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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苗栗市民代表會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考察) 

 

苗栗縣苗栗市民代表會交通建設.風土民情.休閒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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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摘要 

北海道的面積約 83,424 平方公里，是日本面積最大的一級行政區、

世界面積第 21大島嶼，整體面積約是台灣的 2倍多。因此在規劃行程時，

必須要考慮到交通移動的時間。此外，若前往的時間不長，建議以同一區

域內的景點為目的，以免時間都花在移動上。 

冬天是北海道最迷人的季節，被白雪覆蓋的大地讓我們感受在台灣無

法體驗的北國風光。 

北海道因處高緯度，全年均溫偏低，冬季時，大部分地區的平均氣溫

可低於冰點之下，其中又以道北、道東地區更為寒冷，所以冬天到北海道

旅遊，勢必要做好禦寒工作。 

北海道位於日本最北端，在日本國內也是超人氣的旅遊勝地。春夏盛

開的繽紛花朵、秋季美麗的紅葉，冬天將大地覆蓋的白雪，四季各有不同

美景。 

此外北海道也是日本國內數一數二擁有豐富食材的地方，往年都有許

多來自國內外的觀光客前往觀光。 

北海道天氣嚴寒、擁有愛奴文化⋯等，以致北海道的觀念常識、風俗

習慣、文化與日本其他地區大大不同，房子有兩層玄關，黃金週才賞櫻花，

寒假特別長，飛航率卻特別高！讓很多日本人都覺得北海道根本就像是另

外一個國家，就讓我們來看看北海道有哪些不一樣的祕密吧！ 

東京只要下場雪，機場就很容易關閉不飛，但北海道的機場除雪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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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除非是遇上暴風雪，不然不會因為下雪就停擺。北海道旭川機場的飛

航率可是高達 99.1％。 

旭山動物園 

首先要介紹的是位於北海道旭川市的「旭山動物園」。旭山動物園是

北海道代表性的觀光地，開園超過 50週年，是人氣數一數二的動物園。

到旭山動物園不可不看的非企鵝散步莫屬。一到冬天就想到這個活動，可

以近距離的觀賞在園內晃頭晃腦走路的可愛企鵝。 

北海道神宮： 

北海道神宮前名是「札幌神社」，1869年明治天皇下詔於札幌創建神

社，供奉守護北海道開拓事業的開拓三神，大國魂神、大那牟遲神、少彥

名神。1964年增祀明治天皇，而改名為北海道神宮，亦是北海道總鎮守 (總

守護神)。 

位於札幌的「北海道神宮」是北海道首屈一指的能量景點，也是北海

道當地的代表性神社，除了當地居民之外，也吸引許多觀光客造訪，一整

年的參拜客絡繹不絕。 

札幌啤酒博物館 

札幌啤酒博物館是一個位於日本北海道札幌市東區北 7條東 9丁目 1

番 1號札幌花園公園內的博物館，也是日本唯一的一座啤酒博物館，被指

定為北海道遺產之一。札幌啤酒博物館開業於 1987年 7月 1日，建築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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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札幌啤酒的生產工廠。 

在札幌啤酒搬遷位於札幌的工廠之後，這裡仍作為博物館繼續開放。

博物館地處札幌啤酒園之內。 

支笏洞爺國立公園~支笏湖： 

北海道冬天的支笏湖其實非常冷，但等到太陽出來後，在日光照射與雪

地的襯映下，有種非常廣闊與平靜的美，整個山岳跟湖面真的好美，又因

為冬天來的旅人不多，完全是可以一人獨享的自然美景，但是記得一定要

穿得夠暖，因為室外真～的～很～冷！ 

小樽運河： 

說到北海道之旅，小樽市區是一定不能錯過的地點，不僅可以在附近

的堺町通散步看看周圍的特色建築，也能逛逛這邊的商店購買一些土產回

去。有空的話到天狗山眺望小樽也是不錯的選擇， 

日劇《First Love 初戀》北海道景點 Top10！超浪漫夜景就在「小樽

天狗山」，Heidi牧場丁香花綻放夢回「初戀」的憂鬱與思念。 

傍晚可以欣賞完有名的倉庫運河夜景再回去休息，完全會是充實的一

趟旅行。 

 

 

 



 6 

狸小路商店街 

狸小路商店街，札幌熱鬧百餘年的商店街道：要說到來札幌逛街，有

130年歷史的狸小路商店街是最不能錯過的一條熱鬧街道，狸小路商店街，

周遭連結了札幌各大市區景點，交通也方便，商店街裡琳瑯滿目，有小布

最愛的五大藥妝店、唐吉訶德、伴手禮、、大創、美食店家，著名的湯咖

哩名店或是餐廳的更是不在少數，從一丁目到七丁目的短短街道上，就可

以補齊來北海道所有經典伴手禮與藥粧店。 

登別溫泉街與地獄谷： 

冷冷的冬天最適合泡溫泉了，位在北海道道央的登別市，是個以溫泉

著名的城鎮，登別溫泉區更是北海道最大的溫泉區。因為溫泉產業的興盛，

泉區周邊更形成一條溫泉街；這個溫泉商圈主打「地獄風」，因此在溫泉

街隨處都能見到恐怖中帶點可愛的鬼像。此外，在溫泉街底還有座極具特

色的「閻王殿」，一到特定時間，原本慈眉善目的閻羅王就會來個大變臉，

展開地獄的審判喔！ 

這一帶會主打地獄風的原因乃是因為溫泉街附近有火山口遺跡：登別

地獄谷，荒蕪山頭不斷冒出陣陣濃煙與滾燙泉水的畫面，讓人猶如置身地

獄一般。到地獄走一遭，別忘了去泡一回登別的溫泉，為這趟地獄之旅留

下深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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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新山 

昭和新山位於洞爺湖之南側，是一座位於私人土地內的火山，該火山

於 1944年爆發，許多民眾因此失去家園，至今該火山仍在活動成長中，

斯時適逢二次大戰期間，日本政府為應付戰事無暇管理該火山。位在山腳

下的三松正夫先生為保護火山資源，收購了這一帶的土地，並紀錄火山活

動的影響， 人們為了紀念三松正夫的貢獻遂於山腳下塑了雕像以資紀

念。 

羊蹄山名水公園: 

羊蹄山又名蝦夷富士，白雪名泉是全日本最好的泉水，是山上的雨水

或雪融化後滲入地下在此湧出，己列入日本百選名水之林，聖山高 1000

多公尺，為環境保育地，由於暴雪致積雪高約 50公分，公園內一片白皚

皚的雪景，美不勝收，只是風大飄著雪，好冷、好冷。 

壹、考察目的 

一、作為未來施政的建議及參考 

身為民意代表主要的職責是監督市政，提供市政建設的方向，代表會

是一個合議制的機關，除了議決市規約、預算、決算、財產的處分、

接受人民請願及其他依法律或上級法規賦予的職權；單獨行使的職權

為出席權.發言權.提案權.表決權及質詢權。 

二、瞭解先進國家的建設，以利建設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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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較日本與台灣在交通建設、休閒觀光的設置.經營管理的模式。 

貳、考察行程 

日期 行程 

12/11(日) 中正國際機場→北海道新千歲機場→入住登別溫泉鄉→傳統溫泉商

店街 

12/12(一) 登別地獄谷→登別海洋公園尼克斯→國王企鵝大遊行→昭和新山→

洞爺湖展望台→遼望火山口湖→羊蹄山名水公園 

12/13(二) 支笏洞爺國立公園→支芴湖→小樽市【小樽運河、北一硝子館、歐

風蒸氣鐘、小樽音樂盒堂】 

12/14(三) 北海道神宮→複合商業設施→札幌工廠→大通公園→狸小路商店街 

12/15(四) 札幌北廣島三井暢貨園區→北海道新千歲機場→台北 

 

參、考察時程 

自 111年 12月 11日起,至 12月 15日止 

肆、考察心得 

很榮幸參與此次日本考察，在行程中所見甚多，同是東方亞州國家，

從政府的治理與能力、人民的守法與服從、整體的營造與建設，畢竟還是

有諸多的差異，所以感觸良多，經彙整各代表之心得如下: 

一、 政府的治理與能力： 

首先，在自然資源方面，日本對於山林、水源以及環境的保護是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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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睹，經過周詳規劃與安排，每一處所見山林是那般完整與茂盛，似乎沒

有濫墾濫伐的情事發生，空氣是格外的清新令人舒暢；在水源方面，每條

溪流河川，不論大小，沒有工業污染更沒有垃圾，依然清澈且源遠流長，

甚至看見可以在自家小水溝圍網養魚，真是嘆為觀止! 

這整個景象不禁讓我想起台灣 50 年代農業社會時代亦是如此，但經

過多年污染的摧殘已不復再，所以我不得不佩服他們政府用心的治理與能

力。 

再談到空氣環境的保護，在行程中雖不忘緊盯窗外美麗的景物，但也

不經意發現鮮少有行駛的機車，汽車也大都是黃牌的油電車，可見他們對

造成空氣污染的重視與堅持，以維護美好的山水及空氣，這可謂是人類夢

寐以求之長壽仙境。 

難怪依(世衛組織統計)2012 日本男女平均壽命達八十四歲，這都是

鑑於日本為延續民族先見之明及有為的治理，值得我們學習。 

二、 人民的守法與服從： 

在下機的那一刻起馬上見證了日本人民守法服從精神，沒有爭先恐後，

有序地排隊、沒有亂丟垃圾、大聲喧鬧景象、更沒有任意在大街上抽菸吐

痰行為、駕車者一律禮讓行人先行通過，一切都在政府規範下所為不慍不

火守紀的行為舉止，充分表現了服從的精神，心想，人民已是如此，國家

如何不強之理!這真值得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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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體的營造與建設： 

觀察每一段行程的每個景點，都有層出不窮的巧思而令人莫名的心曠

神怡，因為各個景點皆是依原本風貌因地制宜精心的規劃去呈現，惟相似

的手法是結合當地文化與藝術，再配合一些附屬設施共同行銷來吸引觀光

客，而整體的營造可謂是一氣呵成，渾然天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不論

何處都會有奪目刺眼的鮮麗光彩在跳躍著，經打聽，那是居民屋頂上的瓦

片，是國家為營造整體清新形象，每年補助經費供人民翻新或重新油漆自

宅屋瓦，以維市容美觀，更進一步是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一種。 

頓時心中亦泛起可否為本市傳統意象之仿效，以為市容美觀，而實有渴

待政府經費的挹注。 

四、乾淨的街道、美麗的城市 

由於人民守法的習慣，禮讓的精神，街道處處都是美景，家戶都會植栽

各式花草樹木，美化家園，即便是一個小小轉角處，也能看出其用心所在，

值得效法。 

五、家戶自備停車空間、營業場所廣設停車設施 

  馬路歸馬路，未見民眾將車輛停放馬路上，車子行走車道、行人走人行

道，井然有序，而無人車爭道，處處閃避路旁停放車輛的情事。 

六、自來水可生飲安全又方便 

來到日本無論是在神宮.景區.公園.飯店的自來水，均可生飲，非常

方便。大部份國家(含括台灣)，自來水需經煮沸方可飲用，尤其出門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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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人人手中一瓶礦泉水，殊為不便。 

陸、考察建議事項： 

一、 山林守護積極復育，山林始終擔負著維護台灣脆弱地帶的責任，山

林土地消失了，一切且將失去意義。在幾次風災之後，尤重山林的復

育。深感第一要務，非必要切不要再濫墾、濫伐、濫捕等行為，尊重

大地給予休養生息，恢復原有生態，才是延續命脈、永續利用及發展

的基礎。 

二、 創意市區閃耀文化 

建議仿效日本為營造市容清新形象，每年補助二次經費翻修或重漆民

居屋瓦。 

本市亦可爭取經費，對特定傳統房屋作立體彩畫及精神意象做適度的

彩繪，鮮麗每個街道，生動每個部落，提升苗栗市競爭力應吸引更多

的觀光人潮。 

三、購買車輛需提供停車空間 

  在台灣購買車輛未要求自備停車空間，致車輛常停放在馬路上，嚴重影

響交通，阻礙消防車出入，致險象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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