碼頭徒步行走，可觀賞雄偉壯觀之

雪梨海港大橋及著名之歌劇院，進入 Campbells  Cove 區

域，百年歷史之港灣倉庫建築物，已由市政府規劃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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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委由餐飲業者利用特有之建築風貌，經營各國各式風味

之美食餐廳，吸引許多外國觀光客之駐足。駐雪梨經濟文

化辦事處代表人員李小姐引領考察團實地探訪瞭解其經

營情形，並請業者說明服務之項目與經營成效等情形。 

（三）雪梨塔旋轉餐廳及海港大橋 

雪梨塔是南半球最高之觀景台，可眺望雪梨市及景色宜人

之港灣風光，高三０五公尺之塔頂，由五十六條鋼纜鞏

固，重二、二三九噸之塔頂水塔，具有平衡風速之作用。

雪梨塔之旋轉餐廳需事先訂購門票，是觀光遊客進餐最佳

選擇之處。另，海港大橋是雪梨市最宏偉建築物之一，橫

跨整個海港，連接雪梨市南、北兩岸，除了是行車大橋及

拍照留念之熱點外，並提供攀登、漫步及參觀其博物館。

入夜後，海港大橋妝點之燈飾明亮，展現出雪梨市迷人之

夜景。 

（四）拜會 SBS廣播電台（SBS radio） 

2004.1.7 上午前往雪梨近郊之 SBS廣播電台，拜訪電台主

持人白菲比小姐，瞭解電台營運情形。SBS廣播電台成立

於一九七五年六月，目前是世界上最多種語言廣播之電

台，鑑於澳洲多元文化之發展，該廣播電台已成為澳洲國

家多種語言廣播網絡之中心，在澳洲本土即有六十八種語

言之廣播，遠超過世界其他之廣播者。白小姐特別說明，

SBS廣播電台除使用英語廣播外，所常使用之語言，係依

據澳洲全國使用不同語言之人數多寡，來安排各種語言之

播放，最大部分且常使用之語言有五種，即希臘語、越南

語、義大利語、華語及阿拉伯語等，在該廣播電台每天上、

下午均會播放二小時，提供多種語言發聲及各族群學習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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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機會。 

肆、心得及觀點 

一、澳洲觀光旅遊興盛，主要原因之一，是不論都市或鄉村之旅

遊景點，均有完善之旅遊服務資訊中心，可免費提供觀光客

充足且必須之旅遊資訊，特別是當地市區之主要街道地圖及

旅遊導覽等，甚至墨爾本市提供免費之市區捷運系統服務，

創造市區全方位發展之契機。 

二、澳洲之旅遊服務資訊中心，提供旅行業者、觀光飯店與觀光

景點周邊業者等，所結合形成策略聯盟之行銷平台，創造觀

光行銷網絡，既分工又整合，由市場機制平衡競爭，帶給所

有參與策略聯盟者之利益，足堪本國仿效參考。 

三、澳洲旅遊團特色之一，遊覽車之司機，除擔任駕駛之任務外，

均兼任導遊服務之角色，遊覽車之駕駛座位上，均設置有麥

克風解說之設備，方便其導覽解說。且擔任導遊司機之年

齡，以中年以上者為最受歡迎，因其對於旅遊行程之內容熟

稔，並均有環境保護之觀念，樂在工作之中。 

四、澳洲旅遊團之行程中，率均安排有上午茶點時間（Morning  

Tea），約莫上午十時左右，由遊覽車司機尋覓適當地點後，

自備茶點、水及相關設備（如：瓦斯桶、桌椅、紙杯及垃圾

桶等），提供旅客輕鬆愉快享用上午茶點，所有服務全由司

機一人包辦，不留下任何垃圾，為其特色之一。 

五、拜訪台灣客家同鄉會周宇棟先生，實地瞭解其在墨爾本郊區

經營之民宿情形，周先生將其所學藝術之專長，結合民宿空

間場域，提升民宿藝術生活之美學，帶動生活美學之民宿風

格，深獲旅遊者之喜愛。同時，周先生暢談規劃設計營造民



 18  

宿空間美學之經過點滴，展現對客家文物之偏好，特別是台

灣飄洋過海之精雕四面原木門欄，妝點在歐風雅室之中，更

見中式建築樸實之美，最是匠心獨具。 

六、墨爾本除維多利亞藝術中心及扮演藝術展演及教育訓練之功

能外，在亞拉河畔南方之處，設有藝術休閒區域，在跨年晚

會活動時，該區域即提供音樂喜愛者發表之空間，吸引喜好

音樂藝術迷聆聽欣賞，充分發揮藝術休閒之功能。 

七、墨爾本維多利亞女王市場，除延續百年傳統市集之特色外，

市集外觀之歷史建築呈現古樸之特色外，並結合現代室外咖

啡雅座之規劃，吸引觀光遊客駐足。傳統市集內容包括澳洲

特有之農特產品，更有澳洲原住民手工藝術產品之展示展

售，諸如水聲音樂桶、原住民圖騰繪畫等，充分展現澳洲之

文化特色。 

八、農莊酒廠之經營，除與旅行業者進行策略聯盟之外，並有飲

酒方式之導覽解說，配合餐飲服務，折價行銷產品；另有釀

酒過程之導覽解說，並配合酒窖開放參觀，提供品酒專區，

行銷產品。 

九、索弗侖金山金礦市鎮旅遊區係由一個非營利性質之組織來經

營運作，除由執事董事、專業人員和全職工作人員組成外，

並有二五０名志工人員以輪班制之形式協助工作，其經營運

作模式，值得我國借鏡參考。 

十、索弗侖金山金礦市鎮旅遊區提供多國文字之遊客諮詢指南，

並有廣東話及國語之錄音帶介紹。紅山溝礦場並提供黃金砂

礫，讓遊客親自在小溪作淘金及淘洗礦砂活動，增加淘金樂

趣。金礦區提供遊客下梯級至礦山遊覽，實際體驗採礦情

境，並展示世界最大金礦實物，另以雷射動畫投影採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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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令人印象深刻。 

十一、索弗侖金山金礦市鎮旅遊區除保留一八五一至一八六一年

間之生活樣貌外，並以市鎮原有建築提供餐飲服務、表演活

動及購物商店等，另有乘坐馬車之遊覽，讓遊客體驗當年生

活景象。 

十二、亞拉河谷 Fergusson Winery Restaurant餐廳，除提供美味

之佳餚外，並自行種栽葡萄釀製美酒，提供遊客品嚐，餐後

並提供購買酒類百分之十五之折價券，吸引食客購買酒類商

品。 

十三、澳大利亞香登酒廠展覽館，由解說員帶領遊客，介紹酒廠

展示情形，配合酒廠實際釀酒過程之參觀，體驗氣泡酒篩選

廳之特殊藝術空間後，至該酒廠之綠點廳（Green Point 

Room）欣賞綠色葡萄園景觀並品嚐葡萄酒及甜點，充分提

供遊客知性與悠閒之旅。 

十四、荷巴特夏季節（Hobert Summer Festival）活動項目包括有

露天市集、美食專區、風浪船競賽、行動劇表演等三十幾項，

帶動當地產業經濟發展。露天市集在下午三時結束時，全部

參與市集之攤位、帳棚、垃圾等，均由各自準備之車輛收拾

離開，還原沙拉曼加廣場富有古典樣貌之景觀，展現優質的

常民文化生活。 

十五、南布魯尼國家公園（South Bruny National Park）之生態保

護成果，可在島上看見悠閒走在馬路上之刺蝟以及小袋鼠等

動物，且該國家公園環境設施具有環保概念，公共廁所尤具

特色，相關生態之說明指示牌亦相當豐富精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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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亞瑟港遺址以撲克牌之引導，吸引遊客認識監獄遺址之歷

史故事，增強遊客遊覽之興趣，且成效不錯，為其經營特色

之一。 

十七、SBS廣播電台廣播之語言，係依據澳洲全國使用不同語言

之人數多寡，來安排各種語言之播放，提供多種語言發聲及

各族群學習語言之機會，可作為本國推展多元文化發展之參

考。 

伍、結語及建議 

一、優質的文化旅遊在於形塑大眾的遊憩行為 

   幫助遊者從自己的行為做起，來瞭解環境倫理與學習機會，

轉變其對自然社會環境的認知與價值的取向。國際間環保聲勢日

趨高漲，我國更應亟思如何將環境保護的概念落實於國家政策的

一環，結合民間、社區建立推動機制，進而影響大眾的文化接受

深度。 

二、運用文化意義的賦予來活化產業資源 

   從整體來看，客家文化特質的建構，建議將客家文化或客家

生活的種種資源，發展作為產業建構的內容。客庄社區的發展，

符號的建構，故事的敘說都不能忽視。透過文化意義的賦予，則

更具生命與活力。這些特質可以是古老舊有的傳說，可以是新創

的故事，學術論文，新聞報導，社區活動，各式展覽或社區營造

活動。這裡面有許多客家文化的特質是舊有的；也有許多是已經

存在但是過去卻表達不清楚，現在想辦法說了出來；也有一些特

質是，本來沒有，現在是新創的，無論是哪一種，這些論述在這

一波客家文化產業再出發的歷史時點上，無疑都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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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量經濟產品與文化包裝的市場效果 

純粹的地方農產品，增加了文化的包裝，增益了觀光的效

果，帶來地方的收益。為了創造更多我國觀光的整體經濟價值，

避免國際競爭市場的威脅，我們必須加速提升自己產品的競爭

力，發現台灣文化創意商品的比較競爭優勢。 

四、環境空間生活風格掌握的準度 

   對複雜的環境賦予相容的設計，營造遊者與環境連結的價值

與印象。由了解客庄常民文化及歷史風土開始，運用生活面向的

建築設計，減低不必要的人為設施，營造生活化、自然、樸實、

清新的美麗客庄風貌，創造出台灣客庄獨有的風華與時代意義。 

五、策略聯盟與傳媒運用的利基 

將客家庄的產業組織活力展現，可就客庄內可控制之行銷變

數加以整合，有效的利用其資源。最佳的行銷組合策略來自創造

性的構思、檢討和評估市場需求與競爭對手，建構積極性的文化

套餐計劃，增加附加價值與邊際效用。在從事國際或國內宣傳

時，明確掌握產品特色與有效時機，強調形式宣傳與實質宣傳，

誘導潛在需求。在這一波文化產業再出發的歷史時點上，導覽解

說與傳媒的運用是相當重要的媒介，期以塑造人文意涵的時代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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