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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台灣為海島國家，在四面環海的情況下，漁業發展與國民福祉有密不可分的
關係。台灣的漁村，發展沿革由來已久，但在經濟轉型、科技進步、民眾價值觀
改變的情況下，台灣的漁村發展普遍已經漸趨沒落，茄萣鄉亦也有此問題，但每
個鄉鎮的問題皆不相同，因此本研究希望在深入了解高雄縣茄萣鄉的漁村現況以
及背景之後，經由所提出的論點，探討茄萣鄉漁村一個新的轉型方向。
茄萣鄉素有「烏魚之鄉」的美名，早期發展即是以傳統漁業為主的一個漁村。
但由於近年來大環境的改變而漸趨沒落，普遍而言，地方民眾對於目前發展不甚
滿意，對於未來的發展亦不樂觀，這也表示漁村社區也到了需要轉型發展的時
候。是故，本論文嘗試了解茄萣鄉本身發展現況與各項發展條件後，提出相關發
展策略，藉由結合當地特色及社區總體營造之功能，發展休閒觀光與休閒漁業等
方向，將漁村的發展導向休閒服務業，以及提升優質生活環境之方向，並參考國
內外社區發展的案例，使當地漁民在經過理念宣導後，親自參與漁村社區的發展
及未來展望，使社區總體營造可以融入茄萣鄉發展中。
由於每個漁村社區的發展特質與歷程皆不相同，因此需要先了解該漁村社區
的現況，才可研擬出各種適當之發展方案。本研究在經過現地調查後，提出茄萣
鄉整體景觀改善之規劃設計、健全各種現有設施的管理機制，並提出各種發展策
略與步驟，以期達到優質生活環境的休閒觀光漁村之整體發展。
本研究係透過現地調查以及訪談之方式，了解茄萣鄉大致現況發展後，設計
問卷內容，期藉由問卷了解當地民眾對於茄萣鄉發展之看法，以提供地方政府單
位未來施政之參考依據；俟整理訪談與問卷內容之後，提出整體的發展策略與步
驟，同時結合目前興達港情人碼頭的發展，提出發展茄萣鄉漁村社區轉型之建議。

關鍵字：茄萣鄉、漁村社區、休閒觀光、社區總體營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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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is an island country which is surrounded by sea, and fishery is very
important for both the welfare of people and the loc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fishing villages in Taiwan has a long history.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shing
village in Taiwan has been declining because of recent economic recess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the change of the public viewpoints. Cheting Township
is no excep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ishing villages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n this regard,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of
Cheting Township thoroughly, and expect to offer appropriate suggestions for Cheting
Township to have a new shift of future development.
Traditionally, Cheting Township is famous for the catch of mullet roe. In the
past, the local people enjoyed the business vary much. Nevertheless, the situation
has been changing due to th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fishing
resources. For instance, the public is not satisfied with the development at present
and also are not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These imply that this fishing county
needs some changes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thesis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eting Township and proposes
relative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These strategies will combine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operation of community renascence so that to develop marine
tourism and recreational fishery as well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referring to abroad experience, it hopes that the local fishermen can be well
educated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fishing village development. In other words,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renascence will be included into the future regeneration of
Cheting Township.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every village is different, this research has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fishing villages and then consider relative
developmental solutions. Through local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s, the research
designs a questionnaire to examin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relevant issues. The
researcher also conducts an interview to check the viewpoint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fter the analysis of these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the thesis
propose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and turther steps to integrate th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all related facilities which including the recent
development idea of the “love seaport” in Singda Harbor. In summary, the aim of
this thsis is to develop the regeneration strategies of fishing villages in Cheting
Township so that to reach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shing villages with
the high quality of living environment.
ii

Keywords: Cheting Township, fishing village, tourism, community renascenc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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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節

緒論

研究緣起

台灣為海島國家，在四面環海的情況下，漁業與我國有密不可分的關係，漁
業又可分為遠洋漁業、近海漁業、沿岸養殖漁業、內陸養殖漁業等四部份。台灣
的漁村，發展沿革由來已久，但在經濟復甦、科技進步、民眾價值觀改變的情況
下，台灣沿海漁村發展漸趨沒落，茄萣鄉亦有此問題。唯每個鄉鎮真正的問題皆
不相同，在走訪茄萣鄉之後發現，茄萣鄉漁村發展如要有新的契機，則必須改變
其經濟模式，漁村轉型的發展方向儼然成為未來的發展趨勢。現今台灣漁村轉型
大多是朝向休閒漁業或是休閒魚市的方式運作，方式似乎千篇一律。不僅缺乏地
方特色，更無法有效的為現有漁村量身訂造轉型方法。真正的轉型應該是要依照
地方特色進行規劃與設計，再配合當地的民俗風情實施計畫，找尋並建立地方特
色，以該特色為轉型之主體，建立一個無可取代或是擁有特色的漁村社區。
茄萣鄉素有「烏魚之鄉」的美名，早期發展即是以外海捕魚為主的漁村，漁
村的發展形勢有很多種類。本論文研究之目的，是以茄萣鄉當地未來之轉型發展
為主，提出適當策略。目前茄萣鄉當地年輕人似乎不了解當地發展現況，更不用
論及茄萣鄉的未來與發展趨勢；同時，茄萣鄉本身漁業發展也明顯出現問題，沿
海捕魚之漁業逐漸衰退，漁塭養殖的年齡層則趨近老化，由於經濟壓力之下，年
輕人外流，沒有新生代承接沿海漁業及漁塭養殖產業，漁村儼然已漸漸成為一座
老年人為主的地區。
台灣漁村漸趨沒落，可從幾個部分探討，經濟壓力趨使、地方發展不足、人
民工作所得偏低、漁村就業困難、環境保護與自然景觀、漁村教育與文化保存維
護不力；在內陸養殖方面，水源不足、售價不穩、養殖資金缺乏、水質污染、魚
類病變、魚苗成本過高、魚死亡率高等，都是主要因素。經由民國九十年經濟部
統計結果發現，台灣養殖問題主要為養殖產品售價不穩與養殖成本太高等兩項，
次為養殖資金缺乏及水質污染。在出海捕魚的部份，也從早期有幾十艘、上百艘
的漁船，變成了現在的只有少數漁船出海捕魚，年老人口因年齡高而無法出海捕
魚，年輕人口普遍認為捕魚的經濟效益已大不如前，因此工作外移嚴重，村落中
雖尚未出現只有老人與小孩的窘境。從茄萣鄉公所統計的人口居住比例上，年輕
人口外移嚴重，已是不容忽視的問題。因此，未來茄萣鄉何去何從應給予關心。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有鑑於茄萣鄉漁村發展漸趨沒落，地方行政似乎又無法提出有效的改善方
案，因此茄萣鄉的經濟發展一日不如一日。為改善茄萣鄉未來經濟發展，初步看
法可以經由改善茄萣鄉內部各社區之環境，並定位茄萣鄉整體未來發展目標，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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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興達港情人碼頭的觀光服務業，將茄萣鄉轉型成為以觀光服務業、商業與基
本漁業為經濟基礎的鄉鎮，同時以優質生活環境為輔，提升生活環境的品質，使
與觀光服務業及商業之發展相輔相成。
行政院推行社區總體營造已經十餘年，過去在行政院積極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之構想，是希望給傳統農漁村一個新的契機與方向。然而，不是每一個農漁村都
能真正了解社區總體營造之真諦，導致社區發展依舊存在許多問題；另一方面，
社區總體營造之相關配套措施亦未完善。此外，在引進社區總體營造之際，亦須
考量茄萣鄉當地民俗特性與居民生活習慣。換言之，漁村轉型可朝向休閒生活或
是觀光服務業的方向，打造優質生活環境，提供舒適生活品質，進而提升觀光發
展之可行性，再配合人員培訓，結合當地現有之文化特色，提出充滿特殊海洋文
化之漁村社區發展計畫。
有鑑於此，本研究將特別著重茄萣鄉本身之特質與人文歷史，經由其了解之
後提出相關的轉型目標與方法，並提出具體的興建方案與設施，以及改變茄萣鄉
內部發展，增加當地社區漁民之福祉，帶給漁村社區希望，期能增加台灣漁村社
區轉型的案例，以作為其他研究之基石。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之主要方法是以訪談與問卷調查的方式進行分析，先將所搜集之資料
彙整，建立一份訪談所需要之問題，之後再經由實際了解相關問題建立另外一份
主要對居民施測的問卷調查表，了解民眾對於各種建設方案的態度，彙整後再提
出結論與建議，此為本研究之主要研究方法。其研究方法概述如下：

一、 文獻回顧
經由學校圖書館找尋台灣漁業及漁村發展之相關資料，並加以彙整，經由閱
讀各研究論文、書籍與期刊，了解漁村社區本身發展之問題，以及台灣漁村發展
之瓶頸與現況與茄萣鄉漁村有何不同；再至茄萣鄉當地圖書館找尋相關歷史文獻
等資料，以確定茄萣鄉本身問題之癥結點，並經由相關問題提出初步研究方向與
內容。

二、 訪談
訪談資料之準確性主要來自於訪談之對象、訪談過程中的態度是否客觀、訪
談的注意事項是否有確實完成，以及所提出之問題是否有針對當地發展之問題。
因此，在文獻回顧部份能界定之發展瓶頸或疑問，將其彚整之後即可得到較為完
善之訪談課題，藉由訪談當地村長與當地團體之主要幹部，可以更加深入地了解
茄萣鄉當地發展問題。本研究也進行交叉比對各受訪者之意見與看法，並經由現
地調查加以驗證其內容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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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地調查
現地調查主要是確定訪談資料與文獻回顧之內容正確與否，並確定當地發展
現況，經由觀察與詢問之方式，更了解茄萣鄉現地人文資料與風俗特性，以便藉
由與特色之結合，提出未來適當之建設方案與建議，形成整體性的規劃與設計。

四、 問卷調查
藉由民眾填寫之問卷，可對照訪談資料之正確性與否。問卷施測中需要注意
所施測之對象與數量，接受調查之年齡層需要分佈不可過於集中，受訪之居民亦
需要分布於各社區中。雖然茄萣鄉整體漁村現況大致上一樣，但事實上每一個社
區的發展卻不一定完全相同，因此經由對象之均衡分佈，方可確定各年齡層對於
茄萣鄉發展之看法，並了解當地居民對於所提出之初步規劃設計方向是否認同，
以增加提出建議之民意基礎。
由於本研究中試圖引入社區總體營造之觀念加以營造茄萣鄉整體發展，因此
當地居民對於茄萣鄉本身的認同與看法將是研究之重心之一。因為社區總體營造
所強調的是「造人」。亦即，經由當地居民對於所居住環境之認同，自發性的對
於該環境做更多的改善，以提昇居民所居住的環境品質，以及改變社區發展方向
與目標。

五、 提出建議
經由文獻回顧、訪談、現地調查與問卷調查等步驟之後，即可確定研究內容
之可行性，再對此可行性之方向與策略做結論，並建議該地方行政單位及地方團
體組織做進一步的改善方式，以建立茄萣鄉未來發展之藍圖。
本論文的研究步驟主要是先經由文獻回顧之後，了解茄萣鄉基本人文資料；
再經由深度訪談了解當地的實際資料，訪談對象以鄉公所人員、地方社區村里之
村長與地方團體組織之重要幹部為主，因為其對於茄萣鄉本身之發展與現況有一
定程度之了解；再交叉比對彼此內容，以確定訪談資料之正確性。訪談資料彙整
之後，將提出其他相關建設與方案，最後對茄萣鄉民做問卷調查，經由普通居民
對於茄萣鄉之了解回答問卷內容，統整當地居民對於研究內容所提出之方案之看
法，以供未來發展之參考。依據這些統整資料，提出最後的結論與建議。本研究
之研究步驟如下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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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確定題目可行性

上網蒐尋資料

圖書館蒐尋資料

確定研究方法與步驟，擬定初步訪談問題，
了解茄萣鄉本身之特色與相關活動

上網蒐尋資料

至相關機關、研究機構與茄
萣鄉蒐尋相關文獻

訪談茄萣鄉部份村長
與地方組織之幹部

至茄萣鄉進行現地調查，
尋找茄萣鄉特色

整理現有手邊資料
擬定初步問卷
訪談茄定鄉公所鄉長與
相關課長

修正確認問卷內容
確定茄萣鄉居民施測對象
並進行問卷施測

歸納整理訪談、問卷與文獻資料，
提出相關發展方向與建設

提出結論與建議

圖 1-1

本研究步驟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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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茄萣鄉整體作規劃，其範圍以茄萣鄉中 15 個村為主，各
村落過去大多發展各種相關漁業。
雖然漁村發展逐漸衰退，茄萣鄉民人口依舊眾多，就單一研究員本身而言，
人力時間仍有所不足。因此，雖然訪問了茄定鄉公所人員、部份村落村長與地方
組織之重要幹部，以及對於當地居民施測問卷以了解其態度，可能依舊無法完全
了解所有鄉民的意見與想法。換言之，所得到的訪談及問卷資料，雖然可以藉由
隨機抽樣問卷數量之增加提高信度，但可能無法完全代表所有茄萣鄉民之意見，
此為本研究之研究限制之一。
另外，本研究結論中提出了若干建設方案，但鄉鎮之主要發展依舊是以當地
主政者以及國家發展重心為主。因此，本研究僅限於提供未來發展之參考依據。
在尚未確定國家該項建設之前，尚無法提出各項建設方案之細部施工過程與計
畫，必須由當地發展認同該項建設方案，開始著手撰寫計畫與申請經費，方可完
成本研究中所擬定之建設，此為本研究之研究限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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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漁村是沿海地區主要的聚落型態，也是重要的地方經濟體，長久以來維繫了
漁業的發展，也緊密地關係到地方民眾的福祉。本章旨在回顧漁村、漁業和社區
發展的主要議題，作為後續研究的參考與架構基礎。

第一節

漁村及漁業

一、 漁村的定義
蔡宏進(1973)依鄉村產業特性，將台灣鄉村分為平地農村、山地農村、漁村、
鹽村及礦村等五種，但是隨著時代進步，初級產業結構改變，此種分類方式已經
不一定適用。因此，蔡宏進(1993)再度以產業結構為依據將台灣所有鄉村社區分
為農業社區、農工社區、農商服務業社區、工業社區、工商服務業社區及商業服
務業社區等六種。
邱信達(1999)認為，漁村是漁民生活作息的地方，對於「漁村」(fishing village)
一詞，在學術上，尚缺乏嚴謹定義及一致性的共識，只是在聚落分類上的習慣用
語。因而，一般所謂的漁村，通常是指漁業活動熟絡或漁業色彩豐富之地區。我
國將漁業別分為遠洋、近海、沿岸、海面養殖、內陸漁撈、內陸養殖等六大項，
各漁村的主要漁業活動各有不同，使得不同主要漁業別之漁村會有不同的風貌，
且除漁業活動之外，許多漁村的產業活動中還涉及農業或其他一級產業，目前單
純的漁業村落較為少見，而一般稱之混合型漁村。
黃徹源(2003)則將漁村社區的定義為：「係指座落於濱海、魚塭或湖沼等水
域周邊之地理環境，其居民生計全部或部分來自漁業相關產業活動之社區者」，
稱為「漁村社區」。
楊懋春(1980)認為，一個鄉村社區常以一個集鎮為中心，而包括其周圍的若
干村落。而漁村社區或村落通常是以一個漁港為中心，向內陸發展，這就是漁村
與農村最大不同點，也就是說，漁村社區發展與都市社區、農村社區的發展過程
與結構特徵絡有不同，因此在探討漁村社區發展時，不應與農村建設混為一談。
針對以上對漁村的定義，可以將漁村簡單的定義成以下說法，「目前或是過
去曾以任何一項漁業為該地區之主要生活形式的鄉鎮、村落或社區，其地理位置
為座落於濱海地區等相關水域，居民有一定人口數量從事各項漁業相關活動，則
稱為漁村」。

二、 沿岸利用
台灣為一海島地區，本島海岸線長約 1,134 公里，加上各離島的海岸線長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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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6 公里（根據內政部統計資料），擁有廣大面積的海岸土地。沿海地區蘊含
豐富的生物與景觀資源，但隨著人口成長及社會經濟結構之改變而大量利用開
發，沿海地區的地貌在過去數十年間快速變遷，也後被視為國土利用中「不可或
缺的新開發空間」。然而，海岸地區一方面在自然環境方面具有高度的敏感性與
脆弱性，另一方面在海島地區則又是人口聚集之處。在台灣本島直接臨海的行政
區有 18 個縣市，共計有 86 個市、區、鄉、鎮，瀕臨海岸地區，人口約 396 萬人
（依 1997 年人口統計）佔台灣地區總人口之 18.3%。
海岸地區的土地利用，在近一、二十年間，也由傳統的港灣、漁村、養殖漁
業、及邊際性農業利用等利用，開發為工業區、商港、漁港、垃圾掩埋場、發電
廠、機場、陸地運輸設施、住宅及社區等等，多達十幾種以上的土地利用編目，
都競相在海岸地區發展。這些沿岸地區的各種開發行為，加上海堤建設、沿岸養
殖漁業的活動、及環島公路網的推動以及對於海岸地區不重視的觀念，幾乎全面
地改變了台灣海岸的面貌，也帶來台灣沿岸環境的衝擊。
蔡慧敏、江進富(2002)的研究指出，海岸生態環境敏感度極高，工程建設的
增加，對海岸的改變已造成日積月累之影響。然而在地方政策執行下，政治人物
常為討好民眾，因應民眾之要求而導致漁港到處興建的現象，對於台灣海岸環境
的平衡造成莫大損害。在「漁港使用率指標」計算下，不論以一倍船身乘上船寬，
或以 1.5 倍船身乘上船寬當為船隻的泊地面積，所計算出來的漁港使用率，皆逐
年下降，並且漁港面積逐年增加，而海岸資源有限，此一趨勢不利於永續發展。
由於濱海土地具有幾個特性：(1)土地取得較容易；(2)接近港口，原料之輸
入及產品之輸出較方便；及(3)靠近海邊，便於工業廢水的排放等特性 ，因此台
灣有許多大型工業區的設置，從早期的高雄臨海工業區、安平工業區、林園工業
區、台中港工業區、 大園工業區等，到後期的彰化濱海工業區、雲林麥寮六輕
工業區等都在海岸地區。
台灣沿岸的發展極為重要，但政府之開發行為卻令人擔憂，引進各項工商業
行為，雖然增加許多經濟上的發展，但卻破壞當地漁村之生態環境，經由引進之
工商業所帶來的各項污染後，在環境改變之餘，對於未來漁業轉型亦產生危機，
由於漁業漸趨沒落，許多漁村地區面臨經濟、生活環境等問題，許多漁村發展多
朝向休閒漁業等相關休閒方式進行，但由於環境遭受破壞，因此無法擁有優質的
環境，便無法產生優質的休閒觀光品質，在漁港使用上亦超過台灣漁業的負荷，
而產生許多漁港呈現荒廢的景象，更增加漁村轉型的困難，如未有效的利用或轉
變其發展，將造成公共資源之浪費。
依據高雄縣綜合發展計畫（2003 年第一次修訂版）所述，高雄縣的一級產
業人口比例佔 15.9%，高於台灣平均 12.3%，二級產業的人口比例 43.3%，亦高
於台灣平均 39.8%，唯三級產業比例僅佔 40.8%，落後台灣平均 47.9%，整個南
部區域在台灣扮演的是農工生產的角色，三級產業並不發達，而與其他南部區域
的縣市做比較，高雄縣的一級產業人口比例低於台南、嘉義、屏東、澎湖等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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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縣，二級產業的人口比例僅落後於台南縣市，三級產業的人口比例則僅高於
台南、嘉義兩縣，可見高雄縣的工業在南部區域扮演重要的角色，至於農業與三
級產業的重要性便不如工業。
高雄縣有許多沿海漁村地區，漁業發展曾是這些地區的主要生活方式，但近
幾十年來隨著整體漁業沒落，這些地區產業並未因此而隨之轉型，大部分則是漸
趨近於消失，因此極需要為這些產業發展已經改變的地區進行各種相關的輔導以
及建設，使這些地區擁有發展方向，足以改善地方經濟壓力，及生活環境品質。
吳東傑(2004)的研究指出，工業化的衝擊不只是地理環境的改變，更重要的
是漁村人口結構的改變。由於環境的污染，加上棲地的破壞，如紅樹林、珊瑚礁
的減少，還有炸魚、毒魚、過魚等不當捕撈，使得漁業資源匱乏，不僅漁民減少，
而且也捕不到魚。污染、棲地破壞、沒魚、沒有漁民，最後就沒有漁村，也就沒
有漁村文化，但是硬體工程並無因此而減少，船隻雖然減少，但漁港碼頭卻不停
的興建，雖然漁撈量減產，但漁人碼頭、假日魚市也一個個相繼出現在台灣海岸。
沿岸地區的漁業利用，雖然需要朝向轉型發展，亦有許多漁村意識到該項問題，
因此紛紛建立漁人碼頭與觀光魚市等設施，試圖以此方式建立漁業的轉型，但卻
忽略到並非所有漁村皆適合此項發展，各漁村有各自的特色與民俗風情，以及各
項地形環境上的限制，因此在提倡漁村轉型之餘，首先要考量的則是該漁村的特
色，以及其發展方向。

三、 漁業發展
曾旭正(2004)的研究指出，漁業發展在鄉村地區之衝擊尤為明顯，使傳統產
業外移造成的都市人口回流鄉村、初級農漁業受到世界貿易組織的約限而漸趨荒
廢。
在加入 WTO 後所產生的貿易自由化衝擊，我國傳統漁業已面臨漁場減少、
成本上升及水產品開放市場競爭等壓力，因此為解決此項問題，對於資源利用度
依賴較小及經濟價值較大的休閒漁業，遂為漁業轉型的重要事業經營選擇之ㄧ，
但是由於漁村居民的習性及習慣，加上許多輔導方案不足，導致漁民不認同或無
所適從，因此許多休閒漁業的發展亦非完全成為主體，部份地區還是以基本漁業
為主，如果要改善此一問題，不只是推出休閒漁業的健全發展，亦需要依照地區
不同而發展不同的方式，並擁有健全的各項輔導方案相互配合。養殖環境是否可
充分支持休閒漁業的發展，亦是休閒漁業發展的一項前提，如整體性的運作完
善，應有充分的實力可推動休閒漁業，唯漁民與當地居民們的意願及配合度必須
先予以了解，因為唯有居民自發且團結的推動，才有成功的機會。
在發展休閒漁業的整體環境上，也包含交通可及性、舒適的氣候條件、整體
景觀感受、遊憩體驗的深度與廣度，以及公共設施是否充足，如停車場、住宿設
施、公廁等各項基本設施。依高雄縣政府的文獻資料指出，以高雄縣永安鄉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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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大多數同意養殖區轉型為休閒漁業，在欲經營的事業中，往往遇上資金障
礙。因此休閒漁業的推廣亦需要考量到資金運轉的問題，推出相關資金週轉的制
度，使有能力或是有意願的漁民可以達到休閒漁業所提倡的漁業轉型。
黃聲威(2001)的研究指出，漁業生產從一級產業的觀點，主要有漁撈與養殖
兩大來源，漁民賴以為生的漁業生產活動如無法維繫，人口自然外流，以尋求可
以作業的漁場或不得已轉行，最後脫離漁業的行列。澎湖許多離島漁村逐漸沒落
的主因，可謂都是沿近海漁場資源的枯竭所致。
黃聲威（2001）也指出，我國農業委員會漁業署透過「富麗漁村計畫」，企
圖改善台灣漁村的各項問題，以面對漁村再造的未來；此外，行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亦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在其五大目標的人、文、產、地、景的相互配合
下，休閒漁業或是富麗漁村等相關計畫或許可能成功，但首先需要努力的關鍵就
是「人」的部份，如何教育及輔導漁村民眾使其認同漁村未來發展，並積極漁村
轉型發展，則是需要先執行的層面。
沿海地區養殖不論是淡水養殖或是鹽水養殖均會對地下水造成水質上的影
響，沿海淡水養殖大量抽取地下水，則造成海水入侵及地層下陷的問題，沿海鹽
水養殖則因鹽水入滲而更加重鹽化之程度。有鑑於此，黃聲威（2001）建議政府
應該鼓勵沿海地區進行養殖漁業的民眾轉型，或是鼓勵業者以外海養殖之方式養
殖，以保護台灣地下水層不再加重惡化。
另在產銷制度上，台灣漁村往往沒有健全的產銷制度，生產者無法立即掌握
消費市場的供需資訊，以致於生產計畫未能落實，常導致供給量與需求量之間發
生產銷失衡現象，許多漁村地區漁民過度集中養殖，引起供需失衡，造成魚價下
跌，更引發漁業發展問題。
高雄縣茄萣鄉過去曾是一個以漁業為主要生活形式的漁村，由於環境變遷，
過去內陸的魚塭地早已經填平作為其他發展，剩餘之漁塭產值亦不高，沿岸之漁
業發展也已經逐漸沒落，此一現象亦存在於台灣各漁村中，隨著環境的變遷，漁
村的發展也逐漸轉變。

四、 漁村現況發展課題
監察院在「海洋與台灣相關課題總體檢調查報告彙篇」舉出漁村發展面臨的
十大問題：(1)大陸漁工之引進，使漁業人口轉業；(2)漁村所得偏低，人口外流
嚴重；(3)漁村文化與漁業技術缺乏傳承；(4)漁村建築老舊，環境髒亂；(5)漁
民參與社區營造意願不足；(6)漁村缺乏社區營造專責人員；(7)漁村就業機會偏
低；(8)漁村交通、醫療與教育資源不足；(9)漁村缺乏終身學習機會；(10)不法
之徒運用漁船走私槍械，損害漁村及漁民聲譽。
以上顯示出，國家政府亦有注意到漁村發展的現階段問題及潛在危機，依照
現有體制及各相關問題可歸納如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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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生活條件低落，地方發展不足
早期的漁村是台灣地區發展重點之ㄧ，是傳統世代所發展的傳統產業，對於
當時的民眾有極大生活上的幫助，因此在漁村經濟上，漁業往往是不可或缺的，
不論是近海漁業、遠洋漁業、海上養殖或內陸養殖，都有一定程度的發展，但由
於是傳統產業，在日漸發展的工商業時代，也出現了漸漸被取代的現象。
由於沿海漁村一直都是以從事漁業為主要經濟來源，但由於近年來工商業發
展，農漁業漸漸地趨於沒落，加上加入 WTO 之後對於農漁業的衝擊，致使原本
一本萬利的漁業經濟發展，反而成為最大的負擔。
漁民經濟來源不穩定，民眾對於大環境的變遷卻無明顯改善方案，政府對於
漁村開發計畫雖有規劃，也有部分執行，但終究無法完全落實，以至於地方發展
不足，環境品質降低或無法與工商業一起提升。
由於工商業崛起已久，對於國內經濟亦是主要的來源，因此國家重視工商業
的目標更為明顯，相對之下，漁村建設往往是被忽略的一環，而基於每個鄉鎮的
特色不同，環境品質也不同，所以政府對於各個沿海社區的發展亦不盡相同，但
普遍而言，對於漁村的建設與發展的確過少，致使地方發展不足，進而引來許多
相關的議題。
(二)城鄉發展不均，導致人口流失、民眾工作所得偏低
近年來政府重視經濟發展，致使許多政府補助與經費支援都給予大城市較
多，以高雄市及高雄縣為例，高雄市人口約 150 萬，補助約 800 億，但高雄縣有
120 萬人口，卻只補助約 280 億，縣市土地及民眾人數本來就明顯不同，但在經
費上卻呈現相反的補助，這乃是由於政府重視都會區建設與開發之故。
由於城市的發展有政府大力的支持，因此在城市中往往較容易有好的工作機
會，雖然消費較鄉下非都會地區高，但經濟收入以及工作機會卻也遠比鄉下地區
來的多，鄉下地區的低就業率，加上傳統產業衰弱不盛，致使環境變化過大，鄉
下地區工作機會不多，且所得往往不高，年輕一代的人口找不到更好的工作，且
年輕一代較無法像過去民眾一樣刻苦耐勞，致使年輕人大多往鄰近城市發展，尋
找就業機會。
由於人口外移，外移之人口也多在城市成家立業，形成嚴重人口外流問題，
這些問題都是息息相關、環環相扣，由於城鄉發展不平均，致使鄉下地區低就業
率或好的就業機會不多，導致人口外移，鄉下地區人口老化，而形成這一問題，
此問題普遍存在於台灣的鄉下農村與漁村，且漁村的經濟壓力更大，因為國家政
策向來皆為「重工商、輕農漁」
，而且是「重農、輕漁」
，所以在許多農業上亦也
有補助，相形之下，漁業就更少有好的工作機會。
政府於近十幾年來雖然有注意到此問題，因此在計畫上亦積極推動漁村之相
關建設與計畫，如：漁村新風貌補助要點、富麗漁村整建計畫等企圖協助漁民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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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在經濟上的壓力，但由於政策不落實、規劃不完善，致使大部分鄉鎮依舊沒有
得以完善的照顧。
(三)漁村產業不振，就業困難
由於城鄉發展因素，工商業發達，漁村環境下的傳統產業已無法自立生存，
因此為了增加漁村就業機會，除了轉型之外，就是引進許多其他的產業，以增加
民眾的就業機會，但漁村裡可以引進的就業機會亦不多，因此引發了就業困難的
危機，而傳統產業沒落的情況每日愈下，現有漁村內多為老年人口，從事傳統漁
業者與失業者居多，年輕人口多因就業困難而外移。
國家雖有對漁村推出輔導專案，輔導農漁民就業，但由於老年人口往往已經
固定其生活型態，若無完善的輔導方案與落實此方案，實難達到輔導之效用，因
此，傳統產業不振的現象依舊存在。
(四)未重視環境保護、自然資源保育和景觀維護
許多先進國家對海岸使用問題紛紛制定法令，釐定海岸經濟方案以及設立專
責機構等，以促進資源之合理利用及環境保育。而國內海域的使用上，呈現出許
多紛爭與嚴重的污染問題，例如：高雄縣茄萣鄉沿海養殖牡蠣變綠事件，即是受
到銅累積過高引起；核電廠與觀光遊憩在區位上發生衝突；布拉哥油輪在基隆附
近沈沒引起之海水污染，給北部海岸帶來浩劫。由此可知海岸為有限之資源，若
無適當之調查規劃，明確之經營政策以及機關間之協調，不僅海岸地帶使用之爭
執無從解決，海岸資源亦將遭受不必要之損毀而無法挽回。沿海地區河川及近岸
水域的嚴重污染，海岸地區屬於生態的下游區，河川集水區。上、中游的各種污
染物在河口出海，污染源主要為工業廢水、家庭污水及畜牧污水。
在生活上由於並未重視環境保護，致使環境污染甚多，主要可分為有機污染
與無機污染兩種，有機污染主要又可分為：家庭廢水、工業廢水、酚類廢水、泡
沬劑（清潔劑）
、化學肥料等五種；無機污染主要又可分為酸性廢水、鹼性廢水、
重金屬污染、氰化物、農藥等五種。環境水體品質惡化，原本清新的空氣也因為
進駐了部份的工業改變，為了提昇地區的發展而引進了部份工業，廢氣的排放與
工業對環境的汙染，加上當地民眾未及時防範，致使環境保護不足、自然資源減
少、景觀維護破壞等弊病。
在生活環境部分，景觀的維護是一大議題，各鄉鎮對於景觀上的要求亦未有
一定標準，漁村地區的景觀上更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中華民國景觀學會(2003)
曾檢討高雄縣城鄉景觀風貌品質未達到理想標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六項：
1. 城鄉景觀建設發展缺乏層級分明及具連慣性與約束性之指導計畫，使得
景觀建設無法有次序、有條理的逐步推動。
2. 高雄縣的整體景觀建設發展缺乏總體目標來做為共同指導，造成縣府單
位以及各鄉鎮市對於工作推動重點失焦，無法達成凝聚共同目標，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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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分頭進行之整合成效。
3. 目前景觀建設工作分散於縣府各局處以及各地方鄉鎮公所之業務。但是
缺乏總體計畫指導、共同目標以及良好橫向協調機制三大要素下，造成
不同單位各自發展無法協力合作的現象。
4. 長久以來公共環境大多由公部門進行相關之維護工作。但公共環境的工
作有如千頭萬緒，遍佈全縣各角落，若全由公部門來負責，難免產生力
猶未迨，或不能符合民眾所期望之細緻程度來維護。
5. 未來應推動全民認養環境的觀念，一方面提高環境維護的細緻度，另一
方面養成民眾「維護生活環境，人人有責」的基本價值觀。
6. 以往都市計畫或區域計畫體系，對於私部門的領域在環境景觀或觀瞻方
面缺乏著力點。然而這些私領域在城鄉景觀風貌上卻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未來應強化對私部門領域在風貌觀瞻上的管理。
(五)漁村教育及文化保存與維護不力
產業不振而引起的就業困難，導致人口老化等眾多問題，也直接影響到漁村
的教育體系，教育可分為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其中又以家庭教育最
為重要，而現有漁村中，往往家庭教育內容薄弱，老年人往往不容易管理正值青
少年階段的年輕人口，所以在教育方面不易達到效果。
由於漁村漸趨沒落，致使民眾也認為漁村過去的傳統產業與文化已經不合現
代的需求，因此對於漁村過去的文化歷史與文化保存也較無過去重視，而年輕人
對於漁村的文化與過去也普遍不認識，所以當然無法全面性的維護，在惡性循環
下，這些問題都漸漸浮現，且逐漸嚴重。由教育培養出來的年輕學子只增加了部
份的漁業知識，並無發揮漁業智慧，以致漁業從業人員仍舊停留在老年化的黃昏
產業階段，並且對於漁村文化的了解亦不夠深入透徹。
現今除了靠鄉鎮區公所的維護之外，也只有依靠各鄉鎮的文史工作室或是社
區發展委員會的推廣，但人力不足，觀念宣導不易等因素，都限制了維護傳統漁
村文化，唯有加強宣導，增加民眾對於漁村文化資產的重視程度，使民眾本身以
身為該鄉鎮的一份子為榮的情況下，讓民眾自動自發的參予維護工作，方可使漁
村文化及保存有明顯改善。

五、 未來漁村轉型方向
近年來政府相當積極推動休閒農漁業，一般人也普遍認為這是台灣農漁業轉
型第二春的契機，但是以生態景觀結合農漁業的休閒活動，需要有足夠大的消費
市場來支撐，以及足夠的休閒生活環境方可成為替代的產業。
發展休閒漁業無法完全解決台灣漁村養殖漁業發展的真正問題，因為不可能
讓全台灣的上萬位漁民、五萬三千多公頃魚塭通通都從事休閒旅遊業，另外，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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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旅遊是服務業、養殖是基礎產業，兩個屬性完全不相同的產業如要將其結合，
則必須有完整的配套方案，以及健全的發展體制，因此如果朝向整體觀光的發展
方向，使休閒漁業的發展為其中一環，藉由觀光帶動整體漁村的發展，或許較為
可行，但依舊需要依照各漁村的特性而定。
發展休閒及精緻農業，使農業發展更具有生動，活潑的多元化經營，以留住
當地年輕人；另一方面可藉由農漁產品加工專業區的設置，創造就業機會，也可
促使年輕勞動力回流。
漁村與漁業依舊有保存的價值，其價值不一定是維持經濟收入，主要是保存
漁業文化，因此需要建立漁村文化保存的方式，不僅是建立漁業展示館等硬體設
施，更應該將漁村文化融入居民生活中，使當地民眾與外來遊客皆可感受各地之
漁村文化，另外為了因應工商業各項發展，漁業產業發展方向則需要轉型，漁村
社區居民必須提升自我能力，方可使漁村發展轉型成功，並朝向當地居民所認同
的生活方式，並使漁村地區發展非以沒落收場。

第二節

台灣漁村發展與基本對策

漁村的生產觀念必須修正，朝向資源管理型漁業發展，並且結合社區總體營
造的概念及發展休閒漁業，促進地方休閒娛樂發展，將原本單獨從事生產的漁
業，轉向與休閒觀光服務業結合。

一、 休閒漁業相關發展課題
發展休閒漁業有三個特色，即為永續、資源保育與生活方式的展現，這些特
點正好符合三生的基本原則，即是在生產、生活與生態間取得平衡，所以未來將
休閒漁業的經營理念導入漁村社區發展，應是一理想的方向。建設漁村非地方性
的小問題，而是國家建設的大議題，應該由整體建設去著手，而不是侷限在小格
局的改建，因此應正視漁村整體建設改善之問題，改善漁村生活品質，引導漁村
朝向健康的方向發展，以減少城鄉差距。為了達到富麗漁村的實質效果，必須要
結合漁業生產、漁民生活、及漁村環境等三大工作，開始推動富麗漁村的工作，
不只是要以三生為原則，也不只是靠著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的方式去推動，而是
應該由漁村居民、產業界與政府等各方面一起著手的相互配合。如何教育漁村居
民認知正確的觀念，引導漁村居民支持當地相關發展與社區總體營造的觀念，並
配合與有效監督執行單位，才是成功的重要關鍵。
休閒漁業與一般性漁業生產之差異，在於前者具有明顯的服務及整體企業經
營方式，因此在發展休閒漁業時不可破壞漁業生產力，需以漁業為基礎來提昇休
閒品質，經營者應以漁民為主體，以漁民利益為出發點，藉以改善漁村生活環境，
另一方面亦可藉此讓遊客了解漁業生產方式及漁民生活型態。
漁村有許多可以發展觀光休閒漁業的潛能，因其空間本身可再發展的可能性
13

漁村社區轉型策略研究之探討—以高雄縣茄萣鄉為例

較多，但是相對於都市的生活品質，還是難以提升，但是一般鄰近都會區的漁村，
因為人口多，發展則較為容易。因此，如果要使漁村地區有所發展，就觀光服務
業而言，對於環境的要求則必須提昇，就生活舒適度而言，改善居家生活環境以
及漁村地區整體的環境，則是必要的方法。
目前台灣的休閒漁業大多是結合各地方景點發展觀光，或以假日魚市的方式
進行，沿海漁村地區除規劃為濱海公園、海水浴場及海上育樂活動區外，並可連
貫假日休閒魚市、鹽田風光、漁村風情，在陸上尚存之漁塭可開闢釣魚池、市民
魚園、漁業資源博物館等，這些為台灣目前常用的方式，但有許多漁村地區容易
出現失敗的情形，原因在於輔導方案不足，致使漁民本身經營管理理念不正確，
導致雖然掛有休閒漁業之名，但是事實上卻無法有效的推行休閒漁業的方式，因
此更應該加強各種輔導方案，使漁民真的了解該項計畫，以達到落實休閒漁業的
一環，另外一項失敗的原因就是各地方的休閒漁業皆相互抄襲、沒有特色，真正
的發展應該先找出該漁村地區的特色，針對特色進行一連串的規劃，而非一眛的
走向假日魚市或觀光發展，需要與該漁村的特色與民眾意願互相配合。
環境過度開發將會導致環境超載的問題，一旦颱風或是地震等天災來臨，將
會使居民遭受危害，因此在開發的同時就必須注意整體規劃，以及考量未來發
展，並預留未來發展空間的位置，否則一旦開發過度，將會對於該地區有明顯的
危害，而失去了當初的優質環境與開發用意。
胡興華(2003)之研究曾指出，做為海洋國家，除了地理位置之外，必須具備
海洋產業、海洋環境、海洋文化、海洋管理等四項，才能算是一個道地的海洋國
家。此理念與本研究提倡的不可荒廢漁村發展的理念是相似的，漁村本身具有豐
富的漁業文化、漁村文化，而這些文化隨著環境、經濟、民生的改變正逐漸消失，
因此提倡漁村轉型的用意在於改善漁村環境，保存漁村文化。
發展休閒漁業或舊漁村轉型發展具有很大的潛能，由於國民所得增加，休閒
遊憩的機會也變多，對於都市人口集中且自然環境遭受破壞的同時，沿海的漁村
如果可以保有自然的漁村文化及自然景觀，對於漁村轉型的發展必然有所幫助，
然而漁村發展並不容易，要改善既有的經營形式及尋找當地特色加以利用，皆需
要一連串相互配合的方案，並在計畫實施之後依照參與者的反應做適當的修正，
方可完成整體漁村轉型的發展。
(一) 休閒漁業的定義
台灣的休閒漁業(Leisure Fishery or Recreational Fishery)在法規上尚無正式
定義，唯漁政機關為發展休閒漁業所輔導之相關事項經探討主要包括有四大項：
(1)休閒漁業經營輔導；(2)海上娛樂漁業發展；(3)漁港觀光多元發展；(4)富麗
漁村建設等工作。
「娛樂漁業管理辦法」第二條(2001)說明：「本辦法所稱娛樂漁業，系指提
供漁船，供以娛樂為目的者，在水上採捕水產動植物或觀光之漁業。前項所稱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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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係指乘客搭乘漁船觀賞漁撈作業或海洋生物及生態之休閒活動」
，因此「娛
樂漁業」應屬休閒漁業之一部分。另外，漁政當局亦曾將「休閒漁業」定義為「利
用海洋漁業資源、陸上漁村村舍、漁業公共設施、漁業生產器具、漁產品等，結
合當地生態環境、人文、宗教信仰、規劃設計相關活動或休閒空間，提供民眾體
驗漁業並達到休閒遊憩功能」。
林永德(2002)的研究曾指出，休閒漁業自八十一年度起由農業委員會與台灣
省漁業局積極推動，由於其在觀光休閒面上與休閒農業有相當之同質性，因此休
閒漁業亦可詳細定義為：「休閒漁業為利用漁村設備、漁村空間、漁業生產的場
所與產品及漁業經營活動生態、漁業自然環境與漁村人文資源經過規劃設計，以
發揮漁業與漁村休閒旅遊功能，增進國人對漁業與漁村之體驗，提昇遊憩品質，
並提高漁民收益，促進漁村發展。」
黃聲威(2001)將「休閒漁業」區分為「休閒」與「漁業」兩部分，其可謂「漁
業」是手段，是過程；
「休閒」是目的，是結果。而參與「休閒漁業」的人又分
兩種人，一是供應者的漁民，一是需求者的漁客。而「休閒漁業」的前提是先有
「漁業、漁民」
，而後才有「休閒、遊客」
。因此「凡藉由參觀或參與漁撈作業，
或利用漁業設施(如漁港、漁船、漁具)等進行遊憩活動，或體驗漁村生活、欣賞
漁業文化等過程，而達到健康休閒、身心愉快之目的者。」皆稱之為「休閒漁業」
。
吳惠娟(2001)的研究曾指出，休閒漁業的主管單位是漁政單位，休閒漁業的
範圍包括休閒漁港、休閒(娛樂)漁船、休閒漁場、休閒養殖場、休閒漁村、休閒
(觀光)魚市與休閒漁業區等，台灣休閒漁業可分為運動型、體驗型、遊覽型、魚
食型、教育文化型等五大類型，所經營的休閒漁業項目約可歸類為 11 項：(1)
船上釣魚活動(2)陸上釣魚活動(3)體驗性漁業活動(4)參觀漁業作業(5)觀光(或
假日)魚市、海鮮料理中心(6)具有漁業特色的綜合渡假區(7)教育性漁業活動(8)
漁業景觀活動(9)兼具漁業性活動的綜合性園區(10)漁村生活體驗(11)參觀漁村
或漁業之相關民俗活動。
(二) 休閒漁業的發展優勢
沙志一(2000)的研究曾指出，休閒漁業能達到漁民轉業，漁村轉型的目的在
僱用在地漁民，協助漁村觀光規劃，休閒漁業範圍極廣，凡屬與水及水產物有關
的活動幾乎均可包含在內，例如海釣、體驗漁業生產、觀光漁園、釣魚平台、海
岸休閒涼亭、觀賞海洋生物、漁港拱橋、牽罟、漁業展示館、魚貨直銷中心(觀
光魚市)等均屬之。
一般民眾在休閒漁業的活動中所真正追求的是休閒享受，漁民所擁有的漁
船、漁塭、漁具及各種設備與知識經驗，正可彌補消費者追求漁業休閒遊憩中所
欠缺的體驗，如此漁民提供服務，消費者付費休閒，漁業資源不受影響。因此規
劃完善的休閒漁業可望將資源保育、休閒遊憩、漁民生計三項難題同時解決。
休閒漁業發展可增加行銷通路、降低營運成本、提高漁產品附加價值、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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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生產壓力、養護漁業資源、提供國人健康休閒旅遊場所、提高漁民所得、增
加漁民轉業或就業機會、改善漁村經濟帶動漁村繁榮(林美金，2001)。
莊慶達(2000)於休閒漁業發展與策略結論中說明，休閒漁業具有可提供漁業
轉型的機會、可帶動漁村經濟的繁榮、可發展潛力大且具開發價值、需建構在優
勢產業體系下發展、應恪遵永續經營理念等多項特色。
海洋除了提供食物與交通的來源，更可提供休閒與觀光的機會，先進的國家
莫不利用其海洋資源，積極投入規劃海洋觀光休閒資源的開發與利用，對於沿海
社區亦是如此。
因此推動休閒漁業時，結合地方的各種漁產加工業等需要大量勞工之產業，
將可以增加地方經濟收入，對於傳統以漁業為主的形態已經沒落，地方經濟來源
逐漸轉變，因此休閒漁業的引進，會帶動各種商業行為，也進而帶動地方產品製
造業等工作機會。
漁業署自民國 84 年度起辦理「富麗漁村整建計畫」
，選定結合漁村生產、生
態及生活等三大因素之適當地點，進行規劃設計，積極改善漁村環境，興建漁民
活動中心、托兒所、漁業展示館及其軟體設備、漁村道路及排水改善、曳船道、
漁船上架場、漁具倉庫、網具整補場、休閒設施、漁村公園整修、漁村綠美化……
等設施，建立完善的社區總體營造，以求改善新風貌，至 85 年度止，計辦理台
灣 15 縣市 45 處漁村，投資經費 1 億 2 千 8 百餘萬元，改善漁民生活環境、提高
漁民收入，以達富麗漁村之目標。
為順應時代的變遷，休閒漁業之經營應以行銷之理念作為經營之哲學，現代
的行銷觀念是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為導向，不只需要努力促銷其產品的數量，且須
重視品質，在滿足遊客需求前提下，提高休閒漁場之遊客參與量、遊憩品質及競
爭力，則有賴行銷管理之經營來達成其經營目的。
邱文彥(2000)的研究曾指出，休閒漁業或許有許多不同的定義和看法，但總
歸是因應休閒時代的需求，開啟漁業的一個新契機，休閒漁業的發展根基還是在
於下列幾個因素：(1)健康有生產力的海洋環境；(2)有利可圖(profitable)的漁業
經濟；(3)引以為榮、生生不息的漁村勞力；(4)具有特色和吸引力的漁村環境與
文化活動；(5)漁民教育和參與；(6)相關權益關係或海域使用的協調合作；(7)
能夠有效管理的組織體制。然而，如果漁業無利可圖、漁業持續沒落、漁村生活
環境惡劣、漁村勞力銳減，無人以從事漁業為傲時，休閒漁業即失去其根基，終
將成為泡影。因此，「休閒漁業」或許是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向，但如果無法正確
掌握漁業發展趨勢，低估或高估休閒漁業的潛力，未有配套管理措施，將來休閒
漁業不是毀了海洋資源與環境，就是毫無發展利基而終致沒落。
邱文彥(2000)曾提出未來休閒漁業的願景(Vision)，至少應具有下列要件：
1. 新企業與專業的形象(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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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足夠的經濟誘因(Profitable)；
3. 熱情活力的投資與參與者(Enthusiastic)；
4. 公私部門環環相扣的機制(Efficient)；
5. 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基盤(Sustainable)。
(三) 國內外休閒漁業相關發展
黃聲威(2001)的研究曾指出，休閒漁業的模式在日本包括「遊漁業」與「農
遊」兩部分，日本遊漁業被定義為「在休閒時間漁獵於河海之間，或從事於各項
漁業之相關活動」。林秋雄(2001)則認為，日本農遊又稱農業休閒旅行，其定義
為「促進農村活化，利用農家民宿，出租小木屋、農村體驗設施等，於農村地區
長期滯留，促進以活用農村的長期性休閒、休養型態」。
日本漁村休閒漁業經營型態十分多元，漁村常見休閒漁業活動有：(1)魚貨
直銷中心；(2)觀光船；(3)海釣船；(4)浮台海釣；(5)觀光地曳網；(6)觀光底
拖網；(7)觀光魚市；(8)漁村民宿。
林美金(2001)的研究曾指出，日本國民高所得、全國高速道路之暢通及週休
二日的實施等都對休閒、觀光業之發展有正向的影響，尤其鄰近大都會的沿岸漁
村因為有稠密的人口能以一日遊、二日遊之方式參加活動，更帶動漁村中漁業經
營方式的改變，日本觀光、休閒漁業主要集中在星期六、日經營，因此漁民仍然
以漁業為主要工作，休閒漁業則須全家人取得共識後一起投入才能成功。日本漁
民經營休閒漁業常是發生在漁業資源的減少或其他因素發展經營困難時，利用天
然景觀經營海上景觀巡航，參加漁撈作業或實際投入漁獲的觀光採貝、海釣等及
經營民宿與自己生產的魚貝介類供住宿客享用，提高漁獲物附加價值。
莊慶達(1999)的研究曾指出，美國國家海洋漁業局(National Marine Fisheries
Service：NMFS)將「漁業」分成兩大類，一為「商業性魚類」(Commercial Fishery)、
一為「休閒性魚類」(Recreational Fishery)。美國 NMFS 將「在海中撈捕的漁獲
量，不予出售或交易者」，這類漁撈行為都歸屬為休閒漁業，如是為了營利而漁
撈者則屬於商業漁業。美國的休閒漁業以「休閒海釣」為主，美國休閒漁業重視
「寓教於樂」，尤其注重海洋生態的保護，釣獲後再放生者達一半以上，且釣魚
需申請執照許可，管制嚴格。美國釣魚人口約 3,520 萬人，釣魚消費 378 億美元，
含上、中、下游相關產業之經濟效益約為 2.87 倍，計 1084 億美元，佔國內總生
產之 1.6%，比例十分可觀。
林美金(2001)的研究曾指出，日本休閒漁業經營方式較為多元，而美國則較
重視海釣發展，不過兩國的休閒漁業發展均已十分成功，足以為國內休閒漁業發
展之參考。日本發展休閒漁業目的主要是期望能增加漁民及漁會收入，而美國發
展休閒漁業之目的主要則是為了增加政府之稅收，兩國的發展目的不盡相同，而
我國休閒漁業之發展則與日本較為相近，美、日休閒漁業之發展模式及發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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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維持原有農漁業生態，保存農漁村生活文化為原則，此與我國永續經營休閒
漁業之目的完全符合。
彰化縣漢寶合作農場為台灣最早成形之漁業型休閒農場，經營之初亦頗具特
色，曾吸引不少遊客前來，近年來由於國內旅遊業競爭嚴重，農場經營者頗有經
營不易之感慨，但業者仍積極參與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及一鄉一休閒之政府策略。
海濤園為國內首創由養殖漁業轉型為觀光休閒漁業，在無前人之經驗可供借
鑑下，再加上堅持觀光休閒漁業應包容自然生態的理念，不希望有過多的人為及
商業氣息破壞休閒的真諦，因此營運上遇上很大的問題，要突破轉型的困境依舊
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及長期的努力。
從漁業署九十年度的富麗漁村計畫統計，全台共有 15 個富麗漁村，分別為
澎湖縣馬公市菜園里、連江縣北竿鄉橋仔村、台東市富岡新村、花蓮縣壽豐鄉共
和村、宜蘭縣蘇澳鎮昭安社區、宜蘭縣蘇澳鎮港邊社區、宜蘭縣頭城鎮合興社區、
屏東縣枋寮鄉大庄村、台南縣七股鄉龍山村、嘉義縣東石鄉網寮村、雲林縣台西
鄉五港村、彰化縣芳苑鄉王功村、台中縣龍井鄉麗水村、苗栗縣苑裡鎮苑港漁港、
新竹縣新豐鄉新豐村等，各富麗漁村多藉由地方特色與資源，發展其相關展業，
雖然富麗漁村計畫帶動相關地方漁村發展，但是卻無法將計畫有效推展到全台所
有漁村，因此對於整體未來漁村發展依舊侷限於經費不足、特色不明、執行力不
佳等問題。
(四) 休閒漁業的缺失
廖冠傑(1998)在「休閒漁業供需之研究」提出休閒漁業已成為未來漁業必要
的發展中心，而現代服務業對於需求面應多方考量，僅考慮供給面而不顧需求
面，所規劃出來的休閒漁業活動項目與景觀，必然與消費者的期待有所差距，而
使得休閒漁業的功能無法發揮。
休閒漁業與一般性漁業生產之差異在於具有明顯的服務及整體企業經營方
式，因此在發展休閒漁業時不可破壞漁業生產力，需以漁業為基礎來提昇休閒品
質，經營者應以漁民為主體，以漁民利益為出發點，藉以改善漁村生活環境，另
一方面亦可藉此讓遊客了解漁業生產方式及漁民生活型態。
雖然台灣地區的觀光旅遊產業越來越興盛，根據民國 87 年觀光局統計國民
旅遊人次資料顯示，國人每年旅遊人數高達七仟多萬人次，平均每人每年出遊約
四次左右，若以每次每人平均花費二千元計算，觀光休閒的市場商機將高達一千
五百多億元以上，衍生而來對於就業機會、消費、稅收等經濟乘數效果亦有數倍
之多，但事實上卻不可用數據來解釋觀光產業的收支，因為地緣及地方景點的考
量也會影響觀光遊憩行為。
近年來政府積極推動休閒農漁業，一般人也普遍認為這是台灣農漁業轉型第
二春的契機，但是以生態景觀結合農漁業的休閒活動，並不一定有足夠大的消費
市場來支撐，一切則需要因地制宜，不可一昧的做全面性休閒漁業的引進，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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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茄萣鄉當地的特色做適當的休閒漁業發展，由目前已有發展休閒漁業之村落中
可發現，休閒漁業中的許多經濟來源，往往也只可作為副業，無法做到以此為收
入，主要的經濟來源依舊是以傳統的產業為主，此為無法落實休閒漁業所導致，
也顯示出國內休閒漁業的正規發展不足。
發展休閒漁業難以完全解決台灣養殖漁業的真正癥結，不能讓台灣上萬位漁
民、全台五萬三千多公頃魚塭通通都從事休閒旅遊業，以茄萣鄉而言，如要發展
休閒漁業，如沒有整體的養殖制度調整及輔導方案的培訓，依舊無法有效的改變
當地漁戶經濟問題，沿海漁業部分亦是如此，如果沒有統一且落實的規劃，亦無
法達到全面提升的效果。

二、經濟產業相關發展課題
政府雖然投入大量的資金，但漁村的人口外流情形依然嚴重，雖然政府改善
漁村社區的良意廣為漁民接受，但地方人士卻認為相關的規劃與設施無法與當地
的實際生活相配合，因此在引進產業、增加漁村經濟來源等部分，問題依舊未解
決。目前可以利用現行的週休二制度，使國民可以親近海岸，體驗漁村生活，如
何利用台灣四面環海的海洋資源，以及沿岸漁村的文化特色，藉此進行消費，以
增進當地漁民之收入，也是休閒漁業帶動漁村地區經濟發展需要探討的方向。
莊淑姿(2000)的研究曾指出，工業型鄉村人口數的快速增加及人口淨遷入率
高，雖然表現出地區的吸引力高於其他地區，能吸引外地人口進駐，但這對鄉村
未來的發展並不一定是有利的。人口增加過快，相關公共建設與資源不敷居民需
求，只會降低鄉村居民原來生活品質，非鄉民之福。
過去有許多的漁村地區曾經引進各項工業，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但相對的
也帶來了許多污染。在農漁村工業化方面，有所謂「工業化優先農民在後」
(industrialization first and peasants later)的工作途徑，這是工業發展優先於農漁業
發展的策略，因為過去的農漁村可以提供低工資的勞力，並以其支援剩餘資源或
外銷，在工業化以後，由於內部農產品市場的擴張，農漁民生活之經濟水準因而
獲得改善，但隨著時間一久，污染亦逐漸明朗化，因此各工業區引進農漁村的情
形已經比較少見，反而是逐漸將各種會產生污染的工業撤離農漁村。
黃徹源(2003)的研究曾指出，觀光局民國 90 年對國人國內旅遊狀況調查報
告顯示，有 86.1％之受訪民眾每年至少一次國內旅遊，平均每人每年出遊 5.24
次，每人每次平均花費新台幣 2480 元計算，一年所衍生的休閒市場商機，高達
新台幣 2000 億元以上，但現階段觀光旅遊已朝向生態旅遊發展，我國漁村在過
去 40 年來是較不被開發的地方，保有完整的地景風貌資源，適合漁村未來轉型
的方向。此一研究亦說明漁村保留的必要性，增加國民旅遊的景點，結合地方的
發展，使海洋文化藉由漁村轉型的發展而延續下去。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2005)曾表示，從事漁業人員高齡化係為國內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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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普遍現象，而漁業經營朝企業化及專業化經營或參加漁業組織聯合經營，已成
為必然發展趨勢；同時養殖業者在生產時須考慮市場需求，選擇適當魚種作有計
畫量產。漁業署為使養殖產業能持續發展，已在有關縣市輔導成立養殖生產區協
會及水產品運銷合作社，協助養殖業者辦理產銷相關工作，現階段並積極推動優
良養殖場以提高魚貨品質及建立品牌以利行銷等。
大部分的漁村轉型還是以經濟為主要考量，因此各種漁業的轉型需要與陸上
各景點相互配合，加上政府機關的推動，再以整體企業化的經營方式，使漁村民
眾得以習慣並認同企業化經營模式，不僅改善當地經濟收入，更可以藉由漁村轉
型而改善當地的各項公共措施及美化環境，以提升生活品質。
依據高雄縣政府(2003)的資料顯示，目前台灣已有多處開發漁村相關漁業的
轉型發展，大約可以歸納成五類：
1. 台灣著名魚貨直銷中心：桃園縣竹圍、台北市台北魚市、台北縣富基漁
獲直銷中心、基隆市碧砂漁獲直銷中心、嘉義縣布袋漁港、台中縣梧棲
漁港。
2. 台灣本島著名海釣漁港：桃園縣永安漁港、淡水第二漁港、外木山漁港、
碧砂漁港、花蓮縣花蓮漁港、花蓮縣石梯漁港。
3. 台灣本島著名特色漁村：台南縣溪南村休閒渡假漁村、台南縣七股潟湖
龍山漁村、嘉義縣好美里漁村及生態保育、宜蘭縣合興富麗漁村、宜蘭
縣無尾港生態社區、屏東縣大庄社區富麗漁村。
4. 台灣本島休閒養殖區：台南縣北門海埔養殖區、海濤園觀光漁場、宜蘭
縣新水休閒海釣中心、宜蘭縣大塭休閒農場、花蓮縣壽豐休閒養殖漁業
生產區。
5. 台灣本島其他型態休閒漁業：屏東縣東港漁會漁業文物展示館、雲林縣
口湖鄉自行車道(生態走廊)、彰化縣漢寶合作農場、彰化縣彰化漁會漁
業文物館、宜蘭縣北關農場螃蟹博物館、花蓮縣水產培育所漁業文物展
示館。
依據高雄縣政府(2003)的資料顯示，早在 1990 年台灣向關稅暨貿易總協
(GATT)提出入會申請案，政府即開始進行農漁業產業結構調整及推動休閒農業
計畫，政府認定「發展休閒農漁業」正是解決農漁村困境及發展生態旅遊的重要
具體措施。國內休閒農漁業在短短時數年間亦已急速發展，有意從事休閒農漁業
的農漁民不在少數。但如何將農漁業和休憩活動相互結合，並在發展休閒農漁業
的同時兼顧農業生產、農村生活及生態保育之基本功能，使農漁民經營所得及國
民休閒旅遊品質均能提升，是休閒農漁產業發展的重要課題。近年來農委會也積
極輔導各地方政府發展休閒農漁業，帶動產業的轉型，以活絡農漁村經濟，推動
永續農村綜合發展規劃及建設，整體規劃改善農漁村生活環境，達成城鄉均衡發
展目標，提振國內產業活力並創造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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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有意願轉型的農漁業者，可配合當地農漁會或鄉鎮公所，為促進產業發
展的進展，於每年年初提出申請規劃書，提送農委會依相關之教育訓練、進行觀
摩、產品研發、公共建設等提供經費的補助，經由經費的補助及農漁業者依據相
關法規申請之休閒農場設立後及自有資金的投入，便可從事相關休閒農漁業的經
營，並在各方面補助方案健全下，完整的發展漁村轉型，改變漁民的經濟結構與
生活品質，並達到永續經營的理念，而非在配套不足的情況下，產生泡沫化的轉
型發展。

三、 地方社區相關發展課題
各鄉鎮區公所負責社區計畫推行的單位不一，且行政體系在處理社區規劃
時，往往無法由專業人才進行該業務，而專業人才亦多無法深入了解當地漁村現
況，以致往往無法達到當初規劃與設計之成效。今日漁村不再只是面臨漁業生產
所得偏低問題，而是社會、文化、環境與實質建設，可以從社區總體營造的全面
性去著手，結合產業發展與企業投資，對漁村做整體性的規劃，以改善漁村環境。
莊淑姿(2000)的研究曾指出，反省漁村存在的價值，不是為了工商業或是都
市的發展，而是以該地為主體，發揮歷史文化、田園風味與本土精神的表現。
邱信達(1999)的研究曾指出，漁村轉型發展類似於社區更新的觀念。提到社
區更新，可引用都市更新的概念與內涵來加以延伸，「都市更新」的方式可分為
重建(Redevelopment)、整建(Rehavilitation)、維護(Conservation)三種。重建就
是將市區土地地上物予以拆除再做合理的利用，整建就是將建築物的全部或一部
分予以修理、改造或更新設備，使其能繼續使用，維護就是對現況尚無不滿的建
築物，將其保持原狀。將此觀念沿用在社區漁村轉型發展，現有的漁村發展可以
整建為主，將現有的建築物及相關公共設施做整修，已改善當地環境，再經由維
修來維護該漁村轉型的後期發展，必要的時候再對該社區一些老舊毀壞的建築物
進行重建。
建立民眾參與機制並組織村民：促使村民參與應包含三個層面，使之「能夠
參與」、使之「願意參與」，及「讓其參與」
，使漁村未來發展可以結合地區營造
之觀念，可以各地方漁會或鄉公所為發展指導中心，輔導漁民共同參與，規劃專
業、兼業及休閒娛樂漁業區，並以漁民為經營主體。在規劃休閒漁業時需注重對
當地自然、社會環境的衝擊評估，善擬對策。

四、 各項相關發展課題
為了改善漁村的發展，首先必須要著重於該地方的發展方向，目前台灣各項
改善漁村發展的課題探討上，尚有以下幾種面向之發展課題：
(一)產銷發展課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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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地方經濟的問題，因此各地方都推出相關產銷制度，除了生產之外，
亦必須要有銷售的方式，才可增加該漁村的產銷，目前發展議題中約可分為以下：
1. 部分鄉鎮強化整合各類型養殖產銷班組織訓練，並推廣教育活動。
2. 部分鄉鎮輔導漁會、魚市場、產銷班魚價查詢及公告，發揮預警功能。
3. 部分鄉鎮輔導漁會、產銷班開發地區特產加工，設置漁產品加工專業
區，輔導漁會在漁盛期收購過剩漁貨，儲存加工，提高產附加價值。
4. 部分鄉鎮結合地方中小學等學校之營養午餐機制，將漁獲量管制銷售至
學校，以達到漁民與學校雙方面皆獲利。
5. 部分鄉鎮設置生鮮超市魚貨供應直銷中心，供應生鮮小包裝魚貨至各生
鮮超市及團體大消費戶。
(二)漁業轉型輔導課題探討
由於漁村未來發展大多需要朝向轉型的方向，因此，為了將此項新型的發展
融入舊漁村社區，必須要有各行業之輔導方案促使漁村居民認同發展方向，約有
以下面向的課題：
1. 為改善地層下陷問題，對於違法及不合作的停養區之地下水抽水井嚴格
取締，並補助輔導魚塭循環水養殖，減低養殖用水，使用減緩地層下陷，
輔導整體漁業產量做整體限制，或輔導不適合養殖區內之養殖戶轉業，
並比照農地休耕補助辦法補貼停養漁民之生計，以促使魚價不致失衡，
但是整體陸上養殖漁業沒落，而許多漁民難以適應轉業之工作，顯示出
於村轉型輔導方案不足。
2. 為提升漁村社區生活品質，需要分期分段逐年改善沿海地區排水系統，
增加親水設施，鼓勵漁村民眾親水，另一方面，亦可向經濟部水資局、
省政府水利處申請撥款維護整建鄰近海堤，但是經費難以完全補助，地
方發展受限，經濟問題尚未解決，許多村民對於生活品質之要求亦不高。
3. 漁村居民普遍不清楚地方建設與營造的觀念，如欲規劃漁村社區整體景
觀，不僅需要增取地方建築經費，更需要強化民眾營造理念，但理念建
立需長時間宣導，而受限於地方發展現況之故，難以完全成型。
4. 部分漁民建議變更土地使用，將養殖魚塭以開發許可方式變更地層下陷
嚴重地區養殖魚塭為工商綜合區、休閒遊樂區等或發展休閒漁業，徹底
改善此一地區之土地利用型態，但是養殖使用過之土地發展條件不佳，
變更土地使用上亦面臨政商利益等問題，所以變更不易。
5. 漁業部門的經濟效益已有減退趨勢，漁業署雖嘗試將漁村加以整體規
劃，配合漁村轉型發展，並提出輔導方案，使漁村增加具有漁村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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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餐飲及漁業作業過程參觀等營運方式，提高地方經濟繁榮，增加
漁民收入，但是整體落實層面不足，許多漁村社區依舊維持沒落現況。
(三)社區總體營造相關發展課題探討
結合社區總體營造進而改變漁村風貌為一發展方向，但是必須獲得地方民眾
認同，此發展課題方得以完善發揮，社區營造相關發展課題如下：
1. 社區營造強調凝聚地方共識，打破地方各單位對立的情形，使鄉鎮中各
村里可以相互結合，但長期以來利益關係之故，地方派系依舊難以突破。
2. 發展地方營造需確認該漁村社區專有特色，使各漁村有各自的漁村文
化，並非如出一轍的擁有相同的軟硬體設計，但是台灣地方發展上多相
互模仿且不知變通，致使探討特色後之發展若非相似，即為不可行。
3. 為保存漁村在地文化，因此許多漁村推動漁村導覽、生態旅遊活動、產
業文化活動、休閒漁業等發展，欲使漁村在全球化過程中保有發展的機
會，但是各地漁村特色發展不明，或因配套方案不足，所以各項相關發
展不易成功，稍有起色之漁村亦無法完全改善整體漁村社區之發展。
4. 社區營造推行十餘年，欲輔導民眾認同社區總體營造之觀念進行社區營
造，但仍有許多鄉鎮民眾未聞或不了解社區總體營造，顯示宣導政策未
完全落實，部份發展僅有口號。
5. 地方 NGO 團體必須了解社區營造的各項方案，藉由整合地方組織，進
而學習規劃細部執行計畫，落實由下而上的提案方式，導入競爭型計劃
模式，激發社區各種軟硬體建設創意，但鄉鎮發展依舊以鄉公所為主，
培訓方案不足，地方民眾意願不高。
6. 以社區營造的理念而言，希望可提升地方漁政單位專業人才對社區總體
營造概念之認識，使行政單位可致力推行地方整體建設，以推動官民合
作機制，但行政單位多不願增加工作負擔，地方發展形式依舊不變。
7. 地方發展上，許多社區加強民間組織參與公部門決策過程，投入更多元
的決策思維，整合各組織進行營造，但各組織內部整合不易，若無強制
力或利益誘因，難以達到相互結合已發展地方營造的理想。
(四)活動發展課題探討
吳東傑(2004)的研究曾指出，打響東港名號的「黑鮪魚文化觀光季」，和引
起爭議的花蓮「翻車魚季」，也不知是憂還是喜，喜的是政府重視漁村問題且透
過行銷包裝讓產業活絡，但憂的是我們只看到吃的面向，卻毫不考慮海洋環境的
污染等問題，以及漁業資源短缺的困境。
從台灣的各農漁村所發展的活動可以發現，為促使該村落的產業銷售，各地
方相繼採用舉辦活動來吸引人口，引進人口來消費，以促進該地方產銷行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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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發展的進步。
事實上，台灣各地區的活動發展不一，也因為各地的民俗風情與規劃程度不
同，而使活動有了成功與失敗的案例，主要的原因在於對大型活動的規劃與執行
層面，由於整體規劃不足，加上各項配套措施不完善的情形下，便使活動產生弊
病，加上執行層面不完整，也影響整體活動。

第三節

社區總體營造

詹雪梅(2004)的研究曾指出，成人是社區事務的主要參與者，為使成人能有
效的參與社區總體營造的工作，需要鼓勵成人養成學習的興趣和習慣，使學習成
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而且社區的居民會對社區有認同感，願意參與其中。這
種思維，遂衍生出「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發展。

一、社區總體營造的發展緣起與目標
黃徹源(2003)認為，台灣的社區營造分三個時期：國民政府遷台時期(戒嚴
時期)、外銷導向時期(經濟起飛時期)、解嚴前後的社會運動時期(1987 年解嚴
前後開始)、社區命運共同體時期、社區營造整合時期。
漢寶德(2001)的研究指出，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使大家只知道是地方文化
建設的手段，可是它的目標是什麼，大家也未必清楚？要如何做才能達到目標，
也未有完整的方案？包括文建會在內也不甚清楚，然而卻得到跨黨派的支持，但
由於沒有有效的執行方案，監察院的調查報告與一般文化界的反應，都認為頗有
偏差。因此嚴格說來，社區總體營造雖花了政府不少錢，卻尚稱不上是一個完整
的政策。
曾旭正(2004)的研究曾指出，前行政院游錫堃院長主張，一個好社區應具有
五個條件，即所謂「兩自三同」：自主、自傲、同體、同夢和同演。能夠自發自
主地行動與思考；對自己的社區感到光榮與驕傲；社區居民能緊緊結為生命共同
體；能共同夢想；還能夠一起投入行動共同演出。所以，社區沒有固定的圖象，
社區營造也沒有固定的作法。
過去的社區發展為政府政策決定，地方便開始施行，直到現在的社區總體營
造發展，已經成為另外一種發展的模式，為了落實真正的社區總體營造，許多社
區紛紛展開各種方式進行發展，真正的社區營造至少有以下幾項特性，如以人為
主、在地性、自主性、自發性、文化性、全面性、持續性、挑戰性，社區營造的
概念即為：總體性、規劃性、系統性，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縱使已經推行了十年
有餘，但大部分的漁村村民對於社區總體營造依舊生疏，因此在進行漁村地區再
發展時，可引進社區總體營造之概念，並從社區總體營造之理念著手，使民眾先
了解社區總體營造，再進而進行各漁村的發展。

24

曾旭正(2004)認為，台灣過去十年來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經驗也指向相
同的答案。十年來，不論城市或鄉村，都有許多社區從疏離到聚結、從消褪到重
振，在社區意識形成之後紛紛走出自己的路，有效地運用政府與民間的資源，不
僅解決了眼前的問題，更描繪出未來的願景。
社區總體營造精神強調的是在地由下而上的參與，期望培育具備民主思維的
公民社會，政府政策的推動並不是一種資源分配的方式，而是政府與民間的協力
策略。
因應全球化的社區總體營造，社區為避免因為全球化後受影響，而導致邊陲
化或沒落，因此利用社區總體營造之運作將社區因為全球化所遭受的衝擊減低，
社區總體營造是成人學習的動力，因此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時，就必須考量成人的
學習及各項相關體制的推行。
吳明儒(2002)的研究曾指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概念是透過公共議題的行塑與
討論，凝聚社區意識，結合社區資源，激發社區居民參與意願，進而組織民眾，
朝向社區自主自治管理的目標，從成人學習的觀點，社區民眾的各種學習活動，
能活化社區能量，社區民眾透過「學習」，而能凝聚社區意識，結合社區資源，
運用集體參與，朝向社區發展目標：知識與經濟的結合、振興地方產業文化、生
態環保永續化、福利社區化、e 化新社區。
王政彥(2004)則認為，社區營造中社區居民的參與，實際上就是成人學習的
生活實踐，社區義工就社區生活的改造、活動的宣傳、進行等，對於社區居民來
說，都是一種新的經驗，也是一種學習的過程。
陳清美(2004)認為，非正式學習的方式多元，它能與工作相結合，在生活情
境中進行，不受時間、空間、設備的限制，且能發揮及學即用的效果，是終身學
習不可或缺的途徑。
Wright, J.(1980)的研究曾指出，成人接觸社區總體營造的同時，必須要先凝
聚社區的共識，了解社區本身需要進行何方面的營造，並藉由社區整體的動員，
進行各項相關的輔導與訓練課程，使社區終身學習體制化，依照各社區不同的特
性與結構建立相關的訓練機制，並使其結合地方各 NGO 組織，強化地方 NGO
組織策劃與推動之能力，促使地方 NGO 組織擁有參與地方建設的能力加以推動
地方發展，以落實社區總體營造之宗旨，發揮造人的效果。當學習的焦點是社區，
以及當學習交流者需要參與者承擔他們的社區角色時，社區學習就會發生。
黃富順(1996)的研究曾指出，終生學習的理念自 1970 年代起即受到許多國
家的重視，其主要原因是來自國際化經濟競爭力提升的需要、消弭社會不平等並
促進社會團結與進步的要求、因應科技發展一日千里個人社會適應能力的需求。
楊千儀(2003)的研究曾指出，社區總體營造有以下的正面影響：(1)地方居民
意識的抬頭；(2)生態環境保育重視；(3)帶動地方文史尋根；(4)藝文地方生根；
(5)喚起規劃者的反省；(6)地方產業的振興；(7)引起各界對地方活動的重視及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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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區總體營造亦有負面影響，其影響如下：(1)地方政治的角力；(2)政黨有
目的的利用社區組織；(3)凝聚力帶來的排外心理；(4)台灣各社區歸於一元化。
因此在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同時，亦必須盡可能避免其負面影響，必須秉持
為社區建立新的發展方式之理念，推動各項相關有助於社區發展的活動方案與地
方建設，以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在社區總體營造方面，首重人的啟發，唯有先使居民對期社區有相當程度的
了解，才可使其有更大的貢獻，讓整個社區動起來，進而可能自立更生，並改善
舊有的漁村問題，創造就業機會，吸引人口進駐，有人就有商機，整個社區就會
有新的風貌。

二、 社區、社區總體營造之定義
張湘翎(2001)認為，「社區」是指相鄰而居的一群人，彼此具有共同利益、
需要、社會互動，而構成的社會體系。
王秀美(2004)的研究曾指出，聯合國社會經濟理事會於 1945 年的報告中指
出，社區發展一詞，係指一種經由人民自己的努力，與政府聯合一致，改善社會
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的過程。
依據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8)資料顯示，前總統李登輝在一連串有關社
區文化的講話中，大力推動社區文化觀念，並將生命共同體的觀念與社區意識結
合。他在參加台南市社區文化巡禮活動致詞時說：
「『社區意識』就是『生命共同
體的意識』
。…既然是意識的問題、認同的問題、觀念的問題、就要從文化做起，
就要透過各種的文化活動，提供機會，使每一個社區的民眾，有見面交流的地方，
共同參加，慢慢建立共識、培養認同，進一步組織化，積極建設美化自己的社區，
反過來提升社區文化的品質與水準。」。
社會學全書(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1974)中，Borgatta 認為社區一詞在
社會學上的主要用法是指「空間或領域的社會組織單位，其次指心理聚力或同屬
情感之結合於此種單位者」。社會工作全書(Encyclopedia of Social Work)在社區
發展一文中強調社區是「觀念與情感的結合」。
李英周(2003) 的研究曾指出，社區泛指：(1)一群特定的居民(2)有一特定
的地理範圍(3)居民普遍有共同的歸屬感(4)居民通常具有共同之關係，如共同的
目標、共同的需要及共同的利益，因此社區可以是一個村落、社會、國家，乃至
整個地球村。
莊慶達(2002)的研究曾指出，社區(Community)一般是指居民因日常活動所
聚集的場所，包括由孩童、青年人到老年人等所有年齡層共同組成的生活空間，
社會是最基層的單位，無論是文化活動、環境保育意識或社區安全均應建立在社
區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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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於 1999 年公佈的社區發展綱要第二條，對社區一詞明文說明，所稱
社區，係指經鄉(鎮、市、區)社區發展主管機關劃定，供為依法設立社區發展協
會，推動社區發展工作之組織與活動區域。社區發展係社區居民基於共同需要，
循自動與互助精神，配合政府行政資源、技術指導，有效運用各種資源，從事綜
合建設，以改進社區居民生活品質。社區居民係指設戶籍且居住本社區之居民。
葉肅科(2002)的研究曾指出，在不同情境或學科領域裡，「社區」一詞的使
用意義不盡相同。因此，社區不再只限於一種人類群體，而是屬於社會文化中之
一環的超有機體，一種人們在彼此學習間所形成的動形式，它的六個要素包括：
科技發明、經濟資源、政治權利、社會模式、共同價值與信仰理念。
陳其南(1997)則認為，「社區」(Community)的本義比較接近於「社群」或
「共同體」的涵義，它既非單純的空間地域單位，也非行政體系的一環，它應該
是指一群具有共識的社會單位，其共識的程度，也就是「社區意識」
。一個村里、
一個市鎮、一個大城市、甚至一個國家社會、從英文的意義而言，都可以叫做「社
區」，只要我們從「社群」和「共同體」的角度來加以理解。
蘇麗瓊、田基武(2004)的研究曾指出，社區發展與社區營造是一連串解決生
活問題的過程，社區發展協會在社區發展及社區營造中，向來扮演重要角色，在
未來仍應由強化組織的力量著手，建全會務、財務及業務，發展處理社區問題的
能力。
日本從德川時代開始，所接觸到的 community 就是「共同體」，不論是傳統
的村落，或是現代化的公司，只要看到漢字「共同體」，就會產生強烈的社會性
和共同意識。形成社區的重點，即為共同理念或觀念的人，由共同理念的人所組
成的小單位就可以稱為社區。
黃世輝(2001)則認為，社區的現代義涵乃在於「它是一個種民主社會的生活
方式，是介於國家社會與家庭團體之間，而為現在人追求居住品質，提升生活品
味的基本單位。」綜言之，「社區」指的是一個社會單元，不是由地理範圍所限
制，是由一群人、一個工作組織、一個有特定目標的團體結合而成。並在成員的
動態互動中，建立新的社會關係、產生新的文化並塑造適合當地的環境空間。
陳其南(1997)認為，「社區總體營造」的目標，不是只在於營造一些實質環
境，最重要的還是在於建立社區共同體成員對於社區事務的參與意識，和提升社
區居民在生活環境的美學層次。所以這些理念的指向最後都將導致一個結果：
「社
區總體營造」不只是在營造一個社區，實際上它已經是在營造一個新社會，營造
一個新文化，營造一個新的「人」
，換句話說，
「社區總體營造」工作的本質，其
實就是在「造人」，也只有透過文化的手段，重新營造一個社區社會和社會人，
以實質環境的改善作為短期目標的「社區總體營造」才有可能成功。
謝婷慧(2004)的研究曾指出，社區總體營造是利用社區既有的條件與資源，
凝聚居民的共識與創意，來使生活更美好、環境更優雅，子孫可以世代相傳，不
27

漁村社區轉型策略研究之探討—以高雄縣茄萣鄉為例

虞匱乏的具體行動。
謝婷慧(2004)的研究曾指出，社區組織在社區營造的推動過程中，扮演意識
資源以及行動整合主體的角色，社區組織是社區發展的核心，社區發展工作的目
標其一，就是改善社區居民理性決策的集體參與，以及集體行動的能力，使社區
居民有更高的能力影響和自己生活品質相關的公共事務。
邱天助(1996)的研究曾指出，早期社區組織的發展，是源自於西方都市背
景，為改善窮人生活條件而引起，時至今日社區組織已因許多不同目的、形式、
地區而普遍存在。簡言之，凡是由社區成員組成並控制的組織，涉及社會活動或
社會關懷者均可為社區組織。
蔡宏進(1995)的研究曾指出，過去社區政策中央由內政部主導，省由省府重
要行政主管及人士組成的社區發展委員會推動，縣市及鄉鎮發展委員會負責社區
發展的實際工作，村里為實際執行的行政及區位單位。推動內容初期以建設社區
基礎設施為主，如修道路、排水溝及衛生設備，後來也重視社會經濟發展，如省
府曾推動客廳即工廠及消滅貧窮計畫。
社區總體營造是採取一種方式去凝聚社區的力量，讓社區居民共同重新再生
產出這樣的觀念、看法、工作與組織，因此在推行社區總體營造的同時，主要的
重心是在於人，對於人的在教育以及給予一定程度的理念是必要的，事實上，社
區總體營造就是在進行組織化的學習工作，對於既有的組織進行訓練，對於一般
居民訓練其擁有相關概念，使這個生活的社區不管是在環保、社會服務、對殘障
者的照顧、地方產業振興或民俗文化傳承，都可以有社區總體營造的理念在其
中，並用其方式來進行。
社區總體營造的主要目的有兩個，一是實質環境的改變，二是內心世界的營
造，由以上對社區總體營造的定義可知在社區發展這一環是包含文化層面的，親
手造景在社區營造中可歸納出以下三點：(1)建立社區營造自信心的基礎；(2)
社區與教育互動的重要素材；(3)做為地方振興的重要素材。在新手造景的實例
上，雲林縣古坑鄉湳仔社區的綠色隧道、崙背鄉港尾社區美溝花架都是社區自行
親手造景的案例，如不談及後續維護管理，在親手造景上確實有其必要性，藉由
此一形式可加深民眾對於社區的認同感，進而便利未來推動各項社區相關營造。

三、 一般居民之參與及步驟
一般而言，社區民眾參與社造工作之推行步驟如以下順序，進行調查、規劃、
申請計畫、執行、學習、成果展現、研究。由於民眾往往不清楚社造的內容為何，
因此必須在參與的過程中累積應驗，並建立觀念，以達到社造所強調的造人。
由於社造工作亦屬於公共建設中的一環，因此在推動社造時亦需要了解公共
建設推動的相關程序。依據 Washington, D.C.和 Covelo, California 兩地之經驗
(1994)，曾提到當地居民可以參與公共建設的項目有以下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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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接參與都市環境計畫的過程。
2.提供發展計畫的意見，並定義發展計畫的方向與目標。
3.經由問卷的方式提出建議。
4.組織並參與地方的團體
5.與具有專業技術的團體擬定可使用之資源。
6.了解其他成功的案例並將其引用在地方的發展上。
7.參加公聽會以及其他公開的會議。
詹雪梅(2004)認為，台灣社區發展從「社區發展十年計畫」階段，到「社區
理事會」及「社區發展協會」，政府公權力介入社區發展過程，是影響台灣社區
發展工作推動與經驗的阻力。
社區總體營造強調的計畫方式是由下而上，但由於政府與民眾本身認知不
足，致使目前許多地方建設計畫依舊為由上而下的方式，並沒有符合真正的是總
體營造精神意涵。另外則是過去政府規定過多，民眾參與太少，發展模式一元化，
無法符合現代的需求，並缺乏創意與各社區之獨特性，在文化層面，引進的文化
理念不足，致使社造強調的人、文、地、產、景大多集中在硬體的建設，並無完
全落實到整體社區民眾意識的轉變。
文建會(1998)於文化白皮書中曾經提到社區總體營造的行動進程，可以分為
三個階段：
1. 認識社區，建立社區意識。
2. 凝聚社區共識，架構動員和參與基礎，規劃發展藍圖。
3. 全面主動參與社區公共事務，促進社區總體營造的永續經營。
社區義工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及重要性，第一是可經由自己經驗累積而學習，
第二則是經由團體中互動而學習，第三則是經由正式訓練而學習，第四是自我導
向學習，參加訓練之後，會自己去找尋相關的資料或是接觸不同的環境，藉此以
達到學習的目標與效果，而社區義工往往也是與地方上的 NGO 組織結合重要的
一環，地方上的 NGO 組織藉由社區義工的力量推展社區運動，發揮地方社區民
眾發展地方社區的觀念。
從地方上各組織間的互動可看出社區營造的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隔閡一旦去
除，才可使社區中的社區整體營造有更佳的進展，也才可達成社造觀念中最重要
的造人基礎。社區在硬體與軟體上的增加，團體間的合作與互助，都有助於社區
營造推動，但是如果組織幹部個人主觀意識強，將容易導致組織間的合作不易，
也致使團體中無法更有效的推動社區營造等社區中的各項工作，也因此導致居民
參與社區工作意願降低。因為組織意見紛歧，派系問題層出不窮，因此要突破社
造問題，首先就是要凝聚居民的共識，讓各組織之間可以取得一個動態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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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方文物館建設
在執行上，地方人士、當初規劃者的理念與實際政策執行者的理念可能會有
差異，也因此容易造成規劃與實際作用不同的偏差，為改善此一偏差，必須要在
當初規劃初期就納入地方居民與專家的意見，統整出全體的意見，以這些意見為
依歸進行規劃與設計，這樣的設計結果才較不容易出現偏差，並可以更接近社區
總體營造的理念，以達到漁村轉型的整體配套措施。
王秀美(2004)的研究曾指出，文建會自八十三年度起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及各項執行地方文化館計畫，鼓勵民眾直接參與地方文化事務的策劃與推動，幾
年來已成為社區民眾的具體共識。八十四至九十年度「社區文化發展計畫」輔導
之各縣市社區總體營造點，就社區總體營造成果，利用社區現有及閒置空間經營。
王秀美(2004)認為，地方建設上，各地區往往都是以硬體建設為主，因此興
建許多展示中心以及地方文物館等建築，但這些文物館本身卻不一定擁有地方特
色，也不一定有一定需要設立的必要性。有如雨後春筍般發展的地方文物館，佔
據我國博物館百分之九十八的比例，可說是台灣博物館事業的重心，但實際情形
是，與國立博物館相比，地方文化館無論是編制預算，或在學術媒體上所得到的
關切度，經常是處於弱勢和邊緣的位置。
社區博物館及生態博物館的觀念興起，使原本的博物館不只是收藏大量的文
物，更增加了許多教育的意義，並充實博物館本身，增加其社區特色，成為有獨
特性的生態博物館。
時代在變遷，相對的競爭力也不斷增強之下，博物館若不改變既往的運作及
思維模式，上至主管，下至博物館的從業人員，依舊只循「公務」的行政法規，
官僚化的作法，無法完全配何地方民俗風情，這樣的文物館並無法達到服務大眾
的特質，最後終將面臨被淘汰的噩運，更遑論有相對的競爭力，和永續經營的概
念，因此地方文物館的經營與管理必須要有所改變，融入體驗式活動，改變基本
文物館舊有管理觀念，才可以活化各項地方建築的利用。
一般來說，博物館的設計與建築需要外包給專人來處理，但可以由地方確立
核心觀念，以美濃客家博物館為例，其建築設計由謝英俊建築事務所承包，軟體
展示設計則由名匠設計公司承接，雖設計公司不同，但在設計介面上，由於文化
局工作人員嚴格把關，使軟硬體從規劃設計至製作完成能有一致的想法，且能符
合客家的精神意涵表現。其建築融合客家民居「夥房」，與日劇時代美濃代表性
產業的建築「菸樓」，再以兩者重新建構的方式設計，其具有當地物換星移的時
空轉變，及濃厚客家純樸的精神意涵。
王秀美(2004)的研究曾指出，以台灣大型的博物館而言，大多呈現收支不平
均，導致博物館經營虧損，但小型的地方文化館如果經營得當，不只可以收支得
當，並可以轉虧為盈。以客文館為例，九十三年高雄縣政府編列新台幣壹百玖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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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萬，歲入為新台幣肆百參拾陸萬伍千元整，收支比為 2.2：1，其估計值隨著
會計編列方式，或實際收入情形有所誤差，應以實際收支為主。而以客文館九十
一年的編列預算為新台幣貳百萬元，而門票收入約近新台幣肆百萬元，實際收支
幾近 2：1，成效遠比大館來的亮麗。
表 2-1

台灣各大館之歲入與歲出表
單位：千元

館名
國立故宮博物院
國立史前文化博物館
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
國立歷史博物館
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
國立台灣博物館
國立台灣美術館

歲入
117,719
8,351
51,664
8,132
88,000
1,500
1,656

歲出
1,094,025
171,366
303,442
173,145
599,912
141,020
299,090

收支比
1：9
1：20
1：6
1：20
1：7
1：90
1：176

資料來源：自由時報 92.9.2 第四十五版，記者凌美雪製表
漁村的地方文物館的設立需要考量其使用目的，確立建管理念與未來管理維
護之方法，因此在建立前必須要有一定程度的調查，使該文物館未來發展不至於
荒廢，在各項細節規劃上，必須要確定各部細部之規劃並確立未來使用方式，其
中包含各展示區、體驗區、教室、公廁、出入口、行走動線……，在空間配置上，
可以分為典藏室、圖書存放室、漁業體驗室、特展室(特殊節慶內容)、常展室(擺
放一般欲使民眾了解之物品)、會議室等各種不同的設計使用。在建館理念部分，
可以結合生態博物館的觀念，結合地方社區的發展，以提高使用率；亦可以建立
一個核心館，再交織其他地方景點或市區內各景點，形成一個地區的博物館網
路，最後加入社區參與的觀念，發揮基層力量，讓民眾有參與該館運作的機會，
以增加社區凝聚力。
地方文化館的目標性策略應該是以「社區總體營造」
、
「文化資產保存」
、
「文
化觀光化」為主要內涵，建立有特色的博物館，必須要轉變過去以「物」為主體
的觀念，使其成為以「人」為主體的博物館，讓民眾藉由體驗以及參觀，了解漁
村文化發展與存在必要性，雖然漁業漸趨沒落，但以沿海漁村的發展而言，漁業
依舊功不可沒，因此在不忘本的感恩心理下，使民眾更加了解過去的歷史背景，
現代文物館在經營管理上，必須因地制宜，引進成本、效率、行銷、管理、時事
等企業經營理念，方可維持地方文物館或地方生態博物館營運。
台灣各地有許多博物館與展示中心，這些建設多強調硬體設施，而生態博物
館所強調的並非傳統博物館的硬體設施，而在於融入社區的傳統及生活，塑造出
一座屬於地方特色的博物館，其中內部設施有別於一般博物館，除了加設體驗式
的設備之外，更以當地特色為主體，創設屬於自己的漁業博物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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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態博物館規劃設計上必須讓漁村村民也願意去，而不覺得那是一個與自
己格格不入的地方，在內部擺設部份，也不能全以觀光客立場去思考，否則會引
起當地居民的反感，可讓內部設計居家化，期望使當地居民更加親近，但當地民
眾對於此一理念不甚清楚，未來發展亦將有所限制。

五、社區總體營造的主要缺失
以學術界協助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立場而言，黃聲威(2004)提出可以扮演四
個層面的角色，即為社區學習的推手、設造規劃的團隊、社造重心的型塑與社造
研究的重視，藉由這四點，學術界可以較為積極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但是所需要
有的配套措施依舊需要建立，如何讓社區民眾在學術界等專業團隊離開社區後，
依舊擁有社造的推動，則需要一些方案推行的。
由於社區總體營造往往是經由各種專業人才所組成的專業團隊進行推動，加
上社造所推動的主要動力來自於造人，因此對於人才的培育變成為社造最重要也
是影響最大的重點。
黃聲威(2004)的研究曾指出，社區營造問題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1. 規劃團隊對地方需求與資源狀況未深入調查瞭解，以致規劃方案無法落實
執行，造成資源浪費。
2. 部份專業團隊專業能力不足，或將社造工作當作資源的爭取與分配，類似
的規劃向各部會爭取補助，及同時承接許多地方之規劃案，以案養案；致
使規劃品質不佳，虛耗行政資源。
3. 一旦完成規劃工作，規劃團隊退出社區，社造工作亦陷於停擺。
各社區進行社區總體營造時，可以與社區中的中、小學結合，藉由學校一起
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一方面可以落實社造的精神於社區民眾中，一方面可以結合
學校相關組織如家長會等一起進行社區發展的工作，以增加社區民眾對於社造的
觀念，另外，亦同時進行社區營造工作的推動，使民眾在參與中學習社造的推動，
以解決未來專業團隊離開社區後產生社造停頓之窘境。

第四節

國內外相關社區發展及案例分析

透過社區營造達到觀光發展與形象提昇，不僅可以改善漁村發展，更可與世
界社區發展接軌，經由社區營造將這些明顯可見的事物以社區為出發點，與社區
做緊密的連結，可以歸納出社區總體營造的三個基本原則：(1)以社區營造為形
象塑造的方法(2)建立社區特色的可貴形象(3)以社區民眾自動自發為出發點的
具體規劃。為使社造的觀念更加清楚，本節將以國內外社造相關之發展案例作探
討，如：德國農村、美國鄉村環境規劃(Rural Environment Planning,REP)、日本
的造町運動、日本愛知縣田原町整合計畫指針，以及國內各地方相關的社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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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試圖探討其發展背景、發展措施及具體效應等，以作為台灣發展漁村轉型時
之借鏡。
(一)歐美案例
德國於公元 2000 年在漢諾威舉行博覽會，會議中也展示鄉村發展計畫示範
村，該項展示計畫包含十二個德國永續鄉村發展的範例。經由綜合地方及全球性
朝向經濟效率、社會責任及資源保護等的挑戰，將不同的鄉村經由不同的建構與
其可行途徑，建造成永續發展的重要方向。
十二個發展模式可以歸納成四類型：(1)良好的工作地方型(2)良好的住宅型
(3)良好機會可體驗自然型(4)居民改變村落的外觀型。
德國之發展為採用十二個示範村的形式，雖然有效的呈現好的結果，但要全
面性的推廣一樣有其難度，而台灣日前所提出的六星計畫中，預計要將計畫推廣
到一萬個社區，是否可有效執行，資源分配上處於分散，是否有辦法達到效果，
這都令人質疑。
蔡宏進(2002)的研究曾指出，雖然德國的示範村已經有效的推行，但亦有許
多弊病：
1. 示範村的計畫多少有失之太表面性：容易造成許多明星社區。
2. 建設的良好成果尚未能普及化。
3. 政府已面臨預算短絀，以致乏力做較大規模鄉村更新與發展的問題：鄉村
全面更新與發展是一項相當花錢的計畫。
4. 鄉村社區更新計畫推行過程中，出現少數村民不合作問題，值得台灣推行
休閒旅遊村時所警惕。
5. 可能摧毀或喪失社會資本的缺點。
6. 休閒旅遊的規劃有極重要性，但涉及到財產權複雜難以分辨的問題：許多
村中的古蹟及美麗的整體環境常是外來遊客的最愛，但這些景點多是由許
多小單位的私人財務所構成，其財產權不易劃分清楚。
社區發展的目的是為了使社區建立更好的生活環境，其中包含了人文教育、
居住環境、經濟收入、產業發展、生活空間等各種相關議題，在經濟發展部份，
以澳洲社區發展就業方案為例，澳洲屬於訓用合一，但台灣此部份發展卻不同。
周海娟(2002)的研究曾指出，澳洲政府於 1977 年開始一個社區發展導向的
原住民就業方案，這個方案實施二十餘年來，成功將原住民就業與社區發展結合
在一起，不僅使原住民得以有更多機會進入澳洲主流勞動市場，而且也直接促進
原住民社區的發展，澳洲採用結構式訓練與就業方案，其發展重點如下：
1. 企業可針對本身的需求與環境特色，設計就業方案，並承諾給予原住民若
干就業機會，政府則提供可彈性取得的經費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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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薪資援助。
3. 對在學大專院校原住民學生於放長假時提供工作經驗之機會，及實習的機
會，畢業之後直接進入該公司就業。
4. 原住民小企業基金：可提供原住民學習商業、發展企業技能，以及擴大企
業規模的原住民組織，同時，也提供個人在有潛力的企業發展上的經費援
助。
(二)亞洲案例
陳亮全(1998)的研究曾指出，社區總體營造是 1994 年起經由文建會多次的
檢討、修正之後所提出的新名詞與新概念，其概念源自於日本的「造町」。日本
造町的緣起乃是針對 1960 年代快速都市化與高度經濟成長之後，面臨都市人口
過密、環境惡化、農村人口大量流失及城鄉差距日益擴大等負面衝擊所做出的反
省與檢討。當時日本的都市發展政策是依：國家(中央)Æ首都圈(區域)Æ都(地
方)Æ區(地區)Æ住民之順序由上而下推動，都市計畫及其措施僅由行政部門來
策劃與制定，鮮少將居民的意見納入規劃中。同時期，居民因為公害及大量開發
等問題要求政府與企業改善，甚至進行抗爭，形成廣大的居民運動。在經歷了一
段運動時期之後，居民意會到除了抗爭之外，尚可轉換對環境標準的要求。之後
隨著經濟的安定，社會的進步，居民開始注意環境與生活品質的提升，於是積極
要求參與計畫或政策的擬定，才逐步形成參與型「造町」運動。
黃世輝(2001)的研究曾指出，從日本地方產業振興政策的發展來看，從 1962
年、1969 年、1977 年到 1987 年，四次全國綜合開發計畫其實已經指出地方產業
振興構想的漸變。第一次的概念是工業區的地方分散；第二次的概念除了工業區
分散再加上交通與通訊等聯絡網路的建設；第三次的概念是對開發導向的反省，
產業振興不再忽視地方歷史、文化與生活環境，但是對產業的出路則指向高科技
的科學園區，可以說是高科技產業的地方分散；第四次的概念更完整地指出地方
活化、國際化與生活環境提升的目標，手法則包括研究機構的分散、國際交流的
加強、休閒地區的建設、高速聯絡體系的建立等，在產業方面則主要是研究機能
的地方分散。
在生活環境改變的部分，日本飯田市為以蘋果街而聞名的城市，因為路旁的
蘋果樹是由 1953 年飯田市東中中學學生親手種植，此後也一直都由學生負責照
顧，它的創意來自行道樹也可以是生產的樹種，進而使當地的民眾對於該地產生
歸屬感，由此可以發現，推行地方總體營造的同時，並不一定要完全去改變地貌，
甚至可以使民眾一起來營造地貌，而產生歸屬感。
在人文的部份，飯田市亦有台灣可以學習效法之處，飯田市位在古代南信洲
之中，被稱為民族藝能寶庫，一直傳承著許多歌舞伎、舞獅、狂言、人偶戲。從
蘋果街到偶劇場，飯田市的文化行政將傳統文化資源與社區總體營造結合在一
起，讓地方文化資源成為地方的主體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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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都內的國分寺市，是東京郊區的衛星城市，有幾項的農業發展，如：
市民農園、鄉土料理、鄉土教育、共同購買與有機農業、挖蕃薯大會、學校農園，
許多活動的舉辦都是為了增加社區居民對於社區的了解與認同，加上完善的規
劃，使社區擁有自己的特色。
日本青森縣的稻垣村是一傳統的農村，一樣面臨了農漁村常有的問題，如人
口外流、人口高齡化等問題，而當地以有機為重點原則，展開了多樣的社區營造
活動，創造可以永續經營的農業。如：利用稻草資源的榻榻米工廠、稻穀堆肥的
共用中心、為老人與小孩設想的稻草工藝館、媽媽們創造的農產加工品、展示稻
米與稻草文化的收藏館、提供交流與學習的研習館。主要都是利用當地現有的資
源做變化，並創造出屬於當地的特色。
(三)台灣案例
台灣已經有不少社區積極展開社區總體營造等相關建設，其中觀念亦有參考
國外部份社區的發展方式，亦有以該社區特色為主所發展的獨特社造項目，但就
台灣整體的社區發展上，仍舊不足，亦有許多缺失需要改進，因為社區總體營造
範圍非常廣泛，主要是要依照各社區不同的問題結合其特色，再發展成為擁有其
獨特性的社區。
1. 社區共識相關發展課題
唯有結合社區整體力量，讓民眾可以自動自發的爭取自己的利益與福祉，並
在專家學者的協助下，推廣整體社區營造，建立新的漁村風貌，才有辦法有效的
改善當地漁村的風貌。以台南將軍鄉馬沙溝為例，在地方有力與熱心的居民協助
下，整個馬沙溝社區活絡起來，成立自發性極強的人力資源組織，建立社區教室，
發行社區簡訊、發動社區綠化等，並積極的舉辦社區活動，塑造老厝與廟宇地標，
觀光漁市的設立以及排水道橋樑美化，即是社區居民對環境美化投入的成果。
以桃園縣大溪鎮的和平老街為例，和平老街所進行的社會共識凝聚與造街運
動，是透過社群組織的關係，強化街區居民彼此的關係。以曾梓峰所主持之草店
尾工作室與大溪鎮公所為發起單位，誘發老街居民形成社會發展與轉型，所連結
的社群組織關係，是公權力、專業者與居民的大整合，後來籌組了「歷史街坊委
員會」，進而轉化成大溪鎮歷史街坊再造協會。老街居民自行組織成為非政府組
織，直接參與立面整修與監督，總和地方政府與中央資源的空間美化工程。
李松根(2002)的研究曾指出，台灣有許多社區營造的案例，其失敗的原因有
許多就在於社區營造者本身，以一己的理想投入社區，而不由自主的挑戰到原有
的社群組織關係；要不就是因當地參與的低落；要不就是因產生對立或衝突；要
不就是社區動員的力量中缺乏社群組織圖形。
和平老街商店招牌的建立，就有了社會集體制約力，由於當地民眾共識存
在，於是只要有人不合群，就會遭受此集體制約力之約束，以迫使其遵守大家的
共識。許多形象商圈的營造，都是需要讓居民有共識，並認同該地方，致使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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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商圈者有引以為傲的尊榮。台灣與日本最大的差異就在於生命共同體的觀念，
台灣此觀念較不足，因此不容易產生強烈的共識。
以台北市福德平宅為例，該處為單一化的老人住宅，其組成型態，長期依賴
政府的福利措施，使其對於所處的環境與人群缺乏認同與歸屬，貧窮與失序的社
會烙印，使其成為發展社會的弱勢團體，長期接受別人的資助，也使之缺乏自主
性。因此，為了改善當地的社區問題，則必須先形成社區的集體尊榮，當地用以
下實際方法來營造當地的社區營造：
(1)設立社會工作室。
(2)社區特性與資源的調查分析。
(3)社區總體在發展週邊條件與環境之研究與營造。
(4)環境暨設施改善課題之誘導與開發行動。
(5)「社區空間環境美化」遠景之規劃。
(6)社區環境改善整體社會效益目標與行動方案之研擬。
該社區經過了社區共識的凝聚，而產生了許多工作室，並以工作室為主導，
引發出福德松柏服務社團成立、福德電影欣賞會、福德週刊社……等民間組織，
並設立具有法人地位的社區發展協會。雖然福德平宅建立了社區發展協會，但其
不可避免的，與當地鄰里行政單位的衝突，卻也為社區發展增加了阻礙。
高雄市後勁民間信仰中，有別於其他廟會組織團體，即是「甘尾會」，亦是
社區意識凝聚的一種。宜蘭縣五結鄉二結鎮安化社區以「舊廟的再利用」，設計
了「千人移廟」活動，更強化了社區意識與參與感。
第三部門的崛起，也反應出許多社區的共識已經凝聚，在美濃鄉反水庫運動
中，美濃的愛鄉協進會成員也一方面推動反水庫，一方面也開啟了其對於美濃社
區其他事務的關心與學習。
南投縣的社寮在產生社區意識的同時，也發現了以下問題：
(1)社區組織互動關係不足，導致居民參與社區工作意願降低。
(2)義工增加的困難性。
(3)社區動力形成—結合各村里的力量，產生部分共識，再加以影響全部。
再以台南縣麻煩小天使協會為例，該協會為社區發展遲緩兒童所需要的早期
醫療資源，而成立的協會，初期由幾位遲緩兒童的家長共同籌募資金，是一個連
結兒童福利、特殊教育、公民社會議題的社區服務與社會發展的新典型，期望可
以形成社區療育訓練中心，以社區的力量已完成他們的訴求。
以花蓮池南未來生態村的社區總體營造而言，造成當地開發有所發展的主因
即為城鄉落差與村落社群組織的崩解，因而產生城鄉移民問題，花蓮縣壽豐鄉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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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村是由原住民(阿美族)所組成，因為經濟因素，所以目前的社區結構中，年輕
人口外移，孤獨的房舍僅由孤獨的老人居住生活。從 1970 年代初期，開始出現
崩解，延續三十年後，已經變成為了傳統而舉辦活動，因此一年又一年照傳統辦
理豐年祭典，對於整體發展並無規劃與構想，對於地方未來，該地區沒有任何人
能夠有所展望，為了改變當地社區的窘境，因此有了「永續就業工程社會經濟共
同村轉型計畫」
，計畫內容包含了餐飲與服務訓練、迴遊魚蟹上溯發起源區整治、
工藝研習中心、傳統手工製品、民宿、未來發展工作室部落教室課程，欲打造池
南生態村之構想。
2. 經濟相關發展課題
在經濟發展面上，往往轉向休閒農漁業發展，結合觀光進行規劃，部分社區
因此成功轉型，在社區發展的層面成功的改變了該社區的原貌，黃聲威(2004)
的研究曾指出，台南縣左鎮鄉社造曾提出五大策略分別為：
(1)傳統聚落與化石之文化地景結合。
(2)經營民宿及提供相關農事體驗活動。
(3)提供具地方風味之農特產品與小吃。
(4)集中展示平埔文化並提供導覽活動。
(5)結合草山月世界擴大旅遊層面。
上述每項策略都屬發展社區觀光的方案，以台灣各社區的發展而言，為解決
經濟問題，「觀光」似乎成為大部分社造的唯一目標，事實上，社造的目的在於
改善社區的生活環境與居住品質，因此，經濟收入等議題亦只是其中一環，但由
於社區居民經濟收入如無法改善，民眾會覺得無需提升生活品質，因此台灣許多
社區之發展才會多以經濟為導向。
宜蘭縣蘇澳鎮白米社區正以地方特有的人文、空間、產業等資源為基礎，嘗
試建立一個自主的、永續的、富地方特色及生命力的地方文化環境，以提升整體
空間環境品質為目的，促進地方的繁榮與發展，不只保留原本木屐的文化特色，
並引進產業，改善部分的經濟發展，白米社區則以木屐發展為主題，辦理許多活
動，使該地方文化傳承下去，為「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的具體表現。
原本以營利為目的的企業財團，因為社區總體營造觀念的影響，也開始對社
區事務產生關懷和用心，體認到對社會回饋的新趨勢。例如全台灣有超過二千多
家門市部的 7-ELEVEN 便利商店，自民國 84 年起隨著文建會社區營造在全台灣
所激起的迴響，也加入了家園重建的行列，主動贊助有關「延續地方文化」和「改
善社區生活」兩大主題之企劃案。
宜蘭縣也曾經策劃「歡樂宜蘭年」文藝季活動主題，希望藉此在縣內各鄉鎮
全面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其活動內容主要是由各鄉鎮公所分別自行選擇一個社區
參與營造的作業過程，在行政首長不斷的鼓吹與文化中心多次的研習宣導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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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總體營造觀念已經普遍植於行政工作者心中，而各鄉鎮也成為推動社區總體營
造的種子。
3. 生活環境相關發展課題
「輔導美化地方傳統文化建築空間計畫」簡稱「美化案」，此計畫案亦與社
區總體營造有關，主要是藉由此方案改造社區風貌，提升生活環境之品質，而美
化案在台灣已有許多地方有所使用，用以改善社區建築及環境等風貌，如：淡水
老街計畫、桃園大溪老街的街屋振興計畫、嘉義新港大興街整治計畫、宜蘭二結
王公廟保存計畫，都是美化案的實際案例。
所謂「社區建築」，不同於以往由政府、建設公司由上而下的工作方式，而
是要真正讓使用者能夠在營建過程中表達其需要和感情。
嘉義市的「嘉義美街」大約長一百公尺，三十戶住家中，有許多知名藝術家，
因此朝向文化藝術之都進行。嘉義縣的新港鄉大興路由七米拓寬為十五米之後，
改造成一條富有綠意、能夠停留又能延續記憶的「生活街道」。台南市的金華社
區為全國十大環保社區，金華公園的改變，從過去的垃圾廢棄場轉變出來，以社
區公園化為理想去推行，至今已有不同風貌的改善。高雄縣橋頭鄉五里林聚落文
化間與生活美化營造，以「美化案」為營造點，進行「鐵道風情」，讓廢棄的鐵
路附近種滿花，也增加綠化、美化。新竹市「東門護城河商店街」及「北門大街
形象商圈」，古蹟與建築特色之建立、街道景觀之整理、地方產業之再發展、特
有演藝活動之提倡、地方文史人物主題展示館之建立、居住空間和景觀之美化，
國際小型活動的舉辦。
詹雪梅(2004)的研究曾指出，彰化縣永樂社區在民國 87 時被推為縣市層級
的輔導社造社區，所以有專家學者跟隨著進入社區中運作社造的工作，永樂社區
的營造，符合文建會所推行的社區總體營造，是由下而上去推動的，再造社區的
新生命主張。永樂社區在社區發展協會的推動下，社區經營的很出色，民國 88
年榮獲全國十大環保社區，民國 90 年榮獲內政部台閩社區社區發展評鑑優勝，
民國 91 年榮獲內政部營建署第二屆全國優良城鄉風貌評選「魅力城鄉大獎—文
化景觀獎」
，民國 92 年榮獲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社區綠美化評鑑彰化縣第一名及
全國綠美化特優全國示範社區。
詹雪梅(2004)的研究曾指出，總結永樂社區的社區營造經驗，歸納成五大營
造議題：(一)生活環境改造；(二)地方產業振興；(三)社區文化塑造；(四)社會福
利社區化；(五)社區健康營造。經由此五大議題，永樂人分別以不同的動員策略
構想以及參與行動方案。
永樂社區的社區發展協會理事長本來也不是社區發展的人才，是經由參與社
區營造的發展之後才變成社區營造人才，並在推動社區營造上有重要的貢獻，從
永樂社區的發展可以發現社區領導者的重要性，事實上，台灣在發展社區營造
時，往往難以全面性的使所有居民認同，有許多地方只有少數民眾參與。詹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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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認為，永樂社區面臨以下幾種問題：1.缺乏社區營造在地智慧型的專業人
才；2.人民民主素養的不足與選舉的糾葛；3.參與的人員老化與新生力軍的不濟；
4.籌建活動中心的土地問題一直無法解決；5.居民希望未來社區，能營造出優質
寧靜的農村生活。而永樂社區所面臨的問題，也是許多社區進行社區營造時所面
臨的主要問題，雖然社區發展的形式有很多種，亦會隨著地方問題之不同而有不
同的發展形式，但其宗旨卻都是同以改變社區現況，使地方社區發展進步，改善
社區居民生活空間為主。

第五節

小結

本章主要是藉由文獻回顧說明台灣漁村大致上的問題，台灣漁村目前正面臨
沿岸發展破壞、基本生活條件低落，地方發展不足、城鄉發展不均，導致人口流
失、民眾工作所得偏低、漁村產業不振，就業困難、未重視環境保護、自然資源
保育和景觀維護、漁村教育及文化保存與維護不力等問題。在漁村未來的發展課
題上，主要可以分為休閒漁業相關發展、經濟產業相關發展、地方社區相關發展、
各項相關發展等四個面向。
並引進社區總體營造之理念，進行漁村轉型與未來發展之規劃，使民眾可以
直接參與地方發展事務，亦可推行相關社區營造之建設與方案，進行輔導與協助
之工作，並藉由其他國內外社區發展之案例，提供未來社區營造之相關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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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現地調查與分析

茄萣鄉為一傳統漁村，亦面臨台灣漁村發展的相關危機，然各漁村發展特有
不同，因此所面臨之問題亦不相同，本章指在了解其基本資源，依其地方資源與
現況，訂立未來發展方向，試圖提出其未來發展之定位。

第一節

茄萣鄉基本資料

茄萣鄉原是一個傳統的漁村，鄉內的經濟來源以漁業為大宗，早期亦有許多
出海捕魚的漁民，現在雖也有出海捕魚之漁民，但隨著環境的變遷，人數也越來
越少，傳統漁業也面臨挑戰，社區結構也因此改變。

一、地名緣由
依據茄萣鄉志編纂委員會(1994)的資料顯示，「萣」字為康熙字典中所無，
係約定相成之新造字。關於茄萣鄉地名之緣起，至少有三種說法：
其一，源於植物名，台灣通史虞衡志：
「茄萣：生海濱，本可為薪。皮色赭，
以染網。安邑有茄萣莊。」茄萣樹原稱茄藤仔，亦稱海茄苳或海茄冬，為紅樹林
(Mangrove)之一種。紅樹林為一種被子植物，常分布於熱帶或亞熱帶地區風浪平
靜之海岸，而鹹水、淡水交會且泥砂淤積之處尤為多見。台灣北岸、西岸的河口
附近及瀉湖海岸多有生長。台灣的紅樹林植物原有水筆仔、海茄苳、紅茄苳、五
跤梨、細蕊紅樹、欖李等六種，但近年來，紅茄苳與細蕊紅樹已在台灣絕跡，茄
萣鄉沿海的紅樹林多為海茄苳。
茄藤仔亦即海茄苳，學名為 Avicennia marina (Forsk) Vierh，屬被子植物馬鞭
草科(Verbenaceae)。為常綠喬木，葉對生、革質、橢圓形，長四至六公分。蒴果
呈扁球形，脫離母株後，一面隨波飄流，一面自行發芽成長，待飄至有泥土之水
濱，很快落地生根，長成新株。
其二、源於大陸地名之移植根據「薛氏族譜」記載薛氏開台始祖係福建長泰
縣山重村人名薛玉進(玉晉) 。薛氏於康熙元年移民台灣安平，康熙四年病逝該
地。翌年，薛氏遺孀林氏攜二子遷居今茄萣之地，漁耕為生及以薛氏在長泰山重
的祖業田「茄埕」命名所居之地，以示不忘祖業。至今長泰縣山重村之「茄埕田」
猶在，且有「頂茄埕」與「下茄埕」之分。
其三、源於平埔族名稱另有一說：此地古昔原為平埔族聚居之地，「茄萣」
地名係由平埔族語："Catia"音譯而來。
薛雅惠(1994)的研究曾指出，就「鳳山縣采訪冊」中的一段文字，可以發現
所謂的漁塭應該稱為「魚堰」，而在內地的養殖，在一開始可能是挖池塘養魚，
而高雄縣的養殖歷史悠久，在茄萣鄉地區早期也稱漁塭為「經塭仔」
，這是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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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萣鄉魚塭的一些說法。

二、 地理臨界
茄萣鄉原分為四個部落，由北向南為白砂崙、頂茄萣、下茄萣、及塭寮（崎
漏）
，行政上分十五村。西濱台灣海峽，北以二仁溪與台南市為隔，東接湖內鄉，
東南以竹滬鹽灘及興達港海域與路竹鄉相鄰，南隔興達港海域與永安鄉相望。
茄萣鄉原為濱外沙洲（off-shore bar）地形，東臨蟯港(茄藤仔港)潟湖
（lagoon），西濱台灣海峽外海。造成本鄉如此地形之主要營力為河積、海積及
風積。

圖 3-1

茄萣鄉地理位置圖

圖片來源：茄萣鄉志編纂委員會，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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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茄萣鄉範圍圖

資料來源：http://www.papag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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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茄萣鄉空照圖

資料來源：高雄縣路竹鄉地政事務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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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茄萣鄉重要活動
茄萣鄉本身有一些當地的活動，不管是固定數年會舉辦的燒王船及各廟宇相
關活動等儀式，或是近幾年來由鄉公所主辦的烏魚季，都對於茄萣鄉發展有所助
益，如賜福宮的王船祭、宋江陣、牛犛陣、傀儡戲、糊紙，就是屬於民間活動的
一環，探討其舊有民間活動，可為未來之發展進行基礎性的了解。
台灣漁村有一特色就是廟宇很多，茄萣鄉為台灣沿海漁村之一，此一現象依
舊出現在茄萣鄉中，因此在早期的地方發展上，廟宇及民間活動非常重要，現有
的茄萣鄉中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廟宇，因茄萣鄉整體分白砂崙、頂茄萣、下茄萣以
及崎漏等四大部落，每一大部落中各有一間主要廟宇，分別為萬福宮、賜福宮、
金鑾宮、正順廟，由於過去的科技尚未發達，許多當地居民對於漁業出海捕魚等
相關人員之安全十分顧慮，因此也造就了茄萣鄉該沿海漁村中有許多廟宇的存
在，所以宗教發展與民間各項活動對於茄萣鄉過去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另外亦延
生出部分相關的民間活動，以因應台灣環境的變遷，如茄萣鄉近年來開始舉辦的
烏魚季，對於茄萣鄉的經濟發展極有助益。
(一) 烏魚季
茄萣鄉著名的活動即是每年的烏魚季，茄萣鄉素有烏魚之鄉之美名，烏魚的
學名是鯔魚，為底棲類迴游性魚類，誕生在台灣新竹以南的西南沿海，產卵場最
遠不超過東港枋寮附近，最適宜生長溫度是 20.5℃~23℃。烏魚卵孵化成小魚苗
之後，當天氣逐漸變暖時向北方游去，前往中國大陸沿海的海底沙地或者河口棲
息或長大。每年冬天寒流來臨，成熟的烏魚就會從長江口等地的海底向海面浮游
上來，並且沿著台灣的西南海岸約 20℃左右的水溫向南游過來。
由於烏魚的價值高，過去台灣的漁民也在這個時期出海捕魚，如果收穫量不
錯，就可以過一不錯的新年。根據茄萣鄉漁民的經驗說法，每年冬至前後的各十
天是最佳捕獲的時期而且捕獲量都不錯，烏魚每年都固定相約來此地見面，好像
言而有信一般，所以又稱為「信魚」。
而茄萣沿海由於海底地形的變化，烏魚群又特別集結，台灣捕烏最高紀錄就
是由茄萣興達港所保持，過去在烏魚的魚訊期，茄萣人談的、忙的、做的、掛念
的，都與烏魚息息相關，就連街道上曝曬的也是金黃耀眼的烏魚子，當時可以說
是漁民的「黃金季節」，興達港則是真正的「台灣烏魚大港」，而茄萣鄉則是「烏
魚子的故鄉」。
烏魚子的加工製作，已經有數百年的歷史，過去茄萣人有一半多少都會烏魚
子加工。廿世紀初，為重視烏魚子主要消費市場的日本人的觀感，台灣曾聘長崎
的烏魚子加工製作專家前來傳授改進技術，但事實上，臺灣業者經過長期的研究
改進，目前已比日本的烏魚子加工技術還好。
根據茄萣鄉公所民國 91 年資料顯示，茄萣鄉本身約有 35 間漁業相關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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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其中調味乾製品加工廠有 3 間，魚翅加工廠有 12 間，魚卵加工廠有 15 間，
漁醬製品加工廠有 5 間。
由於烏魚產量因大陸漁船過度捕撈以及環境污染等因素而減少，茄萣鄉的漁
業發展亦沒落，因此過去烏魚產量盛況的情形已經消失，近年來由於鄉公所推動
復興茄萣鄉漁業文化，因此開始籌辦烏魚季等活動，第一年舉辦烏魚季時，由於
經費較為充裕，整體活動長達一個月，過去舉辦烏魚季時，其中有許多的內容就
是採用體驗式的活動設計，讓遊客可以體驗該地方的漁業相關活動，但是部分活
動設計上，並沒有讓該地方的組織或政府地方基層單位增加茄萣鄉基層建設的觀
念，一如往常的將經費花在吃喝玩樂的部分，沒有使經費落實在實質的地方建
設，如果可以做整體性規劃，落實經費的運用，可以在茄萣鄉內部做各種休閒遊
憩建設，規劃各種景點的建設，投入資金進行各項公共建設的規劃與建設，不僅
可提昇當地的生活品質，亦可以增加整體休閒遊憩的漁村轉型機會。
一般活動舉辦，往往需要對整體進行規劃並有人潮才可有所發展，以過去烏
魚季活動而言，平均大約有一萬人~二萬人左右的人潮出現在這活動中，此一較
大型活動是由鄉公所委託顧問公司進行規劃設計以及施行。
茄萣鄉的烏魚季活動已舉辦四年，由於茄萣鄉過去是以烏魚為發展重心，所
以烏魚季活動的延伸即是以烏魚為主題，鄉公所漁業課劉課長鳳琴(2005)認為，
經過幾年的活動下來，活動的內容也越來越沒有創意，於是第四年的烏魚季已經
慢慢轉型，由過去完全以烏魚為主，變成介紹茄萣鄉各種魚類及漁業的現況，四
年活動下來，每年約可吸引一、兩萬人。但第四年烏魚季由於經費受限，第四年
的烏魚季僅有二百萬左右的經費，與過去每次約有四百萬的經費相較則減少很
多，所以只有約一天的活動，內容上亦無過去兩天活動的許多型態，過去會有許
多地方景點的活動，加上有觀光車的導覽，而第四年活動則只侷限在情人碼頭會
場等飲食相關活動，但人數依舊有一定的量，主要原因是興達港情人碼頭的建
立，形成一個觀光景點，而烏魚季的活動也是觀光發展的基本一環。
曾鄉長石城(2006)認為，過去烏魚季的發展不佳，全台有五個地方進行烏魚
季活動，茄萣鄉都是最後一名，主要是過去對於該活動的發展理念不正確，歷年
來的活動問題都沒有改善，並且持續惡化，所延用的活動內容亦有問題，使用之
魚的品質不佳，因此到後來效果就不佳，如果可以讓興達港漁會協助辦理該項活
動，烏魚季或其他相關活動將更容易推動。未來預計將烏魚季形式轉換，舉辦一
個海產文化活動，不侷限在烏魚發展，當地的魚丸、蝦丸、魚翅、烏魚等各種海
產都是發展特色，結合烏魚大餐等相關活動，推展當地真正的海產，推展茄萣鄉
特色，結合陸上觀光等各項活動而製造商機，若活動可以舉辦成功，商機就會有
好轉，目前預計規劃舉辦的時間大約在冬至的前後 10 天之類約兩、三天，先將
單項內容準備好，再朝多元性發展，推廣長期的海洋文化發展。過去活動作法太
離譜，過去烏魚季的運作不好，純粹只是將經費花掉，並沒有真正的達到該活動
之目的，該活動的預算兩百萬，再向其他地方爭取約一百萬的經費，未來希望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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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黑鮪魚文化觀光季等較長時間活動之發展，但必須要有一系列的規劃與設計，
烏魚季活動的魚種應該要注重於海上養殖之魚種，因為烏魚屬於季節魚，未來活
動之漁獲源部份，因為活動使用的量並不是絕大多量，因此可以向台中或是台北
或是沿海購買，魚貨量與來源並不擔心，未來如果可以打出知名度，對於地方發
展觀光也將有相輔相成的效果。
一直以來，茄萣鄉的派系都存在且影響到地方發展，過去鄉公所行政首長的
派系和漁會行政首長的系派呈現對立，由於是競爭對手，所以導致後續的活動相
互不支援或不配合，因此辦舉辦活動無法連結，烏魚季一開始舉辦時，曾試著去
改善這種關係，鄉公所漁業課課長亦親自拜訪漁會總幹事，但依舊無法得到善意
的回應，主要衝突來源是人脈上的競爭，雖然此為地方派系的問題，與辦活動的
業務並不會有直接相關，但因衝突的關係，所以變成雙方面皆不願意合辦，主要
還是因主事者的關係，因此茄萣鄉的鄉公所舉辦烏魚季時，並無法得到興達港漁
會的協助，對於烏魚季的發展亦增加一層問題，此一問題在茄萣鄉影響已久，隨
著新鄉長上任，未來此一部份或許將會有所轉機。
(二) 王船祭
茄萣鄉由於捕烏魚衍生許多民俗和禁忌，早年由於對於海象和魚訊的掌握度
不足，因此特別篤信未知力量的幫助，平常用來放置漁具的海邊魚寮在烏魚期就
請來神明鎮守，並且面向海面協助觀察魚訊。漁民主祀的神明，主要以媽祖為主，
而另外在副祀其他各路神祇，過去幾乎沒有一間魚寮所奉祀的所有神明是一模一
樣的。捕烏是年度大事，烏魚船必須先向海寮內的神明請示試航程日期和航向，
試航到海上還要燃放鞭炮和燒金紙和冥紙給神鬼。整個烏魚期結束之後，還要祭
拜酬神，有的收成好的魚寮會在海邊搭棚獻戲謝神。
茄萣鄉最重要的宗教祭典活動為建醮、進香出境；所謂「醮」是指地方為還
願酬神而舉辦的大規模祭典，而在建王醮中的燒王船已蔚為本鄉民俗中最引人注
目的一項活動，建醮又依日數不同區分為一朝、二朝、三朝、四朝、五朝醮，其
中以長達五天的五期醮規模最為盛大，三朝醮次之，但因儀式內容相當充實，媲
美大醮，且較易舉行，故三朝醮多被視為標準規模的關係。醮祭的種類繁多，台
灣常見的，僅祈安醮、瘟醮、慶成醮、水醮、火醮等。其中，慶成醮係慶祝廟宇
的落成，而常與祈求平安的祈安醮並行實施，合稱「祈安慶成醮」，醮祭中也以
此者居多。因凶荒成瘟疫流行，而祈禱平安瘟醮，以及為水、火災死者祈福的水
醮、火醮，都較少見，往往附屬於祈安慶成醮儀式中舉行。
一般來說建醮事情均依神明旨意而行，需在建醮日期敲定後，主辦的廟宇必
在廟前搭建王船廠，待王船廠搭建好時，再擇日安王船廠，安王船廠時，廠前須
豎燈篙、立廠燈、坑內放三寶（豆、釘、稻），再前往神明旨意的地點，取王船
龍骨；而龍骨的尺寸長度，及造船的師父為誰，都須依神明降意指示。
茄萣鄉早期約有八成左右的居民討海維生，而早年因海上通訊不發達，風險

46

大，加上漁獲量非人所能控制，鄉民置身在汪洋大海中的焦慮不安，孕育了漁民
堅毅的性格，以及諸多的宗教信仰與民俗慶典，目前鄉境內除了幾座重要的寺廟
如萬福宮、賜福宮、金鑾宮與正順廟外，還有魚寮私宅均奉祀神明，而這些廟宇
是鄉民日常聚集活動的地方，同時也是精神重心的所在。
茄萣鄉約每四年會有一次燒王船的活動，這一項活動是由這四大廟宇輪流舉
辦，而較大型的燒王船約每八年舉辦一次，各廟宇會藉由請示當地神明來決定燒
王船活動的大小與舉辦廟宇，每次的時間也不一定，是經由「擲杯」來決定，並
無一定時間點，每次燒王船活動場面盛大，所動員的人數亦不少。

四、 人口結構
茄萣鄉於民國 94 年統計當地人口資料，共有 15 村，339 鄰，總戶數有 9,780
戶，其餘相關人口資料如下：
表 3-1
村

別

鄰數

茄萣鄉男女人口數

戶數

男人口數

女人口數

總人口數

大定村

19

451

855

707

1,562

白雲村

26

672

1,115

990

2,105

光定村

18

419

746

687

1,433

吉定村

18

492

862

782

1,644

和協村

18

462

811

734

1,545

保定村

34

1,122

2,083

1,922

4,005

崎漏村

36

1,709

2,631

2,317

4,948

萬福村

16

376

611

547

1,158

嘉安村

21

585

1,063

949

2,012

嘉定村

20

511

853

773

1,626

嘉泰村

21

449

802

729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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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福村

15

395

682

580

1,262

嘉樂村

26

653

1,294

1,208

2,502

嘉賜村

35

1,110

2,036

1,884

3,920

福德村

16

374

688

628

1,316

339

9,780

17,132

15,437

32,569

總

計

資料來源：高雄縣茄萣鄉戶政事務所
表 3-2
村

別

茄萣鄉遷入人口數

男人口數

女人口數

總人口數

大定村

0

3

3

白雲村

4

4

8

光定村

2

3

5

吉定村

1

0

1

和協村

0

0

0

保定村

1

9

10

崎漏村

9

7

16

萬福村

2

4

6

嘉安村

3

6

9

嘉定村

0

2

2

嘉泰村

4

4

8

嘉福村

2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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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樂村

0

6

6

嘉賜村

4

9

13

福德村

5

2

7

37

63

100

總

計

資料來源：高雄縣茄萣鄉戶政事務所
表 3-3
村

別

茄萣鄉遷出人口數

男人口數

女人口數

總人口數

大定村

3

3

6

白雲村

5

8

13

光定村

2

1

3

吉定村

4

4

8

和協村

3

3

6

保定村

1

3

4

崎漏村

11

16

27

萬福村

1

1

2

嘉安村

3

8

11

嘉定村

4

4

8

嘉泰村

1

1

2

嘉福村

3

2

5

嘉樂村

6

1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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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賜村

4

7

11

福德村

2

1

3

53

73

126

總

計

資料來源：高雄縣茄萣鄉戶政事務所
表 3-4

茄萣鄉 92 年度沿岸漁業

總計
小計 船員
987

岸上人員

682

305

專業

兼業

小計 船員 岸上人員

小計 船員 岸上人員

380

607

380

0

302

305

資料來源：高雄縣茄萣鄉公所
表 3-5

茄萣鄉 92 年度近海漁業

總計

專業

兼業

小計 船員 岸上人員 小計 船員 岸上人員 小計 船員 岸上人員
1658 1658

0

1457 1457

0

201

201

0

資料來源：高雄縣茄萣鄉公所
表 3-6

茄萣鄉 92 年度遠洋漁業

總計
小計 船員
23

203

專業

岸上人員
0

兼業

小計 船員 岸上人員
1

1

0

小計 船員
202

202

岸上人員
0

資料來源：高雄縣茄萣鄉公所

第二節

茄萣鄉漁村問題之探討

漁業在台灣的農漁業政策中，長期以來皆處於弱勢，因此鄉民所關心有關於
漁業資金、年輕勞力、海洋資源、養殖水源、防治技術、漁船、水產加工等，均
未能獲得中央政策重視，導致漁業持續衰敗，前景不被看好。由於二仁溪汙染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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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導致茄萣鄉沿近海漁業資源急速枯竭，且台電、中油等相繼填海造陸，破壞
近海魚類棲息生態，使得鄉民出海作業漁獲量衰減，無法維生，茄萣鄉的漁業目
前僅剩養殖漁業與沿岸漁業。

一、 養殖漁業
在養殖漁業部分，往往容易為了增加產量而過度使用藥物，使得魚群的生態
有所轉變，並使魚病害加劇，藥物殘留於體內，對於人體產生慢性中毒等危害，
這都是因為違反大自然的方式所產生的問題。
事實上，農業、養殖漁業、工業都會抽取地下水，而國人往往卻只發現養殖
業大量抽取地下水，地層下陷的問題其實只是由養殖漁業為導火線，而將問題引
爆，而養殖漁業抽取許多地下水，抽出多補注少形成不可彌補之地層下陷損失。
地層下陷引起之立即效應為沿海地區海水倒灌積水不退、房屋、道路、排水均需
改善提高、海堤些需整修等，不僅花費政府大量經費，居民的生命財產亦遭到嚴
重威脅。就養殖漁業的抽取地下水部分，現有茄萣鄉內已經較少有此情形，但也
因此導致漁民沒有足夠的水源進行內陸養殖。
漁民有問題主要不一定會跟鄉公所反應，而是對農委會、水利局等相關單位
反應，而在鄉公所部分，較有接觸的就是政府的補助與訊息的告知，但這部份目
前也只限於寒害，而且有許多問題尚未完全處理。
關於寒害的補助，漁業課劉課長鳳琴(2005)認為政府政策規劃不足，起初或
許是因政治選舉因素，所以在 2004 年初過年時造成的寒害，即決定要補助，而
平常一般對於寒害的補助條例原本是很嚴苛的，一般的狀況根本就無法有所補
助，於是這一部分的補助是用特例的條款去補助，但由於經過條款之後，放鬆許
多限制，於是許多人都可以申請，而政府又經費不足，導致呈現故意刁難的現象，
要求許多資料要齊全才可以申請通過，致使申請程序上有很大的問題，也使當地
的漁民利益受損。
鄉公所另外一部份會與民眾較多接觸的就是魚的飼料，會告知漁民有哪些魚
的飼料不可使用，才不會因飼料使用不當造成毒素殘留於魚的體內，而魚的飼料
好與壞通常也會影響到魚的品質。
當初有人投入研究循環水高密度養殖系統之相關設施，是因要解決傳統的超
抽地下水而引起的地層下陷問題，但以茄萣鄉來說，如果要應用這些所謂的循環
式系統，主要須先解決水源的不足的問題，目前地層下陷的問題在茄萣鄉並不嚴
重，但是沒有水源卻是一個大問題，如果可以解決茄萣鄉的水源問題，即可解決
茄萣鄉漁塭養殖在「養」這部分的問題。
在高密度循環水養殖系統中，生物濾床內的生物膜的硝化菌相關研究文獻甚
少，而茄萣鄉已經從早期的淺坪式養殖改成了高密度養殖，但是大部分的漁民依
舊沒有循環水的觀念，當然也有一部分的漁民早就已經開始了有這樣的觀念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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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在使用「舊水」，但當地居民也表示，用新的水與舊的水養出來的魚的品質是
有差別的，主要原因在於「舊水」的使用並無循環水的處理過程。
(一) 當地魚塭養殖沿革
茄萣鄉早期的漁塭地皆是重稻的農用地，早期為了有效的利用這些地，因此
將此塊土地分兩期利用，第一期是冬天重稻期，因其所需成長的環境符合，所以
種植稻米，待稻子成熟可以收割時，即進入第二期，夏秋之際轉為漁塭養殖，此
種方式將過去土地充分的利用。這些過去為稻田的漁塭，乃是因為種稻的利潤不
高，所以決定將其轉型，所以早期才有「一季田、一季魚」的說法，而轉型之後，
部分地方開始闢池養鴨養魚，此風氣也漸漸地盛行，因此茄萣鄉也是全台灣最多
由稻田改作漁塭、採魚鴨綜合經營的地區。
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2002)資料顯示，從茄萣鄉的養殖歷史可發
現，民國四十年時，茄萣鄉的養殖面積約 210.5 公頃，民國八十年時，已經成長
到 482.8 公頃。從民國四十年到民國八十年的發展，足足成長了超過一倍，但也
因為養殖的人口變多，產量也隨著增加，價錢也就隨之下滑，因此價錢往往較容
易不穩定。
早期的漁塭開發往往容易出現許多人合資開墾，在早期沒有機器的時代也需
要許多勞力去看守漁塭，而隨著機器的開發(如投餌機、動力水車的引進等)，也
使得勞力漸漸地被取代，至今，幾乎已經完全被取代了。
依據茄萣鄉志編纂委員會(1994)的資料顯示，茄萣鄉的漁塭早在清朝時代就
已經有所開發，一開始是內海浮覆區圍築的漁塭，後來經過日據時代到光復之後
開墾成塭，由原本的塊狀變成現在的面目。在民國六十年代之前，大部分都是屬
於淺坪式的鹹水養殖，主要是以養虱目魚為主，直到民國七十年代之後，才漸漸
開發轉為深水式的養殖，大量使用投餌機、浮式水車等也在冬天的時候不再需要
趕魚入「發仔窟」過冬，這也是茄萣鄉的養殖漁業發展的一個過程。
(二) 茄萣鄉現今養殖狀況
鰻魚、虱目魚、蝦類為茄萣鄉現在主要的內陸養殖產物，從行政院農業委員
會漁業署於民國 91 年對茄萣鄉養殖調查的資料中顯示，停養的空地範圍大，此
與之前所提及的水源問題有密切的關係，而現在的停養面積應比該調查資料大，
因這幾年的雨量變化，使內陸養殖用水的水源更不穩定。
為了使養殖漁業有水可用，部分漁民亦有抽取海水的現象，但引進的海水卻
可能造成土壤鹽化，形成雙向海水入侵，而目前茄萣鄉抽取海水的養殖漁民已經
少見，此問題較無明顯浮現，但由於水源不足，引進新的水源的確很重要，否則
未來亦不排除有引進海水加以處理使用的可能。
另一種水源的取得可藉由溼地循環處理水質，國內已有相關研究，目前雖仍
處於實驗階段，但已有不錯的績效可供參考，如地主願意將部分土地作為濕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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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化養殖用的水質，對於當地的養殖漁業亦會有所幫助。
河水的汙染往往容易造成「下鄉效應」，使得該鄉鎮本身沒有製造污染，卻
必須接受污染，也因此對於民眾的養殖漁業造成很大的衝擊，茄萣鄉普遍沒有足
夠的水源，如可將鄰近之二仁溪做完善的整治，即可引進水源。
污染、棲地破壞、沒魚、沒有漁民，最後就沒有漁村，也就沒有漁村文化。
由於毒魚、過魚、污染導致漁業資源枯絕，變成「有海無魚」，沒有魚源也就沒
船，漁村文化自然衰弱甚至消失。
經過深度訪談以及資料查詢的調查之後，可將茄萣鄉本身內陸漁塭養殖的問
題可歸納為下列六點予以討論：
1. 水資源缺乏
在茄萣鄉的養殖上，較大問題的就是水源，沒有穩定水源可供使用，所引用
的河水也幾乎都是從水溝而來，所受的污染更嚴重，當地漁民及部份村長皆表
示，當地漁塭用水是大問題，甚至提出質疑為何台南縣市可以做許多大排水的工
程，但茄萣鄉就沒有，曾向上反應過，但卻沒有下文。
茄萣鄉內陸漁塭養殖主要是用二仁溪溪頭部份的水，該地早期有一灌溉的圳
與湖內鄉共用，早期日本人統治時期即認為此地在數十年之後會有嚴重的缺水問
題，因此當年日本殖民時，便開始挖水道，欲將水道通往此處以灌溉農田或作為
漁塭養殖用，但隨著民國 34 年台灣被光復，日本人撤走，此項工程也隨著停擺，
而當時新上任的國民政府也對於此項工程不聞不問，一方面是對於地方認知不
足，一方面是對於當時的開發建設方向不同，加上政治方面的因素，所以此水道
的開發便就此止住。
二仁溪的水質污染度高，而茄萣鄉的用水主要是從旗山、二仁溪引用過來，
所以引用的水質依舊不佳，因此當地的用水都是在漁塭內自行再處理，例如曝氣
以及消毒等措施。但如遇上下雨天就必須對內陸養殖漁塭進行消毒，這與當地的
空氣污染以及品質有關。
如果有穩定的水源可以用，對於當地的漁民則會有很大的幫助，因有穩定水
源，漁民將願意進行一些經濟價值較高的漁塭養殖，養殖獲利也會較多，至於如
果水源穩定後，隨之而來的魚產量增加，漁民表示不擔心，只要有正當的輔助，
加上明確的規定與管制，茄萣鄉的漁塭養殖漁獲量還不至於會多到滯銷，如有銷
路就足以讓漁民解決部分民生問題。
由於海洋的漁獲量在近年來的發展下，已經普遍的減少許多，如果可以讓內
陸養殖產量增加，應該也不至於影響到整體的魚量外銷不平衡。現在不敢嘗試的
原因就是因為水源不穩定，害怕血本無歸，只有好的水質才可養出好的魚種。
茄萣鄉早期的漁塭一部分是用來種植稻米的，直到約二十年前才開始漸漸轉
型，但不管是以前種稻或者是現在的養殖漁塭，都是需要從水道引水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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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水道管制上，有所謂的「水番」，即是現代所謂的水費，而且依照土
地漁塭面積的大小，所分配的水量也不同，有一套收費制度，而且收費是依土地
大小進行徵收，所給予的水有時間性，不同的地方有不同的給水時間，為穩定的
水源，固定分配每一塊地的給水時間。
茄萣鄉的水源之所以會不穩，是因早期使用的水源因南化水庫的建立，而將
大部分水道的水集中到南化水庫，茄萣鄉許多水道因此斷絕，而湖內鄉的狀況也
是類似，因為兩個相鄰的鄉鎮皆是用同樣的水道進行灌溉。
當地缺水問題已困擾十餘年且無有效辦法處理，台灣雨量分布不均，下雨集
中，當地對於水源部份又沒有明顯的儲水措施，使得缺水問題更加的明顯，近年
來的雨量更是稀少且集中，當地有許多的魚池早已休養，休養非漁民願意，而是
無水可使漁民進行養殖，而目前有水的魚池，幾乎全部都是用「舊水」，所謂的
舊水，即重複利用的水，魚池的水使用過一段時間就需要換掉，舊水就是漁塭該
要換水沒有將水排掉時，而將這一池的水移至另一池，或是直接繼續沿用，這樣
的水質較為不好，污染的狀況更是嚴重，使用舊水的缺點在於養出來的魚品質相
較於使用新的水則較為不好，且非常明顯，如果魚可以活在好的水裡，對於魚的
肉質才會完美。
2.售價不穩定
當地漁民往往過度集中養殖，引起供需失衡，造成魚價下跌。產銷制度不健
全，生產者無法立即掌握消費市場的供需資訊，以致於生產計劃未能落實，常導
致供給量與需求量之間發生產銷失衡現象。
當地漁民表示，以鰻魚為例，茄萣鄉鰻魚價格很不穩定，最好時一公斤可以
賣到 680 元，最不好時一公斤只有 82 元，因此價格大起大落，而對於只靠漁塭
養殖的人則有很大風險，有人在早期獲利許多，待價格下跌後，那些曾獲較大利
益的人就只是打平，等於沒有獲利，但中途加入養殖行列的漁民便不同，因為一
開始即無獲利，但最後卻虧損嚴重，因此就茄萣鄉本身而言，因養殖破產的人不
記其數。每年的漁塭養殖獲利標準都是不一定的，要比較當年的成本而定，以最
壞的那一年為例，一公斤只賣了 82 元，但一條魚苗成本卻高達 62 元。
漁業課劉課長鳳琴(2004)認為養殖最大的問題在於養殖的價格不穩定，因為
價格不穩定，投入資金可能導致無法回收之窘境，而使成本不夠負荷，致使漁民
虧損，因此茄萣鄉的漁塭養殖才會漸趨沒落。
茄萣鄉的漁業已經沒有當初巨額的經濟價值，外海大部分的烏魚都未到成熟
即被捕獲，否則就是只剩下一些沒有被捕獲的小魚或是品質較不好的魚，以前的
養殖可以獲利較多主要是因外銷量大，過去台灣的養殖漁業百分之九十幾乎都是
靠外銷，尤其是外銷日本，現在雖然也有，但是量已經不如從前。
3. 養殖成本高

54

以鰻魚養殖而言，養成約需要七個月，以三吋大小虱目魚的魚苗而言，養成
需要六個月左右，以六吋大小虱目魚的魚苗而言，養成需要四個月左右。就鰻魚
的魚苗而言，價格往往也不一定，最貴時一條魚苗要價 62 元，但最便宜時一條
魚苗就曾降至約 7~8 元，而魚苗越大，價格自然就越貴。現在的價格約一條 29
元，如果一公斤可以價格超過兩百塊，即可獲利，反之，就會虧損。就部分的魚
類養殖，如果需要將其養大增加一公斤的大小，就需要花掉約二公斤的飼料，如
此一來，不只是魚苗本身貴，魚飼料的花費也是成本一環，且所需使用的水與電
皆一樣需要花錢，另外亦有機器維修之類的花費。就台灣的養殖魚苗方面，幾乎
大部分的魚苗都是可以靠人工繁殖出來的，但是鰻魚的魚苗就不行，以台灣目前
的技術繁殖不出來的，所以現在有的魚苗都是靠外海捕獲而來。
4. 魚類死亡率高
魚苗的死亡率高，死亡量一旦增加，所消耗的成本就更大，這些都是息息相
關的問題。魚的死亡除了魚病害問題之外，也與養殖的方式有關，目前採用的密
集養殖，以前的魚池深約三呎，現在的漁塭深約十呎，屬於密集養殖，魚的成長
空間受限，量一多，死亡率就會提高。
5.政府的忽視
政府不理睬的原因可能在於茄萣鄉內陸現有漁塭養殖漁業的人口數不多，以
全國的人口來看根本是微乎其微，加上缺乏有力的力量與管道去反應所導致。許
多問題都出在中央政府的立場，雖然漁業署欲改善漁村生活，但推行之方案並無
完全落實，使得許多漁村本身並無受惠，茄萣鄉的漁塭養殖及是如此，漁民苦不
堪言，又無辦法有效的申訴，或是無法讓申訴結果成為有效的作為。部份村長表
示，許多政治上的走向都是獲利於大財團，而犧牲少數農漁民的權利，沒有照顧
到較基層的地方。
漁民宣稱政府對於此處的情形不聞不問，一直以來都沒有看到政府有明顯的
作為，鄉公所也表示政府的確沒有明顯的作為，有補助的部份，只有對於寒害這
部份有補助，但補助的錢依舊很少並處處刁難。
6.土地變更與遺產轉移
當地漁民表示，農地不可建蓋魚寮以及相關的建築物，是政府法令的規定，
而這樣的規定對於茄萣鄉民卻有很大的問題與麻煩，因為漁民的養殖面積大，許
多飼料及相關的用具需有放置的地方，魚寮必為當地的需要，但是礙於該規定，
於是漁民還是私自去營造，而在要轉換遺產時便出現問題，因為這類建築皆需要
將其拆除，鄉公所才可為其進行過戶工作，這樣的拆除工作，將使漁民有四十、
五十萬甚至上百萬的損失。對於茄萣鄉許多戶漁塭養殖漁民是一個很大且難以解
決的問題，在生活已不夠穩定的情形下，難有多餘經費處理。
但漁業署表示，依「農業發展條例」第八條之一規定，農業用地上興建有固
定基礎之農業設施，應先申請農業設施之容許使用，並依法申請建築執照。但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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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設施面積在四十五平方公尺以下，且屬一層樓之建築者，免申請建築執照。本
條例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一月十三日修正施行前，已興建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
面積在二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下而無安全顧慮者，得免申請建築執照。養殖設施管理室（魚寮）等養殖設施屬農業設施之一種，得依「農業用地容許作農業設施
使用審查辦法」規定申請容許使用並取得農業使用證明後得免稅過戶，並非一定
需將魚寮拆除。此結果與當地漁民說法不一，可能原因有以下幾種：此法規為近
年來修訂，而當地漁民遺產轉讓問題是早期的事，因此有所誤差；或者是茄萣鄉
鄉公所執行公務時並未察覺該法令的修訂，以舊法來施行，而造成當地民眾的疑
慮，但此說法較不可能。此問題也反映出當地漁民對於相關的法規與申訴管道的
認知缺乏。
圖 3-2 為茄萣鄉內陸養殖魚塭的發展過程簡圖，由圖可明確知道茄萣鄉內陸
養殖漁塭從早期到現在的的不同。

一季稻一季魚

→→

養魚又養鴨

只養魚

民國八十年左右

→→

養鰻魚為主

民國六十年之前

養虱目魚為主

←←←

日據時代

早期的稻田

養虱目魚、鰻魚為主
民國九十四年

養蝦為附屬

←

圖 3-4

虱目魚、鰻魚、蝦為主

茄萣鄉內陸養殖魚塭的發展簡圖

(三) 當地養殖年齡分布及養殖意願
當地的漁塭養殖缺乏年輕人的參予，除此之外，年輕人對於養殖也普遍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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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造成老一輩的漁民因知識與常識不足，加上懶散，而沒有一個主要的核心力
量，年輕一輩的力量只有少數對當地的漁塭養殖做進一步的了解與改善，致使當
地的漁塭養殖在政府漠視下漸趨沒落，並且無有效的管道引起真正的注意。
漁塭養殖漁民的生活困苦，主要都是靠年輕人賺錢養家為主，養殖漁民大多
是第一代以及第二代，年齡分布大部分都在四十歲以上，亦有七十餘歲的老翁，
年輕人幾乎全部都往外賺錢生活，大部分的人都往鄰近的台南縣市去發展。當地
內陸漁塭養殖漁民大致上都選擇繼續養殖，因為年齡的問題，中年轉業、老年轉
業幾乎不可能，一技之長除了養殖內陸魚塭之外別無其他，新一代的年輕人皆不
想從事養殖，一部分是外在的引誘較動人，但主要還是認為茄萣鄉當地的養殖漁
業沒有前景，看不到未來。
就目前茄萣鄉而言，養殖漁民的生活上普遍不穩定，因為沒有水源引發無法
參與養殖的問題，依舊沒有辦法解決，就算有舊水可以用的漁民，依舊難有好的
養殖品質，所以經濟收入來說亦不佳，甚至沒有收入。在魚貨量方面，以前的水
源穩定，較沒有乾旱時，漁獲量依舊是不穩的，更遑論現況。

二、 其他漁業
茄萣鄉漁業現在只有少數內陸養殖、和近海漁業，內陸養殖屬於鄉公所管
理，而近海漁業則屬於興達港漁會管理，目前主要的內陸養殖部分有兩個地方，
一處為鄉公所擁有的土地租借給鄉民，俗稱為青年塭；一處為金鑾宮所有的土
地，俗稱為媽祖塭。以前在茄萣橋下亦有少數的牡蠣養殖，在茄萣鄉中的牡蠣養
殖曾經有所進行，但隨著二仁溪以及興達火力發電廠的水質污染，這一類養殖早
已經在茄萣鄉消失，另外，在早期亦有牽罟在該地方出現，由於茄萣鄉的漁業已
經沒落，所以這一類早期少數的漁業也已經消失。
由於茄萣鄉的漁業沒落，過去的各種漁業皆隨環境變遷而消失，僅存的部分
漁業環境亦不多，有崎漏村的鄉民表示，崎漏村過去的漁塭地很多，過去之所以
稱為塭寮，就是因該地曾經有很多的漁塭，但是目前大多數漁塭都已經填掉做其
他建設，茄萣鄉內也有許多村落有這樣的現象，有不少建築物過去都是漁塭地，
後來才轉變成為建地。茄萣鄉的養殖漁業部分，鄉民大多表示比較沒有抽取地下
水而引發地層下陷的問題，因大多數都抽取外海或是河川的水為主，所以地層下
陷比較沒有屏東的佳冬鄉那麼嚴重。
由於烏魚來源減少，加上海洋環境污染問題，所以烏魚的捕獲量降低，目前
茄萣鄉內所剩下捕烏魚的船越來越少，已經沒有過去以捕烏魚為主的情形，也因
為捕獲量減少，所以陸上的烏魚子加工廠也漸漸減少，現有的加工廠中雖然亦有
烏魚子，但是卻多為進口的烏魚，或從外處引進，已非早期從外海捕獲而來的烏
魚，品質上亦有所落差，目前茄萣鄉內的加工廠，主要發展則以魚翅加工為主，
但是所用之漁獲來源非當地所產，乃從其他地方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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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生經濟
由於就業不易，導致漁村人口外移，許多沒有商業與工業發展的漁村，人口
外移更嚴重，因而導致居住人口老化，並影響現地經濟結構與發展。有鄉民表示，
以前因漁業發達，因此茄萣鄉有許多從事漁業之人口，這些人口不論男女，在漁
業休息之餘的休閒活動大多是賭博，因此過去的賭博業盛行，現在雖然漁業沒
落，所以賭博風氣已經有減緩趨勢，但是亦有許多居民習慣於該風氣，尤其是年
老一輩的鄉民，由於並沒有固定工作或是失業，所以賭博的情形依舊存在於民
間，除了成為一種地方惡習之外，更因失業等問題造成民眾收入減少，影響民生。
茄萣鄉原是一個傳統的漁村，鄉內的經濟來源以漁業為大宗，早期亦有許多
出海捕魚的漁民，現在雖也有出海捕魚之漁民，但隨著時代的進步，人數也越來
越少，主要亦是因為茄萣鄉烏魚產量減少，出海捕烏魚的狀況已經漸少許多，傳
統漁業也面臨了挑戰，社區結構也因此改變。
茄萣鄉逐漸沒落主要是因為當地漁業漸漸消失，另外就是興達火力發電廠污
染對於該地方漁業造成的衝擊及技術外流等各項原因，以茄萣鄉聞名的烏魚而
言，現在大部分的烏魚都被中國漁民所捕獲，由於其補抓的時期並非烏魚本身最
好的時期，因此所抓到的烏魚並非最好吃的烏魚，但因為主要的漁獲已被中國漁
民捕獲，所以茄萣鄉在此漁獲量捕捉的部分已不如過去多，而烏魚品質最好時
間，約在每年自然游至茄萣鄉時，主要是因其生長環境以及飲食的過程所食用之
藻類的關係。目前茄萣鄉現有的烏魚大部分都是在海上進行交易或是買現成的為
主，鄉民表示因為大陸買回來的烏魚比較便宜，如果是從外面買進來的，雖然在
品質上並無當初在茄萣鄉外海捕獲來的好，但就經濟層面而言卻比較好賺。
就業機會的提供對鄉村地區能否留住人口、吸引人口流入是關鍵性因素，工
業型鄉村因可提供大量非農業就業機會，而吸引人口流入，機能型鄉村以服務業
和農漁業從業人口為主，農漁業式微影響地方經濟，迫使人口對外尋求發展機
會，但完善的地方建設與平穩的地方經濟尚可維持地方留住人口的吸引力，人口
外流不致太嚴重，近年在鄉土主義的興起下，部分青壯人口不喜都市繁忙的生活
與環境，而回流至機能鄉村尋求良好生活品質，這類回流人口多屬於中產階級的
白領從業人員，如果可以善加利用，或許可提供漁村未來發展方向。
以茄萣鄉而言，由於漁業斷層，年輕人口外移，許多現有的漁船幾乎都已經
賣掉，許多從前靠捕魚維生的漁民皆已沒有從事捕魚，因為缺乏完整的規劃與相
關執行之配套措施，所以直接影響到經濟收入，以茄萣鄉漁塭養殖漁民的收入而
言，狀況較佳者，只是勉強可度三餐求溫飽，狀況不佳者，破產漁民不記其數，
因各項內陸漁塭養殖之問題，在未解決情況下，茄萣鄉養殖難有起色，為維持經
濟，一部分的漁民租地做養殖使用，當沒有適當的養殖環境或是無法養殖的時
候，就會造成累債，一再向農會借款，期望隔年可以有更好的豐收，這樣的心態
與生活方式，顯示出漁民沒有保障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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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當地該情形由來已久，但卻一直無法有效的處理與改善，一部分是缺乏
有力的申訴專線，一部分是沒有完善的計畫，年輕一輩有知識的年輕人，大多往
外遷移，並不了解當地內陸養殖漁民的問題，老一輩知道問題的人，又沒有足夠
的知識與想法進行完整計畫與呈報縣政府，或是提出建立水道以取得水源，或是
向地方政府要求福利。大部分漁民皆表示知道問題出在哪裡，也可以提出一些想
法，但卻沒有向地方政府反應，或是反應無效，當地漁民沒有集中力量去改善現
況，加上受此部份影響的民眾人數已非多數，易遭到忽視，致使當地的問題一直
沒有辦法有效的處理，而民生問題也越趨嚴重。
在漁塭養殖的魚價格上，部份村長表示，只要有輔導與輔助，就可以將此情
形改善，不至於有過度的變化，但是政府卻沒有行動，枉顧漁民生活，只在意大
多數的政治選票，卻無真正的關心基層的部分問題，也因此造成漁民經濟問題。
當地村長、漁民曾經向許多立法委員、縣議員反應過許多問題，雖也有積極
的爭取，但因力量薄弱，又無法持續，最後還是無疾而終，如果沒有更加強而有
利的組織或團體法人去爭取，難有成效，如果社區本身意識不足，無法達成共識
並積極爭取，在整體經濟發展上亦難有所發揮。
鄉公所鄉長、漁業課課長以及當地的漁民對於茄萣鄉的漁塭養殖漁業的未來
發展皆不看好，因為沒有市場，又有許多不穩定的因素無法獲得重視與解決，需
要有中央的政策才可以較有希望，需要有一連串的配套措施才可行。如果現況依
舊無法改變，茄萣鄉當地的內陸養殖漁業並不會有效的改善，當地存在的問題依
舊存在。

四、 生活空間
鄉民普遍對於居住品質的要求不一，部分鄉民認為生活品質不錯，而交通主
要則以濱海公路為主要的路線，所以也這一條路為主要的交通發展，經走訪觀察
發現，濱海公路在茄萣鄉路段，平時的車況並不多，直到傍晚時才會出現較多車
潮，整體而言茄萣鄉從過去到現在並無任何明顯健全的建設與管理發展計畫。
茄萣鄉位在高雄與台南之南北向運輸動脈上，工業生產、農漁貨運、與外出
工作就學車輛，均穿越本地，車種複雜，且多大貨車、貨櫃車等特種車輛，形成
車流的兩極化，對行人、機車的安全性構成威脅。又因西部濱海公路開通以後，
車流量急遽增加，且為南、高都會區沿線，均為重要的工業生產重地，貨櫃車、
砂石車、大小貨車、遊覽車增加迅速，帶給茄萣鄉社區與聚落嚴重的衝擊。目前
西部濱海公路沿線，多為茄萣鄉早年開發之社區與漁村聚落，鄉民日常作息、休
閒均需步行跨越西濱公路至對面之海堤上，危險叢生，且夜間照明不佳。
當地缺乏地方特色，地方行政單位亦未替當地尋找發展方向，由於經濟發展
不佳，如果可以轉為休閒遊憩之觀光休閒的漁村風貌，或許還可改善當地生活環
境與空間，當地生活環境缺乏改善，部分鄉民認為是因沒有整體規劃的發展所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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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水資源的保護以及鄰近地區的改善，則有助於茄萣鄉發展，以高雄市愛河為
例，過去的愛河污染嚴重，經上游的污染流至愛河，致使該地方沿岸臭味四溢，
無形中降低當地生活水平，經過一連串整治後，雖然依舊無法完全根除，但在環
境上已有明顯改善，加上愛河鄰近地區的建設與改善，配合高雄市景觀的規劃，
使愛河邊已不再是過去乏人問津的地段，在晚上更是人群出沒與聚集的地點，流
經茄萣鄉的二仁溪污染嚴重，政府對於此溪流亦曾耗費多量的經費去做整治，但
卻無法完全根除，原因在於河流本身具有流動性，如要完全解決河川污染問題則
必須要從上游開始改善，而在茄萣鄉的二仁溪又恰好屬於下游，因此污染更是嚴
重，但如果可以結合相關的改善方式，改善流經茄萣鄉二仁溪的水質，再加以對
鄰近環境的改變，引用其他河川沿岸改善的案例，作整體的工程規劃，不僅可以
增加當地民眾的親水性，增加觀光景點的設立，亦可使民眾多一個休閒的地方，
亦可重新引用該地方的水源，以便利於當地的內陸養殖漁業發展，擁有好的水
源，也才可以養殖出好的魚種。
每年廟宇活動比較固定的時間為農曆三月二十三日的媽祖生日，整體而言，
這一個傳統文化活動慶典是整個茄萣鄉都動會起來的活動，可增加茄萣鄉民間意
識之凝聚，但目前的狀況屬於各間廟宇分開進行，從以前到現在大多是各自為
政，幾乎沒有全面性一起努力舉辦一項活動的情形，這與台灣過去的民俗風情有
關，只是隨著時代的進步，全面性的規劃也越來越重要，因此如果可以將整體規
劃的觀念導入茄萣鄉中，並使大部分地方領袖及居民認同，未來的活動發展即有
可能整體一起舉辦活動，並加深茄萣鄉本身的團結，只是過去的地方認同中並未
有如此全面性規劃的觀點，因此在建立此觀點時必須花費一段時間建立全鄉民的
共識。
茄萣鄉過去在廟宇舉辦慶典時，會有一整個禮拜的時間是各地方都會互相宴
客的，整個籌備慶典的時間會延伸到一整個月，可是在一整個月中並沒有其他活
動引進，只有各陣頭操練，只有部分小時段才會有小型活動，而後至今，這樣一
群鄉民一起努力的情形越來越少見，其沒落的原因主要在於茄萣鄉本身的經濟結
構改變，過去的茄萣鄉是一傳統漁村，因此大多數的鄉民有共同的話題與休閒時
間培養彼此間的感情，隨著漁業沒落，工作改變，人與人之間接觸的機會變少，
人與人的關係也就漸漸地疏遠，於是相互宴客與整體大團結的情形也越來越少
見。
雖然漁業沒落，造成許多人口流失，於是在當地缺乏工作機會的情形下，年
輕人口大多前往鄰近的台南市工作，目前生活於茄萣鄉中的鄉民對自己的故鄉大
多有許多認同感，因此茄萣鄉的居住人口而言亦不算少，該地方只是工作機會外
流，所以年輕人口外移至外地工作，但並非所有的年輕人都移往外地居住，純粹
只是工作在外，可是依舊居住在此地的年輕人口亦不少，因此提昇該地方的生活
品質也變的越來越重要，只是隨著年輕人口工作外移，日常生活也在外地，在生
活消費上依舊有很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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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地方發展
茄萣鄉濱海遊樂區當初是配合城鄉發展計畫由高雄縣政府建立，完成之後則
交由茄萣鄉公所負責管理，但由於人力不足，加上範圍廣泛，因此只能做到一部
分的管制，難以做到全面性的管理，所以成效不好，加上鄰近海邊，相關設施容
易毀損，在維護上又礙於經費補助等相關問題，因此也導致茄萣鄉濱海遊樂區使
用上的衰弱。
茄萣鄉濱海遊樂區雖然沒有廢棄，但是從外觀看起來形同廢棄，在外觀上並
無整修，使該地方成為一個缺乏維護管理的景點，也因此使遊客不容易前往，所
以雖然與黃金海岸同樣位於濱海公路上，且距離車程不到十分鐘，但卻人跡罕
見，只有偶爾出現零星的民眾到該處進行烤肉等活動，或民間團體有舉辦相關活
動時才會有人出現，位於濱海公路通往台南市區通路上的一個地方景點，在這樣
的使用管理上實在可惜，因此如果將此現有的景點加以整理管理，勢必可以成為
引進部分觀光人潮的景點之一。
由於興達火力發電廠因未造成地方環境汙染，於是每年固定會有經費七千萬
左右的經費撥給鄉公所，以作為回饋茄萣鄉空氣污染之機制，亦有部份相關的經
費，可經民間組織舉辦活動申請經費使用。近幾年來茄萣鄉鄉公所無明顯建設，
此一部分需要由地方行政首長有此政治理念方有機會進行整建，但由於地方派系
問題層出不窮，因此在地方建設的推行上亦有所阻礙。茄萣鄉本身的地方建設往
往考量到利益問題，有鄉民表示地方政府基層單位如要興建相關設施或是各項資
源利用，往往都是以人脈以及政治利益考量為出發點，加上地方的意識不集中，
民間團體以及政府地方基層往往各自為政，目前難以有全面性規劃及發展出現。
經過深度訪談發現，茄萣鄉本身的活動大部分都是由鄉公所舉辦，或是由民
間組織的單位向鄉公所、台電、興達港火力電廠、興達港施工處……等申請經費
而舉辦，只要有達到其要求的一些配合事項即可爭取到部分經費，目前無法出現
如屏東黑鮪魚文化觀光季等大型且長期活動，主要是過去高雄縣政府欲推動時，
即遭各鄉鄉長反對，就茄萣鄉的未來發展而言，是擁有該項活動推行的潛能，但
重要的是計畫的完善規劃與執行，其中需要克服者為經費問題，若無充足經費則
難以辦理活動，亦可結合民間組織進行整體活動推動之動力。以民間組織的運作
而言，經費利用的部分只要有適當的理由及完善的規劃，往往不難爭取到鄉公所
及其他相關單位的經費。
茄萣鄉本身有許多民間組織在運作，如婦女會、婦工會、青工會、救國團幼
獅協會、後備憲兵荷松協會、婦聯會、婦友會、環境協會、民眾服務社、茄萣鄉
村務推展聯合促進會、歌唱協會、老人松柏協會、茄萣慈善會、德柏慈善會、各
地方社區發展協會、青商會、茄萣鄉團委會、鯊魚協會、宗親會、慈濟功德會、
茄青愛心基金會、後備軍人輔導中心、民眾服務社、各廟宇管理委員會、社區義
工、球類俱樂部、健康協會……等，這些民間組織在運作上，都是以舉辦一些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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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團體及其家眷會參與的小型活動為主，藉此聯繫彼此的感情，但是都只侷限於
小地方。整體地方的向心力薄弱，各民間團體舉辦活動依舊以該團體的成員或家
屬為主，大多沒有新成員加入。當地民間團體所舉辦的各項活動主要多以人情為
出發點，亦有當地民間組織的幹部認為，團體並不一定全部都是辦消耗經費的活
動，也可以有一些實質且持久的建設為主，但大多數的民間團體中較少有這樣理
念的人，大多數依舊以自己的利益為出發點。
過去鄉公所並不會有集中這些小型活動的想法，因藉由這些小型活動的申
請，可建立鄉公所與茄萣鄉民的人脈關係，有鄉民表示，這是從政治為出發點進
行考量，茄萣鄉公所本身的經費分配會有一部分是地方基本建設，一部分是由地
方民間組織去申請辦理相關活動，但就整體而言，並沒有作整體性的規劃，只是
依照民間組織有申請者才有舉辦相關活動，沒有整體集中舉辦大型活動的情形。
現有的茄萣鄉土地計畫中已經通過幾處施行公園的興建，預計興建運動公園以及
公三公園整修與維護工程，茄萣鄉的地方建設依舊需要靠鄉公所推動，以民間組
織為主要推動的情形在茄萣鄉幾乎看不到，而這也是台灣鄉村地需普遍呈現的問
題，只有少數幾處社區意識或社造觀念較強的社區，才會出現以民間組織為主的
推動計畫。鄉公所對面有一環保公園，早期為垃圾推放處，當時的鄉長為了改變
該地方惡臭而將其興建成為環保公園，並有效的解決了該地方本來因為垃圾而產
生的惡臭，此問題也顯現出傳統農漁村中的建設問題，如果地方行政首長沒有刻
意推行建設方案，該村落的建設就會呈現不足的現象，加上村民本身對於政府所
推行的各項建設方案並不清楚，如社區總體營造、魅力小鎮計畫、富麗漁村……
等。對於地方建設主要依舊來自於地方行政上的資訊，加上本身撰寫企劃書能力
有待加強，因此地方建設主要還是依賴鄉公所等地方行政單位推行，茄萣鄉現有
主要推行的綠美化工作即是如此。
地方居民大部分較少聽到許多政府單位計畫，亦沒有社區總體營造的觀念，
此顯現國家在推行社區總體營造至今已十年有餘之際，並沒有徹底的將該觀念傳
達到每一個地方上，也使茄萣鄉本身並沒有完整或是全面性的社區規劃。有當地
居民表示，各團體間的相互合作並不容易，各團體內部運作上本身就難以完全產
生共識，如果各團體要合作，所需要的協調必然需要更多的努力，但是也並非不
可行，只是需要當地有力人士或是鄉公所等地方行政單位出面協商，使各單位有
統一的方向可供努力，此也是舉辦大型活動前所需要努力的一環。
對於漁業署的富麗漁村計畫、或是文建會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等，鄉公所內
部亦不十分了解，此一現象也顯示出中央政府的政策往往難以完全傳達到各地方
上，而導致地方的發展不佳，另一方面亦會因地方行政首長的意願，而影響整體
的建設方案。
目前茄萣鄉行政上的計畫中並沒有由漁業署主要推動的相關計畫，如富麗漁
村計畫等，鄉公所表示是因為茄萣鄉本身並沒有完全符合漁業署的條件限制，所
以無法進行，受限於土地使用的限制，而沒有適合的地點進行相關建設。由茄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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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當地公共建設發展現況可發現，如可以推動由下而上的建設方式，或許較容易
達到改善當地生活環境的目標。
由於地方派系問題嚴重，且已影響到茄萣鄉本身的建設與未來發展，由於牽
扯層面過廣，許多有心為社區或是茄萣鄉幫忙的人亦不想要再接觸相關問題，但
亦有一部分的人會站在想要讓自己的故鄉更好的立場，基於對於自己故鄉的認同
感而爭取鄉民的福利。在茄萣鄉過去的計畫中，曾預定興建老人養護中心，藉此
增加老人的福利制度，但由於所選中的地點是金鑾宮所有，而當時金鑾宮的大多
數負責人皆是老一輩的長者，因其反對該項建設，認為該項設施的建立會妨礙其
利益，因此建設方案即受阻止，所以在醫療保健部分也失去這一項資源。
很多地方景點與觀光建設的部分也有類似的問題出現，雖然政府單位可以進
行部份的強制徵收或是藉由相關的法令去推動有助於整體發展的計畫，但基於人
脈立場及未來的政治因素考量，鄉公所往往不會輕易的推動部分些微損害少部份
人利益而增加大部分人利益的計畫。
茄萣鄉內各種建設皆由茄萣鄉建設課負責，較有成效的部分如茄萣鄉的綠美
化以及公墓公園化，如原本位於鄉公所斜對面的墓地，已經逐漸轉變成為公園，
預計興建之體育公園過去亦是墓地，即為明顯的例子，但就目前整體來說，茄萣
鄉現有的公園綠地較少，地方的公共建設依舊不足。
整體的綠美化工作，是由鄉公所提撥經費給各社區去推行的，但是並沒有每
個社區的經費都一樣，保定村村幹事(2005)認為現在社區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推
行綠美化，也有規劃部份的少數建築於社區中。
部分社區發展協會將會協助辦理茄萣鄉內的地方建設，但大多數依舊是各自
為政，以保定村為例，當鄉公所主動提撥經費時，社區發展協會再去推行，在社
區綠化工作的部分亦是如此，鄉公所給予經費，再由社區執行，但是實際了解綠
美化工作可發現，社區的綠美化大多是集中於路邊的小部分種植花草樹木，並未
做整體茄萣鄉的規劃，更沒有統一選定花草數目的種類，因此雖然增加綠意，看
似美化環境，但事實上如果可以統一規劃種植的地點以及各種不同的花草樹木種
類，在整體的社區美觀上必然更加提昇品質，而這一部分的建設主要還是以地方
首長行政理念為主。
有鄉民表示，過去有許多綠美化的環境，如茄萣鄉仁愛路二段中有兩處大型
的停車場，在過去就是整片大的綠美化，但是為了興建停車場，在沒有妥善規劃
以及任何生活綠意空間的考量下，將現地的所有樹木全部砍除，該地方停車場現
在是屬於收費停車場，所以使用率不高，其中一處除了有大量人潮的時候才會進
行收費，平時的收費往往是若有似無。當地居民亦表示，如果可以將該地方變成
免費停車場，則該停車場將會有很高的使用率，也將可以真正落實回饋機制，以
茄萣鄉內部而言，就有許多地方是由私人開闢的土地作為租用停車場使用。
以二仁溪的整治而言，雖然二仁溪流經茄萣鄉的邊界，但由於該部分整治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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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六河川局的工作，在各有權責的情況下，鄉公所亦無法對其污染有所干涉，
主要是因二仁溪整治工作性質與地方不同，有茄萣鄉民表示，二仁溪本身的整治
部分只有做到台南市，在高雄縣的部分並沒有明顯改善，過去在二仁溪的北邊排
放廢五金，之後又有查緝發現化學工廠等排放廢水，所以對於該河川造成污染，
也直接影響了茄萣鄉的漁業發展。
交通、排水、下水道等建設是鄉公所業務，仁愛路旁的大排水溝主要是因匯
集茄萣鄉中的家庭廢水，加上完全沒有疏濬，所以產生惡臭味，此一現象存在由
來已久，主要是採雨污水合併，因為雨水與家庭廢水並沒有分開，因此污染問題
存在，該大排水溝的疏濬是鄉公所的工作，屬於鄉內區域排水，鄉公所表示未來
將會不定期進行疏濬工作，但主要限制依舊是地方經費，如果有申請計畫案，才
會有經費可以執行整治工作，但過去往往因為經費限制而無法進行。目前已經申
請提撥經費進行改善，未來可望進行改善工程，預計將此大排水溝進行清除工
作，將此處水直接往外排放以減少惡臭。
如果要發展親水環境亦需要選擇地點，並且有維護管理上的問題，如果在經
費不足的情況下，難以有所發揮，鄉公所亦會配合政府推行的生態工法，但目前
還沒有很明顯的成果，主要是因經費不足，以及鄉長建設理念不重視這些建設所
導致。在地方的建設上，主要是看鄉長的行政理念，地方建設往往是因為鄉長的
理念確立之後才進行地方各項建設。
在茄萣鄉的觀光部份並無特別方案，茄萣鄉本身尚未有明顯發展，除了興達
港及其周邊之情人碼頭之外，並無明顯的觀光設施，且整體的觀光發展幾乎放在
興達港情人碼頭的規劃。

第三節

茄萣鄉漁村社區轉型之探討

以茄萣鄉的大環境而言，漁獲量減少，陸上養殖也有問題，漁村轉型是未來
的方向，可以漁政單位為主，如漁業署可有整體的發展計畫，才會有可提報的經
費使用，地方上才會有所配合，或將整體茄萣鄉轉型藉由改變生活環境，促進觀
光發展，如果只靠地方主動推行大型建設計畫，往往難以形成，如果配合縣政府
發展，以及結合社區總體營造的觀念融入茄萣鄉的發展或許可行，但首先則需要
加強地方行政首長、行政單位、民間組織及地方民眾對於地方發展的觀念，才可
能組成點、線、面的建設，對於整體的發展也才較容易有所發揮。
由於經濟來源不穩定，鄉內就業機會不多，致使年輕一代紛紛往外尋求新的
發展，這一點為台灣漁村目前普遍面臨的問題，茄萣鄉的經濟基礎亦是如此，由
於沒有好的就業環境，致使人口嚴重外移，人口老化問題依舊侵襲著茄萣鄉，鄉
內目前就業環境除了一般簡單民生行業，如市場販賣、漁業加工廠、商店、教職
員等，並無其他明顯且大量的工作環境，舊有大量的漁業早已衰弱，內陸養殖漁
業人口更是嚴重流失，民生經濟早已出現問題，因此，年輕人順其自然的往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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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年長者由於除了養殖之外，並無其他謀生能力，故留置家鄉繼續從事漁業。

一、 休閒漁業
多年來已培養許多的漁業人才，只可惜對漁業大環境的改善並未發揮應有的
預期成果，培養出來的年輕學子只增加了漁業知識，並無發揮漁業智慧，加上漁
業沒落，所培養的漁業人才難以發揮所長，以致漁業從業人員仍舊停留在老年化
的黃昏產業階段，如何發展漁產業﹐結合遊憩事業﹐發揚與保存漁村文化，才是
目前面臨最重要的問題。
轉變漁業經營型態亦為一可行方案，發展休閒及精緻漁業使漁業發展更具有
生動，活潑的多元化經營，以留住當地年輕人；另一方面可藉由漁產品加工專業
區的設置，創造就業機會，也可促使年輕勞動力回流。
現在漁村普遍都進行休閒漁業的發展，主要即是為改變漁村傳統的經濟結
構，雖然休閒漁業的發展亦難以全面普及化，但休閒漁業的引進，或許對於漁業
已經沒落的漁村而言，找到一個新的發展機會。
休閒漁業的推動需要有中央及地方政府支持，加上地方漁民的配合，才可達
到完整休閒漁業發展，現今茄萣鄉本身並無推動休閒漁業的方案，鄉公所推動地
方建設方案的行政人員亦無完整休閒漁業觀念，更遑論鄉民對於休閒漁業的配合
與執行，如何使民眾了解並主動要求或配合，也是休閒漁業推行前的重點，如政
府無法使民眾主動並積極推行，則容易出現先盛後衰的發展趨勢。
一般休閒漁業活動的推行所追求的是休閒遊憩，非大量的漁獲以維持經濟收
益，漁民所擁有的漁船、漁塭、漁具及各種設備與知識經驗，可提供消費者進行
休閒漁業遊憩時的體驗，完善的休閒漁業可望將資源保育、休閒遊憩、漁民生計
三項難題同時解決，但以漁村民生結構而言，往往難以落實此理念。
發展漁村轉型不只是為了改善現況的窘境，更是為了漁村社區的永續發展，
要發展漁村，必定走向新的方向，這些新的方向不一定要脫離原本的漁業，或許
可結合傳統產業因應而生的新產業，如同政府現正推行的休閒漁業即是一種新的
方向，對於一項新的發展需要有全面性的整體考量，在實際發展上，所謂的休閒
漁業，卻不一定完全適合所有沿海漁村的發展，但不可否認的，它的確也提供給
沿海社區的居民們一種新思維。
依據高雄縣政府(2003)的資料顯示，休閒漁業與休閒農業一樣是近年來台灣
政府單位大力推動的政策，它是在多年來農漁經營日益困頓，國人對於休閒觀光
需求日益增加的大環境下，政府希望利用既有之一級產業基礎產業轉型為三級觀
光休閒產業的政策產物。其興起背景有三：
1. 漁業資源不足，傳統產業期望轉型；
2. 國民所得提升。國人期望體驗多元漁業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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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灣申請加入關貿總協，政府為漁業尋找出路。
郭瑞坤(2004)曾指出農委會於民國 89 年提出一鄉一休閒農漁園區計畫，每
鄉鎮約可申請 800 多萬~300 多萬不等之經費，以台南縣為例，於民國 93 年即申
請 4,000 萬左右之經費，並獲得評比為第三名，所以發展重點在於地方政府行政
單位是否積極爭取發展空間與機會。
政府對於農業休耕有部分補助的方案，但對於漁業漁塭的休養卻沒有補助，
因此在茄萣鄉的內陸養殖魚業上，可以用收購的方式，對養殖漁業做數量的管
制，既可以減少漁塭數量，又可以對整體數量作總量的管制，增加土地利用，對
於茄萣鄉漁村的轉型發展將有所幫助。農漁業的經濟，必須要有完整的產銷制
度，方可挽救漁業發展，如果沒有完整的產銷方式，將會產生滯銷等問題，一旦
此問題出現，漁民的生計必定遭受影響，除非改變傳統漁業生產模式，以三級產
業為推動主體，以減少產銷問題。
發展漁村轉型，首先要找出茄萣鄉特色，再加上休閒漁業發展的基本配套措
施發展，此一特色必須與其他鄰近鄉鎮皆不相同，與台灣其他漁村社區亦不同，
並以此特色作為行銷方向，不僅可以確立茄萣鄉轉型方向或休閒漁業發展方向，
並可以此特色帶動地方經濟與生活發展。
若以茄萣鄉的遊憩據點及特色依其不同類型可分為：休閒旅遊類、文化導覽
類(茄萣鄉的南管、笛管、亂談、正音)、民俗慶典類(茄萣鄉的燒王船、旗陣、
十二婆姐陣)、古蹟巡禮類、地方特產類、活動產業類(茄萣鄉烏魚季)。
茄萣鄉主要開發主題是以養殖漁業、沿海魚撈漁業與漁產加工業為主，由此
資源可導入的休閒活動包括養殖魚撈參觀及體驗、塭釣、海釣、休閒漁港賞景、
美食品嚐、地方景點探索、活魚及加工銷售等。
目前茄萣鄉內有一興達觀光魚市，當地民眾表示，市場內主要販售的業者多
為地方居民，因此在未來發展上，若可結合地方漁業，將有助於推展相關漁業產
銷，並可使整體茄萣鄉的發展更可融入地方民眾生活，對於未來發展上，也將有
助於解決部分地方經濟問題。
茄萣鄉烏魚季經由四年來的舉辦，對於休閒漁業與觀光產業的發展已經有建
立部分基礎，並讓地方民眾接觸活動性產業，未來如可解決大型長期活動推廣的
各種人事上問題，並且擬定及爭取充足經費，該地方未來的轉型發展是可行的。
如果發展成形後，利用地方特色可發展遊憩活動如：漁村體驗、民宿及地方人文
宗教活動。
茄萣鄉鄉民年輕勞動人口如還留在茄萣鄉者，多已轉向加工製造業發展，傳
統漁業如何維繫，以及漁業生產文化如何加以傳承，如何使年輕勞動力更加重視
漁村發展，將為茄萣鄉轉型發展上不可忽視的重點，否則將喪失茄萣鄉難得的海
洋文化資產，對於休閒漁業的發展將會增加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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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休閒漁業並沒有脫離生產(成本較低)，許多委託規劃單位完成的休閒
農業規劃案，幾乎也大多朝向大型綜合休閒農業區發展，雖然產生休閒農場與觀
光旅遊業難以區分，但也顯示休閒漁業與觀光產業的結合是有必要的。
漁業為初級產業，而觀光休閒則為三級產業之服務業，休閒漁業係利用「一
級產業」之漁業供作「三級產業」—服務業之用。因此經營管理休閒漁業，再也
不能以傳統之漁業經營方式—產品導向(product-oriented)來經營，而必須具有服
務業之行銷管理之經營理念。休閒漁場行銷工作所要求的不只發展優美的遊憩資
源，設計吸引人之活動和設施及提供良好之遊憩服務；且要訂定合理並吸引人的
價格，另外，亦需要改善對外運輸系統，使遊客容易到達休閒漁場。
休閒漁業是從一級產業的漁業，轉變成三級產業為主的觀光服務業，茄萣鄉
絕大多數漁民年齡都在五十歲以上，可能難以接受服務業的企業管理精神，缺乏
主流市場敏銳度的漁民，經營休閒漁業的訓練必須充足，這對於茄萣鄉本身需要
一套完善的輔導方案，方可大量投入此轉型行列，目前發展休閒漁業最主要重心
依舊是輔導方案的推行，要將漁民組織起來進一步培訓，不是件容易的事。
以現階段而言，生態與工業是難以並存的，因此為了改善鄉下地方的經濟，
除了引進工業區之外，就是發展觀光業等民生基礎產業，而休閒漁業正符合此項
原則。休閒漁業的發展主要是朝向觀光發展，因此可結合興達港發展與地方各景
點發揮休閒漁業的功能，結合黃金海岸的休閒旅遊，形成遊憩觀光帶的休閒漁業
旅遊，亦可結合鄰近鄉鎮地點的計畫，帶動整體沿海鄉鎮的休閒漁業之遊憩發展。

二、 觀光發展
產業的轉變往往牽動社會的慣性，當產業結構從當初的一級與二級產業轉變
成三級產業時，社區中居民的生活必然有所改變。
(一) 茄萣鄉發展觀光之各項條件分析
美國與日本的鄉村為尋求轉型，因此推動旅遊觀光進入鄉村中。林美金(2001)
的研究曾指出，美國鄉村旅遊發展後常發生：(1)鄉村生活品質降低；(2)生態環
境改變；(3)文化習俗不易保留；(4)居家安全不易維護。日本為避免農遊發展影
響農村原貌乃訂定：(1)維持原景；(2)以農為服務之主體；(3)元資活化，為農
遊之基本發展原則。
此一部份顯示，國外發展鄉村觀光旅遊時對於環境與當地的衝擊皆試圖將其
降到最低，而引進觀光休閒遊憩的主要原因是要增加經濟發展，台灣本身亦有部
分文化產業積極發展，並帶來相當大的產值，當初高雄縣亦有打算營造類似屏東
黑鮪魚文化觀光季等長期性的活動，以帶動地方整體發展，如果此方案可行，茄
萣鄉即可配合興達港的發展而產生更大的產值收益，但由於此一活動性質屬於整
個縣市的活動，因此只靠單一鄉鎮難以籌辦，在行政工作上、基本理念上以及經
費上都將有所限制，但由於各鄉長大多偏向於各鄉自行舉辦活動，不喜歡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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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此計畫案也遭否決。
南部地區整體休閒漁業發展不多，各地鄉鎮亦是如此，因此當地在缺乏競爭
的情況下發展休閒漁業成功的機率將變大，但需注意茄萣鄉的地理區位，及相關
的人口旅遊之因素，並定位茄萣鄉的特色，建立獨特且有別於他處的獨特性，則
是發展觀光的重點。觀光體驗之旅著重於文化與休閒，而非經濟發展，但也要有
相當程度的民生經濟收入，只是在規劃與開發上必須要注意環境的利用，不可過
度開發，人口數量必須要有所限制，如何引進休閒觀光人口，也將必須於規劃時
進行整體市場調查與評估。
茄萣鄉目前並沒有獨特的特色，漁業課劉課長鳳琴與建設課陳課長東華
(2005)皆認為，茄萣鄉未來的發展勢必需要轉型，茄萣鄉曾鄉長石城(2006)則認
為，由於漁業已經沒落，未來發展可以朝向漁產加工業配合觀光進行發展，如果
可以配合興達港情人碼頭的建設，則有機會可以建立一套觀光體制，對於茄萣鄉
未來發展將會有所幫助。
茄萣鄉內的各社區發展協會運作大多正常，但沒有社區發展協會的社區在社
區營造上則更弱，茄萣鄉本身的鄉民社區凝聚力不足，部分社區若無社區發展協
會等組織進行整體社區發展，則會呈現少數零星之綠美化，一切建設都依賴鄉公
所推動，並不會有主動積極去增加社區發展的情形。經由改變社區內的環境，完
成茄萣鄉內各景點之後，即可以開始參與全國相關研討會以及申請政府單位的各
項計畫，只要地方建設明顯或知名度一打開，就會有更多的人注意該漁村社區的
運作與建設規劃，地方組織將可確定發展目標，有助於地方發展觀光。
漁業的經濟效益已有減退趨勢，地方發展上並無將漁村整體規劃，亦缺乏發
展具有漁村特色的民宿、餐飲及漁業作業過程參觀，整體社區的功能不完善，沿
海漁村地區雖有規劃為濱海公園、海水浴場及海上育樂活動區，但卻無有效的經
營管理制度，現有假日休閒魚市亦有存在合法性問題，陸上魚塭養殖發展之前景
不佳，但卻少有開闢釣魚池、市民魚園等休閒觀光等形式之發展，現有漁業博物
館功能不足，對繁榮地方經濟，提高漁民收益幫助不大。過於因為鄉公所或是興
達港漁會等派系問題而使地方缺乏發展指導中心，輔導漁民共同參與，規劃專
業、兼業及休閒娛樂漁業區。
茄萣鄉本身的土地面積約 15 平方公里，如要進行開發等相關硬體建設，則
客觀條件不足，在土地使用上如果興建新的公共建築，則受限於經費來源不易與
空地有限，但可針對現有的漁塭與部分空地進行整體規劃，部分地區劃設陸上休
閒遊憩漁業等相關設施，結合觀光發展進行，增加陸上土地使用效率。
要發展觀光就必須要有基礎的建設與景點可供旅遊，但主要卻非止於硬體建
設，對於軟體的方案與理念建立更需要重視，雖然行政單位與民眾普遍認為發展
觀光或許是茄萣鄉未來的發展機會，但對於觀光的要求以及了解卻不完全正確，
主要依舊著重在地方的硬體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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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茄萣鄉烏魚季發展而言，可以塑造成相關的文化產業發展，但此一理念需
獲得鄉長認同，方可有大力推動的機會，並落實政府推動的文化產業化、產業文
化化之理念，但在經費籌措使用上，則必須擬定計畫申請，使活動經費使用不至
於出現短缺而影響品質，過去許多地方發展主要亦是因為缺乏經費而有問題。
在漁業配合部分，首重地方派系問題之解決，如何改善茄萣鄉公所與興達港
漁會之關係，將是茄萣鄉漁村未來發展的重要關鍵，另外在各村與鄉公所之間的
派系關係，亦有所影響，如果各單位可以相互配合，茄萣鄉的整體發展將可與興
達港發揮相互共存的效果，既可解決地方上派系問題，又可提昇地方經濟效益。
建設課陳課長(2005)認為，由於茄萣鄉的土地面積不大，目前如果要推行一
日遊或是兩日遊的機會較少，除非可以建立好的地方景點或是結合鄰近已有的建
設，如果結合情人碼頭及黃金海岸進行發展，加上地方整體建設與環境維護增
加，提升整體茄萣鄉環境品質，將可引進人潮，另外，茄萣鄉的魚市場在假日時
亦有許多人潮，如可以善加利用，對整體的觀光發展條件也有一定程度的幫助。
以茄萣鄉目前的環境而言，由於縣政府大力推動興達港的建設，並且開始規
劃茄萣鄉仁愛路前端空地成為濕地公園，因此有機會帶動茄萣鄉的發展，興達港
的情人碼頭建設工程，未來勢必會對茄萣鄉帶來一定程度的影響，但是規劃與工
程的進度卻影響到地方發展，此一現象亦顯示出如果地方行政首長願意重視相關
建設，對於整體的政策推行就會有明顯的成效，未來地方發展依舊以地方首長為
主，而各行政單位大多只進行分內被指派的工作，少有各行政單位有建設理念而
執行，大多只能提出建議，是否願意推行亦需要行政首長的支持。
在轉型的整體考量上，社會、經濟、環境、社區、觀光的影響與進行是必要
考量的觀念，推廣沿海社區的轉型，需考量到經濟層面、社會結構層面、環境影
響層面、社區特色層面、傳統文化維護與塑造層面，唯有加入這些思考後的決策，
才會讓漁村轉型的方案更加的具有價值。

第四節

小結

茄萣鄉舊有烏魚之鄉之稱，廟宇在地方上佔有重要地位，茄萣鄉內共分為
15 個村落，由北而南共可分為白砂崙、頂茄萣、下茄萣、崎漏等四個部落，各
有一重要的地方廟宇，分別為萬福宮、賜福宮、金鑾宮及正順廟。茄萣鄉內有兩
個重要地方性活動，一為已經舉辦四年的烏魚季活動，一為不定時舉行的王船祭
活動，過去由於烏魚捕獲量多，地方的海產加工業較為興盛，因此有大量的烏魚
子等加工品。
茄萣鄉目前整體的問題可分為養殖漁業、其他漁業、民生經濟、生活空間、
地方發展等五個面向等進行探討，在茄萣鄉的轉型探討上，主要是依據當地的資
源與現況進行分析，因此可以從休閒漁業與觀光發展兩部分探討，了解茄萣鄉若
發展休閒漁業與觀光發展之可行性，並於下一章提出具體發展方向與策略。
69

漁村社區轉型策略研究之探討—以高雄縣茄萣鄉為例

第四章

整體發展趨勢與設施配套

漁村休閒旅遊與一般旅遊經營最大的不同，在於旅遊的獨特性。漁村發展可
利用漁村特色，搭配整合在地資源、串聯在地景點，使漁村旅遊活動擁有更不一
樣的體驗活動，成為只有漁村休閒旅遊才有的旅遊方式，並使當地漁民成為實質
受惠者。此外，亦可結合其他養殖戶的整體養殖與近海漁業的相配合，以異業間
策略聯盟的方式，使整體企業發展的模式更為完整，提高產業的附加價值。本章
將探討茄萣鄉整體發展趨勢，並初步估計相關設施之配套情形。

第一節

茄萣鄉休閒遊憩之未來發展評估

依據漁業署(2002)的資料顯示，近年來，我國農委會漁業署倡導以生活、生
產、生態「三生一體」之觀念為休閒規劃之中心主軸，並從能讓當地居民共同參
與及結合當地之機關團體呈現地方特色之方向思考，非僅就考慮要建設多少硬
體、有誰可以提供土地及漁塭等，亦即規劃方向不能脫離地方養殖本業，必須思
考如何將養殖漁業等地方漁業納入休閒。規劃之方向應放在漁村該如何經營轉
型、環境應如何整理、綠化，規劃休閒漁業並非完全發展觀光區，故整體轉型規
劃案應朝向讓都市之民眾體驗漁村之文化、社區、生活、生產及生態。
任何公共事務之推動，在確立發展方向之後才可以著手進行規劃，並依照規
劃之內容推行相關輔導方案與硬體建設。雖然漁村規劃主體應著重漁村地方人
文、社區、生活等文化層面，並確立其漁業發展方向與實質方案，但相關配套之
硬體建設也必須有所增加，因此對於整體漁村轉型發展已非全然只是朝向休閒漁
業，而是期望當地漁業發展轉型，藉由改變生活環境之品質，促使整體茄萣鄉結
合現有資源而朝向觀光發展，對於茄萣鄉的經濟、社會、環境、觀光及社區皆有
助益。

一、 觀光旅遊發展
行政院主計處國情統計資料(2001)顯示，每人每月非工作時數由民國 55 年
492 小時增為民國 88 年的 540 小時，成長將近 10%。此一數據表示國人休閒時間
增加，因此遊憩觀光業的發展將會是一需求，以梧棲漁港為例，民國 89 年一年
遊客人次約在 80 萬人，經濟效益約為 617,980,000 元，由此可見一個發展成功
的傳統漁業轉型，確實能為當地帶來不少的貢獻，也使得漁港利用效益能再提
升，擺脫過去侷限於捕魚的單一功能，開拓未來漁港的新價值。從林美金(2001)
的研究中可發現，遊客願意造訪機率最大者為王功漁港，然王功漁港觀光對當地
漁民收入之助益並不明顯，此一現象表示只有引進人潮是不夠的，所引進的人潮
如可進行地方消費，增加漁民收入才是傳統漁業轉型最重要的關鍵。
蔡建福(1999)的研究曾指出，由於開放貿易，所以國家過去所堅持的保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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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已經鬆動，明顯的捨農漁業而求工商業發展，且長期受到大量的媒體資訊以及
都市價值的外來文化影響，向來處於相對弱勢的鄉村地區，已經喪失自主能力。
事實上各鄉村地區的農漁業已經逐漸沒落，為了增加農漁村的經濟產值以維持地
方生活所需，改變發展趨勢為必要的方向，茄萣鄉目前亦遇到此問題，未來的發
展可望朝觀光休閑遊憩發展。
賀天俊(2001)的研究曾指出，遊憩資源活動所產生的效益，可分為市場性與
非市場性。所謂市場性效益就是可透過市場交易而產生的經濟效益，包含遊憩收
費的服務收入、生產的效益及就業的效果等，而非市場性效益則是指不經市場交
易而產生的效益，如遊憩的滿足、寧適的環境及休閒使用的自然景觀，由於不透
過市場交易，因此無法藉著價格資料來估算，須由「非市場估價方法」(non-market
valuation techniques)來估算其效益。以茄萣鄉現有的環境而言，如果引進觀光，
所帶來的市場經濟效益主要來自於飲食與商業消費行為，藉由觀光客對地方景點
進行遊憩行為，而進行生活消費將是主要的市場，未來如果可以增加地方景點，
並提升整體環境品質，可增加觀光客停留時間，帶動漁產加工業的發展，並增加
觀光客對於茄萣鄉的各種文化及現況之了解，可望增加非市場效益，對於未來觀
光的發展將有所助益。
漁業轉型首重確立轉型方向，加以各種輔導方案的配合，再使漁民認同轉型
方向，賀天俊(2001)認為娛樂漁業為服務性產業，初期投入成本相對較高，若缺
乏長期的經營規劃、有效的成長管理機制、優良的服務品質、及擴展客戶來源，
將造成益本比偏低的問題。以茄萣鄉的觀光遊憩發展而言，必須先獲得鄉公所以
及各村長的支持，如果可以獲得興達港漁會的協助，對於休閒遊憩的完整性將較
可以兼顧，因為茄萣鄉如欲轉型成觀光休閒漁業的方向，主要將是以興達港情人
碼頭為發展主體。
未來的發展上可望以情人碼頭與黃金海岸為主體，並可結合茄萣鄉整體內部
景點之規劃與設計，建立帶狀觀光休閒地，結合漁業、漁港、漁村的整體規劃，
建設成具有三生(生產、生活、生態)功能的漁村社區，進而促進漁村社區的永續
發展與經濟繁榮。
Landford, S. V. (1991)的研究曾指出，觀光發展所帶來的正面效益與遊憩機
會的增加是發展上所樂見其成的，但是發展之後可能產生的負面衝擊及相關問題
也是不容忽視，尤其是當地居民的反應和態度，更是規劃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
因此觀光政策的形成，需有許多參與觀光發展者某程度的認同，所以規劃者有責
任去定義、解釋、評估及傳達居民的意見給決策者，而決策者亦有責任在計畫與
訂定政策時，考慮居民的想法與需求。
觀光所帶來的衝擊，可從環境、社會文化、經濟來探討，在環境部分，如果
增加觀光遊憩行為，所引進的是增加人潮，對於環境的破壞必然增加，因此必須
先提升地方環境的品質，使觀光客認同不隨意丟棄垃圾，地方居民亦有維護地方
環境的義務，以提升環境維護的效益，並加以宣導，使民眾於各地方景點休閒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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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時以高品質遊憩為主，對於各景點的環境維護亦增加一份心力；在社會文化部
分，由於引進觀光行為，可望藉由此方式將地方的文化往外傳達，建立地方人文
特色，由於未來的觀光發展將會以文化與自然景物為主要導向，因此茄萣鄉的獨
特文化地方特色一旦建立，將可被往外傳達，對內而言，亦可增加茄定鄉內部向
心力，增加地方人文素養；也因為觀光行為的引進，隨之而來的即是相關產業增
加，此一現象將會逐漸改變地方消費行為，增加地方民生經濟，但相對的，各種
相關產業轉型發展是否可以被當地漁民所認同，漁業的轉型發展是否可以符合觀
光客的需要，這需要一系列的輔導與訓練方可完成。
在引進觀光產業時，可分幾個階段進行分析，Butler(1982)提出觀光地區生
命週期模式(Tourist Area Life Cyale，TALC)共可分為四期，第一期為探索期
(Exploration)，少量遊客造訪，社區內尚未有特別為遊客提供的設施，也沒有固
定的旅遊模式，但居民與遊客接觸最為頻繁；第二期為參與期(Involvement)，居
民開始提供觀光的設施與服務，社區也開始利用廣告來吸引遊客，於是出現觀光
季，但此期的商業活動仍以家庭式為主；第三期為發展期(Development)，以高
度商業廣告及特定觀光市場為特色，此時期社區空間開始急速轉變，地方的參與
及觀光的控制急速下降，外界商業利益取代當地建設，居民與遊客互動的機會逐
漸減少，某些轉變也造成部分社區的主要份子不贊成或不歡迎遊客；第四期為同
化期(Consolidation)，雖然遊客總量持續增加，但遊客增加的比例開始減少，觀
光收入成為當地的主流，業者廣泛的進行觀光偏好的市場調查，致力於觀光季的
延伸。此時，居民因感受到活動權利受到剝奪和限制，特別是未參與觀光事業的
居民，更顯現出反對與不滿的態度，同化期可能有再復甦、停滯或衰退等三種後
續發展，若有新的吸引力就可能會再出現生機。
由於社區本身大多處於被動狀態，因此如開始發展觀光，勢必需要改變當地
居民的被動性，化被動為主動，而近年來海洋旅遊逐漸興起，於是海岸村落的發
展機會也倍增，茄萣鄉未來發展如可配合縣政府積極推動的情人碼頭建設，以及
未來即將規劃設計的濕地公園，整體發展上將更具潛力，但是需要整體性的規
劃，並限制未來觀光發展的總量，需要在旅遊經濟與地方文化的保存上取得平
衡。遊客與居民的遊憩認知往往容易不同，因此所重視的休閒漁業認知將會不
同，所以茄萣鄉進行漁村轉型發展時，還是必須先建立茄萣鄉的漁村特色，藉由
其他地方不可取代的地方特色，結合各項產業與景點的發展，形成整體觀光帶狀
或環狀結構，此一休閒漁業發展將較可被遊客接受，而不會被其他地方所取代。
一個合理的策略體系需要考量當地民眾的意願與態度，才能夠使觀光的整體策略
確實執行，並了解當地經濟、環境、社會、文化層面，當地民眾如不認同休閒漁
業的轉型方向或是觀光的發展內容，計畫將容易造成停頓。
林梓聯(1996)的研究曾指出，一般觀光休閒事業的發展過程大致可區分為旅
遊、觀光、休閒、渡假等四個階段；目前先進國家如歐美與日本的發展多已達休
閒渡假的階段，而台灣的發展狀況，剛從觀光邁入休閒的過度階段。由於茄萣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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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的發展屬於剛起步的休閒事業，因此主要還是以旅遊觀光為主體，先建立基
本旅遊觀光相關設施與人文訓練，一旦發展成型後方可再繼續積極推動，如可獲
得地方民眾的支持，進行整體性的發展，更長遠的未來將可成為休閒與渡假的階
段，並提升整體遊憩品質。
規劃遊憩行為時，需考量遊憩承載量，確立未來任何的干擾，在一定開發程
度下，於一段時間內仍可維持一定水準的遊憩品質，不會因為過度使用，以致造
成破壞環境或影響遊客體驗經驗不佳的現象，要維持此一品質，就必須進行實際
總量上的限制，如地方收費等管制方式，皆是管制地方遊憩承載量的行為。
為維持觀光旅遊的永續發展，必須建立使遊客願意一再前往的特性，此一特
性的建立多與地方特色與活動變化有關。Harrel 和 Frazier(1999)認為遊客的滿
意度決定消費者的忠誠度(Loyalty)，Kardes(1999)則認為滿意度會影響其再度購
買(Repeat Purchase)的意願及向他人的推薦，如不滿意度增加則會減少其再購買
的機率，也會增加其抱怨的行為，並進而影響其他消費者的購買。因此，觀光遊
憩之規劃要具有創意、要有特色，有吸引力。

二、 興達港情人碼頭發展
高雄縣茄萣鄉的「興達港」，過去稱為「新打港」。該港於民國 66 年由當時
的蔣經國總統將其改名為興達港，高雄縣政府於民國 63 年 8 月開始動工興建興
達漁港，在潮口外興建南北防堤坡，南防堤坡長 440 公尺，北防堤坡長 470 公尺，
至民國 66 年 12 月完工啟用，興達港位於高雄縣茄萣鄉海岸，北距安平港 13.5
公里，南離高雄港 28 公里，港址原為－感潮湖，自民國 65 年起陸續開發有 120
公頃近海漁業特定區，並闢建可供沿近海漁船停泊之碼頭 2.546 公尺，泊地 24.7
公頃。過去為台灣西南海岸近海漁船主要作業基地，尤其每年冬季烏魚訊期，全
省補烏漁船大量聚集，更使興達港成為過去主要烏魚交易中心。
漁業署(2005)曾指出，事實上，政府所認定的「興達港地方」的範圍不止於
茄萣鄉，它全部在高雄縣的轄區之內，包括了茄萣鄉全部的行政區域、永安鄉大
部份及一部分的湖內鄉及路竹鄉，面積總共 3,000 公頃，主要是鑑於興達遠洋漁
港興建後所能發揮的經濟效益以及其所帶來的相關產業之發展，所以它所需要的
腹地非常龐大，不過，政府投資甚鉅於興達遠洋漁港，然後完工之後並未發揮當
初規劃的預期功能。
民國 88 年到民國 89 年期間，興達港的烏魚捕獲量合計超過兩萬尾，金額約
達 560 萬元左右，民國 89 年到民國 90 年度有 5 萬多尾，金額突破 1,000 萬，而
民國 90 年到民國 91 年度，烏魚捕獲量高達 8 萬多尾，金額更創下近 2,000 萬元
的紀錄，但目前由於烏魚源已被攔截，此一以烏魚捕獲量大增的現象已經少見，
加上海域污染嚴重，現在的興達港已經少有親自捕獲的烏魚。
興達遠洋漁港於民國 86 年即興建完成，投資金額高達 70 億 9 千萬元，每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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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需要 3 百萬左右的維修費，整個港區當初閒置四年，依舊沒有遠洋漁船停泊，
地方一直期盼能加速開發，讓遠洋漁船趕快進駐以帶動地方繁榮。
依據高雄縣綜合發展計畫(2006)顯示，輔導發展遠洋漁業，規劃設立興達海
洋文化園區，此為當初建立興達港的主要原因之ㄧ，但由於規劃不完善，興達港
並無完善漁獲處理設備，致使遠洋漁業無法在此發展，由於遠洋漁業作業型態與
鄉民傳統漁撈方式不同，屬於高資本、高技術的經營方式，除非區漁會或相關農
政單位予以輔導，否則茄萣鄉漁民參與開發與使用的可能性偏低，遠洋漁業發展
與鄉民就業期待間存有落差。受到全球產業轉型影響，興達港完成開闢後，不但
國內遠洋漁業的榮景已經不再，遠洋漁業所帶來的相關收益，也讓高雄市政府等
政治力緊抓不放，導致興達港原先預期的輔助功能無法發揮，加上近海漁源同樣
面臨枯竭，這項鉅額投資的公共建設也落入大部分閒置的窘境。
興達港漁會推廣漁業課課員(2005)認為，由於台灣過去遠洋漁業發達，因此
興達港本來的規劃希望可以規劃成遠洋漁業的發展，預計將前鎮、旗津地區過多
擁擠的漁船移到該地方發展，由於興達港本身的地理環境佳，腹地廣大，因此擁
有很好發揮的潛力，但事實上卻無法達成此一願景，大部分的文獻皆顯示乃因興
達港本身的設備不足，所以導致遠洋漁船不願停靠興達港，但經過實際訪查的結
果以及部分論文探討發現，真正原因並非如此，主要還是地方派系及利益分配等
問題，一旦遠洋漁船從前鎮、旗津等地區移至該地方後，將會致使旗津、前鎮地
方沒落，因此在兩邊漁會尚未在金錢方面有一共識的情況下，前鎮、旗津的漁會
遲遲未肯放手，否則一旦開放並公告會有遠洋漁船到興達港停靠卸貨，就會有許
多的廠商前往興達港興建所需要設施，由於這些設施所需要的經費往往需要幾百
萬、甚至幾千萬，因此在未正式公告之前，各廠商紛紛不敢斷然興建相關設備。
因此目前興達港遠洋漁業的問題即因金錢問題尚未達成共識，造成各廠商與漁船
仍在觀望，未興建必要設備前，漁船也無法進駐。
農業局長丁杉龍(2002)認為，興達遠洋漁港當初規劃，欲做為前鎮漁港輔助
港，但興建完成後遠洋漁業大逆轉，未來宜朝功能多元化發展，縣府也多次向中
央反應，漁業署已確立將朝多功能漁港定位發展。近年來則積極朝向以情人碼頭
觀光休閒為主體的發展。為了配合國際漁業情勢變化，加速港區營運，農委會於
2001 年底確立興達港朝「多功能漁港」發展，縣府也積極朝觀光、休閒漁業方
向規劃，高雄縣長楊秋興提出「再造興達港」的計畫，希望將興達港朝向觀光休
憩碼頭發展，以休閒漁業、漁產配銷等措施讓興達港有嶄新的面貌，目前已推動
情人碼頭與漁業文化動力館之興建，期望能吸引人潮，活化興達漁港。
為改變興達港，縣政府積極推動觀光、休閒漁業的發展，藉由休閒旅遊能帶
動地區整體繁榮與發展，結合漁業活動與人文歷史之發展，高雄縣政府也積極推
動「高雄縣興達漁港港區休閒景觀美化工程」
，再造興達港，期望成為繼淡水第
二漁港轉型之成功範例，主要欲塑造「北有漁人碼頭，南有情人碼頭」主題，讓
興達港可以兼具觀光、休閒、交通、教育、文化等多功能發展，將興達港朝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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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性觀光遊憩碼頭發展。
漁業署後來支持縣政府的提案，並將興達漁港與情人碼頭區隔開來。漁港區
鄰近興達火力發電廠，新闢情人碼頭則設在漁港的內港。興達港情人碼頭第一期
工程完工後，縣府農業局積極向漁業署等相關單位提出計畫爭取經費，初步提出
佔地約一公頃，有 1,500 個座位的表演看台、觀景餐廳及海上水舞等，原工程預
算 1 億 9,000 萬元，漁業署同意補助辦理，目前規劃有海上表演舞台與觀景餐廳
及海上水舞，並命名為「高雄之眼」，另將續建的工程有入口意象牌樓、光之廣
場及浮動遊艇碼頭工程，欲將其打造成為未來南台灣主要的休閒去處，情人碼頭
第一期已完工的兩座展覽館、步道、草坡、觀海台等基本工程，縣府已公開徵求
經營廠商，由宏圖開發公司獲選，未來在植栽以及各項建設上也將積極展開。
依據中華民國景觀學會(2003)資料顯示，目前縣政府已投入 3,000 多萬元在
港區設置情人碼頭，相關設施包括有情侶海濱木棧道、薄膜風帆亭、浪漫礫石灘、
觀海草坡、椰林風情島、海音風車廣場等，未來也將繼續設置愛之船、愛情鐘塔、
海上愛情浮棧橋。而農委會也全額補助 2,000 多萬元，利用原漁管所辦公廳舍，
改建成兼具觀光、休閒、教育、展示多功能的「漁業文化動力館」。
所建立的海上劇場為台灣獨特的建設，劇場屋頂一到晚上會有變色的功能，
此一方式為引進外國劇場發展的形式，在台灣各地方景點的設計上尚無此一形
式。在整體情人碼頭的設計發展上，盡可能規劃成全體家族休閒旅遊的地方，有
孩童可以玩樂的場所，也有可使青少年遊憩之景點設計，以及適合成人飲食觀光
的攤販規劃，以及漁業動力館介紹漁業發展的歷史，各種建設多以人為主體考
量，使建地約 35 公頃的情人碼頭擁有觀光遊憩的潛力。
高雄縣府於近年來經常在情人碼頭辦活動，希望打響其知名度，2004 年 11
月 6、7 日兩天推出的「高雄之眼．百變情人」，特別安排五十二對新人集團結
婚，2005 年國慶煙火在此施放，預計 2007 年台灣燈會也在此進行，情人碼頭幅
員廣闊，休憩設施逐年增加，縣政府極欲再造興達港，成為淡水第二漁港轉型漁
人碼頭成功的範例。
藉由活動的舉辦，對於茄萣鄉的生活消費量也大幅增加，於活動當日，飲食
業的商業行為大增，此一現象也使茄萣鄉從事飲食、加工業等商業行為業者為之
振奮，並相信情人碼頭的發展將可帶動茄萣鄉的進步，唯交通規劃不完整，現有
的交通體制無法容納大量人口，未來如可改善茄萣鄉與情人碼頭相聯繫及對外的
交通，將可提升此地觀光品質。

三、 結合情人碼頭發展茄萣鄉休閒觀光
根據民國 87 年觀光局統計國民旅遊人次資料顯示，國人每年旅遊人數高達
7,000 多萬人次，平均每人每年出遊約四次左右，若以每次每人平均花費 2,000
元計算，觀光休閒的市場商機將高達 1,500 多億元以上，衍生而來對於就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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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消費、稅收等經濟乘數效果亦有數倍之多。目前歐美許多國家漁業已漸衰退，
漁業活動僅限於少數漁港區，大部份漁港皆已被遊艇碼頭取而代之，發展成為休
閒觀光為主的漁業轉型。
從台南市至高雄縣的西南海岸，台南的黃金海岸，海邊沙灘及岸邊腹地較
大，遊客也較多，茄萣鄉的崎漏灣，外海因接近火力發電廠，不適合發展觀光，
只能在內海港口另謀出路。興達港情人碼頭位處郊野，在地緣關係上，吸引來的
遊客以台南市居多，高雄縣市的遊客反而較少，為了增加情人碼頭遊興，可開發
部分觀光遊艇，讓遊客乘往興達港漁市場品嚐及採購海鮮，唯觀光遊艇的發展亦
須依據國內政策法令進行適當的修正。
假日漁市場上的鮮魚、活蝦、貝類及各式活蟹無一不齊，不但吸引台南及高
雄的遊客，每逢假日由屏東、中北部搭遊覽車來逛魚市場的人也不少，所以興達
觀光魚市目前巳成為觀光客大量聚集的景點之一。
興達漁港具有很好的碼頭及周邊設施，又有茄萣鄉特有的烏魚文化外，興達
舊港區每逢週休假日也有很多遊客，已自然成市，若加以規劃，可望成為台南、
高雄地區民眾看海、吃海鮮等各項漁業發展之新據點。
興達漁港都市計畫通過後，不是事情的結束而是開發工作的開始，未來招商
方式亦十分重要，可研究採類似 BOT 方式進行開發，外資如有意投資觀光休閒
事業者，土地利用也可進一步再檢討，縣政府目前正積極規劃投資中。
發展觀光則需要考量行車與人行步道之相關問題，目前情人碼頭尚缺乏一重
要建設，即為行人步行綠蔭，由於夏日炎熱，缺乏連貫綠蔭的茄萣鄉及情人碼頭，
白天皆少有人潮在外走動，大多於傍晚時才開始出現人潮，此一現象會造成公共
設施使用率降低，對於發展觀光行為，將會增加一層限制，對於整體的消費與使
用上亦無法充分發揮。
情人碼頭為人詬病的就是沒有綠樹，縣政府亦曾投入經費進行植栽工作，在
漁業動力館南側停車場預定地，種植耐鹼抗風性強之欖仁、白千層，縣政府並積
極接洽同濟會、獅子會等其它社團認養。
茄萣鄉亦有鄉民認為，興達港本身轉型的發展方向很好，如欲發展成為觀光
休閒模式，在興達港還有幾項需要改進的地方，在情人碼頭地區需要多種植容易
存活的樹木，該樹種主要以闊葉樹會較容易存活，而且其長大茁壯之後的樹蔭廣
大，可以增加行人行走的遮蔭，另外就是休閒用涼亭不足。因此現在的興達港情
人碼頭的部分，往往都在晚上聚集較多人潮，白天幾乎都沒有人到該地方，因為
樹蔭不足，白天氣候又熱，陽光過於充足，因此白天幾乎沒有人潮聚集，攤販往
往也都在下午接近黃昏時，才會因為人潮聚集而出現，因此如果興達港未來想要
發展成為觀光休閒的模式，則還有一些需要再加強的計畫。
由於興達港情人碼頭的現有配套設備不足，如果要發展成完全的觀光休閒，
尚需要一些相關硬體及軟體的配套措施搭配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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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植栽技術，種植大量樹木以增加綠蔭
據興達港推廣漁業課(2005)表示，該地方所種植樹木難以存活，主要是因為
土地鹽分過高，因此樹木種植往往出現排斥現象，在此部分已經投入三千多萬的
經費，但是並未有明顯效果，就實際層面而言，從濱海公路兩旁的樹木即可發現，
新種植的樹木皆難以存活，大多無法到達茂密的狀況，也直接影響到情人碼頭的
樹蔭大量不足的情形，因此植摘栽部分一直是一大問題。
從國外一些遊憩港口的案例可以發現，如果要推動觀光遊憩，則需要從各種
不同的時間點針對不同的人潮設立相關配套措施，使該公共空間可以隨時都有人
使用，以提昇公共空間的使用率，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行人行走時的樹蔭。
(二) 選定地點興建涼亭
為了增加行人步行的意願，除了增加足夠的樹蔭之外，亦需要有部分集中行
人的景點，如涼亭等設備，在此部分，由於缺乏停靠的地點，加上現有的情人碼
頭尚未有充足的建設，因此在白天時往往無法聚集人潮。
(三) 增加陸上遊憩設施
當增加充足的綠蔭之後，不僅可以使該地方增加行人行走的機會，更可增加
該地方的綠意及生態景觀，因此人潮在白天時將會增加，所以適當的陸上休閒設
施則將必須增加，以符合使用者的需求，並針對白天可能到該地方的民眾進行市
場調查，以提昇公共設施的使用率，並考量遊憩承載量之觀點，維持整體景觀的
品質。
情人碼頭從興建至今已經舉辦過許多活動，每舉辦活動皆可以吸引廣大的民
眾到該地方進行休閒遊憩，目前最大的活動即為 2005 年的國慶煙火在興達港施
放，估計投入了約 8,000 萬至一億的經費，當天吸引約 50 萬人口湧進該地區，
但是由於整體規劃不足，當天該地方交通問題嚴重，幾乎全面癱瘓，各種飲食相
關攤販由於人口過多而不足，鄰近的茄萣鄉內飲食亦在當天被搶購一空，呈現嚴
重供不應求的問題，因此在整體活動規劃的部分需要作全面性的考量。
(四) 舉辦各種活動吸引人潮並進行適當整體規劃
情人碼頭從興建開始陸續舉辦各項活動，皆吸引許多觀光客前往，2005 年
的國慶煙火施放，更吸引約 50 萬人口湧入，由此可以發現興達港與茄萣鄉的觀
光發展具有甚大的潛能，如果有規劃完善的建設、交通動線以及各種配套接駁或
管制方案，對於地方發展將會有很大的助益。
發展觀光休閒時，最重要的就是人潮的聚集，如要舉辦各種不一樣的活動，
並長期吸引人口聚集，則必須增加相關硬體與軟體的設施，在硬體的相關設備方
面，為使用者著想，興建陸上相關遊憩建築物；在軟體方面，必須加強地方人文
特質的塑造，增加不可取代的地方性文化發展，發展並結合獨特的茄萣鄉文化，
以吸引前往觀光遊客的興趣，使到該地方進行休閒遊憩的民眾會有想要再到該地
方的意願，加上每年活動的傳統與創意，增添活動的變化性，如此一來，舉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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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方有機會永續發展。
(五) 配合其他景點進行整體性的規劃設計
由於興達港本身的設施並未完善，其中有許多建設亦積極建造中，在遊憩觀
光部分尚未達到觀光遊覽的性質，一般觀光遊憩區之景點，如欲全區走完至少約
需一、兩個小時的時間，如要有一日遊或是兩日遊的行程，則必須要對興達港本
身的一些陸上設施進行開放，增加遊客在該地逗留的時間，並在茄萣鄉規劃興建
各種相關的休閒設施，以增加休閒遊憩的串聯，提高整體休閒遊憩的可行性，唯
有使遊客停留時間增加，對於地方經濟發展方有助益。
(六) 解決派系問題
長久以來，台灣的各鄉鎮村里中往往都因為派系問題，而導致整體開發建設
無法完整，亦難以有全面性的規劃設計，如果可以有相關單位委託部分顧問公
司，提出整體規劃設計之藍圖，使雙方面都可以獲得利益，將可使民眾成為最大
的獲利家。
以茄萣鄉發展而言，興達港漁會應屬於茄萣鄉的一個部分，但過去由於漁會
總幹事與茄萣鄉鄉長各自有不同理念，因為理念相衝突，所以在興達港漁會與茄
萣鄉公所的相互配合上就無法完整，致使許多地方建設無法做有效的全面性規
劃，而難以發揮完全功效，甚為可惜，以過去茄萣鄉烏魚季為例，興達港漁會就
沒有提供任何的協助。有鄉民表示，如果興達港漁會無法有上級單位的支持，則
難以有所發揮，對於地方建設的融入勢必難有進展，因此如果可以有一定程度的
政府單位整合，或是由其他的工程顧問公司出面進行規劃，不僅有機會可以使該
地方派系問題稍微減弱，進而促使茄萣鄉居民的意識形成，如果可以成功將茄萣
鄉的漁村轉型成為休閒或是觀光發展，將有助於茄萣鄉的未來發展。

第二節

社區總體營造融入漁村之可行性評估

漁村發展正如同社區總體營造一般，沒有一定的方法或是原則，現有靠海鄰
近鄉鎮大多朝發展觀光魚市的方向運作，表面上像是解決漁業產銷的問題，事實
上，如果規劃不完善，將會造成公共設施的浪費，而使漁業結構回到原點再進行
規劃，且過程中卻已浪費國家資源。因此在發展茄萣鄉轉型時，可先做茄萣鄉的
整體規劃，引進社區營造觀念，發展漁村轉型成觀光或是休閒生活區，帶動鄰近
鄉鎮發展，再於高雄縣城鄉發展計畫中做更完整的高雄縣未來規劃。
茄萣鄉屬於一個漁業逐漸沒落的漁村，也因為漁業沒落而在各項生活層面出
現問題，人口老化、年輕人口外流等都是其問題之ㄧ，以往維生的漁業漸漸地出
現沒落的跡象，尤其是內陸的養殖漁業，更是受限於許多環境上的因素而無法有
更多未來的願景，因此在發展上，唯有朝向環境品質提升、產業轉型，才可以使
茄萣鄉的環境與人民生活有更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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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區總體營造融入茄萣鄉之優點分析
社區總體營造的觀念主要在於造人，因此計畫的短程、中程之主要目的可著
重於人與共識，如何將人之觀念改造完善並給予更多相關觀念，將共識建立與凝
聚，這兩個大議題應為初期所需要努力完成的，而社區總體營造當中，人與共識
則是兩項最重要的因素，當建立人的觀念與共識後，就可以漸漸地朝向此計畫的
遠程願景邁進，使茄萣鄉當地的社團可以為自己的家鄉努力，至此，專業學者也
可以漸漸地退出社區，讓社區人民本身努力自己家鄉的社區總體營造，唯需注意
專家學者不可同時完全退出，而採逐漸退離，讓民眾習慣社區事務，所以計畫需
要許多人力，以及許多規劃上的硬體和軟體的資源，且需要長期的努力與維繫，
才能夠避免專業團隊離去之後，社區呈現承接不上之窘境。
推動產業轉型方面，除了上位者的努力推廣與輔導之外，亦可導入社區總體
營造之觀念，由專業人士進駐社區，將專業知識教授當地居民，將許多活動觀念
帶給當地居民，使民眾漸漸地了解各種觀念，並藉由相關活動以及演講使當地居
民凝聚共識，唯有凝聚共識，社區總體營造的概念才可以成型，當部分當地村民
已經有了同樣的觀念時，便可使這樣的居民漸漸地結社，成立民間團體，或使茄
萣鄉現有的民間團體了解並認同社區總體營造的目標，使民間團體向專業規劃師
請益，使其學到更多的觀念與能力，並漸漸培養其有辦理活動與處理一般社區發
展事務的能力，再結合政府長久以來推行的各項社區營造相關計畫，逐步改善茄
萣鄉本身的社會結構。
由於茄萣鄉的地方特色不明，當地民眾所認為的特色，除了烏魚及相關加工
業之外，多為一般漁村之特色，因此在地方建設上，多以一般沒有特色的公共建
築設施為主，加上地方建設不多，因此對於茄萣鄉的基本地方建設普遍不佳，可
以先確立特色，決定發展目標，再參考其他地方成功的案例、專家的諮詢，並了
解當地民眾的態度與意願，以增加地方建設。
由當地社團利用專業學者的能力，一起發掘或創造茄萣鄉內各村或各社區的
文化特色，並了解各政府單位有無相關計畫之推行，結合當地的力量，進行茄萣
鄉改造計畫，茄萣鄉目前有 15 個村，可採用一社區一小特色的方向，凝聚更多
共識，並建立特色的網路，達到點、線、面效果，發掘地方特色的同時，可以藉
由詢問地方耆老，了解當地景點特殊性，結合活動舉辦，建立各社區或村落之文
化特色，如欲使各村之村長及居民認同此觀念，還是需從教育與活動上著手，可
嘗試結合社會教育及學校教育，讓觀念從根本建立起。
當地本身的整體社區共識雖然尚未清楚，但當地民眾對於所屬團體所舉辦之
活動大多積極參與，因此雖然大部分居民對於社區總體營造概念尚未了解，但如
有計畫推行，從各地方團體著手推廣，概念性的使居民認同亦有可行之處，加上
經由各團體的結合，可嘗試由少數幾個地方團體藉由共同舉辦活動，以增加地方
共識，落實社區總體營造之主要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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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區總體營造融入茄萣鄉之劣勢分析
由於當地居民對於社區總體營造之觀念普遍不清楚，因此於茄萣鄉推廣社區
總體營造有實施上的困難，加上當地居民不願意主動積極改變現況的心態很明
顯，以及長期的習慣性，就算是遇到較不合理的一些待遇，除了與村長及地方民
意代表反應外，鮮少再有其他的方式爭取地方福利，如果村長或地方民意代表無
法有效的將訊息傳達或無法完成村民的期望，村民也多採取消極退讓的態度，因
此在觀念推行上，將需規劃人員花費相當程度的苦心。在發展上，可以嘗試從基
層教育層面著手，再利用一一突破的方式，帶動整體的共識與觀念，經由此一步
驟，可完成社區總體營造的初步目標，以及凝聚地方共識。
由於茄萣鄉內各村多以一條街道相隔，因此目前並無明顯村與村的分別，只
有當地居民約略知道其區位，未來預計可將茄萣鄉分為數個區位，並將其做整體
性的規劃，可做硬體的建設以及軟體的工作，結合已發掘的地方文化或人文特
色，使茄萣鄉擁有觀光、社會、經濟、環境及社區等五種面向之相關發展，使茄
萣鄉的總體營造可以更加完善，而不僅僅只是改善部分的措施。
推展茄萣鄉漁村轉型，並引入社區總體營造之觀念，目的在於使漁村居民自
發性的關心社區發展，並藉由地方文化發展，營造文化、生活特色來改變漁村的
生活型態、環境型態、經濟型態，以達到轉型的實際效果，但地方居民是否願意
認同漁業轉型的機制，以及如何使地方民間團體與行政機關執行相關理念，將需
要一系列的培訓。
社區總體營造包含許多層面的問題，如果鄉長認同社造觀念，就有辦法對於
各村進行相關的協助，目前茄萣鄉沒有明顯社區營造的感覺，民眾普遍對於社區
營造概念也不清楚，在硬體建設方面，由於各村連結很近，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
因為可供建設多餘的空地不多，加上社區營造的概念薄弱，行政單位又侷限於由
上對下的政策執行，因此地方上的社區營造不被重視，社區總體營造所要求的是
由地方民眾自行推動建設，由社區一起進行各項建設，並在有所成效之後自行管
理，由地方來主導，但由於地方上對此一概念認知較少，因此茄萣鄉的建設也多
由鄉公所推行為主，幾乎很少由地方社區自行推行的方案。
鄉公所建設課陳課長(2005)認為，社區內的建設主要由鄉公所推動為主，建
設內容則依鄉長的行政理念而定，經費多由中央提撥，有計畫案才會有經費使
用，因此社區或各村幾乎不主動推動建設方案，多由鄉公所委託部分村里辦理。
如果要發展觀光，亦需顧慮茄萣鄉都市計畫的通盤檢討與訂定，鄉公所建設
課陳課長(2005)認為，如果要有一系列的地方景點建設並非不可行，只是在推行
上必須先經由茄萣鄉都市計畫中各領域專家審查，才可針對土地利用、房屋建
築、防災、道路規劃及觀光遊客需求做一系列的研究與探討，再提出適當建設計
畫，並推行整體建設方案，而這一部分建設也會隨著學者的專長不同，而有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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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建設，以目前茄萣鄉的都市計畫而言，主要是針對各項地方現有的基礎建
設進行整修，並朝向公園綠地的建立為主，整體發展策略上並沒有明定一主體目
標，只有用部分的建設，再以建設的內容進行思考。而茄萣鄉的都市計畫主要是
由鄉公所來處理，但是未來的發展依舊需要以將來行政首長的施政理念為主，地
方上的建設往往是由鄉長的施政理念確定之後，鄉公所各行政單位再做配合，由
於鄉長理念直接影響到地方建設，因此在以鄉長建設理念為主的茄萣鄉，融入社
區總體營造之建設理念也增加一層變數。

三、 社區總體營造融入茄萣鄉之實際執行方案
黃聲威(2001)的研究曾指出，漁業管理的型態分為兩種，一為政府主導之漁
業管理（Government-based fisheries management）
，是由上而下的方式（Top-down
management ）； 一 為 社 區 自 主 之 漁 業 管 理 （ Community-based fisheries
management）
，是由下而上的形式（Bottom-up management）
，後者已成為最近亞
洲國家沿近海漁業管理的重要趨勢，各國產官學界亦積極配合推行，漁村推行社
造 ， 首 要 之 務 在 於 執 行 「 自 律 式 漁 業 管 理 」， 確 保 漁 業 生 產 的 可 持 續 性
（Sustainability），以維持漁村的命脈。
(一) 確立轉型方式與願景
成長管理的主要概念為對該地區作整體規劃，減少零星開發行為，避免地區
蛙跳式發展(Urban Sprawl)，開發一種產業時，必須要考量當地原有的產業發展，
以避免經濟衝擊後，造成原本經濟基礎消失，或是使部份原有經濟發展者失業或
大幅減低經濟來源，如可使其變換經濟發展方式而取得經濟來源，又可增加他人
的經濟收入，這才是轉型的主要目的，因此茄萣鄉轉型的主要規劃依舊需朝整體
規劃為主，可將整體轉型分成短程、中程及長程等目標。
如開發成功，待開發到中期或後期之後，將使得當地接二連三的進行開發方
案，但必須要做好總體成長管理，必須要避免過度建築(Overbuilding)，以維護
茄萣鄉整體轉型發展的完整性。
(二) 社區總體營造相關地方營造理念
地方社區發展必須考量交通及經濟問題，並依人口數量增加公共設施，雖然
是以提昇優質生活品質為主要目標，但開發過程亦需要注重商業行為以增加經濟
來源，以穩固當地居民對於開發之後的信心與支持程度，並確立未來的主要經濟
基礎為何，並延伸次要經濟發展基礎，以鞏固當地經濟發展。
漁村轉型主要有經濟層面與社會層面兩個重要的觀點，經濟發展乃是維持人
口數量重要的因素，漁村人口外移主要是因為漁村中沒有足夠的工作量，或是沒
有如大都會區中較好的工作環境，於是年輕人口工作外移，因此在漁村中創造更
多、更好的工作環境將有助於人口外移減緩；社會層面的進步，就會提昇生活品
質，由於茄萣鄉的地理位置鄰近台南市區，離本州工業區、路竹工業區亦在不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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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而茄萣鄉的發展已經不適合再開發工業區，若以地方的民俗風情而言，也不
適合發展重工業，該地方的漁業發展依舊維持傳統形式，因此結合休閒漁業的發
展，走向觀光服務業，提昇優質生活環境，增加公共設施，塑造一個優質的生活
環境，社區總體營造結合地方社區發展主要是朝向生活社會層面的各項建設，以
提升環境品質。
規劃地方發展可分幾個方向推展，如生態、鄉土教育、當地產業體驗、建築、
地方特殊產品製作，主要是將茄萣鄉中的許多特色展現出來，其中也包含各村落
的特色，推展當地特色，結合地方團體舉辦活動，以凝聚社區整體共識，未來茄
萣鄉的烏魚季活動可成為一重要活動，亦可結合社區營造之觀念，結合各大小活
動，維持一段活動時間，增加地方產值，並透過社造概念維護地方環境品質。
社區營造開始前必須先進行地方鄉土調查，確定茄萣鄉中是否有生態敏感區
或是不適合有人為進入之區域，規劃時即可將相關區位保留，避免開發行為，更
可依照地方相關特性建立特殊保護形式，避免對此地區開發或是人為破壞，適時
的以建立人工溼地公園等方式進行保護，並可提供休閒遊憩的生態景點，以屏東
縣建功社區為例，該社區中有一濕地公園，即是以社區總體營造的概念，僅申請
100 萬經費即建立一濕地公園，運用點工購料的形式進行地方改善，不僅增加地
方景點，更維護自然景觀，體驗生態鄉土教育，並結合地方特色飲食。
社區通常是結合許多村落而成，因此可提出聯合社區的觀念，將各村建立的
特色加以整合，結合各社區特色，即可確定茄萣鄉整體特色。對於茄萣鄉的漁業
需作整體性規劃與限制，制定漁塭養殖期限與漁業發展限制，生產社區與消費社
區應可相互依存，找尋茄萣鄉中明確的主要消費社區與生產社區，由生產社區將
所生產的產品轉售給消費社區，讓鄉村中的生產社區可以生存，而消費社區可經
由季節之不同而選擇不同的產品，生產社區也會因為季節不同，而提供不同類型
的漁產品，並規劃運輸產銷的方式與管道。
社區營造必須要建立社區產業，由於茄萣鄉屬於漁村轉型，其產業依舊須以
漁業或其延伸物為主體加以各種變化，以創造更多產業與商品，以台灣目前來
說，尚無社區產業完全成功之案例，主要因為我國社區營造為沿用日本造町案例
之經驗，但由於日本的社會結構與台灣大有不同，日本可行之案例主要也因其民
俗風情與社會結構而產生，台灣沿用日本經驗時缺乏考量地方民俗而產生各種問
題，所以不容易成功。所以茄萣鄉的社區營造需要考量當地人民結構及地方特
色，推展地方產業，除了開發有特色的地方產業之外，亦需要擁有廣泛的行銷通
路，才可以為地方帶來有效的經濟效益，營造社區舒適的生活環境。
休閒主要是以精緻產業為主，但觀光主要是以特殊景點進行規劃而引進觀光
客，所以茄萣鄉的發展需要以休閒及觀光結合為主體，利用社區營造的方式建立
地方景點與部分特色，增加地方吸引力，由於茄萣鄉位於台南市與高雄縣交界
處，不屬於口袋型地區，在吸引民眾前往的誘因上較為有利，因此如果可以有效
建立特色，對於發展休閒觀光產業將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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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方社區營造實際作為
進行所有規劃或建議前，都必須要先了解當地居民的需要與想法，才能夠規
劃出適合當地的建設，並而改善現況。而地方營造首重地方特色建立，地方特色
除了發掘與創造之外，亦可經由地方意象之建立，強化地方特色，一般目前推行
的地方意象多以視覺為主體，屏東黑鮪魚文化觀光季則是以味覺為主要意象，如
果結合創意，將地方特色利用在視覺、味覺、觸覺、聽覺與嗅覺上，利用各種大
小環境與景點的差異，結合各種意象，即可產生獨特的地方意象。
為有效增加茄萣鄉當地社區總體營造，可依以下步驟進行：
1.找尋地方特色：由社造工作團隊或地方政府單位經由訪問與鄉土調查之
方式，訂立茄萣鄉特色，並確定或創造各社區中的各小特色，以利發展。
2.公辦說明會：逐一將社區總體營造之觀念融入社區當中，以茄萣鄉的共
同利益為主題，舉辦說明會，促使民眾參與並進而了解相關理念。
3.駐站工作室：邀集當地人或地方團體一起社造相關活動，凝聚當地共識，
並藉由辦活動使當地人注意到開始有團體在運作社造之工作。
4.改善地方派系問題：藉由尋找特色以共同改善故鄉發展等議題，增加地
方凝聚力，由中立組織進行協調，將地方各村派系對立問題減緩，以及
減緩興達港漁會與茄萣鄉公所過去對立的狀況，促使其相互合作，共同
打造為故鄉努力的願景。
5.地方才藝班開辦：延續地方上舊有文化的傳承，如廟宇陣頭與地方相關
技藝等訓練，結合地方中小學進行一系列課程安排，並增加其參賽演出
之機會，進而推展地方知名度。
6.建立茄萣鄉社區報：經由社區報的推行推廣各項社造相關理念，並試圖
從社區報中潛移默化的宣導茄萣鄉未來發展方向，社造工作只是茄萣鄉
發展的一個過程與方法，最終目的在於改善茄萣鄉漁村問題，使民眾願
意接受並積極推動未來茄萣鄉休閒觀光產業的發展。
7.增加宣示性營造：讓當地居民參與部份工程內容或是地方景點的建立，
採用點工購料的方式，增加地方居民對於茄萣鄉的認同感，藉由實際參
與而達到融入社區營造的成效。
8.地方綠美化推行：在土地利用上，由於過度的使用與廢棄，使得環境缺
少美化空間，並降低生活環境品質，應減少部分陸上漁業生產，將生產
結合做整體化的規劃，並將部分廢棄與過度利用的土地採更有效的綠美
化等工作，並在綠美化工作上由鄉公所結合各社區民眾意見，建立各村
或各社區的綠美化特色，使茄萣鄉的環境更加舒適且具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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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尋找問題與特色
社區座談會

茄萣鄉社造實質工作說明

親手造景

願景規劃

配合措施

景點營造

生活環境改善

社區報

獨特綠美化工作

主要街道商街規劃

文化訪談

大型公園

生態博物館規劃

解說牌、路牌設計

整體停車場規劃

產品包裝設計

形象藝術設計

廟宇空間規劃

節慶活動設計

台灣漁會在漁村社區營造中的角色和功能不容輕忽，政府在漁村從事各項建
設不論是文化活動、地方產業、環保生態、社會福利或空間景觀的改善，一般漁
會均以在地人的想法當地人的將來謀求福利，以漁村自發的動力與潛力來思考地
方未來發展方向，亦即「由下而上」讓地方人士來主導，再由漁會來整合，也就
是「在地化」在設計理念。但由於茄萣鄉公所與興達港於會過去處於對立之立場，
因此難以完全發揮漁會所有功能，相較於鄉公所亦是如此，如要改善茄萣鄉發
展，可藉由社區總體營造的方式，以茄萣鄉整體發展為前提共同努力。
由於地方漁會對於地方漁業了解頗為深入，因此可使漁會扮演輔導工作的重
要角色，推展漁業精神與漁業文化發展，藉由地方文化與特色的建立及推行，使
茄萣鄉漁業發展與漁會相結合，推出擁有在地特色的地方產業，加上行銷網的建
立，將擁有獨特性的地方產業往外推展，帶動當地觀光休閒漁業的發展。
社區營造的經費來源可由鄉公所主導，利用每年興達港發電廠所補助茄萣鄉
約七千萬的經費進行各項福利設施，使用其中部份可動用之經費，並結合地方團
體申請經費使用之活動辦理，推展地方社區總體營造，將地方活動落實於地方建
設，以增加實質的地方景點建設。
社區參與並不只是解決社區問題而已，居民更可以在參與的過程中，學習到
新的技能與觀念，並增加鄉民本身對於故鄉的了解與認同，可藉由鄉土教材製作
喚醒鄉土意識，進而深入推行鄉土村落文化，可分為自然空間與歷史文化兩部
分，一方面建立地方景點的視覺效果，一方面增加對故鄉的了解，進而產生更大
的認同，當社區營造發展至一定程度時，專業團隊或舊有運作之組織就必須逐漸
交由他人運作，避免獨攬的現象，並可使當地團體皆有直接參與的機會，更可藉
由團體間的交接與傳承運作，結合地方社團工作，促進地方共同營造的理想。

第三節

設施推估與策略研擬

環境規劃的步驟應先從了解該地方問題為優先，進而討論該地方問題之解決
方法，再組織相關的團體進行規劃與運作，在規劃設計時，不可一昧的跟隨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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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技術與發展，這會使得當地的傳統漸漸地被取代而消失，要以當地的特色為
主體做規劃，並以該特色的建築方式進行建設工作，以達到符合當地特色的重點
發展方向，計畫執行前，各級主管單位須先達成共識，並確定其負責工作的定位，
注意計畫前後期設計的銜接與統一。
漁村需要有原則的規劃，所有規劃必須以漁村發展為主要優先考量，不可完
全移除漁業的發展，但可適時的轉型發揮，以謀求當地居民更大的利益，規劃遊
憩觀光場所與活動，需要考量當地民俗風情、地理位置、景觀、交通路線、地方
行政單位、鄉民的意願、規劃與建立的方向及方法，塑造獨特的風格，方可吸引
足夠的遊客進行觀光遊憩，對於當地的漁民亦需要有足夠的培訓，使其擁有基本
服務業經營管理能力，加上與原有漁業能力相結合，增加規劃轉型之可行性，亦
需考量日後維繫與管理方式，建立相關配套措施與訓練。
茄萣鄉未來的發展計畫可以朝向觀光休閒方向發展，將原本逐漸沒落的漁村
社區加以振興並轉型，如轉型成功後，其經營方式勢必與以往傳統漁業有極大的
差異，因此先擬定相關之經營管理計畫，方可使後續工作更順利的推動及執行。
進行各項建設計畫可尋求各種公部門的資源與協助，透過不同計畫的申請，
獲得不同的資源，也因為茄萣鄉目前當地建設皆由鄉公所主導，鄉公所將可於作
業程序上提供較多的協助，如可順利推展，使當地居民積極投入地方建設，結合
社區營造的理念，茄萣鄉的漁村轉型則更容易施行。
黃聲威(2004)的研究曾指出，除了社區居民自發的約束外，許多先進國家如
法國、美國、德國的政府都對社區環境的規劃或管理非常嚴格，居民不得任意改
變住屋的外觀，並且負有定期維護、整理的義務，甚至在德國，社區裡的建築風
格、市容都必須經過共同的決議。
以建設的角度而言，茄萣鄉若以社造觀念發展時，可由專業團隊作整體的規
劃，並以數個社區中各自提出相關配合的方案進行建設，使地方發展整體運作，
規劃過程中必須兼顧各社區的態度及利益則較為可行。由於茄萣鄉的漁村社區轉
型主要是以改善當地生活環境為優先，並藉由傳統漁業的改變，以及各景點之建
立，進而改變當地漁民的經濟現況，因此規劃轉型後的經濟發展時，必須先了解
消費層面，以高雄市大遠百為例，該地點內部有電影院，本身已經會集中人潮，
加上未來亦是捷運出口的地段，該地方的發展將會更加的提升，所以如要發展觀
光遊憩，就必須有健全的交通及出現有效集中人潮的地點，而足夠的建設與文化
發展將會是一項利基。
在開發上，必須避免蛙跳式發展(Leapfrog Development)的開發方式，該開
發形式會造成簇群間空地或部份使用地的無法妥善利用，並顯現出整體開發計畫
的缺點，顯示該地方整體規劃不足，而造成人群分散或是使用地不完善的結果。
在土地利用上如果是公有地，在進行景點的開發行為時，將可減少徵收土地的問
題，如果將開發之各景點有所連貫，從觀光行銷的角度建立套裝之漁村風貌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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櫥窗，將可使整體發展更有效達成觀光遊憩。

一、 漁村社區轉型實質建設方案推估
可開會商討整體市容的改善方向，建議可先由較易著手的鋪面、社區綠美化
工作及社區內零星空地的美化開始，並配合地方環境改善之宣導，有效管制地方
垃圾四溢的現象，逐步提升整體景觀品質。
所有的個別計畫必須完整，除了確定整體規劃方向外，對於環境的改變也必
須進行整體性的評估，並考量改善之後對於現有環境所造成的衝擊，提出改善措
施與方法。如可使該地方的建設與發展成為國家重點建設之一，計畫案的經費必
然容易增加，推動計畫案的過程中則會更加的容易，如結合興達港情人碼頭的逐
漸興起，進而帶動茄萣鄉生活環境發展，將可使各種產業逐漸蓬勃發展，因此改
變生活環境的品質則是首先需要推動的工作。
新型態的觀光特點是小規模、低密度、分散在各個有連貫性的地方，並注意
某些觀光景點是否擁有季節性，以確定整體觀光模式不至於出現嚴重空窗期，使
其一年四季皆可充分利用，將各種細部規劃分期分區推行，待整體建設完畢後，
即可成為一整體性的觀光休閒轉型事業。
如欲發展具有多樣性吸引力的旅遊景點，需要有良好的生活環境品質，完善
的公共設施、多樣的遊憩設施、誠摯的服務品質以及良好的視覺景觀。整體漁村
轉型之發展，可以分觀光、經濟、環境等三種實質建設面向，社會及社區等兩種
人文觀念面向進行探討，在實質建設部分必須有適當的陸上建設以滿足轉型後的
需求，對於環境品質的提升，將有助於提升遊客造訪的次數，陸上建築需要考量
海風等侵蝕因素，以減少日後維修問題，綠美化亦需要注意土壤性質，因此以下
將對觀光、經濟、環境等三個實質面向進行探討：
(一) 經濟成長
1.可增加種苗放流等栽培漁業：由於漁業資源短缺，造成地方漁業發展不
易，未來可望進行種苗放流，以增加未來漁業的發展機會，藉由栽培漁業，發展
地方漁業的遠景。
2.可規劃整體養殖範圍，提供休閒養殖及體驗式發展：曾鄉長石城(2006)
表示，茄萣的養殖發展已經沒有願景，目前台灣的養殖漁業多朝向海上箱網養殖
等，因為水源充足、水質較乾淨等各項因素，目前的陸上養殖因為死水養殖環境
不佳、水源不足、養殖之魚種口感不佳、藥劑使用等各項相關聯之因素，以經沒
有發展潛能，目前對於此部分先暫緩擱下，許多地方的養殖已經荒廢，養殖業的
發展未來勢必需要走向海上養殖，養殖的部份市場已經國外或是大陸沿岸搶走，
發展不易，鄉公所等建設單位希望可以朝向體驗式發展，但多數地主不願意進行
休閒發展，主要是因為培訓機制不健全，且轉換工作之訓練不容易，發展休閒式
漁業需要結合整體觀光發展較可行，另一方面，地主不願意放棄現有土地進行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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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漁業發展型式，陸上養殖已經無法再以養殖為主要的經濟發展，未來若朝向
休閒式體驗發展，對於產業或許較為可行，但相關輔導方案則需要更加努力及推
行，並使養殖民眾認同該願景之發展。
3.穩定漁獲量，維持當地加工業發展：加工業的發展需要有穩定魚源，由於
地方漁業沒落，因此也間接影響到加工業的利益，目前茄萣鄉進行漁業加工的漁
獲源多為外地引進或是當地少數捕魚，未來若可穩定茄萣鄉漁獲量，將可提升茄
萣鄉加工業的發展。
4.可發展漁村轉型以增加茄萣鄉就業機會：由於地方傳統漁業經濟收入不
佳，未來發展缺乏潛力，因此應促進茄萣鄉整體轉型發展，增加工作機會，促使
年輕人口回流，帶動整體漁村發展與未來發展方向。
5.可引進各項適合茄萣鄉之休閒漁業發展：由於茄萣鄉傳統漁業已經沒落，
未來發展需要朝向轉型的趨勢，因此可以引進各種適合茄萣鄉的休閒漁業發展，
藉此可與觀光休閒結合，帶動整體漁業。
6.可加強各行業配合漁村轉型之輔導方案：由於地方民眾習慣於過去傳統行
業之行為，若欲發展轉型，所影響層面不只是以傳統漁業維生之居民，對於當地
經濟發展與生活環境結構皆產生影響，將會產生許多行業的轉變，及各項新型行
業的出現，因此必須由地方政府推出相關機制，需落實各行業之輔導方案，以輔
導民眾適應觀光休閒型態的生活形式，避免轉型之後出現更多社會問題。
(二) 環境品質
1.注重地方環境衛生，解決街道垃圾散亂問題：地方若欲朝向觀光休閒發
展，必須先改善地方環境品質，提升民眾生活素質，街道垃圾問題予以解決，地
方環境衛生若可進一步提升，將有助於觀光休閒業之引進。
2.可加強地方綠美化：現有茄萣鄉綠美化工作皆由鄉公所主導，可規劃整體
植栽工作，為增加地方特色，可促使各社區或村里選擇種植代表性植栽，依照各
村或各社區的特色選擇種植選定的植物，形成視覺上的意象，並將植栽之花草樹
木交由地方居民進行維護管理，以提升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並可增加各村或各
社區中各種花草大道的建立。
3.可改善二仁溪與鄉內大排水溝污染：二仁溪的汙染容易導致各項環境衛生
問題，仁愛路旁之大排水溝疏濬工程，則是鄉公所未來積極改善的方向，藉此提
升茄萣鄉環境品質。
4.可改善人行道空間：未來茄萣鄉發展將會出現許多地方景點，為有效解決
各景點間的聯繫，又不希望因為車流量過多而影響整體休閒環境品質，因此可以
加強人行道空間，需要有效的增加徒步的品質，增加路邊人行道遮蔽建設，並以
徒步區串聯各景點，可結合社區生活步道之建立，讓社區民眾參與興建，以增加
社區共識的凝聚，各景點間之聯繫若健全，將可使遊客不需藉由行車而可至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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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景點，以改善整體休閒遊憩空間。
5.可結合社區特色發展路標及路燈設計：未來整體觀光休閒發展上，必須建
立整體性的規劃，藉由各地方景點的設計推展茄萣鄉特色，並藉由路標與路燈加
強宣傳，提升體環境意象及視覺上的整體性與美觀性，並使茄萣鄉在夜間照明部
分亦可有所增加，使遊客更了解茄萣鄉特色，並可配合活動建立相關宣傳，已達
到整體規劃之效果。
6.可改善社區穿越省道台 17 線至海濱的可及性：由於未來鄉公所將爭取經
費以改善海堤上之設施，增加民眾前往觀海之意願，因此必須增加穿越省道台
17 線之可及性與安全性。
(三) 觀光發展
1.結合興達港情人碼頭發展休閒觀光：由於縣政府目前積極開發興達港情人
碼頭，因此未來此處可望引進遊客，往北之黃金海岸地帶亦有許多遊客前往，若
可結合整體連線發展，將可發揮帶狀遊憩帶之功能，有別於其他地方休閒觀光機
能，加以茄萣鄉內各景點的規劃，則擁有觀光發展之潛能。
2.增加文化產業發展，結合觀光產業增加工作機會：發展地方性觀光需要注
意地方文化特色，結合各項文化相關產業之發揮，將茄萣鄉的發展成為結合相關
文化產業的休閒觀光之產業，加上未來若與地方加工業、休閒遊憩相結合，將可
帶動地方工作機會與經濟發展。
3.增加觀光景點與套裝旅遊路線：發展觀光不可只有依靠情人碼頭，若可以
在茄萣鄉內增加許多地方景點之發展，將可有效將遊客吸引至此，因此縣政府目
前也在規劃茄萣鄉仁愛路口處之空地，未來期望可成為濕地公園，增加地方景
點，加上現有茄萣鄉已成型的景點之管哩，將有發展成為套裝旅遊路線。
4.集中商業鬧區於市中心：為帶動地方消費，可以使遊客進行休閒觀光之
虞，亦可前往商業鬧區進行消費，目前茄萣鄉主要人口集中處為仁愛路兩大停車
場之間，若將此路線之店家加以結合或有適當管理，並投資開創適當的相關產業
發展，將可促進遊客至集中商業區之便利性，有利於地方消費行為。
5.穩定現有觀光魚市持續發展：目前大發路上之觀光魚市長達一兩百公尺，
每逢假日皆有眾多遊客至此消費，但是此處卻有發展危機，漁業課劉課長鳳琴
(2006)表示，目前大發路上的觀光魚市是一違法的市場，規劃上是一條道路，不
是觀光魚市，但是由於已經存在很久，觀光客習慣至此購買，一旦有人檢舉，縣
政府就會進行強制拆除，但是過一陣子又恢復成過去的觀光魚市，未來中央應該
將其合法化，帶動地方發展，過去曾經試圖將此觀光魚市移轉到其他市場，但由
於客源習慣至目前的位置，因此無法換到他處，該地方在假日往往出現許多觀光
客。
6.可建立親水公園等設施：向高雄縣政府積極爭取二仁溪的污染控制，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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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鄉鎮的河川或是溪流進行親水設施的建立，宜蘭縣冬山河親水公園即為一親
水公園成功案例，每逢假日皆吸引人潮聚集，唯此一建設需由縣政府積極推動，
若由鄉公所或是地方居民提出相關興建方案則容易有經費上與執行上的阻礙。
(四) 其他相關建設計畫
可將茄萣鄉中沒有使用的閒置空地利用都市計畫，將該土地做土地變更及整
體規劃，將茄萣鄉內可以利用的閒置空間做明顯且整體性的規劃。
漁業署(2004)曾表示，漁業署現行推動漁村新風貌計畫係採由下而上自主提
案方式，由地方社區發展協會、漁會、相關人民團體、鄉鎮公所等，就在地需求
向各地縣市政府提出，由當地縣市政府邀集學者專家就該地區漁村整體發展及各
地提案進行初審，再報漁業署辦理複審後核定計畫辦理，在執行推動漁村建設計
畫方面，係採推動漁村社區總體營造為主軸，過去 5 年來高雄縣政府除興達港規
劃建設情人碼頭、漁業動力館等建設外，未曾向漁業署提出茄萣鄉漁村社區總體
營造相關計畫。

二、 漁村社區轉型人文活動之策略
如要發展整體漁村轉型，需要對整個茄萣鄉進行整體規劃，融入永續發展、
生態意識、環境教育、促進人與自然互動等各種議題，除了硬體建設之外，相關
活動與地方人文觀念亦須有相關配套策略，在人文觀念面向，將以社會與社區兩
種面向進行探討。其策略說明如下：
(一) 社會安定
1.結合地方團體推動茄萣鄉相關活動與建設：為增加地方意識，可以結合地
方團體推動相關活動與地方建設，藉由活動增加團體內部與各團體間之共識，以
帶動地方社區總體營造的發展機制。
2.結合中小學推動茄萣鄉相關活動與建設：結合地方中小學，並設立地方上
的社會教育體制，作全面性的觀念宣導，以上課方式及生活體驗方式進行對鄉土
文化的了解，並融入現代觀及世界觀等理念，以利於轉型時的觀念推行
3.推行鄉土教育，使民眾認同茄萣鄉的文化：發掘屬於茄萣鄉的地方文化特
色，目前民眾所認知的茄萣鄉特色雖然眾多，包含興達港、觀光魚市、情人碼頭、
海邊海景、烏魚季、漁業、烏魚子、廟宇文化、慶典、漁船、魚產加工業、魚丸、
魚翅、沿海捕撈、魚塭養殖、海洋資源運用推廣、廟宇多、漁鄉風情、王船祭、
郭常喜刀劍館，但是對於整體的鄉土文化上卻不足，為增加地方認同感，未來應
該朝向推展地方鄉土文化與教育。
4.推廣茄萣鄉特有文化，增加鄉民認同感與地方凝聚力：文化策略應具有全
縣性或全鄉性共識，文化發展策略需要兼具理論與實務，除了加強文化研究工
作，也重視文化產業、文化行銷與國際市場的開發，具有深入廣博的視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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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業務為縣政府重要籌碼，文化計畫中利用民眾參與及顧問機制，確立撥款的
公平性與機動彈性，加強重大文化活動場所的重視及重要文化資產的清查建檔工
作，對於未來地方文化環境的營造，具有重要意義。
5.增加銀髮族休閒生活空間，提升生活舒適度：目前社區老人生活空間普遍
集中在道路旁、廟宇前的廣場、或海堤上之休閒空間，以整體的舒適度而言較為
不足，可增加舒適之生活空間，提升生活環境之品質。
(二) 社區營造
1.兼顧地方派系間共同利益：由中立單位或團體進行各地方派系之協調，使
地方行政單位與民間團體可以茄萣鄉發展為主要依歸，減低因地方派系而影響地
方建設之窘境，並積極使各團體合作推動建設或地方活動，並藉此凝聚地方社區
共識，以力推動地方建設。
2.結合茄萣鄉各廟宇活動，不定時舉辦地方活動：漁村提供獨特的機會與條
件，讓遊客可經由休閒漁業與海接觸，並接觸漁業的發展、環境及歷史背景，使
漁業、產業與人文方面產生連結，可邀請遊客思考、探索及更深入了解茄萣鄉漁
業的重要性與特別性，增加遊客對於該地保護的熱忱，提供多樣且經整體設計的
參觀經驗，帶給遊客更多的體驗機會與遊憩方式，並藉由社區活動與歷史文化的
互動，發展茄萣鄉各社區的觀光，使遊客體驗整體性且多樣性的遊憩方式，而此
種方式也是有別於一般休閒漁業的制式化。另外亦可增加紀念性主題，以及各種
季節性主題的活動，皆可在不同的時段與季節吸引遊客到訪，再結合地方廟宇文
化等相關活動，聯成整體地方廟宇文化之發展與推廣。
3.加強社區營造觀念，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宣導教育：利用社區總體營造之觀
念建設新故鄉，改變地方居民對於現有環境之觀感，以屏東縣和興社區為例，其
地方社區發展並非以經濟發展為主，而是以改善和興社區本身的生活品質為考
量，再以屏東縣新埤鄉建功社區為例，社區中結合生態工法與社區總體營造的觀
念，建立親水公園，不僅為地方建立一個生態、溼地等各層面的景點，亦改善當
地環境的美觀，由於建造過程中採用點工購料的方式運作，因此不僅擁有較好的
施工品質，也增加社區居民對於地方的認同感，因此茄萣鄉如引進社區總體營造
之觀念，由地方居民利用自己的力量建立屬於自己的故鄉特色與願景，將增加更
多對故鄉的歸屬感與認同感。
4.培養地方組織策劃能力，爭取地方相關建設之發展：可請專家學者輔導推
展社區營造之觀念與策劃能力，藉由使茄萣鄉中各社區發展協會與地方性組織之
策劃能力提昇，使其對地方建設提出各種方案，以落實社區總體營造由下而上之
主體，並可增加地方凝聚力，共同為茄萣鄉努力。
5.加強社區參與的管道與機會：為有效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使民眾積極參與
地方活動或組織，將有助於推動社區營造之工作，並且凝聚地方共識，了解茄萣
鄉未來發展，由茄萣鄉民自行打造自己故鄉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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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善用地方建設經費，規劃整體相關建設：由於地方建設經費不足，所以導
致鄉內各項建設不完善，除鄉公所積極向縣政府或是中鄉政府爭取經費之外，亦
可使漁村社區之各民間團體提出各項活動與相關建設計畫之申請，健全地方建
設。
7.舉辦觀摩其他鄉鎮社區發展成功之案例學習：可藉由觀摩其他社區之營造
工作，了解並學期其工作過程與精神，攫取適合之方式，引進茄萣鄉發展，有助
於社區營造工作之完成。
(三) 其他相關人文推動策略
在教育方面，必須偏重於職業訓練的方向，而非正統的教育，使民眾在教育
過程中認同社區轉型的必要以及社區參與的重要性，進而促使當地民眾直接參與
茄萣鄉內部的改善工作。
非正規學習形式，是社區學習的特色，可由鄉公所規劃一系列的社區終身學
習方案，或由外聘專家設計一系列規劃學習之課程，使民眾了解茄萣鄉未來發展
願景、茄萣鄉特色、茄萣鄉整體地方建設之內容，並協助鄉公所或是各地方團體
推動地方事務。
社區學院(community college)是美國極具特色的教育制度，同時橫跨正規與
非正規教育領域，不僅提供次於大學學士的副學位文憑，對於職業技術、繼續教
育、補救教育與社區教育也都有重要功能，其存在有兩項重要的目的，一為提供
多元的職業訓練，二為落實轉學政策，做為高等教育轉接站。
社區大學雖名為「大學」，卻與國內外一般大學的性質不相同，增加人文的
關懷，也以培養現代公民為主軸，著重課程與生活經驗的緊密結合，以走出一般
大學的缺少與社區互動關係之象牙塔式的學術風格，廣納社會資源為師資來源，
設立學習目標，以增強學員的學習動機。
好的社區大學可以提高社區的共識與凝聚力，由於民間的積極推動設立社區
大學目的，是要創造一個新的學習型態，建立一個屬於平民大眾的教育場所，迎
向公民社會的來臨。其主要功能要以能活化社區，解放社會力，培育公民參與社
會事務的能力為主，而非學術菁英教育，它是一個著重通識性能力培育，而非僅
是扮演多一個職業技能訓練場所，它更著重公共議題探討與社會生活緊密連結，
尤其在網際網路帶來虛擬化的人際關係，與人間的疏離，因此可以藉由此形式，
將地方營造或茄萣鄉社會議題導正之觀念引進，改善茄萣鄉內部人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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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茄萣鄉漁村社區轉型設施推估與策略研擬

經濟成長

增加種苗放流等栽培漁業，增加漁業資源
規劃整體養殖範圍，提供休閒養殖及體驗式發展
穩定漁獲量，維持當地加工業發展
引進各項適合茄萣鄉之休閒漁業發展
發展漁村轉型以增加茄萣鄉就業機會，促使年輕人口回流擁
加強漁村轉型各行業之輔導方案

環境品質

實質建設面

注重地方環境衛生，解決街道垃圾散亂問題
加強地方綠美化，規劃整體綠美化之據點
選取種植各社區之代表性花草樹木，增加社區形象
推動鄉民進行各地方行道樹種植之認養，以便進行管理維護
改善二仁溪與鄉內大排水溝之污染情形
改善人行道空間，串聯各景點
結合社區特色發展路標及路燈設計
改善社區穿越省道台 17 線至海濱的可及性

觀光發展

結合興達港情人碼頭發展，將茄萣鄉發展以休閒觀光為主
增加文化產業發展，結合觀光產業增加工作機會
增加觀光景點與套裝旅遊路線
集中商業鬧區於市中心
穩定現有觀光魚市持續發展
增加親水設施，強調以「綠」與「水」為主的休閒環境

社會安定
社區營造

人文活動面

結合地方團體推動茄萣鄉相關活動與建設
結合中小學推動茄萣鄉相關活動與建設
推行鄉土教育，使民眾認同茄萣鄉的文化
推廣茄萣鄉特有文化，增加鄉民認同感與地方凝聚力
增加銀髮族休閒生活空間，提升生活舒適度
兼顧地方派系間共同利益，凝聚地方社區共識
結合茄萣鄉各廟宇活動，增加社區共識並不定時舉辦活動
加強社區營造觀念，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宣導教育
培訓地方組織策劃能力，爭取地方相關建設之發展
加強社區參與的管道與機會
善用地方建設經費，規劃整體相關建設
舉辦觀摩其他鄉鎮社區發展成功之案例學習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92

三、 茄萣鄉休閒觀光發展策略分析
一般增加地方意象多是結合視覺效果為主，茄萣鄉的發展上，可以利用獨特
烏魚相關的漁業發展進行美食推廣，增加味覺意象之宣導。
發展觀光休閒時，接駁公車亦需要有所增加，可於特定時間或特定活動時增
加大眾交通工具之運輸，以減少車輛進出主要活動地點，並增加行人之便利，提
倡搭乘交通工具，使遊客可以經由搭乘便利的交通工具進入茄萣鄉之主要鬧區
中，以疏導過多之車潮。為避免大量車潮都在離最近的景點附近停車，因此利用
配套措施，使旅客將車輛停放在遠處，步行進入鬧區中，進行觀光之旅，再進行
現有道路系統之改善，如增設行人步道，改善行人步行空間，並增加生態旅遊之
觀念，健全茄萣鄉觀光休閒之發展。
李忠益(1999)的研究曾指出，自然生態的保存有兩個原則：一是設法維持基
本的生態系統平衡，即是使自然和社會的生態複合體之結構與功能處於良性的動
態平衡。二是對於生物資源進行合理的利用。
蔡玫玫(2003)的研究曾指出，Ecotourism 最初出現於 1965 年，當時學者
Hetzer 呼籲文化、教育及旅遊業者，重新再思考遊憩的意義，並提出生態性旅遊
(Ecological tourism 或 Ecotourism)。國際生態旅遊協會(The Ecotourism Society)
曾在 1991 年對生態旅遊下一個簡要的定義：
「生態旅遊是一種到自然地區的責任
旅遊，他可以促進環境保育，並維護當地人民的生活福祉。」國際自然保育聯盟
(IUCN)在 1996 年進一步闡釋生態旅遊為：「具有環境責任的旅遊型態，旅行到
相當原野的自然地區，目的是享受和欣賞大自然以及連帶的文化現象，包括過去
和現存的。此種旅遊衝擊性低，可促進保育，並且提供當地人積極分享社會和經
濟的利益。」
進年來的休閒遊憩品質逐漸提昇，過去以工業發展為主體的環境皆難以發展
休閒遊憩，而地方上的工業引進亦逐漸被排斥，如濱南工業區即遭受當地居民反
對，可看出居民接受生態旅遊的觀點，但經營生態旅遊的方式不可與普遍的經營
旅遊方式一樣，出發點不盡相同，唯有取其優點結合茄萣鄉發展，方為成功之道。
改善生活環境並朝向觀光服務業發展，此理念乃來自於民眾自我依存
(self-reliance)的觀念，使民眾可以從過去的漁業發展成未來的觀光服務業體制，
使當地民眾的經濟來源有所增加並轉變，並朝向永續發展的方向去運作，但是在
規劃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要對未來的發展總量進行一定範圍的限定，不可過度開
發，致使提昇優質生活環境的宗旨有所改變，而改變整體的發展，因此必須要在
初步規劃階段即完成成長管理的規劃。
茄萣鄉的優質生活環境如果可以往上提昇，亦可分散台南市區的過多人口，
進而帶動當地人口的增加，以增加產值。在執行力方面，鄉公所的執行力較為重
要，首先必須要了解執行活動的人員有哪些，增加其工作效能，並落實政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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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效率。
觀光為全面性的產業，不可只侷限在社區內部，甚至要包含到海邊及興達港
情人碼頭，以及鄰近的鄉、台南市或是社區，如朝向觀光發展，人文氣息的提升
將非常重要，在產業發展上，則必須增加體驗型、學習式的產業活動，使民眾更
加的了解當地產業特色，擁有個人風采的產品，並可在學習製作過程中進行消費
行為，進而帶動當地產業的提昇，該形式的進行非在於物品本身的便宜或是貴
重，而是著重在學習與體驗的過程。
謝婷慧(2004)的研究曾指出，行政院於 2002 年八月宣示「挑戰 2008 國家發
展重點計畫」中「觀光客倍增計畫」全面展開，政府欲在六年間讓觀光客倍數成
長，在 2008 年達成五百萬人次的目標，期待觀光事業發展，有助帶動台灣城鄉
均衡發展和提升生活品質。
李來圓(1998)針對福隆漁村居民對海域遊憩開發的態度之研究一文中顯
示，漁村居民(89.7%)絕大多數贊成海域遊憩開發，如果朝海域遊憩發展居民認
為可能帶來的正面影響有「就業機會增加」
、
「公共設施會改善(道路、交通等)」、
「公共設施會增加(停車場、旅遊服務中心等)」而帶來的負面衝擊，則以會「帶
來垃圾污染」最為嚴重，其次為「地方交通會更擁擠」，第三為「會使本地區犯
罪案件增加」。
茄萣鄉婦聯會邱總幹事(2005)認為，茄萣鄉未來的發展如果可以朝向整體觀
光的方向是很好的，可以帶動地方經濟、商業等各項相關的發展，如果可以與興
達港的發展相互配合，再加上其他相關設施的興建，此地方的觀光依舊很有潛
力，由於茄萣鄉是連接台南市與高雄縣的一個重要的交通轉接點，如果可以在主
要的濱海公路路段進行適當的規劃與設計，將可引進相當程度的觀光休閒人潮，
進而改變茄萣鄉曾經賴以維生但卻沒落的漁業發展，只是需要有鄉公所及地方民
眾的支持與參與，如果可以有完善的規劃也是大有可為。
要發展觀光之前，必須要先找出茄萣鄉的特色，並做完善的規劃，否則現有
的茄萣鄉中，並沒有特殊要呈現的特色，各村之間亦沒有明顯的區別，主要都是
以一條街道為分隔，針對茄萣鄉本身的特色而言，並不容易尋找，亦有鄉民表示，
因為茄萣鄉與其他許多沿海漁村一樣，並無特殊特色，因此在尋找建立特色時，
往往也都與其他漁村相似，但茄萣鄉與其他漁村不同的關鍵就在於鄰近興達港情
人碼頭、漁業的特色與地方的人文歷史，也就是烏魚及廟宇，過去茄萣鄉的烏魚
在台灣亦頗有名氣，如果可以整體的規劃與設計，或許可以將此特色有所發揮，
並以此為出發點進行許多結合，因此過去有所謂的烏魚季吸引部分休閒人潮，未
來亦可以此特色為輔助，興建各種建築物，加強觀光發展的結合，既有的建築物
亦可以經由部分建設計畫的經費，做整體的設計與施工。
以茄萣鄉本身的建設而言，如果願意做且有完整的規劃方案往往都可以成
形，所以過去主要是因為當地負責建設的人員沒有構想及意願，所以才會沒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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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建設，否則如果施行完整的規劃，再配合興達港情人碼頭的發展，未來的漁村
轉型中含有觀光業之一日遊、兩日遊等規劃將大有可為。
(一) 休閒觀光發展策略
設立大型休閒公園為遊憩觀光主體：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認為，目前正
在爭取規劃費，未來將請規劃公司進行規劃，規劃完成後將持續爭取經費進行工
程發包，該地方為結合體育與公園性質之體育公園，未來發展上將結合地方特色。
利用閒置空間建立遊客服務中心：由於若茄萣鄉轉型發展觀光休閒，地方上
則需要遊客服務中心之規劃，此部分並非一定要興建新的建築物，可於閒置空間
再利用，或是結合現有建築物內部之運作，增加遊客服務中心之功能。
維持當地紅樹林等生態遊憩：漁業課劉課長鳳琴(2006)認為，目前茄萣鄉內
的紅樹林生態主要在茄萣橋下，興達國民小學旁，目前縣政府的生態保育科有進
行維護，此部分屬於興達港區，港區的管理權是由縣政府的農業局派人維護。由
於目前沒有明顯規劃與特定的維護機制，因此該處目前較少人前往。
增加現有漁村文物館(茄萣國中)功能：漁業課劉課長鳳琴(2006)認為，現有
漁村文物館為茄萣國中自行蒐集而成，當有活動時會配合鄉公所開放給觀光客參
觀，一般時間並不會開放給觀光客，只作學生的簡易教學使用，為小型展示空間，
就保存立場而言，未來發展上應該要與情人碼頭漁業動力文物館結合，但是動力
文物館目前也沒有完全開放，目前採委外管理，有舉辦活動才開放民眾觀光。
設立富有茄萣鄉特色的體驗式地方文物館：可選定空地重新建立新的建築
物，亦可結合茄萣國中內漁村文物館，進行文物館活化的機制，建築設計上以當
地選定之特色為主，以呈現整體茄萣鄉漁村特色，內部擺設上需有漁村風格，不
同於其他文物館，並擁有漁村文化之展示，加上時而變換的主題館，以增加整體
的活用。亦可建立地方產業交流中心，利用現有當地的老舊建築物，加以維護之
後，整頓成新的構造，不僅可增加社區中對於老舊建築物的新認知與當地人文氣
息，並可解決老舊或是廢棄之建築物的存廢問題，進行整體規劃之後，去除掉不
堪使用建築物，保留部份現有建築物，並將空出來之建築空地規劃其他用途。
建全茄萣鄉濱海遊樂區之管理機制：由於該遊樂區目前缺乏完善管理，因此
內部設施破舊，若加以有效整理與管制，將會使該景點恢復風貌，亦可將閒置空
間有效的利用於整體發展，目前外圍圍牆已經發包進行修補維修工程，未來可結
合情人碼頭、茄萣鄉內部與黃金海岸之動線，以形成帶狀觀光遊憩區。
濱海公路為南北交通主要脈絡，增加東西向主要聯外之交通：由於茄萣鄉主
要對外交通皆由濱海公路為主，從民國 94 年國慶煙火施放可發現，當人潮聚集
時不僅容易造成塞車，亦因只有一主要對外道路，因此造成交通癱瘓，目前已著
手規劃莒光路打通工程，打通完工後，可望改善交通擁擠之問題，將有助於茄萣
鄉漁村轉型，未來亦可增加東西向聯外道路，使整體交通網路可以更加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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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立更多停車場於社區附近以因應觀光發展：為有效引進人潮，要有廣大的
停車場來容納觀光客車輛，可規劃現有停車場空間，或是建立新的停車場以滿足
停車問題，並管制路邊停車，此為限制車潮以提昇遊憩品質的方法，可於主要市
區外建立收費停車場，再使遊客步行進入內部各相鄰景點，唯需要建立完善接駁
車系統，以及相關行人或自行車路線，以健全遊客至各觀光休閒景點之便利性。
增加茄萣鄉公共藝術品，強化茄萣鄉特色：可以突顯進入茄萣鄉路口之入口
意象或是於茄萣鄉各定點設計公共藝術品，藉由部分形象藝術的建立，將可增加
傳遞茄萣鄉特色的機會，因此在確立茄萣鄉特色後，可以建立更具有茄萣鄉漁村
特色之標誌。
強化烏魚季活動，帶動整體發展：使民間團體意識增加，積極參與地方建設，
而非只有舉辦小型地方活動，減緩地方派系衝突，加強各組織合辦活動之機會，
或可連結各小型活動，成為一獨特活動，另外亦結合擴大舉辦烏魚季等大型活
動，已可發展成為長期活動，以引進觀光人口，推出屬於茄萣鄉之活動產業，藉
由地方活動辦理引進遊憩觀光人潮，而行銷活動的推動，也將有助於提高漁民的
經營意願。
利用電視媒體、網路、報章雜誌推動行銷：觀光休閒產業之推行，必須著重
於行銷功能，配合活動推展地方行銷，建立茄萣鄉品牌，並輔導漁會、產銷班開
發地區特產加工，結合新社區風貌，推廣觀光事業之發展，改善過去沿海鄉鎮往
往只有經費補助，沒有輔導方案之窘境，使地方社區擁有自給自足之能力。在有
特色的產品部份，可以生產一定數量的手工藝品，不可大量，一來可以減少物品
的重複性，藉以提高消費者購買的意願，二來可以提高產品價錢，並適時的推出
新的產品，增加消費者對於該地方的新鮮感，藉此形成消費者對於該地區旅遊的
習慣，在產品方面，物品的製作與創作是其次的問題，產銷的管道與方式才是行
銷真正需要處理的問題。
(二) 其他相關發展策略
建立地方特色商品：台灣產銷的方式普遍與國外許多著名的景點不同，國外
大多採用當地人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該產品擁有其當地文化與特色，因此可以
吸引許多遊客到該景點觀光消費，而非處處都可以得到該物品，確定茄萣鄉的特
色後，由地方社區推動各種相關物品，相關物品如果也只侷限在茄萣鄉本身的販
賣，對於該地方的銷售量與經濟價值也會有所提昇。
可規劃人工養灘的海岸遊憩區：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認為，由於天然環
境如颱風等問題，因此對於海灘將會產生衝擊，因此茄萣鄉冬季與夏季的海岸線
有明顯不同，冬季會有小沙灘，但是夏天缺乏沙灘，因此若要進行海灘遊憩將會
有安全與空間等限制，目前部份離岸堤之建設約為十年前建立，設立離岸堤目的
為保護海岸，減少海浪直接對沿岸之衝擊，欲保護茄萣鄉民生命財產之安全，因
此目前並沒有人工養灘之構想。

96

國立中山大學許榮中教授(2005)認為，目前茄萣海岸已經有部分的離岸堤，
但由於該區段與離岸堤建造的關係，因此沙灘較小，主要目的為希望經由離岸堤
使其自然淤積沙灘，藉此保護當地海岸，但因現有之區段所形成的海岸將會是較
小的海灘線，因此不適合做休閒遊憩用，因需要顧及颱風等海面氣象因素，但在
二仁溪以北的黃金海岸區段已經有足夠的沙灘空間，因此可以作為遊憩使用，然
而，茄萣鄉沿岸並非不可做離岸堤並形成沙灘以供休閒遊憩使用，主要乃因為缺
乏足夠經費，海岸的離岸堤往往都是因為沒有經費而無法施工，如經費充足，可
規劃該區段的海岸線做適當的人工養灘，另外養灘部分的沙源主要有兩種方式，
一種是抽取海中的沙進入養灘地點，一種是向國外或其他地方買進沙灘所用之
沙，就現實考量而言，為避免龐大經費支出，可以考量陸上公共工程挖除之沙子，
選取部份可用之沙作為使用。離岸堤的興建需要考量消波塊數量、價錢以及當地
居民認同程度與否，在離興達港近端的地方做另一種休閒遊憩之規劃，則將有助
於當地的發展，但需要注意離岸堤興建後，雖淤積沙灘，但是否造成其他地段的
侵蝕，另外亦須配合二仁溪整治，否則水質污濁，將無法有效的引進足夠人口在
該沙灘進行休閒遊憩，可引進國外離岸堤之建設，於該地進行規劃設計，形成完
美弧線之沙灘，則將有助於該地沙灘特色之形成，更有助於茄萣鄉漁村轉型之整
體規劃之發展。
可設計 CIS(識別系統)：可由選定的茄萣鄉特色加以設計，建立識別系統，
並將此一系統標誌印至於衣服、帽子、袋子、背包、路標、指標等各項相關物品
上，以增加茄萣鄉整體意象的提升。
可增加解說牌：於各景點設計解說牌，增加發展的整體性與完整性。

第四節

小結

藉由第三章了解茄萣鄉各項地方資源與現況後，於本章提出未來發展的相關
假設，試圖藉由這些假設改變茄萣鄉未來發展，若要有效帶動此地方發展，首重
生活環境與經濟之改善，因此提出休閒旅遊之議題進行探討，由於縣政府積極開
發情人碼頭，將可有效帶動鄰近地方之發展，往北有台南市黃金海岸，因此茄萣
鄉未來若可有所規劃，將可與此二處連成一帶狀遊憩帶，帶動整體觀光休閒發展。
綜言之，本章由社區總體營造之相關理念，進行地方發展之推動，在茄萣鄉
可從經濟成長、環境品質、社會安定、觀光發展及社區營造等五個部份提出各項
相關發展假設，並提出 12 項觀光發展主體之相關發展議題，期望藉此使茄萣鄉
整體轉型，使茄萣鄉朝向休閒觀光發展。

97

漁村社區轉型策略研究之探討—以高雄縣茄萣鄉為例

茄萣鄉漁村轉型發展休閒觀光之實施步驟
確立地方領導者及鄉民之理念

探討並確定茄萣鄉特色，確認茄萣鄉未來發展方向

推行人文觀念之相關理念，持續輔導各行業轉型之培訓

短期工程：大排水溝之疏濬工程及現有景點之健全管理與維護
改善地方交通問題
舉辦各項茄萣鄉相關活動，改善烏魚季活動以吸引人潮

協調地方派系問題，促進地方整體發展

結合情人碼頭發展推行整體觀光
建立行銷網推出旅遊方案
中期工程：運動公園、濕地公園之規劃完工

修正改進各觀光、體驗式景點的營運方式，增加新景點

長期工程：完成海堤整建工程，建立海濱休閒遊憩

完成茄萣鄉漁村社區轉型成休閒觀光

圖 4-1

茄萣鄉漁村轉型發展休閒觀光之實施步驟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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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萣公三公園
漁村文物館
運動公園

海濱休閒遊憩
茄萣鄉市區主要市集
大排水溝疏濬工程
體驗式休閒養殖
海濱休閒遊憩
規劃濕地公園

興達港情人碼頭

茄萣濱海遊樂區
紅樹林生態復育

興達觀光魚市

圖 4-2

茄萣鄉漁村轉型發展休閒觀光之願景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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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茄萣鄉轉型意見調查

漁村社區轉型需要各方面硬體與軟體的配合，因此發展茄萣鄉休閒觀光時，
亦須重視各項硬體與軟體之建設。由於地方主要推動建設之相關機關為茄萣鄉公
所，是故鄉公所對於未來發展之意見將會直接影響到策略之可行性；另一方面，
民眾對於各項建設之態度，也會直接影響鄉公所執行的方向。經由訪談發現，茄
萣鄉公所已經開始進行規劃各項環境提升方案，各單點建設管理方向尚稱明確，
未來可望配合相關景點進行整體發展。惟對於民眾之意見不甚清楚，未來發展恐
有供給不符合實際需求之慮。因此本章藉由問卷方式，以深入了解民眾意見，作
為規劃對策之依據。

第一節 問卷施測與初步資料分析
一、 施測目的與方法
本研究設計問卷前，即先對茄萣鄉進行大致上的了解，藉由瞭解與構思進而
設計問卷架構，再與指導教授討論數次問卷內容，並於問卷施測前，先請相關領
域之教授與學者給予建議並修正，並於問卷施測時先進行約 50 份問卷之試測，
修正問卷內容是否有不當之題目，再繼續進行施測，總計發出問卷 352 份，回收
323 份，其中無效問卷 14 份，有效問卷 309 份。此問卷施測方式採方便取樣方
式與滾雪球方式同步進行，對於當地民眾及各機關單位進行問卷施測，對象以地
方鄉民各年齡層為主。
此問卷用意在於了解民眾對於問卷內容之態度，了解茄萣鄉目前整體發展問
題與未來趨勢，並將問卷整理，作為提出各項方案之依據，且提供茄萣鄉公所未
來施政參考資料，並藉由問卷施測之內容，提供民眾對於茄萣鄉整體發展之概
念，以期望對於當地舊有社區營造概念之轉變，使茄萣鄉進而了解社區營造之真
諦，並發揮社區營造之功能，另外亦經由訪談的方式，了解鄉公所等實際運作當
地建設人員之想法，統整民眾與建設單位之意見，配合茄萣鄉公所與興達港漁會
共同建設茄萣鄉。
問卷內容以 SPSS 與 EXCEL 軟體進行統計工作，利用預試資料進行項目分
析，檢定預試內容應刪除何題目，再進行大量施測，進行資料分析，以描述統計
之方式敘述問卷內容之涵義，了解民眾對於各題目之認同程度，以達到問卷施測
之意義，並與基層公務人員之態度進行相關比較，了解較易接觸地方建設之公務
人員與民眾之意見，整理資料之後，提出整體茄萣鄉未來發展之策略，以促進茄
萣鄉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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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施測對象基本資料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性別部份，男性共 144 人，共佔 46.7%，
女性共 165 人，共佔 53.3%。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年齡部份，20 歲以下者共 26 人，共佔
8.4%，21~30 歲者共 61 人，共佔 19.8%，31~40 歲者共 89 人，共佔 28.9%，41~50
歲者共 89 人，共佔 28.9%，51~60 歲者共 33 人，共佔 10.7%，61 歲以上者共 11
人，共佔 3.3%。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居住村落部分，居住在崎漏村者共 56 人，
共佔 17.9%，居住在吉定村者共 17 人，共佔 5.5%，居住在光定村者共 3 人，共
佔 1.0%，居住在大定村者共 21 人，共佔 6.8%，居住在保定村者共 51 人，共佔
16.6%，居住在嘉定村者共 31 人，共佔 10.0%，居住在和協村者共 13 人，共約
4.3%，居住在嘉福村者共 10 人，共佔 3.2%，居住在嘉泰村者共 4 人，共佔 1.3%，
居住在嘉樂村者共 23 人，共佔 7.5%，居住在嘉安村者共 21 人，共佔 6.8%，居
住在嘉賜村者共 26 人，共佔 8.4%，居住在白雲村者共 14 人，共佔 4.6%，居住
在萬福村者共 11 人，共佔 3.6%，居住在福德村者共 8 人，共佔 2.5%。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教育程度部份，學歷研究所以上者共 9 人，
共佔 2.6%，學歷大專(大學)者共 117 人，共佔 38.0%，學歷高中者共 114 人，共
佔 37.0%，學歷國(初)中者共 54 人，共佔 17.6%，學歷小學以下者共 14 人，共
佔 4.8%。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居住時間部份，居住 31 年以上者共 147
人，共佔 47.5%，居住 21~30 年者共 59 人，共佔 19.1%，居住 11~20 年者共 61
人，共佔 19.8%，居住 6~10 年者共 15 人，共佔 4.9%，居住 1 年以下者共 4 人，
共佔 1.2%。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職業部分，無職業者共 21 人，共佔 6.5%，
職業為其他者共 80 人，包含餐飲服務業、金融業、電子、家管、製造業、美髮、
自由業、助理，共佔 26.0%，職業為學生者共 29 人，共佔 9.4%，職業為教職者
共 7 人，共佔 2.3%，職業為公職者共 47 人，共佔 15.3%，職業為軍人者共 2 人，
共佔 0.6%，職業為商業者共 57 人，共佔 18.5%，職業為工業者共 48 人，共佔
15.6%，職業為農耕者共 3 人，共佔 1.0%，職業為漁業者共 14 人，共佔 4.8%。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參加社團部份，有參加社團等地方組織者
為 44 人，共佔 14.0%，無參加社團等地方組織者共 265 人，共佔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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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初步資料分析
(一) 茄萣鄉發展概況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茄萣鄉的特色部份，一般民眾所認知的特
色多為一般漁村特色，比較難有完全屬於茄萣鄉之特色，在茄萣鄉擁有特色的認
知上，6.8%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25.9%的民眾表示同意，54.3%的民眾表示普通，
9.1%的民眾表示不同意，3.9%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茄萣鄉基礎建設充足的部份，如公園綠
地、圖書館、運動場等，3.8%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10.8%的民眾表示同意，41.2%
的民眾表示普通，27.3%的民眾表示不同意，16.9%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地方經費往往是影響地方建設與整體發展的
主因，在對於茄萣鄉各項建設經費充足的部份，4.5%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14.3%
的民眾表示同意，38.9%的民眾表示普通，30.6%的民眾表示不同意，11.7%的民
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整體生活品質高的部份，0.9%的民眾表示
非常同意，8.5%的民眾表示同意，40.2%的民眾表示普通，35.7%的民眾表示不同
意，14.7%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茄萣鄉公所近五年內有許多發展計畫的部
份，2.2%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19.2%的民眾表示同意，33.1%的民眾表示普通，
29.5%的民眾表示不同意，16.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茄萣鄉中邀請義工進行各項社區環境維護
工作的部份，8.7%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33.8%的民眾表示同意，34.7%的民眾表
示普通，15.9%的民眾表示不同意，6.9%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茄萣鄉因工作機會少，使年輕人口外流的
部份，34.4%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2.5%的民眾表示同意，15.3%的民眾表示普
通，6.1%的民眾表示不同意，1.7%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大部分人口外出工作仍居住在茄萣鄉的部
份，10.7%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4.1%的民眾表示同意，31.2%的民眾表示普通，
12.3%的民眾表示不同意，1.7%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您認為茄萣鄉整體發展應該轉型的部份，
27.9%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53.5%的民眾表示同意，14.7%的民眾表示普通，3.5%
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4%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您認為茄萣鄉漁業已經沒落的部份，28.2%
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4.8%的民眾表示同意，19.8%的民眾表示普通，5.2%的民
眾表示不同意，2.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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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茄萣鄉有發展休閒觀光娛樂漁業前景的部
份，22.0%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9.7%的民眾表示同意，19.5%的民眾表示普通，
6.2%的民眾表示不同意，2.6%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社區總體營造相關計畫與經費補助等資訊
充足的部份，4.2%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19.1%的民眾表示同意，30.5%的民眾表
示普通，31.9%的民眾表示不同意，14.3%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您對茄萣鄉發展仍有信心的部份，10.3%
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28.9%的民眾表示同意，44.5%的民眾表示普通，10.7%的
民眾表示不同意，5.6%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在茄萣鄉擁有特色的部份，從問卷結果顯示，約有五成民眾表示沒有特別看
法，僅有三成民眾認為有特色，一般民眾對於茄萣鄉特色多無明顯了解，另外部
份民眾對於地方特色的認知則呈多樣化，包含興達港、觀光魚市、情人碼頭、海
邊海景、烏魚季、漁業、烏魚子、廟宇文化、慶典、漁船、魚產加工業、魚丸、
魚翅、沿海捕撈、魚塭養殖、海洋資源運用推廣、漁鄉風情、王船祭、郭常喜刀
劍館等。
在地方建設部份，約有一半民眾表示地方基礎建設不足，此與研究員現地調
查結果相符，當地現有地方建設不足，現有休閒遊憩空間不完善，未來必須適當
的提升當地基礎建設。
在地方建設經費部份，約有四成的民眾認為地方建設經費不足，約有四成的
民眾表示沒有特別看法，此一現象也顯示地方經費影響整體建設。
在整體生活品質部份，約有一半的民眾認為目前整體生活品質不佳，約四成
的民眾表示沒有特別看法，此現象也顯示出民眾對於目前生活品質不是很滿意。
在茄萣鄉近五年內的發展計畫部份，約有四成五的民眾認為茄萣鄉公所在近
五年內並無發展計畫，約三成的民眾表示沒有特別看法，此資料顯示民眾認為過
去五年內茄萣鄉並無明顯發展計畫。
在社區義工維護社區環境部分，約有四成民眾認為茄萣鄉中有義工進行各項
社區環境維護之工作，有三成五的民眾表示沒有特別看法。
在茄萣鄉內工作機會的部份，約有七成六的民眾認為年輕人口因為茄萣鄉工
作機會少而外流，約有五成五的民眾認為外出工作之人口大部分仍居住在茄萣
鄉，約有三成民眾表示沒有特別看法，此資料顯示茄萣鄉內工作機會少，年輕人
口工作外移，但是多仍居住於茄萣鄉中。
在茄萣鄉整體現況與未來發展的部份，約有八成的民眾認為茄萣鄉發展應該
轉型，且有約七成民眾認為茄萣鄉漁業已經沒落，在發展轉型朝向休閒觀光的部
份，約有七成民眾認為茄萣鄉擁有發展休閒觀光娛樂漁業之前景，此資料顯示民
眾認為茄萣鄉過去賴以維生的漁業已經沒落，未來發展應該轉型，且擁有發展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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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觀光娛樂漁業之前景。
在社區營造推行部份，約有四成五的民眾認為社區總體營造相關計畫經費補
助等資訊不足，約有三成表示沒有特別看法，此一現象也顯示目前社區總體營造
推行於茄萣鄉極為有限。
在整體茄萣鄉發展的部份，約有四成民眾表示有信心，約有四成五的民眾表
示沒有特別看法，此一現象顯示地方民眾對於茄萣鄉發展有一定程度的信心，而
約有半數的民眾則是觀望未來發展。
民眾對於茄萣鄉發展概況之態度如表 5-1 所示。
表 5-1

民眾對於茄萣鄉發展概況之態度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

(%)

(%)

(%)

1 茄萣鄉本身已經有明確的特色

6.8

25.9 54.3 9.1

2.茄萣鄉基礎建設充足，如公園綠地、圖
書館、運動場等

3.8

10.8 41.2 27.3 16.9 1.011

3.茄萣鄉各項建設經費充足

4.5

14.3 38.9 30.6 11.7 1.008

4.茄萣鄉在各項生活機能上皆充足

0.6

16.2 34.4 36.7 12.1 0.927

5.整體生活品質高

0.9

8.5

6.茄萣鄉公所近 5 年內有許多發展計畫

2.2

19.2 33.1 29.5 16.0 1.041

7.茄萣鄉中邀請義工進行各項社區環境維
護工作

8.7

33.8 34.7 15.9 6.9

8.茄萣鄉因工作機會少，使年輕人口外流

34.4 42.5 15.3 6.1

1.7

0.960

9.大部分人口外出工作仍居住在茄萣鄉

10.7 44.1 31.2 12.3 1.7

0.908

10.您認為茄萣鄉整體發展應該轉型

27.9 53.5 14.7 3.5

0.4

0.790

11.您認為茄萣鄉漁業已經沒落

28.2 44.8 19.8 5.2

2.0

0.942

12.茄萣鄉有發展休閒觀光娛樂漁業前景

22.0 49.7 19.5 6.2

2.6

0.943

13.社區總體營造相關計畫與經費補助等
資訊充足

4.2

14.您對茄萣鄉發展仍有信心

10.3 28.9 44.5 10.7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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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不
同
意
(%)

標
準
差

3.9

0.864

40.2 35.7 14.7 0.881
1.045

19.1 30.5 31.9 14.3 1.074
0.982

由於茄萣鄉目前發展方向主要取決於地方行政首長的決定，執行上多由公職
人員進行相關配合，因此公職人員之意見相當重要，從圖 5-1-1 顯示，公職人員
與一般民眾的想法一致，普遍認為茄萣鄉未來應該要轉型；從圖 5-1-2 顯示，約
有八成公職人員認為茄萣鄉漁業已經沒落，與一般民眾的認知相似；從圖 5-1-3
顯示，公職人員也普遍認為茄萣鄉有發展休閒觀光娛樂漁業之前景；從圖 5-1-4
顯示，半數公職人員對於茄萣鄉未來發展有信心，但是有半數公職人員表示沒有
特別看法。

茄萣鄉整體發展應該轉型

公職人員
全體民眾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圖 5-1-1

不 同 意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00%

非 常 不 同
意

人
數
百
分
比

民眾認為茄萣鄉發展應該轉型態度分布圖

茄萣鄉漁業已經沒落

公職人員
全體民眾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圖 5-1-2

不 同 意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00%

非 常 不 同
意

人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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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認為茄萣鄉漁業已經沒落態度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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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萣鄉有發展休閒觀光娛樂漁業之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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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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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認為茄萣鄉有發展休閒觀光娛樂漁業之前景態度分布圖

對茄萣鄉發展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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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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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茄萣鄉發展有信心之態度分布圖

(二) 茄萣鄉發展問題
在茄萣鄉發展問題的部分，讓民眾採複選題之方式勾選，使民眾在了解茄萣
鄉發展的情況下，對於各項茄萣鄉發展的議題進行勾選，藉此了解茄萣鄉發展上
各種問題之原因。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茄萣鄉有哪些問題需要改進的部份，69.5%
的民眾表示經濟就業機會低落為茄萣鄉需要改進的問題，69.2%的民眾表示環境
汙染嚴重為茄萣鄉需要改進的問題，49.7%的民眾表示生活品質不佳為茄萣鄉需
要改進的問題，28.0%的民眾表示社區安全有慮為茄萣鄉需要改進的問題，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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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眾表示觀光發展尚待加強為茄萣鄉需要改進的問題，3.0%的民眾表示有其他
問題需要改進，包含隔代教育問題、社區活動中心、人力物力不足、圖書館偏僻，
容易造成危險、運動休閒場所不足等，民眾對此議題之態度如圖 5-1-5 所示。
茄萣鄉有以下問題需要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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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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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茄萣鄉發展問題之態度分布圖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茄萣鄉漁業發展受限的部分，65.6%的民
眾認為漁業資源減少為受限原因，34.8%的民眾表示漁業勞力不足為受限原因，
22.8%的民眾表示漁業設施不足為受限原因，30.9%的民眾表示漁業政策不明為
受限原因，54.8%的民眾表示環境汙染為受限原因，9.8%的民眾表示填海造陸為
受限原因，55.2%的民眾表示漁獲量不穩定為受限原因，31.2%的民眾表示行銷
策略不完善為受限原因，22.1%的民眾表示經濟利益不高為受限原因，2.0%的民
眾表示有其他原因致使茄萣鄉漁業發展受限，包含漁會需要改善、政府與民爭
利、人口老化等，民眾對於漁業發展受限原因之態度如圖 5-1-6 所示。
漁業發展受限原因

民眾對於漁業受限原因之態度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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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茄萣鄉海洋漁業資源減少原因的部分，
71.5%的民眾表示大陸漁民濫捕為影響之原因，10.1%的民眾表示當地人毒魚炸
魚為影響之原因，22.8%的民眾表示當地人濫捕為影響之原因，70.5%的民眾表
示海洋環境汙染為影響之原因，2.0%的民眾有其他原因影響海洋漁業資源減少，
包含溪流污染並匯集於出海口、資源管理不佳、政府無落實針對如季節與網具等
各樣捕魚限制等，民眾對於海洋漁業資源減少原因之態度如圖 5-1-7 所示。
海洋漁業資源減少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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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於海洋漁業資源減少原因之態度分布圖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茄萣鄉目前無發展休閒觀光的天然條件部
份，23.4%的民眾表示地理位置偏遠為影響的原因，65.6%的民眾表示可作為觀
光遊憩資源有限為影響的原因，5.6%的民眾表示氣候海象條件惡劣為影響的原
因，35.1%的民眾表示海岸腹地空間不足為影響的原因，4.9%的民眾認為有其他
原因至少無發展休閒觀光，民眾對此議題態度如圖 5-1-8 所示。
茄萣鄉目前無發展觀光的原因(天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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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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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於茄萣鄉目前無發展觀光之天然條件原因態度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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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茄萣鄉目前無發展休閒觀光的人為條件部
分，31.5%的民眾表示交通系統不便為影響的原因，18.9%的民眾表示地方勞力
不足為影響的原因，18.2%的民眾表示民眾意願不佳為影響的原因，28.6%的民
眾表示教育程度有限為影響的原因，32.2%的民眾表示年齡老化為影響的原因，
54.9%的民眾表示相關公共設施不足為影響的原因，34.8%的民眾表示資訊不足
或不易了解為影響的原因，26.7%的民眾表示輔導受訓機會不足為影響的原因，
8.5%的民眾表示鄰近鄉鎮競爭為影響的原因，6.2%的民眾表示人為條件充足，
53.9%的民眾表示地方政府無積極推動為影響的原因，42.6%的民眾表示整體發
展方向未定為影響的原因，42.3%的民眾表示發展配套措施有限為影響的原因，
0.7%的民眾表示有其他原因，天人條件與人為條件的其他影響原因部份，包含環
境污染、缺乏遠景規劃、政府應視地方優點提倡適宜事業、缺乏整體規劃，政府
未能重視，經費不足、與鄉民距離太遠、腹地多荒廢、烏魚季活動性質與其他鄉
鎮性質相似、地方政府與縣政府互動不大等，民眾對此議題態度如圖 5-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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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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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於茄萣鄉目前無發展觀光之人為條件原因態度分布圖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影響地方發展的主要因素的部分，47%的
民眾表示上級政策為主要因素，61.4%的民眾表示地方經費為主要因素，50.7%
的民眾表示地方派系為主要因素，38.4%的民眾表示人民素養為主要因素，2.0%
的民眾表示有其他因素影響地方發展，包含鄉公所營造不力，且無心經營、台電
補助款未有適當使用、地方團體習慣吃吃喝喝，浪費公帑等。
就本研究對於公職人員在 47 份有效問卷中，在影響地方發展的主要因素的
部分，45%的公職人員表示上級政府政策為主要原因，58.7%的公職人員表示地
方經費為主要原因，52.1%的公職人員表示地方派系為主要原因，52.1%的公職
人員表示人民素養為主要原因，2.2%的公職人員表示有其他影響因素，全體民眾
與一般公職人員對於影響地方發展主要原因之態度如圖 5-1-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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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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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與全體民眾對影響地方發展主因之態度分布圖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在茄萣鄉未來漁村轉型發展的首要工作部
份，61.7%的民眾表示應發展觀光服務業，34.8%的民眾表示應發展娛樂漁業，
62.4%的民眾表示應提升優質生活，1.7%的民眾表示應維持目前發展現況，2.0%
的民眾表示應發展其他工作，包含擴充週邊硬體建設、改善環境衛生、發展漁業
加工、發展重大觀光產業、結合漁會帶動地方發展、創造漁業商機吸引外地進駐
漁村、發展購物、漁村轉型需要更多漁業資源作為輔助，所以漁會扮演重要角色、
應利用漁業轉型，由政府輔助漁會帶動漁業商機，吸引鄰近鄉鎮人口前往消費。
就本研究對於公職人員在 47 份有效問卷中，在茄萣鄉未來漁村轉型發展的
首要工作部份，65.3 的公職人員表示應發展觀光服務業，37.0%的公職人員表示
應發展娛樂漁業，60.9%的公職人員表示應提升優質生活，0.0%的公職人員表示
應維持目前發展或應先發展其他工作，全體民眾與一般公職人員對於茄萣鄉未來
漁村轉型發展首要工作之態度如圖 5-1-11 所示。
茄萣鄉未來漁村轉型發展首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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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與全體民眾對茄萣鄉未來轉型發展之態度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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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問卷資料顯示，大部分民眾對於茄萣鄉目前發展上，認為應著重於經濟就
業機會低落、環境汙染嚴重、生活品質不佳及觀光發展尚待加強等四項問題進行
改善。
從問卷資料顯示，大部分民眾對於漁業發展受限原因之看法，主要為漁業資
源減少、環境汙染及漁獲量不穩定等三項原因。
從問卷資料顯示，大部分民眾對於海洋漁業資源減少原因之看法，主要認為
是因大陸漁民濫捕以及海洋環境污染等二項原因。
從問卷資料顯示，大部分民眾認為茄萣鄉目前無發展觀光的天然條件原因為
可作為觀光遊憩資源有限，人為條件原因為相關公共設施不足、地方政府無積極
推動、整體發展方向未定、發展配套措施有限等四項原因。
從問卷資料顯示，影響地方發展的主要原因主要為地方經費、地方派系、上
級政府政策等三項原因，次要原因為人民素養。
從問卷資料顯示，茄萣鄉未來發展轉型首要工作為提昇優質生活環境與發展
觀光服務業等兩項工作。

第二節 課題發展與對策研擬
從第一節的問卷結果顯示，民眾對於目前茄萣鄉發展的認知與研究員實地調
查的結果大同小異，而公職人員之意見也多與民眾看法相符，在茄萣鄉未來發展
上普遍認為應該要轉型，而轉型成觀光服務業之發展亦被民眾所認同，因此在漁
村社區轉型之際，將造成原有社區的許多改變，以下將所產生的影響分成經濟成
長、社會安定、環境品質、觀光發展、社區營造等五個面向進行討論。

一、 經濟成長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增加種苗放流等栽培漁業，以增加漁業
資源的部份，24.3%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9.4%的民眾表示同意，20.4%的民眾
表示普通，5.6%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3%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規劃整體養殖範圍，提供休閒養殖及體
驗式發展的部份，23.7%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55.5%的民眾表示同意，19.5%的
民眾表示普通，1.3%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擁有發展工業潛能的部份，11.6%的民
眾表示非常同意，33.2%的民眾表示同意，27.9%的民眾表示普通，23.7%的民眾
表示不同意，3.6%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穩定漁獲量，維持當地加工業發展的部
份，23.3%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50.0%的民眾表示同意，20.2%的民眾表示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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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7%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引進各項適合茄萣鄉之休閒漁業發展的
部份，32.7%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54.6%的民眾表示同意，11.4%的民眾表示普
通，1.3%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發展漁村轉型以增加茄萣鄉就業機會，
促使年輕人口回流的部份，39.9%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7.7%的民眾表示同意，
11.4%的民眾表示普通，1.0%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擁有發展商業潛能的部份，18.5%的民
眾表示非常同意，43.1%的民眾表示同意，32.2%的民眾表示普通，5.2%的民眾
表示不同意，1.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加強各行業配合漁村轉型之輔導方案的
部份，25.9%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54.9%的民眾表示同意，17.2%的民眾表示普
通，2.0%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經濟成長議題，約有七成的民眾同意增加種苗放流等栽培漁業，以增加漁
業資源，穩定漁獲量，維持當地加工業發展，約有八成民眾同意規劃整體養殖範
圍，提供休閒養殖及體驗式發展，約有八成民眾認為可引進各項適合茄萣鄉之休
閒漁業發展，加強各行業配合漁村轉型之輔導方案，約有八成五的民眾同意發展
漁村轉型以增加茄萣鄉就業機會，促使年輕人口回流，將其整理如表 5-2 所示。
表 5-2

民眾對於經濟成長等課題發展之態度

經濟成長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標
準
差

(%)

非
常
不
同
意
(%)

(%)

(%)

(%)

1.增加種苗放流等栽培漁業，增加漁業資源

24.3 49.4 20.4

5.6

0.3

0.480

2.規劃整體養殖範圍，提供休閒養殖及體驗
式發展

23.7 55.5 19.5

1.3

0.0

0.463

3.擁有發展工業潛能

11.6 33.2 27.9

23.7

3.6

0.501

4.穩定漁獲量，維持當地加工業發展

23.3 50.0 20.2

5.8

0.7

0.451

5.引進各項適合茄萣鄉之休閒漁業發展

32.7 54.6 11.4

1.3

0.0

0.468

6.發展漁村轉型以增加茄萣鄉就業機會，促
使年輕人口回流

39.9 47.7 11.4

1.0

0.0

0.178

7.擁有發展商業潛能

18.5 43.1 32.2

5.2

1.0

0.476

8.加強各行業配合漁村轉型之輔導方案

25.9 54.9 17.2

2.0

0.0

0.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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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安定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結合地方團體推動茄萣鄉相關活動與建
設的部份，30.8%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57.5%的民眾表示同意，10.4%的民眾表
示普通，1.3%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結合中小學推動茄萣鄉相關活動與建設
的部份，30.1%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54.6%的民眾表示同意，14.9%的民眾表示
普通，0.4%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推行鄉土教育，使民眾認同茄萣鄉文化
的部份，34.0%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53.6%的民眾表示同意，10.7%的民眾表示
普通，1.7%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推廣茄萣鄉特有文化，增加鄉民認同感
與地方凝聚力的部份，33.7%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53.9%的民眾表示同意，11.7%
的民眾表示普通，0.3%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4%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增加銀髮族休閒生活空間，提升生活舒
適度的部份，37.9%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50.4%的民眾表示同意，9.7%的民眾
表示普通，2.0%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社會安定議題，約有九成民眾同意結合地方團體推動茄萣鄉相關活動與建
設，推行鄉土教育，使民眾認同茄萣鄉文化，增加銀髮族休閒生活空間，提升生
活舒適度，約有八成五的民眾同意結合中小學推動茄萣鄉相關活動與建設，推廣
茄萣鄉特有文化，增加鄉民認同感與地方凝聚力，將其整理如表 5-3 所示。
表 5-3

民眾對於社會安定等課題發展之態度

社會安定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

(%)

(%)

(%)

非
常
不
同
意
(%)

標
準
差

1.結合地方團體，推動茄萣鄉相關活動與
建設

30.8 57.5 10.4 1.3

0.0

0.422

2.結合中小學推動茄萣鄉相關活動與建設

30.1 54.6 14.9 0.4

0.0

0.464

3.推行鄉土教育，使民眾認同茄萣鄉文化

34.0 53.6 10.7 1.7

0.0

0.498

4.推廣茄萣鄉特有文化，增加鄉民認同感
與地方凝聚力

33.7 53.9 11.7 0.3

0.4

0.301

5.增加銀髮族休閒空間，提升生活舒適度

37.9 50.4 9.7

0.0

0.498

113

2.0

漁村社區轉型策略研究之探討—以高雄縣茄萣鄉為例

三、 環境品質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注重地方環境衛生，解決街道垃圾散亂
問題的部份，58.7%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33.1%的民眾表示同意，7.5%的民眾
表示普通，0.0%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7%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加強地方綠美化，規劃整體綠美化據點
的部份，53.8%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37.1%的民眾表示同意，7.8%的民眾表示
普通，1.3%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選取種植各社區之代表性花草樹木，增
加社區形象的部份，43.5%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2.8%的民眾表示同意，13.0%
的民眾表示普通，0.3%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4%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推動鄉民進行各地方行道樹種植之認
養，以便進行管理維護的部份，37.3%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8.0%的民眾表示
同意，14.7%的民眾表示普通，0.0%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
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改善二仁溪與鄉內大排水溝之污染情形
的部份，64.9%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28.2%的民眾表示同意，5.2%的民眾表示
普通，1.0%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7%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改善人行道空間，串聯各景點的部份，
45.1%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4.5%的民眾表示同意，10.0%的民眾表示普通，0.4%
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結合社區特色發展路標及路燈設計的部
份，44.4%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2.2%的民眾表示同意，12.7%的民眾表示普通，
0.7%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改善社區穿越省道台 17 線至海濱可及
性的部份，47.7%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1.5%的民眾表示同意，10.4%的民眾表
示普通，0.4%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環境品質議題，有九成民眾同意應注重地方環境衛生，解決街道垃圾散亂
問題，加強地方綠美化，規劃整體綠美化據點，改善二仁溪與鄉內大排水溝之污
染情形，改善人行道空間，串聯各景點，改善社區穿越省道台 17 線至海濱可及
性，有八成五的民眾同意應選取種植各社區之代表性花草樹木，增加社區形象，
推動鄉民進行各地方行道樹種植之認養，以便進行管理維護，結合社區特色發展
路標及路燈設計，將其整理如表 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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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民眾對於環境品質等課題發展之態度

環境品質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標
準
差

(%)

非
常
不
同
意
(%)

(%)

(%)

(%)

1.注重地方環境衛生，解決街道垃圾散亂
問題

58.7 33.1 7.5

0.0

0.7

0.465

2.加強地方綠美化，規劃整體綠美化據點

53.8 37.1 7.8

1.3

0.0

0.418

3.選取種植各社區之代表性花草樹木，增
加社區形象

43.5 42.8 13.0 0.3

0.4

0.149

4.推動鄉民進行各地方行道樹種植之認
養，以便進行管理維護

37.3 48.0 14.7 0.0

0.0

0.452

5.改善二仁溪與鄉內大排水溝之污染情形

64.9 28.2 5.2

1.0

0.7

0.306

6.改善人行道空間，串聯各景點

45.1 44.5 10.0 0.4

0.0

0.422

7.結合社區特色發展路標及路燈設計

44.4 42.2 12.7 0.7

0.0

0.457

8.改善社區穿越省道台 17 線至海濱可及性 47.7 41.5 10.4 0.4

0.0

0.149

四、 觀光發展
由於若轉型成為休閒觀光業之發展，將必須由地方行政積極推動建設以及相
關配套措施，除了地方行政首長之施政理念之外，實際執行的公職人員若有相關
理念，在執行上將容易完成整體建設，因此當地公職人員之意願，也將影響茄萣
鄉未來轉型成為休閒觀光之發展。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結合興達港情人碼頭發展，將茄萣鄉發
展以休閒觀光為主的部份，48.0%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3.5%的民眾表示同意，
7.8%的民眾表示普通，0.7%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對於公職人員在 47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結合興達港情人碼頭發
展，將茄萣鄉發展以休閒觀光為主的部份，54.3%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同意，
43.5%的公職人員表示同意，2.2%的公職人員表示普通，0.0%的公職人員表示不
同意，0.0%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不同意，全體民眾與一般公職人員對於結合興達
港情人碼頭發展，將茄萣鄉發展以休閒觀光為主之態度如圖 5-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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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興達港情人碼頭發展，將茄萣鄉發展以休閒觀光
為主

公職人員
全體民眾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圖 5-2-1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00%

非 常 不 同
意

人
數
百
分
比

公職人員與全體民眾對結合興達港情人碼頭發展休閒觀光態度分布圖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增加文化產業發展，結合觀光產業增加
工作機會的部份，38.6%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52.3%的民眾表示同意，8.7%的
民眾表示普通，0.4%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對於公職人員在 47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增加文化產業發展，結合
觀光產業增加工作機會的部份，39.1%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同意，52.2%的公職
人員表示同意，8.7%的公職人員表示普通，0.0%的公職人員表示不同意，0.0%
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不同意，全體民眾與一般公職人員對於增加文化產業發展，
結合觀光產業增加工作機會之態度如圖 5-2-2 所示。

增加文化產業，結合觀光產業增加工作機會

公職人員
全體民眾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圖 5-2-2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00%

非 常 不 同
意

人
數
百
分
比

公職人員與全體民眾對增加文化產業發展，結合觀光產業增加工作機
會之態度分布圖
116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增加觀光景點與套裝旅遊路線的部份，
41.2%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9.3%的民眾表示同意，9.1%的民眾表示普通，0.4%
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對於公職人員在 47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增加觀光景點與套裝旅遊
路線的部份，39.1%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同意，60.9%的公職人員表示同意，0.0%
的公職人員表示普通，0.0%的公職人員表示不同意，0.0%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
不同意，全體民眾與一般公職人員對於增加觀光景點與套裝旅遊路線之態度如圖
5-2-3 所示。

增加觀光景點與套裝旅遊路線

公職人員
全體民眾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圖 5-2-3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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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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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人
數
百
分
比

公職人員與全體民眾對增加觀光景點與套裝旅遊路線之態度分布圖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集中商業鬧區於市中心的部份，33.1%
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4.4%的民眾表示同意，19.5%的民眾表示普通，2.6%的
民眾表示不同意，0.4%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對於公職人員在 47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集中商業鬧區於市中心的
部份，23.9%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同意，47.8%的公職人員表示同意，28.3%的公
職人員表示普通，0.0%的公職人員表示不同意，0.0%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不同
意，全體民眾與一般公職人員對於集中商業鬧區於市中心之態度如圖 5-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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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商業鬧區於市中心

全體民眾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圖 5-2-4

公職人員

不 同 意

6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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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20.00%
10.00%
0.00%

非 常 不 同
意

人
數
百
分
比

公職人員與全體民眾對集中商業鬧區於市中心之態度分布圖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穩定現有觀光魚市持續發展的部份，
37.3%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50.6%的民眾表示同意，19.5%的民眾表示普通，2.6%
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4%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對於公職人員在 47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穩定現有觀光魚市持續發
展的部份，39.1%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同意，56.5%的公職人員表示同意，4.4%
的公職人員表示普通，0.0%的公職人員表示不同意，0.0%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
不同意，全體民眾與一般公職人員對於穩定現有觀光魚市持續發展之態度如圖
5-2-5 所示。

穩定現有觀光魚市持續發展

全體民眾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圖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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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數
百
分
比

公職人員與全體民眾對穩定現有觀光魚市持續發展之態度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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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增加親水設施，強調以「綠」與「水」
為主的休閒環境的部份，42.2%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3.1%的民眾表示同意，
13.0%的民眾表示普通，1.7%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對於公職人員在 47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增加親水設施，強調以「綠」
與「水」為主的休閒環境的部份，47.8%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同意，47.8%的公
職人員表示同意，4.4%的公職人員表示普通，0.0%的公職人員表示不同意，0.0%
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不同意，全體民眾與一般公職人員對於增加親水設施，強調
以「綠」與「水」為主的休閒環境之態度如圖 5-2-6 所示。

增加親水設施，強調以「綠」與「水」為主休閒環境

公職人員
全體民眾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圖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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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人
數
百
分
比

公職人員與全體民眾對增加親水設施，強調以「綠」與「水」為主的
休閒環境之態度分布圖

就觀光發展議題，約有九成的民眾同意應結合興達港情人碼頭發展，將茄萣
鄉發展以休閒觀光為主，增加文化產業發展，結合觀光產業增加工作機會，增加
觀光景點與套裝旅遊路線，穩定現有觀光魚市持續發展，約有八成五的民眾認為
應增加親水設施，強調以「綠」與「水」為主的休閒環境，約有八成的民眾認為
應集中商業鬧區於市中心，將其整理如表 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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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民眾對於觀光發展等課題發展之態度

觀光發展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標
準
差

(%)

非
常
不
同
意
(%)

(%)

(%)

(%)

1.結合興達港情人碼頭發展，將茄萣鄉發
展以休閒觀光為主

48.0 43.5 7.8

0.7

0.0

0.456

2.增加文化產業發展，結合觀光產業增加
工作機會

38.6 52.3 8.7

0.4

0.0

0.475

3.增加觀光景點與套裝旅遊路線

41.2 49.3 9.1

0.4

0.0

0.235

4.集中商業鬧區於市中心

33.1 44.4 19.5 2.6

0.4

0.478

5.穩定現有觀光魚市持續發展

37.3 50.6 10.4 1.3

0.4

0.222

6.增加親水設施，強調以「綠」與「水」
為主的休閒環境

42.2 43.1 13.0 1.7

0.0

0.467

五、 社區營造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兼顧地方派系間共同利益，凝聚地方社
區共識的部份，29.2%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51.3%的民眾表示同意，16.2%的民
眾表示普通，2.0%的民眾表示不同意，1.3%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結合茄萣鄉各廟宇活動，增加社區共識
並不定時舉辦活動的部份，36.0%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5.1%的民眾表示同意，
14.6%的民眾表示普通，3.9%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4%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加強社區營造觀念，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宣導教育的部份，32.1%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52.9%的民眾表示同意，14.0%的
民眾表示普通，1.0%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培訓地方組織策劃能力，爭取地方相關
建設之發展的部份，33.4%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51.0%的民眾表示同意，14.3%
的民眾表示普通，1.3%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加強社區參與的管道與機會的部份，
29.8%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53.6%的民眾表示同意，14.6%的民眾表示普通，2.0%
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善用地方建設經費，規劃整體相關建設
的部份，44.4%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4.5%的民眾表示同意，11.1%的民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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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0.0%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舉辦觀摩其他鄉鎮社區發展成功之案例
學習的部份，32.7%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52.0%的民眾表示同意，14.3%的民眾
表示普通，0.6%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4%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社區營造議題，約有九成的民眾同意善用地方建設經費，規劃整體相關建
設，約有八成五的民眾同意加強社區營造觀念，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宣導教育，培
訓地方組織策劃能力，爭取地方相關建設之發展，舉辦觀摩其他鄉鎮社區發展成
功之案例學習，約有八成的民眾同意應兼顧地方派系間共同利益，凝聚地方社區
共識，結合茄萣鄉各廟宇活動，增加社區共識並不定時舉辦活動，加強社區參與
的管道與機會，將其整理如表 5-6 所示。
表 5-6

民眾對於社區營造等課題發展之態度

社區營造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

(%)

(%)

(%)

非
常
不
同
意
(%)

標
準
差

1.兼顧地方派系間共同利益，凝聚地方社
區共識

29.2 51.3 16.2 2.0

1.3

0.394

2.結合茄萣鄉各廟宇活動，增加社區共識
並不定時舉辦活動

36.0 45.1 14.6 3.9

0.4

0.389

3.加強社區營造觀念，推動社區總體營造
宣導教育

32.1 52.9 14.0 1.0

0.0

0.454

4.培訓地方組織策劃能力，爭取地方相關
建設之發展

33.4 51.0 14.3 1.3

0.0

0.468

5.加強社區參與的管道與機會

29.8 53.6 14.6 2.0

0.0

0.498

6.善用地方建設經費，規劃整體相關建設

44.4 44.5 11.1 0.0

0.0

0.478

7.舉辦觀摩其他鄉鎮社區發展成功之案例
學習

32.7 52.0 14.3 0.6

0.4

0.444

第三節 未來漁村發展策略
由於各地方農漁村發展條件不同，因此本研究著重於茄萣鄉漁村社區未來發
展之要項，其中各項發展可提供其他地方漁村發展相關轉型之參考。
從受訪民眾對於地方發展的態度可以發現，受訪民眾普遍清楚茄萣鄉目前發
展現況，亦知道過去茄萣鄉在整體發展上無明顯建樹，無論是硬體建設或是軟體
輔導訓練方案普遍不足，也因此造成茄萣鄉發展之惡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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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茄萣鄉的整體發展策略與主要施政方向是由茄萣鄉公所主導，但地方民
眾之意願也將直接影響各項措施是否可建立，以及建立後之使用情形，因此在分
析發展策略上，將以鄉公所行政首長之意願為主體，民眾態度為重要參考依據。

一、 推動海產加工業
曾鄉長石城(2006)表示，茄萣鄉以前是漁村，由於環境的轉變，現在漁船減
少約十分之六，目前以勞工與海產加工業維生，原有的生活型態已逐漸轉變，所
以茄萣鄉的發展也跟著改變，海產加工業是目前主要推動的方向，希望建立好的
品牌與自己的特色，未來將朝向直銷的方式發展。
漁業課劉課長鳳琴(2006)認為，一個地方要繁榮發展，要能夠吸引觀光客的
景點，有觀光客才會帶動地方經濟，由於茄萣鄉靠海，所以有漁業方面的資源，
加上情人碼頭也在茄萣鄉，所以增加發展機會，地方要能留住觀光客則需要有地
方景點，才可以讓觀光客未來持續至該處觀光，食的部份也會是一個地方吸引
力，所以要帶動觀光的話，除了景點要吸引人，食的方面也是很重要，台灣沿岸
有很多鄉鎮，雖然共同擁有漁業資源，但是由於茄萣鄉有情人碼頭，所以發展上
應該會比其他地方好。
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如果地方有特產，則比較容易帶動觀光，地
方的發展會比較好，也會帶動地方特性之延伸，使民眾進行觀光休閒時，也會進
而購買當地產品，增加經濟收入，如果鄉長有此理念，就會結合各機關與學校等
單位，積極推動各種發展機制。
曾鄉長石城(2006)表示，目前茄萣鄉的海產加工業，是屬於傳統加工業，技
術方面已逐漸改善，海產加工業的發展已經數一數二，部份加工業已經申請專業
牌照，魚翅、烏魚子、魚丸等各種海產的品質不錯，因此對於此一部分的發展有
信心，加工業的加工包含海上漁蝦類，以及從前鎮漁港而來的魚翅，另外藉由部
分一日型之捕魚方式，捕獲部分海產。茄萣發展的魚翅為當地漁產的特色，與他
處魚翅生產不同，以目前全台魚翅加工業而言，茄萣鄉佔全台灣第一名，主要是
因為當地的魚翅加工過程中比較乾淨，烹煮的方式也不相同，有些加工廠的魚翅
有外銷香港、日本等地，未來直銷也是一大遠景。

二、 設立大型休閒公園
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縣政府目前預計對仁愛路起端處之空地進行
濕地公園的規劃，過去該空地主要為養殖用地，因為養殖過後的土地難以進行農
耕，因此目前該處為閒置空地，土地面積約有 20 餘公頃，規劃濕地公園之目的
在於帶動整體觀光休閒遊憩帶，結合情人碼頭、茄萣鄉與黃金海岸之發展，由於
此一理念之推行，未來向中央爭取經費時也較容易被接受。
曾鄉長石城(2006)表示，目前鄉公所正規劃一體育公園之工程，全部土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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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約十公頃，內容中有約三公頃土地面積為體育場，有約三公頃土地面積為公園
設施，即為大型的主題公園，該土地過去為墓地，目前正在整頓，曾鄉長石城表
示，一般鄉鎮少有此類大型公園，未來建設完畢之後，對於茄萣鄉百姓以及觀光
發展都是一個很好的景點，目前有參考岡山鎮第七公園、台北或其他地區相關公
園之規劃，亦希望參考日本知名公園之設計，希望該公園可以朝向現代化及功能
多元化發展，不侷限於過去地方民眾對於公園之概念只有散步等功能，將增加休
閒、娛樂、運動等各項發展。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設立大型休閒公園為遊憩觀光主體的部
份，41.8%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5.5%的民眾表示同意，12.3%的民眾表示普通，
0.4%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對於公職人員在 47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設立大型休閒公園為遊憩
觀光主體的部份，41.3%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同意，47.8%的公職人員表示同意，
10.9%的公職人員表示普通，0.0%的公職人員表示不同意，0.0%的公職人員表示
非常不同意，全體民眾與一般公職人員對於設立大型休閒公園為遊憩觀光主體之
態度如圖 5-3-1 所示。

設立大型休閒公園為遊憩觀光主體

公職人員
全體民眾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圖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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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數
百
分
比

公職人員與全體民眾對設立大型休閒公園為遊憩觀光主體態度分布圖

三、 建立遊客服務中心
遊客服務中心主要在推動休閒觀光時，所需要建立的服務景點，此部份不一
定需要建立新的硬體設施，或許可以結合地方行政單位，辦理此項服務功能，建
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建設課主要是依照都市計畫的規範，爭取相關經費
進行相關推動，如道路、環境及公園等相關工程。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利用閒置空間建立遊客服務中心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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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29.8%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9.7%的民眾表示同意，18.8%的民眾表示普通，
1.7%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對於公職人員在 47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利用閒置空間建立遊客服
務中心的部份，32.6%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同意，45.6%的公職人員表示同意，
19.6%的公職人員表示普通，2.2%的公職人員表示不同意，0.0%的公職人員表示
非常不同意，全體民眾與一般公職人員對於利用閒置空間建立遊客服務中心之態
度如圖 5-3-2 所示。

利用閒置空間建立遊客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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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與全體民眾對利用閒置空間建立遊客服務中心之態度分布圖

四、 維持紅樹林生態
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以前的大排水溝路斷，全部都是紅樹林，但
是整治之後將其完全清除，因此目前茄萣的紅樹林只剩下興達國小旁小部分紅樹
林，由於地方偏僻，所剩紅樹林亦不多，因此較少有遊客至此。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利用閒置空間建立遊客服務中心的部
份，38.6%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3.8%的民眾表示同意，15.6%的民眾表示普通，
2.0%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對於公職人員在 47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利用閒置空間建立遊客服
務中心的部份，39.1%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同意，43.5%的公職人員表示同意，
17.4%的公職人員表示普通，0.0%的公職人員表示不同意，0.0%的公職人員表示
非常不同意，全體民眾與一般公職人員對於利用閒置空間建立遊客服務中心之態
度如圖 5-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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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當地紅樹林等生態旅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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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與全體民眾對維持當地紅樹林等生態旅遊之態度分布圖

五、 增加漁村文物館功能
目前茄萣鄉漁村文物館是由茄萣國中自行蒐集相關物品而形成之小型文物
館，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因為學校管理人力及經費之侷限下，難以全
面開放遊客進行參觀，如果只有短期的開放時間，應該可以配合，若要與情人碼
頭的動力文物館相結合，則必須進行各單位之協商才可行。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增加現有漁村文物館(茄萣國中)功能的
部份，27.2%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52.0%的民眾表示同意，18.8%的民眾表示普
通，1.6%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4%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對於公職人員在 47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增加現有漁村文物館(茄萣
國中)功能的部份，21.7%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同意，58.7%的公職人員表示同意，
19.6%的公職人員表示普通，0.0%的公職人員表示不同意，0.0%的公職人員表示
非常不同意，全體民眾與一般公職人員對於增加現有漁村文物館(茄萣國中)功能
之態度如圖 5-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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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現有漁村文物館(茄萣國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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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與全體民眾對增加現有漁村文物館功能之態度分布圖

六、 設立體驗式地方文物館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設立富有茄萣鄉特色的體驗式地方文物
館的部份，33.7%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7.4%的民眾表示同意，17.6%的民眾表
示普通，1.3%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對於公職人員在 47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設立富有茄萣鄉特色的體
驗式地方文物館的部份，34.7%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同意，52.2%的公職人員表
示同意，13.1%的公職人員表示普通，0.0%的公職人員表示不同意，0.0%的公職
人員表示非常不同意，全體民眾與一般公職人員對於設立富有茄萣鄉特色的體驗
式地方文物館之態度如圖 5-3-5 所示。

設立富有茄萣鄉特色的體驗式地方文物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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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與全體民眾對設立體驗式地方文物館之態度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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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建立濱海遊樂區管理機制
曾鄉長石城(2006)表示，過去的濱海遊樂區使屬於高雄縣政府所擁有，目前
為茄萣鄉公所擁有管理，內部發展上有三個問題，第一是缺乏熱帶數種等綠蔭，
以公園特性而言，缺乏足夠的綠蔭，以及環境景觀不足，因此需要先清除現有木
麻黃，減少因木麻黃等樹種所添增的環境污染，增加更多的花草樹木等景觀環
境；第二是裡面有許多小廟宇存在，必須加以清除，以改變地方環境，第三則是
當地下層多為海砂地質，亦有海埔新生地，一般樹種無法存活，因此必須將土換
掉，沒有改善的起色，沒有數目與草坪，都是因為海砂，所以難以改變，將木麻
黃砍掉，地質要改變，才可以改善，將會花費相當多的經費，未來會向縣政府申
請經費，改善環境，增加地方景點。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建立茄萣鄉濱海遊樂區之管理機制的部
份，39.6%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5.1%的民眾表示同意，15.3%的民眾表示普通，
0.0%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對於公職人員在 47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建立茄萣鄉濱海遊樂區之
管理機制的部份，43.4%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同意，47.9%的公職人員表示同意，
8.7%的公職人員表示普通，0.0%的公職人員表示不同意，0.0%的公職人員表示
非常不同意，全體民眾與一般公職人員對於建立茄萣鄉濱海遊樂區之管理機制之
態度如圖 5-3-6 所示。

建立茄萣鄉濱海遊樂區之管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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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與全體民眾對建立茄萣鄉濱海遊樂區之管理機制態度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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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建立東西向聯外道路
目前已經積極開通前往情人碼頭的莒光路工程，但此道路依舊成南北向，雖
然無法形成東西向的交通網路，但對於疏散人潮將會有所幫助。曾鄉長石城(2006)
表示，交通方面已經著手規劃一千五百多公尺的莒光路拓寬工程，未來也將打通
一條南北向與情人碼頭相連的道路，以改善過去以台 17 線為主體的交通擁擠現
象，此部分由高雄縣政府積極推動，希望未來此一道路建立之後，使特定活動期
間不至於交通癱瘓，改善交通問題。
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莒光路是茄萣鄉比較大的道路，未來預計將
其頂端打通，直接通往情人碼頭，目前在茄萣鄉的都市計畫部分已經通過而開始
運作，已經開始對該道路進行相關植栽，該道路由鄉公所向中央爭取經費進行開
發，欲打通的工程經費，由於都市計畫已經通過，因此未來將會持續爭取。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建立東西向主要聯外道路的部份，45.1%
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3.8%的民眾表示同意，11.1%的民眾表示普通，0.0%的
民眾表示不同意，0.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對於公職人員在 47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建立東西向主要聯外道路
的部份，36.9%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同意，52.2%的公職人員表示同意，10.9%的
公職人員表示普通，0.0%的公職人員表示不同意，0.0%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不
同意，全體民眾與一般公職人員對於建立東西向主要聯外道路之態度如圖 5-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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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與全體民眾對建立東西向主要聯外道路之態度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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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設立更多停車場
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現有停車場有限，除了位於崎漏村的立體停
車場，以及大排水溝上兩處停車場之外，其餘多為小型私人停車場，就都市計畫
發展而言，鄉內的停車場與整體土地面積有一定的比例，未來發展觀光後若有需
要另闢停車場，再經由通盤撿討進行修正。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設立更多停車場於社區附近以因應觀光
發展的部份，30.1%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2.3%的民眾表示同意，23.0%的民眾
表示普通，3.6%的民眾表示不同意，1.0%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對於公職人員在 47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設立更多停車場於社區附
近以因應觀光發展的部份，21.7%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同意，47.8%的公職人員
表示同意，28.3%的公職人員表示普通，2.2%的公職人員表示不同意，0.0%的公
職人員表示非常不同意，全體民眾與一般公職人員對於設立更多停車場於社區附
近以因應觀光發展之態度如圖 5-3-8 所示。

設立更多停車場於社區附近以因應觀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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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與全體民眾對設立更多停車場於社區附近以因應觀光發展之
態度分布圖

十、 增加公共藝術品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增加茄萣鄉公共藝術品，強化茄萣鄉特
色的部份，34.7%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50.3%的民眾表示同意，13.3%的民眾表
示普通，1.0%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7%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對於公職人員在 47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增加茄萣鄉公共藝術品，
強化茄萣鄉特色的部份，30.4%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同意，54.3%的公職人員表
示同意，15.3%的公職人員表示普通，0.0%的公職人員表示不同意，0.0%的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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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表示非常不同意，全體民眾與一般公職人員對於增加茄萣鄉公共藝術品，強
化茄萣鄉特色之態度如圖 5-3-9 所示。
增加茄萣鄉公共藝術品，強化茄萣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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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與全體民眾對增加茄萣鄉公共藝術品，強化茄萣鄉特色之態
度分布圖

十一、 強化烏魚季活動、推動大型長期活動
漁業課劉課長鳳琴(2006)表示，鄉長對於烏魚季的發展目標與方向很好，發
展成海洋文化季很重要，但是活動的理想與實際也會有差距，因為茄萣鄉過去為
烏魚之鄉，以烏魚為主要特色，所以才會有烏魚季之發展，海上的烏魚品質會比
養殖好，但是目前茄萣鄉已經難以捕抓到海面上的烏魚，四年的烏魚季發展因為
經費不足以及活動理念未突破，已經逐漸沒落，但是發展機會為第四年烏魚季已
經朝向海洋文化方面發展，只是礙於經費有限，所以沒有辦法完全轉移，未來烏
魚季的發展，若欲從他處引進魚源，可以使烏魚季有足夠的發展空間，漁業課目
前是配合鄉長的作法，但是未來難以朝向文化觀光季等方向進行，此類型的活動
應該由縣政府推動，但是因為高雄縣各沿海鄉長不願意，所以目前難以運作，一
系列的協調破局後，此計畫即難以進行，如果由茄萣鄉公所進行該項活動，經費
不足，格局過小，發展上難以完全發揮，效果可能不佳。第一季的烏魚季連續一
個月，主要是因為經費充足，加上活動創意，由於當時財源穩定，鄉公所編列的
預算較多，亦有部份向中央與台電爭取經費，因此第一次的活動效果佳。
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烏魚季發展必須要展現地方特色，若沒有地
方特色，發展將會被侷限，應該要有整體詳細的規劃，推動地方特色，因為目前
有許多鄉鎮都有活動在進行，如果沒有特色就無法吸引觀光遊客前往，此類較大
型之活動需要有整體規劃，以及地方各景點的規劃與配合，才能夠吸引遊客，若
只是因為某種因素而不得不舉辦之活動，將難以有好的成效，海洋文化季之理念
為未來可能之發展，因為範圍較廣，比較不會被侷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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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強化烏魚季活動，帶動整體發展的部
份，47.4%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36.0%的民眾表示同意，14.6%的民眾表示普通，
2.0%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7%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對於公職人員在 47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強化烏魚季活動，帶動整
體發展的部份，41.3%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同意，39.1%的公職人員表示同意，
15.2%的公職人員表示普通，4.4%的公職人員表示不同意，0.0%的公職人員表示
非常不同意，全體民眾與一般公職人員對於強化烏魚季活動，帶動整體發展之態
度如圖 5-3-10 所示。

強化烏魚季活動，帶動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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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與全體民眾對強化烏魚季活動，帶動整體發展態度分布圖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舉辦大型長期活動引進觀光人口的部
份，44.1%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0.3%的民眾表示同意，13.9%的民眾表示普通，
1.0%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7%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對於公職人員在 47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舉辦大型長期活動引進觀
光人口的部份，34.7%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同意，43.5%的公職人員表示同意，
19.6%的公職人員表示普通，2.2%的公職人員表示不同意，0.0%的公職人員表示
非常不同意，全體民眾與一般公職人員對於舉辦大型長期活動引進觀光人口之態
度如圖 5-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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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大型長期活動引進觀光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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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與全體民眾對舉辦大型長期活動引進觀光人口態度分布圖

十二、 建立行銷網路
就本研究在 309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利用電視媒體、網路、報章雜誌推動行
銷的部份，44.1%的民眾表示非常同意，40.9%的民眾表示同意，13.3%的民眾表
示普通，1.3%的民眾表示不同意，0.4%的民眾表示非常不同意。
就本研究對於公職人員在 47 份有效問卷中，對於利用電視媒體、網路、報
章雜誌推動行銷的部份，41.3%的公職人員表示非常同意，41.3%的公職人員表
示同意，15.2%的公職人員表示普通，2.2%的公職人員表示不同意，0.0%的公職
人員表示非常不同意，全體民眾與一般公職人員對於利用電視媒體、網路、報章
雜誌推動行銷之態度如圖 5-3-12 所示。

利用電視媒體、網路、報章雜誌推動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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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與全體民眾對建立行銷網路之態度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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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相關配套策略
(一) 結合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基層建設
社區總體營造的部份牽扯層面很廣，如果要進行整體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
地方首長必須先有此理念，再進而開發整體的社區總體營造建設，會比較容易達
成，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則認為，由於社區總體營造的理念是由下而上的建
設方式，因此必須由各社區發揮各社區的功能，由社區主動的運作，但是由於地
方民眾對於社區營造的觀念普遍不足，鄉公所的工作定位應該處於輔導的角度，
給予地方民眾社區營造的理念，輔導社區營造的理念，讓社區能夠發揮社區的功
能，推動社區的各項建設，社區總體營造如果可以結合各方面的產業，也可以發
揮很大的功能，可以推出各社區的產業，帶動整體產業之發展。
以目前茄萣鄉的狀況而言，尚無法藉由社區總體營造的力量改變社區，主要
原因為地方對於社區營造觀念不足，加上地方建設經費不足，民眾對於建設以及
營造社區之理念薄弱，可先由茄萣鄉公所推動社區營造之觀念，輔導地方民眾參
與社區總體營造之工作，擬定相關培訓課程、訓練機制與落實工作，以達到社區
總體營造之宗旨。
(二) 提升生活環境品質，奠定發展基礎
漁業課劉課長鳳琴(2006)表示，當地環境改變很重要，經濟若好轉，環境品
質自然而然就會提升，地方的環境與過去相較之下，已經有很大的進步，若朝向
觀光發展，環境品質也會需要很大的進展，茄萣鄉目前主要的環境問題即是主要
道路旁的大排水溝，如果大排水溝整治順利，改善大排水溝中的污泥及髒亂，就
可以吸引觀光客，使地方環境逐漸朝向優質生活環境發展，以目前生活環境而
言，若要發展成符合觀光之環境品質，還有努力空間。
曾鄉長石城(2006)表示，大排水溝過去八年來都沒有進行疏濬整頓之工作，
目前與水利局長、縣議員積極向上級政府爭取經費，此部分對於茄萣鄉公所業務
而言屬於大工程，由於長期沒有清理，加上又於部分上層加蓋，因此整頓過程中
包含大部分未加蓋區位、當地現有停車場以及部分攤販都會有所影響，相關經費
使用將會很大，第一次清理會花費較多經費，之後的經費就會比較少，未來將編
列預算，每年定期清理，未來預計於烏魚季開始前與後各一次，目前並暫不考慮
陸上親水設施，主要親水設施會往公園相關景觀以及海岸邊發展。
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首先必須改變民眾對於環境衛生之理念，先
將居家環境整理乾淨，再由政府單位提供公共設施的建設，若整體大環境改變，
生活品質將會有所提升，另一影響因素為就業經濟等問題，若無法有效改善經濟
問題，民眾也難以注重休閒生活品質之提升，觀光發展前必須要進行各項環境改
善之工作，以日本為例，雖然當地消費高，但是由於日本生活品質高，容易使遊
客產生舒適之感覺，因此發展觀光較為順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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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鄉長秘書顯達(2006)則表示由於民眾素養不足，所以地方發展有限，目前
大多侷限在硬體發展，民眾普遍認為硬體建設才是建設，但整體的地方發展是需
要整體硬體與軟體的提升，而不是只有侷限在硬體建設，在地方發展上若沒有經
費就無法進行地方硬體與軟體的發展，經費都需要向縣政府或中央提出申請，興
達港漁會的補助是用來做地方福利，曾鄉長石城(2006)則認為在硬體建設上的經
費，未來將會積極向各單位爭取。
曾鄉長石城(2006)表示，目前先將觀光發展的基礎建立，改善生活環境品
質，未來的觀光發展若沒有完全成功，至少地方上的環境已經有所改善，現有公
園及各景點的管理與維護也有進步，對於地方民眾的生活品質亦會有所提升，也
有達到改善生活環境品質之目的，建立一個有大型公園的鄉鎮，建立一個可供當
地民眾休閒遊憩的鄉鎮，對於民生環境等發展將會有大的進展。
(三) 改善海堤環境，增加觀海之便利
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茄萣鄉的海岸地區的確需要規劃管理，目前
的現實環境為各村落或社區發展協會進行各項涼亭或是休閒設施，呈現雜亂且缺
乏整體性之現象，若欲進行規劃則須考量天然環境的影響，當颱風季來臨時，海
浪將會衝擊至堤腳，海邊對於構造物侵蝕嚴重，加上各村民情不同，未來若欲進
行規劃整建時，必須先結合各村落之意見，方可進行較為完善之規劃。
曾鄉長石城(2006)表示，在海岸地區的發展部份，目前有長達二公里至五公
里的海堤地帶，未來預計進行整頓，增加陸上沿岸的植栽綠化，未來將開始發展
濱海路沿岸的發展，響應觀海之沿岸觀光，增加徒步區等相關設施，因為經費龐
大，所以主要會先建立現有景點之維護管理機制、建立之陸上公園及相關工程、
輔導整體轉型機制後，才會積極改善海堤環境，以增加觀海景緻。

第四節 茄萣鄉未來發展相關討論
綜合上述之內容，已對整體茄萣鄉未來發展進行相關策略研擬，確定茄萣鄉
未來發展所需解決之問題，並且了解民眾對於茄萣鄉未來可能性發展的態度，因
此可知道茄萣鄉未來發展上將可有所轉機，但是仍必須注意相關整體性的發展，
以助於未來發展策略上之健全。

一、 發展願景之相關討論
由問卷調查可發現，當地民眾對於地方發展普遍有期待但是沒信心，此部分
主要是因過去茄萣鄉的地方發展有限所導致，因此在未來發展上，必須要有教育
訓練、整體規劃、基本策略支持與充足的經費使用，使地方民眾逐漸看到相關建
設之建立，各項硬體與軟體的建設皆需要有相關配套措施，方可使民眾對於地方
建設與未來發展逐漸增加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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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環境品質提升
未來發展願景上，可以朝向生態、健康、繁榮、寧適、環境、觀光等各種面
向發展，整體發展願景並非只有唯一選項，而是以茄萣鄉本身需要的方向為基礎
發展，使整體茄萣鄉可以有所改變，並朝向永續發展的目標前進，逐漸的改善茄
萣鄉的生活與一直以來皆需要改變的問題。
因此在整體未來發展上，除本文所提及的經濟成長、環境品質、社會安定、
觀光發展、社區營造等五大面向探討外，亦可先確立未來發展的願景，茄萣鄉目
前所需要的發展為有效提昇環境品質，進而發展觀光遊憩，除本文所提及之發展
策略外，亦須注意興達火力發電廠的汙染情形，需要與其協調，有效改善興達火
力發電廠的汙染，否則對於當地提昇環境品質或是發展觀光遊憩將是一大傷害，
空氣污染將容易造成當地民眾人體危害，外來民眾亦不願意至該處進行觀光遊憩
行為，因此不應該只是利用興達火力發電廠每年補助的經費，應該要求興達火力
發電廠對於其污染排放進行更大的管制。若可有效改善此處污染問題，可嚐試將
非遊憩資源轉型成為遊憩資源，使民眾可以參觀該地方，類似麥寮工業區鄰近公
園及部分廠區開放參觀，使民眾更了解其發展，亦可增加一休閒空間之利用。
以當地的生活品質而言，當地的道路使用上並無太過於狹隘之現象，當地民
眾已經習慣於當地的道路規劃，因此在整體環境品質的提升上，並不需要特別提
及當地所有道路的擴寬工程，唯部份村里間小巷，需注意其安全性之發展，僅部
分地方需要進行道路擴寬等建設，對於道路停車之限制須有所強調，將可使當地
整體市容上較為整齊美觀。但就未來整體發展上，則需要有主要道路拓寬之工
程，因為若可有效引進人口，對於當地的車流量將會有所影響，現有的主要道路
將難以負荷整體之需求，因此目前鄉公所也已經著手規劃相關道路工程。
垃圾問題一直都是茄萣鄉需要改善的環境品質問題，相較於十幾年前的茄萣
鄉，的確已經有所改善，但是目前的生活品質依舊無法與大都市相提並論，因此
在教育、維護與管理等層面皆需要有所改善，使許多空地上不再聚集垃圾，垃圾
污染情形可以減緩，整體發展上有所提升。
(二) 觀光發展趨勢
從本研究可發現當地確有發展觀光之機會，對於政府政策與地方民眾皆有相
當程度的支持，因此在發展觀光上，所需要建立的硬體與軟體之相關配套措施將
更為重要，對於未來整體的發展上，相關發展單位則需要考量各種負面影響，對
於當地若轉型觀光，有多少當地民眾可以參與，或是造成圖利財團，對於當地的
環境品質又有所衝擊，因此發展之願景確立後，則必須考量配套措施，使當地民
眾可擁有最大的優惠與收穫，而非只有圖利外商或是財團。
觀光發展非一主體性建設就可完成，必須要有各項吸引遊客前往之硬體與軟
體建設，目前高雄縣政府積極發展興達港情人碼頭，以北又有台南市黃金海岸之
人潮聚集，因此茄萣鄉本身若可以提升生活環境品質，對於遊客造訪的機率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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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情人碼頭又積極發展遊艇港，若成功後將有助於帶動整體人潮。
另一方面，若是成功發展觀光，亦需要評估將會吸引什麼樣的民眾前來，在
發展前亦需要評估人口聚集的情形以及來源，以確定未來發展不至於出現供不應
求或是供過於求的現象，使地方在發展觀光可以有效提升其資源使用率，在了解
顧客與市場導向之後也可以更加清楚顧客之需求，再加以時時檢討與評估，將有
會助於發展之健全。
漁村發展觀光休閒遊憩時，必須要加強漁業與觀光發展之關係，使當地的文
化與特色加以宣揚，因此從事漁業之人口與休閒觀光也將有所關係，對於從事漁
業的人口進行配套措施之輔導方案，使當地民眾對於未來發展亦可直接投入，此
一部份若是建立，將可促使地方觀光發展之獲利主體為地方民眾，而非外來者，
現有觀光魚市發展以及各項漁業發展，皆需要有轉型或相關配套措施，兼顧漁民
利益與當地環境品質，強化漁村歷史文化等功能。
發展觀光遊憩時亦需要注意整體發展定位，與鄰近鄉鎮必須建立市場區隔，
有主體性的發展之後或許可以增加附屬性的發展，主要則是需要依照茄萣鄉本身
的現況建立地方發展的獨特性，而非與其他鄉鎮擁有相同的發展定位，必須建立
明顯且不同的定位。

二、 社區總體營造之相關討論
茄萣鄉內目前的社區總體營造發展不足，當地民眾對於社區營造之名詞亦陌
生，但是有部分團體則有進行相關社區營造之工作，因此在整體發展上，可藉由
鄉公所將相關資訊提供給民眾，使地方發展多一份機會，非只侷限於以鄉公所為
主體，因此鄉公所可扮演配合與協助之角色，協助地方村落之各項社區總體營造
工作之進行。
社區營造不一定是產業，可能是人際關係之建立，社區營造應該是社區或是
聚落裡面的人自動自發的推行，在認清問題之後，建立某種機制來啟發社區之發
展，以漁村社區轉型而言，要以社區營造的方式推行或許可由單一村落或社區為
主體，但是整體發展定位上可藉由鄉公所之功能，使整體茄萣鄉未來發展上皆擁
有社區營造之相關理念，因此以未來整體發展上將可以鄉為主，唯發展初期須由
小體的社區或是村落進行單一輔助，成功機率將會提升，而鄉公所則需要確定未
來發展之定位，在推行整體社區總體營造上將會有所幫助。

三、 其他相關討論
由於地方發展的行動主體是以鄉長與地方鄉公所為主要發展關鍵，因此對於
鄉長與鄉公所等公職人員之意見也將會影響整體發展之可行性，政策面與策略面
之考量需要有所結合，才可促使地方發展有效提升，因此在問卷施測上，進行公
職人員與民眾意見之比較，由問卷內容顯示，當地民眾之意見與公職人員之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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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小異，顯示出地方民眾對於茄萣鄉未來發展之態度與地方公職人員之意見相
符，唯地方民眾與地方公職人員之認知強弱有程度上的差異，因此普遍而言，地
方民眾與公職人員對於未來發展之策略有相似之意見，所以如果可以加強鄉長、
公職人員與地方民眾各項發展之理念，將有助於茄萣鄉未來整體提升。
漁業發展上，需要興達漁會的參與與協助，將有助於整體發展，對於海洋環
境的復育亦十分重要，在派系問題的部份，各項發展上應該要顧慮各派系間之意
見，但是主要發展的面向不應該是朝向滿足所有派系的利益為主，應是以整體茄
萣鄉未來發展的利益為優先，再盡可能兼顧各派系間的利益，興達漁會與鄉公所
之間的派系問題、鄉公所與各村之間的派系問題，皆應該要有所考量，影響地方
發展的一重要原因即為地方派系之分裂，因此有必要使地方上的問題有所改善。
已開發公園與景點之維護管理機制相當重要，唯有建立管理機制，才可以達
到永續發展，可以利用社區營造之發展，促使當地民眾或是地方團體進行維護管
理之工作，或是部份發包交由廠商進行環境管理。

第五節 小結
本章指在陳述民眾對於各項發展假設之態度，以做為地方政府未來施政之參
考依據，了解民眾對於未來將進行之工程與地方建設之規劃有何看法，從問卷調
查可發現，民眾普遍清楚茄萣鄉目前所遭遇的發展瓶頸，由於過去幾年來，地方
上缺乏有效的發展機制，因此缺乏地方建設，所以民眾對於茄萣鄉未來的各項建
設則多採樂觀其成的態度，主要依舊希望當地可以有所改善。
另一方面，主導目前地方建設的鄉公所，對於本研究所擬定之規劃與發展亦
表贊同，許多工程亦是目前鄉公所正積極改善之環節，所以建立未來發展願景為
提升生活品質與促進地方休閒觀光遊憩行為，欲使茄萣鄉朝向生活品質提升與休
閒觀光發展，因此在融入社區營造理念、提昇環境品質、解決各項發展問題、擬
定未來發展願景之後，便可積極向中央申請相關規劃與經費，並進行各項硬體與
軟體建設之評估，以打造一個新的休閒觀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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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與建議
台灣是一海島國家，因此漁村數量眾多，但由於每個漁村各有其發展背景與
人文特色，因此發展與受限問題也各有所不同，所以在探討漁村問題時，雖然可
以參考其他漁村發展現況，但依舊必須以該選定之漁村進行深入了解後，才可以
提出適合其發展條件之策略分析。經由本論文之研究彙整，相關結論如下。

一、 台灣漁村發展課題與解決策略
(一) 台灣漁村發展課題
由於環境變遷，因此台灣漁村面各種問題，未來發展上若不轉型，則難以因
應未來發展趨勢，台灣漁村的主要課題可歸納如下：
1. 沿海利用造成環境衝擊。
2. 基本生活條件低落，地方發展不足。
3. 城鄉發展不均，漁村產業不振，就業困難。
4. 漁業沒落，缺乏經濟支柱，就業機會低，年輕人口外移。
5. 產銷制度不佳，致使漁業產品價格不穩，經濟問題浮現，影響地方民生與
人口結構。
6. 未重視環境保護、自然資源保育和景觀維護。
7. 漁村文化與漁業技術缺乏傳承。
8. 漁民參與社區營造意願不足，地方缺乏社區營造人才。
(二) 台灣漁村課題改善之對策
台灣漁村發展上，已經有一些改善的方針，解決各種漁村問題之對策可歸納
為：
1. 擬定休閒漁業相關發展。
2. 結合地方景點發展觀光。
3. 引進工商業，帶動地方經濟產業發展。
4. 發展漁村輔導轉型：魚貨直銷中心、海釣漁港、休閒渡假漁村、休閒養殖
區、其他型態休閒漁業。
5. 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擬定相關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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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健全產銷制度。
7. 促成文化、活動產業發展。
(三) 漁村社區總體營造之課題
社區總體營造之理念有助於推動漁村社區轉型。社區總體營造雖然推行已
久，但是漁村社區之民眾普遍對於相關理念不甚清楚，也因此造成各種推行上的
問題，其主要課題如下，未來應予以改善：
1. 地方專業社區營造人才不足。
2. 地方派系分歧，難以促成發展共識。
3. 社區總體營造理念推行狀況不佳，民眾難以了解社區總體營造之涵義。
4. 專家學者設計之內容與當地發展難以完全相符。
5. 專家學者退出社區後，缺乏人才維持社區營造之工作。

二、 茄萣鄉漁村現況與轉型策略
(一) 茄萣鄉現況發展主要課題
由於傳統漁業沒落，導致茄萣鄉面臨各種問題，在經濟、社會、環境、觀光、
社區等各方面也都受影響。為有效提出茄萣鄉發展轉型策略，則必須先了解茄萣
鄉目前面臨的課題，其主要題為以下幾點：
1. 傳統漁業發展沒落。
2. 經濟就業不易，年輕人口外流。
3. 生活環境品質不佳，缺乏改善。
4. 現有地方景點缺乏管制。
5. 地方民間組織少有主動參與地方建設。
6. 對於政府推動政策方案資訊不足。
(二) 未來茄萣鄉發展之解決策略
依照茄萣鄉現有發展課題與地方條件，未來可歸納出以下幾種策略加以利
用，期望藉此解決茄萣鄉發展現況之問題。對策包括：
1. 凝聚地方共識，解決地方派系問題。
2. 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之各項方案，帶動地方發展。
3. 改善生活環境品質。
4. 健全現有地方景點管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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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推動地方景點營造。
6. 擬定漁村社區轉型休閒觀光發展之策略。
7. 結合休閒漁業與各地方景點，發展整體休閒遊憩帶。
8. 行銷地方漁產加工業，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9. 建立各項漁村社區轉型輔導方案。
10.轉變烏魚季活動，活絡地方特色。
(三) 茄萣鄉推動社區營造之課題與對策
社區總體營造的觀念在近幾年來開始蓬勃發展，許多鄉鎮紛紛推出相關的建
設，不只是對人也對於事物，因此，在這些建設下，對於社區與村落的生活也有
了明顯改善，但是對於茄萣鄉而言，社區總體營造卻是一個陌生的字眼，政府對
於茄萣鄉的相關建設也大多侷限在興達港區的部份，雖然對於茄萣鄉的進步依舊
所有貢獻，但對於整體的提升卻無法因此而有明顯的改變，因此如果可以經由推
動社區總體營造，將其觀念融入整個茄萣鄉中，不只是對於茄萣鄉之地方發展有
所幫助，對於台灣農漁村而言，更可建立一個好典範，以供借鏡。
未來可經由茄萣鄉民大量的投入，完成茄萣鄉整體社區總體營造的建設，從
基層改善茄萣鄉的生活環境及品質，再推動社區中的社團成立，凝聚社區共識，
配合政府的力量發展大規模的建設，循序漸進的完成各建設，一來可以促使社區
中的意識增加，使社區中的和諧度更高，二來可以促進茄萣鄉的經濟發展，國民
生活中，必須要有足夠的經濟力量，才可以維持更多的建設發展與民眾參與。
進行茄萣鄉總體營造的部份，需要整體規劃，並有進展性的執行，使當地建
設為有效率且符合當地居民之民意，因此在初期的規劃上便著重在凝聚社區共
識，加強社區間的互動，使社區總體營造之觀念先深入扎根，活化民眾意識為主
體，開始進行茄萣鄉的社造工作。
將來如能使茄萣鄉的鄉民擁有基本觀念後，讓其習慣自己營造自己的環境，
因此輔導社區社團或是社區發展協會之相關團體之成立，利用這些社團進行實際
活動的運作，拉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非只利用外來專業團隊辦理活動，如此
可減少彼此間的距離，將可使社區有效的發展。
在社區社團成立之後，便開始人力培訓，使社區居民有足夠的能力進行規劃
與申請政府計畫，使其開始陸續完成本計劃之相關內容，並與專業團隊合作，開
始著手本計劃之實施。首先必須找出可以建設或規劃之景點，並找出社區的特色
為何，建立相關特色的指標或是建築物，使茄萣鄉可以名符其實的成為一個有特
色的漁村，而這必須仰賴所成立的社區團隊及當地的力量，再加上專業團隊給予
的意見，以達到社區規劃的完整性，並可著手所有硬體上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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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茄萣鄉漁村社區轉型休閒觀光之發展策略
發展休閒觀光的前置作業即為提昇整體生活品質，使當地環境相對改善，人
文氣息亦有所提升，方可促進當地推行轉型成為休閒觀光為主。由於地方民眾對
於未來若朝向觀光發展表示認同，地方行政人員亦提出觀光發展之看法，因此茄
萣鄉漁村社區轉型可朝休閒觀光發展，並針對當地的發展條件以及機會，提出以
下各種發展策略：
1. 推動漁產加工業，結合觀光發展。
2. 設立大型休閒公園為遊憩觀光主體。
3. 利用閒置空間建立遊客服務中心。
4. 維持當地紅樹林等生態遊憩。
5. 增加現有漁村文物館(茄萣國中)功能。
6. 設立富有茄萣鄉特色的體驗式地方文物館。
7. 建全茄萣鄉濱海遊樂區之管理機制。
8. 濱海公路為南北交通主要脈絡，增加東西向主要聯外之交通。
9. 設立更多停車場於社區附近以因應觀光發展。
10.增加茄萣鄉公共藝術品，強化茄萣鄉特色。
11.強化烏魚季活動，舉辦大型長期活動引進觀光人口。
12.利用電視媒體、網路、報章雜誌推動行銷。
(五) 茄萣鄉漁村社區轉型休閒觀光發展之實施步驟
為有效將茄萣鄉轉型成為休閒觀光發展，必須要先從改變地方環境著手，改
變當地民眾對於地方建設與發展之舊有觀點，再依照已確定的願景進行發展，發
展過程中克服行政與地方發展問題，將可較為有效的將茄萣鄉轉型為休閒觀光之
發展，發展步驟如下：
1. 確立地方領導者及鄉民之概念。
2. 探討並確定茄萣鄉特色，確認茄萣鄉未來發展方向。
3. 推行人文觀念之相關理念，持續輔導各行業轉型之培訓。
4. 改善地方交通問題。
5. 擬定短期工程：大排水溝之疏濬工程及現有景點之健全管理與維護。
6. 舉辦各項茄萣鄉相關活動，改善烏魚季活動以吸引人潮。
7. 協調地方派系問題，促進地方整體發展。
8. 結合情人碼頭發展，推行整體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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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立行銷網，推出旅遊方案。
10.擬定中期工程：運動公園、濕地公園之規劃完工。
11.修正改進各觀光、體驗式景點的營運方式，增加新景點。
12.擬定長期工程：完成海堤整建工程，建立海濱休閒遊憩。
13.完成茄萣鄉漁村社區轉型成休閒觀光。
14.其他相關發展策略

三、 茄萣鄉發展願景
台灣有許多漁村社區皆強調轉型，轉型的方向亦有許多種，而大多皆推動觀
光等形式發展，但是卻沒有明顯完全成功之案例，因此推動轉型時需要考量當地
的特色與發展潛能，地方發展首重於地方首長是否願意施行該政策，而推動政策
的公務人員是否可以協助行政首長的理念進行辦理也影響到該政策的完整性，而
地方民眾對於建設普遍認同，所以茄萣鄉發展轉型成為觀光時，亦須考量到各種
環節，若只著重於學術專業性，則容易缺乏政策面向之考量，若只著重政策面向
之考量，則容易忽略地方發展之各項條件，因此茄萣鄉發展觀光時必須先改善地
方環境，提升生活品質，此為第一優先需要進行的工作。
針對茄萣鄉未來觀光發展之規劃，先從生活環境之改善做起，改善仁愛路旁
的大排水溝污染之整治，提升當地環境衛生之品質，結合地方綠美化的整體發
展，配合現有公三公園以及濱海遊樂區之整頓管理，期待縣政府推動溼地公園之
工程，待體育公園建設完成之後，將進行海堤邊之工程建設，增加民眾至海岸邊
觀看海景之意願，改善海岸邊之綠美化，再加上海洋文化節等特定活動之舉辦以
吸引人潮外來觀光客至當地進行觀光，配合莒光路等交通改善，結合現有觀光魚
市的穩定客源以及情人碼頭的發展，健全整體茄萣鄉配合觀光發展之規劃，並結
合活動與海產加工業，帶動地方經濟發展，茄萣鄉未來發展將有很大的潛能。
台灣有很多漁村都在進行所謂的產業引進，或是漁村轉型休閒漁業等各項發
展，但並非所有漁村皆適合，因此產生更多公共資源的浪費，如果茄萣鄉的未來
發展如果無法順利轉型觀光發展，至少地方民生環境已經有所改變，生活環境已
經有所改善，持續推動之漁產加工業也將可以改善部分地方經濟發展，發展觀光
必須從環境改善及各項硬體及軟體設施之各種環節進行推動，因此可以朝向休閒
環境的生活品質提升的面向去營造，改善當地舊有營造理念，提升整體生活環境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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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後續研究發展之建議
一、 地方營造之持續推動
由於社區社團的能力有限，因此在培訓上更需花費時間，雖然整體性的擬定
社區營造相關訓練，但是否可以讓社區民眾完全認同培訓之目的與方法，則有待
加強，加上培訓的意願以及時間更是重要的課題，如何讓茄萣鄉民有潛能的人接
受專業團隊的培訓，之中必然有許多尚未出現的問題，以待未來出現問題時加以
修正。

二、 漁村社區轉型輔導方案必須健全
由於朝向休閒觀光之發展，因此各行業將會受到大小不等之影響，地方各行
業也必須接受相關輔導之方案，鄉公所需要擬定各層面細部輔導方案之內容與時
程，地方民眾是否有能力接受轉型之後的發展，則是需要努力的一環，推動整體
發展，地方行政需依照民眾所需以及專業規劃之設計，進行整體相關建設與管理。

三、 持續爭取地方建設經費
由研究顯示，地方經費是影響地方建設的重要因素，地方行政上亦表示若無
經費亦無法推動建設，因此必須有效的爭取經費，部份工程已經規劃並將爭取經
費進行改善，但部分工程及地方輔導轉型方案亦需要大量經費持續投入方可完
成，因此必須擬定相關計畫有效爭取經費，方可持續推動地方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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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高雄縣茄萣鄉漁村轉型策略研究之探討之問卷調查
茄萣鄉鄉民您好：
相信您對於所居住的茄萣鄉應該有部分的了解，本問卷是想詢問您對於茄萣鄉各層面問
題的看法，本問卷內容將做統計分析，僅供學術研究用途，絕不會侵害您的隱私，敬請放心
作答。您的意見對於本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感謝您於百忙中抽空填寫這份問卷。
國立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 邱文彥 博士
研究生
李明諺
敬上 95.03.17

第一部分：茄萣鄉發展概況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請您基於對茄萣鄉的了解，針對以下各項茄萣鄉現況的感覺，於適當的□中打＂V＂。

1. 茄萣鄉本身已經有明確的特色
□
□
□
□
□
特色為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茄萣鄉基礎建設充足，如公園綠地、圖書館、運動場等
3. 茄萣鄉各項建設經費充足
4. 茄萣鄉在各項生活機能上皆充足
5. 整體生活品質高
6. 茄萣鄉公所近 5 年內有許多發展計畫
7. 茄萣鄉中邀請義工進行各項社區環境維護工作
8. 茄萣鄉因為工作機會少，致使年輕人口外流
9. 大部分人口外出工作仍居住在茄萣鄉
10. 您認為茄萣鄉整體發展應該轉型
11.您認為茄萣鄉漁業已經沒落
12.茄萣鄉有發展休閒觀光娛樂漁業之前景
13.社區總體營造相關計畫與經費補助等資訊充足
14.您對茄萣鄉發展仍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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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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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茄萣鄉漁村發展問題
請您基於對茄萣鄉的了解，針對以下各項茄萣鄉發展問題，於適當的□中打＂V＂(可複選)。
1. 茄萣鄉有以下主要問題須改進：
□經濟就業機會低落 □環境污染嚴重 □生活品質不佳 □社區安全有慮
□觀光發展尚待加強 □其他______________
2. 漁業發展受限原因：
□漁業資源減少 □漁業勞力不足 □漁業設施不足 □漁業政策不明 □環境污染
□填海造陸危機 □漁獲量不穩定 □行銷策略不完善 □經濟利益不高
□其他______________
3. 海洋漁業資源減少原因：
□大陸漁民濫捕 □當地人毒魚炸魚 □當地人濫捕 □海洋環境污染 □其他_________
4. 茄萣鄉目前無發展休閒觀光是因為：
(1) 天然條件
□地理位置偏遠 □可作為觀光遊憩資源有限 □氣候海象條件惡劣 □海岸腹地空間不足
□其他______________
(2) 人為條件
□交通系統不便 □地方勞力不足 □人民意願不佳 □教育程度有限 □年齡老化
□相關公共設施不足 □資訊不足或不易了解 □輔導受訓機會不足 □鄰近鄉鎮競爭
□人為條件充足 □地方政府無積極推動 □整體發展方向未定 □發展配套措施有限
□其他______________
5. 影響地方發展的主要因素：
□上級政府政策 □地方經費 □地方派系 □人民素養 □其他_____________
6. 茄萣鄉未來漁村轉型發展首要工作：
□發展觀光服務業 □娛樂漁業 □提升優質生活 □維持目前發展現況
□其他_____________

第三部分：茄萣鄉轉型發展契機

<<經濟成長>>
1. 增加種苗放流等栽培漁業，增加漁業資源
2. 規劃整體養殖範圍，提供休閒養殖及體驗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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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如果茄萣鄉發展方向轉型，對於茄萣鄉將產生一定程度的影響，將影響層面分為五個面向，請
您對於可能產生的影響，或是您認為有必要的建設，或是針對希望發展或保留的方法於適當的
□中打＂V＂。

□
□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擁有發展工業潛能
穩定漁獲量，維持當地加工業發展
引進各項適合茄萣鄉之休閒漁業發展
發展漁村轉型以增加茄萣鄉就業機會，促使年輕人口回流
擁有發展商業潛能
加強各行業配合漁村轉型之輔導方案

同意

非常同意

3.
4.
5.
6.
7.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結合地方團體推動茄萣鄉相關活動與建設
2. 結合中小學推動茄萣鄉相關活動與建設
3. 推行鄉土教育，使民眾認同茄萣鄉的文化

□
□
□

□
□
□

□
□
□

□
□
□

□
□
□

4. 推廣茄萣鄉特有文化，增加鄉民認同感與地方凝聚力
5. 增加銀髮族休閒生活空間，提升生活舒適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會安定>>

<<環境品質>>
1.
2.
3.
4.
5.
6.
7.
8.

注重地方環境衛生，解決街道垃圾散亂問題
加強地方綠美化，規劃整體綠美化之據點
選取種植各社區之代表性花草樹木，增加社區形象
推動鄉民進行各地方行道樹種植之認養，以便進行管理維護
改善二仁溪與鄉內大排水溝之污染情形
改善人行道空間，串聯各景點
結合社區特色發展路標及路燈設計
改善社區穿越省道台 17 線至海濱的可及性

<<觀光發展>>
1.
2.
3.
4.
5.
6.

結合興達港情人碼頭發展，將茄萣鄉發展以休閒觀光為主
增加文化產業發展，結合觀光產業增加工作機會
增加觀光景點與套裝旅遊路線
集中商業鬧區於市中心
穩定現有觀光魚市持續發展
增加親水設施，強調以「綠」與「水」為主的休閒環境

<<社區營造>>
1. 兼顧地方派系間共同利益，凝聚地方社區共識
2. 結合茄萣鄉各廟宇活動，增加社區共識並不定時舉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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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加強社區營造觀念，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宣導教育
培訓地方組織策劃能力，爭取地方相關建設之發展
加強社區參與的管道與機會
善用地方建設經費，規劃整體相關建設
舉辦觀摩其他鄉鎮社區發展成功之案例學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部分：茄萣鄉轉型休閒觀光發展之策略分析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若茄萣鄉轉型成為以觀光休閒為主之漁村，將必須有許多建設與規劃，可藉由分期分區施工
方式，建立各項設施，請您依茄萣鄉特色認為茄萣鄉需要的建設，於適當的□中打＂V＂。

1. 設立大型休閒公園為遊憩觀光主體

□

□

□

□

□

2. 利用閒置空間建立遊客服務中心
3. 維持當地紅樹林等生態遊憩
4. 增加現有漁村文物館(茄萣國中)功能
5. 設立富有茄萣鄉特色的體驗式地方文物館
6. 建全茄萣鄉濱海遊樂區之管理機制
7. 濱海公路為南北交通主要脈絡，增加東西向主要聯外之交通
8. 設立更多停車場於社區附近以因應觀光發展
9. 增加茄萣鄉公共藝術品，強化茄萣鄉特色
10. 強化烏魚季活動，帶動整體發展
11.舉辦大型長期活動引進觀光人口
12.利用電視媒體、網路、報章雜誌推動行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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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受訪者個人基本資料
1. 性別：□男
□女
2. 年齡：□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0 歲以上
3. 居住村落：□福德村 □萬福村 □白雲村 □嘉賜村 □嘉安村 □嘉樂村 □嘉泰村
□嘉福村 □和協村 □嘉定村 □保定村 □大定村 □光定村 □吉定村
□崎漏村
4. 教育程度：□小學以下
□國(初)中
□高中
□大專(大學)
□研究所以上
5. 在茄萣鄉居住時間(未居住該地但在該地區服務時間)：
□1 年以下
□1~5 年
□6~10 年
□11~20 年
□21~30 年
□31 年以上
6. 婚姻狀況：□已婚
□未婚
7. 目前就業行業之年資：□1 年以下 □1~5 年 □6~10 年 □11 年以上
8. 您的職業：□漁業
□農耕
□工業
□商業
□軍人
□公職
□教職
□學生
□其他____________ □沒有職業
9. 若您從事漁業，為何種漁業：□漁船捕撈 □娛樂漁業 □箱網養殖 □陸上養殖 □無漁業
10. 經濟狀況(月薪)：□20,000 元以下 □20,000~30,000 元 □30,000~40,000 元
□40,000 元以上
11. 有無參與茄萣鄉之民間組織：□無 □有 組織名稱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感謝您填寫此問卷，有任何問題歡迎您來電指教。
聯絡人：李明諺
聯絡電話：0929215485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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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婦聯會總幹事、興達港漁業推廣組、鄉民訪談紀錄
訪談時間：2005.11.11
「興達港」過去稱為「興打港」，但現在已經改名為興達港，是在蔣經國時
代因為覺得舊有之名稱不好聽，而進行改名的。
興達港漁會推廣漁業課課員( 2005 )表示，由於台灣過去的遠洋漁業發達，
因此興達港本來的規劃是希望可以做成遠洋漁業的發展，預計將前鎮、旗津該地
區過多擁擠的漁船移到該地方作為發展，由於興達港本身的地理環境佳，腹地廣
大，因此擁有很好發揮的潛力，大部分的文獻皆表示是因為興達港本身的設備不
足所以導致漁船沒有到該地方來，但經過實際訪查的結果以及部分論文探討發
現，真正原因並非如此，主要是因為一旦漁船從前鎮、旗津等地區移至該地方後，
將會致使旗津、前鎮地方沒落，因此在兩邊漁會尚未將金錢因素談妥的情況下，
前鎮、旗津的漁會遲遲未肯放手，否則一旦開放並公告會有遠洋漁船到興達港停
靠卸貨，就會有許多的廠商來該地方興建所需要的設施，由於這些設施所需要的
經費往往需要幾百萬、甚至幾千萬，因此在未公告之前，各廠商紛紛不敢斷然興
建相關設備。
茄萣鄉亦有鄉民表示，興達港本身轉型的發展方向很好，如要發展成為觀光
休閒模式，在興達港還有幾項需要改進的地方，在情人碼頭地區需要多種植容易
存活的數目，該數種主要以闊葉樹會較容易存活，而且其長大成形之後的樹蔭廣
大，可以增加行人行走的遮蔭，另外就是休閒用涼亭不足。因此現在的興達港情
人碼頭的部分，往往都在晚上會聚集較多的人潮，在白天幾乎都沒有人到該地
方，因為樹蔭不足，白天氣候又熱，陽光過於充足，因此在白天的人潮聚集幾乎
是沒有，攤販往往也都是在下午接近黃昏的時候，才會因為人潮開始聚集而出
現，因此如果興達港未來想要發展成為觀光休閒的模式，則還有一些需要再加強
的計畫。
由於興達港情人碼頭的現有配套設備不足，如果要發展成完全的觀光休閒，
尚需要一些相關硬體及軟體的配套措施才可行。
(一) 研究植栽技術，種植大量數目以增加綠蔭
據興達港推廣漁業課表示，該地方的種植數目難以存活，主要是因為土地
鹽分過高的問題，因此數目種植往往出現排斥現象，在此部分的經費已經投入
了三千多萬的經費，但是並未有明顯效果。就實際層面而言，從濱海公路路段
兩邊的樹木可以發現，新種植的樹木皆難以存活，大多無法到達茂密的狀況，
也直接影響到情人碼頭樹蔭大量不足的情形，因此植摘部分一直是一大問題。
從國外的一些遊憩港口的案例可以發現，如果要推動觀光遊憩，則需要從
各種不同的時間點針對不同的人潮設立相關的配套措施，使該公共空間可以隨
時都有人使用，以提昇公共空間的使用率，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行人行
走的樹蔭。
(二) 選定地點興建涼亭
為了增加行人行走的意願，除了增加足夠的樹蔭之外，亦需要有部分集合
的景點，如涼亭等設備，在這個部分，現有的情人碼頭尚未有充足的建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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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白天時往往無法聚集人潮，
(三) 增加陸上遊憩設施
當增加了充足的綠蔭之後，不僅可以使該地方增加行人行走的機會，更可
以增加該地方的綠意及生態景觀，因此人潮在白天時將會增加，因此，適當的
陸上休閒設施則將必須要增加，以符合使用者的需求，並針對白天可能到該地
方的民眾做市場調查，以提昇公共設施的使用率。
(四) 舉辦各種活動吸引人潮並做適當的整體規劃
情人碼頭從興建至今已經舉辦過許多活動，每每舉辦活動皆可以吸引廣大
的民眾到該地方進行休閒遊憩，其中最大的活動為民國九十四年的國慶煙火在
興達港施放，估計投入了約八千萬到一億的經費，當天吸引了約五十萬人口湧
進該地區，但由於整體規劃不足，當天該地方交通問題嚴重至全面癱瘓，各種
飲食相關攤販由於人口過多而不足，鄰近的茄萣鄉本身飲食亦在當天被搶購一
空，呈現嚴重供不應求，因此在整體活動規劃的部分需要作全面性的考量。
藉由該次興達港的國慶的煙火施放可以發現興達港與茄萣鄉的觀光發展
潛能，如果有規劃完善的建設、交通動線以及各種配套接駁或管制方案，是會
有很大的幫助的。
在發展觀光休閒時，最重要的就是人潮的聚集，如要舉辦各種不一樣的活
動，並長期吸引人口聚集，則必須要增加硬體的相關設備，為使用者著想，使
到該地方進行休閒遊憩的民眾會有想要再到該地方的意願，如此一來，舉辦活
動方可有機會永續進行。
(五) 配合其他景點作整體性的規劃設計
由於本身興達港的設施並未完善，其中有許多建設亦積極建造中，在遊憩
觀光部分尚未有辦法到達觀光遊覽的性質，因為該景點如果全區走完約一兩個
小時的時間，如要有一日遊或是兩日遊的行程，則必須要對於興達港本身的一
些陸上設施進行開放，增加遊客在該地逗留的時間，並在茄萣鄉規劃興建各種
相關的休閒設施，以增加休閒遊憩的串聯，提高整體休閒遊憩的可行性。
(六) 解決派系問題
長久以來，台灣的各鄉鎮村里中往往都因為派系問題，而導致整體開發建
設無法完整，亦難以有全面性的規劃設計，如果可以有相關單位委託部分顧問
公司，提出整體規劃設計之藍圖，使雙方面都可以獲得利益，並可以使民眾成
為最大的獲利家。
以茄萣鄉發展而言，興達港漁會應該是屬於茄萣鄉的一個部分，但由於漁
會的總幹事與茄萣鄉鄉長各有自己的理念，由於理念相衝突，因此在興達港漁
會與茄萣鄉公所的相互配合上就無法完整，致使許多地方建設無法做有效的全
面性規劃，而難以發揮完全功效，甚為可惜，有鄉民表示，如果興達港漁會無
法有上級單位的支持，則難以有所發揮，對於地方建設的融入勢必難有進展，
因此如果可以有一定程度的政府單位出面，或是由其他的工程顧問公司出面進
行規劃，不僅有機會可以使該地方派系問題稍微減弱，進而提昇茄萣鄉居民的
意識形成，如果可以成功將茄萣鄉的漁業轉型成為休閒或是觀光景點，將有助
於茄萣鄉的未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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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只有內陸養殖、和極少數的出海漁業目前主要的內陸養殖部分有兩個地
方，一處為鄉公所擁有的土地租借給鄉民，俗稱為青年塭；一處為金鑾宮所有的
土地，俗稱為媽祖塭。以前在茄萣橋下有少數的牡蠣養殖，在茄萣鄉中的牡蠣養
殖曾經有所進行，但隨著二仁溪以及興達火力發電廠的水質污染，這一類養殖早
已經在茄萣鄉消失，另外，在早期亦有遷罟在該地方，但由於茄萣鄉的漁業已經
沒落，所以這一類早期少數的漁業也已經消失。
過去舉辦烏魚季時，其中有許多的內容就是採用體驗式的活動設計，讓遊客
可以體驗該地方的漁業相關活動，但是活動設計並沒有讓該地方的組織或政府地
方基層單位增加茄萣鄉基層建設的觀念，一如往常的將經費花在吃喝玩樂的部
分，並沒有讓經費落實在實質的地方建設，如果可以做整體性規劃，落實經費的
運用，可以在茄萣鄉內部做各種休閒遊憩建設，規劃各種景點的建設，投入資金
進行各項公共建設的規劃，不僅可提昇當地的生活品質，亦可以增加整體休閒遊
憩的漁村轉型機會。現有的茄萣鄉土地計畫中已經通過施行公園的興建，預計興
建運動公園以及公三公園。
一般活動舉辦，往往需要有人潮才可以有發展，要對整體進行規劃，以過去
烏魚季而言，平均大約有一萬人左右的人潮在這兩天的烏魚季中，此一較大型活
動是由鄉公所委託公司進行規劃設計以及施行。經過深度訪談發現，茄萣鄉本身
的活動大部分都是由鄉公所舉辦，或是由民間組織的單位向鄉公所、興達港火力
電廠、興達港施工處……等申請經費而舉辦，只要有達到其要求的一些配合事項
即可爭取到部分經費，目前無法有像屏東黑鮪魚文化觀光記等大型且長期的活
動，主要是因為鄉長理念不在於此，因此沒有委託相關顧問公司推行，否則就茄
萣鄉的發展而言，一樣擁有該項活動推行的潛能，但重要的是計畫的規劃與設
計，在經費申請及利用的部分較不缺乏，就民間組織的運作而言，經費利用的部
分只要有適當的理由及完善的規劃，往往不難爭取到鄉公所的經費。
有鄉民表示，過去有許多綠美化的環境，如茄萣鄉仁愛路二段中有一處大型
的停車場，在過去就是整片大的綠美化，但是為了興建停車場，在沒有妥善規劃
以及任何生活綠意空間的考量下，將現地的所有樹木全部砍除，該地方停車場是
屬於收費停車場，可是使用綠上並不高，主要原因在於其屬於收費停車場，該地
方除了有大量人潮的時候才會去收費，在平時的收費往往是若有似無。當地居民
亦表示，如果可以將該地方變成不收費停車場，則該停車場將會有很高的使用
率，以茄萣鄉內部而言，就有許多地方是由私人開闢的土地作為租用停車場使
用，且供不應求。
整體的綠美化工作，是由鄉公所提撥經費給各社區去推行的，但是並沒有每
個社區的經費都一樣，保定村村幹事( 2005 )表示現在社區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
推行綠美化，也有規劃部份的少數建築于社區中。
仁愛路旁的大排水溝主要是因為會及茄萣鄉中的家庭廢水，因為沒有完全的
整治，所以會產生惡臭味，此一現象存在由來已久，目前已經有縣議員申請提撥
經費進行改善，預計會有兩千萬的經費的開發可以進行改善工程，預計將此大排
水溝進行清除工作，並進行建設將此處水直接往外排放以減少惡臭，此項工程應
該是鄉公所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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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鄉民表示，近幾年來茄萣鄉鄉公所並沒有什麼明顯的建設，此一部分需要
由地方行政首長有此政治理念方有機會進行整建，但由於地方派系問題層出不
窮，因此在地方建設的推行上亦有所阻礙。
茄萣鄉本身的地方選舉以及地方建設往往考量到利益問題，有鄉民表示地方
政府基層單位如要興建相關設施或是各項資源利用，往往都是以人脈以及政治利
益考量為出發點，加上地方的意識不集中，民間團體以及政府地方基層往往各自
為政，目前難以有全面性規劃及發展出現。
台灣漁村有一特色就是廟宇很多，茄萣鄉為台灣沿海漁村之一，此一現象依
舊出現在茄萣鄉中，現有的茄萣鄉中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廟宇，其中主要有四間主
要廟宇，分別為萬福宮、金鑾宮、賜福宮。
鄉民表示，以前由於漁業發達，因此茄萣鄉中有很多從事漁業之人口，這些
人口不論男女，在漁業休息之餘的休閒活動大多是賭博，因此過去的賭博業盛
行，現在雖然漁業沒落，所以賭博風氣已經有減緩趨勢，但是亦有許多居民習慣
於該風氣，尤其是年老一輩的鄉民，由於並沒有固定工作或是失業，所以賭博的
情形依舊在茄萣鄉存在。
茄萣鄉逐漸沒落的原因是因為主要是因為漁業漸漸消失，另外就是興達發電
廠的污染對於該地方的漁業造成衝擊以及技術外流等各項原因，以茄萣鄉聞名的
烏魚而言，現在大部分的烏魚都被中國漁民給捕獲走，但由於其補抓的時期並非
烏魚本身最好的時期，因此所抓到的烏魚並非最好吃的烏魚，但由於主要的漁獲
都被中國漁民捕獲，因此茄萣鄉在此漁獲量的捕捉部分已經不如過去那麼多，而
烏魚最好吃的時候是大約是在每年期自然游至茄萣鄉時，主要是因為其生長環境
以及飲食的過程所時用之藻類的關係。目前茄萣鄉現有的烏魚大部分都是在海上
進行交易或是買現成的為主，鄉民表示因為大陸買回來的烏魚比較便宜，如果是
從外面買進來的，雖然在品質上比較沒有當初在茄萣鄉外海捕獲的那樣好，但就
經濟層面而言卻比較好賺。
由於茄萣鄉的漁業斷層，年輕人口外移，許多現有的漁船幾乎都已經賣掉，
許多從前靠捕魚維生的漁民都已經沒有在捕魚了。
茄萣鄉本身有許多民間組織在運作，如婦女會、婦工會、青工會、救國團幼
獅協會、後備憲兵荷松協會、婦聯會、婦友會、環境協會、民眾服務社、茄萣鄉
村務推展聯合促進會、歌唱協會、老人松柏協會、茄萣慈善會、德柏慈善會……
等，這些民間組織在運作上，都是以舉辦一些自己團體及其家眷會參與的小型活
動，藉此聯繫彼此的感情，但是都只侷限在小地方而已。
鄉公所並不會有集中這些小型活動的想法，因為藉由這些小型活動的申請，
可以建立鄉公所與茄萣鄉鄉民的人脈關係，有鄉民表示，這可能是從政治為出發
點做考量，茄萣鄉鄉公所本身的經費分配會有一部分是地方基本建設，一部分是
由地方民間組織去申請辦理相關活動，但就整體而言，並沒有作整體性的規劃，
只是依照民間組織有申請者才有舉辦相關活動，沒有整體性及中舉辦大型活動的
情形。
有鄉民表示許多民間團體的活動辦理，與鄉公所內部相關單位有很密切的關
係，許多活動都是必須要先經過口頭上的溝通協調，直到鄉公所相關單位已經同
意之後，才發送相關的公文，並進行形式上的核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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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地方派系問題嚴重，並且已經影響到茄萣鄉本身的建設與未來發展，但
由於牽扯層面過廣，有許多有心為社區或是茄萣鄉幫忙的人亦不想要再接觸相關
問題，但亦有一部分的人會站在想要讓自己的故鄉更好的立場，基於對於自己故
鄉的認同感而爭取鄉民的福利。
在茄萣鄉過去的計畫中，曾經有打算要興建老人養護中心，藉此養護中心來
增加老人的福利制度，但由於所選中的地是金鑾宮所有，而金鑾宮的大多數負責
人皆是老一輩的長者，因其反對該項建設，任為該項設施的建立會妨礙其利益，
並且會使自己必須居住在這樣的環境下，因此將此建設方案擋下來，所以在醫療
保健的部分也失去了這一項資源。
很多地方景點與觀光建設的部分也有類似的問題出現，雖然政府單位可以進
行部份的強制徵收或世界由相關的法令去推動有助於整體發展的計畫，但基於人
脈立場及未來的政治因素考量，鄉公所往往不會輕易的推動部分有些微損害少部
份人利益而增加大部分人利益的計畫。
金鑾宮的不動產是茄萣鄉的廟宇中最多的，賜福宮則是在茄萣鄉的廟宇中經
費最多的。
鄉民對於居住品質的要求不一，部分鄉民認為生活品質不錯，而交通主要則
以濱海公路為主要的路線，所以也這一條路為主要的交通發展，經吾人的走訪觀
察發現，濱海公路在茄萣鄉路段，平時的車況並不多，直到傍晚時才會出現很多
車潮。有鄉民覺得並沒有整體規劃的發展。
以茄萣鄉本身的建設而言，如果願意做且有完整的規劃方案往往都可以成
形，所以主要是因為當地負責建設的人員沒有構想，沒有想要做，所以才會沒有
許多建設，否則如果將整體做完整的規劃，再配合興達港情人碼頭的發展，未來
如果轉型為觀光業，一日遊、兩日遊的規劃是可行的。
興達火力發電廠每年固定有經費七千萬左右的經費撥給鄉公所，以作為回饋
茄萣鄉空氣污染的機制，亦有部份相關的經費，是可經民間組織舉辦活動申請機
費使用的。
茄萣鄉也有部分的外籍新娘問題很嚴重，會生出很多弱智的小孩，有些是因
為智障或是條件較不好的本身還是取老婆。會延伸教育問題，隔閡問題，社會成
本支出問題，語言問題，(要問鄉公所才知道明確之料)

茄萣鄉濱海遊樂區雖然沒有廢棄，但是從外觀看起來形同廢棄的一個地方，
在外觀上並無整修，亦沒有任何管理機制，使該地方成為一個缺乏維護管理的景
點，也因此使遊客不容易前往，所以雖然與黃金海岸同樣位於濱海公路上，且距
離車程不到十分鐘，但卻人跡罕見，往往只有在民間團體有舉辦相關活動時才會
有人出現，位於濱海公路通往台南市區通路上的一個地方景點，在這樣的使用管
理上時在可惜，因此如果將此現有的景點加以整理管理，勢必可以成為引進部分
觀光人潮的景點之一。
有茄萣鄉民表示，二仁溪本身的整治部分只有做到台南市，在高雄縣的部分
並沒有明顯的改善，過去在二仁溪的北邊排放廢五金，所以對於該河川造成污
染，也直接影響了茄萣鄉的漁業發展，之後又有查緝發現化學工廠等排放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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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社區發展協會本身會協助辦理茄萣鄉內的地方建設，但大多數依舊是各
自為政，以保定村為例，當鄉公所主動提撥經費時，社區發展協會再去做，在社
區綠化工作的部分亦是如此，鄉公所給予經費，再由社區本身去做，但是吾人了
解其綠美化實際工作發現，社區的綠美化大多市及朱在路邊的小部分種植花草樹
木，並未作整體茄萣鄉的規劃，更沒有統一選定花草數目的種類，因此雖然增加
了綠意，看似美化了環境，但事實上如果可以統一規劃種植的地點，以及各種不
同的花草樹木的種類，在整體的社區美觀上必然更加提昇品質。在經費使用上並
沒有完全充分的利用，有鄉民表示鄉公所有給予經費一千萬元去做社區公園，經
費使用上似乎過多，而社區本身大多數都是爭取做活動，並非做地方上的建設。
目前茄萣鄉有社區志工。
由於茄萣鄉的漁業沒落，過去的各種漁業皆因此消失，僅存的部分漁業環境
亦不多，有崎漏村的鄉民表示，崎漏村過去的漁塭地很多，以前之所以稱為塭寮，
就是因曾經去有很多的漁塭在那個地方，但是目前大多數都已經填掉做其他建
設，茄萣鄉內也有許多村落有這樣的現象，有不少建築物過去都是漁塭地，後來
才轉變成為建地的。茄萣鄉的養殖漁業部分，鄉民大多表示比較沒有抽取地下水
而引發地層下陷的問題，因為大多數都抽取外海或是河川的水為主，所以地層下
陷比較沒有屏東的佳冬鄉那麼嚴重。
地方居民大部分較少聽到許多政府單位計畫，亦沒有社區總體營造的觀念，
此顯現國家在推行社區總體營造至今已十年有餘之際，並沒有徹底的將該觀念傳
達到每一個地方上，也使茄萣鄉本身並沒有完整或是全面性的社區規劃。
婦聯會邱總幹事表示，茄萣鄉未來的發展如果可以朝向整體觀光的方向是很
好的，可以帶動地方經濟、商業等各項相關的發展，如果可以與興達港的發展相
互配合，再加上其他相關設施的興建，此地方的觀光潛能依舊很有潛能，由於茄
萣鄉是連接台南市與高雄縣的一個重要的交通轉接點，如果可以在主要的濱海公
路路段做適當的規劃與設計，勢必可以引進相當程度的觀光休閒人潮，進而改變
茄萣鄉曾經賴以維生但卻沒落的漁業發展，只是需要有鄉公所及地方民眾的支持
與參與，如果可以有完善的規劃也是大有可為。
要發展觀光之前，必須要先找出茄萣鄉的特色，並做完善的規劃，否則現有
的茄萣鄉中，並沒有特殊要呈現的特色，各村之間亦沒有明顯的區別，主要都是
以一條街道為分隔，針對茄萣鄉本身的特色而言，並不容易尋找，亦有鄉民表示，
因為茄萣鄉與其他許多沿海漁村一樣，並沒有特殊的特色，因此在尋找建立特色
的時候往往也都與其他漁村相似，但茄萣鄉與其他漁村不同的關鍵就在於漁業的
特色與地方的人文歷史，也就是烏魚及廟宇，過去的茄萣鄉的烏魚在台灣亦是有
所名氣，如果可以有是的規劃與設計，或許可以將此特色有所發揮，並以此為出
發點做許多結合，因此過去有所謂的烏魚季來吸引部分休閒人潮，未來亦可以此
特色為輔助，興建各種建築物，並加強觀光發展的結合，既有的建築物亦可以經
由部分建設計畫的經費，做整體的設計與施工。
鄉公所對面有一環保公園，早期為垃圾推放處，後來前任鄉長為了改變該地
方惡臭而將其興建成為環保公園，並有效的解決了該地方本來因為垃圾而產生的
惡臭，有鄉民表示，前一任鄉長對於環保及各種建設方案中較有推行，此問題也
顯現出傳統農漁村中建設的問題，如果地方行政首長沒有刻意推行建設方案，呆
村落的建設就會呈現不足的狀況，加上村民本身對於政府所推行的各項建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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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清楚，如文建會推行的社區總體營造、魅力小鎮計畫……等，對於地方建設
主要依舊來自於地方行政上的資訊，加上本身撰寫企劃書能力有待加強，因此地
方建設主要還是依賴鄉公所等地方行政單位之推行，茄定鄉現有主要推行的綠美
化工作即是如此。
有當地居民表示，各團體間的相互合作並不容易，各團體內部運作上本身就
難以完全產生共識，如果各團體要合作，所需要的協調必然需要更多的努力，但
是也並非不可行，只是需要當地有力人士或是鄉公所等地方行政單位出面協商，
使各單位有一統一的方向可供努力，此也是舉辦大型活動前所需要努力的。
每年廟宇活動的比較固定的時間為三月二十三日的媽祖生日，整體來說，這
一個傳統文化活動慶典是整個茄萣鄉都動起來的活動，但目前的狀況是屬於各間
廟宇分開進行，從以前到現在大多是各自為政，幾乎沒有全面性一起努力舉辦一
項活動的情形，這與台灣過去的民俗風情有關，只是隨著時代的進步，全面性的
規劃也越來越重要，因此如果可以將整體規劃的觀念導入茄萣鄉中，並使大部分
地方領袖及居民認同，未來的活動發展上即有可能整體一起舉辦活動，並加深茄
萣鄉本身的團結，只是過去的地方認同中並未有如此全面性規劃的觀點，因此在
建立此觀點時則必須要花費一段時間建立全鄉民的共識。
茄萣鄉過去在廟宇舉辦慶典時，會有一整個禮拜的時間是各地方都會互相宴
客的，整個籌備慶典的時間會延伸到一整個月，可是在一整個月中並沒有其他活
動引進，只有各陣頭操練，只有部分小時段才會有小型活動，而後至現今這樣一
群鄉民一起努力的情形越來越少見，其沒落的原因主要在於茄萣鄉本身的經濟結
構改變，過去的茄萣鄉是一個傳統漁村，因此大多數的鄉民有共同的話題與休閒
時間培養彼此間的感情，隨著漁業沒落，工作改變，人與人之間接觸的機會變少
了，人與人的關係也漸漸地疏遠了，於是相互宴客與整體大團結的情形就越來越
少見了。
在地方生活品質部份，茄萣鄉本身總共有兩個對外開放的圖書館，一個為茄
萣鄉圖書館，一個為地方社區所建立的圖書館。
現在生活於茄萣鄉中的鄉民對自己的故鄉大多有許多認同感。
隨著漁村漁業的沒落，於是在當地缺乏工作機會的情形下，年輕人口鄰近的
台南市工作，不過以茄萣鄉的居住人口而言亦不算少，該地方只是工作機會外
流，所以年輕人口外移至外地工作，但並非所有的年輕人都移往外地居住，純粹
只是工作在外但依舊居住在此地的年輕人口亦不少，因此提昇該地方的生活品質
也變的越來越重要，只是在生活消費上，隨著年輕人口工作外移依舊有很多影響。
當地民間團體中，舉辦的各項活動依舊以人情為出發點，亦有當地民間組織
的幹部認為，團體並不一定全部都是要辦活動的吃吃喝喝將經費處理掉，也可以
有一些實質的建設為主，但大多數的民間團體中較少有這樣理念的人，大多數依
舊以自己的利益為出發點。
地方的向心力越來越薄弱，各民間團體舉辦的活動依舊是以該團體的成員或
家屬為主，大多沒有新成員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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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鄉長、鄉長秘書訪談紀錄
訪談時間：2006.03.17
曾鄉長石城(2006)表示，茄萣以前是漁村，由於環境的轉變，現在漁船少了
十分之六，目前以勞工與海產加工業維生，原有的生活型態已逐漸的轉變，所以
茄萣的發展也跟著改變，海產加工業，是目前主要推動的方向，希望建立好的品
牌與自己的特色，未來將朝向直銷的方式發展。
交通方面已經著手規劃一千五百多公尺的莒光路拓寬工程，增加另外一條南
北連接情人碼頭的道路，以改善過去以台 17 線為主體的交通擁擠的情形，由高
雄縣政府積極發展，希望未來此一道路建立之後，使特定活動期間不至於交通癱
瘓，改善交通問題。
曾鄉長石城(2006)表示，目前茄萣的海產加工業，是屬於傳統加工業，技術
方面已逐漸改善，海產加工業的發展已經數一數二，部份加工業已經申請專業牌
照，魚翅、烏魚子、魚丸等各種海產的品質不錯，因此對於此一部分的發展有信
心，加工業的加工包含海上漁蝦類，以及從前鎮漁港而來的魚翅，部分有一日型
之捕魚方式，捕獲部分海產。茄萣發展的魚翅為當地漁產的特色，與他處魚翅生
產不同，以目前全台魚翅加工業而言，茄萣鄉佔全台灣第一名，主要是因為當地
的魚翅加工過程中比較乾淨，烹煮的方式也不相同，有些加工廠的魚翅有外銷香
港、日本等地，未來直銷也是一大遠景。
曾鄉長石城(2006)表示，目前要發展觀光有困難，茄萣鄉面積小，發展觀光
要有景點才可吸收人，因為現有地方景點不足，以現有地緣性而言，觀光客多前
往情人碼頭與黃金海岸，但有發展機會，因為高雄縣政府積極開發情人碼頭，引
進許多觀光客，未來發展上目前是以海產直銷為主，結合地方觀光，使遊客來到
這個地方才可以實用海產，增加地方收入，因此要先改變地方發展，提昇環境品
質，改善環境髒亂等問題，配合當地遊艇發展，引進或建立各項活動，對於未來
茄萣發展將會有很大的幫助。剛上任已經半個月。
曾鄉長石城(2006)表示，公三公園是以前所留下的負擔，此公園當初分兩期
工程進行，第一期工程經費為六百多萬，第二期工程經費約一千六百五十萬，合
計約兩千萬左右，但是由於建立之後缺乏管理與營運，所以環境髒亂不堪，雜草
叢生，但目前已經著手逐步改善。
曾鄉長石城(2006)表示，過去的濱海遊樂區使屬於高雄縣政府所擁有，目前
為茄萣鄉工所擁有管理，內部發展上有三個問題，第一是缺乏熱帶數種等綠蔭，
以公園特性而言，缺乏足夠的綠蔭，以及環境景觀不足，因此需要先清除現有木
麻黃，減少因木麻黃等樹種所添增的環境污染，增加更多的花草樹木等景觀環
境；第二是裡面有許多小廟存在，必須加以清除，以改變地方環境，第三則是當
地下層多為海砂地質，亦有海埔新生地，一般數種無法存活，因此必須將土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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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改善的起色，沒有數目與草坪，都是因為海砂，所以難以改變，將木麻黃砍
掉，地質要改變，才可以改善，將會花費相當多的經費，未來會向縣政府申請經
費，改善環境，增加地方景點。
曾鄉長石城(2006)表示，地方建設如果沒有經費，將難以處理各項建設，目
前主要是向縣政府及中央政府爭取預算，另外即是台灣電力公司在補助外，亦會
有約一、兩千萬的經費補助建設，增取各項建設經費為主，興達火力發電廠每年
所補助約七千萬的預算部分，鄉公所不能主動運用，一切只能依照所提出的預算
進行地方福利，包含老人福利金、地方活動辦理、中小學營養午餐部分補助，在
整體經費申請部分，建設及朝向建設單位，綠美化有綠美化的單位，都清楚應該
向哪些計畫進行申請。
目前有進行一個體育公園的工程，全部土地約十甲半，內容中有三甲的體育
場，有三甲的公園設施，即為大型的主題公園，該土地過去為墓地，目前正在整
頓，曾鄉長石城表示，一般鄉鎮少有此類大型公園，未來建設完畢之後，對於茄
萣鄉百姓以及觀光發展都是一個很好的景點，目前有參考岡山鎮第七公園、台北
或其他地區相關公園之規劃，亦希望參考日本知名公園之設計，希望該公園可以
朝向現代化及功能多元化發展，不侷限於過去民眾對於過去公園只有散步等功
能，將增加休閒、娛樂、運動等各項發展。
在海岸地區的發展部份，目前有長達二公里至五公里的海岸地帶，未來預計
進行整頓，增加陸上沿岸的植栽綠化，未來將開始發展濱海路沿岸的發展，響應
看海之沿岸觀光，增加徒步區等相關設施，未來經費初步估計需要超過一億元以
上之經費。
曾鄉長石城(2006)表示，茄萣的養殖發展已經沒有願景，一定要改變，目前
台灣的養殖漁業多朝向海上箱網養殖等，因為水源充足、水質較乾淨等各項因
素，目前的陸上養殖因為死水養殖環境不佳、水源不足、養殖之魚種口感不佳、
藥劑使用等各項相關聯之因素，以經沒有發展潛能，目前對於此部分先暫緩擱
下，許多地方的養殖已經荒廢，養殖業的發展未來勢必需要走向海上養殖，養殖
的部份市場已經國外或是大陸沿岸搶走，發展不易，鄉公所等建設單位希望可以
朝向體驗式發展，但多數地主不願意進行休閒發展，主要是因為培訓機制不健
全，且轉換工作之訓練不容易，發展休閒式漁業需要結合整體觀光發展較可行，
另一方面，地主不願意放棄現有土地進行另一種漁業發展型式，陸上養殖已經無
法再以養殖為主要的經濟發展，未來若朝向休閒式體驗發展，對於產業或許較為
可行，但相關輔導方案則需要更加努力及推行，並使養殖民眾認同該願景之發展。
曾鄉長石城(2006)表示，陸上養殖有不少人，以生活方面而言，人口數量約
上千人，海上捕撈部分也因為漁場枯竭，因此捕魚人數與船數逐年下降，除了烏
魚本身已被大陸沿岸過度捕撈而缺乏魚源之外，一般海產類之數量也都減少，當
地已經沒有烏魚可捕獲，去年有少數漁民有捕獲到一些烏魚，主要是因為大陸捕
抓之漏網之魚，烏魚捕捉部份，約六年來已經沒有人大量從事，因為出海捕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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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高於所得，雖然整體漁獲量本身並沒有過度減少，但是由於大陸廣東省與福建
省漁船過多，過度捕撈的結果，致使茄萣出海捕魚數量極為有限。
興達港漁會最近被降級，目前主管單位已非農為會，而轉變成為高雄縣漁業
局管轄，所以興達港漁會的發展也要轉換，漁會的經濟發展不佳，如果漁會順利
發展，將會與地方發展息息相關，會帶動地方發展，如果有漁會協助，當地漁民
捕魚的情形就比較容易持續，但目前就是因為沒有漁獲源，所以才需要轉變發展。
地方鬥爭是老百姓的吃虧，曾鄉長未來將積極修復漁會與鄉公所的關係，願
意改善過去數年來雙方面發展理念不合等問題，與興達港漁會進一步合作進行各
項發展。
曾鄉長石城(2006)表示，過去的烏魚季的發展不佳，全台有五個地方進行烏
魚季活動，茄萣鄉都是最後一名，主要是過去的對於該活動的發展理念不正確，
歷年來的活動問題都沒有改善，並且持續惡化，所延用的活動內容亦有問題，使
用之魚的品質不佳，因此到後來效果就不佳，如果可以讓興達港漁會協助辦理該
項活動，烏魚季或其他相關活動將更容易推動。未來預計將烏魚季形式轉換，舉
辦一個海產文化活動，不侷限在烏魚發展，當地的魚丸、蝦丸、魚翅、烏魚等各
種海產都是發展特色，結合烏魚大餐等相關活動，而是要推展當地真正的海產，
推展茄萣鄉特色，結合陸上觀光等各項活動而製造商機，若活動可以舉辦成功，
商機就會有好轉，目前預計規劃舉辦的時間大約在冬至的前後 10 天之類約兩、
三天，先將單向內容準備好，再朝多元性發展，推廣長期的海洋文化發展。過去
舊的作法太離譜，烏魚季的作法過去做的不好，純粹只是將經費花掉，並沒有真
正的達到該活動之目的，該活動的預算兩百萬，再向其他地方爭取約一百萬的經
費，未來可以走向黑鮪魚文化觀光季較長時間之發展，但必須要有一系列的規劃
與設計，烏魚季活動的魚種應該要注重於海上養殖之魚種，因為烏魚屬於季節
魚，未來活動之漁獲源部份，因為活動使用的量並不是絕大多量，因此可以向台
中或是台北或是沿海購買，魚貨量與來源並不擔心，未來如果可以打出知名度，
對於地方發展觀光也將有相輔相成的效果。
大水溝一定要改善，長期來都沒有整治，過去八年來都沒有進行整頓工作，
目前與水利局長、縣議員積極往上級爭取經費，對於茄萣鄉公所業務而言屬於大
工程，由於長期沒有清理，加上又於部分上層加蓋，因此整頓過程中包含大部分
未加區位、當地現有停車場以及部分攤販都會有所影響，相關經費使用將會很
大，第一次清理會花費較多經費，之後的經費就會比較少，未來則編列預算，每
年定期清理，未來預計於烏魚季開始前與後各一次，並暫不考慮陸上親水設施，
主要親水設施會往公園相關景觀以及海岸邊發展。
觀光魚市目前發展很好，該市場有穩定客源。
茄萣的立體停車場目前沒有用，未來可以用的配合地方活動使用，配合漁會
與觀光魚市的發展進行使用，未來如果鄉公所與漁會關係修復，漁會可能會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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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地方發展，未來要進行的莒光路拓寬，疏通前往情人碼頭之人潮，將成為通往
情人碼頭的另外一條道路。
鄭鄉長秘書顯達(2006)則表示由於民眾素養不足，所以地方發展有限，目前
大多侷限在硬體發展，民眾普遍認為硬體建設才是建設，但整體的地方發展是需
要整體硬體與軟體的提升，而不是只有侷限在硬體建設，在地方發展上若沒有經
費就無法進行地方硬體與軟體的發展，經費都需要往縣政府或中央提出申請，興
達港漁會的補助是用來做地方福利，曾鄉長石城(2006)則認為在硬體建設上的經
費，普遍不是問題，未來將會積極爭取。
針對未來的觀光發展規劃上，先從生活環境之改善做起，改善仁愛路旁的大
排水溝污染之整治，提升當地環境衛生之品質，結合地方綠美化的整體發展，配
合現有公三公園以及濱海遊樂區之整頓管理，待體育公園建設完成之後，將進行
海堤邊之工程建設，增加民眾至海岸邊觀看海景之意願，改善海岸邊之綠美化，
再加上海洋文化節等特定活動之舉辦以吸引人潮外來觀光客至當地進行觀光，健
全整體茄萣鄉配合觀光發展之規劃，並結合活動與海產加工業，帶動地方經濟發
展。配合莒光路等交通改善，結合現有觀光魚市的穩定客源以及情人碼頭的發
展，加上 2007 年的台灣燈會預計在興達港情人碼頭舉行，茄萣鄉未來的發展將
有很大的潛能。
曾鄉長石城(2006)表示，目前先將觀光發展的基礎建立，改善生活環境品
質，未來的觀光發展若沒有完全成功，至少地方上的環境已經有所改善，現有公
園及各景點的管理與維護也有進步，對於地方民眾的生活品質亦會有所提升，也
有達到改善生活環境品質之目的，建立一個有大型公園的鄉鎮，建立一個可供當
地民眾休閒遊憩的鄉鎮，對於民生環境等發展將會有大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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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建設課課長訪談紀錄
訪談時間：2005.10.06
茄萣鄉內大大小小的建設皆由茄萣鄉建設課負責，較有成效的部分如茄萣鄉
的綠美化以及公墓公園化，如原本位於鄉公所斜對面的墓地，已經逐漸轉變成為
公園，此為明顯的例子，但就整體來說，茄萣鄉現有的公園綠地較少，地方的公
共建設依舊不足。
社區綠美化的工作，有經費才會有社區去做，社區籌措的經費主要是由鄉公
所提撥，而建設的方向與實際狀況主要還是以地方首長為主。
對於漁業署的富麗漁村、或是文建會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等，鄉公所內部亦
不十分了解，此一現象也顯示出中央政府的政策往往難以完全傳達到各地方上，
而導致地方的發展不佳，另一方面亦會因地方行政首長的意願，而影響整體的建
設方案。
茄萣鄉本身的土地約 15.7624 平方公里，如果要進行開發等相關硬體建設，
則客觀條件不足，雖然行政單位普遍認為發展觀光或許是茄萣鄉未來的發展機
會，但對於觀光的要求以及了解卻不完全正確，主要依舊著重在地方的硬體建設。
如果要發展觀光，亦需要顧慮到茄萣鄉都市計畫的通盤檢討與訂定，建設課
課長表示，如果要有一系列的地方景點建設並非不可行，只是在推行上必須先經
由茄萣鄉都市計畫中各領域專家的審查，才可以針對土地利用、房屋建築、防災、
道路規劃及觀光遊客需求做一系列的研究與探討，再提出適當的建設計畫，之後
才可以推行整體的建設方案，而這一部分建設也會隨著學者的專長不同，而有不
同方向的建設，以目前茄萣鄉的都市計畫而言，主要是針對各項地方現有的基礎
建設做整修，並朝向公園綠地的建立為主，整體發展冊略上並沒有明定一主體目
標，只有用部分的建設，再以內部的內容進行思考。而茄萣鄉的都市計畫主要是
由鄉公所來處理，但是未來的發展依舊需要以將來行政首長的施政理念為主，地
方上的建設往往是由鄉長的施政理念確定之後，鄉公所各行政單位再做配合。
交通、排水、下水道等建設是鄉公所業務，仁愛路旁的大排水溝主要是採雨
污水合併，因為雨水與家庭廢水並沒有分開，因此污染問題存在，該大排水溝的
整治是鄉公所的工作，屬於鄉內區域排水，鄉公所表示會不定期進行整治工作，
但主要限制依舊是地方經費，如果有申請計畫案，才會有經費可以執行整治工
作，但過去而言往往因為經費限制而無法做。在整體經費的調配上，中央政府單
位及縣市政府的經費調整之後，往下給予的經費才是鄉公所可以利用的。
以二仁溪的整治而言，雖然流經茄萣鄉的邊界，但由於是第六河川局的工
作，在各有權責的情況下，鄉公所亦無法對其污染有所干涉，主要依舊是因二仁
溪的工作性質與地方不同。
如果要發展親水環境亦需要選擇地點，並且有維護管理上的問題，如果經費
不足的情況下，難以有所發揮，鄉公所亦會配合政府推行的生態工法，但目前還
沒有很明顯的成果，主要是因經費不足，以及鄉長建設理念不重視這些建設所導
致。在地方的建設上，主要是看鄉長的行政理念，地方建設往往是因為鄉長的理
念確立之後才進行地方各項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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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課課長表示，由於茄萣鄉的土地面積不大，如果要做一日遊或是兩日遊
的機會較少，除非可以建立好的地方景點，如果結合情人碼頭做發展，加上地方
整體建設與環境維護增加，提升整體茄萣鄉環境品質，將可以引進人潮，另外，
茄萣鄉的魚市場在假日時亦有許多人潮，如可以善加利用，亦可以對整體的觀光
建設等有一定程度的發展。
以茄萣鄉目前的環境而言，由於縣政府大力推動興達港的建設，因此也有機
會帶動茄萣鄉的發展，此一現象亦顯示出如果地方行政首長願意重視相關建設，
對於整體的政策推行就會有明顯的成效，未來的地方發展依舊要以地方首長為
主，而各行政單位大多只做分內被指派的工作，少有各行政單位有建設理念而執
行，大多只能提出建議，是否願意推行亦需要行政首長的支持。
仁愛路旁的大型停車場是由鄉公所管理，此部份為回饋制度所建立停車場。
社區總體營造包含許多層面的問題，如果鄉長認同就有辦法對於各村進行相
關的協助，目前茄萣鄉沒有明顯的社區營造的感覺，在硬體建設方面，由於各村
連結很近，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因為沒有多餘的空地可供建設，因此亦沒有明
顯建設，加上社區營造的概念薄弱，行政單位又侷限於由上對下的政策執行，因
此地方上的社區營造不被重視，社區總體營造所要求的是由地方民眾自行推行建
設，由社區一起進行各項建設，並在有所成效之後自行管理，由地方來主導，但
由於地方上對於此一概念較少，因此茄萣鄉本身的營造也多由鄉公所推行為主，
幾乎很少由地方社區自行推行的方案。
社區內的建設只要由鄉公所為主，建設內容則依鄉長的行政理念而定，經費
多由中央提撥，有計畫案才會有經費的使用。茄萣鄉從過去到現在並無任何明顯
的建設發展計畫。
就大環境而言，漁獲量減少，陸上養殖也有問題，漁村轉型是未來的方向，
但主要還是以漁政單位為主，如果漁業署可以有整體的發展計畫，才會有可以提
報的經費使用，地方上才可以有所配合，如果要靠地方上主動推行大型建設計
畫，往往難以形成，如果以社區總體營造的觀念融入茄萣鄉的發展是可行的，但
首先則需要加強地方行政首長、行政單位、民間組織及地方民眾對於社區總體營
造的觀念，才有可以組成點、線、面的建設，對於整體的發展也才較容易有所發
揮。

訪談時間：2006.04.10
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縣政府目前預計對仁愛路起端處之空地進行
濕地公園的規劃，過去該空地主要為養殖用地，因為養殖過後的土地難以進行農
耕，因此目前該處為閒置空地，土地面積約有 20 幾公頃，規劃濕地公園之目的
在於帶動整體觀光休閒遊憩帶之發展，結合情人碼頭、茄萣鄉與黃金海岸之發
展，由於此一理念之推行，未來向中央爭取經費時也較容易被接受。
社區總體營造的部份牽扯層面很廣，如果要進行整體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
地方首長必須先有此理念，再進而開發整體的社區總體營造建設，會比較容易達
成，陳課長東華(2006)則認為，由於社區總體營造的理念是由下而上的建設方
式，因此必須由各社區發揮發揮各社區的功能，由社區主動的運作，但是由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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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民眾對於社區營造的觀念普遍不足，鄉公所的工作定位應該處於輔導的角度，
給予地方民眾社區營造的理念，輔導社區營造的理念，讓社區能夠發揮社區的功
能，推動社區的各項建設，社區總體營造如果可以結合各方面的產業，也可以發
揮很大的功能，可以推出各社區的產業，帶動整體產業之發展。
一、茄萣鄉未來的漁業發展為何？捕撈漁業與養殖漁業應該如何發展？
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如果地方有特產，則比較容易帶動觀光，地
方的發展會比較好，也會帶動地方特性之延伸，使民眾進行觀光休閒時，也會進
而購買當地產品，增加經濟收入，如果鄉長有此理念，就會結合各機關與學校等
單位，積極推動各種發展機制。全鄉去推動會比較好。
二、陸上養殖應如何轉變，若以休閒體驗式進行，需要增加哪些相關方案，您認
為是否可行？
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關於茄萣鄉的漁業發展部份，主要是整體的
政策面，漁場如果已經飽和，如果再增加將會產生滯銷，一旦滯銷，價格就會下
跌，台灣整體漁業政策的推動比農業更不足，農業的產銷制度充足，相關技術也
有一定程度的提升，如果出現銷售價格之問題，往往都是農民不配合整體政策，
增加產量才會出現很多產銷問題，但是目前漁業部分做的不夠理想，一方面也是
因為漁業的客觀條件也不足，由於對於魚在水中，因此魚貨量無法掌握，加上天
然災害部份亦會影響漁獲產量之變化，因此漁業的產銷制度也相對難以控制，茄
萣鄉本身漁政的規劃與推動不足，縣政府也沒有此部分明顯改善的政策，漁業署
的富麗漁村的計畫也有問題，主要是因為經費不足，因此難以有完整績效。
三、若發展成為觀光，將必須有各項配套措施，對於未來各地方景點發展的看法
為何？
(一) 莒光路拓寬工程：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莒光路是茄萣鄉比較大
的道路，未來預計將其頂端打通，直接通往情人碼頭，目前在茄萣鄉的都
市計畫部分已經通過而開始運作，已經開始對該道路進行相關植栽，該道
路由鄉公所向中央爭取經費進行開發，欲打通的工程經費，由於都市計畫
已經通過，因此未來將會持續爭取。
(二) 情人碼頭植栽之改進：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此部份目前由縣政
府進行推動，未來應該種植抗鹽份的植物，必須有所選擇，才可以改善當
地植栽情形，目前已經完成部份榕樹的移植工程，情人碼頭若可以發展成
功，未來將會帶動整體的茄萣鄉發展。
(三) 大排水溝整治工程：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此大排水溝之工程已
經整治完工，目前工程已經延伸至崎漏村，但是整治之後卻沒有進行疏濬
工作，因此產生惡臭，目前鄉長重視此大排水溝之疏濬工程，未來將會積
極進行疏濬工程，目前縣政府已經口頭承諾給予經費，中央未來一旦有經
費將會進行相關工程，一般較進步的都市中，雨污水往往是分開的，但是
目前茄萣鄉只有雨水下水道，未來將會向中央爭取經費，進行茄萣鄉的汙
水下水道之規劃與建設。
(四) 社區以及道路綠美化的進度：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目前已經有
173

漁村社區轉型策略研究之探討—以高雄縣茄萣鄉為例

部份村落進行推動綠美化工作，如果有關的社區，就應該要由社區去運
作，不應該由鄉公所整體規劃各村落的綠美化工程，因為容易出現地方村
落不滿意整體規劃之情形，因此鄉公所目前處於配合之立場，提供經費給
社區各自進行綠美化工作。
(五) 公三公園整頓與管理機制：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目前由鄉公所
僱工每天管理，目前整體外貌已經改變，原有的雜草已經清除，未來可以
成為一個地方景點。
(六) 茄萣濱海遊樂區維修與管理機制：民政課在管理
(七) 如何結合觀光魚市的發展：整個大發路由於屬於港區的一部份，因此由縣
政府進行管理，目前的方式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情形處理，未來也不
可能去變更該條漁港邊之道路成為攤販聚集處，因為法令上規定不可在道
路上進行設攤販之舉動，且規定漁港邊需要有一定的道路存在。
(八) 體育公園之工程進行：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目前正在爭取規劃
費，未來將請規劃公司進行規劃，規劃完成之後將持續爭取經費進行工程
之發包，該地方為結合體育與公園性質之體育公園，未來發展上將結合地
方特色。
(九) 海岸地區植栽、觀海設施等工程：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茄萣鄉
的海岸地區的確需要規劃管理，目前的現實環境為各村落或社區發展協會
進行各項涼亭或是休閒設施，整體雜亂缺乏整體性，加上天然環境的影
響，颱風季來臨時，海浪將可以衝擊至堤腳，由於各村民情不同，未來若
欲進行規劃整建時，必須先結合地方村落之意見，方可進行規劃。
(十) 海灘的利用：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由於天然環境如颱風等問
題，因此對於海灘將會產生衝擊，因此茄萣冬季與夏季的海岸線有明顯不
同，冬季會有小沙灘，但是夏天缺乏沙灘，因此若要進行海灘遊憩將會有
安全與空間等限制，目前部份離岸堤之建設約為十年前建立，設立離岸堤
目的為保護海岸，減少海浪直接對沿岸之衝擊，欲保護茄萣鄉民生命財產
之安全，並沒有人工養灘之設想。
(十一) 紅樹林生態之維護：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以前的大排水溝路
斷，全部都是紅樹林，但是整治之後將其完全清除，因此目前茄萣的紅樹
林只剩下興達國小旁小部分紅樹林，由於地方偏僻，所剩紅樹林亦不多，
因此較少有遊客至此。
(十二) 增加現有漁村文物館(茄萣國中)功能：因為學校管理人力及經費之侷限
下，難以全面開放遊客進行參觀，如果只有短期的開放時間，應該可以配
合，若要與情人碼頭的動力文物館相結合，則必須進行各單位協商才可行。
四、未來烏魚季若發展成為海洋文化季，如何結合活動進行整體發展，發展成為
長期活動以帶動經濟發展？
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烏魚季發展必須要展現地方特色，若沒有地
方特色，發展將會被侷限，應該要有整體詳細的規劃，推動地方特色，因為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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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鄉鎮都有活動在進行，如果沒有特色就無法吸引觀光遊客前往，此類較大
型之活動需要有整體規劃，以及地方各景點的規劃與配合，才能夠吸引遊客，若
只是因為某種因素而不得不辦之活動，將難以有好的成效。海洋文化季之理念為
未來可能之發展，因為範圍較廣，比較不會被侷限住。
五、如何提升生活環境品質？
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首先必須使民眾環境衛生之理念，先將居家
環境整理乾淨，再由政府單位提供公共設施的建設，若整體大環境改變，生活品
質將會有所提升，另外一影響因素為就業經濟等問題，若無法有效改善經濟問
題，民眾也難以注重休閒生活品質之提升，觀光發展前必須要進行各項環境改善
之工作，以日本為例，雖然當地消費高，但是由於日本生活品質高，容易使遊客
產生舒適之感覺，因此發展觀光較為順利。
六、如何提升地方經濟，促使年輕人口回流？
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經濟發展主要應該由中央政策著手，非由地
方各項建設可以完全帶動，若可以由中央層面進行規劃與管理，需要有中央政策
之主導，另一方面，民眾對於工作之理念也是一影響重點，目前的人口受到整個
大環境影響，很多人認為只要生活飲食無慮，不一定要有工作，因此地方民情需
要有所改變，需要從教育與宣導著手，使民眾願意積極爭取經濟就業等工作，大
環境轉變後，也會影響就業的情形。
七、各種經費申請來源是否有問題？
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中央經費有限，各地方也都積極爭取經費，
由於人為因素，因此會有資源分配不均之現象，目前興達火力發電廠的基本回饋
部份只有在社會福利，若欲進行地方建設，除了向中央申請經費外，另一方面即
是向台電等單位進行經費申請，將有所幫助。
八、地方派系是否將會逐漸改善，對於地方建設的影響有何幫助？
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目前茄萣鄉的地方發展，最明顯的即為清理
水溝部分，目前茄萣鄉的四大廟宇結合彼此之力量，經由協調之後，由四大廟宇
認領其涵蓋區域，由鄉公所提供經費，各自負責清理涵蓋區域內的水溝，對於整
體大環境的改善部分，將有明顯幫助。未來各項發展上，若有助於茄萣鄉之發展，
若有各項建設或活動上之需求，將可再次結合各廟宇之力量，推動整體發展。
九、茄萣鄉未來若發展觀光，您認為可行與否？應如何進行
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若如果情人碼頭的發展成功，將可以帶動發
展，茄萣如果可以推出魚產或是有特色之產品，當觀光客前往情人碼頭時，亦可
能致茄萣鄉進行觀光遊憩，對於產品之銷售也會有所幫助。
十、 若發展觀光，停車場是否充足？
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現有停車場有限，除了位於崎漏村的立體停
車場，以及大排水溝上兩處停車場之外，其餘多為小型私人停車場，就都市計畫
發展而言，鄉內的停車場與整體土地面積有一定的比例，未來發展觀光後若有需
要另闢停車場，再經由通盤撿討進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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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民眾對於硬體與軟體建設是否認同，未來應如何提升民眾素質，改善地方
發展？
過去的宣導工作多透過開會時間向民眾宣導，由於目前已經沒有過去每年所
推動的村民大會，因此可以將此理念透過社區或是社區發展協會等組織進行宣
導，由社區帶動地方民眾。
十二、若未來發展觀光無法成功，該如何對產業進行轉變？對於地方發展又該如
何交代？
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不可能每一件事情都一定會成功，未來發展
績效如何，則是以大家的意見為主，執行之前需要有整體的規劃，如果整體願意
努力則容易成功，
建設課陳課長東華(2006)表示，建設課主要是依照都市計畫的規範，爭取相
關經費進行相關推動，如道路、環境及公園等相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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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漁業課課長訪談紀錄
訪談時間：2005.12.06
由於烏魚來源減少，加上污染問題，所以烏魚的捕獲量降低，目前只剩下四
艘捕烏魚的船，已經沒有過去以捕烏魚為主的情形，也因為捕獲量減少，所以陸
上的烏魚子加工廠也漸漸減少，現有的加工廠中雖然亦有烏魚子，但是卻多為進
口的烏魚，已非早期從外海捕獲而來的烏魚，在品質上亦有所落差。
茄萣鄉的烏魚季活動已經舉辦了四年，由於茄萣鄉過去是以烏魚為發展重
心，所以烏魚季活動的延伸即是以烏魚為主題，而鄉公所漁業課劉課長表示
(2005)，經過幾年的活動下來，活動的內容也越來越沒有創意，於是第四年的烏
魚季已經慢慢轉型，由過去完全由烏魚為主，變成介紹茄萣鄉各種魚類、漁業的
現況，四年活動下來，每年約可吸引一、兩萬人，主要原因是興達港情人碼頭的
建立，行程一個觀光景點，而烏魚季的活動也是觀光發展的基本一環。但第四年
烏魚季由於經費受限，第四年的烏魚季花了二百萬左右的經費，但過去每次約有
四百萬的經費，所以只有約半天的活動，內容上亦無過去兩天活動的許多型態，
過去會許多地方景點的活動，加上有觀光車的導覽，而第四年活動則只侷限在情
人碼頭會場等飲食相關活動。
當初高雄縣亦有打算營造類似黑鮪魚文化觀光季等長期性的活動，以帶動地
方整體發展，由於此依性質是屬於整個縣市的活動，因此無法只靠單一鄉鎮即舉
辦，在行政工作上、基本理念上以及經費上都將有所限制，但由於各鄉長大多偏
向於各鄉自行舉辦活動，不喜歡連結，所以此計畫案也遭否決。
跟據鄉公所民國 91 年資料顯示，茄萣鄉本身約有 35 間漁業相關加工廠，其
中調味乾製品加工廠有 3 間，魚翅加工廠有 12，魚卵加工廠有 15，漁醬製品加
工廠有 5 間。
茄萣鄉的特色部分，因為過去是以捕魚維生，所以有很多廟宇，整個茄萣鄉
可以分為四個部落，分別是白砂崙、頂茄萣、下茄萣以及崎漏等四大部落，所以
茄萣鄉也有四間大廟，分別為正順廟、萬福宮、賜福宮、金鑾宮。
茄萣鄉每四年也會有一次燒王船的活動，這一項活動是由這四大廟宇輪流舉
辦，而較大型的燒王船大約是每八年會有一次，各廟宇會藉由請示當地神明來決
定燒王船活動的大小與舉辦廟宇，每次的時間也不一定，是經由「擲杯」來決定，
並無一定時間點，每次燒王船活動場面盛大，所動員的人數亦不少。
茄萣鄉本身並沒有獨特的特色，漁業課課長與建設課課長(2005)皆表示，茄
萣鄉未來的發展勢必需要轉型，由於漁業已經沒落，未來發展可以朝向觀光作發
展，如果可以配合興達港情人碼頭的建設，是有機會可以建立一套觀光體制的，
或許還有一線生機。
一直以來，茄萣鄉的派系都存在且影響到地方發展，鄉公所行政首長的派系
和漁會行政首長的系派是對立的，過去是競爭對手，所以導致後續的相互活動不
支援或配合，因此辦活動沒有辦法連結，烏魚季一開始舉辦時，曾試著去改善這
種關係，漁業課課長亦親自拜訪漁會總幹事，但依舊無法得到善意的回應，主要
衝突來源是人脈上的競爭，否則此為地方派系的問題，與辦活動的業務並不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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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相關，但因衝突的關係，所以變成雙方面皆不願意合辦，主要還是因主事者
的關係。
目前茄萣的漁業只剩下近海漁業還有內陸養殖，而內陸養殖則屬於鄉公所管
理，而近海漁業則屬於興達港於會管理。
目前行政上的計畫上並沒有與漁業署相關的計畫，如富麗漁村等計畫，鄉公
所表示是因為茄萣鄉本身並沒有完全符合漁業署的條件限制，所以無法做，受限
於土地使用的限制，而沒有適合的地點進行相關建設。
茄萣鄉漁業的沒落是因為大環境改變，另一方面也因為污染而導致漁獲量減
少，因為已經無法像過去一樣有大的利潤，所以才沒落，也引起人口外移，不過
近幾年來的茄萣鄉人口數量上並沒有明顯減少，此一現象也表示人口依舊居住在
茄萣鄉，只是當地年輕人口多往外地尋找工作。
茄萣鄉濱海遊樂區當初是由高雄縣政府建立，完成之後則交由茄萣鄉公所負
責管理，但由於人力不足，加上範圍廣泛，因此只能做到一部分的管制，難以做
到全面性的管理，所以成效不好，加上鄰近海邊，相關設施容易毀損，在維護上
又礙於經費補助等相關問題，因此也導致茄萣鄉濱海遊樂區適用上的衰弱。

訪談時間：2006.03.20
一、茄萣鄉鄉長認為未來以海產加工業直銷為主，配合觀光發展，您認為未來發
展應如何？
漁業課劉課長鳳琴(2006)認為，一個地方要繁榮發展，要能夠吸引觀光客的
景點，有觀光客才會帶動地方經濟，由於茄萣鄉靠海，所以有漁業方面的資源，
加上情人碼頭也在茄萣鄉，所以增加發展機會，地方要能留住觀光客則需要有地
方景點，才可以讓觀光客未來持續至該處觀光，食的部份也會是一個地方吸引
力，所以要帶動觀光的話，除了景點要吸引人，食的方面也是很重要，台灣沿岸
有很多鄉鎮，雖然共同擁有漁業資源，但是由於茄萣鄉有情人碼頭，所以發展上
應該會比其他地方好。
二、茄萣鄉未來的漁業發展為何？捕撈漁業與養殖漁業應該如何發展？
漁業課劉課長鳳琴(2006)認為，捕魚部份由於魚源短缺等問題，所以難有發
展，漁塭養殖的獲利亦不高，由於大環境的影響，銷售情形不好，產銷制度不佳，
收入與支出不能相抵，所以難以發展，目前已經有很多漁塭都停養，漁塭養魚的
技術與專業人才缺乏，需要加以輔導，此為目前茄萣鄉漁塭養殖的瓶頸，漁業課
的行政工作包含地方農林漁牧之發展，因此作業繁忙，非只有針對地方漁業研
究，因此技術上較難提供協助，需要中央對此部分加以輔導，或是提供經費上的
協助，若上級政策也沒有提出，則難有發展，但是由於茄萣鄉不是最大的養殖場，
因此少有針對此地方漁業的補助與發展。
茄萣鄉若欲將漁塭轉換成休閒體驗式發展則較有困難，漁業課課長(2006)
認為未來五年內很難有此方向發展，若需要轉型則需要有足夠的水準，老年人口
難以跟上轉型之速度，年輕人口外移無法承接工作，難以完全轉型，現有漁塭已
經有很多都停養，繼續養殖者多缺乏專業技術，若要發展漁塭轉型之發展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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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前完善的規劃，且該項資訊需要充足，休閒式體驗發展之理念不足，則難以
進行，目前茄萣鄉沒有此類發展，在鄉公所部份無法有能力改變地方漁業發展。
三、陸上養殖應如何轉變，若以休閒體驗式進行，需要增加哪些相關方案，您認
為是否可行？
四、若發展成為觀光，將必須有各項配套措施，對於未來各地方景點發展的看法
為何？
(一) 情人碼頭植栽之改進：漁業課劉課長鳳琴(2006)表示，情人碼頭之配套
設備尚未完成，管理也是一個大問題，由於是開放式空間，所以容易遭受
破壞，沒有適當的管理，雖然有整體建設規劃藍圖，但是所有的配備並沒
有完全齊全，所以吸引觀光立的誘惑力也還沒有很強，有規劃很多期的工
程，有經費才可以有所進展，整體也還沒有完全發展，由於地方的地質問
題，所以茄萣鄉的植栽難以克服，目前有移植部分樹種，植栽技術上應該
可以克服。
(二) 如何結合觀光魚市的發展：漁業課劉課長鳳琴(2006)表示，目前大發路
上的觀光魚市是一個違法的市場，過去的規劃是一條道路，不是觀光魚市，
但是由於已經存在很久，觀光客習慣至此購買，一旦有人檢舉，縣政府就
會進行強制拆除，但是過一陣子又恢復成過去的觀光魚市，未來中央應該
將其合法化，帶動地方發展，過去曾經試圖將此觀光魚市移轉到其他市場，
但由於客源習慣至目前的位置，因此沒有辦法換到別的地方去，該地方在
假日往往都出現許多觀光客。
(三) 漁業課劉課長鳳琴(2006)表示，目前茄萣鄉內的紅樹林生態主要在茄萣
橋下，興達國民小學旁，目前縣政府的生態保育科有進行維護，此部分屬
於興達港區，港區的管理權是由縣政府的農業局派人維護。
(四) 增加現有漁村文物館(茄萣國中)功能：漁業課劉課長鳳琴(2006)表示，
現有漁村文物館為茄萣國中自行蒐集而成，當有活動時會配合鄉公所開放
給觀光客參觀，一般時間並不會開放給觀光客，只是學生自己的簡易教學
使用，為小型展示空間，未來的發展上，就保存的立場而言，應該要與情
人碼頭有動力文物館結合，但是動力文物館也沒有完全開放，目前採委外
管理，有舉辦活動才開放民眾觀光。
五、未來烏魚季若發展成為海洋文化季，如何結合活動進行整體發展，發展成為
長期活動以帶動經濟發展？
漁業課劉課長鳳琴(2006)表示，鄉長對於烏魚季的發展目標與方向很好，發
展成海洋文化季很重要，但是活動的理想與實際也會有差距，因為過去茄萣鄉為
烏魚之鄉，以烏魚為主要特色，所以才會有烏魚季之發展，但是海上的烏魚品質
會比養殖好，目前茄萣鄉已經難以捕抓海面上的烏魚，四年的烏魚季發展因為經
費不足以及活動理念未突破，已經逐漸沒落，但是發展機會為第四年烏魚季已經
朝向海洋文化方面發展，只是礙於經費有限，所以沒有辦法完全轉移，未來烏魚
季的發展，若欲從他處引進魚源，可以使烏魚季有足夠的發展空間，漁業課目前
是配合鄉長的作法，但是未來難以朝向文化觀光季等方向進行，此類型的活動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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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由縣政府推動，但是因為各地方鄉長不願意，所以目前難以運作，一系列的協
調破局後，此計畫即難以進行，如果由茄萣鄉公所進行該項活動，經費不足，格
局過小，發展上難以完全發揮，效果可能不佳。第一季的烏魚繼連續一個月，因
為經費充足，加上活動創意，由於當時財源穩定，鄉公所編列的預算較多，亦有
部份向中央與台電爭取經費，因此第一次的活動效果佳。
六、如何提升生活環境品質？
漁業課劉課長鳳琴(2006)表示，當地環境改變很重要，經濟若好轉，環境品
質自然而然就會增加，地方的環境與過去相較之下，已經有很大的進步，若朝向
觀光發展，環境品質也會需要很大的進展，茄萣鄉目前主要的環境問題即是主要
道路旁的大排水溝，如果大排水溝整治順利，改善大排水溝中的污泥及髒亂，就
可以吸引觀光客，使地方環境逐漸朝向優質生活環境發展，以目前生活環境而
言，若要發展成符合觀光之環境品質，還有努力空間。
七、如何提升地方經濟，促使年輕人口回流？
漁業課劉課長鳳琴(2006)表示，過去的海產加工業很發達，有很多價格很好
的外銷，僱用員工很多，對於地方就業經濟很有幫助，但是目前漁業發展已經不
如過去的佳境，未來如果提昇地方經濟，觀光業的發展或許為重要的一個方式，
但是此部分鄉公所採配合的態度，如果由鄉公所主導，層面將會過低，由中央政
府主導重點式發展會較有利，但是鄉公所可以進行地方景點的建立與維護，地方
發展上只要有經費，就可以進行休閒景點建設，目前主要的建設方式為由上而下
的施政方式，會有社區總體營造的公函至鄉公所，再由鄉公所提計畫往上呈，若
經審核通過，就可以有所發展。鄉公所目前正逐漸整頓地方現有景點，
八、各種經費申請來源是否有問題？
目前有很多申請經費的單位，但是由於政府財源短缺、預算有限，各項工程
也只能向有關單位申請計畫，申請計畫之經費有限，地方發展需要有經費才可以
逐步改善。
九、地方派系是否將會逐漸改善，對於地方建設的影響有何幫助？
漁業課劉課長鳳琴(2006)表示，興達港漁會與鄉公所情形將會有所改善，主
要影響地方發展的派系問題為鄉公所與漁會的影響，村與村之間的地方派系對於
地方整體發展較沒有影響，主要是經費來源之問題，但是各村與鄉公所的關係會
影響各村的發展，與鄉公所關係較好的村長則容易爭取到較多村里的補助經費，
地方上的主導人物為鄉長，因此地方派系與鄉長的關係容易影響各村的發展。
十、茄萣鄉未來若發展觀光，您認為可行與否？應如何進行
漁業課劉課長鳳琴(2006)表示，縣政府若可以將情人碼頭完善的開發，對於
茄萣鄉未來的觀光發展將會有所結合，未來的觀光潛力將有很大的提升，整建茄
萣鄉現有景點，結合茄萣鄉各景點、情人碼頭與黃金海岸成為帶狀休閒旅遊帶會
是一個重要努力的發展方向，但是地方景點的維護與管理會是未來的一項問題，
以濱海遊樂區為例，管理機制難以完整，該地方為開放式空間，容易遭受破壞，
再者，地方建設經費難以一次全部完成，二期工程持續進行前，可能已經造成設
施破壞，需要增添經費維護整修，難以完全根治或是建設完成時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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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若發展觀光，停車場是否充足？
目前茄萣鄉有規劃很多停車場，但是因為需要收費，加上路邊不取締，因此
居民車輛多停放於路邊，停車場的地點也有區位上的問題，如果區位不佳，使用
的意願就不強烈，茄萣鄉的立體停車場目前因為沒有使用，所以鄉公所並沒有加
派人手至此處進行管制而沒有開放。
十二、民眾對於硬體與軟體建設是否認同，未來應如何提升民眾素質，改善地方
發展？
可以利用漁會或是開會的場所，進行宣導工作，資訊宣導很重要。
十三、若未來發展觀光無法成功，該如何對產業進行轉變？對於地方發展又該如
何交代？
漁業課劉課長鳳琴(2006)表示，目前的民眾相當注重休閒生活，經過媒體大
肆報導，就會增加很多觀光客至此進行休閒遊憩，若地方觀光景點與資源多，自
然可以吸引很多人前往，如果配套措施做充足，對於地方發展觀光就會有很大幫
助，應該不至於會有觀光發展不成功的情形，至少也可以增加地方上的休閒遊憩
地點。

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