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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地理小論文賽 
與十二年國教發展

張峻嘉*、沈淑敏**

摘要

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地理小論文賽自民國91年首度舉辦，連續辦理迄今，民國106年第16屆有

42校共63件作品晉級複賽。本屆作品的主題多元，不但生活化，也著重社會關懷，相當

優秀，故首度頒發三個隊伍一等獎，包含臺北市立北一女中A隊的「食物銀行的區位特性

與在地人群互動─以南機場食物銀行為例」、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的「我要成為寶可

夢大師！台南市 Pokémon Go熱點的空間分布與空間關係」，以及臺中市立臺中一中B隊

的「跨界流離的安身之所-東協廣場不同時期的族群與空間互動」。地理小論文賽不但提

供高中師生們表現的舞臺，在鼓勵高中生進行專題研究，推廣地理野外實察和多元評量

題型方面已漸有成效，其發展方向與十二年國教揭示的核心素養，以及養成跨領域、跨

學科的整合能力十分契合，期盼大家繼續支持。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兼中國地理學會地理競賽暨奧林匹亞委員會主任委員。
**  通訊作者smshen@ntnu.edu.tw。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兼中國地理學會地理競賽暨奧林匹亞委員會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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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簡介

高中地理科奧林匹亞是專為後期中等

教育階段(高中職)學生辦理的能力競賽，

是一項競賽形式的教育活動，主辦單位中

國地理學會1（以下簡稱地理學會）自民

國91年首度舉辦。本競賽的目的為：激發

高中職學生對地理科之學習興趣和潛能；

提供高中職學生對地理科互相觀摩學習

表現的舞臺和被鼓勵的機會；提供高中

職校地理科老師交流機會，進一步提升

教學內涵和方法；甄選代表選手參與國

際地理奧林匹亞（International Geography 

Olympiad, iGeo），透過交流以提升我國

地理教育的水準。為此，地理學會還特別

設立地理競賽暨奧林匹亞委員會，結合各

地理系所與相關科系（附錄1）輪流辦理

全國賽，為地理教育的發展而努力。

本競賽以高中職學生為對象，現行辦

法規定凡經政府核准立案之高中職校及海

外僑校、臺商學校的在學學生均可參加。

競賽包含「地理小論文組」與「個人組」 

兩項賽事，初賽均由學校自行辦理，再

推派隊伍或推薦選手參加複賽與決賽，

完整參賽辦法可詳見本競賽官網 http://

promotinggeog.geo.ntnu.edu.tw。又依競賽

辦法，獲得「地理小論文組」第一、二等

獎與「個人組」一、二、三等獎之選手，

均可參加國際地理奧匹的選訓營，獲選的

四位正取選手，可代表參加國際地理奧林

匹亞，在國際舞臺上一展長才。

二、地理小論文賽辦理方式

高中地理科奧林匹亞首創之初即以專

題式競賽（地理小論文）為主軸，比賽方

式與項目雖有調整2，迄今已連續辦理16

屆，提供高中職校學生激發潛能的機會。

地理小論文賽以學校為單位，每校可推薦

至多2隊報名複賽，每隊由1-3位高中生與

1-2位該校領隊老師組成。參賽隊伍需自

訂研究主題，實地考察蒐集一手資料或彙

整二手資料，並經分析、討論後，撰寫成

一篇約1萬字且需符合學術論文格式的地

理研究報告，初賽由學校自行辦理。本賽

事的評審流程相當嚴謹，複賽階段每篇作

品由4位委員審查小論文報告；準決賽階

段每篇作品再由5位委員審查，並須進行

口頭報告、即席問答；晉級總決賽的8篇

作品，則由20位委員依據口頭發表評分。

除了地理小論文的書面報告，晉級決賽隊

伍也必須製作海報，介紹自己的作品，以

利參賽隊伍之相互觀摩 。作品的審查標

準為： 

 • 主題的選擇：應具有地理意義和

原創性；

 • 資料的蒐集：資料對於解決該研

究主題具有高的效度，並應清楚交代資料

來源和蒐集方法；

1  本會成立始於民國22 年3 月，地理學界前輩翁文灝、竺可楨、張其昀等三位發起組織中國地理學會，並於23 年8 
月正式在南京成立。政府遷臺後，本會於民國40 年在臺復會，於同年7 月29 日在臺北召開在臺第一屆會員大會。
民國58 年以後，國內各大學地理系的發展漸趨成熟，學會的活動面也隨之逐年提升，民國66 年正式成為內政部
立案的人民團體（臺內社字第745413 號）。本會對內積極強化學術活動，並負起維護地理教育在各級學校的地位
和改善地理教育品質的責任。對外則繼續與國際地理學會保持密切聯繫，積極參與國際活動。本會也是我國具有

國際學術機構中－國際地理聯合會（或稱國際地理學會，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 IGU）－正式會籍(full 
membership)的少數學會之一。

2  第1-6屆的競賽以地理小論文比賽為主，但每位選手在決賽日都需參加紙筆測驗，且成績納入該隊總成績。民國
97年第7屆起，本競賽正式區分為「團體組」與「個人組」兩大類。104年第14屆起「團體組」更名為「地理小論
文組」，每件小論文作品可由1-3位選手合作、由1-2位師長指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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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析與解釋：應詳盡分析

資料並據以提出解釋，討論時應

符合思考邏輯；

 • 報告的呈現：含書面和

口頭報告；應符合學術性報告的

體例，並恰當的運用圖表展現資

料；

 • 海報的展示：應符合清

晰、生動、美觀的要求，海報以

外的實物不予計分。

三、第16屆高中地理奧林匹
亞地理小論文組競賽結果

第16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地理小論

文組經各參賽學校自行甄選或推薦（初

賽），有42校共63件作品晉級複賽，來自

15個縣市。全國決賽於106年10月1日在中

國文化大學華岡校區辦理（圖1），競賽

評審則敦聘國內各大專院校地理相關科系

的同仁擔任。本屆地理小論文作品的主題

多元，多從選手們自身生活環境和經驗

取材。不少作品的調查探究頗具深度且呈

現方式生動有創意，可看出參賽同學和領

隊老師對作品的投入與對地理的熱忱。本

圖1　106年度晉級決賽師生與評審和大會工作人員合影

圖2　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地理小論文組>歷屆參賽隊伍數

屆首度頒發給三個隊伍一等獎，包含臺北

市立北一女中A隊的「食物銀行的區位特

性與在地人群互動─以南機場食物銀行為

例」、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中的「我要成

為寶可夢大師！台南市 Pokémon Go熱點

的空間分布與空間關係」，以及臺中市立

臺中一中B隊的「跨界流離的安身之所-東

協廣場不同時期的族群與空間互動」（表

1）。

地理小論文的作品水準近年來均可維

持大致的水準，不過主辦單位發現參賽學

校數、隊伍數近年有逐漸減少的趨勢（圖

2）。這是因為高中學生有更多元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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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華民國106年第16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地理小論文組一、二等獎得獎名單

獎項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老師姓名

一
等
獎

臺北市立

北一女中A隊
食物銀行的區位特性與在地人群互動─

以南機場食物銀行為例

梁雅淇、陳知襄、

趙珮妤

吳素蓮

國立

南科國際

實驗高中

我要成為寶可夢大師！台南市 Pokémon 
Go熱點的空間分布與空間關係

王品閑、楊昌興 陳加奇、

張惠婷

臺中市立

臺中一中B隊
跨界流離的安身之所-東協廣場不同時
期的族群與空間互動

郭芳綸、賴君翰 李洛鈴、

廖財固

二
等
獎

國立

花蓮高中

「泉」「原」衝突？—試論瑞穗溫泉特

定區與原住民傳統領域的爭議與發展

林亮、邱守晨、

林佑澤

林峻有

國立

屏東高中A隊
九．三軍人「結」∼ 恆春九鵬飛彈基
地與三軍聯訓基地軍事演習的地域衝突

與區域合作之差異機制初探

廖致豪、余孟樺、

林子為

袁榮茂

國立

屏東高中B隊
「糖」臂擋「居」—屏東市里港線糖業

鐵路土地利用之研究

侯宗佑、黃品誠、

陳誠鋅

陳孜鴻

國立

宜蘭高中

留留？流流？宜蘭噶瑪蘭舊社地名的變

遷與識覺

石宗霖、周敬棋、

陳彥志

周士堯、

徐銘鴻

國立

斗六高中

致命的吸引力－斗六市飲料店的區位、

類別與消費特性研究

林儀芳、陳玠宇、

郭宜敏

李貞瑩、

鄭光佑

註：完整得獎名單，請參見競賽官網 http://promotinggeog.geo.ntnu.edu.tw

機會？老師因12年國教需投入課程發展而

致分身乏術？或高中師生擔心本競賽的參

賽門檻太高之故？主辦單位將積極了解。

四、地理小論文賽與十二年國教 
之地理教育的連結

地理小論文的參賽隊伍必須選擇具有

地理意義的研究問題，針對問題蒐集資料

（並特別鼓勵實地考察蒐集一手資料），

經彙整、分析、討論後，撰寫成符合論文

格式的書面報告，而且還需要以口頭和海

報方式發表，可謂統整能力的競賽，特別

有助於銜接大學的學習與養成終身受用之

能力。目前正積極推動的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強調彰顯學生的主體性，並期望能

養成核心素養，能將所學應用於生活中以

及因應未來適應社會所需，本競賽之理念

與辦理方式可謂與之相當契合。

雖然12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程綱要還

在審議中，但根據107年2月的草案版本，

地理科在國高中階段「學習表現」之「技

能、實作及參與」中，列出學生所應養

成的「a.問題發現，b.資料蒐集與應用，

c.溝通合作，d.規劃執行」等能力，在

「學習內容」部份，國高中必修課程均列

有「探究活動」，以引導學生透過小組合

作學習，進行議題的探討。尤其在高中地

理加深加廣的三個部訂選修課程中，「探

究與實作：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

成果展現可採多種方式，包含引導學生撰

寫小論文，其他兩門「空間資訊科技」、

「社會環境議題」也鼓勵學生進行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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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探究，以養成現代公民、全球公民所

應具備的知能與態度。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揭示了國民應具備的基本素

養，高中地理奧林匹亞正提供了老師引導

學生激發潛能、相互交流的平台。而為了

鼓勵有興趣參加比賽的同學們了解地理小

論文的風格，主辦單位特別自106年起，

與地理學會編輯委員會合作，邀請晉級

總決賽的隊伍投稿，編輯成地理小論文專

刊，以為參考。

高中地理奧林匹亞是自由報名參加

的競賽型教育活動而其中的地理小論文賽

可謂一場馬拉松。從發想到完成參賽作

品，需要許多條件配合，包含高度動機的

學生、熱情指導的學生和鼎力支持的學

校，而其中最關鍵的環節是老師鼓勵與指

導同學參與。高中師長們課務繁重，為何

仍願意指導學生參加地理小論文賽？又是

如何面對帶隊參賽的壓力呢？一位在高雄

中山高中服務的老師曾這樣分享：「論文

指導，有著很大的吸引力，挑戰著我的能

力，絕非順遂。每年都是新狀況，太有

趣！」「調整成以學生的投入、學習的節

奏為主，不管做到哪裡，就是成果。」是

的，考量學生個人特質，因材施教的引領

學生成長，不正是教育的真義嗎！期盼大

家繼續支持這個展現高中地理教育成就的

舞台，並且藉由下列各種管道，不吝分享

帶隊經驗、參賽心得與對競賽辦理的建

議，以提升臺灣教育品質，嘉惠更多學

子。

競賽聯絡管道：

競賽官網：http://promotinggeog.geo.

ntnu.edu.tw

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

geolympiad/

電子郵件：geo_olympiad@ntnu.edu.

tw

電話專線：02-7734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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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最重要的支柱是：教育部國教署的指

導和經費支持、科技部（科普計畫）經費

補助、各校師長在校園內的努力推動，各

地理相關系所師生的支持與承辦。並承蒙

應雲崗先生紀念基金會、野柳地質公園的

熱心贊助，臺灣國際航電公司（Garmin）

多年來贊助GPS獎品予各級地理競賽活

動，特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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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地理小論文歷承辦學校、主要執行者與大事紀

屆別
承辦

學校

全國決賽

承辦師長
理事長秘書長

主任

委員
大事紀

1
臺灣大學 林俊全 張長義、林俊全

民國91年開辦地理小論文「團
體組」競賽。 2

3 北市教大

臺灣師大

徐榮崇、董德

輝、張政亮
鄧國雄、黃朝恩

4

5
高雄師大

臺灣師大
齊士崢 林俊全、周素卿 沈淑敏

成立地理競賽暨奧林匹亞委員

會；試行野外實察觀摩賽。

6

文化大學    
臺灣師大

高慶珍 林俊全、賴進貴 沈淑敏

決賽時間由春季改到秋季； 

明訂每件小論文可由1-2位老
師指導。

7

開辦「個人組」競賽，英文

作答；調整獎項：晉級總決

賽作品（原則8件）改頒發金
牌-1、銀牌-2、銅牌-5。

8

彰化師大

臺灣師大
蔡衡、廖葆禎 陳國川、康培德 沈淑敏

9

「團體組」晉級決賽作品新增

海報獎、人氣獎評比；調整獎

項：晉級總決賽作品（原則8
件）改頒發第一等、第二等

獎，另頒發三等獎與佳作。

10

臺灣師大
張峻嘉、

郭乃文
陳國川、沈淑敏 張峻嘉

11

爭取適用「教育部獎勵高級中

等學校人文社會與藝術領域競

賽要點」，表現優異師生可獲

頒教育部製發之獎狀。

12 臺灣大學

臺灣師大

林禎家、

溫在弘
賴進貴、林禎家 張峻嘉

13

14 高雄師大

臺灣師大
許淑娟、任家弘 賴進貴、黃誌川 張峻嘉

「團體組」更名為「地理小論

文組」，每件小論文可由1-3
位選手完成。

15

16 文化大學    
臺灣師大17 洪念民、陳致元 高慶珍、張伯宇 張峻嘉

說明： (1)北市教大即今臺北市立大學；(2)各屆承辦系所均煩勞多位師長與志工同學協助，惟因篇幅之限，本表僅列
出主要負責承辦全國決賽的師長姓名，若有疏漏，還請見諒，並請通知筆者勘誤，命題委員則均維持匿名；
(3)臺灣師大地理學系自第5屆開始向科技部（國科會）申請科普計畫經費並負責公文擬稿。(4)中國地理學會
地理競賽暨奧林匹亞委員會主任委員首先由沈淑敏老師擔任，2011年起由張峻嘉老師（臺灣師大地理學系）
擔任迄今，現任委員還包括（依姓名筆畫序）：丁志堅老師（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李載鳴教授
（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沈淑敏老師（臺灣師大地理學系）、林聖欽教授（臺灣師大地理學系）、許淑娟老
師（高雄師大地理學系）、葉爾建老師（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溫在弘老師（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
系）、盧沛文老師（彰化師大地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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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臂擋「居」— 
屏東市里港線糖業鐵路土地利用之研究

侯宗佑*、黃品誠*、陳誠鋅*、陳孜鴻**

摘要

本文以屏東市里港線糖業鐵路為主軸，探討自日治時期以來，糖鐵的發展脈絡，以及1997年

屏東糖廠停廠後，糖鐵土地的利用現況。經本小組實地訪察，目前研究區內土地大部分為臺糖所

擁有，土地利用多為荒地、道路。尤其土地閒置與雜亂問題不斷，原因與臺糖是以營利為導向的

半國營事業，沒有動機活化糖鐵土地，以及沿線民眾認為土地是帶狀、進出土地不易、經濟成本

高、不願意違法使用有關，以致糖鐵仍是屏東市發展的阻礙。本研究也經過各方評估，認為目前

綠美化是最佳的方案，亦透過問卷結果了解居民希望將糖鐵閒置地變成綠地，希望未來臺糖、沿

線民眾、地方政府（縣政府、市公所）、愛鄉協會等多方力量一同合作，使糖鐵擺脫過去髒亂、遭

占用的形象，搖身變成一條歷史綠色廊帶，成為當地居民休憩觀光的良好去處，也能重新定位糖

業鐵路的價值。

關鍵字：糖業鐵路、土地利用、屏東糖廠

*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學生
**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老師，通訊作者（Email：per5987488@hotmail.com）

學生獲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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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臺灣糖業自荷治時代就已經有了蹤

跡，日治時期和民國初期，蔗糖的出口成

為臺灣經濟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其最主要

目的為外銷。在小的時候長輩們常跟我們

訴說有關運糖火車的故事經歷；在六零年

代，沒有多餘的零錢買零嘴，每當五分車

行經時，總會偷拔車上的甘蔗，又或是

跳上火車，伴隨著興奮看它駛向不同的 

地方。

近來拜資訊科技之便，以及文化保存

意識的抬頭，使一部1997年由邱才彥老師

所拍攝的紀錄片《最後一班小火車》重新

出現在網路上，紀錄片描述屏東市里港線

糖鐵，最後一班糖鐵小火車行駛入屏東市

的景象。而在我們觀看了這支紀錄片後，

立刻實地走訪糖鐵遺址，但映入眼簾的卻

是荒煙蔓草、民眾堆棄雜物、隨意占用鐵

道的景象。這個見證了屏東市發展興衰的

珍貴古物本應該被良好的保存下來，然

而，它現在卻成了居民的眼中釘，鐵道被

鋪上柏油、剷除作為其他利用。為了還原

當年糖鐵的風光、了解居民的心態、釐清

政府部門為何沒將如此珍貴的文物保存下

來、未來糖鐵的發展方向該何去何從，我

們展開了此次研究。

我們以屏東市里港線糖業鐵路為主要

對象，將糖業鐵路的過去與現今轉型進行

統整，探討下列幾項要點：

1. 了解屏東縣糖業鐵路的發展脈絡。

2. 挖掘屏東市里港線糖業鐵路的土

地利用現況。

3. 探討屏東市里港線糖業鐵路人地

互動之關係，以作為未來發展的參考。

二、研究範圍

本小組研究區域為屏東市里港線糖

業鐵路，由於市區土地利用較為多元，加

上在市區發放問卷和訪談較為容易，因此

我們將研究範圍鎖定於屏東市，以屏東糖

廠為起點，沿里港線往北，途經一心里、

光華里、橋南里、長春里、橋北里、豐榮

里、興樂里、溝美里、斯文里、北勢里、

北興里、和興里、信和里，最後到屏東市

最北界，共13個里，全長7.8公里，如圖1

所示。

三、研究設計（圖2）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以SuperGIS底圖繪製

圖1　研究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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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

土地現況發展脈絡 人地互動

研究方法

討論與分析

結論

田野調查

1. 糖鐵土地利用
2. 糖鐵權屬
3. 了解鐵道目前存廢 
情形

4. 發放問卷

訪談紀錄

1. 縣政府地政處、觀
傳處、城鄉處；市
公所建設課、養護
課

2. 鐵道沿線居民
3. 屏東糖廠文化股、
資產股、巡查股

4. 橋頭糖廠糖業博物
館行政人員

5. 屏東縣愛鄉協會邱
才彥老師

蒐集資料

1. 屏東糖廠資料
2. 網站資料
3. 報章書籍
4. 土地法規
5.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6. 屏東市戶政事務所
人口紀錄

電腦繪圖（GIS）
1. 人口密度圖
2. 都市擴張圖
3. 鐵道沿線訪問居民
居住圖

4. 土地利用、所有
權、鐵道完整度圖

圖2　研究架構圖

屏東糖鐵的發展脈絡

一、屏東縣糖業鐵路

（一）屏東縣糖業鐵路

臺灣的糖業鐵道始於日治時期建造，

多位於中、南部平原地區，在日治中期鐵

路總長度近2000公里，分屬11種鐵道，其

中以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的臺灣製糖鐵道長

度最長，占全臺糖鐵長度近25%。

屏東縣糖業鐵道隸屬於臺灣製糖株

式會社，總長226公里，占全臺1/10，並

分成屏東和南州糖廠鐵道，每個糖廠各有

其主、支線，以避免原料區重疊。以屏東

糖廠原料線為例，往北的里港幹線，其長

度最長，其次是往東的萬隆幹線，再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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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南的東港幹線（圖3）。糖鐵在日治中

期已擴展到整個屏東平原，包含高樹鄉、

里港鄉、九如鄉、長治鄉、鹽埔鄉、屏東

市、麟洛鄉、竹田鄉、內埔鄉、萬巒鄉、

潮州鎮、萬丹鄉、崁頂鄉、新園鄉、新埤

鄉、南州鄉、東港鎮、林邊鄉、佳冬鄉到

最南的枋寮鄉，總共二十個鄉鎮市。直到

國民政府時期，糖鐵路線大致與日治時期

類似，無太大改變。

（二）糖的原料—甘蔗生長條件

1. 氣候

糖的原料─甘蔗屬於熱帶栽培業，其

栽種條件為氣溫高、雨量多的環境，主要

分布區域約在南、北回歸線內。屏東平原

屬於熱帶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溫為25℃，

年平均雨量約1600~2500mm，雨量惟在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恆春氣象站，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4　2014-2016年屏東縣甘蔗產區─ 
鹽埔新圍測站氣候圖

資料來源：中研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網站，本研究自
行繪製

圖3　1921-1928年屏東縣糖業鐵路分布圖

時空上分布不均，有明顯乾濕季之分，每

年5~9月為豐水期，雨量占全年88%以上

（經濟部，2014）。由圖4得知屏東縣甘

蔗產區雨量夏雨冬乾，冬季乾燥有助於糖

分的累積，因而相較於北部全年有雨更適

合甘蔗種植的氣候條件，且全年高溫皆在

18℃以上，而雨量來自於5月的梅雨和7、

8月的颱風，充足的水量使甘蔗在生長期

不虞匱乏。 

2. 地形和土壤

屏東平原多沖積扇，土壤含砂質高，

適合種植甘蔗。就屏東縣甘蔗產區而言，

日治時期屏東製糖農場皆位於沖積扇上，

一共有八個農場（圖5）。彭厝、海豐、

崇蘭製糖農場在隘寮扇上；赤山製糖農場

在萬安、泰武扇上；新厝、四林、萬隆製



「糖」臂擋「居」—屏東市里港線糖業鐵路土地利用之研究 11

糖農場在林邊扇上；臺灣製糖大响營農場

在力力扇上，其中海豐製糖農場與臺灣

製糖大响營農場的面積最大，近20平方

公里。製糖農場多位於沖積扇的扇頂、扇

央，海拔主要介於30~50公尺之間，土壤

含砂質較多，雖然較為缺水，但日本人透

過水井、圳道灌溉，改變過去粗放的利用

型態，例如為了在枯水期有足夠的水源以

防甘蔗枯死，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為此興建

了二峰圳（1923）、力里圳（1925），汲

取河床下之伏流水以補充灌溉（林思玲、

丁澈士，2014）。製糖農場都有糖業鐵道

穿越其間，透過糖鐵將製糖農場的甘蔗運

到糖廠。

二、屏東縣糖業發展─以屏東糖廠為例

屏東糖廠是臺灣三大糖廠之一，日

治時期稱為「阿緱製糖所」。日本政府選

擇在萬年溪畔興建「阿緱製糖工廠」，在

1907年設立，於1909年開工製糖（資料來

源：臺灣製糖工廠百年文史地圖網站）。

屏東糖廠的產糖量在1969~1978年一

直維持在4~5萬公噸，約占全臺產糖量的

5%左右，相較於1990年以後的產糖量，

足足高了兩倍有餘，屬於屏東糖廠的興

盛期。1978年後產糖量從4萬公噸一路下

降，到了1997年停產前只剩2萬公噸，整

整減少了二分之一。

為了瞭解屏東市糖鐵沒落的原因，我

們於2016年10月底到屏東美術館參觀屏東

市糖鐵老照片特展，並訪問了屏東糖鐵界

的博士邱才彥老師，請他為我們說明糖鐵

停駛的原因（表1）。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5　日治時期屏東縣製糖農場與地形之關係

因素 說明

1. 交通安全

例如：穿越鐵軌容易造成危

險，即使車速極慢，火車剎車

仍需好幾百公尺的緩衝，還發

生過好幾次傷人意外。

2. 噪音
例如：火車經過的聲音使民眾

不堪其擾。

3.  影響工作
效率

例如：鐵路的平交道號誌燈阻

擋多條道路，使大家必須耗費

更多時間前往他處。

4. 經濟好轉

例如：在50年代時臺灣民眾依
舊沒什麼點心可吃，但到民國

86年時甘蔗已經被大量的零食
取代。

5. 獲利減少

最主要的原因莫過於經濟效能

降低，它已不像從前那樣具有

很大的經濟利益，反對聲浪高

漲，加上屏東市民意代表舉辦

了公聽會，臺糖也趨於保守，

並未對其做大量改革，糖鐵終

於在這反對聲浪下退出歷史的

舞臺。

6. 政策
政府政策影響糖廠運作，令糖

廠關閉，糖鐵也隨之停駛。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表1　屏東市糖業鐵路火車停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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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糖廠停產後，糖業鐵路遂逐漸

消失。我們將屏東里港線糖鐵從1997年停

駛後，一路歷經的沿線變革整理成時間軸

（圖6）。糖廠關閉後，糖鐵在都市計畫

中被規定為開發區域處，隨即被整理並加

以利用，所以一開始政府開發占糖鐵消失

中的比重較大，後續逐漸有民眾願意購買

糖鐵土地，直到2016年立法院暫時凍結臺

糖販售土地的權利，民眾與臺糖的關係變

為承租土地。

屏東市里港線糖鐵的土地利用

一、 所有權狀況—土地所有權與出租
狀況

（一）總論（圖7）
本研究區糖鐵土地目前最主要的所

有人是臺糖（70%），其中大多是未出租

的閒置地（55%），只有少數的土地已出

租出去（15%）。部分閒置土地被民眾私

自占用，鋪上水泥作為道路，或種植蔬

菜、放上花圃。另外糖鐵土地約14.6%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6　1997年後屏東市里港線糖業鐵路土地之變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7　屏東市里港線糖業鐵路所有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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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是機場（交通部）、臺電大樓（經濟

部）等國有土地。其他部分路段被市公所

（5.7%）興建運動中心。臺糖在2016年以

前也賣地給民眾，私人土地部分（5%）

大多是由民眾直接買下，每塊私人土地上

都已蓋上民宅。

（二）各分段比較（圖8）
臺糖目前仍然在各段中擁有50%以上

的糖鐵土地，以閒置比率占最高。另外，

北興、北勢、斯文段中的租用比例較高；

橋北、長春、橋南、光華、一心段因為

道路的關係，土地多為縣政府或市公所 

擁有。

二、 使用權狀況—土地利用與鐵道完
整度

（一）總論

1. 土地利用（圖9）

本研究團隊目前將研究區糖鐵土地大

致分成13種利用方式。目前糖鐵的土地利

用是以荒地為主（37.52%），其次被用來

當作道路（32.09%）。有些鐵道路段被民

眾種植花草樹木和有機蔬菜（6.4%），

但民眾大多沒有土地的使用權，所以當臺

糖要求拆除時，民眾仍須配合。臺糖也出

租或售出了部分土地給一般民眾作停車

場（4.61%）的用途，停車場有作月租或

日租的收費，收費價格有高有低，標準並 

不一。

2. 鐵道完整度

本研究區的鐵道遺址由於殘留狀況

不一，所以研究團隊將鐵道完整度劃分

為三個部分：鐵道遺址殘留80%以上為完

整，79%-30%為部分完整，29%以下為不

完整。完整度是以完整面積除以總鐵道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8　屏東市里港線糖業鐵路 
各分段所有權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9　屏東市里港線糖業鐵路
土地利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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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經過調查，本研究區總完整度比率

低，只有7.28%。

（二）各分段比較（圖10、圖11）
就土地利用而言，北邊郊區信和、和

興段的荒地、道路、機場為比例前三高。

北勢、北興、斯文段土地使用比例前三高

為荒地、道路、花園/菜園，此段的花園/

菜園比例為全段最高。溝美、豐榮段的土

地利用前三高為荒地、道路與餐廳，此段

靠近市中心，而且鄰近運動中心停車場，

所以餐廳躍居第三高。橋北、長春、橋

南、光華、一心段則是道路的土地利用高

達82%，遠遠超過其他類型的土地利用，

道路比例會如此高，是因為萬年溪沿岸道

路。由此趨勢可發現，本研究區除了近臺

糖園區的橋北、長春、橋南、光華、一心

段外，各段皆為荒地比例最高，其次為道

路。就完整度而言，郊區信和、和興段的

完整比例還有25.7%，但是進入到屏東市

區後，鐵道的完整度快速下降，到了北

興、北勢、斯文段的時候已經沒有完整鐵

路，甚至到了橋北、長春、橋南、光華、

一心段的地方，由於舖設道路以及學校建

設等種種因素破壞了鐵道，所以產生不完

整度100%的狀況。

屏東市里港線糖鐵土地的人地互動

一、糖鐵土地權屬之原因分析

本研究團隊將糖業鐵路的土地所有

權分類成臺糖、公有以及私人，將臺糖土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10　屏東市里港線糖業鐵路 
各分段土地利用比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11　屏東市里港線糖業鐵路 
各分段完整度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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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分成租用以及閒置，公有則分為國有、

屏東市公所和屏東縣政府，餘下的則為私

人，其百分比如圖12所示。本章節就要來

討論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關係。

糖鐵的土地有70%是臺糖擁有的，

在這百分之七十中，我們將地權分成

了出租（14.89%）與未租出（閒置）

（55.06%），其中未租用的閒置地有30%

為荒地。經過多方訪問，

歸納荒地多的原因如下：

（一）土地呈現帶狀

鐵道的土地是一直

線，糖鐵的軌道也是採

單軌制，鐵道所使用的土

地並不大，居民如果只租

了鐵道的土地並無法多做 

利用。

（二） 交通不便、土地
成本高

糖鐵在屏東市北邊，

其行經之處恰為農田的正

中央，對一般民眾而言

若租下此地，須穿越他

人農地才能到達，使民眾

不願承租此地。在市區，

糖鐵穿越市區小巷，進出

不易，加上市區土地成本

高，因而較少人利用。

二、人地互動

為了解決糖鐵土地閒

置未利用的情形，從人地

互動角度了解各方想法。

本研究將影響糖鐵

土地的力量分成四種：臺

糖、縣政府、沿線民眾、

愛鄉協會。由圖13可以更

清楚了解到臺糖、縣政府、沿線民眾、愛

鄉協會四種不同的力量，透過行動、提出

想法，以不同的立場影響糖鐵這塊土地。

本研究發現，臺糖、縣政府與沿線民

眾對於土地重新活化看法、臺糖與縣政府

對於重新規劃看法、臺糖與沿線民眾對於

土地看法，以及臺糖與愛鄉協會對於鐵道

存廢看法皆存在分歧（表2）。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12　屏東市里港線糖業鐵路所有權屬與土地利用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13　屏東市里港線糖業鐵路土地四方立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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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糖、縣政府、沿線民眾對於活
化的看法衝突

對重新活化的看法而言，臺糖認為

相較於20年前糖廠剛停駛，活化可能性較

低，因土地權屬已改變，加上糖鐵從居民

家的後方經過，可看性不高，難以發展。

屏東縣政府方面則認為除了復駛，也可鋪

成自行車道，或是綠化市容，但市區所有

權較為複雜，有待所有權屬認清後，才能

進行測量評估。對屏東市民來說，糖鐵的

重新發展是樂見其成，但對於沿線民眾來

說，擔憂活化後前來的遊客將造成安全問

題及環境髒亂，讓他們對計畫望之卻步。

（二） 臺糖與縣政府對於活化的態度、
經費衝突

縣政府方面相當積極進行糖鐵活化，

希望能把可以先發展的地方發展起來，帶

動屏東市觀光發展，以鐵道結合過去的文

化歷史和當地特色；反之臺糖對於土地活

化的態度相當消極，臺糖表示因政策的關

係，鐵道土地暫時不能變更，所以暫時沒

做任何打算。

關於活化的經費，縣政府認為活化糖

鐵有部分是要解決糖鐵閒置的問題，希望

臺糖負責部分成本。目前縣政府通常以承

租方式向臺糖租地，但有時縣府的經費也

難以承擔後續維護費用及租地費用，會以

變相回饋的方式與臺糖協商，透過減免地

價稅等方式，來取得土地。而臺糖因屬於

營利機購，不願無償提供土地。

（三） 臺糖與沿線民眾對於土地利用的
衝突：占用問題

沿線民眾對於臺糖無法妥善管理、定

期清理土地，又不開放給民眾感到不滿。

臺糖方面則認為居民占用（堆放地上物）

又不願承租，於2003年成立土地巡查股，

在勸導無效後就會尋求法律裁決（提起民

事訴訟）。

（四） 臺糖與愛鄉協會對於鐵道存廢看
法的衝突

愛鄉協會邱才彥老師於1997年關注

當時鮮少人注意的鐵道存廢問題，走訪縣

府及臺糖，訴說理念，但臺糖不積極的態

度，及當時文化界人士及民意代表只關注

於臺糖遷廠後土地利用，並未正視此問

題。

三、重新活化的困難與解決方案

（一）重新活化的困難

誠如前文所述，屏東糖鐵地權目前已

變得相當複雜，有些已經賣給民眾，也有

些賣給縣府、市公所做公共建設，已無法

照著當年糖鐵路線進行建設，若希望回收

表2　屏東市里港線糖業鐵路各方與臺糖互動關係

各方 縣政府 沿線民眾 愛鄉協會

臺糖

1. 未來活化方向困難─所有
權複雜。

2. 縣政府希望臺糖無償提供
部分土地。

3. 縣政府認為臺糖應配合地
方發展。

4. 臺糖要求縣政府交付租
金。

1. 民眾認為臺糖維護、管理
糖鐵的方式不佳。

2. 民眾認為五分車影響安
寧。

3. 部分民眾認為臺糖租用辦
法不符經濟效益。

4. 臺糖認為民眾占用問題嚴
重。

1. 鐵道存廢議題並無共識。
2. 愛鄉協會認為臺糖態度消
極。

3. 愛鄉協會採訪時，臺糖禁
止錄音。

4. 臺糖認為愛鄉協會不應介
入內部決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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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需考慮以何種方式收回，以及該如

何補償。目前糖鐵土地有些遭到附近居民

占用與堆放雜物，如要重新活化土地需驅

離民眾，但地上物的賠償又是一筆經費，

因此臺糖與縣政府需協商由哪方支出費

用。

（二）解決方案分析

本研究團隊藉由訪問及沿線調查等

方式蒐集資料，透過各方所表示之意見，

提出了五分車行駛、自行車道、綠美化三

種解決方案，並將各方案之優劣勢彙整成 

表3。

1. 五分車

五分車之行駛雖具知名度及歷史性，

能吸引大量遊客，但因建設及維護成本過

高，行駛範圍過短，使高層人員較無意願

施行。而市民也不樂見五分車行駛為自己

周遭帶來困擾。

2. 自行車道

自行車道可配合潘孟安縣長的政策

「安居樂業」，縣府已有在屏東縣部分規

劃自行車道（萬隆等），增設自行車道能

對屏東居民的健康帶來正面效益。配合

P-bike設施，在屏東市各處都能租借腳踏

車。但市區內繁忙的交通，可能導致民眾

發生危險，與自行車道的後續維護，都須

納入考量。

3. 綠美化

綠美化有別於五分車與自行車道，受

帶狀糖鐵的影響較小，所需經費較低且能

美化市容，是縣政府有意願執行的方案。

但若無人維護，將從原本用途變為製造髒

亂的禍源。

本研究團隊將三者優劣綜合進行評

估，評斷綠美化為現階段中可行性最高之

方案。雖以知名度來說並不突出，無法帶

來觀光人潮，但能使閒置土地免於髒亂。

政府美化後可與四周居民達成共識，一同

維護綠化後的土地。

此外，我們為了瞭解屏東市民對於糖

鐵的問題與看法，設計了問卷。本研究團

隊總共發放70份問卷，回收的有效問卷數

共60份。由於糖鐵較偏歷史性文物，所以

調查對象大多來自屏東市內的耆老和長期

居住在當地的居民。

由圖14可以得知民眾希望閒置土地未

來可以改變成何種形式的利用，居民大多

希望可以綠化（30％），避免髒亂的問題

產生，多數居民也認為屏東市糖鐵未來朝

向綠美化的方向發展較有機會。

表3　屏東市里港線糖業鐵路各方案優劣勢比較

類型 五分車 自行車道 綠美化

優勢

1. 具歷史性。
2. 可促進觀光。
3. 宣傳範圍廣。

1. 可促進民眾健康。
2. 與屏東P-bike進行結合。

1. 施行困難度低。
2. 美化市容。
3. 官方意願高。
4. 管理輕鬆。
5. 成本低廉。

劣勢

1. 實際可行駛範圍短。
2. 官方意願低。
3. 管理不易。
4. 影響周圍住戶。
5. 建設價格高。

1. 維護、管理不易。
2. 縣內自行車道多。
3. 市區交通複雜，容易發生
車禍。

1. 若不加以維護，將雜草叢
生。

2. 觀光性低。
3. 無人願意維護。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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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他山之石－橋頭糖廠轉型成功案例

由於糖鐵與糖廠發展為一體的，本節

將舉高雄橋頭糖廠的成功案例，藉由訪問

橋頭糖廠，探討為何橋頭糖廠在1999年停

廠後，可以轉型成為觀光糖廠，並且使當

時的高雄市政府願意將捷運站設在該處、

將橋頭糖廠設立為文化古蹟保留處；反觀

屏東糖廠卻在停廠後逐漸沒落，許多屏東

人聽到臺糖時多聯想到量販店，反而不是

屏東糖廠過去輝煌的功績。 

本研究團隊經由實地訪查，認為橋頭

糖廠值得屏東效仿的地方有兩處：與縣政

府的合作、當地文化力量的協助。

（一）與縣政府的合作

本研究團隊認為屏東糖廠應該要主動

與屏東縣政府合作推動土地活化，雖然內

部的設施已經拆除，但是廠區內大片的土

地還是可以做其他的觀光利用，例如目前

正在建設的市民公園，對屏東市未來的發

展有幫助。

（二）當地文化力量協助

橋頭糖廠有當地的橋仔頭文化協會

進駐，並且幫助他們創造更多的特色；相

對的，屏東市也有愛鄉協會，臺糖應該要

與他們合作，並且與他們共同規劃屏東糖

廠，並邀請該協會進廠，創造出屬於屏東

糖廠的特色。

結論

本研究以屏東市里港線糖業鐵路作

為研究範圍，先探討屏東糖鐵與糖廠的歷

史，再凸顯都市擴張下，里港線鐵道閒置

率反而高、雜亂無章的奇特現象。本研究

藉由訪問不同對象，綜合提出可行方案，

希望能成功再次活化糖鐵土地，讓糖鐵擺

脫屏東市毒瘤的污名。

第二章主要講述屏東糖廠的歷史發展

及屏東糖業鐵路的涵蓋範圍，先介紹從日

治時期到國民政府時期屏東糖廠設置背景

及歷史，以及屏東地區的先天優勢。屏東

屬於熱帶濕潤氣候，十分適合種植甘蔗，

加上三大沖積扇荖濃扇、隘寮扇、林邊扇

和三個小沖積扇（口社扇、萬安扇、泰武

扇）砂質土壤多，吸引日本殖民政府在屏

東大規模種植甘蔗。糖業曾在日治和國民

政府初期為屏東帶來繁榮，但由於交通意

外頻傳、糖業獲利漸低、影響沿線居民生

活安寧，使得糖鐵走入歷史。1997年糖鐵

停駛後，屏東的糖業鐵路遭到不斷的破

壞，形成了目前的景觀。

第三章透過GIS繪圖系統繪製出屏東

市里港線糖業鐵道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狀

況。屏東市里港線糖業鐵路所有權目前絕

大部分仍然掌握在臺糖的手中，民眾和政

府擁有的比例並沒有超過臺糖，但是臺糖

的土地多為閒置地。在土地利用方面，荒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14　受訪民眾希望屏東市里港線糖業鐵路
閒置土地重新利用類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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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占最多，道路部分則是其次，顯示糖鐵

土地未能有效利用。糖業鐵路進入屏東市

區內後破壞的情形嚴重，完整度呈現由北

到南逐漸遞減的狀況。

第四章主要講述何種原因導致糖鐵土

地形成該利用型態。由於臺糖態度消極，

加上沿線民眾認為土地呈現帶狀、交通不

便、土地成本高，造成糖鐵目前多為閒置

荒地。但由於閒置比率高，本研究團隊認

為重新活化的可能性相當高，因此歸納出

四種影響鐵道利用的力量（臺糖、縣政

府、沿線民眾、愛鄉協會），並從中找出

其關聯性，再藉由四方的立場找出其衝突

處，最後再依照各方想要活化糖鐵的方式

找出最佳的解決方法─綠美化，創造多贏

的局面。本研究團隊更實地尋訪轉型成功

的糖廠—高雄橋頭糖廠，訪問糖業博物館

行政管理員，詢問為何在停產後，還能將

橋頭糖廠轉變成一個觀光產業，並比對屏

東糖廠的案例，尋找目前的屏東糖廠可努

力的方向。屏東糖鐵目前雖不能遵從橋頭

糖廠的活化模式，但能夠藉由多方支持與

規劃，進行綠美化，發展成為觀光綠地。

在綜合上述的研究調查瞭解，屏東市

里港線糖業鐵道過去曾是影響屏東發展的

產業命脈，但隨著時空背景的改變，糖鐵

逐漸荒廢。因此本小組針對研究區的困難

點提出活化看法，希望改變都市景觀的同

時，讓未曾看到糖鐵行駛的下一代重回當

時風光景象，將屏東糖鐵的歷史保留，以

創造文化永續、培養在地認同。實際作法

上，可在糖鐵遺跡旁設立解說牌，也可以

定期舉辦夏日蔗農、糖鐵文化節，藉由這

些活動吸引觀光的同時，也將糖鐵的故事

讓更多人知道，將糖鐵文化內化為屏東市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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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競賽 
參賽心得2017.11.

初次參賽的我們是於今年二月開始動

工寫作。我們首先將整段研究區域實地走

過一遍，親自一步一腳印考察舊時代的遺

跡，我們儼然成為了考古學者，希望能為

屏東這塊土地做些什麼。

記得第一次發放問卷時，雙腳抖個

不停，喉嚨口乾舌燥，在心裡模擬過千百

遍的草稿瞬間消失，只能結結巴巴向居民

講解。與糖鐵相關人士進行訪問時，總是

需要精心設計問題，透過訪談，我們可得

知更進一步的訊息，他們精闢的講解，並

以全新的角度去構思糖鐵這塊議題。他們

講述糖鐵過去的輝煌，糖鐵是如何與他們

的生活交織在一起，與糖鐵相伴相隨的屏

東市民們將過去的記憶，透過相片、紀錄

片、故事以及書籍等傳承給我們屏東的下

一代。

在得知我們有幸進入準決賽後，也

邀請學校有經驗的地理老師們提供決賽的

相關經驗及秘訣，在經過不斷反覆的練習

後，最終來到決賽場地，周圍都是各大名

校的好手，心情十分興奮也感到緊張。在

等待被叫號的過程中，感覺周圍的空氣似

乎都被抽光了，世界開始旋轉，意識也逐

漸變的朦朧，在發表中，我們出現相當大

的失誤，本以為我們就到此止步了，沒想

到我們居然出現在決賽名單中，這令我們

欣喜若狂，也十分意外。

決賽時，底下觀眾座無虛席，最前

排全為今天比賽的評審，散發著撼動全場

的威嚴。上臺之後，雖然播放影片的過程

不順利，但大體上我們依舊竭盡所能，發

揮極致，最終獲得評審的肯定。我們透過

這個比賽與其他優秀選手交流，距離的遠

近不再是限制我們的理由，其他選手嶄新

的手法與新穎的觀點，以及撰寫論文的過

程，都讓我們的交際能力，以及對文章重

點的敏感度得到更進一步的昇華，皆讓我

們受益良多，也對地理學有更進一步的看

法。

107年4月7日收稿

107年5月13日修正

107年5月28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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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 Pokémon Go 
熱點的空間分布與空間關係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Relationship 
with Pokemon Go Hot Spots in Tainan

王品閑 Pin Hsien Wang*、楊昌興Chang Hsing Yang *、 

陳加奇 Chia-Chi Chen**、張惠婷 Hui-Ting Chang**

摘要

Pokémon GO是近年一款應用AR擴增實境、LBS適地性服務等技術的手機遊戲，結合虛擬

精靈與現實場景，讓玩家體驗當寶可夢大師的樂趣，自2016年暑假發行，引發全球抓寶熱潮，而

台灣也淪陷其中，因此，本研究以台南市為例，探討寶可夢遊戲熱點與地理條件之關係。本研究

使用QGIS軟體，將熱點位置與人口、交通資料進行疊圖，發現寶可夢熱點與人口分布呈高度相

關；並以一年時間比較熱點變遷，發現熱點遷移不明顯。藉由實地訪查，得知普遍玩家移動範圍

不長；因此與其說寶可夢在哪，人潮就往那，應該改為人潮在哪，寶可夢就出現在那。若以每萬

人擁有熱點數而言：遊戲並無反應「城鄉差距」的問題，反而人口較少的偏遠地區，每萬人擁有

熱點數高於都會區。總結一年的熱點分析，我們觀察出：寶可夢遊戲的生命週期僅有半年時間，

這類AR遊戲，深受人口、交通及空間等地理條件限制。

關鍵字：寶可夢熱點、空間分布、空間關係、QGIS

*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學生 National Nanke International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 Student
**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教師 National Nanke International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 Teacher
 通訊作者：jackeychen@ms.nnkieh.tn.edu.tw、yoohc58412@gmail.com

學生獲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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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研究動機

手機遊戲『精靈寶可夢  Pokémon 

Go』，2016年7月6 日開始在歐美國家推

出，掀起一股抓寶風潮，2016年8月6日也

在台灣上市。不同於其他的手機遊戲，

Pokémon Go應用AR、LBS技術，將虛擬

遊戲場景與現實地圖結合；將精靈投射到

現實場景中，彷彿在玩家身旁活靈活現

（圖1），成功抓住了玩家的心。

真實而具體的地理空間，第一次在虛

擬的遊戲中扮演了重要的元素，精靈的選

擇似乎也與地理條件有關，海邊有許多水

系的寶可夢，而殯儀館旁則出現幽靈系寶

可夢。因此，我們試著分析2016年8月到

2017年7月，這一年來台南市寶可夢熱點

的選擇與變遷，並分析熱點變遷背後所可

能代表的人文意涵。

二、研究目的

為了解Pokémon Go遊戲熱點位置分

布、變遷狀況，並與人口、交通易達性、

玩家特質與使用情形等進行關聯性之探

討，本研究擬定了以下兩個研究目的：

1. 台南市 Pokémon Go 遊戲熱點空

間分布與變遷

2. 台南市 Pokémon Go 遊戲熱點位

置與空間關係

三、研究方法

由於寶可夢的官方網站並無公布熱

點位置資料，因此本研究將並將一處精

靈同時出現20隻以上，定義為「熱點」。

圖1　Pokémon Go遊戲介面擴增實境技術與遊戲地圖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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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為由網路遊戲社群—大家找寶貝（https：//pkget.

com/）所匯集非官方的寶可夢巢穴，並每2週進行一次更

新。本研究主要採取時間序列分析、Heat map分析與疊圖

分析。

四、研究架構 

台
南
市
寶
可
夢
遊
戲
熱
點

區位分析

疊圖分析

結論

問卷訪談分析

空間關聯性

區位性質分析

熱點變遷分析

玩家差異分析

數位落差分析

玩家移動距離

玩家投入時間

不同時期熱點地圖

人口分布點子圖

台南市國道、省道地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二　研究架構圖

考網路遊戲社群—大家找寶

貝（https：//pkget.com/）所

匯集非官方的寶可夢巢穴資

訊。研究初期試圖討論熱點

位置、遊戲熱潮與地區交通

意外事件之關聯性，卻因警

方單位基於個資法而拒絕提

供詳細資訊，而被迫放棄該

議題探討。

研究過程中適逢，遊

戲熱潮改變，訪談後期多數

玩家已無進行遊戲之習慣，

因而訪談結果少有資深遊戲

玩家之意見。上述之研究限

制，努力嘗試改變，盼未來

研究能逐一改善，亦能作為

後人研究的借鏡。

台南市Pokémon Go 
遊戲熱點變遷與空間 

分布分析

一、 Pokémon Go遊戲熱
點空間特性分類

本研究將熱點資訊進行

分析，以2016年8月到2017

年7月作為研究時間，並發

現Pokémon Go遊戲精靈熱

點，若按照場所性質大致

區分成以下幾種類型（表

1）。熱點多位於公共開放

空間，以公園數量最多，其

次為休閒景點，部份休閒景

點進入時需繳交門票費用，

例如：走馬瀨農場、馬沙溝

遊憩區等。

表1　2016年8月到2017年3月 
寶可夢熱點位置分類總表

場所分類 數量 場所分類 數量

公園 389 名勝古蹟 96

觀光景點—非海邊 273 政府單位 71

宗教場所 186 政府單位 85

學校單位 126 體育場所 97

觀光景點—海邊漁港 151 總計 1553

其他 27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日本Niantic開發的Pokémon GO（精靈寶可

夢）為題，礙於商業利益、遊戲經營等因素，無法直接

向開發商取得官方熱點位置等資料，因此本研究僅能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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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型的熱點從2016年8月6日上市

開始到11月份，皆有明顯增加的狀況，

12月份達到最高峰；然而2017年開始，

熱點開始減少（圖 3），其中減少幅

度最明顯的是政府單位與學校；海邊

地區減少最不明顯，後期還呈現上升 

趨勢。

由於都市空間狹小，要符合能讓玩家

聚集與不斷移動的需求；公園綠地通常易

達性高，而空間較大，有廁所、座椅等設

施，因此是適合玩家聚集熱點。

二、 Pokémon Go遊戲熱點位置與變遷
關係

而本研究將這一年的台南市寶可夢熱

點，以Q-GIS繪製出寶可夢熱點圖。由於

每月變化不明顯，本研究將遊戲分成四個

階段，並繪製熱點分布變遷圖。

圖4可以發現：在遊戲一開始，寶可

夢官方設定人口密集的地方，熱點也分布

最密集。而其他人口相對分散的地方，熱

點就相對少，甚至是沒有的地步。

圖5可以發現：人口密集處熱點依舊

是最多的。其他地方則有些小變動，原本

在鹽水的熱點轉移到了新營。原楠西、玉

井、左鎮等地的熱點也在這階段消失。

圖6可以發現：此時人口密集區以外

的熱點有比較大的變化。新營、鹽水區一

帶熱點數明顯增加，七股區一帶沿海則減

少熱點數，推測與季節改變有關。

圖7可以發現：人口密集區的熱點依

然存在，相較前圖集中，而其他熱點也有

變化，玉井、關廟也出現新熱點，而東山

地區的熱點也有消失的狀況。

人口多且密集的地區同時也是熱點的

密集區。一地若達到一定的人口或者該區

為觀光景點就有機會出現熱點。且最近人

口密集區的熱點有往南移的情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3　寶可夢熱點位置分類數量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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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2016年8月-2016年10月熱點圖

圖5　2016年11月-2017年1月熱點圖

圖6　2017年2月-2017年4月熱點圖

圖7　2017年5月-2017年7月熱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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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Pokémon Go遊戲熱點位置與玩家
特質比較

本研究以台南兩著名熱點—位於市區

的「文化中心」以及靠近漁港的「觀夕平

台」為例，蹲點觀察玩家客群、訪談問答

了解玩家移動距離，並進行交叉比較。

白天時文化中心年齡層為長者以及家

庭出遊（圖8），而傍晚時則為上班族、

學生等年輕族群（圖9）；觀夕平台無論

皆以年輕族群為主（圖10）（圖11）。

表2　文化中心與觀夕平台玩家年齡層比較

時段 文化中心 觀夕平台

09：00-12：
00

50-65歲 晨運長者為主 15-45歲 上班學生為主

13：00-16：
00

05-65歲 家庭出遊為主 15-45歲 上班學生為主

17：00-19：
00

15-45歲 上班學生為主 15-45歲 上班學生為主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8　文化中心下午多為家庭出遊玩家

圖9　文化中心傍晚多為年輕族群

圖10　觀夕平台白天多為年輕族群

圖11　觀夕平台傍晚多為年輕族群

本研究也進行寶可夢玩家街頭訪談，

兩熱點找尋30位受訪者，交談了解玩家與

該熱點之移動距離，並以Google earth方

式繪製圖表（圖12）（圖13），從中發現

文化中心的玩家多為在地的東區、鄰近的

中西、北、南區等居民，其他地區的玩家

較少。而觀夕平台的玩家也多為在地安平

區居民、鄰近的安南區居民。

多數玩家移動範圍為在地地區，或者

鄰近市區，較少長距離移動，多數玩家以

步行方式或機車、單車為主要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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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Pokémon Go遊戲熱點變遷
與空間關係分析

一、 Pokémon Go遊戲熱點位置與人口
分布關係

本研究將寶可夢遊戲熱點，與台南

市的人口分布進行比對，並觀察Pokémon 

Go遊戲在2016年8月11日於國內上市時台

南市熱點空間分布狀況。（圖14）

圖14可以發現：人口密度愈高則熱

點愈多，尤其縣市合併前的「舊台南市」

最多，包括了南、北、東、中西、安平以

及安南區。但有例外：南鯤鯓代天府、馬

沙溝濱海遊憩區、台鹽博物館、走馬賴農

場，皆屬於人口較少的郊區，與假日休閒

遊憩人潮有關。熱點沿著省道呈帶狀分

布，交通易達性也是熱點的指標。

圖15可以發現：多數的熱點仍集中

於舊台南市人口密度較高的區域，只是數

量明顯減少，而原本分布於省道的熱點，

則往高速公路的交流道移動。此外有些地

圖12　觀夕平台玩家移動距離圖 圖14　2016年8月11日， 
台南市寶可夢熱點空間分布圖

圖15　2017年3月11日 
台南市寶可夢熱點分布圖

圖13　文化中心玩家移動距離圖



（2018·09）28

點人潮會隨季節改變，如馬沙溝濱

海遊憩區，因冬季閉園使得該熱點 

消失。

圖16可以發現：大部份的熱點

依然集中於舊台南市人口密度較高

的區域，而原本分布於高速公路的

交流道的熱點，則往省道移動。此

外有些地方也出現熱點，如：關廟

區南一高爾夫球場、佳里區多摩市

公寓大廈等。

最後，我們比較了這半年來，

Pokémon Go遊戲熱潮

的前、中、後期熱點位

置的改變，發現半年來

熱點位置雖然有改變，

但位移幅度不大，常常

只是由原本的位置遷移

到附近的地點，我們推

測有可能熱點的選擇性

並不多，因其仍需遷就

於台南市本身人口的分

布與交通的易達性。這

可能也是這款遊戲長期

發展下來勢必會遭遇的

困境，就是地理條件所

給予的限制。

二、 Pokémon Go遊
戲熱點位置與城

鄉差異關係

媒體常以「從寶

可夢看出城鄉差距」為

題，寶可夢真的有「城

鄉差距」嗎？

因 此 本 研 究 以

歸納台南市各行政區

的寶可夢熱點數量與

人口分佈情形，並進

行量化分析—「每個

圖16　22017年7月台南市寶可夢熱點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17　人口與熱點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18　人口與熱點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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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有擁有的熱點數」（表3）（圖17）嘗試

將隱含在地理行政區間之「城鄉差距」現象做 

陳述。

由表3發現：多數熱點是符合人口數較多條

件，如：擁有187262人的東區則有最多的巢穴區 

22 個。而擁有78097人的新營區，則有較少的巢

穴區5個。我們計算人口和熱點數的相關係數，

表3　每個人所有擁有的熱點數

地區 熱點數 人口數 每萬人
每萬人 

擁有的熱點數

東山區 1 21,131 2 0.47323837

麻豆區 1 44,718 4 0.223623597

下營區 0 24,373 2 0

六甲區 1 22,369 2 0.447047253

官田區 1 21,482 2 0.465506005

大內區 1 9,869 1 1.013273888

佳里區 6 59,510 6 1.00823391

學甲區 2 26,170 3 0.764233856

西港區 2 24,786 2 0.806907125

七股區 5 23,033 2 2.17079842

將軍區 4 19,910 2 2.009040683

北門區 1 11,220 1 0.891265597

新化區 3 43,710 4 0.686341798

善化區 9 48,044 5 1.873282824

南化區 1 8,779 1 1.138819

左鎮區 1 4,906 0 2.038320424

仁德區 7 75,224 8 0.930554078

歸仁區 2 68,412 7 0.292346372

關廟區 2 34,434 3 0,580821281

龍崎區 1 4,061 0 2.462447673

永康區 6 233,248 23 0.257236932

東品 22 187,262 19 1.174824577

南區 12 125,646 13 0.955022828

北區 6 132,761 13 0.451939952

安南區 7 191,821 19 0.364923549

安平區 22 66,107 7 3.327938804

中西區 17 77,400 8 2.196382429

r值 0.6 高度相關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2017年07月台南市各區人口資料：台南市政府提供

得出的結果為0.6，屬於高度相關。

但也有些例外，如最多人口的永康

區（233248人）卻僅有6個熱點、安南區

（191821人）卻有7個熱點，因兩地為近

年來人口高速發展的行政區，雖然有最多

的人口，但相較於東區缺乏休閒場所、

公園。而安平區雖然設籍住民不比永康

區多，但有許多古蹟，加上港口等地理

因素，吸引許多觀光客匯集，而有較多 

熱點。

以地區人口角度而言，並不存在「城

鄉差距」和「數位落差」的問題，就如左

鎮區發展程度並沒有東區來的高，但其每

萬人擁有的熱點數卻高於東區許多。

三、 Pokémon Go遊戲熱點位置與交通
易達關係

由圖19發現：台南市熱點，雖有受人

口、景點影響，有明顯移動位置，但就交

通易達性而言：多位省道和交流道旁，交

通易達性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

結語

Pokémon GO曾在台灣造成轟動，然

而熱潮終有消退的時候，尤其在這個手遊

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企業們必須靠著推陳

出新的行銷手法來刺激消費者的慾望，

『沒有創新，就等著被淘汰』（葉鳳強、

圖19　熱點分布與省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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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家德，2010）。所以，想要抓住玩家的

心，光只有熱點是不夠的，固定的位置與

精靈類型是無法吸引玩家的長期使用，因

此Pokémon Go以一個月一次更換熱點，

兩週一次更換精靈的方式，使玩家必須要

持續地收集各地精靈才能完成整個圖鑑，

以延續了寶可夢風潮。

儘管我們無法從Pokémon GO的研發

公司取得玩家數量與分布的變化資料，然

而透過網路熱點的數量變遷分析，我們發

現台南市Pokémon GO熱點，從一開始的

54個，到2016年12月增加到65個達到最高

峰，之後2017年3月11日降到45個，可以

推測這股熱潮經過4個月後即開始減少。

而隨著台南正興街、藍晒圖文創園區的熱

門，也開始出現熱點，自六月份起遊戲進

行大幅度更新，改變原先遊戲規則，而使

看似沒落的寶可夢熱潮，再次颳起一陣

旋風。藉由疊圖分析的結果，我們發現

Pokémon GO熱點，常位於交通便捷與靠

近人口密集區的特點；所以，與其說寶可

夢在哪裡，人潮就在哪裡，應該修正為，

人潮在哪裡，寶可夢就會出現在哪裡。

寶可夢的出現，似乎也提醒了地區

間的差異程度，寶可夢真的存在城鄉差距

嗎？都市地區絕對比鄉村地區容易抓到寶

可夢嗎？我們透過分析地區人口與熱點

數，試圖以計算每個熱點所提供的人口

數，了解地區的數位落差程度，並驗證是

否存在城鄉差距的問題，而我們發現：人

口數多的地區通常也會有較多的熱點數，

但並非絕對。台南市東區擁有最多的熱點

數，與地區發展程度有關，而台南市永康

區擁有最多人口，卻只擁有與安南區相同

熱點數。若以人口的角度觀察，則能發現

鄉下不一定比都市還難抓到寶可夢。所以

一般人所認定鄉下比較少寶可夢的觀念並

非正確。

此外，為了延長玩家對這款遊戲的

黏著度，儘管Pokémon GO定期改變遊戲

精靈出沒巢穴的方式與熱點位置，然而當

我們將2016年8月、12月與2017年3月的熱

點疊合在同一張地圖上時，發現這些熱點

的空間變遷，基本上只是從原來的位置，

移到附近不遠的地方；可見熱點的選擇性

並不多，因其仍需遷就於人口的分布與交

通條件。這款遊戲因為結合了真實的地理

空間引發社會風潮，然而，也因為真實地

理空間的種種限制，而不得不面對難以長

期擴張的困境，真實與虛擬交互影響著彼

此，或許是未來我們發展這一類型的科技

時，仍然必須要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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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台灣軍事基地演習的地域抗爭之差異機制初探∼以恆春三軍聯訓基地和九鵬飛彈基地為例

台灣軍事基地演習的地域抗爭之 
差異機制初探∼以恆春三軍聯訓基地和

九鵬飛彈基地為例*

廖致豪**、余孟樺**、林子為**、袁榮茂*** 

摘要

自民國50年代起，三軍聯訓基地與九鵬飛彈基地陸續落腳於恆春半島，地方居民因不堪長

期的火砲炸射噪音和爆震，國防部自民國94年起依「國軍地方睦鄰工作要點」給予半島東西部受

影響鄉鎮各1千萬元的睦鄰回饋金。然而，近年來對地方生態和經濟發展的不良效應逐漸擴大，

包括水土流失危機、演習地區與生產空間衝突，以及軍事禁限建規定和土地買賣價格低落等現

象，導致恆春半島反軍事力量逐漸壯大。研究過程發現，同樣獲得高額回饋金的兩地居民，軍民

關係在東部鄉鎮由緊張對峙轉為互助合作，西部鄉鎮則持續劍拔弩張，抗爭日益激烈。本文目

的在瞭解同樣位於台灣經濟邊陲的空間分工角色下，在相同地域內的恆春半島兩側聚落，在面對

次數頻繁的軍事演習時，兩地抗爭為何產生如此空間差異的發展機制。本研究透過國防部取得

歷年地方回饋金總額和運用狀況，並比對近十年恆春半島福衛二號影像和土地利用圖資，利用

SuperGIS軟體疊圖和環域分析以及Sufer繪製3D地形圖，也同時深度訪談包括屏東縣政府相關

處長、兩軍事基地重要幹部以及東西部鄉鎮長、民意代表與地方居民等36人。研究結果顯示：恆

春半島東部鄉鎮地方回饋金使用較西部鄉鎮公開落實，且在回饋金運用的空間集中度和使用效

率較高，這與兩地地方民意動員能力和社區組織動員能量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日後各鄉鎮若要化

解軍民間的心結與衝突，建議修訂國軍地方睦鄰工作要點的相關法令限制，才能在國防安全和

經濟發展兩難中獲得平衡和最大利益。

關鍵字：九鵬飛彈基地、三軍聯訓基地、睦鄰經費、地域衝突、砲擊爆震

*  本研究於2017年10月1日於中國文化大學參加第16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團體組論文競賽，榮獲論文二等獎、海報
特優獎殊榮，本文為參賽論文濃縮並加以改寫之部份成果。論文中2005-2015年間恆春半島福衛二號衛星影像皆
已獲得國家太空中心授權使用，在此特別聲明及致謝。

** 國立屏東高中三年級學生。
*** 國立屏東高中地理科專任教師（通訊作者：pthsptc@gmail.com）。

學生獲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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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和研究目的

早期屏東地區大部份軍事基地位於

郊區，對地方發展影響不大，但近年來因

台灣少子化所導致的兵源減少，屏東縣境

內各軍事基地逐漸荒廢閒置，隨著都市擴

張和發展對土地需求的增加，屏東地區的

軍事基地在民國103年潘孟安縣長上任以

來，大多面臨「擇地遷建」的命運。如圖

1所示，屏東縣境內的軍事基地佔各鄉鎮

面積比例以人口最密集的屏東市14.79 %

居冠，軍事基地總面積則以恆春半島的牡

丹鄉和恆春鎮最多，總計有3,509公頃；

大武營區在屏東縣政府強力主導下，成功

逼退國防部返還縣有土地，這使恆春半島

居民也希望軍方在未來能比照辦理，但軍

方卻在地方強烈不斷抗爭下拒絕搬遷，使

軍民間的攻防戰持續上演。

自民國55年起，三軍聯訓基地因每

年將近100天的火砲炸

射和交通管制，引起

當地兩鄉鎮居民強烈

反彈和抗議，被地方

戲稱為「恆春三害」

之一1。雖三軍聯訓基

地自民國94年起，依

國防部「國軍地方睦

鄰工作要點」每年撥

付地方鄉鎮公所1千萬

元的地方回饋金，但

抗爭越演越烈，地方和縣府均要求三軍聯

訓基地「撤退」另覓他處，但軍方卻以

「地位無可取代」強硬的拒絕地方要求；

另外，半島東側自民國64年起，在國家研

發和試射飛彈的軍事安全需求下，在滿州

鄉和牡丹鄉境內，空降國家中山科學研究

院九鵬飛彈基地，同樣每年回饋睦鄰經費

600∼1000萬元給地方（如圖2），但九鵬

飛彈基地自民國103年後與兩鄉鎮地方居

民的互動良好，九鵬飛彈基地甚至在民國

106年被滿州鄉公所譽為芳鄰，更被封為

是用實際行動愛鄉的「榮譽鄉民」2。

在面對火砲和飛彈可能誤射的危 

機3，以及軍事基地嚴重影響地方經濟發

展的情形下，為何在同一地域內，同一經

濟結構發展下的半島西側和東側的地方居

民，竟然對軍方產生如何不同的抗爭態

度？在「恆春三害」與「榮譽鄉民」兩名

詞之間，兩地地方居民對軍事基地欲迎還

拒的複雜「心結」又是如何產生的？這些

1  「恆春三害」是指墾丁國家公園、核三廠和三軍聯訓基地，這個排列順序表現出地方居民對軍事基地「欲迎還
拒」的複雜心結。 

2 資料來自聯合報，2016/ 03/ 07。
3 九鵬飛彈基地曾在2012年3月8日神弓操演向海面發射檞樹飛彈時，突然轉向在港仔村後方
  山坡爆炸；而2017年6月22日更曾進行精準武器射擊演習，2枚鷹式 彈未依預定路線飛行，分別在台26省道78公 
處上空和海灘上爆炸；幸好兩起失誤均未造成人員傷亡（中國時報，2017/06/23）；而三軍聯訓基地除早年艦砲
曾炸毀活動中心，近年機槍彈打破屋頂、照明彈掉進村內等狀況更時有所聞（自由時報，2016/07/06）。

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地政處（統計至2017/2/3日）

圖1　軍事基地佔屏東縣各鄉鎮總面積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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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引起了我們研究團

隊極高的興趣。本文的

研究目的如下四點：

1. 恆春半島在何種

時空間發展背景下，成

為國軍軍事演習基地的

重鎮？

2. 三軍聯訓基地和

九鵬飛彈基地長期在恆

春地區設立，對地方生

態和經濟發展造成何種

影響？

3. 究竟是何種人地

互動關係，導致半島西

部反軍事力量的組織動

員如此積極，而半島東

部則是和諧共榮？

說明：滿州鄉公所103年度因社區活動中心興建進度落後而扣減補助款項200萬元
資料來源：實察所得

圖2　恆春半島各鄉鎮睦鄰回饋金統計圖

4. 在半島西部反軍事力量積極動員抗爭下，三軍聯訓

基地是否在區位上有遷移退讓的可能？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圖3）：

1. 確定研究主題和範圍
 （105.10~105.12）

訂定研究主題和釐清研究核心問題
開始蒐集資料加以統整討論
開始學習SuperGIS軟體的操作和使用

2. 初步進行實察訪談
 （105.12~106.2）

訪談屏東縣政府地政處和水利處等公部門
開始搜集所有恆春半島軍事基地新聞剪報
進行第一次實察訪談並親至演習現場觀察

3. 整理資料提出疑義
 （106.2~106.6）

研究團隊整理實察資料並討論疑義問題 
開始數化衛星影像和經建版地形圖圖資 
繼續發函給相關公私部門索取睦鄰資料

4. 確定研究主題和範圍
 （106.6~106.7）

針對研究有疑問之處進行第二次實察
小組會議討論數化地圖所產生的現象
初步開始撰寫參賽論文並繪製相關地圖

5. 確定研究主題和範圍
 （106.7~106.8）

進行空間和生態分析及相關表格數位化
疊圖分析評估三軍聯訓基地遷移可能性
評估區域發展差異機制和居民可能調適

圖3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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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訪談對象和時間：

由於影響村里範圍甚廣，本研究團隊曾先

後於106年2月6-8日（星期一∼三）和106年7月

12-14日（星期三∼五）兩度前往恆春半島四鄉

鎮，共進行六天五夜的地理實察，同時深度訪談

包括屏東縣政府相關處長、兩軍事基地重要幹部

以及東西部鄉鎮長、民意代表與地

方居民等36人。也曾開車至貓仔坑

火砲陣地（八八高地）和虎頭山演

習現場觀察噪音爆震狀況和記錄水

土流失情形，同時為更徹底瞭解地

方居民對軍事演習的感受，更於

106年7月12日晚上與仁壽里居民舉

行3小時的交流座談會，因而取得

大量佐證論文資料。

三、研究區域的界定

本研究所謂的「軍事基地」，

主要是指國防部軍備局於104年所

頒布之「國軍主要武器訓練場及油

料彈藥庫影響地方睦鄰工作要點」

中所謂的：「國軍地面火砲射擊、

航空器炸射（雷達追瞄）、艦艇岸

轟及武器測試需常設之演訓及測試

場地」，不包括常年駐紮營區或海

防部隊所在地，在恆春半島符合研

究定義的軍事空間，主要有半島西

側的三軍聯訓基地和東側的九鵬飛

彈基地，其火砲或飛彈試射演習時

的影響範圍涵蓋恆春鎮、車城鄉、

滿州鄉和牡丹鄉四鄉鎮和轄下十二

個村里（如圖4），主要影響村里

面積和人數詳列如表1所示：

表1　恆春半島軍事基地演習影響村里範圍表

基地名稱 西側三軍聯訓基地 東側九鵬飛彈基地

所在鄉鎮 恆春鎮4里 車城鄉3村 滿州鄉3村 牡丹鄉2村

影響範圍
山腳里、網紗里、

仁壽里、茄湖里

保力村、溫泉村、

統埔村

港仔村、九棚村、

港口村

旭海村、高士村

所轄面積 45.88 km² 38.70 km² 43.01 km² 52.27 km²

區域人口 10,184人 3,208人 2,296人 1,146人

資料來源：恆春戶政事務所各分支辦事處（2017年）

圖4　研究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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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架構（圖5）

圖5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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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東西部聚落的經濟發展

我們先分析東西部聚落原本的經濟發

展，以及整個恆春半島所扮演的空間分工

角色，企圖從時空間經濟發展的脈絡中，

來瞭解軍事基地選擇在此地設立的背景，

然後再進一步分析在這樣的背景下，反軍

事力量是如何逐漸成形而茁壯的？

一、半島西部的經濟發展背景 
半島西部山地部分多屬墾丁泥岩層，

易受到沖刷而土壤較為淺薄，加上冬季半

年乾旱，坡地水利設施不完善，因而種植

甘薯和旱作；平原地區則因落山風強勁僅

能種植一期稻作，在土地利用深受地理環

境限制下，到二戰結束後，臺灣省農業試

驗所才開始引進洋蔥在此地種植；由於恆

春平原地區多為砂質土或砂質壤土者，在

整個生長過程中氣候條件優於其他地區，

使得恆春、車城和枋山三鄉鎮在民國90年

代成為臺灣最大洋蔥產地，產量約佔全臺

70%，產期在每年3∼4月間。雖然洋蔥在

民國96年後因紅龍果利潤較高轉作而使種

植面積逐漸減少，但在民國105年全縣種

植面積仍佔全省約36％，其中車城鄉產量

又佔全縣45％（如圖6），分布集中於三

軍聯訓基地週邊的車城鄉保力村、統埔村

和溫泉村等三個村落，南側恆春鎮網紗里

則因土壤黏性溼重和水源灌溉便利下，皆

為種植一穫稻作為主（如圖7）。民國55

年國防部看重此農地的低密度人口特性，

在此設立三軍聯訓基地，上述村里各約有

一半土地面積目前均被劃入軍事演習火砲

射擊管制範圍內。

二、半島東部的經濟發展背景

相較於半島西側以種植水稻為主，

半島東側的滿州鄉港仔村和牡丹鄉旭海村

自日治時期開始便以漁業為生，主要捕撈

季節在每年3至8月，捕撈魚類如飛魚、鬼

頭刀和雨傘旗魚等，也有村民至沿岸進行

採集海菜、螺貝和龍蝦；由於滿州鄉港

仔村原本因鄰近甲種山

區受到管制，加上距離

半島恆春鎮市區約有30

公里，原本交通不便且

遊客稀少。民國64年中

科院九鵬飛彈基地便看

重此點落腳於此處；民

國90年代以後，九鵬飛

彈基地由研發功能轉型

為試射導彈任務，由於

火砲和飛彈皆朝向海面

數十浬方向發射，使得

魚群收獲數量大減，在

歷經幾次漁民嚴重抗議

後，九鵬飛彈基地除了

回饋地方補償金外，也

資料來源：農情報告資源網，http：//agr.afa.gov.tw

圖6　屏東縣歷年洋蔥收穫面積統計圖



39台灣軍事基地演習的地域抗爭之差異機制初探∼以恆春三軍聯訓基地和九鵬飛彈基地為例

開始協助港仔村漁民興建中山漁港，

為方便運補測試用飛彈和大型軍車人

員進出，公路總局也將原本泥土路面

且是單線道的200縣道拓寬為兩線道柏

油路面。

由於近年來沿岸漁業資源枯竭，

以及每年至少有120天試射飛彈管制

海面作業捕魚，本地又無特殊觀光資

源，始終無法有效吸引年輕人口回鄉

就業，全村60歲以上人口較滿州鄉整

體為高，港仔村更屬於恆春半島人口

外流嚴重且人口老化的邊陲區（如圖

8），目前村內無任何雜貨店和加油

站；民國83年以後滿州鄉現任鄉代會

主席莊期文先生開始引進港仔大沙

漠的吉普車飆沙活動，以及墾管處開

始培訓當地居民成為南仁山生態解說

員，積極推動轉型為生態旅遊。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得知，相

較於半島西側聚落屬於傳統農村，半

島東側聚落也屬於資源落後的傳統漁

村，這種農漁業為

主的邊陲區，有利

於威權時代下軍事

基地的設立和反抗

力量的抑制；然

而，兩地在民國90

年代初期由於軍事

基地地方的影響衝

擊逐漸增加，軍民

間的心結也逐漸浮

上檯面。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

圖7　近五年來三軍聯訓基地附近水稻和洋蔥 
種植面積分布圖

資料來源：恆春戶政事務所牡丹辦公室、滿州辦公室

圖8　半島東部研究區人口成長趨勢圖（民國55-1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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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軍事演習對地方發展的影響

一、火砲造成噪音和爆震擾民

為評估睦鄰回饋金發放的評審基準，

中科院曾在民國97-98年委託台灣世曦工

程顧問公司監測噪音分布，但三軍聯訓

基地演習則不受「噪音管制法」限制，且

演習現場無法自由進出監測，因此本研究

團隊以九鵬基地噪音實際監測資料分布
5，比對屏東縣環保局於104年10月21日於

仁壽里虎頭山聚落實際監測的資料6。根

據黃政寬（2007）對於「莿桐鄉砲陣地

射擊活動對居民與環境影響之研究」中

指出，國軍實彈射擊時所產生之聲響，

離火砲最近距離150公尺所 測的噪音值為

112.3dB，因而我們假設基地火砲實彈射

擊中心點約為110分貝，我們再以此向外

以不等距離做環域分析，並推估兩基地噪

音擴散值如圖9所示。

我們對照104年9月9日地方居民抗爭

基地演習所提出的訴求：「屏南地區長年

飽受噪音折磨與房屋龜裂之苦，甚至造成

玻璃被砲聲震碎」，可得知當地噪音值應

至少達到90分貝以上，而對於以中老年人

約佔30%為主的兩基地居民而言，其噪音

和爆震是無法長期忍受的。

二、演習空間與生活生產空間衝突

由於洋蔥田有少部份位於火砲射擊

管制區域內，每當軍方實施演習時，軍方

會對訓場附近的路面實施交通管制，在洋

蔥收穫期的3∼4月間，運銷用產業道路自

5  九鵬飛彈基地火砲射擊中心所測得的噪音值為110分貝，依下列距離依序遞減5分貝：430m、706m、1136m、
1656m、2385m、3186m、4108m、5295m，約在射擊中心5公里外噪音值降低至65分貝以下。

6  此資料為仁壽里當地居民要求屏東縣環保局到場監測資料，監測時間為10月6日8：10-8：41分，測量14次噪音
值，大約介於85.5-93.6分貝之間，監測地點距火砲射擊處約800公尺。

資料來源：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97年監測資料、屏東縣環保局104年實測資料

圖9　三軍聯訓基地和九鵬飛彈基地火砲射擊噪音擴散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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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八時起到晚上八點，只在每個鐘點開

放10分鐘通行；同時盛行的落山風因呈東

北—西南向，火砲射擊後的煙塵也常常順

風飄至保力村，這些均導致當地民眾怨聲

載道。此外，車城鄉保力村公墓原本在各

村里附近，因基地當時設立時被軍方依公

告現值加徵4 %強制徵收遷移至基地範圍

內7，經實地觀察統計在基地演習管制範

圍內共有4處公墓被劃入，每逢清明佳節

時，交通管制往往成為講究祭拜禮俗的地

方居民和正在演習的軍方單位彼此抗爭角

力的原因。

三、水土流失與用水問題

我們將2006-2016年十年間軍方長期的

砲擊點與當地衛星影像進行疊圖分析，發

現北側砲擊區保力山訓場為崩積土，南側

三台山訓場則靠近台灣粘土和黃壤，因而

在三軍聯訓基地內長期的演習造成靶場坡

面裸露，容易增加地表逕流和土壤流失的

機會，沿著地面產生許多「峽谷」狀的雨

溝微地形。如圖10所示，保力訓場在102

年衛星影像比對中祼露地明顯增加，因而

在中下游平原區當河床坡度減緩時，即會

造成大量土石淤積，以致排水斷面不足，

每遇颱風豪雨時即發生基地西側下游平原

洪水溢岸的災情8；根據屏東科技大學災害

防救資訊中心民國106年調查結果，已將

該地列為屏東縣易淹水地區（如圖11）。 

九鵬飛彈基地在民國64年進駐後，

在港仔溪和大流溪上游築設攔水壩截流地

表水9，導致下游港仔村居民在農業和民

生用水上與基地發生搶水風波，雖然用水

問題成為九鵬飛彈基地與港仔村爭執的焦

點，但在民國90年後卻反而是改善雙方關

7   訪談自車城鄉張春桂鄉長，2017/07/12。
8 資料來自續修恆春鎮志，卷二＜土地志＞第二篇環境災害，第73-74頁。
9  此水壩在當初設計基地即是已存在的合法攔水壩，但港仔村居民認為是非法臨時興建，兩者認知有相當的落差。
此資料訪談自九鵬基地劉睿宏主任，2017/02/07日。

96年2月18日

100年10月20日

99年11月28日

102年2月6日

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2014）

圖10　保力訓場坡面祼露歷年 
衛星影像比對圖 資料來源：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災害防救資訊中心

圖11　聯訓基地周邊易淹水地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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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潤滑劑。由圖12恆春半島自來水供應

範圍圖可看出，整個半島自來水均取用自

牡丹水庫，但管線主要沿著縣道199號、

199甲和200號進入滿州鄉和牡丹鄉，九鵬

飛彈基地在民生用水雖然事後已開鑿數口

約300公尺深井自用，但港仔村仍以取用

山泉水為主，在長期乾季時略顯不足，民

國103年九鵬基地以200萬元額外補助當地

開鑿深井，鑿井深度約達180公尺，該井

於民國106年3月啟用後對乾季缺水供應

助益甚大，因而改善並和緩了軍民間的 

關係。 

四、演習時禁建限建區域

三軍聯訓基地主要演習訓練武器為

CM11勇虎式戰車，配備7.62公釐同軸機

槍和12.7公釐機槍，射程約2公里，偶爾

演習時會有攻擊直昇機出現；為避免軍事

演習產生的危險，國防部於民國103年7月

1日頒布「海岸山地及重要軍事設施管制

區與禁建限建範圍劃定公告及管制作業」

規定，依法將基地週遭數公里範圍內劃定

為禁建限建區域，若建築物在法令公告前

已興建者得保持原狀，並得照原面積及高

度修建或改建，如原有高度超過限建標準

有礙軍事安全時，得由軍事單位依安全需

要協議屋主拆除並予以補償；因此，在基

地北方東北—西北扇形區域內，即今日車

城鄉保力村、統埔村和溫泉村受到禁限建

規定影響最大，而在基地兩側之限建區其

高度比就較寬鬆，可蓋至四層樓高度，如

圖13所示。若加上恆春五里亭機場禁限

建，這兩類禁限建空間的土地嵌制，剛好

位於因觀光發展而極欲經濟起飛的恆春鎮

北側，導致地方居民產生對軍事基地遷移

的訴求，或無法遷移時能設法提高地方回

饋金的心聲。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保育事業組

圖12　恆春半島自來水供應範圍圖

資料來源：國防部、民航局網站　

圖13　恆春半島西部禁建限建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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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公告現值價格低落

受到軍事基地砲擊演習和禁限建的影

響，除恆春鎮市區土地公告現值在 4300

元/m2 外，在市區往北至三軍聯訓基地

之間，公告現值迅速下跌至一半，僅剩

1000-2000元/m2，同時又以台26縣屏鵝公

路為中心向左右兩側下跌，左側因恆春

五里亭機場限建高度放寬至74-104公尺之

間，故土地公告現值較右側聯訓基地完全

禁建略高，右側聯訓基地則僅限於省道右

側500公尺範圍內尚有1000元/m2，但進入

基地範圍內則以斷崖式的方式下跌至530

元/m2；所以整個公告現值地價受到三軍

聯訓基地影響，呈不規則性的同心圓和線

狀分布，如圖14所示。 

第四章　反軍事演習力量的區域 
差異機制比較

軍方自民國101年後，東部和西部睦

鄰回饋金全部到達最高級1000萬元，鄉鎮

公所每年申請並支出回饋金於地方上10，

為何在民國103年後，東部居民對九鵬飛

彈基地形成區域合作模式；而西部居民對

三軍聯訓基地則不斷抗爭呢？

一、地方睦鄰回饋金空間分配不均

我們觀察105年度睦鄰回饋金專案計

畫支出部份（如表2），四鄉鎮均支用於

受軍事基地影響的各村里，但經費運用侷
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地政處（2017年）

圖14　基地週邊土地公告現值分布圖

10   國防部軍備局地方回饋金經費支用項目分為「專案改善計畫」及「公益支出」二大類，前者以補助地方基礎建
設、修繕隔音設施及其必要的空調設備等硬體為主，上限不超過經費的70％；後者則協助民間團體辦理環境保
護、疾病防治、淨灘淨山或村里民大會等軟性活動，其中對同一民間團體之補（捐）助金額，每年度以不超過新

臺幣五萬元為原則，其上限不超過經費30％。

表2　地方睦鄰回饋金使用回饋比例表

鄉鎮別 恆春鎮（17里） 車城鄉（11村） 滿州鄉（8村） 牡丹鄉（6村）

軍事基地實際

影響鄉鎮

山腳里、網紗里、

仁壽里、茄湖里4個
里

保力村、溫泉村、

統埔村3個村
港仔村、九棚村、

港口村3個村
旭海村、高士村2個

村

專案計畫實際

支出村里數
4

4 / 4＝100%
4

4 / 3＝133%
3

3 / 3＝100%
2

2 / 2＝100%

公益支出實際

支出村里數
11

11 / 4＝275%
10

10 / 3＝333%
3

3 / 3＝100%
2

2 / 2＝100%

最大溢流回饋

使用比例
275% 333% 100% 100%

說明：溢流比例計算方法＝實際支出村里數／實際影響村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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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興建道路和排水溝；而在公益支出部

份，在東部滿州鄉和牡丹鄉在經費使用的

空間集中程度顯然較西部恆春鎮和車城鄉

更為集中（如圖15），特別是牡丹鄉透過

每年定期召開部落大會決定睦鄰經費的用

途，受基地影響最大的旭海村和高士村經

費分配比例固定為7：3，堪稱四鄉鎮中最

有效率使用經費的村里，故其反軍事基地

的動員抗爭在民國90年代以後幾乎消失。

反而是西側三軍聯訓基地回饋金經費由於

涵蓋村里廣泛，我們從表2觀察到恆春鎮

和車城鄉公益支出經費分配採「里里有

獎」方式分配，換算經費溢流比分別為

275％和333％，此舉雖看似公平但因經費

分散無集中效果，地方人士形容「合法但

不合理」11，真正受軍事基地影響的村里

民深受其害但卻與其他村里共享其利。

二、地方政府與民意代表組織動員能力

由於屏東縣長潘孟安出身於車城鄉，

當地屏東縣議員林亞相被視為潘縣長地方

接班人，與車城鄉前任鄉長林錫章屬同黨

同派，而林又曾任車城鄉代會主席，在串

連同黨陳文弘和李志偉兩位縣議員後，使

得車城鄉內大致處於內部派系和諧統一，

對外統一對抗三軍聯訓基地的態勢，而恆

春鎮內抗議動員力量則顯得相當分散（如

圖16）；在民國95年當選的葉明順鎮長，

由於曾擔任恆春鎮第15屆鎮民代表會主

席、屏東縣議會第15屆縣議員、恆春區漁

會理事長，故在兩任任期內恆春鎮公所、

鎮代會和區漁會和網紗里等內部派系是整

合的，常常聯手向三軍聯訓基地抗議；但

至民國103年本屆盧玉棟鎮長上任後，與鎮

代會關係並不和諧12，與網紗里里長姚光

隆更曾在公開場合對嗆地方回饋金分配不

均；這使得恆春鎮各界對抗三軍聯訓基地

開始多頭馬車，各自組織動員地方民眾抗

議，但效果在軍方指揮官出面下當天立即

化解，無法累積後續發酵效應。相對的在

半島東側牡丹鄉和滿州鄉，前者自鄉長、

鄉代會到村長均為國民黨籍，後者則均為

無黨籍為主，鄉公所和代表會目前對軍事

基地經費運用看法均一致，也率先領先西

說明： 專案改善計畫為103-105年度資料，公益支出經
費以105年度為代表

資料來源：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圖15　恆春半島軍事基地近三年地方回饋金
運用情形分布圖

11  此觀點看法經研究團隊與仁壽里居民在106年7月12日晚間召開的小型座談會後得到印證，他們也有相同感受，與
會人士均為三軍聯訓基地砲擊處距離1公里內的居民。

12  鎮代會與鎮公所不和睦之事，全鎮地方人士幾乎都知情，最近更表現在下列兩事件上：恆春鎮公所在編列107年
預算案中將代表會的全年水電支出刪到剩2萬，臨時員全年薪水刪到剩10萬，引發鎮代會副主席李建華等人不滿
（自由時報，2016/11/23）；另外，恆春鎮立游泳池整修完成後，恆春鎮公所主張學生每次上課付費40元，鎮代
會則主張「鎮內學生上課免費，外鄉鎮每次30元」，引發恆春鎮長盧玉棟不滿（自由時報，2016/05/25）。

13 資料來自聯合報，2017/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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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二鄉鎮，決議自明年起，以每戶約2-5萬

元額度補助民眾裝設冷氣和隔音窗13。

三、社區組織動員能量的差異

西部車城鄉目前僅有保力村成立社區

發展協會並提出農村再生計畫，恆春鎮在

軍事基地影響範圍內除山腳里外，幾乎沒

有成立運作較積極的社區發展協會，故無

法透過開會過程公開有效爭取睦鄰經費；

因此，恆春鎮是由鎮公所主動邀集地方協

會，如攝影協會、扶輪社、郡城文化協會

等理事長與會，經費運用以事件為主，而

不以軍事基地影響村里程度來分配比例，

而各里是否能爭取到經費，全視里長與鎮

公所人脈是否良好。如103年度公益支出

經費200萬元全用於支援2014年恆春古城

國際豎孤棚觀光文化活動；而網紗里前任

里長張榮祥因與鎮公所關係良好，爭取到

許多道路和排水溝整治經費，至本屆里長

姚光隆上任，卻因與鎮長理念不合而無法

爭取到全里裝設路口監視器的經費14。

相較於西部，東部牡丹鄉旭海村是由

村長潘呈清每年定期召開部落大會決定每

年睦鄰經費用途；滿州鄉港仔村則由社區

發展協會理事長張穎芳凝聚村民意見向鄉

公所提供每年的建設計畫，故兩鄉鎮在經

費分配上較無爭議，且因空間集中度高而

使執行效率更佳。

四、軍事基地與地方互動關係

九鵬飛彈基地自民國103年從國防部

機關改為行政法人組織後，在經費運用上

資料來源：實察所得

圖16　恆春半島地方派系空間角力關係圖

14 訪談自網紗里姚光隆里長，2017/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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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以前更靈活，例如在睦鄰回饋金的評審

基準表上，九鵬基地刻意避開主觀性較強

的最大噪音量和射擊爆震指標，加重易於

評分的交通管制項目至20％，同時影響漁

民最大的海面管制範圍加重評分比例至

20％（如表4）；另外在公文來往速度也

加快，例如被颱風吹斷的橋樑以往申請經

費需費時三個月，但現在約七天就能完成

程序15；相較於此，三軍聯訓基地為國防

部海軍司令部下設常備部隊九九旅，指揮

官每隔1-2年便會調動，因此在地方經營

人脈相當陌生，且軍方運用經費均依法辦

事，是九鵬飛彈基地在組織架構較三軍聯

訓基地親民的優勢16。

五、地形向背與試射方向之差異

九鵬飛彈基地主要試射以長程地對

空飛彈為主，砲擊影響範圍主要為海域距

岸邊8-30海浬之間，由於砲擊噪音因海域

空曠或地形阻擋而有減弱現象，而港仔人

在九鵬飛彈基地就業的30餘居民有不少人

具備飛彈技術維修知識，在當地人眼中認

為這些飛彈在發覺誤射時，可透過遙控方

式即時摧毀，對軍方射控能力相當具有信

心。反觀西側的三軍聯訓基地，如圖17所

表3　研究區內社區組織動員能量與程度比較表

基地名稱 車城保力村 恆春網紗里 滿州港仔村 牡丹旭海村

社區營造組織
保力社區

發展協會

網紗社區

發展協會

港仔社區

發展協會

旭海社區

發展協會

參與人數 135人 30人（里長人馬） 300人 120人

最近三屆

村里長出身

或職業背景

第18-20屆曾秀雄
曾任車城鄉農會理

事、本身擁有近

三甲洋蔥田

第14-19屆里長
張榮祥

曾任網紗發展協會

第1-2屆理事長

第18-19屆黎竹紅
九鵬基地

任職達28年

第18屆
潘安生

九鵬基地

技術員退休

第20屆里長姚光隆
自城北里移入本

地、3屆鎮民代表

第20屆鍾登讚
現任恆春區漁會

漁民代表

第19-20屆潘呈清
曾任國防部一星寶

星勳章乙座、

山地義警

與鄉鎮公所關係 良好 前任良好後任不睦 良好 良好

主要經濟活動
傳統客家農村

洋蔥和紅龍果

恆春外圍商業區

和農業區混雜

飆沙活動

少數漁業

觀光溫泉、生態

導覽、少數漁業

社區重要表現

事蹟

民國99年時獲 
全縣守望相助

優良社區獎

無

民國100年獲屏東縣
社區圓夢計畫

第一名、全國社區

總體營造工作競賽

榮獲第二名

民國100年後
村內觀光已整合成

單一窗口

本研究評估地方

動員能量
★★ ★ ★★★★ ★★★

資料來源：恆春戶政事務所各分支辦事處（2017年）

15 訪談自九鵬飛彈基地劉睿宏主任（2017/02/07）、港仔村黎竹紅前村長（2017/07/13）。
16  根據九鵬飛彈基地劉睿宏主任敘述，三軍聯訓基地指揮官與其聊天時相當羨慕九鵬基地軍民關係良好，不像三軍
聯訓基地動不動就引起地方居民反彈抗爭，不僅被列為「恆春三害」之一，甚至希望基地儘快遷離恆春半島，而

九鵬飛彈基地卻完全沒有這種現象，2017/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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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其地形由西向東類似「】」字

形，經模擬噪音和爆震擴散結果，

對車城保力村和恆春網紗里等週邊

村落影響相當大，且因其物資裝備

和人員運補也由西側台26號省道進

入，完全與噪音和爆震現象擴展方

向一致，因而更容易使問題複雜惡

化。

第五章　三軍聯訓基地遷移的 
可行性評估

半島西部由於上節所述原因，

地方抗爭日益激烈，要求國防部遷

移軍事基地的呼聲逐漸高漲；若將

三軍聯訓基地目前設立的區位條件

和地方經驗考量進來，其最佳遷移

區位必須把「地方影響極小化，演

表4　三軍聯訓基地與九鵬飛彈基地地方睦鄰等級評審基準比較表
軍事基地區分

評定基準項目

三軍聯訓基地

權重配分

九鵬飛彈基地

權重配分

1.最大噪音量（分貝） 20％ 取消

2.射擊爆震 10％ 取消

3.年平均射擊天數 20％ 20％

4.禁限建管制區域或海域管制區域範圍（平方公里） 5％ 20％

5.直接影響範圍居民戶數或海域管制範圍內港埠設籍船舶數 20％ 20％

6.交通管制（平均：小時/次） 5％ 20％

7.經濟發展影響 3％ 3％

8.居民心理影響 7％ 7％

9.教育文化影響 7％ 7％

10.居住品質 3％ 3％

11. 執行不力、預算支用不當，其扣分程度依事證由審議委員
會酌情扣分

-10％ -10％

12. 居民陳抗：影響實施訓練、實彈射擊或辦理油彈作業。漁
船於射擊管制期間進入管制範圍內實施捕撈作業影響訓練

和實彈射擊

每一次扣減二分，

其扣減分數

不受限制

每一次扣減二分，

其扣減分數

不受限制

資料來源：國防部軍備局、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17　恆春半島基地運補與影響方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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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空間極大化」作為最高原則，同時為方便各

地軍隊和裝備演習時的運輸作業，不能距離主

要道路過遠，而兼顧海陸戰場的模擬逼真特

性，地形起伏大更是必須考量的重點，因此我

們將這些評估條件歸納有：「高度500公尺以下

丘陵、靠近縣道以上等級1公里內、距離人口密

集區或都市計畫區域5公里範圍外、不與國家風

景區範圍重疊、不可有保安林、以現有營區基

地為遷移考量」等六項。我們將所列條件的圖

資以SuperGIS軟體進行疊圖和環域分析，結果

如圖18所示，我們團隊發現台南以南地區並沒

有任何地點完全符合搬遷所需條件。

除上述原因無法找到符合需求的區位外；

事實上，我們在民國106年7月12日也曾訪談過

車城鄉張春桂鄉長，她同樣指出三軍聯訓基地

原有區位擁有三個重要條件令國防

部無法割捨：「開闊地形、廣大

土地和已投入之軟硬體設施」，這

三大條件使軍事基地搬遷遙遙無

期，這與上述研究結果互相呼應，

導致國防部在面對地方長年不斷

的強烈抗爭下，常以「地位無可

取代」回應，從不鬆口搬遷的可 

能性。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恆春半島為屏東地區軍事面

積最廣的地區，由於長期軍事演習

產生噪音和爆震、交通管制、水

土流失、生產空間限制等問題，

造成地方居民常對基地演習產生嚴

重抗爭；我們若以單純的地方回饋

金數量來衡量半島東西兩側反軍事

基地力量的消長，在本研究中並無

法合理解釋為何半島東部九鵬飛彈

基地回饋金僅撥付較不穩定的600-

1000萬元，地方反軍事演習的力量

卻明顯較半島西部三軍聯訓基地穩

定回饋地方1000萬元來得弱小；因

此本研究透過國防部取得歷年地方

回饋金運用狀況，並比對近十年恆

春半島福衛二號影像和土地利用圖

資，並訪談地方重要人士等方法深

入探討，研究結果顯示：影響半島

東西側軍事演習的地域抗爭差異機

制主要有下列因素：「地方睦鄰回

饋金空間空配不均、地方政府與民

意代表組織動員能力、社區組織

動員能量的差異、軍事基地與地

方居民的互動關係、地形向背與

試射方向之差異」等。而將三軍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圖18 恆春三軍聯訓基地遷移區位評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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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訓基地現有地理條件，透過SuperGIS

疊圖和環域分析，發現台南以南地區並

沒有完美的替代地點讓三軍聯訓基地 

搬遷。

最後，本研究團隊認為地方回饋金

若能真正落實在受影響的村里範圍內，且

鄉鎮公所能將睦鄰經費用途公開化，並使

回饋金使用空間集中度更高，或許可化解

地方居民對軍事基地演習的心「結」和衝

突；而關於國軍地方睦鄰工作要點的修

定，要如何符合地方居民最大的利益，將

有賴於鄉鎮公所、軍事基地與地方居民三

方間開誠佈公的討論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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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留？流流？ 
宜蘭噶瑪蘭舊社地名的變遷與識覺

Living or Leaving? The Alteration and 
Perception of Place Names of  

Kavalan in Yilan, Taiwan

作者：石宗霖*、周敬棋*、陳彥志*

指導老師：周士堯**、徐銘鴻**

摘要

自稱「平原之人」的噶瑪蘭人，約在兩千年前遷入蘭陽平原成為住民。他們人在平原地帶的

活動，在宜蘭縣境內形成許多地名。然而噶瑪蘭人遷徙加上漢人的同化，其舊社一個個消失在宜

蘭土地上，不過地名卻以另一種形式記憶了這段過去。本研究以噶瑪蘭舊社地名為主軸，透過蒐

集文獻資料、田野實察、建立地名使用強度指標、問卷分析來呈現噶瑪蘭舊社地名在宜蘭地區的

變遷與識覺研究發現。有些舊社的地名因為使用強度不高，逐漸消失生活空間中；或有部分地名

認知程度雖高，但居民多不知其地名與噶瑪蘭舊社的關聯。就如同本研究題目所提及「留留」與

「流流」，舊社地名使用的強度不高，民眾識覺自然也越來越低。如何留住舊社地名，喚醒居民

對舊社地名的記憶，不讓地名隨時間而流失，成了本研究向世人拋出的一個問題。

關鍵字：噶瑪蘭、地名識覺、疊圖分析、GIS定位、問卷調查

Keywords： Kavalan, perception of place names, overlay analysis, GIS, 
questionnaire

*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學生
**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專任教師，通訊作者：dgesiow@gmail.com , s24261@gmail.com

學生獲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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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研究緣起

噶瑪蘭族人，在距今約兩千年前陸陸

續地遷入了蘭陽平原，成為了這塊土地的

先住民。這群人在平原地帶的活動，在宜

蘭縣境內造就了許多聽來奇怪卻又饒富趣

味的地名（如圖1）。進一步深入探討其

他噶瑪蘭舊社地名後，發現宜蘭境內潛藏

著不少噶瑪蘭舊社地名，以不同形式存在

於日常生活中。

目前在宜蘭僅存保存良好的舊社

為冬山河畔的「流流社」（又名「留留

仔」）；但在北方的宜蘭河行水區，卻也

曾存有同名為「流流」卻幾乎被世人遺忘

的舊社。研究者因而希望探討各舊社的保

存現況與變遷、地名的使用強度、人們對

於舊社地名的識覺，了解噶瑪蘭舊社地名

在現今究竟是「留」還是「流」。

圖2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

圖1　歪仔歪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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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1. 噶瑪蘭舊社與保存現況：蒐集相

關文獻與實地調查舊社位置及現況。

2. 瑪蘭舊社地名的變遷與地名使用

強度：分析文獻中地名的變遷，探討地名

使用頻率強度。

3. 舊社地名的識覺分析：進行當地

居民訪談與與一般民眾對地名的問卷調

查，分析地名識覺。內涵有「認知（聽聞

過）該地名」、「了解該地名所在位置」

及「知道地名內涵與噶瑪蘭人的關聯」。

研究方法

1. 文獻探討：釐清研究中舊社地名

及位置，與地名變遷佚失等。

2. GIS：分析人地活動，將其他來源

蒐集得來的資訊加以分析或以視覺化方式

呈現。如利用QGIS查詢方式獲得舊社位

置屬性資料、疊圖分析方式統計不同年代

之地圖及公共設施等使用舊社強度、繪製

統計圖表。並運用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與地名資訊服務網蒐集

相關資料。

3. 田野實察：以田野實察及訪談瞭

解舊社地名位置及現況，與當地民眾對舊

社地名的識覺與其看法。

4. 問卷調查：舊社地名識覺的定義

有「認知（聽聞過）」、「了解位置」及

「知道地名內涵與噶瑪蘭人的關聯」。按

地名使用強度編制問卷，瞭解一般民眾對

舊社地名的識覺。主要以與線上問卷製作

問卷表單並透過社群網站發放、轉傳問卷

表單連結，邀請以居在在宜蘭境內為主的

受測群眾進行地名問卷作答。

研究限制

一、噶瑪蘭舊社資料不全：早期之

統計資料不盡完善，無法完全概括蘭陽平

原各舊社及判斷現今位置；舊社遺址因年

代久遠無人維護，保存不完善，甚至因天

災人禍滅失；文獻資料中部分舊社敘述模

糊，考證困難，無法判斷現今位置。

二、舊社聚落點位之定位誤差：舊社

聚落位置以面狀分布，聚落中所選取的一

點座標可能無法代表整個舊社聚落；早期

地圖之測繪技術未臻完善，與現今地貌疊

圖定位恐有些許差異。

三、地名使用強度資訊不易蒐集、

量化：各種公共設施的規模、權責機關不

同，分佈不均，亦有可及性低的情況，難

以完整蒐集，且不一定有可靠平衡的指標

衡量使用強度。

四、移動勘查問題：因部分舊社位置

距離遙遠而時間有限，無法針對全數舊社

進行勘查。故部分舊社需要引用文獻資料

以敘述其保存情況，亦可避免重複研究。

五、抽樣樣本代表性：訪查時抽取之

受訪者不一定代表整個聚落之識覺；各地

問卷填答人口比例不同不一定代表整體民

眾之識覺。

研究範圍的界定

一、噶瑪蘭36社的譯正
為了探討噶瑪蘭舊社地名的來源，我

們需要追尋文獻上有關舊社地名的紀錄。

《台灣府志》記載噶瑪蘭有36社，為清代

首次出現此說法。而後清代文獻亦多以36

社作為蘭陽平原噶瑪蘭聚落數量之敘述。

然而舊社數量與名稱在不同文獻資料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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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落差：如荷蘭戶口表錄有45社、

《臺海使槎錄》錄有35社、《噶瑪蘭廳

志》錄有37社、《東槎紀略》錄有36社、

伊能嘉矩調查37社等。其中只有26個舊社

從荷蘭時代延續至清代，其他舊社則斷續

出現於文獻記載中：例如馬僯社在《噶瑪

蘭廳志》提及，《東槎紀略》卻不見其記

錄。因此，噶瑪蘭36社只是清代文獻中相

沿成習的用語，其內涵並非是平原上噶

瑪蘭族群的真正聚落數量。（詹素娟，

1996）

雖然36社並非完全精確，但在今日宜

蘭殘留許多舊社地名，仍有其脈絡可循。

1813年，台灣鎮總兵武隆阿認為由噶瑪蘭

語轉譯的社名雜亂不雅，而做統一譯正，

成為今日主要社名的雛形。1821年，噶瑪

蘭通判姚瑩參考此譯正，明確書寫36社的

名稱與位置並錄於《東槎紀略》。《東槎

紀略》所記錄的噶瑪蘭36社，也成為後為

1896年伊能嘉矩進入宜蘭調查社名根據。

之後日治政府以伊能嘉矩調查地名進一步

劃分地方行政區小地名。舊社地名從此逐

漸進入當地民眾生活空間的認知體系，

成為今日通用的標準名稱。（詹素娟，

1996）為使研究內容及文詞較有一致性，

本文敘述擬以最早的統一社名——《噶瑪

蘭廳志》中，台灣鎮總兵武隆阿譯正並記

載其上之「噶瑪蘭三十六社」正式名稱為

主，各文獻或現今使用之別稱為輔。

研究過程與成果

一、噶瑪蘭舊社位置的定位作法

我們進一步找出噶瑪蘭舊社的精確

位置，以利訪查當地舊社地名使用情形。

詹素娟（1996）曾經參考1991年楊功明、

沈秀華調查資料，繪出19世紀初蘭陽平原

表1　本研究定義之舊社地名

譯正名 別稱 譯正名 別稱 譯正名 別稱

打馬煙 大馬煙 蔴芝鎮落
麻支鎮落、

蔴支鎮落
加禮遠 加禮宛、加禮苑

棋立丹 奇立丹 奇立板 奇澤簡 奇力簡、利澤簡

抵把葉 抵百葉 麻里目罕 貓里霧罕
留留仔

（莊） 
流流、留留

哆囉里遠 哆囉美遠 抵美福 美福 猴猴

抵美簡 新仔羅罕 辛仔羅罕 打朗巷 打那岸

新仔罕
辛仔牢、辛子罕、

仔罕
流流 奇武荖 三奇1

奇武暖 武暖、寄武暖 珍仔滿力 珍珠滿力 里荖 里腦

踏踏 擺離 擺厘 珍珠美簡 珍珠、珍珠里簡

馬麟 瑪僯、馬僯 吧咾吻 吧咾鬱、芭荖鬱 武罕

奇蘭武蘭 淇武蘭、奇武蘭 歪仔歪 打蚋米 打那美

哆囉岸 打那岸 掃笏 南搭吝 南擔

抵美抵美 抵美 婆羅辛仔宛 婆羅新仔宛 馬荖武煙 武淵

資料來源：《噶瑪蘭廳志》、《東槎記略》等文獻及研究者實地訪查結果

1 三奇為奇武荖分社奇武荖社、竹篙滿社、珍仔赫社的合稱，惟本研究範圍並未納入後二舊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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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噶瑪蘭村落分布圖，提供噶瑪蘭舊社整

體分布的全貌。1996年，施添福在蘭陽平

原傳統聚落的調查中，進行深度的村落訪

查並標示舊社的位置，其中一例呈現如圖

3：在大字界的武暖庄裡，有兩個舊社聚

落，除了台灣堡圖有記載舊社的名稱，並

記錄「社」之外，施添福另外將辛仔罕與

武暖舊社的聚落區塊著色標記，以利辨

識。 

本研究主要以施添福在《蘭陽平原的

傳統聚落》中以台灣堡圖標記的舊社位置

進行定位，透過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將台

灣堡圖與現代地圖套疊，進行座標查詢與

對照。

經實際查閱後發現，施添福未標記

其中12個舊社的位置，推測可能在調查當

時，該地已無噶瑪蘭後裔居住，或附近居

民無人知道舊社確實位置，以致舊社位置

無法標定。因此我們另外參考台灣堡圖地

名標註「社」字的地點做舊社經緯度的

定位，其中共有15個舊社尚有標註「社」

字，說明在20世紀初可能還有噶瑪蘭人居

於當地。惟在施添福未標記的社中，僅3

個社在堡圖上有標示「社」字。因此我

們再進一步引用郭耀清（2013）的調查資

料，定位冬山地區舊社的座標。餘下6個

社（抵把葉、哆囉岸、抵美福、新仔羅

罕、流流、吧咾吻），我們以台灣堡圖

中同舊社地名的漢人街庄聚落位置進行定 

位2。而麻芝鎮落、南搭吝兩社，無文獻

2  這些社可能因河道或地形改變、噶瑪蘭人已遷移或被同化為漢人街庄而消失，故這六個社的位置的精確度仍有待
考證。

資料來源：施添福（1996）：P219

圖3　武暖地區大小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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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佐證實際位置，台灣堡圖中亦無相關地

名，因此不予進行座標定位。

二、舊社位置的分布概況

由於噶瑪蘭人擅水，以漁獵為主要生

活方式，原居村落多分佈在溪 旁密佈、

低濕沼澤的地帶（詹素娟，2003）。例

如沿西勢大溪（舊宜蘭河）水系，從流流

往北至抵美簡共有11個社；沿冬山河水系

從珍珠美簡至婆羅新仔宛，亦有11個社聚

集。而沙丘內側後背濕地，能擋風又利航

運，亦為舊社分布地，如：哆羅里遠、加

禮遠等7個社。而從地形來看，噶瑪蘭舊

社位置多分布於海拔五公尺以下的低地。

另外我們再套疊現行行政區劃與正射

影像，以1898年的人口資料繪製舊社分級

符號圖（圖4）。可看出大部分的舊社集

中於礁溪、冬山、五結，亦有部分分布在

宜蘭、壯圍、頭城。另外從正射影像對照

也可看出舊社位置大多位於鄉村地區，除

擺離位於宜蘭市、奇澤簡位於利澤老街、

歪仔歪接近羅東都市化邊緣區外，大部分

舊社未落在都市化聚落區，而多分布在國

道高速公路兩旁。

三、噶瑪蘭舊社保存現況的田野實察

實地進行多次田野調查，主要觀察竹

圍、小土堤、大葉山欖，並訪問當地人是

否有留下噶瑪蘭族（平埔族）後裔，我們

將田野實察的結果分為四個類別。

1. 據聞有噶瑪蘭人還住在當地。

2. 留有傳統聚落，疑似留有舊社遺

址。

3. 有（無）聚落，舊社遺址已改建。

4. 訪查不到，或舊社位置不確定。

礙於研究篇幅限制，下表只列出各類別中

較具有代表性的舊社，當地人對於地名的

詳細識覺分析將會在下文中進行探討。

經由調查後發現，大多舊社都已漢

化，其中保存度最好的是留留仔，社中仍

有噶瑪蘭聚落、大葉山欖、土堤竹圍。另

外還有六個社：哆囉里遠、抵美簡、武

暖、新仔羅罕、婆羅辛仔宛、奇立板，舊

社位址仍遺留大片城廓型竹圍，疑似噶瑪

蘭聚落。新仔罕、奇立板、加禮遠、留留

仔等社，有訪查到附近仍有噶瑪蘭後裔居

住於當地。

四、舊社地名的變遷與地名使用強度

（一） 從地圖看噶瑪蘭舊社地名的存歿
與變遷

本研究為了探討不同時期中，地名

使用程度的變化，我們對照了清代堡名、

清代街庄、1904明治版台灣堡圖、1956及

1996五萬分之一經建版地形圖，觀察各社

社名在這些時期是否有被收錄到地圖中，

由此可經由地名的存歿與變遷了解到舊社

圖4　1821年舊社分布及人口分級符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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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的使用強度。經分析後可將三十六社

分為四類，擷取部分舊社的資料如下：

1. 清代到民國皆在地圖上出現，如

奇立板、奇澤簡、擺離、歪子歪等。

2. 日治時期以後才出現，現仍保

存，如麻里目罕、抵美福、奇武荖、珍珠

美簡、武罕等。

3. 僅在清代街庄或日治堡圖出現，

民國時期消失，如抵把葉、抵美簡、新仔

羅罕等。

4. 清代後未曾出現，如哆羅里遠、

麻支鎮落、南搭吝等。

各舊社地名出現的時期不盡相同，若

行政區以舊社命名，可能意味著當時該社

的人口較多，因而影響舊社地名的使用強

度。然而人口較多的舊社，例如1898年時

溪北人口最多的哆囉里遠社，卻未曾出現

在清代以後的地圖中；奇澤簡（利澤簡）

為當時溪南人口最少的舊社，地名卻持續

出現在清代到民國的地圖上，故噶瑪蘭舊

表2　田野實察記錄（節錄） 

類別 社名 訪談紀錄 照片

1. 新仔罕 我們在舊社遺址附近的一間廟進行訪查（新武永護

廟），詢問廟公，他表示當地地名為武暖，也可以稱

為新仔罕，」請置換為「我們在舊社遺址附近的一間

廟（新武永護廟）進行訪查，詢問廟公，他表示當地

地名為武暖，也可以稱為新仔罕。

2. 抵美簡 有幾乎一整圈的竹圍，房子不是三合院型態，像原住

民的房子，後來問當地住民，知道曾經有葛瑪蘭人住

這，但原住民在100多年前就搬走了。」請置換為「有
幾乎一整圈的竹圍，房子不是三合院型態，後來問當

地住民，知道曾經有噶瑪蘭人住這，但在100多年前就
搬走了。

3. 奇立丹 集村聚落。原舊社位置已經變成鰻魚養殖場（廢

棄）。在德陽宮詢問當地居民，但當地居民不知原

因，只知奇立丹為地號名，且曾有原住民住在此地。

4. 哆囉岸 定位座標位置於武暖大排裏，居民只知道「踏踏」、

「港仔尾」等。當地居民知道曾有平埔族居住附近，

但表示很早以前就沒有住在這裡。附近有武暖大排、

抵美橋（距離抵美抵美社有一段距離） 。
該社有「打那岸」的別稱，其後來往溪南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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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的人口規模不直接影響舊社地名在地圖

上的保存與否。反之，噶瑪蘭族人口最少

的奇澤簡卻成為當時溪南漢人的經濟與交

通中心。由此可推論，噶瑪蘭族只留下了

許多舊社地名，並未直接影響這些地名的

存歿與變遷。真正主導舊社地名的，反而

是漢人的街庄與公共設施。

（二）以舊社地名命名的公共設施

在問卷調查及當地訪談的過程中，

大多數人表示是透過橋、道路等公共設施

或村里來聽聞三十六社社名，以歪仔歪為

例，多數人聽聞此地名是因歪仔歪橋為重

要的橋樑，因此，我們推測以舊社命名的

村里、公共設施主導了舊社地名在現代的

使用強度。

透過地名資訊系統的道路搜尋、台

灣電子地圖的比對與田野調查，找尋出以

舊社命名的村里，及道路、橋梁、水利

等公共設施，並使用QGIS繪製上述設施 

分布：

表3　舊社地名地圖出現情況（節錄）

類別 名稱
清代

堡名

清代街

庄名

1904台灣堡圖
大小字

1956
五萬分之一

1996
五萬分之一

1 奇澤簡 利澤簡堡 利澤簡民莊* 大字 有（改利澤簡） 有（利澤簡） 

1 擺離 擺離社民莊 小字 有 有

1 奇立板 奇立板民莊 小字 有（番社） 有

1 歪仔歪 歪仔歪民莊* 大字 有

1 加禮遠 小字 有

2 武暖 大字 有 有

2 麻里目罕 小字 有（霧罕） 有

3 新仔羅罕 大字

3 流流   民莊 大字

3 抵把葉 大字

4 哆羅里遠

清12堡、清街庄名，若與舊社名稱相同方納入表格中整理；凡加符號*者，表示其為鄰接噶瑪蘭村落建立之漢莊
（庄）。

1. 以舊社地名命名之村里：擺厘

里、美福村、利澤村、武淵村、珍珠村、

三奇村等。（如圖5）

2. 以舊社地名命名之水利與公共設

施：歪仔歪橋、貓里霧罕橋、美福排水

等。（如圖6）

3. 以舊社地名命名之道路：踏踏路、

武暖路、擺厘路、三奇路等。（如圖7）

以三十六社命名之道路數量不少，

通常位於舊社位置附近，但大多都是田間

的農用道路，外地人不容易透過路名認識

舊社，只有擺厘路位於人口較為稠密的市

區，推測「擺離（擺厘）」在三十六社中

較為人所知。

許多以舊社命名的橋梁在宜蘭縣的交

通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如辛仔罕橋、加禮

遠橋、利澤簡橋、貓里霧罕橋都屬於省道

橋梁，而歪仔歪橋為羅東重要的對外聯絡

橋梁，排水渠部分，美福、武暖、打那岸

大排都是規模很大的排水系統，影響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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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生活空間。

（三）建立舊社地名使用強度指標

整合前節統整資料，我們採計四個

標準來定義地名使用強度指標，此指標也

將做為第四章地名識覺問卷之題目編排依

據。

1. 該社在1996年台灣經建版地形圖

中出現與否

2. 是否有以該社地名（或別名）命

名的道路

3. 是否有以該社地名（或別名）命

名的大型公共設施3 

4. 是否有以該社地名（或別名）命

名的村里

故使用以上指標的符合條件，將就設

地名使用強度分四個等級，第一級有三個

以上成立，第二級有兩個成立，第三級有

一個成立，第四級皆未成立。

圖5　以舊社地名命名之村里分布圖 圖7　以舊社地名命名之道路分布圖

圖6　以舊社地名命名之水利與公共設施分布圖

3 大型公共設施定義：國立或縣立之公共設施、與省道、縣道及跨鄉鎮有關的橋梁與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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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指標分級後的結果如下，本節僅列

出各級分類的二個代表的地名，待後續對

識覺問卷分析後，再完整列出比對各地名

的使用強度與識覺強度分級。

五、噶瑪蘭舊社地名的識覺分析

（一） 以當地居民為對象的舊社地名識
覺分析

為了解當地居民對舊社地名的使用，

與對地名空間的認知，我們在田野調查時

同時進行訪談。首先確定舊社位置座標，

並尋找該地是否有住家。受訪者優先選擇

年紀較大且長久生活在當地的居民，各舊

社進行2~3戶的訪談。訪談問題與流程如

下：

1. 為了瞭解當地人認知的最強勢地

名，我們先問對方當地地名為何？

2. 若回答的不是原住民曾使用過的

地名，我們就會告知對方舊社地名，問他

是否有聽過？

3. 若有聽過的話，再問此地名是否

與原住民有關？

不過，由於36社分布較廣，且時間

有限，我們先暫以溪北舊社地名的調查為

主，但溪北仍有抵把葉、寄武暖、馬麟、

蔴芝鎮落、流流等社未能訪查。而居民不

願受訪、尋訪不著等情況，亦使樣本數過

少；或年老長者因重聽語言溝通困難、舊

社地名的閩南語譯音問題等，訪談結果可

能有誤差。

依據田野調查的訪問整理如下所述：

1. 當地人對地名第一印象的認知就

是舊社地名的社有4社：留留、利澤簡、

掃笏、新仔罕（認知為武暖），表示多數

舊社地名已經不在生活空間中使用，大部

分用道路、村里來做為地方識別。

2. 當地人知道這裡有舊社地名的有

9社：新仔罕、奇蘭武蘭、珍仔滿力、擺

離、吧咾吻、掃笏、加禮遠、奇澤簡、留

留仔（莊）。表示這地名仍留存於當地居

民的認知，但使用程度不高。而其他調查

之舊社，地名已改成新社、番社、番仔

頭、番社底等與原住民有關，但非原舊社

名稱之地名。

3. 當地曾有原住民居住的社有12社：

棋立丹、哆囉里遠、抵美簡、新仔罕、奇

蘭武蘭、哆囉岸、奇立板、麻里目罕、掃

笏、加禮遠、奇澤簡、留留仔（莊）。惟

知道當地地名的來源與原住民有關的社只

有利澤簡與留留，推測可能因為年代久

遠，或其村社已轉變為漢人街庄。

表4　舊社地名使用強度統整表（節錄） 

名稱
1996

五萬分之一地形圖
村里 道路

大型公共設施

（舉例）
強度等級

奇澤簡 有（利澤簡） 有 利澤路 利澤焚化爐 第一級

武暖 有 無 武暖路 武暖大排 第一級

加禮遠 有 無 無 加禮遠橋 第二級

棋立丹 有 無 奇立丹路 無 第二級

淇武蘭 無 無 淇武蘭路 無 第三級

掃笏 有 無 無 無 第三級

抵把葉 無 無 無 無 第四級

抵美簡 無 無 無 無 第四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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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一般民眾為對象的舊社地
名識覺分析

此節則將闡述不特定一般民眾

對噶瑪蘭舊社地名的地名識覺表現與

其分析。我們採表單問卷方式進行調

查，調查期間為2017年7月28日至31

日，共回收2,266份，其中有效問卷

1,907份（84.16%）。

1. 樣本屬性統計：

本問卷僅針對年齡（以學生與成

人方式粗略篩選）及居住地（以舊社

分布及地域特性分為五組，如圖9）區

分其樣本屬性，探討其與舊社地名識

覺的關聯性。表單部分錄得學生474份

（24.9%）、成人1,433份（75.1%）居

住地統計則如圖9之環圈圖。

2. 一般民眾對舊社地名的「認

知（聽聞過）」

首先，我們先探討受測者聽聞

過哪些噶瑪蘭舊社地名。整體認知

最高為「三星」（1,876次，98.4%；

非舊社地名）；舊社地名認知最高為

「奇澤簡（利澤簡）」（1,744次，

91.5%），而認知比率高於70%之舊

社包含「奇澤簡」、「武暖」、「歪

圖8　當地居民對於舊社地名認知差異統整

圖9　問卷樣本屬性(依居住地分類) 

圖10　舊社地名識覺人數等級符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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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歪」。以聽聞過舊社地名的人數，作為

一般地名識覺等級符號圖，即如圖10。

此外，根據文獻資料與生活經驗，

居住在不同區域的人，對於自己家裡附

近的地名通常有較佳的認知（詹益晃，

2006）。為了探討舊社地名是否有類似的

現象，我們將問卷中受測者對舊社地名的

認知與其居住地做比對如下表。分析各地

區識覺度最高前五名舊社地名，其中括弧

百分比代表該區域別受訪者中的認知比

例，例如區域別1受訪者有68%聽過踏踏

的各舊社地名。我們發現高知名度地名奇

澤簡、武暖在每一區識覺度都很高，但仍

有區域差異，例如武暖為組別1的認知第

一名，奇澤簡為組別三的認知第一名。而

各區對該區的舊社地名（以粗體表示），

往往認知程度較高。例如擺厘僅出現在組

別2的宜蘭，其他地區的認知程度較低。

3. 一般民眾對舊社地名位置的認知

探究一般民眾對地名的認知過後，我

們針對使用強度較高的地名，調查民眾是

否了解舊社地名的所在位置。民眾對舊社

地名位置的了解程度，與其聽聞過舊社地

名的情況多有正相關。居住地位於該舊社

所在位置的受測者，對地名位置的答對率

也相對較高。然而聽過舊社地名，未必代

表了解其所在位置。例如對「武暖」有所

認知的受測者頗多，但其中卻僅有六成知

道「武暖」的實際位置。

4. 一般民眾對舊社地名與其對噶瑪

蘭族的關聯的認知

針對使用強度較高的地名，調查民眾

是否了解舊社地名與噶瑪蘭族的關聯。除

「加禮遠」、「麻里目罕（貓里霧罕）」

外，所有選項均不到四成民眾選填，即受

測者普遍較不知以上舊社地名與噶瑪蘭族

相關。

表5　各區域認知強度前五名的舊社地名

組別 區域
認知強度前五名的舊社地名

（按強度排序；若地名屬於該區域則引號表示）  
1 頭城、礁溪、壯圍 「武暖」、奇澤簡、「淇武蘭」、「棋立丹」、「踏踏」

2 宜蘭、員山 奇澤簡、武暖、「擺厘」、歪仔歪、麻里目罕

3 五結、冬山 「奇澤簡」、歪仔歪、武暖、「珍珠美簡」、「加禮遠」

4 羅東、三星、蘇澳 奇澤簡、「歪仔歪」、武暖、馬荖武煙、擺厘

5 其他地區或外縣市 奇澤簡、歪仔歪、加禮遠、武暖、珍珠美簡

圖11　「奇力簡」入口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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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強度高的地名，受測者大多聽聞

過，卻不一定能同時聯想到與噶瑪蘭原住

民的關聯。同時也表示舊社地名與原住民

的關聯，似乎已隨清末舊社的漢庄化趨勢

而脫鉤。

5. 一般民眾對舊社地名保存的認知

概況

對於噶瑪蘭舊社地名，本研究希望可

以採取一些積極措施加以保存。因此本問

卷採取層層遞進方式，欲了解受測者對不

同程度的保存政策之支持程度。

較溫和的保存做法，例如以碑文記

載關於噶瑪蘭舊社的事跡，民眾大多普遍

支持（反對率低於1%）；而會造成生活

衝擊（例如改名）的政策則較難受到認同

（12%受測者反對）。由此顯示，民眾雖

然有文化保存的意識，但在地名的實際生

活應用上，還是傾向保存現狀。

6. 受測者對噶瑪蘭文化保存的回饋

問卷的最後一部份，我們想了解受測

者對噶瑪蘭文化保存的具體想法經我們統

整後，大多數收到的受測者意見，均對噶

瑪蘭舊社地名的文化保存持贊同，例如可

建博物館、出書、展開鄉土教學，或在網

路成立網站，或將舊地名結合新地名，使

其並存。但也有許多人認為，不應該改變

習以為常的現狀，否則會對生活產生極大

的困擾。例如有些人認為改名擾民傷財，

有些人舊社地名太過拗口、很陌生、太麻

煩，若遺跡在繁華區或上面已有住家存

在，保存會顯得多此一舉。也有人認為地

名的歷史是自然的演變，不必刻意追尋，

往未來看會更好。另外，亦有人認為即使

舊地名有意義，難道新地名也沒意義嗎？

為何要用噶瑪蘭的地名而非其他老地名？

這些都是我們在追尋文化保存時，必須特

別注意的一點，維持各文化間的平衡才能

令其共存共榮。

（三）舊社地名識覺成因探討

在經過上述調查與統計後，發現民

眾對地名的第一印象總是路名或當地公共

設施，僅有少數舊社名稱方能被當地居民

「傳承」。此外，雖然民眾或多或少都會

使用舊社地名，但其實已不知道這個地名

原來和噶瑪蘭人有關聯。

至於識覺與地名使用強度的關聯性

圖12　受測者對不同程度保存政策的支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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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舊社名稱使用強度與識覺彙整

舊社名稱
使用

強度分級

舊社

命名道路

舊社

命名

村里

問卷

識覺

比例

當地人對當

地地名的第

一印象

當地人是

否知道舊

社地名

地名

識覺

分級

奇澤簡 第一級 利澤路 有 92% 利澤簡 知道 第一級

武暖 第一級 武暖路 　 79% 　 　 第一級

歪仔歪 第二級 　 　 77% 　 　 第一級

擺厘 第一級 擺厘路 有 59% 進士里 知道 第一級

珍珠美簡 第一級 珍珠路 有 56% 　 　 第一級

馬荖武煙 第一級 武淵路 有 56% 　 　 第一級

淇武蘭 第三級 淇武蘭路 　 45% 二龍河 知道 第二級

踏踏 第三級 踏踏路 　 44% 壯圍礁溪交界 不知道 第二級

加禮遠 第二級 無 　 43% 加禮遠 知道 第二級

棋立丹 第二級 奇立丹路 　 42% 奇立丹路 知道 第二級

麻里目罕 第一級 霧罕路 　 41% 廍後 知道 第二級

奇武荖 第一級 三奇路 有 38% 　 　 第三級

抵美福 第一級 美福路 有 36% 　 　 第三級

武罕 第二級 武罕路 　 35% 　 　 第三級

猴猴 第四級 　 　 34% 　 　 第三級

瑪僯 第三級 瑪僯路 　 29% 　 　 第三級

哆羅岸 第三級 　 　 18% 港仔尾 不知道 第四級

打馬煙 第三級 　 　 17% 頭濱路 不知道 第四級

流流 第四級 　 　 17% 　 　 第四級

留留 第三級 　 　 17% 流流 知道 第四級

辛仔罕 第二級 　 　 15% 武暖 知道 第四級

新仔羅罕 第四級 　 　 13% 七張 不知道 第四級

打朗巷 第三級 　 　 12% 　 　 第四級

吧咾鬱 第二級 　 　 11% 惠好 知道 第四級

奇立板 第三級 　 　 11% 番社 不知道 第四級

打蚋米 第三級 　 　 7% 　 第四級

珍仔滿力 第四級 　 　 7% 進士里 知道 第四級

抵美簡 第四級 　 　 7% 大竹圍 不知道 第四級

掃笏 第三級 　 　 6% 掃笏 知道 第四級

里荖 第四級 　 　 6% 　 　 第四級

抵美 第三級 　 　 5% 多次改名 不知道 第四級

哆囉里遠 第四級 　 　 4% 番社頭 不知道 第四級

婆羅辛仔宛 第四級 　 　 3% 　 　 第四級

南搭吝 第四級 　 　 2% 　 　 第四級

麻支鎮落 第四級 　 　 2% 　 　 第四級

抵把葉 第四級 　 　 2% 　 　 第四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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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叉探討，我們依照問卷中地名認知

（聽聞過）比例分成四級，級距為15%，

其中第一級為55%以上，第二級40%至

54.9%，第三級25%至39.9%，第四級

24.9%以下。分級後地名認知比例的各級

地名數量，與各級地名使用強度的數量大

致一致，唯地名認知第四級的數量較多，

達20社。

我們發現，地名使用強度高，不一

定代表民眾對其認知程度高；保存情況也

無法動搖民眾的認知程度（如留留仔，即

溪南流流，被歸類為第四級）。如前文所

述，同名漢庄才是主導舊社地名的興衰關

鍵，其發展的情況左右了民眾對其名的認

知程度，如奇澤簡（利澤簡）。另外，許

多被列為認知等級第一級的舊社地名，高

認知程度或許與商業（如武暖，當地有一

知名同名餐廳）與觀光發展（如歪仔歪，

前言中有述及）有關係。

結論

根據本研究目的，歸納以下三點發

現。

一、噶瑪蘭舊社與保存現況

參考 1 9 0 4年台灣堡圖及施添福

（1996）調查資料，我們定位了34社並進

行其中19社的實察。經由調查後發現大多

舊社都已漢化，其中新仔罕、奇立板、加

禮遠、留留仔等社據說仍有噶瑪蘭族後裔

居住於當地。

二、 噶瑪蘭舊社地名的變遷與地名使用
強度

19世紀噶瑪蘭人的遷移、漢庄的侵

入與社名的音譯使得噶瑪蘭舊社的位置與

地名有許多版本，光復以後行政區與道路

的重新命名，又讓許多舊社地名被新地名

取代。哆囉里遠社在當時噶瑪蘭人口最多

的舊社，但無論是在清代的街庄圖，或台

灣堡圖都未曾標示，反而許多小的噶瑪蘭

舊社轉化的漢庄，與以舊社地名命名的村

里、道路、橋梁及公共設施，卻決定了噶

瑪蘭舊社地名的使用強度。

三、噶瑪蘭舊社地名的識覺分析

以當地居民為對象的舊社地名識覺調

查，訪談的19社中有9社知道當地舊社的

地名，有12社知道曾有原住民住在當地，

但只有2社知道當地地名跟原住民有關。

問卷調查部分依曾經聽過地名的比例，分

為四級。其中第一級程度為50%以上的受

測者聽過，僅有六個舊社地名符合條件。

受測者是否聽過舊社地名的識覺高低，與

居住區域有關。但聽過舊社地名不一定能

知道位置，知道該地名的受測者中，平均

有六成的比例可以指出該舊社地名的正確

位置。舊社地名與與噶瑪蘭原住民的關聯

認知分析中，受測者普遍較不知舊社地名

與噶瑪蘭族相關，答對比例在四成以下。

對於舊社地名的保存態度，雖然一般民眾

大多支持保存發揚噶瑪蘭舊社地名，但在

生活的實際應用上，仍傾向維持現狀。

噶瑪蘭人遷徙加上漢人的同化，噶

瑪蘭的舊社一個個消失在宜蘭土地上，但

地名卻以另一種形式記憶了這段過去。有

些舊社的地名因為使用強度不高，逐漸消

失在生活空間中。部分舊社地名認知程度

雖高，但居民多不知該地名與噶瑪蘭舊社

的關聯性。就如同本研究題目提及的「留

留」與「流流」，舊社地名使用的強度不

高，民眾識覺自然也越來越低。我們又該

如何留住舊社地名，喚醒居民對舊社地名

的記憶，而不讓這些地名隨時間而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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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Loc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Consumer Characteristics of 
Beverage Shop in Douliou City

作者：林儀芳 Yi-Fang Lin*、陳玠宇 Chieh-Yu Chen*、 

郭宜敏 I-Min Kuo*

指導老師：李貞瑩 Chen-Ying Lee**、鄭光佑 Kuang-Yu Cheng***

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斗六市區飲料店的空間分布，以及斗六市區飲料店區位與商品特性和顧客

特性間的關係。經實地調查發現，斗六市區共有82家飲料店，主要分布在四大區位：中山路雲科大

附近、火車站附近、傳統市場以及聯外道路。飲料商品大多為各類茶飲，但也有少部分飲料店以

鮮果汁或特色配料為主打商品。我們以商品平均價格及商品種類數，將研究區飲料店分成高價專

業型、高價綜合型、低價專業型、低價綜合型及中價中間型等5種類型。我們發現，中山路雲科大

及火車站的店家，以高價專業型的店家比例最高，且大都為知名大型連鎖店。聯外道路及傳統市

場，則以低價專業型及中價中等型的飲料店為主。此外，中山路飲料店的消費者大多為雲科大學生

或年輕上班族；而市場及聯外道路飲料店的消費者則年齡層較為偏高；火車站附近的飲料店，除

了鄰近學校學生或上班族外，也有來斗六市補習或洽公的外鄉鎮及外縣市的消費者。

關鍵字：飲料店、區位、飲料店類型、消費特性、斗六 

*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學生 Student, National Douliou Senior High School
**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地理教師 Geography Teacher, National Douliou Senior High School
***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地理教師，通訊作者 Geography Teacher, National Douliou Senior High School,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geosky.chengky@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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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炎炎夏日來一杯外帶飲料，清涼消

暑的感覺令人暢快。當同學們人手一杯的

景象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畫面，飲料店成

為斗六市區頗為常見的商店似乎就不令人

意外了。我們也像很多同學一樣，常會外

帶或和同學合訂外送飲料，可算是「飲料

控」吧，因此一開始就想作一個關於飲料

店的小論文研究。

從小生活在斗六的我們，很早就發現

斗六市重要聯外道路之一的「中山路」，

有很多的飲料店；而我們也發現斗六市區

除了有常見的大型連鎖茶飲店（如50嵐、

大苑子）外，也存在較小型而強調特殊產

品的連鎖飲料店，如清原芋圓，還有非連

鎖、單一店面、只賣現打果汁的飲料店；

此外，我們也發現同學最常買的飲料店似

乎都在學校附近，而且大致一次只會買一

杯。然而以上只是我們對斗六市區飲料店

大致的印象，實際的情形是什麼呢？斗六

市區飲料店有什麼空間分布的特徵嗎？斗

六市區飲料店的類型有哪些呢？斗六市區

的飲料消費者的消費習性為何呢？不同類

型的飲料店其經營型態、空間分布有何不

同嗎？又其消費者的特性也有不同嗎？由

這些問題出發，我們展開了這個研究。以

下為我們具體的研究目的： 

1. 調查分析斗六市區飲料店的空間

分布特徵

2. 調查整理斗六市區飲料店的經營

特色與類別

3. 調查分析斗六市區飲料店消費者

的消費習性

4. 討論斗六市區飲料店經營型態、

空間分布及消費者特性的關係

二、研究區域概況

斗六市共有38個里，

總人口108,477人，經查

斗六市政府網頁發現，人

口密度較高的里，大致位

於外環道以內。另外，我

們查詢google map上標示

的飲料店，顯示斗六市區

飲料店的分布大都集中在

外環道以內。而經查詢斗

六市都市計畫圖，也發現

其規劃的商業區，都集中

在外環道以內。而基於以

上原因，我們選擇斗六市

外環道以內為本研究的研

究區（圖1）。

圖1　 本研究區域範圍，圖中深灰色範圍為斗六市行政區範圍，灰色
虛線為斗六市區外環道，本研究區調查的飲料店範圍為外環道
以內，圖中淺灰色部分為全部或部份範圍在外環道內的里行政
區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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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探討

（一）區域飲料店的相關研究

從網路上我們雖然搜尋到許多飲料

店的相關研究，但其研究通常偏向商業活

動的分析，消費者選擇的飲料店的偏好、

消費行為等方面，如鍾翠綾（2011）、何

珮瑄（2011）、楊勝凱（2014）；或是飲

料店的區位選擇，如王正忠（2013）等。

對於地方飲料店的相關研究並不多見。我

們找到的地方飲料店相關研究，大都是高

中生的小論文研究，如陳儀芳等（2015）

探討虎尾市街手搖飲料店的分布與駐點因

素；黃緯農等（2007）台北內湖區的飲料

店銷售量與區位特性；沈于婷與紀昭儀

（2007）探討高雄50嵐四家分店的區位特

色及消費特性。這些高中生小論文研究大

都著重於飲料店的區位特性，且都僅針對

單一或少數幾家連鎖品牌飲料店進行分

析，並未有針對單一地區去綜合探討其飲

料店之分布、經營、消費特色的研究。因

此，本研究以飲料店為主題，綜合探討一

個地區飲料店的分布、經營、消費特色的

研究方向，是前人研究中較為缺乏的研究

面向，我們想以本研究一窺斗六市飲料商

業活動的綜合特色。

（二） 飲料消費者特性及影響消費者飲
料店選擇的因素

前人研究提出了一些飲料消費者特

性的觀察，如鍾翠綾（2011）指出手搖茶

飲消費者以學生、21~39歲、擁有大學學

歷、未婚、每月收入20,000元以下，職業

為學生或服務業之消費者為大多數，以及

偏好直接店裡自取的消費者。蕭源都等

（2002）發現飲料消費者最常在中午時段

去消費。此外，也有研究者提出影響消費

者選擇飲料店的因素，如何珮瑄（2011）

以環球科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其選擇

飲料店的消費因素有品牌形象、服務品

質、產品價格、產品口味等四大因素。

洪苙溱（2013）以台南地區茶飲料

業者為例，研究塑化劑風暴後手搖茶飲店

服務品質、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間的關

聯。該研究發現消費飲料的族群是以年輕

女性居多，而民眾相當關心塑化劑事件，

且相當擔憂身體健康，並且有減少消費情

況。該研究也指出，影響消費者忠誠度的

因素，以價格與衛生安全的滿意度最為重

要。

楊勝凱（2015）以大學生選擇手搖飲

料關鍵因素之研究，發現手搖茶飲業者應

加強食品原料來源的篩選與檢驗，確實做

好產品品質的控管工作，同時，出示通過

某具公信 的檢驗單位檢驗合格的憑證，

也可以增加消費者購買的意願。

由以上研究可以發現，手搖飲料消費

者多為年輕族群（鍾翠綾，2011），大學

生常選擇中午時段購買飲料（蕭源都等，

2002）。消費者頗為重視飲料商品衛生

（洪苙溱，2013），而品牌形象、服務品

質、產品價格、產品口味也是消費者的重

點考慮項目（何珮瑄，2011）。

研究方法

一、飲料店相關資訊蒐集及整理

（一）飲料店位置資料之蒐集與呈現

我們三位隊員分別在研究區內的大街

小巷中尋找符合本研究定義的飲料店，然

後在飲料店門口使用手機上google map軟

體的定位功能，紀錄飲料店所在的經緯度

座標，以取得飲料店的位置資料。我們也

同時向店家索取名片或價目表，作為分析

飲料店家提供商品類型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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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利用Excel軟體，將蒐集

到的飲料店經緯度座標以及飲料店名稱、

路名等資料製作成表格，並給予各飲料店

阿拉伯數字代號，然後將此表格存成.csv

檔（表1），作為匯入google map的基本

材料。接著我們在google map上建立研究

區飲料店分布圖，步驟如下： 

1.點選「你的地點」裡的「建立地

圖」。

2.將上述.csv檔上傳至google map，即

可顯示出各飲料店的分布位置。

3.將地圖以KML檔的形式輸出，以便

之後在QGIS軟體疊合其他圖層分析。

（二） 經營型態資料蒐集、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主要藉由飲料店的DM價目表

的整理，來了解研究區飲料店經營特徵。

我們用Excel軟體整理飲料店價目表，我

們參考飲料店DM常見的分類，有茶類、

拿鐵類（茶加牛奶）、多多類（茶加多

多）、現打果汁、果茶類、咖啡類、特調

類以及其他類（例如：仙草茶、冬瓜茶等

不是茶類的飲品）。此外，我們也利用

DM，整理各店家販賣商品的總品項數，

計算各店家飲品的平均售價等，以了解研

究區飲料店的經營特徵。

（三） 消費者特性及影響消費者飲料店
選擇因素

我們以兩種方式蒐集研究區飲料消費

者資料，以供進一步分析消費特徵。

1. 網路問卷：

我們先參考前人研究關於飲料消費者

特性論文中的問卷，討論後用Google表單

寫出預試用問卷，並將其上傳至網路。回

收後做初步分析並修改部分題目，再將正

式將問卷上傳至臉書相關社團，如斗六人

社交圈以及學校本身的社團。網路問卷回

收後，以Excel軟體整理，並分析出斗六

市飲料消費者的消費習慣。

2. 實地訪察：

由於我們覺得僅使用網路問卷蒐集消

費者資料，可能會有偏差，如可能偏向年

輕人、常使用網路的人等，無法做到隨機

抽樣的要求。因此我們除了網路問卷外，

也到飲料店現場實察。我們採2人一組的

方式，到選取的飲料店實際訪察，其中一

個同學觀察紀錄30分鐘內，每一位來店消

費者的大致年齡、性別、交通工具、購買

杯數、購買品項、購買金額等資料。另一

位同學則隨機抽樣訪問消費者的購買習慣

與來源地，然後把結果填寫在問卷上。

我們將觀察與訪問紀錄寫上編號，再用

Excel檔製成表格以便之後分析與整理。

研究結果

一、研究區飲料店分布特徵

經實地調查後，我們發現研究區內符

合我們定義的飲料店共有82家，其分布狀

況如圖3。從圖3中我們發現研究區有四個

飲料店分布密集區，分別為：

1. 雲林科技大學附近；

2. 斗六火車站附近；

3. 傳統市場附近；

4. 主要聯外道路（圖2）。

由圖3也可發現，幾乎每間學校的附

近都會有飲料店分布，而學校人口數越多

處，飲料店分布也似乎較為密集。如雲林

表1　飲料店位置資料整理表

ID Y X name road

1 23.70436 120.5391 薏蓮坊 中山路

2 23.70395 120.5391 紅茶幫 中山路

3 23.704 120.5391 綠茶町 中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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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學是此區師生人數最多的學校，其

附近飲料店密集度也明顯比其他地方高。  

二、研究區飲料店經營特徵

我們進一步將研究區82家飲料店，

根據「是否為連鎖店」、「商品平均售

價」、「商品品項數多寡」、「強項商

品種類」等面向，進行飲料店經營類型

分類。82家飲料店的分類結果如表2及附

錄，各面向分類結果詳述如以下各小節。

（一）以連鎖與否分類

依據飲料店連鎖規模，我們將飲料店

分成三類：

1. 大型連鎖飲料店：全國連鎖店數

超過50家以上。

2. 小型連鎖飲料店：全國連鎖店數

未超過50家。 

3. 非連鎖店：全國僅此一家。

圖2　研究區飲料店分布圖

表2　究區飲料店資料彙整表（節錄）

編號 店名
全國連

鎖家數

平均

售價

商品

品項數

品項數

標準值

商品種

類數

種類數

標準值

專雜指

數

主打商品

類型

1 薏蓮坊 1 39.0 85 3.71 6 2.93 10.8 特色配料

2 紅茶幫 127 41.8 46 2.52 6 2.93 7.4 紅茶

3 綠茶町 1 33.1 67 3.16 7 3.47 11.0 一般茶飲

4 茶的魔手 580 42.3 50 2.64 8 4.01 10.6 一般茶飲

研究區飲料店的「全國連鎖家數」、「商品平均售價」、「商品品項數」、「商品種類數」、「品項指數」及「主打
商品類型」等資料彙整表（節錄）。個欄位標題定義請參考內文，另為節省本文篇幅僅節錄4家，其餘請參考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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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3可發現研究區內以大型連鎖店

的比例最高，非連鎖飲料店比例其次，小

型連鎖店則比例明顯較低。其中大型連鎖

店大都是全國知名的飲料店品牌，如50

嵐、大苑子等，其在斗六市區開店數也常

大於1家（附錄）。

（二）以商品平均價格分類

我們利用店家價目表，將所有商品售

價加總後除以項目數，算出每家店的平均

商品價格（附錄）。82家飲料店平均售價

的平均值為41.1元，標準差為6.7元。

我們依據平均數及標準差將研究區飲

料店的價格分成四個區間，如表4所示。

從表2可看出斗六市區商品售價較低的飲

料店家數，比售價較高的店稍多。 

（三）以商品品項多寡分類

研究區各飲料店販售商品的總品項數

如附錄，82家店商品的平均品項數為61.6

項，標準差32.1項。除了考慮商品品項數

外，我們還考慮每家店所販賣的飲料種

類，如茶飲類、拿鐵類（飲料加鮮奶）

等，我們將飲料店所有品項分為9大類，

並統計各店家販售的類別數，分類及統計

方法如表4。82家飲料店的販售商品種類

平均5.9類，標準差為1.8類。

我們將個飲料店的「品項數」乘以

「種類數」，作為評估店家商品多寡的依

據，稱為「專雜指數」，兩者的乘積愈大

表示該店賣的商品越多而雜。我們分別利

用82家店之「品項數」和「種類數」的平

均值和標準差，將各家店此兩項數值標準

化。如圖4中各家店的「品項數標準值」

即表示該家店的「品項數」距離82家店的

平均幾個標準差。但因計算後會有一半的

店標準值為負值，故統一加3，讓所有店

家的標準值皆為正數（表2）。圖3顯示研

究區82家店專雜指數的分配，可發現其並

不接近常態分配，而有向低（專門）和高

（多雜）兩端集中的現象。

（四）以飲料店強項商品分類

我們依據各家飲料店DM的主打商品

和，及自己消費經驗等，把研究區飲料店

的強項商品分成7大類，如表6。由表6可

知斗六市以茶飲類的店家數比例較高，

專門和綜合茶飲店家數共占總店家數的

67%。排名第2的為主打紅茶類商品的店

表3　研究區飲料店 
連鎖型態分類統計表

店家類別 店家數 比例

大連鎖 32 39％

小連鎖 20 24％

非連鎖 30 37％

表4　研究區飲料店商品 
價格分類統計表

售價類型 價格區間 店家數 比例

高價位 48.0元以上 12 14%

中高價位 41.3-48.0元 26 32%

中低價位 34.6-41.3元 27 33%

低價位 34.6元以下 17 21%

表5　研究區飲料店的商品種類數計算示意表

店名 種類數 茶類 拿鐵 多多 冰沙 水果茶 鮮果汁 咖啡 特調 其他

50嵐 5 1 1 1 1 1　 　

大苑子 8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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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共有7家。排名第3的為主

打特色飲品（如梅汁）、特色

配料（如芋圓）、現打果汁等

三類店家，各有5家店。

（五） 飲料店商品價格、品
項多寡、連鎖類型及

強項商品間的關係

接下來我們想進一步知

道，研究區飲料店的商品價

格、品項多寡及連鎖類型間的

關係為何？

由圖6A可發現研究區飲料

店商品售價和品項數大致呈現

負相關，其中大型連鎖店的價

位大致為中間偏高，小型連鎖

及非連鎖店則大致為中間偏低

價位。配合圖4B則可發現，紅

茶類及專門茶飲飲料店有幾家

的價位明顯偏低，而花茶類、

水果茶類及鮮果汁類飲料店，

其價位則有偏高的現象（圖

4B）。

我們依據圖4把斗六飲料

店分成5大類型，如表7。其

中「低價專門型」，主要位

圖3　研究區飲料店之專雜指數分配圖

圖4　研究區飲料店商品售價和品項數的關係

專雜指數

表6　研究區飲料店強項商品統計

強項類別 店家數 比例

紅茶 7 9%

花茶 1 1%

水果茶 4 5%

現打果汁 5 6%

特色配料 5 6%

特色飲品 5 6%

專門茶飲 24 29%

綜合茶飲 31 38%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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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圖4的左下角，此類飲料店多為紅茶專

賣店，非連鎖低價茶飲店。「低價綜合

型」，主要位於圖6的左上方，多為非連

鎖或小連鎖的茶飲店，其商品價低而品項

繁多。「中價中間型」，大致位於圖6的

中間地帶，此類型中有多家大型連鎖知名

茶飲店，而小型連鎖與非連鎖店比例亦相

當，主要商品為茶類飲料。第4類為「高

價專業型」，主要位於圖4右下角，此類

飲料店大多為大型連鎖或小型連鎖店，且

有多家飲料店販賣較特殊的飲料品項，如

鮮果汁、水果茶、特調等。第5類為「高

價綜合型」，主要位於圖4的右上角，全

區只有四家店屬於此類型，其中有三家屬

於大型連鎖店。

三、研究區飲料店消費者特徵

（一）消費者資料蒐集結果 
網路問卷調查期間為106年6月23日至

7月15日，共收回250份，刪除重複填寫及

所填店家不符要求等問卷後，有效問卷為

220份。

實地調查部分，我們從研究區82間

飲料店中抽選7家，進行消費者習性實地

調查。我們選擇大型連鎖飲料店「50嵐」

的3家分店，因其3家分店位於研究區飲料

店三大密集區之內。我們另外分別選取了

以鮮果汁類為主的「欣吉園」、以花茶為

主的「花茶大師」以及以芋園配料為強項

的「清原芋園」和強調生機健康的「綠飄

香」為實察對象。

表7　研究區飲料店的類型

類型（平均售價） 飲料店名稱（平均售價, 連鎖類型, 雜專指數, 強項）

低價專門型（34.8元） 吳家紅茶冰（31,大連鎖,4.1）、黑古早味紅茶冰（31,小連鎖,6.6）、茗茶壺
（31,非連鎖,4.1）、好手沏（31,小連鎖,3.2）、李記古早味紅茶冰（32,小連
鎖,4.3）⋯等，共17家。

低價綜合型（36.0元） 綠茶町（23,非連鎖,18.4,茶飲）、生活飲品（25,非連鎖,29.1,茶飲）、夏客
（32,非連鎖,10.9,茶飲）、綠茶町（33,非連鎖,11.0,茶飲）、清原芋園（35,小
連鎖,27.7,配料）⋯等，共22家。

中價中間型（43.5元） 鮮茶道（42,大連鎖,13.3,茶飲）、紅茶幫（42,大連鎖,7.4,紅茶）、狐狸尾巴
（42,小連鎖,10.6,茶飲）、茶的魔手（42,大連鎖,10.6,茶飲）、清心福全（44,
大連鎖,13.3,茶飲）⋯等，共18家。

高價專業型（48.7元） 一芳（48,大連鎖,5.0,水果茶）、50嵐（49,大連鎖,5.7,茶飲）、Mr. Wish（49,
大連鎖,5.5,水果茶）、斜角巷（49,小連鎖,5.5,特調）、圓石（50,大連鎖,5.2,茶
飲）⋯等，共21家。

高價綜合型49.6元） A大（48,非連鎖,12.2,茶飲）、大苑子（50,大連鎖,11.2,水果茶）、花茶大師
（50,大連鎖,21.0,花茶），共4家。

表8　飲料店消費者觀察及訪問人數
統計表

實察店家 觀察數 訪問數

50嵐（民生店） 32 10

50嵐（中山店） 20 11

50嵐（中華店） 18 9

綠飄香 2 1

欣吉園 10 6

清原（鎮北路） 19 10

花茶大師（中山路） 8 6

總計 109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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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訪談過的飲料店店員說生

意最好的時段大多為中午用餐及

下午放學時段，所以我們於放學

後至飲料店駐點30分鐘，觀察消

費者的年齡、性別、購買杯數、

購買金額、飲料種類、交通方

式，並抽樣訪問消費者「您從哪

裡來這家店消費？」、「每周大

約買幾次飲料？」、「選擇這家

飲料店的理由？」等三個問題。

實察中各家店觀察與訪問的人數

如表8。

（二）消費者性別與年齡分布

表9為網路問卷及實地調查

整理出來的消費者性別比例。由

表9可發現網路問卷與實地調查

之性別比例差異頗大。

圖5是網路資料及實地調查

整理出來的消費者年齡分布，由

圖5可發現網路問卷消費者年齡

14~20歲即佔60%以上，其他年

齡層比例明顯偏少；實察的部分

則以21~30歲比例最高，而且各

年齡層分布較為平均。

由表9及圖5發現，網路問

卷與實察所獲得的消費者性別及

年齡分布有相當的差距，網路問

卷年齡層較為年輕，可能是年輕

族群較常使用網路。網路問卷女

性的填答比例明顯較高，而我們

表9　網路問卷與實地調查 
消費者性別比例

男生 女生

網路問卷 31% 69%

實際調查 49% 51%

圖5　研究區飲料店商品售價和品項數的關係

61.1%

15.3% 16.2%
7.4%

26.2%
35.5%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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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50%
60%
70%

14~20 21~30 31~40 40

圖6　研究區飲料消費者單次購買金額

在實地調查時也發現女性消費者較願意受訪，所以我

們推測可能女性也較願意填寫問卷，因此我們認為網

路問卷呈現的，應為較年輕且女性比例較高之族群的

飲料消費習性，並無法代表實際上全體飲料消費者特

性。

（三）消費者之消費習慣

本研究共整理了「購買飲料頻率」、「單次購買

杯數」、「單次購買金額」、「交通方式」等四種消

費習慣，分述如下：

1. 飲料購買頻率與單次購買杯數

不論網路問卷或實地調查，我們發現消費者飲料

消費頻率最多為每週1次。而由圖6可發現每次購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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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飲料的消費者占多數，其次

為2杯。此外，根據實際觀察

發現，每次購買3杯及以上的

消費者，常常為開車或騎摩托

車前來，有時是家長在車上，

小孩子下車購買，應該是幫家

人或朋友一起購買。

2. 單次購買金額與交通 

方式

由圖7發現消費者每次購

買的總金額以26∼50元居多。

而由圖8則發現消費者前往飲

料店的主要方式為騎機車與步

行，尤其實察資料中騎機車消

費者佔62%，明顯比網路問卷

騎機車的比例高，推測與網路

問卷的填答者年齡較小有關。

3. 消費者區位分析

由表10可發現，不論是全

區網路問卷資料或實察所得的

資料，皆顯示來自斗六市內的

消費者比例最高，至少占總消

費者的77%以上，而來自外縣

市的消費者比例皆偏低，僅約

2~4%。可知飲料店服務的主要

範圍主要僅及於其鄰近地區。

以5 0嵐民生店為例，該

店位於火車站附近，又近鄰斗

六高中。因此實察時便觀察到

到，很多該校學生往火車站途

中路過來購買。實地訪談時，

也發現大多是住市區內，或其

工作、上學地點就在附近。

另外表8中的清源芋園，

也在火車站附近，因該區有補

習班，所以除了住附近或在附

近工作的人外，有訪問到其他鄉鎮學校的學生，搭火

車來補習，吃完晚餐後進補習班前先買一杯飲料喝的

表10　消費者來源地統計表

店家
調查

人數

斗六市

內 (%)
雲林其他

鄉鎮 (%)
外縣市

(%)
網路問卷(全區) 216 186 (86%) 25 (12%) 5 (2%)

實察結果(全部) 52 40 (77%) 10 (19%) 2 (4%)

欣吉園 5 4 (80%) 1 (20%) 0 (0%)

清原芋園鎮北路 10 7 (70%) 3 (30%) 0 (0%)

50嵐民生路 10 7 (70%) 2 (20%) 1 (10%)

50嵐中山路 11 8 (73%) 2 (18%) 1 (9%)

50嵐中華路 8 6 (75%) 2(25%) 0 (0%)

花茶大師中山路 8 8 (100%) 0 (0%) 0 (0%)

圖7　研究區飲料消費者單次購買金額

圖8　研究區飲料消費者來電交通方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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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表8中的欣吉園位於斗六傳統市場

附近，是賣現打果汁的店。我們在觀察訪

問時，其發現此店的消費年齡層較其他店

偏高，而且消費者全部皆為騎機車或開車

前來，完全沒有步行來的人，但經訪問只

有一個人家住外鄉鎮的古坑，其他人也都

是住在斗六市區內。50嵐中華路店，則位

於東市場的東邊外圍，附近有斗六家商，

也是重要聯外道路之一。觀察訪問時，除

了斗六家商的學生為步行來店外，其他顧

客皆為騎機車或開車。

總之，根據我們蒐集的資料，斗六市

區飲料店的顧客來源，大多來自鄰近地區

（住家或工作場所），少數外地客人則多

為回家順路，或來斗六市區補習、辦事順

便購買。

討論

一、飲料店類型的分布區位

在此我們進一步論不同類型飲料店在

空間分布上的特色。圖9為研究區五大類

型飲料店的空間分布圖，從圖9中我們可

以觀察各類型飲料店的分布特色：

1. 低價專業型（淺藍色圓圈）：主

要分布在傳統市場及聯外道路區，如文化

路往林內方向、西平路往莿桐方向。

2. 低價綜合型（深藍色圓圈）：主

要亦分布於傳統市場與聯外道路區。

3. 中價中間型（淺綠色圓圈）：主

要分布於市中心市場與聯外道路區，少部

分在中山路雲科大區，而火車站則是完全

沒有此類型飲料店分布。

圖9　研究區五大類飲料店空間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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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價專業型（淺紅色圓圈）：主

要分布於中山路雲科大與火車站站前飲料

店密集區，而聯外道路則幾乎沒有此類型

分布。

5. 高價綜合型（深紅色圓圈）：僅

分布在中山路雲科大區與火車站區。

經上述分析可發現低價的飲料店主要

分布於市場與聯外道路，而中價中間型的

飲料店因較無特色與競爭力，因此僅分布

在市場與聯外道路，而高價的飲料店主要

分布於較競爭的中山路南段雲科大與火車

站飲料店密集區。

二、斗六市區飲料商業活動分區特色 
由上面的結果與討論，我們可以將斗

六市區飲料商業活動的分區特色，簡單綜

合如表11及圖10。基本上，中山路雲科大

為斗六市飲料商業活動的一級戰區，不但

圖10　各分區不同類型飲料店家數

表11　斗六市各分區飲料店類型及
消費者特徵

區位 飲料店類型及消費者特徵

中山路

雲科大

◎近雲科大多大學生

◎騎機車

◎顧客來源斗六市內占95%以上
◎多高價專業型、高價綜合型的店

火車站 ◎近火車站、斗六高中，多年輕學生

◎步行、腳踏車比例較他區高

◎ 有補習、洽公、返回其他縣市的 
顧客

◎多高價專業型和高價綜合型的店

傳統

市場

◎ 顧客年齡層較他區為高，多騎車或
開車

◎顧客皆為市內民眾

◎以中低價位店居多

聯外

道路

◎飲料店密度較低

◎顧客青壯年為主，騎機車或開車

◎其他鄉鎮顧客比例最高

◎低價或中價店占大多數

飲料店數量多、高度集中，且各類型飲料

店皆有，尤其高價類店比例為各區最高，

且擁有全斗六茶飲品項品最特別的花茶大

師在此進駐。火車站附近為斗六飲料店的

第二大戰區，雖然店家數不多，但高價店

比例僅次於中山路雲科大區，而顧客來源

雖和他區一樣以附近地區為主，但可接納

外地來市區辦事的消費者。傳統市場區，

位於斗六市中心兩大傳統市場附近，以

中、低價位店家為主，顧客年齡層較其他

區高。聯外道路，位於市區往鄰近鄉鎮的

主要道路上，亦以中、低價位的店為主。

結論

斗六市區82家飲料店，分布於四個飲

料店密集區，分別是火車站、中山路雲科

大附近、傳統市場以及聯外道路。研究區

飲料店依據商品平均價格及品項數，可分

為5種類型，分別是低價專業型、低價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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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中價中間型、高價專業型、高價綜

合型。

火車站與中山路雲科大附近，多為高

價專業型與高價綜合型的飲料店，其消費

者多為鄰近的大學生或高中生，也因為這

兩個地方位於交通樞紐，因此也可吸納經

聯外道路往返的外鄰里或外鄉鎮的客人，

造成此兩區的消費者來源較為多元，故形

成了研究區內飲料店最密集的兩個地區。

而位於聯外道路及傳統市場附近的飲料

店，則以低價專業型、低價綜合型和中價

中間型為主，消費者主要以家長帶著孩童

來購買或是青壯年的消費者較多。本研究

也發現，位於傳統市場專賣鮮果汁的欣吉

園，其因販售商品成本較高因此屬於高價

專業型的飲料店，而其消費者年齡主要為

中高年齡層，與火車站以及中山路的高價

專業類型飲料店明顯不同， 可見消費者

年齡也會因為飲料店提供不同專業強項的

商品而有差異。

本研究發現斗六市區內不同的區位，

其飲料店類型會有所不同，而消費者特性

也會不同，呈現三者互相影響的現象。

參考資料

雲林縣政府（2008）：《雲林縣政府都市

計畫書》，雲林縣：雲林縣政府。

何珮瑄（2011）：《連鎖茶飲料市場客戶滿

意之研究—以環球科大學生為例》，

雲林縣：環球科技大學中小企業經營

企業管理研究所。

梁國瑞（2009）：《低涉入財之消費購買

行為及忠誠度之研究－以國內某連鎖

飲料專賣店為例》，台中市：逢甲大

學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孫瑞煌（2014）：《微型創業在生活餐飲業

別方案評估選擇之研究-以斗六地區生

活餐飲服務為例-》，雲林縣：環球科

技大學中小企業經營策略管理研究所。

謝惠珺（2014）：《顧客心目中最佳茶飲

店屬性組合之研究》，台南市：國立

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鍾翠綾（2012）：《手搖茶飲消費者購買

動機、涉入程度及消費者行為之研

究》，台南市：南台科技大學財務金

融系。

楊勝凱（2014）:《大學生選擇手搖飲料關

鍵因素之研究》，彰化縣：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國際企業經營

管理。

洪苙溱（2012） :《服務品質、滿意度與

顧客忠誠度間關聯性之研究 - 以台南

地區茶飲料業者為例》，台南市：國

立成功大學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AMBA)。

林羿佑、謝昀庭（2013）：《斗六市商圈

發展差異及變遷-以民生南路和中山路

為例》，雲林縣：正心高中。

江柏霆、陳德宇、潘俊佑（2009）：《彰

化鮮芋仙冰品店的品質，顧客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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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彰化縣：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

業學校。

陳儀芳、張庭瑜、賴思穎（ 2 0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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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TEA’S 原味為例》，雲林縣：虎

尾高級中學。

黃緯農、劉承岳、羅康豪（2007）：《內湖

區茶飲料店的銷售量及區位特性的探討

與分析》，台北市：內湖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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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于婷、紀昭儀（2007）：《高雄市區 50 

嵐飲料店區位選擇與人文分析》，高

雄市：高雄高級女子中學。

葉信億（2007）：《嘉義市站前補習商圈

飲料店空間分析及消費型態分析》，

嘉義縣：嘉義高級中學。

徐佳玲、許家菁、雲勢棠（2009）：《高

職進修學校學生飲料消費習慣相關之

探討》，彰化縣：彰化師範大學附屬

高級工業學校。

吳牧軒、阮慧欣（2009）：《飲品虎龍

鬥》，屏東縣：屏榮高中。

蕭源都、張逸菁、林坤盟、林漢濱、曾琬

玲、劉柏佑（2006）：《大學生對飲料

專賣店消費行為之研究-以國立勤益技

術學院為例》，台北市：中華民國品質

協會第十二屆全國品質管理研討會

雲林縣政府主計處：http://www4.yunlin.gov.

tw/accounting/home.jsp?mserno=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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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研究區飲料店的商品種類數計算示意表

編號 y x name
全國連鎖

家數

平均

售價

專雜

指數

主打商

品類型
類型 區域

1 23.704361 120.53911 薏蓮坊 1 39.0 10.8 特色配料 低價綜合 中山路

2 23.703951 120.53911 紅茶幫 127 41.8 7.4 紅茶 中價中間 中山路

3 23.704003 120.53905 綠茶町 1 33.1 11.0 綜合茶飲 低價綜合 中山路

4 23.703083 120.53875 茶的魔手 580 42.3 10.6 綜合茶飲 中價中間 中山路

5 23.702472 120.53858 BubbleZ 9 46.5 15.1 綜合茶飲 中價中間 中山路

6 23.702278 120.53869 好茶 1 38.6 13.2 綜合茶飲 低價綜合 中山路

9 23.701833 120.53842 Mr.Wish 65 49.0 5.5 水果茶 高價專門 中山路

10 23.701694 120.53839 清原芋圓 8 34.8 24.7 特色配料 低價綜合 中山路

11 23.701647 120.53837 50嵐 543 48.7 5.7 專門茶飲 高價專門 中山路

12 23.701531 120.53837 輕飲 哲 3 48.0 7.9 專門茶飲 高價專門 中山路

13 23.700992 120.53818 名家咖啡 1 31.6 18.2 綜合茶飲 低價綜合 中山路

14 23.700962 120.53822 老木 1 39.2 9.6 綜合茶飲 低價綜合 中山路

15 23.700406 120.53822 非嚐好茶 1 37.4 14.8 綜合茶飲 低價綜合 中山路

16 23.700351 120.53816 TEAs 原味 189 38.2 15.2 綜合茶飲 低價綜合 中山路

17 23.700267 120.53815 花茶大師 210 49.8 21.0 花茶 高價綜合 中山路

18 23.700201 120.53814 舞茶道 4 46.9 5.1 專門茶飲 高價專門 中山路

19 23.699959 120.53809 哈得 1 40.1 8.8 綜合茶飲 低價綜合 中山路

20 23.699934 120.53839 茶湯會 250 49.9 5.0 專門茶飲 高價專門 中山路

22 23.699162 120.53806 大苑子 250 50.0 11.2 水果茶 高價綜合 中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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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y x name
全國連鎖

家數

平均

售價

專雜

指數

主打商

品類型
類型 區域

23 23.709218 120.54167 鮮茶道 294 41.7 13.3 綜合茶飲 中價中間 傳統市場

24 23.704881 120.53925 斜角巷 25 49.2 5.5 特調飲品 高價專門 中山路

25 23.698771 120.53819 田草霞嫩

仙草

1 37.8 1.0 特色配料 低價專門 中山路

26 23.710873 120.54748 茶專 100 39.1 10.8 綜合茶飲 低價綜合 聯外道路

27 23.711383 120.55098 夏客手作

茶

1 32.4 10.9 綜合茶飲 低價綜合 聯外道路

28 23.71135 120.55078 艾而希 1 36.0 5.7 專門茶飲 低價專門 聯外道路

29 23.714888 120.54233 茶的魔手 580 42.3 10.6 綜合茶飲 中價中間 聯外道路

30 23.712444 120.54322 A大 1 48.4 12.2 綜合茶飲 高價綜合 火車站

31 23.712034 120.54277 50嵐 543 48.7 5.7 專門茶飲 高價專門 火車站

32 23.7119 120.54227 大苑子 250 50.0 11.2 水果茶 高價綜合 火車站

33 23.710944 120.541 圓石 70 49.7 5.2 專門茶飲 高價專門 火車站

34 23.710918 120.54079 JP手作的
茶

1 39.5 11.2 綜合茶飲 低價綜合 火車站

35 23.709893 120.53908 自然梅 1 36.1 3.3 特調飲品 低價專門 聯外道路

37 23.700028 120.53698 圓石 70 49.7 5.2 專門茶飲 高價專門 中山路

38 23.699972 120.53697 鮮茶道 294 43.4 11.9 綜合茶飲 中價中間 中山路

39 23.698977 120.53711 迷客夏 154 47.0 7.5 特調飲品 高價專門 中山路

40 23.708925 120.55243 TEAs 原味 189 38.5 13.4 綜合茶飲 低價綜合 聯外道路

41 23.70425 120.55225 清心福全 905 44.0 13.3 綜合茶飲 中價中間 聯外道路

42 23.704611 120.55214 綠茶町 1 23.0 18.4 綜合茶飲 低價綜合 聯外道路

43 23.706083 120.55019 圓滾滾 1 36.6 3.8 專門茶飲 低價專門 聯外道路

44 23.708778 120.543 欣吉園 3 45.3 4.6 鮮果汁 高價專門 傳統市場

46 23.708523 120.54556 TEAs 原味 189 38.1 13.4 綜合茶飲 低價綜合 傳統市場

47 23.7085 120.5475 50嵐 543 48.7 5.7 專門茶飲 高價專門 聯外道路

48 23.709528 120.54667 茶的魔手 580 42.3 10.6 綜合茶飲 中價中間 傳統市場

49 23.709528 120.5445 嚮茶 400 43.1 11.6 綜合茶飲 中價中間 傳統市場

50 23.711109 120.54135 茶湯會 250 49.9 5.0 專門茶飲 高價專門 火車站

51 23.709417 120.54447 李記古味

紅茶冰

33 32.0 4.3 紅茶 低價專門 傳統市場

52 23.708861 120.54467 生活飲品 1 24.8 29.1 綜合茶飲 低價綜合 傳統市場

53 23.709385 120.54445 清心福全 905 44.0 13.3 綜合茶飲 中價中間 傳統市場

54 23.711542 120.54348 狐狸尾巴 10 42.3 11.5 綜合茶飲 中價中間 火車站

55 23.713019 120.54332 綠果子 1 44.3 8.6 綜合茶飲 中價中間 聯外道路

56 23.713049 120.54332 黑古早味

紅茶冰

10 30.5 6.6 紅茶 低價專門 聯外道路

57 23.714725 120.5431 紅茶幫 127 41.8 7.4 紅茶 中價中間 聯外道路



82 （2018·09）

編號 y x name
全國連鎖

家數

平均

售價

專雜

指數

主打商

品類型
類型 區域

58 23.716173 120.54294 清心福全 905 44.0 13.3 綜合茶飲 中價中間 聯外道路

59 23.711781 120.54328 清原芋圓 8 34.8 24.7 特色配料 低價綜合 火車站

60 23.713456 120.54312 吉圓養生

蔬果汁

1 41.5 2.0 鮮果汁 低價專門 聯外道路

61 23.716236 120.54294 TEAs 原味 189 38.1 13.4 綜合茶飲 低價綜合 聯外道路

62 23.71233 120.54335 輕田飲 1 40.7 15.7 綜合茶飲 低價綜合 火車站

63 23.711028 120.53688 柴柴弄茶 1 42.8 11.1 綜合茶飲 中價中間 聯外道路

64 23.708682 120.5388 LATTE ME 2 46.8 14.6 特調飲品 中價中間 聯外道路

65 23.71281 120.53435 永哥 1 46.0 10.5 綜合茶飲 中價中間 聯外道路

66 23.711577 120.53543 斗六品茶 1 39.9 9.1 綜合茶飲 低價綜合 聯外道路

67 23.70906 120.54071 清心福全 905 44.0 13.3 綜合茶飲 中價中間 傳統市場

68 23.711708 120.55144 I cap 15 35.4 11.7 綜合茶飲 低價綜合 聯外道路

70 23.699957 120.5383 茶湯會 250 49.9 5.0 專門茶飲 高價專門 中山路

71 23.705822 120.53514 50%鮮果吧 1 35.7 11.8 鮮果汁 低價綜合 聯外道路

72 23.710335 120.54244 茶訣 1 46.4 1.9 專門茶飲 高價專門 火車站

73 23.699179 120.53809 三兩茶 10 48.9 5.6 專門茶飲 高價專門 火車站

74 23.711985 120.54268 一芳 77 48.0 5.0 水果茶 高價專門 火車站

75 23.699179 120.53809 楓果吧 1 53.6 2.9 鮮果汁 高價專門 中山路

76 23.711076 120.53683 吳家紅茶冰 352 31.1 4.1 紅茶 低價專門 聯外道路

77 23.700592 120.53543 冬瓜妹 2 36.0 8.5 專門茶飲 低價專門 聯外道路

78 23.711037 120.54758 好手沏 4 31.3 3.2 專門茶飲 低價專門 聯外道路

79 23.709187 120.54244 吳家紅茶冰 352 31.1 4.1 紅茶 低價專門 傳統市場

81 23.708673 120.54492 黑丸嫩仙草 30 36.4 3.9 特色配料 低價專門 傳統市場

82 23.706796 120.54913 欣吉園 3 45.3 4.6 鮮果汁 高價專門 聯外道路

107年4月7日收稿

107年5月13日修正

107年5月28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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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銀行的區位特性與在地人群互動—
以南機場食物銀行為例

The Location Characteristic and Local 
Community Interaction of Food Bank

作者：梁雅淇 Ya-Qi Liang*、陳知襄 Chih-Hsiang Chen*、 

趙珮妤 Pei-Yu Chao*

指導老師：吳素蓮**

摘要

近年來台灣逐漸興起一波「剩食再利用」的風潮，而「食物銀行」（Food Bank）即因應此風

潮而設立。近期食物銀行由弱勢救助取向，朝向「社會救助」與「食物不浪費」並行之多功能發

展，提供大眾流通剩食的平台，促進食物的永續利用。本研究以「食物銀行」為題，探討其區位特

性與在地人群互動。而各式各樣的食物銀行中，唯有南機場食物銀行兼具多項功能，經營項目包

含實體食物銀行、食享冰箱以及續食餐廳。因此，我們選定南機場食物銀行為主要研究對象。

本文探討食物銀行運作方式，先將其重新分類，再以空間分析得知台灣的食物銀行由社會

救助的目的轉向食物再利用與多功能發展。我們實際走訪南機場食物銀行，對其運作機制進行

初步分析。為了更深入了解其食物來源與使用者的空間分布特性，我們於南機場各類食物銀行發

放問卷，並且深入訪談其經營者和使用者，根據問卷結果得出南機場食物銀行的使用者年齡集

中在50歲以上，以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為主，且具強烈地域性。最後分析食物銀行的區位與人地

互動關係，歸納出除客觀區位條件達成之外，社區認同感的建立與積極規劃推行是不可或缺的

一環。

食物銀行不僅提供了大眾流通剩食的平台，也扮演了救助弱勢的角色。但目前剩食再利用的

概念未能普遍落實於大眾生活中，多數人聽到「剩食」僅會聯想到一桶桶廚餘，因此食物再利用

類型的食物銀行在台為少數。期望未來在剩食觀念的推行上能更徹底，讓民眾對其理解加深，進

一步投入不浪費食物的實際行動中，如此一來，台灣的剩食利用便能更加普及，拯救更多食物！

關鍵字：食物銀行、食物再利用、人群互動、區位特性 

*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學生　Student, Taipei First Girls High School
**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教師　Teacher, Taipei First Girls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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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浪費食物這個議題，早受國際重視，

因此近年來台灣也逐漸興起一波「剩食1

再利用」的風潮，而「食物銀行」（Food 

Bank）即是因應此股風潮而設立。最

初，食物銀行的設立是為了救助弱勢族

群，近期則是朝向「社會救助」與「減少

食物浪費」等多功能發展，提供大眾一個

流通剩食的平台，促進食物的永續利用。

根據《國家地理》雜誌2016年3月號

的統計，台灣人每年至少製造2200萬噸廚

餘，平均每人每年產生96公斤；我們不禁

好奇，這些被浪費的食物去了哪裡？另

外，我們在家樂福購物時，注意到顧客將

多餘的食品與日用品放置到一旁的「食物

募集站」，經過詢問，我們得知這些物資

將被送往位於臺北市中正區忠勤里的「南

機場幸福食物銀行」，這激起了我們更大

的興趣，台灣有哪些食物銀行？這些食物

銀行如何運作？食物募集站只是蒐集食物

的管道之一，那麼其餘的物資又從哪裡來

呢？ 

各式各樣的食物銀行中，南機場幸

福食物銀行是唯一一間兼具多項功能的食

物銀行，經營項目包含了實體食物銀行、

續食餐廳以及街頭冰箱，我們想了解食物

銀行的物資從哪裡來？這些物資又幫助了

哪些人？這些食物銀行設立的區位是否恰

當，經營上有何需要改善？因此本文選

擇南機場三種食物銀行為研究對象，先以

空間觀點，分析各類食物銀行的食物來源

與使用者的空間分布特性；再歸納食物銀

行設立區位特性；最後再以人地關係的觀

點，探討食物銀行與在地居民的互動關

係。作為解答以上提出的問題提出的研究

目的為：

1. 探討食物銀行的分類與運作

2. 研究食物銀行的食物來源與使用

者的空間分布特性

3. 分析食物銀行的區位與人地互動

關係

食物銀行的分類與運作

目前對於食物銀行的定位與服務內

容，學術界討論仍不多見，統整以上文

獻，可看出多數論文、期刊對食物銀行的

探討由「經營」角度切入，分析其運作方

式與成效，或是依照各食物銀行不同的性

質將其分類；而剩食部分藉由量販店與超

市對剩食的的處理、看法進行分析，並提

出對政府單位的建議，較少以地理學的空

間與人地觀點角度探討此議題。

一、概述

（一）食物銀行的名詞定義

「食物銀行」是英文「Food Bank」

譯為中文的名稱。廣義而言，只要是「將

社會多餘的物資，轉給需要的人」之機

構，即可稱為食物銀行。狹義而言，專指

提供之物資僅限於食物的食物銀行，包括

生鮮蔬果、熟食、食品等。

（二）食物銀行的分類

在黃全慶（2015）2整理出11種廣義

食物銀行的分類中，作者並無提出分類的

指標，因此我們以時間及目的作為分類標

準，將台灣的食物銀行分類，如表2-1所

示。依時間的分類指標分為日常型與節慶

活動型：日常型為一周營運5日（含）以

上，或者每月固定頻率發放物資者，因此

有固定使用者；節慶活動型則以舉辦活動

為主，每次活動間隔一周以上，或者於特

1 「剩食」：食物於加工處理（包括烹煮）後所剩之部分，或在食用後所剩之食物或即期品統稱。
2 黃全慶(2015)，邁向多元化、去標籤化的食物銀行，社區發展季刊 15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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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節日、不定期舉辦。第二分類指標依

照目的分為食物再利用、社會救助與複合

型：食物再利用型基於「不浪費食物」、

「續食」（延續食物生命）的出發點而成

立食物銀行，多偏向收取剩餘食材、食

物為主（如蔬菜、水果、麵包、乳製品

等），並不限制使用者的身分；社會救助

型以幫助弱勢族群為優先；複合型除了兼

具「食物再利用」與「社會救助」，還可

能有福利服務等其他功能。

二、 南機場社區各類食物銀行的運作 
情形

（一）南機場幸福食物銀行

南機場幸福食物銀行屬於實體食物銀

行，實體食物銀行顧名思義就是可以提領

食物的地方，由於台北市南機場社區弱勢

集中，台北市中正區忠勤里里長方荷生一

手推動了南機場幸福食物銀行的設立，並

由社團法人臺北市臻佶祥社會服務協會經

營，自2013年12月22日開始營運。里長在

2016年11月22日的訪談中表示，希望藉由

實體食物銀行的設立，達成弱勢照顧與社

區互助的理念，「傳遞幸福」、讓「餓夢

不再」。

南機場幸福食物銀行會員資格以低

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獨居老人、急難救

助為主。此外，南機場食物銀行加入「社

區貨幣」概念，每位會員擁有一本專屬存

摺，每月匯入500點點數，約值台幣1000

元，以點數換取約市價五折之食物及日常

用品。

有別於一般社福機構單向提供物資，

南機場幸福食物銀行結合一般居民皆可參

與的社區志工系統，會員可以額外參加社

區服務，如：社區巡守隊、社區清潔隊

等，換取每小時20點，鼓勵社區居民在接

受資源之餘也能回饋社會，建構南機場幸

福食物銀行3ㄕˊ（食／實／時）的概念。

其物資來源包含：里長勸募、民眾

或企業自願捐獻。物資捐贈者則包括：家

樂福（台北市桂林店、台北市重慶店、新

北市新店店、新北市三重店、新北市府中

店）、全聯福利中心等大型量販店，安德

烈食物銀行、台中食物銀行等各地之食物

銀行，另外尚有老人福利聯盟、中國青年

和平團、永康扶輪社等機構之捐贈。 

（二）幸福廚房與書屋花甲咖啡食堂

近年來，荷蘭、英國相繼推出續食餐

廳，將賣場賣不出去的蔬果，或者過期卻

沒有壞掉的食材做成料理，有的以低價賣

給弱勢族群，有的讓顧客自由定價。台灣

首家續食餐廳「書屋花甲咖啡食堂」，由

2016年9月5日開始在萬華南機場營運，將

食物二次利用，希望減少食物浪費。其前

身為「幸福廚房」，位於台北市中正區忠

勤里「南機場樂活園地」，由社團法人臺

北市臻佶祥社會服務協會和中正區南機場

社區發展協會經營。由里長方荷生規畫創

辦，家樂福基金會輔導捐助成立。除了作

為續食餐廳外，書屋花甲尚經營咖啡廳，

販賣飲料及點心。里長期望將書屋花甲作

為對外宣傳之窗口，透過媒體報導，讓更

多民眾了解續食餐廳的概念。

南機場樂活園地於2010年起提供「鄰

里共餐」3服務，長者於平日中午前往樂

活園地用餐。餐點由臻佶祥社會服務協會

人員負責烹調，將賣場之即期品、賣相不

佳的蔬果烹煮成續食料理，並以每份20元

的價格提供給社區65歲以上之長者，每日

約有40人前往用餐。台北市中正區南門里

與永昌里也參與鄰里共餐服務，由志工將

南機場樂活園地廚房提供之續食餐點拿回

3 「鄰里共餐」藉由社區長者共同享用午餐，提升社交人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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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里活動中心。目前南門里約有18人、永

昌里約有20人前往用餐。

除南機場樂活園地外，書屋花甲也提

供咖啡廳空間作為共餐地點，志工將餐桶

從樂活園地送至書屋花甲，每日約服務6

至8位長者。另外，書屋花甲販售之飲料

和甜點多由剩食製成，徹底落實食物不浪

費之精神。

物資來源：同南機場幸福食物銀行。

（三）食享冰箱

德國4的民間組織提倡食物不浪費，

希望透過妥善保存與分配，讓食物都能

進入需要者的肚子裡，因此在街頭設置自

助式冰箱，分享多買、吃不下但「你也願

意吃的食物」，存放在街頭的冰箱或櫃子

中，讓有需要的人免費拿取。

台北市中正區忠勤里里長方荷生在觀

察南機場社區後，發現遊民眾多，因此結

合剩食再利用的概念，提出食享冰箱的構

想，並將其設立於書屋花甲門口，自2016

年9月5日開始營運。民眾拿取食物相當踴

躍，目前方荷生里長正和中正區長討論在

各個社區設置更多據點的可能性。根據本

研究之分類，食享冰箱屬於日常型與複合

型之食物銀行。

食享冰箱的開放時間為週一到週五，

二十四小時不關閉，每日下午四點半至五

點左右供應食物，需要的民眾皆可使用，

無身分資格限制。臻佶祥社會服務協會人

員負責整理當日食物並包裝，貼上有效日

期標籤後放入冰箱，提醒民眾在期限內食

用，避免浪費。有鑑於食物在30分鐘內就

會被拿光，有些人甚至拿取過多的食物，

導致後方民眾無法取用食物，現在安排一

至兩位志工維護秩序，限定一人拿三份食

物。如此一來便能使資源較平均分配，但

相對需要投入較多人力。

其物資來源裡食物種類主要為麵包，

來自家樂福桂林店、重慶店、新店店、三

重店、府中店，每日約提供五十公斤，占

總量70%；其他麵包店則占30%，包括台

北市中正區連雲街的麵包店、包東西包子

鋪；偶爾會有其他種類的食物，如便當、

麵食等等，來源則為書屋花甲的剩食、機

構及民眾提供。民眾若想提供食物，必須

先打電話告知臻佶祥社會服務協會，再寄

送食物，不接受熟食，蔬菜與麵包為佳。

研究方法與流程

一、研究流程（圖1）

4 翁純敏（2016）。搶救剩食／德國設街頭冰箱 需者自取。2017年7月26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udnip/posts/1174152915984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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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1. 以學校公文行文至台

北市社會局，取得提供各里的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的統計

資料，了解經濟弱勢族群的分

布。

2. 訪談南機場各類型食物

銀行的推動者忠勤里里長方荷

生與協助食物銀行的志工們，

了解食物銀行的成立原因、運

行狀況與物資來源。

3. 親自參與南機場幸福食

物銀行的物資整理工作，以便

了解其實際運作狀況。

4. 食物銀行使用者的訪談

與問卷調查：由於南機場幸福

食物銀行與食享冰箱使用者幾

乎都是經濟弱勢族群，對於研

究者難免存有一些敵意，而續

食餐廳的使用者又都是70歲以

上的長者，因此筆者在取得使

用者的信任後，採取一面訪談

一面代填問卷的形式，取得第

一手訪談與問卷資料。南機場

幸福食物銀行的會員約130位，

取得58位受訪者；在續食餐廳

固定用餐的長者約40位，取得

24位受訪者；根據筆者的觀察，食享冰箱每日排隊人

數約30多位，其中1/2的人數是重複出現的，取得訪

談的人數為36位（表1）。

5. 利用Arcmap軟體繪圖

食物銀行使用者的特色與 
空間分布特性

一、使用者的基本資料

實體食物銀行一般會員的年齡以50歲以上所占比

例最高，高達七成（圖2）；志工會員的年齡全數超

過50歲，可知實體食物銀行的會員年齡以50歲以上為

主。食享冰箱使用者以51~60歲居多。續食餐廳使用

者的年齡集中在70歲以上。實體食物銀行50歲以上的

表1　各類食物銀行使用者的訪談與問卷數

名稱 類別 訪談與問卷數 有效問卷數 回收數

南機場

幸福食物銀行

日常型／

社會救助型

一般會員 49 49 100%

志工會員 9 9 100%

南機場

社區之食享冰箱
日常型／複合型 36 36 100%

忠勤里

樂活園地續食餐廳
日常型／複合型 24 24 100%

圖2　三種食物銀行的使用者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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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會員的職業狀態中，退休

比例為24%，就業中與待業中比

例相加則為73%（圖3），一般

會員多為經濟狀況較差者，可

能因為年輕時無法累積老年時

賴以為生的資本，因此就業與

待業中比例頗高。

研究者也好奇在一般會員

中占16%的20∼40歲者成為會員

的原因。20∼40歲的一般會員

共有八位，職業狀態及學歷與

其他年齡層的會員差異不大，

身分別大部分為低收入戶，最

大的共通點在於他們都有14歲

以下的幼年人口需扶養，人數

為1∼3人不等（表2），20∼40

歲的一般會員可能因需扶養幼

年人口而經濟壓力較大。

實體食物銀行一般會員及

食享冰箱使用者的職業狀態中

（圖4），待業中加上已退休都

超過各自的一半（實體食物銀

行為51%，食享冰箱為64%），

可看出食物銀行的社會救助功

圖3　實體食物銀行50歲以上 
一般會員的職業狀態

表2　實體食物銀行20～40歲 
一般會員需扶養的家庭成員

需扶養成員

會員年齡

0∼14歲 15∼64歲
65歲
（含）

以上

31∼40歲 2 0 0

31∼40歲 1 0 1

21∼30歲 1 0 0

31∼40歲 1 0 0

31∼40歲 3 0 0

31∼40歲 2 0 0

31∼40歲 3 0 0

31∼40歲 2 1 0

圖4　實體食物銀行、食享冰箱與續食餐廳使用者的 
職業狀態

圖5　實體食物銀行、食享冰箱與續食餐廳 
使用者的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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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食物銀行的一般會

員及食享冰箱的使用者以低收

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

者等弱勢族群為主。實體食物

銀行使用者的身分別中，比例

次高的一般收入戶為「急難救

助」個案，由區公所、社福機

構轉介，實體食物銀行便可及

時伸出援手（圖6）。占4%的

其他，為正在申請低收入戶

者；志工會員則全數為一般收

入戶。雖然里長曾表示食享冰

箱立意為達到食物不浪費，並

非特意救濟弱勢，因此不限制

使用者資格。但分析食享冰箱

使用者的教育程度、職業、身

分別後，我們發現食享冰箱兼

具食物再利用與社會救助的功

能，仍為複合型食物銀行。續

食餐廳使用者主要由一般收入

戶組成。

實體食物銀行的一般會

員中超過六成需扶養家中成員

（圖7），以14歲以下幼年人

口最多（圖8）。47%的食享

冰箱使用者需扶養家中成員約

1至2人，其中以65歲以上長

者為多（圖9）。南機場社區

65歲以上長者比例高達23.7%

（2016），顯示多數使用者家

中需扶養之成員為老年人口。

圖6　食物銀行、食享冰箱與續食餐廳使用者身分別

圖7　實體食物銀行及食享冰箱使用者 
是否需要扶養家中其他成員

圖8　實體食物銀行一般會員家中需扶養之人口數及年齡

能。而志工會員的職業狀態中，已退休比例最高。續

食餐廳只開放給長者使用，因此職業狀態全為已退

休。三種食物銀行使用者的教育程度普遍在高中職以

下（圖5），教育程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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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者的分布

多數實體食物銀行與食享冰箱的使用者居住在中

正區5、萬華區，離開雙北區域後就沒有使用者的分

布（圖10、11）。若是通勤所花費的時間與金錢成本

超過所拿取物資的價值，使用者使用食物銀行的意願

就會降低，因此可知使用者的分布有很強的地域性。

若可提領的物資增加，食物銀行使用者的分布所涵蓋

的範圍也會隨之擴大；而續食餐廳的使用者都居住在

忠勤里，步行十分鐘內皆可抵達餐廳（圖12）。

三、使用者的使用特色

實體食物銀行一般會員

使用實體食物銀行的頻率以一

月一次最多，多數會員傾向一

次提領整個月所需的物資。實

體食物銀行於星期二、四兩天

整理物資，再擺放新物資至架

上，一個月使用食物銀行多於

一次的會員，便是為了看看是

否有自身需要的新物資出現。

志工會員使用的頻率以一周

一∼二次、一周三∼四次最

多。多數食享冰箱使用者每周

使用食享冰箱一∼二次，甚至

每天使用。訪談時，我們注意

到許多受訪者固定在食享冰箱

旁排隊，大約有一半的受訪者

固定每天前往食享冰箱。續食

餐廳的使用者周一至周五都會

使用續食餐廳（圖13）。

圖9　食享冰箱使用者家中需扶養之人口數及年齡

5  食享冰箱使用者現居地圖上中正區忠勤里的點數實為27點，由於面積較小點位有所重疊。實體食物銀行之點位。  
資料來源：南機場幸福食物銀行(2015)

圖10　實體食物銀行會員 
現居地

圖11　食享冰箱使用者現居地 圖12　續食餐廳使用者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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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一般會員一月來一次的比例特別高，所以傾

向換取保存期限較長的物資，如米、泡麵、零食類與

罐頭，才能供應整個月的需求（圖14）。有一般會員

表示「希望可以多一點可以保存久一點的東西」。泡

麵的另一特點為烹調容易，又可以當成正餐，因此許

多會員時常領取大量泡麵，包括因年紀大或獨自生活

而沒有能力開伙者。除食品之外的物資，會員最常提

領者為清潔、盥洗用品，也有會員表示洗衣精（粉）

的供應時常不足。

多數實體食物銀行的一般會員每月領取500點點

數（圖15），若以社區勞務換取點數，會出現領取點

數超過500點的情形。就一般會員領取點數的情形來

看，僅有2%會參與社區活動

換取點數，顯示一般會員對此

制度的參與度不高，未達到里

長希望會員回饋社區的目的。

志工會員每月領取的點數都過

500點，代表其花費在社區勞

務的時間每月至少超過25小

時，說明志工會員的經濟狀況

足以維持生存，甚至花費龐大

的時間參與社區志工活動。

超過一半的一般會員會一

次用完當月的點數（圖16），

造成此現象的原因一是因為

500點能換取的物資有限；二

是由於食物銀行規定一般會員

圖13　實體食物銀行、食享冰箱與續食餐廳 
使用者的使用頻率齡

圖15　實體食物銀行一般會員 
每月領取點數

圖16　實體食物銀行一般會員 
使用點數狀況

圖14　實體食物銀行會員最常領取的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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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沒有花完當月點數，不能

留至下個月使用，志工會員

領取的點數則無此限制。而

接近一半一般會員分次使用

的傾向緣於食物銀行會不定

期補充新物資，會員為了等

待自己需要的物品上架會預

留點數使用 

四、 使用者對三種食物銀行
的建議

（一）實體食物銀行

多數會員認為實體食物

銀行的運作良好，無需要改

進之處，希望物資提供者能

繼續提供援助。有些會員則

表示，由於家庭人數較多，

需要的物資量大，希望能增

加點數額度；或者希望可增

加開放提領物資的時間。

（二）食享冰箱

有的使用者認為大家

搶領冰箱內食物，容易造成

食物分配效率不彰；有的使

用者希望能在冰箱內增加便

當、蔬果，或質地較軟、適

合長者使用的食品，如饅

頭、三明治。還有的使用者

希望將食享冰箱移至南機場

樂活園地或實體食物銀行

外。許多使用者贊揚食享冰

箱的設立，希望在公共場合

增設街頭冰箱，以利更多民

眾取用。

（三）續食餐廳

有使用者認為餐廳空

間太小，或希望增加娛樂

設施，但就目前續食餐廳的空間使用情形看，已達到

上限，若想進一步向里內推廣或開放外界使用尚嫌不

足。多數使用者認為續食餐廳的形式優於實體食物銀

行。續食餐廳直接提供熟食的形式對長者而言具有便

利性，我們也發現使用者有一定比例為獨居老人，自

己下廚開伙多有不便。且續食餐廳每天皆可使用，實

體食物銀行則有點數限制。

五、小結（表3）

表3　南機場社區三種食物銀行之 
使用者特性與使用行為分析

種類
南機場

幸福食物銀行
食享冰箱 續食餐廳

性別 無明顯差異

年齡 51歲~60歲 51歲~60歲 70歲以上

職業狀態 就業中、待業中 待業中 已退休

教育程度 國中 高中 國小以下

身分別 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一般收入戶
一般收入戶

需撫養家中

成員之比例
63% 47% —

造訪頻率 一月一次 一周一~二次 每天

取用物資
米、麵條等保存

期限長之產品
麵包等即食品 —

食物銀行的區位特色與人地關係之分析

一、區位分析

（一） 實體食物銀行─南機場幸福食物銀行
忠勤里里長方荷生曾表示，相較於台北市的平均

值，南機場社區的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比例偏高，

因此社會救助型的實體食物銀行得以成立。由第參章

分析結果可知，65歲以上的會員僅占兩成左右，並非

會員的主要年齡層，因此老年人口因素不列入區位設

立的討論，而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的分布明顯才是

實體食物銀行設立的主要條件。我們將低收入戶與中

低收入戶的人數面量圖疊圖（圖16），發現忠勤里在

兩者人數數量都屬於分級中的最高值；同樣屬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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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里還包括北投區關渡里、萬華區綠堤里、萬華區和

德里、文山區明義里、文山區萬美里、文山區萬芳里、

士林區社新里（表4）。這些里皆為未來台北市設立實

體食物銀行的重要參考地點。

（二）街頭冰箱：食享冰箱

忠勤里里長方荷生曾在訪談時表示，由於南機場社

區遊民眾多，進而規劃食享冰箱的設立，希望達到剩食

再利用。然而由第參章分析結果可知，比例較高的低收

入戶與中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明顯是食享冰箱設立之主

要條件，因此食享冰箱不僅有食物不浪費之功能，更達

成社會救助之目的。

街頭冰箱宗旨為「拯

救即將被丟棄的食物」，以

共享的概念經營，不限定使

用資格，民眾能夠隨時放置

和取用；因此，若欲設置達

成「食物不浪費」目的之街

頭冰箱，建議設立於人口數

較多、人口流動頻繁之地，

如：校園、市場、公園等地

點。而若欲設置達成「社會

救助」目的之街頭冰箱，建

議設立於弱勢族群集中之

地，如：街友聚集處、低收

入戶、中低收入戶比例較高

的社區。因此，若希望街頭

冰箱能夠達成食物不浪費與

社會救助之複合目的，則可

以設置於人口較多且弱勢集

中之地，如北投區關渡里和

北投區奇岩里（圖17、18）

表4　台北市適合設立 
實體食物銀行的里之人數

人數

區、

里名

低收

入戶

中低

收入戶

中正區忠勤里 397 115

北投區關渡里 580 133

萬華區綠堤里 465 126

萬華區和德里 1134 128

文山區明義里 1837 124

文山區萬美里 357 138

文山區萬芳里 319 240

士林區社新里 427 171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社會局（106年3月10日）

圖17　台北市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人數面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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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續食餐廳

忠勤里里長方荷生表示南機場社區老年人口比例達23.7%，希望為社區長者服務而

設立續食餐廳。而使用上僅限定年齡，因此71歲以上老年人口占大部分比例；而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的身分在共餐的比例很低。由此推知，老年人口及獨居老人比例為設立

續食餐廳的首要條件。因此我們將台北市各里老年人口比例與各行政區獨居老人比例製

成面量圖（圖19），得出台北市萬華區建議設立續食餐廳。另外，由訪談結果計算出長

者平均步行到餐廳的時間為6分鐘，以長者時速為一般人的1/2~1/3的比例下換算成距離，

推估長者移動到續食餐廳的平均距離約為200公尺左右，可做為往後建立長者共餐餐廳服

務圈大小的參考（圖20）。

二、人地互動 
忠勤里的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人數、老年人口及獨居老人比例在台北市明顯偏

高，但都不是最高，卻已設立三類食物銀行；反觀台北市其他地區，即便弱勢族群、老

年人口及獨居老人眾多，卻未能設立，顯示沒有「人」的參與，食物銀行的設立與經營

便無法成功。

即使得知實體食物銀行應設置於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人數較多的社區；食享冰箱

資料來源：台北市各里低收入戶人數：台北市政府社會
局（106年3月10日）；台北市各里總人口數：國土資訊
系統NGIS的社會經濟資料庫（105年5月）

圖18　各分區不同類型飲料店家數

資料來源：台北市各里中低收入戶人數：台北市政府社
會局（106年3月10日）；台北市各里總人口數：國土資
訊系統NGIS的社會經濟資料庫（105年5月）

圖19　台北市總人口數與中低收入戶面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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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設置於弱勢比例較高或人口數較多、人口流動頻繁之地；續食餐廳應設置於老年人口

比例較高的社區，仍需要下列三項條件配合才能成功。首先，要有足夠協助剩食收集、

運送、整理與管理的志工勞力。如續食餐廳由里內社區居民擔任志工處理剩食與烹煮，

造就符合長者健康飲食需求又僅20元的一餐，經濟又實惠。其次，需要尋覓營運的地點

和空間。如街頭冰箱不僅需要擺放的空間，也需要電力不間斷的供應，在無任何營利目

的之條件下，擺放地點的尋覓上便是難題。最後，要創造持續且穩定供給，才能滿足更

多需求。如南機場各類食物銀行的物資仰賴里長募集，方式包括主動詢問店家可否提供

剩食、於網路募集與積極對外宣傳，以讓更多民眾得知多餘物資可捐到食物銀行。

南機場各類食物銀行於設立時並無政府輔導，完全由里長等人尋找資源並統籌規

劃，屬於地方居民自行籌辦的食物銀行，其運作大多由社區居民參與，服務範圍也以地

方為主。上述過程符合社區總體營造的意義：「透過居民對社區的自覺與參與，決定社

區的未來，謀求社區的整體發展及永續經營」。南機場社區藉由食物銀行與相關活動的

舉辦，喚起居民對地方的認同，踏出參與社區活動的一步。

當一地的居民「對地方有很深的依附感，具有共同利益與需求，面對共同的問題，

並擁有共同的生活經驗與生命記憶，進而對社區具有認同感與歸屬感」，即可被定義為

圖21　續食餐廳使用者分布與服務圈資料來源：台北市各里老年人口數：國土資訊系統NGIS
的社會經濟資料庫（105年5月）；台北市各里老年人口
與獨居老人：台北市政府社會局（106年3月10日）

圖20　台北市各里老年人口比例與 
各行政區獨居老人比例面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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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地方感」。地方感是推動地方事務

相當重要的元素，以南機場社區為例，從

里長開始著手籌備食物銀行到後來的營運

與管理，都需要社區居民的參與，而參與

的動力便是來自於由認同與歸屬建立的地

方感，經由社區居民對社區生活的觀察，

進而規劃、執行活動。另外，社區居民在

使用食物銀行的同時，也順道參與了社區

活動。在建立社區居民認同感的同時，也

藉由認同感回饋於社區營造，彼此促進循

環而有了現今成功的南機場食物銀行。

綜合上述，我們得知即使擁有客觀的

食物銀行區位條件，若缺少當地人群的參

與，便無法順利促成社區內的資源整合，

推廣成立食物銀行。

三、小結（表5）

結論與建議

依據研究結果分析，獲得以下列結

論：

1. 台灣的食物銀行在時間軸線上，

由社會救助型轉往食物再利用型與複合型

漸變，但食物再利用型仍為少數。

2. 食物銀行之物資來源主要為大型

量販店、傳統市場、民眾提供。

3. 南機場食物銀行的使用者年齡集

中在50歲以上，以低收入戶等弱勢族群為

主，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其分布多集中於

中正區、萬華區，具強烈地域性。

4. 經營食物銀行所需條件：經營

者、人力資源、合適地點、穩定物資來

源。不同類型食物銀行需依使用者特性做

安排。

5. 以南機場食物銀行為例，適合設

立食物銀行的客觀區位條件：實體食物銀

行為中低收入戶與低收入戶比例較高之地

區，街頭冰箱為中低收入戶與低收入戶比

例較高及人口數多之地區，續食餐廳為老

年人口與獨居老人比例較高之地區。客觀

區位條件達成以外，人地關係的配合，也

就是社區認同感的建立、積極規劃推行等

皆不可或缺。

6. 台北市適合設立實體食物銀行的

里有：中正區忠勤里、北投區關渡里、萬 

華區綠堤里、萬華區和德里、文山區明義

里、文山區萬美里、文山區萬芳里、士林

區社新里。適合設立食享冰箱的里有：北

投區關渡里、北投區奇岩里。適合設立續

食餐廳的行政區為台北市萬華區。

表5　南機場三種類型食物銀行的客觀區位條件、在地人群互動與建議區位

類別 客觀區位條件 在地人群互動 建議區位

實體

食物銀行

弱勢族群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經營者、人力資源、

社區居民

中正區忠勤里、北投區關渡里、萬華

區綠堤里、萬華區和德里、文山區明

義里、文山區萬美里、文山區萬芳

里、士林區社新里

食享冰箱
弱勢族群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志工勞力、供應剩食

的合作店家、

合適地點

北投區關渡里、北投區奇岩里

續食餐廳
老年人口比例、

獨居老人比例

經營者、志工勞力、

剩食供應
萬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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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研究結果，我們提出下列建議：

1. 尋找穩定的剩食來源

2. 食物銀行需政府、企業與民間的

整合

3. 關於食物銀行的經營：（1）增加

實體食物銀行需調整開放天數或時數，

例如延長開放時間以利晚歸之使用者；

（2）街頭冰箱需增加物資以供24小時開

放；（3）建議實體食物銀行以家戶人口

為基準，調整點數分配；（4）剩食種類

繁多，需要多種食物銀行的並進方能完整

利用剩食。

本文從南機場不同類型食物銀行的運

作機制、食物來源與使用者特色進行分析

探討，得出各類型食物銀行設立的區位條

件，進而對台北市需要設立食物銀行的地

點提出設立建議。食物銀行目前在台灣並

不普及，許多民間籌辦的食物銀行雖有物

資供應，卻未能與鄰近食物銀行進行物資

的整合。建議未來的研究可著眼於物資的

交換網絡，以利設立者整合資源，進行最

大效率的運用。

食物再利用類型的食物銀行在台為少

數，起因於剩食再利用的概念未能普遍落

實於大眾的生活中，多數人聽到「剩食」

僅會聯想到一桶桶廚餘，但事實上並非如

此。因此，希望未來在剩食觀念的推行上

能更徹底，讓民眾對其理解加深，進一步

投入不浪費食物的實際行動中，如此一

來，台灣的剩食利用便能更加普及，拯救

更多食物。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王秀燕（2013）。搭建過剩與匱乏橋樑：

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的實施經驗。社

區發展季刊，143：231-242。

許育嘉（2015）。臺灣食物銀行的發展與

執行現況－以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為

例。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碩士論

文。

黃全慶（2015）。邁向多元化、去標籤化

的食物銀行。社區發展季刊，150：

260-269。《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

2016年3月號。

網頁資料

人間食革（2017）。【共享這件事】－

關於共享冰箱營運兩個月後， http：

/ /www.geog-dai ly.org/foodrenova-

tion/foodrenovation0419。下載日期

[2017.4.30]

朱剛勇（2014）。【石頭湯計劃】共享美

好的一餐。人生百味，http： / /doy-

ouaflavor.blogspot.com/2014/10/blog-

post.html。下載日期[2017.2.1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2017 ） 。執行機關

垃圾清理概況。下載日期[2017.5.20]

http：//erdb.epa.gov.tw/DataRepository/

PollutionProtection/TrashClearOverview.

aspx

享食站半路咖啡（2017），https：//www.

facebook.com/groups/FHHWK/?fref=ts。

下載日期[2017.7.26]

沈寶莉（2016）。看不見的浪費──量販

店及超市處理剩食現況調查報告， 

http： / /www.huf.org.tw/essay/con-

tent/3592。下載日期[2016.10.8]



98 （2018·09）

蔡和穎（2011）。政府推食物銀行18縣

市響應，  h t tps： / / tw.news .yahoo.

com/%E6%94%BF%E5%BA%9C%E

6%8E%A8%E9%A3%9F%E7%89%A

9%E9%8A%80%E8%A1%8C-18%E7

%B8%A3%E5%B8%82%E9%9F%BF

%E6%87%89-20110414-041758-017.

html。下載日期[2017.1.17]

鄧凱元（2015）。你的剩食，我幫你分享

給街友http：//www.cw.com.tw/article/

article.action?id=5063954。下載日期

[2016.12.5]

董冠麟（2016）。新自由主義下的開發國

家糧食援助，http：//www.geog-daily.

org/geogforum/archives/06-2016。下載

日期[2017.3.17]

TNL編輯部（2013）。「實物銀行」納入

社會救助法弱勢民眾不挨餓，https：//

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01。下

載日期[2016.10.28]

臺中市政府（2016）。制定臺中市食物

銀行自治條例，http：//lawsearch.tai-

chung.gov.tw/GLRSout/NewsContent.

aspx?id=5201。下載日期[2017.4.30]

翁純敏（2016）。搶救剩食／德國設街

頭冰箱 需者自取。2017年7月26日取

自https：//www.facebook.com/udnip/

posts/1174152915984541

107年4月7日收稿

107年5月13日修正

107年5月28日接受



99談談地理奧林匹亞的特色活動—Poster Presentation與國際交流
專題報導

談談地理奧林匹亞的特色活動— 
Poster Presentation與國際交流

鄭中彥 Chung-Yen Cheng* 

天色漸暗，雖然一早才經過FWE 2

的考驗，但由於Poster Presentation即將到

來，各國選手仍保有極佳的精神。

Poster Presentation是地理奧林匹亞的

特色活動，會擇比賽期間的其中一晚舉

行。每年會有一個共同主題，例如這次是

youth tourism，各國要在海報上呈現本國

的青年旅遊資源。活動期間，各國都會派

人在海報前解說，有空的選手就會到其他

國的攤位去交流、互動。這項活動是有計

分的，以這次為例，學生可以投代幣給喜

歡的國家，老師則是有面記分板，評價各

國海報在內涵上、外觀上是否有達到標

準。分數最高的三個國家會獲得表揚。

在單純的口頭報告外，我們還準備了

禮物。我和隊友們彷彿生產線般，把筊、

手冊、鑰匙圈、食物等快速裝袋。令人頭

痛的是，紙袋竟比禮物還多，所以裝到最

後，大大的袋子裡只有少少的禮品。再次

確認禮品後，便移動到外面的海報區。香

港人熱情的帶我們去看蒙古國的海報，原

來是地圖上的中國領土，雖然包含台灣，

但在島上放的是中華民國國旗而中國放的

是五星旗。這真是兩全其美的作法，兩造

的面子都顧到了。令我們好奇的是，為何

蒙古隊要這麼做？可惜的是，由於一旁有

該國的老師環伺，我們不方便問這張圖的

由來。此外，中國的海報也頗有趣。明明

談的是杭州的青年旅遊，卻硬要放中國地

圖和九段線。問身旁的瑞士人，他們也曉

得九段線和南海問題，可見中國隊想傳達

的訊息並不是太隱晦。

在活動開始前，我們還去觀摩了一

下各攤位的海報。呈現方式大概分四種，

一種直接列出本國的景點，第二種則分成

住宿、交通、戶外活動等面向，第三種列

出各季節適合從事的觀光活動，第四種則

是主題式的，可能用腳踏車、火車走遍全

國，或是主打音樂祭、免現金旅遊。當

中以第一、第二種為大宗，我們台灣隊採

取第二種模式。最後得獎的四隊是泰國、

斯洛伐克、蒙古和日本，泰國和蒙古屬於

第一種，斯洛伐克和日本則是第四種。其

中，我認為評審首重的是海報的內容，其

次才是外觀。日本隊海報的主視覺相當紊

亂，但內容別出心裁，先列出東京傳統大

眾旅遊的困境，然後提出解方，融入動漫

使得旅遊內容年輕化。相較之下，另外三

*  臺大地理系學生，於2017年參加在塞爾維亞貝爾格勒市舉辦的第14屆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競賽，榮獲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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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內容頗一般，泰國和斯洛伐克明顯靠

海報外觀取勝，兩者的設計幾乎是觀光局

的水準；蒙古大概是憑藉其接待的熱忱，

雖然英文表達並非最好，但只要一靠近他

們的攤位，整個精神都放鬆下來，言談之

間彷彿被一股暖流包圍。和這四隊相比，

我們的內容稍嫌老套，像是旅遊書上會出

現的文字；加上內容過多，版面太滿，雖

然配色不錯，但整體而言並不討喜。

每個攤位呈現的觀光資源都大不同。

蒙古隊介紹的以沙漠/草原為主，還給大

家嚐某種奶製品，非常硬，看起來應該是

拿來泡的。由於沒有熱水，我嚼幾下就吐

掉了。到斯洛維尼亞、羅馬尼亞和俄羅斯

的攤位主要是拿紀念品和點心。本次參賽

國有白俄羅斯，作為歐洲最後一個獨裁政

權，不禁讓人想交流一下。他們介紹的是

一個專門訓練優秀小孩的園區。這園區歡

迎世界各地的傑出學生參與他們的夏季學

校、營隊等。對本國人民而言，這些活動

所費不貲，只有菁英能參加，但是，國營

企業員工的子女有折扣。讓我覺得奇怪的

原因有二，一、這園區稱得上是青年旅遊

嗎？（價錢低廉、深度交流、體驗文化、

學習語言這四個向度，似乎都不符合）

二、這像是後現代小說裡，把天才兒童抓

起來訓練成戰士或摧毀人性的地方，怎麼

聽都不自然。

在丹麥、芬蘭、比利時的攤位，我

則停留較久，試圖深入了解。丹麥人養許

多豬是不爭的事實，至於眾多音樂祭和自

行車道，則較少人知道。由於街道狹小、

持有費用貴，丹麥人普遍捨汽車而用自行

車。另外，良好的社會福利和負擔的起的

住房也讓我印象深刻。（當然以上都不在

海報裡，是我另外問的）。

在芬蘭的攤位，我問芬蘭女生對本

國社福和教育制度的看法。令我驚訝的

是，她並不覺得有什麼了不起（儘管其他

國的選手也表達同樣的欽羨）。我想這就

是「幸福是種義務」的觀念深植人心的結

果吧。此外，他們每戶都有桑拿，像是幫

我解說的女生家裡就有三間（！）在比利

時的攤位，我體會了真正的多元。在這個

川普讚許「是座美麗城市（國家？）」的

地方，每人至少都會三到四種語言（荷

語、法語、德語、英語）。在首都布魯塞

爾，甚至有著全歐洲數一數二大的穆斯林

社群。這種多元、包容的精神，使川普的

思想和他的人在該國不受歡迎（雖然他

曾讚美比利時）。其他值得一提的是，

荷蘭播了許多該國DJ的歌（包括Martin 

Garrix！），讓人聽了很開心。另外，我

得知梅蘭妮亞·川普來自斯洛維尼亞（從

該隊選手口中）。

逛完後，輪到我在攤位值班。講解海

報完全不若我事前所想的從頭唸到尾，原

因如下：一、訪客可以看海報上的文字，

二、並非每個項目都有趣，三、送紀念品

和解釋其含意（筊）花去不少時間。訪客

們感興趣的是戶外活動、美食和兩岸關

係。大多都很有耐心的聽完解說。其中有

位澳門老師，在我費盡唇舌把海報講過一

遍後，他才說自己在台灣唸過書，令我相

當尷尬。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之後我決

定先問聽眾對台灣的了解，再衡量要講多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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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接待的過程頗順利，但內心一直

有種不對勁的感覺。為了吸引聽眾，我常

簡化一些複雜的概念。譬如介紹「擲筊」

時，我會以fortune teller稱呼「筊」，並

解釋翻到某面代表上天同意你的行為，另

一面則代表它不同意你。擲筊在台灣社會

有很深的宗教含意，但在外國朋友面前，

竟被我降格到娛樂用的fortune teller。一

想到我們可能是這群人這輩子唯一接觸到

的台灣人，心中不免有些不安。另外，這

種近似「導覽」的解說，容易讓我想「特

殊化」說出來的東西。譬如我介紹時常省

略墾丁和騎腳踏車，因為我認為它們「太

西化了」。相對的，媽祖遶境和原住民我

較常介紹，因為它們較「本土」。解說

時，我總不由自主地賦予它們異國的、神

秘的情調，好凸顯其「特殊性」。事過

境遷，讀過薩依德的「東方主義」後，

我才發現這是對於台灣文化的不尊重。

為了迎合聽眾們「獵奇」的心態，作為一

個沒去媽祖遶境也沒參加過原住民祭典

的天龍人，竟然代替這些族群發言，並

加入許多自己的想像。或許這就是Poster 

Presentation這活動本身的限制，也顯示這

類由菁英主導的國際交流，往往聽不見在

地的聲音。

過程中除了選手和各國領隊，還有一

群神秘聽眾。這群人手拿板子，問的問題

不出「你最推薦哪個觀光資源？」，「介

紹特色食物和祭典」等。講完後，他們便

在板子上記幾筆。我推斷他們是海報的評

分員，所以跟他們互動我都十分小心，使

自己像個地理學家，而非導遊。今年主題

“Youth Tourism”相當好做，但也容易落

入俗套。若只有景點介紹，則可能只符合

“Tourism”而無“Youth”。

有鑑於交流之熱絡，主辦單位直到

十一點才催促大家收拾。結束時，搖搖選

手互評的代幣盒，雖然不是很響亮，但我

很享受這段時光。以後大概難再有這種和

四十多國的人同處一地，談天說地的機會

了吧。

註:

地理奧林匹亞比賽分三部分，

WRT、FWE、MMT：

WRT（Written Response Test），分

六大題，每一大題下又分數個子題，要以

簡答或申論的方式作答。

FWE（Fieldwork Exercise），又分

成FWE 1和FWE 2。FWE 1是實際到野外

實察並回答一些小問題，FWE 2則是在室

內，用實察獲得的知識作答。

MMT（Multimedia Test），為四選一

的單選題，會搭配大量圖表。

107年4月8日收稿

107年5月22日修正

107年6月1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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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競賽 
觀臺灣高中地理教育

林孟儒 Meng-Ju Lin*

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競賽（International 

Geography Olympiad）為高中階段最具規

模的年度國際地理競賽，每年每個參賽隊

伍可推派四名選手參與於暑假舉辦的國際

賽，筆者為2017國際賽的參賽選手。正式

比賽共分為三個部分：Written Response 

Tes t（W RT）、F ie ldw o rk  Exe rc i s e

（FWE）、Multimedia Test（MMT），以

下將以參賽者的角度，討論臺灣地理教育

面對國際比賽時，在地理知識、技能上的

優勢和不足之處，並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

法。

Written Response Test（WRT）為開

放式的問答題型，針對官方公布的十二項

主題出題，涵蓋人文地理、自然地理等地

理學所關注的不同面向，作答時必須具備

英文閱讀、寫作、以及面對問題時分析題

目、針對不同方向回答的能力。另外，此

部分也重視基本技能，如圖表和示意圖繪

製，以2017年國際賽題目為例，其中一題

為根據所提供的氣候資料，繪製一地的氣

候圖。在臺灣國高中地理教育中，閱讀並

判釋氣候圖可謂考試中的基本能力，然

而在課堂上或考試中卻少有親自繪製的經

驗，而地奧比賽強調的部分，除閱讀外，

更著重在分析、產出，同時特別關注圖表

繪製的慣例和細節。另外，其中一題要求

畫出一張示意圖，以解釋為何在滿月之

日，一日中會出現兩次大潮，此題對於臺

灣學生，在沒有任何經驗的情況下都或多

或少感到困難。

WRT考試中，資料分析、檢索也十

分重要，常出現必須部分根據參考資料、

部分根據自身知識回答的題目，此題必須

結合所有的資訊，對題目做出完整分析，

並列點回答，而許多題目都要求列出四點

答案，必須仔細閱讀和思考所有的資料才

能回答。考試中的問答題型，也是臺灣教

育中較為欠缺的部分，相較於其他國家的

學生，臺灣高中學生對於回答此類題型的

經驗較少。

Fieldwork Exercise（FWE）為地理實

察測驗，多分為兩天舉行，第一天在野

外指定的區域觀察、作答，或完成指定任

務；第二天為室內筆試，根據前一天的觀

察和更多參考資料回答問題。現行高中地

理課本中，雖有一章關於地理實察的內

容，但普通學生極少有親自地理實察的經

專題報導

*  臺大醫學系學生，於2017年參加在塞爾維亞貝爾格勒市舉辦的第14屆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競賽，榮獲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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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國際比賽中，實察的類型變化多樣，

如對於一個都市區域的考察、繪製土地利

用圖、調查運動區域等人文地理類型題

目，或觀察水質、土壤等偏向自然地理的

題目。2017年的實察和先前相比較為不

同，包括：一、跟著隊伍，記錄下沿途的

運動場地和建築物的狀況；二、沿著規劃

的路線走，標出不同地點的地形；三、在

一固定地點做紙上作業，計畫坡度和土方

體積。此題目有以下幾個特色：其一，閱

讀地圖和位置判讀的能力極為重要，如第

一部分中，領隊並不會告知學生的初始位

置，而必須從所走的路徑、眼見的建築、

場地，對照手上的地圖，先判定初始位

置，才能進行後續記錄；其二，在地形判

釋的部分，相同的，領隊並不會告知每一

個時刻所在的確切位置，而只能由參賽學

生自行判斷，同時必須將地形列表配對入

正確位置，難度頗高，在比賽過程中筆者

也觀察到，各國選手大多對此大題感到不

知所措；其三，速記的能力極為重要，第

一大題的移動過程中，並沒有過多停留時

間，因此眼前所見資訊都必須以最快速度

記錄於紙上，即觀察和記錄合一。

臺灣目前的地理教育，對於國際地理

奧林匹亞中的野外實察，實有許多不足，

例如在實察方面的經驗較為薄弱，較少有

將指北針、羅盤傾斜儀等器材應用於實際

的經驗，學校課程中也缺乏時間從事觀

察、記錄、分析等、實察能力的訓練，多

因時間不足而淪為紙上談兵。另外，書本

上的示意圖、典型圖片與實際野外所見的

樣貌之間存在距離，如同樣的地形在不同

的環境中發育，外觀會有些許不同，若僅

僅瀏覽課本上對於地形的典型範例而缺乏

實地觀察，在野外往往無法準確判斷。

在野外實察第二部分的室內作答中，

須根據前一天野外觀察記錄到的資訊，以

及主辦單位新發的資料，對於不同的地理

議題做出分析、討論，例如為實察區域分

區，並寫出理由、提出可能的未來規劃方

向，並對每一項的可行性做出分析、繪製

草圖以呈現發展規劃。第二部分的形式每

年不同，但根據資料分析的能力依然重

要，然而在臺灣的課程和考試中，除了考

卷上的閱讀題組，較少有閱讀文章、圖

表，並結合知識，寫出自己意見的訓練。

Multimedia Test（MMT）為四選一的

選擇題，多為提供照片、地圖或影片等多

媒體資訊，並選出符合此資訊的最佳答

案，內容可謂毫無邊際，需要具備各方面

的地理知識和常識才能選出答案，也必須

對於各種地形、農作物、建築、宗教、礦

產等地景在地表上的分布、樣貌有所了

解。在臺灣的教育中常較注重知識的記

憶，尤其是文字，而較忽略將文字敘述與

真實的圖片結合起來，以致在配對圖片與

名稱時，有時會較為困難。題目也會將課

本上所提到的理論與實際案例相結合，如

2017年試題中，其中一題問若要從塞爾維

亞貝爾格勒到加拿大魁北克之間走最短路

徑，將經過哪一個城市，此題明顯考的是

大圓航線，但在臺灣高中考試裡，不會有

像國際賽如此真實的案例，也極少有讓學

生思考，如何在平面的紙張上，找出兩地

之間大圓航線的路徑。MMT考試中也重

視將地理議題與地表上的空間分布聯結起

來，常有提供一張地圖，無論是面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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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子圖或其他類型的統計地圖，而要求選

出它代表的現象的題目，此部分對於臺灣

學生來說有時也是較困難的。

綜合上述，分析WRT、FWE、MMT

三項考試的特點和所需具備的能力，臺灣

學生在面對國際地理奧林匹亞比賽時，有

其優勢，也有劣勢。優勢為：臺灣國高中

地理課程中，已有涵蓋到絕大多數的地理

理論，因此在準備比賽時，只需多閱讀原

文書即可填補不足之處，並接受新知；國

內多次選拔過程，使正式選手的地理知識

英文能力皆有一定水平，而這兩者都是國

際賽中重要的元素。劣勢為：地理實察經

驗不足、考試較著重知識的記憶，而較少

分析、闡述、規劃等練習、對於實際景

物、圖片的判斷能力較弱、實作（如繪製

圖表）的經驗較少等。

面對以上優勢和劣勢，以一個參賽

者的角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式，然而國

際比賽所注重的層次，和國內國高中生所

需具備的最低能力仍存在落差，且能夠代

表國家參加國際比賽畢竟是少數，以下僅

提出作為一個學生的角度，國內國高中地

理教育能夠增加的部分：一、在時間允

許下增加學生實作的經驗，如繪製人口金

字塔、氣候圖、土地利用圖，練習不同統

計圖表和地圖的製作，從單方面的獲得知

識推展到資訊的分析和產出；二、儘可能

安排實察，以實地的體驗學習，來增強觀

察、記錄、景物辨認的能力；三、讓學生

有更多闡述想法、意見的機會，以開放式

的問答題型取代部分選擇題；四、地理奧

林匹亞競賽中常將一地的發展，與地理或

環境議題的思考聯結起來，如永續發展、

土壤退化、海岸線後退、交通議題等，因

此在寫發展規劃時必須考慮各個方面，或

許在課堂上也可以增加如此的活動，以一

實際案例，引導學生從不同的面向思考、

辯論可能的發展計劃，相信若有親自整

理、思考、產生，對於知識的理解會更有

幫助。

地理奧林匹亞競賽可被視為國際上對

於地理教育的綜合檢驗，作為過去的參賽

者，無論是在準備過程、參加競賽都獲益

匪淺，而比賽經驗和與外國參賽者交流的

機會，更使人得以反思我們接受到的地理

或者各科教育，與現今國際上的趨勢是否

相適應，並思考可能的改進方式。

107年4月8日收稿

107年5月22日修正

107年6月1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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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從指導高中地奧論文競賽到多元選修課
程的開發∼以國立屏東高中為例

袁榮茂 Yuan Lung-Mao*

摘要

國立屏東高中自民國91年高中地理奧林匹亞論文競賽創辦以來，已陸續參加十屆，其中獲得

五次一等獎、二次二等獎和四次優勝的得獎殊榮，2018年更有高二學生首度入選國際地理奧林匹

亞競賽（IGU）國家代表隊，地理奧林匹亞競賽成績在社區高中可說是相當突出。本文主要以團

體組論文競賽的指導經驗為主，內容分成前後兩部份，前半部以本校地理奧林匹亞競賽團隊的

組成和培訓經驗為主，包含從競賽論文的選擇、參賽學生的甄選和訓練方式、論文進度的控制和

GIS軟體的訓練，到最後籌設地理專題教室所遇到的困難，鉅細糜遺與各位地理學界的教師們

交流分享；後半部則從推廣地奧論文競賽所遇到的經費問題，以本校地理科三次成功爭取高中

優質化計畫和校內三會的經費補助作為範例，希望能提供給第一線推廣地理教育的老師們在申

請經費時能有足夠的參考資訊；文末則敘述如何將論文競賽過程所爭取到的地理資訊軟硬體設

備，如何移轉至108年新課綱多元選修課程的過程，詳列目前已實施近一年的「地理資訊應用」選

修課程的教材大綱和實施方式，也將正在籌備中的「屏東地方議題研討」課程大綱一併列出，期

望能收拋磚引玉之效；若這些選修課程能與地奧論文競賽形成良性互動的循環效應，相信會有

助於更多高中師生投入地奧論文競賽和多元選修課程的開發。

關鍵字：地奧論文競賽、地理專題教室、高中優質化計畫、多元選修課程

*  國立屏東高中地理科專任教師，曾指導過六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小論文競賽，目前正積極開發108學年度新課綱
多元選修課程。通訊聯絡方式：pthspt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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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關於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競賽，在民國

100年之前對我仍是個相當陌生的名詞，

在此之前只參加過兩屆競賽，分別是第1

屆（2002年）「競選總部區位選擇策略之

初探」和第3屆（2004年）「從敞屣到綠

金---屏東內埔地區菁仔生產專業化之發展

機制」，前者僅是入圍決賽，後者曾榮獲

優勝名次，對絕大多數普通社區高中而

言，這算是很常見普遍的成績；但在民國

100年以後的5屆論文競賽中，本校榮獲五

個一等獎、二個二等獎和四個海報特優獎

（如表1），在社區高中可謂表現相當亮

眼，本篇謹就本校論文指導經驗及後續

108學年度新課綱多元選修課程的推廣與

地理界教師分享，也歡迎大家交流指教。

貳、競賽論文主題的選擇

一、研究區選定以在地「未開發」為主

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競賽成立16屆以

來，若仔細上網查看參賽隊伍，會發現中

北部的高中參加得很踴躍，幾乎佔了總隊

伍的三分之二以上，而南部地區除台南高

雄地區以外，屏東地區學校參賽的機會相

當少，在第10屆以前，幾乎以本校和國立

屏北高中為主，之後則以本校為主，而且

常常成為當屆屏東縣唯一代表隊，說實在

話，看題目大概八九成都猜得出來是屏東

地區的學校參賽，也因為隊伍數量較少，

相較於中北部都會區參賽爆炸的場面，無

疑屏東學校在論文主題上不太會有和別縣

市隊伍重覆的問題。

表1　本校近年地理奧林匹亞論文競賽表現彙整表

屆數 時間 作品名稱 參賽學生 指導教師 名次 /榮譽

十 2011
小地主變大「電」農－「養水種電」政策

在屏東林邊地區之形成機制與區位初探

王品晴

洪瑎祐

鍾唐綸

袁榮茂

論文一等獎

海報特優獎

海報人氣獎

十二 2013
觀光「殯葬化」v.s殯葬「觀光化」－屏東
地區反殯葬運動的形塑與區位移轉機制之

初探

劉奕麟

施竣耀
袁榮茂

論文一等獎

海報佳作獎

十四 2015
一“京”陸蟹幾兩重？屏東車城後灣陸蟹

棲地空間的規劃衝突與形成機制之初探

沈昱儒

何承翰 袁榮茂

論文一等獎

海報特優獎

海報人氣獎

十五 2016

「植地有生 食線有機」—從生產觀點探
討屏東有機農業之人地互動與網絡型構

林紘晟

陳宗強

饒秉宸

何中馨

論文一等獎

海報優等獎

海報人氣獎

「滇」沛流「里」—里港美濃滇緬社區之

人地角力與邊界移轉

王柏鈞

林家慶

侯宗延

何中馨

郭佳誠

論文一等獎

海報特優獎

海報人氣獎

十六 2017

九．三軍人「結」∼恆春九鵬飛彈基地與

三軍聯訓基地軍事演習的地域衝突與區域

合作之差異機制初探

廖致豪

余孟樺

林子為

袁榮茂
論文二等獎

海報特優獎

「糖」臂擋「居」—屏東市里港線糖業鐵

路土地利用之研究

侯宗佑

黃品誠

陳誠鋅

陳孜鴻
論文二等獎

海報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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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屏東縣總計有33個鄉鎮，屏

東縣政府考量人文及地理環境、產業、觀

光、交通、文化等各項發展，已將全縣分

為都會平原區、親水區、親山區及半島

區等四區加以規劃（如圖1），若思考四

個地區歷史發展背景和可能衍生的發展

問題，屏東地區學校至目前第16屆為止共

計有19篇參賽論文，其中有18篇曾獲得

獎項，一等獎有7篇（含金牌），2等獎3

篇，三等獎（含銅牌）和優勝7篇，1篇入

選（如表2），獲獎率和論文品質算是很

高的；其原因可能是，我們在思考參賽論

文主題時，會儘可能參考這些曾獲獎的歷

史性論文後，若主題難易度相似時，會鼓

勵學生優先朝論文在地「未開發」地區思

考，而這些主題雖受限於目前屏東四大地

理區域的定位，多聚焦在觀光、農業、生

態等方面，與中北部學校在選題領域上

表2　屏東縣觀光發展空間分區表

分區 範圍 景點 定位

屏東學校

參賽論文

產出數量

都會

平原區

屏東市、潮洲鎮、萬丹鄉、

長治鄉、麟洛鄉、九如鄉、

里港鄉、鹽埔鄉、高樹鄉、

萬巒鄉、內埔鄉、竹田鄉等

十二個鄉鎮市

屏東加工出口區之設置、生

物科技園區、茂林國家風景

區、原住民、客家、河洛以

及新住民等文化園區

朝向「新世紀

優質科技城」

方向發展

12
1篇入圍
1篇入選
2篇優勝
1篇銅牌
2篇2等獎
5篇1等獎
(含金牌)

親水區

東港鎮、新埤鄉、枋寮鄉、

新園鄉、崁頂鄉、林邊鄉、

南州鄉、佳冬鄉、琉球鄉等

九個鄉鎮

大鵬灣國家風景特定區、海

洋藍色公路、東港溪親水生

態遊憩區、海洋生態牧場、

小琉球觀光城、枋寮遊艇港

朝向「知識海

洋新生活」方

向發展

3
2篇優勝
1篇1等獎

親山區

三地鄉、霧臺鄉、瑪家鄉、

泰武鄉、來義鄉、春日鄉等

六個鄉鎮

北大武山、原住民文化園

區、賽嘉航空公園以及沿山

公路

朝向「永續原

鄉山林文化」

方向發展

1
1篇優勝

半島區

恆春鎮、車城鄉、滿州鄉、

枋山鄉、獅子鄉、牡丹鄉等

六個鄉鎮

海上藍色公路網、五里亭機

場、四重溪溫泉、墾丁國家

公園、核三廠、三軍聯訓基

地和九鵬軍事基地

朝向「生態旅

遊桃花源」方

向發展

3
1篇優勝
1篇1等獎
1篇2等獎

資料來源：http://www.mygonews.com

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

圖1　屏東縣觀光發展空間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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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集中於交通、社會、醫療等議題明顯不

同，但往往也讓評審感覺題目原創性較

佳，獲得青睞的機會也較高。

二、研究方向與指導教師學術專業背景

另一個影響論文題目方向的選擇與

指導老師的學術專業背景有密切關係。以

個人為例，因研究所畢業論文主題為「經

濟再結構及其地方能動性的探討∼以大鵬

灣地區觀光開發計畫為例」，此篇論文在

探討普世價值皆認為觀光是有利於經濟發

展的，但為何在東港大鵬灣附近不同職業

結構、聚落對於觀光卻有贊成和反對的不

同立場，其背後的因素和動機為何？該文

所圍繞的觀點以地域性的空間分工概念為

主，仔細分析地方利益團體是如何透過地

域性因素影響觀光開發的進度，而這樣的

學術思維邏輯成為日後我對地理論文研究

的主要興趣，自第10-16屆之間所指導的

參賽論文方向幾乎多少都會包含政治生

態、區域經濟發展等面向。

三、學生自主研發題目

而學生獨特的地方觀察也偶有佳作，

例如第10屆「小地主變大「電」農－「養

水種電」政策在屏東林邊地區之形成機制

與區位初探」這篇論文，完全是學生自己

觀察地方時事後提出來的。養水種電是在

民國100年時，首先由屏東縣政府在林邊

佳冬地層下陷嚴重區域發起的，所以當學

生提出這個「種電」概念時，我上網查詢

地理相關期刊論文，竟得到「查無資料」

的結果，所以整個研究過程的資料搜集都

是從無到有，由學生利用星期六日搭火車

到林邊進行訪談得到的，而且論文中GIS

繪圖也都是學生自學的１，我只是負責指

導論文研究方向的「幕後黑手」，研究結

果不僅推翻了原本屏東縣政府養水種電對

外宣稱廠址是為了拯救地層嚴重下陷區域

的說法，我們更找到了其實是為了配合台

電對外高壓電線輸送的實際因素（如圖

2），而這個意外發現沒想到竟拿到最高

殊榮一等獎。在此之後，我鼓勵學生在論

文題目的發展上，儘量朝向現實生活中不

合理的空間規劃方向思考，這在第12-16

屆參賽的論文中表現無疑。   

四、地方時事新聞或親身體驗

另一個題目靈感的來源則是親身體驗

或地方新聞報導；民國102年12月在一次

前往高雄市的路上，行經高屏大橋，途中

發現路旁出現許多拉著抗議屏東殯葬園區

設立在國家三級古蹟—高屏溪舊鐵橋和溼

地公園的白布條；而民國104年底在自由

時報屏東版地方頭條也出現了在強調「保

育重於開發」的墾丁國家公園竟然出現了

強迫陸蟹搬家的新聞（如圖3）。上述這

兩則衝突的地方時事在當時就深深烙印在

腦海中，當學生想要參加當年度地理奧林

匹亞時，我以這兩則時事反問學生他們的

感受，學生們覺得這是不合邏輯的空間安

排，發生在不該發生的空間場域內，到最

後經過寒假實察後決定以此作為題目來深

究其因。所以個人平時也經常留意周遭是

否有如此不按牌理出牌的空間現象，在上

課時也鼓勵學生地理現象不要以凡事都是

理所當然的角度去思考，自然而然就會出

現可以深入探討的論文題目。

特別是在台灣尾的屏東縣，為翻轉

經濟「站尾包衰」的現象，縣府早已規劃

全縣觀光發展翻轉經濟的藍圖，但過程中

經常發生觀光開發與經濟發展之間兩難衝

突的案例，探討這些案例成為第12屆和第

1  繪圖工作是由其中一位鍾姓參賽學生向其正在就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系大二的姐姐學習GIS技術而來的，該
生後來也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111從指導高中地奧論文競賽到多元選修課程的開發∼以國立屏東高中為例

圖2　養水種電理想與實際廠址空間分布圖

圖3　地理奧林匹亞論文靈感來源（左為實地觀察/右為地方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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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屆的地奧參賽論文，如第12屆題目「觀

光「殯葬化」v.s殯葬「觀光化」－屏東

地區反殯葬運動的形塑與區位移轉機制之

初探」，第14屆題目「一“京”陸蟹幾兩

重？屏東車城後灣陸蟹棲地空間的規劃衝

突與形成機制之初探」，其中第14屆後灣

陸蟹論文探討墾管處陸蟹規劃的空間密度

時，我們以空間統計分析模組中的「克利

金分析法」印證了墾管處當初的規劃報告

與實際陸蟹分布密度有很大的誤差，在得

獎後於民國104年12月26日（星期六）墾

管處第32週年處慶時，特地邀請本校研究

團隊前往專題演講（如圖4），後灣陸蟹

棲地在後來民國106年1月第四次通盤檢討

案中也擬由遊憩區改為生態保護區。

五、研究主題的判斷建議

其實個人覺得在題目選擇上，指導

教師的初步印象很重要，必須在學生提出

可能有意願操作的主題上先給予支持，不

要一開始就予以否定，有學生曾經想寫屏

鵝公路通往枋寮的兩側為何會出現販賣菱

角的攤販？也有人提出想作林邊蓮霧園在

採收果實後，其落果枯枝焚燒後對於周遭

農田造成的污染⋯，根據這幾年的指導經

驗，個人會朝下列方向先思考：

1. 對學生當面先以口頭允諾。

2. 事後私下以Google或期刊論文網

搜尋一下此題目的歷史向度，包括：

（1） 有沒有前人發表過類似論文？

（2）  若有前人研究，我再做會有什

麼學術上的突破？

（3）  研究區距離學校多遠？學生有

沒有能力自行到達？有沒有危

險?

（4）  研究區域範圍多大？建議高中

學生最多一、二個鄉鎮或數

里。

（5）  可以猜得到結論嗎？題目新鮮

度和創新性如何？

圖4　本校第14屆研究團隊受邀至墾管處第32週年處慶作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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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這種類型的題目我有指導

經驗嗎？題目具備地方特色或符合

時事潮流嗎？

4. 研究區域我有人脈關係

嗎？或者有人可以引薦當地重要人

物訪談嗎？

5. 可能會用到哪些地理資訊

系統GIS的技術？手上的圖資夠用

嗎？

6. 可供訪談的對象多嗎？實

察時一手資料或二手資料的取得程

度容易嗎？   

若按照上述的流程思考，若有學生想

探討街角的85度C咖啡店和星巴克咖啡店

空間生存的差異性，我想我會儘量勸退學

生；相反的，由於在第14屆後灣陸蟹規劃

研究中，在恆春半島已建立深厚的人脈關

係，我會鼓勵本校學生多走出熟悉的屏東

市區，多多挖掘恆春半島—這個被當地人

戲稱為「本島中的離島」的論文題目，也

因此學生思考後提出了軍事基地、墾丁國

家公園兩者並存在同一地域內的予盾空間

安排，進而提出第16屆參賽題目「九．三

軍人「結」∼恆春九鵬飛彈基地與三軍聯

訓基地軍事演習的地域衝突與區域合作之

差異機制初探」。

參、競賽團隊的組成

一、參賽學生甄選方式

關於參賽學生的來源選擇，歷年個

人研究團隊的組成幾乎都是任教的班級學

生，在經過長期任教地理時不斷的鼓吹高

中地理奧林匹亞競賽和未來高三可能獲得

的備審資料等好處，進一步提高學生的參

賽動機而報名；而本校另位老師的作法可

能和大多數學校一樣∼統一甄選，即明訂

報名的甄選條件和時間，然後邀三位地理

科同仁一起評選出三位參賽學生，甄選方

式先訂出地理科目的報名分數門檻（如學

期平均在80分以上）和繳交小論文作品，

通過書面初審後再擇期面試，由三位指導

過論文的評審老師針對參賽可能發生問題

詢問，每人5-10分鐘，最後決定正取三名

和備取若干名，兩種方式優缺點我將之比

較如表3所示。

我認為這兩種方式各有優缺點，得

視各校學生報名意願和素質來決定；就我

個人指導經驗而言，我較偏好學生自我推

薦，這類學生素質並非最佳，以第十六屆

地理奧林匹亞為例，三位參賽學生校排分

別為5％、21％和69％，算是近5屆參賽以

來學生平均成績較差的一屆，但細看其地

理單科成績校排均在全校前標之上（甚至

高達校排1％），所以三位學生就讀地理

學系的意願相對是較高的，其中廖生在

106年12月因地奧論文涉及軍事演習對恆

春半島水土流失和造林影響的內容章節，

已經由「特殊選才」管道錄取國立臺灣大

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入學後已打算在

臺大輔修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相關學分；而

林生則在107年5月以「個人申請」管道錄

圖5　本校第16屆地奧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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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國內三所大學地理學系，而余生則打算

透過指考分發選讀國內大學都市計畫相關

學系。

二、競賽論文進度控制

雖然地奧競賽報名時間在每年六月

中旬，論文繳交在八月底前；但事實上，

從報名到論文截稿僅二個月是不夠的，所

以比較有參賽經驗的隊伍應該都會提前作

業，本校也不例外。以第14屆「車城後灣

陸蟹棲地空間規劃的衝突」論文為例，

我們地奧團隊從報名前一年12月便開始

組成，經過寒假和暑假六天五夜的地理

實察，大致上論文研究和訓練的運作時

間約有10個月左右，整個流程整理如圖6 

所示。 

我們在每屆地奧論文決定參賽後，為

了印證題目的可操作性，包括訪談對象、

資料搜集的難易度、未來內容的發展性，

除了學期中假日的訪談，我們通常會安排

在寒假和暑假到現場進行兩次深度田野調

查，每次為期三天二夜，第1次寒假實察

為探勘可行性和蒐集初步資料，第2次暑

假實察為修正論文方向並補強佐證資料；

出發前一個月個人會先以簽呈請學校先行

補助三天雜支2000元，並給予三天公差假

辦理，然後再分配學生搜集該地區的自然

環境和地圖等基本資料，實察時則分別指

定三位學生的分工職責，通常其中1位負

責訂購住宿和擔任全程記帳工作，團隊所

有支出採預先繳交1000元給公庫，住宿費

和每天餐費先由公庫支出後，到最後一天

再多退少補；另1位學生（即團隊隊長）

則負責思考可能訪談的人事物和論文主軸

方向，最後1位同學負責拍照錄音和整理

文字稿工作，指導老師則負責全程開車找

路和向訪談人物開頭打招呼引薦，如果訪

談對象為公部門主管，指導老師會先透過

電話向對方確認到達時間和來訪原因2。

每次訪談前我會要求學生將欲瞭解的

內容先作好筆記，由於地方重要人士接受

訪談的時間有時很短暫，或是過於健談會

將談話主軸轉移，這時筆記會適度提醒學

表3　校內地理奧林匹亞競賽團隊甄選方式比較表

選拔方式 集體甄選 個別報名

錄取方式
由地理教學研究會訂定英文和地理報名成績

門檻，由符合條件者擇日進行面試和筆試

1. 在地理教師在任教班級鼓吹，吸引學生挑
戰自我

2.由各班導師推薦地理學科程度較佳學生

本校實例 第15屆2隊參賽隊伍皆由此方式甄選出來
第10屆、第12屆、第14屆由第1項方式推派
出來；第16屆則由第2項方式選拔出來

學生素質

相當高，以第15屆學生而言，均在校排前
10％以內學生，甚至有學校前三名的同學 
報名

不太一定，最好的收過校排4％，最差的有
校排69％

團體合作

能力

兩種方式很難分出高下；但參賽學生若在同一班級，在往後的論文指導上時間較易掌握，

默契也較佳；在各自不同班級中，討論時間上不易配合，此時若學生程度差異太大，彼此

間整合更加不易，也易生嫌隙，指導教師須有心理準備和參賽學生會有較長的磨合期。

2  地方人脈往往由學校或熟識的同事引薦，例如第14屆研究後灣陸蟹棲地空間時，屏東縣環保聯盟理事長洪輝祥先
生為屏中校友；第16屆研究恆春軍事基地演習對地方影響時，屏東縣政府地政處長李吉弘先生也是屏中傑出校
友，墾管處副處長李登志先生則為國文科同事的先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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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定研究主題和範圍
 （103.12~104.1）

訂定研究主題和釐清研究核心問題
開始蒐集資料加以統整討論
開始學習SuperGIS軟體的操作和使用

2. 初步進行實察訪談
 （104.1~104.2）

訪問屏東環保聯盟理事長洪輝祥先生
至後灣進行野外實察和蒐集相關資料
參加環保局舉辦京棧大飯店環評審查會

3. 整理資料提出疑義
 （104.2~104.5）

和老師討論找出尚未解決之問題和內容
開始數化衛星影像和經建版地形圖圖資
訪談海生館和墾管處人員及後灣村民

4. 進行後續的深度實察
 （104.6~104.7）

針對研究有疑問之處進行第二次實察開始
小組會議討論數化地圖所產生的現象
初步開台撰寫參賽論文並繪製相關地圖

5. 討論區位規劃和建議
 （104.7~104.8）

進行空間和網路分析及相關表格數位化
疊圖分析觀察陸蟹密度與基地重疊性
評估各種方案可行性和其衝擊與影響

圖6　第14屆車城後灣陸蟹棲地研究團隊研究進度圖

表4　第14屆地奧研究團隊訪談內容表（僅列出摘要）

時間 訪談對象 主要內容

1/8日
11:00~12:30

屏東環保聯盟洪輝祥理事長

1.  初步瞭解京棧開發案以及環盟介入之來龍
去脈。

2. 瞭解與其他相關案例之間的關係。

1/29日
8:00~9:00

車城鄉戶政事務所 索取後灣村年齡統計表、教育程度統計表

1/29日
9:00~10:00

車城鄉公所農觀課 瞭解後灣居民目前主要的經濟活動

1/30日
10:30~12:30

墾管處保育課郭筱清技士

1. 討論陸解數量消失原因。
2.  瞭解後遊(一)區的土地利用規劃，以及京
棧開發案之現況。

1/30日
14:00~14:30

墾管處李登志副處長
1. 瞭解後灣遊(一)區的土地利用規劃。
2. 瞭解京棧購地後長時間沒開發的原因。

1/30日
14:30~15:30

墾管處保育課馬協群課長
1. 索取海岸林資料、生態郎道規劃資料。
2. 瞭解園區內生態旅遊及索取其資料。

1/30日
16:00~18:30

後灣人文暨自然生態保育協會會長

—楊美雲小姐

1.  瞭解後灣人文暨自然生態協育協會對京棧
開案之立場。

2. 瞭解後灣村先前經濟發展情形。

2/16日
9:00~13:30

參加屏東縣環保區舉辦之京棧開發案的第四

次環境差異審查會

聆聽並記錄飯店財團的管報和環保人士和當

地居民、墾管處之間的對話和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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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否遺漏重要線索，訪談時嚴格要求學

生必須清楚註記訪談的人物職稱、姓名、

內容、聯絡電話（如表4），以備回校整

理稿件若有疑問仍可以電話重新求證；實

察後一個月內要求學生將所有錄音檔整理

成文字稿，並將重要言詞標示出來，此時

也開始約定每二週進行論文研討會議，並

開始預擬論文章節，並將每個章節可能要

寫什麼，以及發展的思考邏輯明白寫在紙

上或在玻璃白板上討論（如圖7）。

原則上，第一章緒論應在二月份實

察前便已完成，三月份實察後開始討論第

二章本文後的章節內容，並把每個章節需

可能佐證的圖表預先構思，論點要寫什麼

內容重點先討論好，決定可能會採用哪些

人士的說法，有時甲人士和乙人士說法不

同，這時要打電話向兩人再度求證其真

實性；一般而言，研究目的通常會設定三

個，也就是後來發展延伸為論文第2章到

第4章，將論文的大骨架決定後，再慢慢

填入更豐富的血肉（小節）。這個階段的

討論，大部份時間都是學生自行利用放學

或班會課時請公假進行，指導老師要做的

只是要求學生按時回報討論進度，或是論

文內容方向遇到瓶頸、GIS地圖繪圖有困

難時再出手相助而已。

三、參賽學生技術訓練

（一）GIS軟體採購
指導地奧論文最令地理老師頭痛的

莫過於GIS軟體系統繪圖訓練了，這個問

題在民國100年以前，曾令本校地理教師

團隊相當困擾；個人覺得GIS軟體是否容

易讓學生瞭解學習，是引起學生是否願

意參加地奧競賽、地理老師是否願意投

圖7　本校第14屆地理奧林匹亞研究團隊討論內容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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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心力的關鍵。記得民國80年代末期就

讀研究所時曾修習過「地理資訊應用」

課程，大學端給我們學習的是ArcGIS軟

體，雖然教授教學品質和內容都很不錯，

但一直覺得ArcGIS英文介面和缺乏地區

性圖資，有可能會成為未來在高中校園推

廣和使用軟體的障礙。民國101年校內剛

好有經費可以購置GIS軟體，當時我將這

套主流軟體與台灣崧旭資訊公司出品的

SuperGIS3.1作了比較（如表5），最後選

擇了SuperGIS作為本校教育訓練的主要軟

體，主要原因有如下四點：

1. 全校授權版不綁學校IP位址，學

生和老師可在家自行練習或備課；

2. 軟體包含三年更新保固，且附贈

的配套教材較符合本校學生所需；

3. 價格已包含教育訓練費用，不必

再額外編列高額教育訓練經費；

4. 最重要的是—全中文化。

由於兩套報價皆高達10萬元以上，以

各校高中資本門經費根本沒有能力購置，

所幸當時教育部提出高中優質化計畫，希

望各校爭取經費充實平時學校資本門和經

常門無法購置的軟硬體設備；我在民國

101年4月份撰寫了子計畫「資訊軟體融

入教學計畫」，在同年8月成功爭取到經

費採購SuperGIS 3.1軟體，本校地理科教

師隨即在11月29日舉辦免費的1天教育訓

練；在隔年和104年又陸續以高中優質化

計畫繼續添購路網分析模組和空間統計分

析兩套模組；其中路網分析模組對於第12

屆屏東殯葬圈的推算，以及第14屆京棧飯

店服務圈的推估有很大的幫助；而空間統

計分析模組中的克利金統計法則協助我們

推算了正確的後灣陸蟹棲地的分布密度，

證明墾管處的陸蟹規劃報告書分布密度圖

是與實際狀況有出入的。

從圖8中可看出，本校地理教師團隊

在歷次GIS教育訓練中幾乎是全員到齊

的，顯示GIS在校內的推廣其中最重要的

莫過於教師團隊的學習意願和動機；另一

個重點在於廠商教育訓練的品質，崧旭公

司派來的講師都為資深工程師或程式編寫

人員，在遇到軟體學習困難時，可即時透

表5　國內兩大付費地理資訊系統軟體採購比較表（民國101年）

軟體種類 SuperGIS  3 .1 ArcGIS  10 .0

操作介面 全中文化軟體 大部份已中文化

報價時間 民國101年5月9日 民國101年5月22日

授權價格

全校授權版100台電腦同時使
用，軟體售價為新台幣

126,000元，校內外均可自由
使用，不綁校內IP

電腦教室50人授權，優惠方案含
稅價為新台幣104,475 元，僅能
在校內IP使用，校外無法使用

附加服務

1. 經銷商銷售需負責安裝
2. 中文操作手冊
3.  次世代 PAPAGO 電子地圖 （北中南東任一
區，限教學研究使用）

4. 完整 18 週 SuperGIS 上課教材
5. GIS 教學包基本版
6. 提供到校教育訓練一場次（一天）
7.  本校所屬教師可於家中作教學備課練習使用。
8. 三年保固，期間內軟體免費升級到最新版

1.  價格不包含教育訓練及安裝費用，提
供之圖資與影像未含維護更新

2.  英文操作手冊
3.  全台灣1/25000電子地圖（含村里
界）

4.  學校所在為中心長寬24*24km福衛二
號衛星影像

5.  地理資訊系統（G I S）教材、遙測
（RS）教材。

資料來源：兩公司報價單（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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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Teamviewer進到客戶電腦中協助解決，

或者直接聯絡台北總部工程師直接線上

詢問狀況，而這些都是發現問題後2小時

內就立即解決的；甚至有一次晚上10點

以Line即時通訊軟體詢問，陳姓工程師熱

心服務到晚上11:30的案例，而這也是免

費QGIS無法做到的，所以當QGIS有疑問

時，往往只能自己下載學習手冊或參與校

外研習來獲得，但往往都是問題發生很久

才獲得解決，緩不濟急，所以廠商售後服

務態度我覺得也是影響教師學習GIS軟體

的影響因素。

（二）訓練教材和時間的安排

在成立地奧學生研究團隊之後，會

先培養學生正確的論文寫作觀念，讓學生

瞭解什麼叫做「提出好問題」和「論文邏

輯性」，我的作法是先讓學生閱讀歷年來

的地奧得獎小論文，然後每二週選擇2小

時討論該篇論文的問題提出方法和最後解

決方式，從中瞭解論文是如何開展其廣度

和深度，也藉此鼓勵學生的發問和省思能

力；在這裡特別推薦「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裡面收錄的論文皆具有很強的批判

性和邏輯性，很適合學生訓練思辨能力，

其中第26期（1997年6月）有一篇由台大

城鄉所夏鑄九教授和台大地理環境資源學

系徐進鈺3教授兩位老師聯手所寫的「台

灣的石化工業與地域性比較」論文，我覺

得相當適合作為地理論文的研讀參考範

本。

接下來在寒假以1-2日時間教授學生

學習SuperGIS課程和路網分析模組，之所

以利用寒假訓練GIS，一方面是因為社會

科辦公室電腦使用率較低，二方面較能騰

出連續足夠的時間教學；由於崧旭公司

到校實施教育訓練後，通常會留給學校

所在縣市的PPT簡報檔和縣市圖資（*.shp

檔），這些檔案只要稍加修改，就可以成

圖8　本校教師GIS研究團隊教育訓練概念圖

3  徐進鈺教授曾於民國90年指導個人研究所碩士論文，題目為「經濟再結構及地方能動性的探討∼以大鵬灣地區觀
光開發計畫為例」，夏鑄九教授曾擔任論文口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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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訓練學生的主要教材（如圖9），而且

以屏東縣市為範例講解，學生學習上備感

親切，也令教師在訓練過程中較能得心應

手。但在下學期實際繪製論文圖表趕工

時，學生經常利用午休時間佔據社會科辦

公室電腦，不僅會不經意發出聲響影響教

師午休，而且也無法盡情討論，於是產生

籌建地理專題教室的想法。

（三）跨校跨領域的聯合模擬面試

論文完成後，到了參賽隊伍出發比

賽的前二週，本校會開始安排社會科教師

模擬面試（如圖10），自第12屆地奧起更

邀請國立屏東女中林佳慧老師來校擔任模

擬面試評審4，不僅提升了學生回答的自

信，也為論文澄清了更多的疑點；當然個

人也會互惠參加屏東女中的論文面試，透

過這樣跨校互動的面試過程，往往使兩校

的參賽論文皆獲得不錯的成績，比賽結

束後兩校也會互相交流PDF檔案和書面論

文，以達到互相成長的策略聯盟。

四、地理專題教室的籌設

在第 12屆地理奧林匹亞論文競賽獲

獎後，個人自104學年度上學期便開始著

手規劃地理專題教室的設立，由於當時地

理科已獲得第10屆、第12屆和第14屆3次

全國論文一等獎、個人賽部份也拿到第13

屆和第14屆2次三等獎榮譽，在爭取地理

專題研究室可說是具備各種利多的條件；

在歷經1年的尋找時間後，終於找到四處

較可能撥出的空間，身兼社會科召集人的

我在105年9月13日社會科第1次教學研究

會中將之排入正式提案，雖然在考量各種

地理區位條件後，地理專題教室最佳區位

應為本校勝利大樓一樓教室（如表6），

因其距社會科辦公室僅一棟大樓（約30公

尺），而且冷氣機和窗簾皆已安裝完成；

但學校考量到外部校友反彈的壓力，最後

僅願意讓出多育大樓四樓K書中心空置教

室，我想在面臨108年新課綱多元選修課

程時，地理科真的需要一間專業多媒體教

室，在當時也接受此一空間作為地理專題

教室兼地理論文研究室。

自地理專題教室籌設後，地奧參賽

學生在午休和放學時間，只要有空都可填

寫專題教室借閱登記簿，註明使用那一台

電腦和使用時間即可；民國105年11月起

利用申請通過的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計畫和

部份學校資本門經費，專題教室陸續添

圖9　本校GIS訓練簡報教案 圖10　跨校跨領域模擬面試會議

4  林佳慧老師，與作者同樣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所，且曾指導學生參加高中地理奧林匹亞論文競賽第13
屆獲一等獎，2016年國家太空中心福衛二號應用小論文競賽獲第1名，2017年高雄市地理資訊創作競賽獲第1名、
2017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GIS專題應用競賽獲第1名的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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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了i5等級桌機、電動投影布幕、EPSON 

5000流明單槍投影機、透明玻璃白板、

Awand-1000型無線投影伺服器等多媒體

教室設備，然後再從Ｋ書中心和總務處倉

庫中撥用學校多餘不用的二手桌椅，如此

給予學生在假日從事地理專題研究時能有

更多的使用彈性和討論空間。

地理專題教室自105年12月起開始正

式上路，依平面圖規劃分成地理專題研究

室和地理專題教室兩大區域（如圖11、圖

12），前者專門供地理論文競賽學生課餘

寫作，目前共有5台電腦和彩色雷射印表

機（耗材由學校業務費支應），目前已有

地奧第15-16屆作品、106-107年度高雄市

地理資訊創作競賽、107年日本筑波大學

科學展覽競賽等學生使用；由於使用頻率

很高，我們也發現有參賽學生在體育課或

早自習等不適當時間擅自使用，為有效控

管學生出入，在106年6月起向學校申請裝

設電子刷卡門禁系統，學生須刷本校「卡

式學生證」才能進入，而管理者在學校任

一電腦後臺就可核淮進出權限並查看出入

記錄；另一較大空間則規劃為108年度新

課綱地理多元選修課程、地理科教師專業

社群討論空間或彈性學習課程使用，本校

105學年度第2學期林邊溪流域地理實察計

畫，106學年度開設「看見屏東∼資訊、

行動與微型地理學」高一選修課程均已充

表6　校內地理專題教室設立區位分析比較表

場地位置
電子大樓

三樓

多育大樓

四樓

學生活動中心

三樓

勝利大樓

一樓

1.空間大小 10坪大小 20坪大小 10坪大小 12坪大小

2.目前用途
呈現荒廢狀態

無人使用

K書中心D室，但平
時僅開放至C室

儀隊和管樂隊置放

服裝和休息室

退休校友返校休息

聯誼之空間

3.整修經費

從燈具、地板、牆

壁到天花板和大門

均需重新翻修，估

計約需20萬元

僅需裝潢一道木牆

隔開，約需花費 5 
萬元

不必整修 不必整修

4.外部設備

電燈、冷氣機、電

源線、網路設備全

部缺乏，須全部重

新購置

冷氣機、電源線，

僅須加裝網路設備

須加裝冷氣機、網

路設備

冷氣機、電源線，

僅須加裝網路設備

5. 社會科辦公室
距離教室遠近

約90公尺 約185公尺 約108公尺 約30公尺

6.學校意願

願意撥出此空間作

為研究室

全層為K書中心，
校長認為整層樓空

間不可切割作為其

他用途

早有簽呈核准做為

管樂隊休息場地區

域

此空間為應尊重退

休校友意願，不宜

挪作他用

7. 地理最佳區位
分析

整修費用高昂，特

別在學校經費拮据

情下，使用者易有

研發成果繳交之無

形壓力

僅需簡單裝潢，同

時留到晚上，同層

大樓有晚自習的解

題老師和高三學生

照應

位於學生集會和打

球的球場樓上，不

論平日假日，容易

受到喧嘩聲和球聲

干擾

課綱研發和科展競

賽為學校提昇競爭

力之計畫，其重要

性應較休息室高

8. 地理教師前往
意願

再次之 次之 最低 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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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國立屏東高中地理專題教室平面規劃圖 

圖12　國立屏東高中地理專題教室規劃實景 
（從左至右分別為地理專題教室、論文研究區、優良海報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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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該教室空間授課，地理科從此擺脫

和別科爭取會議室或多媒體教室的窘況。

肆、經費器材的支援

前面我們分享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論

文競賽的指導經驗，接下來將進一步以本

校經驗為例，如何申請高中優質化計畫和

利用校內三會的資源來購置這些軟硬體設

備，並且將來利用這些添購的設備，因應

未來108年新課綱多元選修課程的開發。

一、 外部經費挹注--教育部高中優質化
計畫

不管是軟硬體設備或地理專題教室的

設立，其經費花費都以萬元起跳，先不論

學校地理科同仁參與意願，如果教師想投

入GIS課程研發或論文競賽，以目前107

年3月最新版SuperGIS10軟體報價為新台

幣168,000元，勢必要藉助外部資源來達

到購置目的，本校這些大額設備的經費來

源主要為教育部每年的高中優質化計畫經

費，每學年申請一次，時間大約在3月底

截止，由教務處負責，本校地理科自100

年起便逐年開始填寫申請計畫，計畫內容

包括：1.計畫目標 2.主辦和協辦單位 3.具

體內容 4.實施對象 5.實施進度 6.經費需求  

7.預期效益（含質化和量化）。由於大部

份教師均視申請計畫和執行、繳交成果視

為畏途，茲將本校104學年度申請計畫內

容較難寫的部份摘錄如下，供各位有志申

請者參考，當年度申請計畫子主題為：

「地理奧林匹亞競賽暨保育開發主題教學

研討」。

（一）具體內容（表7）
（二）預期效益

1. 質化：

 (1)  以車城後灣地區陸蟹的開發與

保育問題做為屏東學子認識地

方議題的入門途徑。

表7　105年高中優質化計畫具體內容表（以第14屆地奧競賽論文舉例）

項目名稱 活動內容 主辦單位 參與人員 實施期間

實察準備和撰寫研

究報告

至車城後灣地區進行三天二夜的

地理實察和田野實察，並為期一

個月的整理和撰寫相關論文

地理科教學

研究會

地理奧林匹亞

研究團隊
104/8~104/10

參加地理奧林匹亞

全國論文組競賽

於103/10/3日報名參加在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舉行之論文競賽

地理科教學

研究會

地理奧林匹亞

研究團隊
104/9~104/10

課程教案研討
高三應用地理國土規劃課程作為

校本課程個案研討

地理科教學

研究會

地理科

全體教師

104/10~104/12

投稿屏中學報分享

個案

於1 2月底投稿本校屏中學報刊
物，與其他各科同仁分享個案 
成果

地理科教學

研究會

全校各科老師 104/12~105/2

成果發表會
在社會科發表正式報告 社會科教師

專業發展社群

社會科

全體教師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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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作為生命教育的最佳舉例（陸

蟹和人類在生存空間的爭

奪）。

 (3)  高三應用地理國土規劃和海岸

變遷章節的示範教案。

2. 量化：

 (1)  以此議題作為參加中華民國

104年地理奧林匹亞團體論文

組、海報組的競賽題目，希望

能取得二等獎以上佳績。

 (2)  作為高三課程教案，可作為

社會組學生約200人的參考案

例。

 (3)  在本校學術性刊物—「屏中學

報」發表一篇正式成果論文。

 (4)  在社會科教師專業發展社群正

式公開發表一場成果會。

（三） 經費需求（以104年本校地理科
申請案為範例）（表8）

表8　經費需求（以104年本校地理科申請案為範例）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地理實察 天 3 6,000 18,000

至後灣地區進行為期三天二夜的考察行程

（住宿：3000元*2晚*2間房）
（膳食：300元* 3天*4人
（交通費：1200元*來回一次）

科展培訓費 小時 25 400 10,000
費用包含論文資料費、課後指導費、聯絡

費用等

講師鐘點費 小時 2 800 1,600 社會科正式成果發表會

雜

支

論文印製費 本 15 150 2,250
研究報告印製，其中5份繳交參加10月初
舉行之全國地理奧林匹亞論文團體組競

賽，10本留存地理科和社會科

模擬面試便當 個 6 80 480 參加競賽前面試論文內容

發表會便當 個 25 80 2,000 地理奧林匹亞社會科成果發表會

獎補

助費
競賽報名費 次 １ 3,000 3,000 參加地理奧林匹亞團體組論文報名費用

經常門小計 37,33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G I S空間分析
模組

套 1 87,600 87,600
本模組為購買Supergis3.1中文專業版的延
伸進階模組，內含到校教育訓練費用

繪圖用筆電 臺 1 30,000 30,000
為充份展示衛星影像和向量圖層，筆電設

備建議以i7cpu、8g記憶體、獨立顯示卡
配備

資本門小計 117,600

104-105會計年度總計 15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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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利用歷年高中優質化計畫爭取到

的軟硬體設備如下表9所示：

由於在大部份高中職校內，地理科教

師屬於少數族群，除非一級主管是地理科

教師擔任，在正常情形下，學校資本門通

常不會優先考量地理專題教室或GIS軟硬

體設備；因此，地理科若要在論文競賽或

課程選修上能有所突破，勢必要學會爭取

教育部外部經費的挹注，從計畫的寫法和

執行、各種設備規格的招標和核銷，以及

後續的教室管理；若學校內有熱心教師或

研究團隊支撐還好，若是一人單打獨鬥，

特別又是未兼過任何行政職務，這些計畫

的簽呈和核銷就會遇到很多困難，個人因

兼任行政職務超過十年，對於這些行政程

序較一般教師熟悉，而且也獲得同校其他

同仁的支持，而學校因地理科指導地奧論

文有相當亮麗的成績，故在高中優質化計

畫申請時多持肯定的立場。

表9　本校利用歷年高中優質化計畫爭取到的軟硬體設備

學年度 子計畫名稱 建置目標 購買設備名稱

101
資訊軟體融入

教學計畫

1.  建置本校G I S教學基礎軟體 
設施

2.  提供參加高中地理奧林匹亞
軟體和圖資經費

1.  SuperGIS3.1軟體全校授權版
2.  路網分析模組+南區道路權重檔全校授
權版

3.  Adobe CS6教育版1套
4.  Smartdraw 2012專業繪圖軟體1套
5.  2公尺高解析度衛星影像南部地區（枋
寮到茄萣50*50公里）計50G容量

6.  Garmin Oregon 550t衛星導航機4台

104
地理奧林匹亞競

賽暨保育開發主

題教學研討

1.  提供參加高中地理奧林匹亞
軟體和圖資經費

2.  提供競賽實察所需食宿和相
關後續雜支

1.  空間分析模組全校授權版
2.  繪圖用筆電1台

105

地理資訊系統與

地理奧林匹亞競

賽融入課程研發

計畫

1.  建置地理專題教室所需硬體
設施

2.  提供105-2高一全校性地理實
察場勘和正式實察時所需車

輛和便當費用

3.  購置108年新課綱多元選修探
索實作課程和參加高中地理

奧林匹亞論文競賽相關軟體

經費

1.  戶外實察搜集資料軟體SuperSurv 全校
授權版、SuperGIS Mobile Tour校園導
覽平板組合

2.  空間分析統計模組全校授權版
3.  Epson EB-1960投影機1台
4.  電動投影布幕1台
5.  Awind 無線投影伺服器1台
6.  ASUS桌機+22吋螢幕3台
7.  HP A4彩色雷射印表機1台
8.  羅盤傾斜計6台 

107
地理資訊應用—

多元選修課程的

開發與設計

1.  建置地理多媒體專科教室環
境展示空間所需硬體設備

2.  提供108年新課綱彈性選修和
多元選修空間的軟體和裝潢

費用

1.  地理資訊系統SuperGIS 10.x升級至最
新版（附贈生物多樣性、路網分析和

空間分析模組）

2.  9.7吋Android平板1台
3.  梯型分組討論桌椅6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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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部經費支援—校內業務費和三會
資源

一般而言，高中學校內部經費除每

年固定編列的資本門和經常門經費外，可

支援地理實察和論文競賽的莫過於三會經

費。所謂的「三會」，是指家長會、校友

會和文教基金會，由於地奧屬於科展性

質，所以若地理實察需要食宿補助費用

時，可以簽呈請求文教基金會或家長會補

助，或是在每年度會員大會時提出你的預

算，交由大會開會審議，通常只要有利於

學生的事務或競賽都會核可通過。

以本校為例，地理實察或參與競賽時

若獲淮以公差假前往時，學生和指導教師

住宿和交通費補助額度如表10所示（各校

細節規定稍有不同），教師帶領學生出差

必須與學生搭乘相同的交通工具，若地奧

競賽地點在北部大學，依規定我們只能搭

乘學生可以報支的復興號，這時由屏東到

台北至少須花7小時車程，而學生住宿費

表10　國立屏東高中教職員工及學生出差旅費支給標準

差旅費 簡任
薦任或委

任

工友或技

工
學生 說明

交通費

一、 欲搭乘高鐵者需事先簽准並檢據報
支但不核給路程假；其餘依所搭乘

交通工具核實報支。

二、 自行開車者按公民營汽車最高級車
票價報支，但不核給過路﹝橋﹞

費、油費，及車子損耗修理費。

三、 車資以順路及最短距離核給。
四、 帶領學生出差所搭乘交通工具需與
學生同。

五、 搭乘專車或便車或領有免費票者不
得報支。

檢據核實報支；

未檢據者以復興

號報支。

膳雜費

﹝長程﹞
550 500 450 300

主辦單位有提供二餐以上膳食

者不得報支膳費，但出差者得

支給雜費；未提供二餐以上膳

食者支給膳費。

膳雜費

﹝短程﹞
300 300 300 150

一、 主辦單位未提供二餐以上
膳食者，暫支短程膳費；

若有提供二餐以上膳食者

則不支短程膳費。﹝短程

暫不支雜費，若業務費充

裕後再修改核支﹞

二、 若短程出差事先簽請校長
核准住宿者，可報支短程

全額膳雜費。

住宿費 1600 1400 1200 400

一、 需檢據報支；未檢據者核
給一半。

二、 若出差地點未達六十公里
且有住宿事實者，需事先

簽准始可報支住宿費但須

檢據。

民國101年4月1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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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日僅有400元補助；因此，通

常會上簽呈請求三會經費或學校業務

費補助，結果多是師生以高鐵來回，

由三會另行補助出差時交通或膳雜費

的差額。另外團體組論文競賽需報名

費3,000元，以及論文彩色內頁的印

刷費用，若能以優質化計畫或學校業

務費來支應是最好，若上述兩者都無

法支應時，三會經費也是可以考慮請

求支應的管道之一。

上述這些參賽會衍生的相關費

用，均必須簽呈請校長核淮，建議在

簽呈中註明研究團隊是代表學校參加

全國比賽以及經費不足的原因和金

額，在請求上較能獲得校長和主計室

認同；一般而言，主計室在帳目核銷

上有一定的法令依據，若超過法令規

定而無法核實報帳時，個人覺得三會

的資源可適度介入運用，三會的經費

若能得到參賽隊伍最後獲獎的榮譽，

為學校爭光，相信也樂於贊助此類的

全國論文競賽。不過這個經費爭取的

管道，很多教師因不常接觸校友、家

長或行政人員而常被忽略。

伍、競賽獲獎後的反思與回饋

對多數參加地理奧林匹亞論文競

賽的高中學校而言，或許參賽後就師

生一了宿願，但個人覺得競賽獲獎後

才是另一階段的開始，其影響可分為

三個方面：

一、 對屏東地方事務的關懷與影響
獲獎後由於學校會發佈新聞稿地

方新聞，論文若涉及有爭議的主題，

往往會容易被贊成或反對的一方拿來

大作文章或藉此宣揚論點，在第12

屆論文獲獎時特別明顯（如表11）。因此，個

人在指導論文時皆清楚交待學生，有多少證據

寫多少東西，不可為了得獎而去推測現象的可

能性發展，幸運的是，獲獎消息傳回地方，大

致上反應都很不錯，論文中提及的案例最後都

按照論文結論來發展。其實不管有沒有影響後

續發展，論文競賽的目的主要在激發高中職學

生對地理科之學習興趣和潛能，以及高中生培

養關懷地方事務的的責任心和使命感才是最重 

要的。

二、對地理教師專業社群的經驗分享

除了地方上的回饋外，得獎後我們也將成

果彙整發表在本校「屏中學報」學術刊物上，

且在校內辦了二場社會科論文發表會：第1場為

民國103年1月6日舉辦【殯葬議題融入教學課程

研習計劃】研討會，第2場為民國104年10月27

日舉辦了【後灣陸蟹棲地的空間規劃問題】研

討會（如圖14），這二場均把得獎論文作為提

升社會科專業社群教學品質的成果之一；而在

校外則於105年2月22日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舉

圖13　第14屆地奧獲獎作品刊登在教育部國際期刊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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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之「地理技術與方法在指導高中

生論文專題之應用」工作坊，以及

106年3月14日至國立臺中女中地理

學科中心針對「地理高中生地理競

賽指導暨專題研究課程」作實務經

驗分享，兩場專題演講希望有助於

地理學教師間的經驗交流和提高參

賽意願。

三、 108年新課綱地理多元選修
課程的開發

除上述指導經驗的交流外，

個人覺得地奧作品能否作為開發

108年新課綱的校訂必修或多元選

表11　本校歷屆地理奧林匹亞論文獲獎後對地方事務影響

屆數 作品名稱 獲獎榮譽 地方反應／案例後續發展

第10屆
2011年

小地主變大「電」農－

「養水種電」政策在屏

東林邊地區之形成機制

與區位初探

論文一等獎

海報特優獎

海報人氣獎

1. 屏東縣長曹啟鴻和屏東縣議會議長於次年3月接見
研究團隊，贊許本校地奧表現優良

2. 養水種電在林邊和佳冬地區日漸推廣擴大

第12屆
2013年

觀光「殯葬化」v.s殯
葬「觀光化」－屏東地

區反殯葬運動的形塑與

區位移轉機制之初探

論文一等獎

海報佳作獎

1. 屏東地方「阿緱報」以整版篇幅報導屏東縣政府論
點與屏東高中團隊研究不同，認同本校研究結論

2. 屏東環保聯盟理事長將論文印製50份分送每位屏東
縣議員參閱

3. 屏東縣政府民政處長鄭文華於獲獎新聞報導隔日接
見本校研究團隊，痛批研究觀點偏頗

4. 民國102年12月屏東縣議會三讀刪除殯葬園區後續
的規劃預算1千萬元，此案於105年潘孟安縣長上任
後遭到擱置

第14屆
2015年

一“京”陸蟹幾兩重？

屏東車城後灣陸蟹棲地

空間的規劃衝突與形成

機制之初探

論文一等獎

海報特優獎

海報人氣獎

1. 研究團隊於104年12月26日受邀於墾管處第32週年
處慶發表論文專題演講，在場反對與贊成人士皆專

程前來聆聽

2. 論文印證墾管處規劃書中的陸蟹分布密度與實際分
布是有差異的，民國106年1月墾管處擬將後灣遊憩
區在第四次通盤檢討時改為生態保護區

3. 教育部專刊（2016-2017年版）以本校探討陸蟹棲
地與地方經濟發展的區位競爭為例，對外國友邦介

紹臺灣高中生解決問題能力（如圖13所示）
4. 106學年度本校在申請教育部優質高中認證時，在
「師資質量」項目上提出「地理科教師結合區域性

發展，辦理「車城後灣陸蟹棲息空間的規劃衝突與

形成機制之初探」等獲得高中奧林匹亞多項競賽

獎，值得鼓勵」列為申請特色

圖14　地理奧林匹亞競賽論文發表於社會科專業社群
（10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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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程也很重要，開課內容可朝向兩個部

份來說明，以個人服務學校為例：

（一） 操作地理資訊系統和戶外實察 
設備

在從事地理奧林匹亞論文競賽時，

近年來因高中優質化計畫購置不少軟硬體

設備，如地理資訊系統、羅盤傾斜計和

恆春半島近十年衛星影像圖，以及105年

12月份正式上路的地理專題教室空間，這

些軟硬體設備和空間有助於我們開設多

元選修課程，在106學年度本校地理科開

發了「看見屏東∼資訊、行動與微型地理

學」上下學期對開的多元選修課程（如表

12），高一學生修課人數每學期約為25

人，課程中帶入地理資訊系統和戶外分組

實察活動（如圖15），學生在最後還須發

展專題簡報，親自動手實地操作，也可與

未來彈性學習時間互相搭配，讓學生有更

多實作探索的機會。

圖15　本校106學年度高一地理多元選修課程上課實景 
（從左到右分別為：野外搜集資料教學、分組團體簡報、上課學員合照）

表12  106學年度本校高一正式多元選修課程大綱

課程

名稱
看見屏東∼資訊、行動與微型地理學

課程

類型

□校訂必修　　　█多元選修

□加深加廣選修　□補強性選修

□彈性學習　　　□團體活動

課程

說明

你看過齊柏林的「看見台灣」空拍影片嗎？你想像過用不一樣的角度重新認識你的鄉土∼屏

東嗎？在地文化是目前地理學最重視的校本課程，但如何瞭解和詮釋卻又是另一門學問；我

們在這堂課程將利用地理資訊系統和野外實察等空間技術和工具，透過學生親自至現場實

察，並繪製主題地圖，來重新認識我們所認識的鄉土－屏東。 

授課

對象
高一全體學生（約600人）

任課

老師

高一上：袁榮茂老師

高一下：何中馨老師

課程

時數
每週2節，共2學分

開課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每班修

課人數
30人

學習

目標

1.學生可藉由地理資訊系統深入瞭解屏東地區主題現象和特色。
2.培養學生運用地理資訊整合和分組學習合作的能力。
3.在課堂上發掘地理競賽能力和資訊科技性向的潛在人才。

課程

架構

1.  由於高一上冊地理資訊系統教材單元，因時數不足無法實機操作，本課程有充份時間讓學
生欣賞地理並學習GIS和路網分析模組，進而學習製作主題觀光地圖。

2.  在應用上以地理實察工具的訓練為經，屏東鄉土文化特色勘查為緯，綜合經緯兩線的分析
和報告，能使地理資訊應用達到最大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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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

課程內

涵連繫

縱向
本課程為高一上冊第四∼五章地理資訊系統的延伸性學習，同時也與高一下和高二下

鄉土實察等章節相關，透過本課程之學習，將有利於地理實察的進行

橫向
設計主題地圖可加強學生的美感訓練，並可重新發掘鄉土文化的另類層面，而且對於

學生科技素養的培養有很大的幫助，也可增進學生口頭簡報能力和團隊合作的能力

教學

方法

或

策略

1. 實際在數位中心上機操作GIS軟體和繪製個人作品（10週）。
2. 在校園內進行野外實察技巧訓練（4週）。
3. 學生分組進行戶外實察和口頭簡報（4週）。

學習

評量

1.  個人GIS作業佔40％，須於第一次期中考後上傳至本校播客雲端系統。
2.  團體分組報告佔40％，全體分為由六個主題（如眷村、特色美食、河川、交通、古蹟、專
業街道...等），於期末考前四週進行PPT製作和口頭簡報，報告修正後以書面再上傳至播
客雲端系統評分。報告內容必須包含屏東縣各種地理現象主題地圖、照片與說明文句。

3.  平時出席與課堂問答表現佔20%，請勿無故缺席。

規劃

內容

單元主題 單元學習內容

課程內容和環境認識
學生彼此認識分組、課程目標介紹、地理專題教

室借用介紹

實察儀器介紹和利用 羅盤傾斜儀、測距儀和GPS等儀器的學習和應用

地理資訊系統介紹 GIS基本概念、投影與坐標系統、地理資料展現

GIS系統操作（一） SuperGIS 基本架構、圖層處理、圖徵分類

GIS系統操作（二）
SuperGIS 空間和屬性資料查詢和選取（皆以屏東
縣市圖資為範例）

GIS系統操作（三） SuperGIS 網路資料查詢、屬性表格編輯

GIS系統操作（四）
SuperGIS 影像對位、出圖設計技巧（配合恆春半
島衛星影像判讀與應用）

路網分析模組（一）
路網資料建置、最短路徑規劃、最佳路徑規劃、

車輛路徑規劃

路網分析模組（二）
服務區域搜尋、最近設施搜尋、區域分析解法、

位置分析解法（皆以屏東縣市圖資為範例）

個人GIS作業繪製
繪製一張有關屏東地區的主題地圖（須輸出主題

地圖加上100字左右的文字說明，以1頁A4紙張為
限）

SuperSurv行動式調查系統學習 SuperSurv10軟體安裝和操作介紹

校園定位實察練習

以測距儀、羅盤傾斜計和Supersurv系統練習野外
搜集資料的能力和滙入GIS系統使用的技巧（學生
須自備Android手機或平板，不須連結網路）

各組戶外主題實察

利用假日分組進行實際戶外實察，並將實察所得

*.gpx軌跡檔和*.shp檔滙入SuperGIS和Google Earth
中製作主題導覽地圖

製作主題地圖和簡報
屏東主題地圖繪製美化和簡報製作（地理專題教

室）

分組團體報告（一） 各組主題報告（如眷村、河川、美食...）

分組團體報告（二） 各組主題報告（如古蹟、地名、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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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討地理奧林匹亞競賽
的論文內容

另一方面，我們也把歷年本

校參加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競賽的

論文主題，從新再次彙整，預定

在108學年度於高二開設「屏東

地方議題研討」2學分課程，內

容依屏東縣目前發展主軸分成三

大主題：「屏東農業水利設施→

屏東農業發展現況→屏東區域發

展問題」（如表13），並在學期

中擇一假日選擇2~3個子主題進

行一日實察。由於目前仍在進行

跨校跨領域整合中，所以此處暫

時僅列出書面構想，實際作法和

教學內容仍待107學年度地理科

專業社群共同討論定案；不過，

可以肯定的是，歷屆地理奧林匹

亞論文競賽的確為108年新課綱

多元選修提供了相當多的地方素

材作為教學內容，各校地理教師

們只要能夠跨校跨科合作，重新

彙整加入更多的地方資料，就可

成為一門地理類科的「屏東地方

學」。

陸、結論

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競賽從

民國91年創辦以來，本校到目前

共計已參加10屆，近幾年來由於

成績斐然，加上高中優質化和學

校內外經費的挹注，本校地理科

在民國106年高中校務評鑑上地

理專題教室和地奧論文成果已贏

得與會評鑑教授們的贊許，在學

校大力支持下，再加上友校跨校

的合作默契，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競賽在本校已成為

發展重點特色，若能因勢利導，繼續利用爭取到的

軟硬體設施，和整合過的競賽論文，則可開發出更

多的多元選修課程，也呼應12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

草案中正研擬的兩門加深加廣課程—「空間資訊科

技」和「探究與實作」，這整個過程將形成良性的

互動循環（如圖16）。地理科想在高中校園如何從

少數科目蛻變為重點科目，高中地理奧林匹亞論文

競賽或許能作為引鑰，開發出更多的後續在地探索

課程，並培養學生108年新課綱中所強調的的「核

心素養」，相信這樣應會吸引更多高中學生和教師

投入高中地理奧林匹亞論文競賽。

107年4月17日收稿

107年5月22日修正

107年6月4日接受

圖16　本校地理奧林匹亞競賽與後續效應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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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本校108年新課綱「屏東地方議題研討」選修課程預定大綱（草案）
單元

主題
單元學習內容 參考論文 資料來源

課程

介紹
屏東歷史和地理環境、觀光發展

分區
屏東地方學、屏東縣誌

地理學科中心屏東縣

政府

屏東

農業

水利

設施

林邊溪水資源的開發-二峰圳百
年運作的奧秘

二水奔滙。百年峰流－林邊溪伏流水

資源開發之時空要件與地景流變

106年高雄市地理資
訊創作競賽第2名

林邊溪流域的開發-灌溉和排水
優先權爭執?

「萬」水奔騰壕「溝」戰∼萬巒鄉新

赤農場聯外排水工程生態分析之初探

地理奧林匹亞論文競

賽第13屆一等獎

東港溪中下游的開發與洪水氾濫

的關係

東港溪的洪色田殤-東港溪中上游水
田蓄洪能力初探

地理奧林匹亞論文競

賽第9屆金牌（屏北
高中）

屏北地區河川砂石開採和居民互

生共利關係

「滇」沛流「里」—里港美濃滇緬社

區之人地角力與邊界移轉

地理奧林匹亞論文競

賽第15屆一等獎

屏東

農業

發展

現況

屏東糖廠與鐵路的發展
「糖」臂擋「居」—屏東市里港線糖

業鐵路土地利用

地理奧林匹亞論文競

賽第16屆二等獎

「三不」政策下屏東檳榔作物的

奇襲

從敞屣到綠金---屏東內埔地區菁仔生
產專業化之發展機制

地理奧林匹亞論文競

賽第3屆優勝

屏東熱帶經濟作物的振興
展翅待飛的台灣咖啡--以屏東地區為
例

地理奧林匹亞論文競

賽第5屆優勝

有機農業在屏東的生產和運銷機

制

「植地有生 食線有機」—從生產觀
點探討屏東有機農業之人地互動與網

絡型構

地理奧林匹亞論文競

賽第15屆一等獎

養水種電∼地層下陷區沿海農民

的比較利益抉擇

小地主變大「電」農－「養水種電」

政策在屏東林邊地區之形成機制與區

位初探

地理奧林匹亞論文競

賽第10屆一等獎

農漁業聚落轉向觀光發展與國家

政策的衝突與選擇

經濟再結構及地方能動性的探討-以
大鵬灣地區觀光開發計畫為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

理研究報告第34期

屏東

區域

發展

問題

探討

屏東平原個案研討1：農業發展
與生態污染關係

「重金屏傳」-屏東平原農地重金屬
污染空間分析之初探

106年高雄市地理資
訊創作競賽第 1名
（屏東女中）

屏東平原個案研討２：水資源開

發與作物區位的衝突

「綠金」v.s「白銀」-高屏台糖農場
毛豆產銷專區與高屏大湖預定地之搶

地風波及爭議

105年高雄市地理資
訊創作競賽第1名

屏東平原個案研討３：觀光發展

與殯葬園區在空間區位上的競爭

觀光「殯葬化」v.s殯葬「觀光化」－
屏東地區反殯葬運動的形塑與區位移

轉機  制之初探

地理奧林匹亞論文競

賽第12屆一等獎

恆春半島個案研討1：觀光發展
與生態棲地空間區位的抉擇

一"京"陸蟹幾兩重?車城後灣陸蟹棲
地空間的規劃衝突與形成機制之初探

地理奧林匹亞論文競

賽第14屆一等獎

恆春半島個案研討２：軍事基地

演習對地方觀光和經濟發展的影

響

九．三軍人「結」∼恆春九鵬飛彈基

地與三軍聯訓基地軍事演習的地域衝

突與區域合作之差異機制初探

地理奧林匹亞論文競

賽第16屆二等獎

地理

實察
可分為都會平原區、親山區、親水區和半島區四條實察路線進行現場

觀察訪談，以每車35人計算，學期中實施
以當年度高中優質化

計畫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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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地理奧林匹亞競賽指導經驗談─空間視角與土地關懷
專題報導

地理奧林匹亞競賽指導經驗談─ 
空間視角與土地關懷

林峻有 Chun-Yu Lin*

為你的家鄉做了什麼？―點燃地理

奧林匹亞的熱情

進入教學現場之後，除了傳道、授業

與解惑外，總覺得地理研究所的訓練應該

可以為家鄉寫些什麼、累積一些文字、留

下一些文章，碩班指導教授曾說過：「家

鄉的環境與土地供養你成長，而你是否應

為家鄉寫下或記錄些什麼？」抱持著這份

初心，在投入教職後，遂引導與善誘學生

報名小論文和海報設計⋯等等的競賽，一

來想證明研究所訓練為自己的加值、二來

想藉由指導學生撰寫論文報告來實踐「為

家鄉寫下篇章」的理念。

地理學強調「空間」、「人地」與

「區域」三大學科傳統，因此花蓮的山

川、水土、人文、產業、信仰、城鄉環境

與地景，都作為我構思論文主題篇章的經

緯，既自然又人文的議題交織，是地理學

論文最佳的篇章構成、也是我引導學生思

考論文素材靈感源源不絕的豐盛寶庫。

至今累積的論文產出，總計地理奧林

匹亞已連續參與四屆（2銀2銅4佳作）、

中學生網站小論文約30餘篇、連三屆國土

資訊競賽（1銅2佳作）與全國古道小論文

競賽（全國第一）。

花蓮，不只是我生長的天地、也是滋

養我們思想的沃土。

學生的特質―選手與選才

小論文寫作像是一段歷久而彌新的

賽程，如同馬拉松般，過了起跑點後，目

標朝向終點，過程是最艱辛卻也是最享受

圖1　透過地理競賽思考家鄉土地、 
人與空間、環境演變議題

*  國立基隆女中地理科專任教師，曾指導多屆地理奧林匹亞論文競賽。



134 （2018·09）

的。篩選選手除了學生須具備基本的文書

處理技能外，尚需「心無旁鶩」的專注、

耐得住寂寞與獨立作業的每個日子。論文

撰寫，是種「從無到有」的創造與生產，

團隊分工、互助默契、彼此激勵與堅持到

底，都是不可或缺的素養與參賽特質。老

師需要循循善誘開啟學生的這些觸媒，就

像啟動引擎般，讓學生的論文團隊能夠

「自發、互助、共好」！

沒有答案的答案― 
肯定、鼓勵與支持

論文的完成，是種書寫、更是思辯。

在比賽指導的過程中，我會先給予學生

論文撰寫基本的架構─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回顧、研究方法、本文撰寫與結論建

議。而在發想主題與研擬研究方法的過程

中，若遇有問題，我會問學生「哪個階

段？為什麼？怎麼辦？」、這個議題「曾

經被怎麼操作過？」，在花蓮的區域特性

上「研究課題可以被怎麼設計執行？」─

回到土地的特性與發展脈絡進行琢磨。而

指導老師更多需要做的，是給予學生肯

定、鼓勵與支持；而老師從學生身上得到

的，是他們成長的喜悅和學習上成就感的

回饋。

地理奧林匹亞競賽經驗與 
社會價值的連結

數次指導比賽技巧提升

從103年第十三屆地理奧林匹亞競賽

首次帶領隊伍參賽至今，我已連續帶領學

生參與四屆賽事，從台大博雅館、高師大

附中、高師大文學院一路到了文化大學華

岡校區，當中收穫最大的除了各屆參賽學

生，倒不如說是數次親身參與其中的指導

老師！最有意義的應該是老師自我的提

升，除了見識到各校優異好手的表現，更

讚嘆於各校選擇議題的精準、研究方法的

深刻、蒐集海量資料與分析處理的能力、

最終報告濃縮呈現，以及精煉宛若節目主

持人的口語表達能力。

而比賽議題有從「環境保護」、

「特色產業」、「交通規劃」、「觀光夜

市」、「宗教信仰」、「族群移動」、

「災害預防」、「犯罪熱點」、「健康照

護」到「時事話題」⋯等，乃至於相對較

冷門的自然地理課題的探討（如：河階、

沖積扇、海岸線變遷等）都有，舉例如高

雄的PM2.5監測、彰化綠屋頂、大眾運輸

工具BRT、UBike、精靈寶可夢、原住民

傳統領域課題⋯等，五花八門、各有特

色。題目固然重要，然則更重要的是研究

方法的選取，量化或質化方法，有無扣合

問題意識的內涵與操作，則是關鍵。就像
圖2　106年第十六屆地理奧林匹亞競賽 

現場與學生合影



135地理奧林匹亞競賽指導經驗談─空間視角與土地關懷

你想一表「抒情」歌曲，常理下不太可能

編排重金屬節奏，挑選「嗩吶」為主要的

樂器吧！並且龐大資料的呈現，則有賴於

老師指導學生對於GIS和統計分析軟體嫻

熟度的掌握、善用空間圖表的描繪，最後

要能有邏輯的層層推演至結論與建議，環

環節節、面面俱到，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

脫穎而出。

論文的社會回饋與價值

指導比賽到了後期，指導的心態慢

慢轉變，從一開始「我可以從這裡得到什

麼資料？」轉變到「我可以為這個地方留

下些什麼？」，由「進入、拿取」到「蒐

集、編織、回饋」，由106年第十六屆地

理奧林匹亞競賽本校的議題與研究區為

例，我們探討花蓮縣瑞穗鄉溫泉事業計畫

區與原住民傳統領域的爭議，由於當時開

發案審議迫在眉睫，部落卻較缺乏原住民

傳統領域的資料，於是本研究小組就以

「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為媒介平台邀

集部落權益關係人數次參與訪問與調查活

動，完成了「瑞穗鄉瑞祥（KOYO）部落

傳統領域地圖」，除了帶到比賽會場，賽

後也帶著獲獎的榮耀和評審給予的寶貴意

見修正後，將繪製完成的部落地圖張貼在

部落入口的「達魯岸」旁，除了擁有部落

自主調查的宣告意味、也展示給部落更多

的族人們「瑞祥」古往今來豐富的地理資

訊。地理的知識與技能，除了發現與豐富

自我，更多的應該是推己及人，融入參

與、共識與普及，發揮更大的社會價值。

圖3　瑞祥部落傳統領域地圖回到部落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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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的經驗、傳承與素養

小論文的成果並非止於獎牌與獎狀，

而是過程中與自我對話能力的養成、各行

各業角色與立場思辯，以及人和土地的聯

繫互動、龐大的資料蒐集與彙整⋯等。我

認為給予學生最大的訓練與挑戰是：好好

將一件事情由頭到尾，親自動手處理、有

始有終的做完做好！而透過競賽建立學生

核心的素養能力，應該就是「毅力」、

「協調」、「統整」與「表達能力」吧！

由於高中學科眾多、課程綿密，學生若缺

乏課後自省與回顧統整的能力，他們的學

習將變得較零碎，因此，我覺得無論是即

將到來的108課綱或各科多元選修課程的

開設，「橫向溝通─議題統整」將是更需

要被突顯的素養與特質。對於學校花蓮高

中而言，我認為是樹立社會學科的品牌與

亮點，透過田野考察得以與花蓮的人事物

與土地產生更多的連結，在各行各業中，

也不斷地與畢業校友及相關人士接觸，

也是累積人脈、良善校際組織關係的再建

立。於己而言，突顯個人學科專業外，同

時也不斷地自我提醒─「知識不應只是拿

來成就自我，知識應該是要用來奉獻」，

期許自己培養學生帶著「地理眼」看見更

多花蓮土地的議題、有趣的現象與自然人

文景觀，也讓學生對地理環境的變遷敏

銳、對地理科感到喜愛，豐富學習、豐富

自我！

107年4月11日收稿

107年4月23日修正

107年5月8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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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理學會會刊文稿格式規範

一、題目及作者

1. 題目加註英文，格式為18點字粗體，中文標楷體，英文Times New Roman字體。
2.  作者中英文姓名書寫。英文名字書寫方式為名置前姓放後，中間空白一格。格式
為14點字粗體，中文標楷體，英文Times New Roman 字體。

3.  於中文姓名後加*或**號，並在頁底註明中英文服務單位及職稱。在此應使
用學校和單位全名，如：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而非台大地理系，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而非Dept. of Geography, 
NTU。如為通訊作者，請在英文服務單位及職稱後，再註：Corresponding 
author。

二、摘要

1.  摘要置於正文之前，英文先中文後，各以不超過五百字為原則。格式為12點字，
中文標楷體，英文Times New Roman 字體。

2. 中英文摘要下均須附關鍵字（Keywords），關鍵字以5個為限。
3. 範例：
 Keywords： Globalization, world cities, producer services, subcontractor.
 關鍵字：全球化、世界城市、生產者服務業、代工者

三、內文

1.  主標題如：前言、研究方法、結果與討論、結論等，不需加註項次，格式為14 點
字粗體，中文新細明體，英文Times New Roman 字體，並設定置中對齊。主標題
下之次標題則以（一）、（二）項次標明。

2.  內文格式為12點字，中文新細明體，英文Times New Roman 字體，採單行間距。
段落設定與前後段0.5行距離。每一段落起始縮排兩個全型字空格。

3.  採用引文時無論字義，拼法與標點符號，一定要與原始資料符合，並於文末註
明出處。中文論文中引用文獻時，需以括弧註明作者全名及年份，如王秋原

（1983）或（王秋原，1983；王秋原、趙建雄，1995）等；引用英文文獻時，僅
註明姓氏（last name）及年份，如Wang（1983）或（Wang, 1983），若該作者同
時有數篇，按年代先後排列。

4.  非數學式中之（ ）、[ ]、{ }等括號，均為半型字，用Times New Roman 字體。左
括號與前一中文字間隔1個半型空格，右括號與後一中文字亦間隔1個半型空格。
若左括號的前一中文字或右括號的後一中文字為標點符號，則不間隔半型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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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阿拉伯數字前之正或負號（+或-）與數字後之百分比（%）等符號為半型字，用
Times New Roman 字體。除年份以外的阿拉伯數字，大於1,000的數字，一律加入
分位號，如2,000,000。

6. 西元年、月、日用阿拉伯數字表示，如2001年9月12日。年份以西元為主。
7.  表格標題在表格上方；圖與照片之標題在圖之下方。中文標題一律用黑體字。特
殊尺寸之地圖不在此限。

8.  圖與照片之附註、說明或資料來源放在圖或照片與標題之間，表格之附註、說明
或資料來源則放在表格下方。表格之單位註記則置於表格標題與表格之間，靠右

對齊。資料來源在附註、說明之上，靠左對齊。

9. 圖、表與照片之序號一律用阿拉伯數字，如圖2、表5、照片3。
10.  單一附錄不編序號，二個（含）以上之附錄用中文數字一、二、三序號，如附錄
四。

四、引用文獻

1.  論文篇末書寫引用文獻時，應置於註釋之後，按中文、日文、英文及其他語文之
順序排列，並按作者姓名筆劃及英文字母次序排列，同一作者有數項參考文獻

時，按出版年代排列，若同一年代有數項出版時，再以a. b. c.⋯編列。
2.  引用文獻（非參考文獻）不必編號碼，第一行請自第一字寫起，不夠謄寫時，第
二行國字請自第三字寫起，英文則為第五字寫起。文中未引用之文獻，請勿臚

列。

3. 引用文獻之撰寫方式如下：
（1）期刊論文

 作者名（二位作者以上，請以姓排列於前）發表年份（一律用西曆，並加
圓括弧）論文題目（英文題目僅第一個字首大寫，其他均為小寫），刊物

名稱（中文期刊名標楷體，英文期刊全名斜體），卷數（期數）： 頁數。
範例：

 王秋原（1983）基隆河流域聚落發展及居民活動空間之研究，國立臺灣大
學理學院地理學系地理學報，14： 80-90。
 Huriot, J. M., Smith, T. E. and Thisse, J. F.（1983）Minimum-cost distances in 
spatial analysis,
Geographical Analysis, 21（4）： 294-315.

（2）書籍
 作者名發表年份（一律用西曆，並加圓括弧）書名（中文書全名標楷體，
英文書全名斜體），版次，出版公司（中文書籍為出版地：出版公司；英

文書籍為出版地： 出版公司）。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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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秋原（1983）計量地理學，二版，臺北：正中書局。
 Strahler, A.（1998）Introducing Physical Geography, New York ： John Wiley 
and Sons.
 Morrill, R. B.（1988）社會的空間組織（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1974﹞，薛益忠譯，二版，臺北：幼獅文化出版公司。

（i）無作者：以文獻名稱第一字母編排。
（ii）編輯之書（作者即編者）

楊國樞、葉啟政編（1979）當前臺灣社會問題，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Bryan, R. B.（ed.）（1987）Rill Erosion, Cremlingen： Catena Verlag.

（iii）編輯之書中的專文
 漢寶德（1979）我國當前的居民的問題，楊國樞、葉啟政主編，當前臺灣社
會問題，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17-230。
 Barthes, R.（1986）Semiology and the urban. In： Gottdiener, M. and 
Lagopoulos, A. Ph.（eds.）The City and the Sig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87-98.

（iv）網頁資料
 行政院環保署（2008）空氣品質監測，http：//taqm.epa.gov.tw/emc/default.
aspx？mod=PsiAreaHourly。下載日期：[2008.07.30]

2015.08 月修訂



140 （2018·09）

中國地理學會會刊徵稿簡約

一、 本刊以登載有關地理學及相關學刊之論著為主。
二、 本刊版面公開，歡迎提供下列各類稿件：
   研究論文：1.有關地理學及相關學科之著述。
        2. 有關地理學及相關學科之技術或理論報告，其研究內容在方法論上有

創見或對經驗之累積上有價值者。

        3. 對地理學各次領域現有研究的整理與回顧，並提出具體的展望或創見
者。

   書評：對國內外重要書籍之評論。
   報導：報導學會與學界相關訊息。
三、 本刊暫定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出版，並全年徵稿。
四、 本刊採用之文稿，以未在國內外任何刊物發表者為限。
五、  文稿以中文或英文撰寫為限。惟論文題目、作者名與摘要需中英文並列。
六、  文稿一律橫寫，並以Microsoft word打字，隨文稿請繳交電子檔一份，以利送審及

後續作業之進行。

七、  文稿以一萬五千字為限，或連同圖表不超過15印刷頁為原則，每篇酌收2000元審
稿費。超過15印刷頁部分，每頁加收500元。印刷彩色頁每頁為1,500元。

    匯款帳戶：華南商業銀行 台大分行 帳戶：154100005192戶名：中國地理學會
八、  文稿請參考「文稿格式規範」編排，寄交本刊編輯委員會。（10617臺北市大安區

羅斯福路四段1號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轉交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編輯委員
會收；或將文稿寄至e-mail： bulletin.geogsoc@gmail.com。

九、  編輯委員會收稿登記後，分送相關研究領域之學者審查，審查意見供編輯委員會
取捨文稿之參考。經會議審查決定刊登之文稿，即送廠排印，並分別送請各作者

校稿。

十、  本刊文稿之作者，應對論文內容及相關發表權之取得，負全部之責任。
十一、 本刊研究論文收錄於數位資料庫，投稿作者於文稿接受後需簽署授權書同意著作

權之授權。

    簽約公司為1.華藝數位藝術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ceps.com.tw）2.凌網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hyweb.com.tw）3.智慧藏學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wordpedia.com）。

十二、本刊由「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編輯委員會」編印。

十三、洽詢電話02-33665847。e-mail： bulletin.geogso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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