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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摘要： 

交通建設之良窳及密度不僅關係民眾通行之安全性及便利

性，更是區域經濟發展、人口聚集、產業活動及資源分佈的

重要參考指標，唯有便利的交通網絡才能推動經濟發展。 

本次至中國大陸主要參訪城市為廈門市、連城縣、福州市，

藉由與當地人民政府面對面的座談與實地親身的走訪，體會

到中國大陸這些城市近年來的繁榮發展與進步，不管是交通

建設、道路景觀綠美化或是都市風貌，都有一些優點、創作

與成功的經驗值得我們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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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交通建設有其連續性與急迫性，交通問題更是本鄉鄉民迫切認

為最需解決的問題之一，是故交通建設之良窳及密度不僅關係民眾

通行之安全性及便利性，更是區域經濟發展、人口聚集、產業活動

及資源分佈的重要參考指標。 

烏日鄉位於台中市的南邊，鄉內有國道中山高速公路、國道第

三高速公路、省道 74 號中彰快速道路、省道台 1線、鐵路北側三十

米道路(建國路)、台中生活圈二號道路(環中路)、台中生活圈四號

道路(環河路)、鐵路縱貫線及高速鐵路等多條重要幹道貫穿，形成

綿密的交通網，可謂四通八達，為台中縣市之重要交通樞紐。 

近年來鄉內由於高速鐵路台中車站興建及周邊 270 餘公頃土地

開發帶動，促使都市快速發展，交通建設、都巿更新及經濟招商等

促進鄉政建設事項，都是本鄉亟需面對之重要議題，因此如何建立

一個健全而又有效率的公務體系以為因應，實為當務之急。 

中國大陸廈門等地區由於經濟快速成長，都市發展快速，促使

人口大量聚集，交通綠美化建設更是一日千里，其情形與本鄉頗有

雷同之處，故希望藉由本次參訪、觀摩學習的機會，從中吸取寶貴

經驗，作為本鄉日後擬定規劃交通綠美化建設、都市計畫及行政革

新等政策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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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行程 

第一天 台北-香港轉機-廈門 

＊ 下午 3時抵達廈門機場 

＊ 拜會廈門市公共關係協會，聽取吳會長、蔡副會長對廈門市交

通建設及都市發展現況簡報，並由本鄉陳鄉長向與會吳會長等

簡介烏日鄉現況及未來發展願景並說明本次參訪團考察重點

及項目，藉由座談方式彼此交換心得及意見。 

＊ 觀摩廈門地區快速道路及市區道路相關街道、人行道、路樹植

生、綠美化、清潔維護等建設及養護情形。 

第二天 廈門 

＊ 經由廈門台灣同胞會及廈門市公共關係協會安排，拜會廈門市

規劃局，由該局局長向參訪團介紹廈門都市計畫發展情形、規

劃方向及未來展望，並派員導覽實地參觀廈門市。 

＊ 下午前往廈門市灌口鎮人民政府參訪，由灌口鎮吳鎮長與本鄉

陳鄉長相互介紹兩地的民俗風情、發展現況，並擴大到經濟建

設及招商情形，藉由吳鎮長的解說，部份可供本鄉未來在研擬

推動高鐵站區週遭開發相關建設之參考。 

第三天 廈門-連城 

＊ 下午 5時抵達連城縣。 

＊ 前往連城縣姑田鎮人民政府參訪，聽取黃鎮長對該鎮現況及各

項建設簡報，隨即由我方陳鄉長向與會人員簡介烏日鄉現況及

未來發展願景並說明本次參訪團考察重點及項目，並希望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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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間相互交流，來達到經驗共分享。 

第四天  連城 

＊ 與連城縣人民政府座談，聽取由縣委書記對各項建設簡報及工

業區開發及招商情形，並由我方陳鄉長向與會人員簡介烏日鄉

現況及未來發展願景並說明本次參訪團考察重點及項目，最後

由連城縣姑田鎮黃鎮長與本鄉陳鄉長雙方簽署推動兩地交流

與合作協議書。 

第五天 連城-福州 

＊ 下午 5時 30 分抵達福建省省會福州市。 

＊ 觀摩福州地區市區道路相關街道、人行道、路樹植生、綠美化、

清潔維護等建設及養護情形。 

第六天  福州 

＊ 拜會福建省台灣同胞聯誼會。 

＊ 湧泉寺、西湖公園及閩江公園景觀綠美化建設參觀。 

第七天 福州-香港轉機-台灣 

＊ 由福州機場經香港轉機回台灣，結束此次參訪行程。 

 

 

 

 

 

 

 
 - 5 -



參、 考察內容 

依據本次所考察地點分述如下： 

一、廈門市 

廈門位於東經 118°04'04"，北緯 24°26'46"附近，在中國東南

沿海，福建省南部，與漳州、泉州相連，地處閩南金三角心臟位置。 

廈門市由廈門島、鼓浪嶼、內陸的同安、集美、海滄、杏林等及其

眾多小島嶼組成，陸地面積有 1565.09 平方千米，海域面積有 300

多平方千米。其中廈門島面積約為 132.5 平方公里，是福建省的第

四大島嶼，全島海岸線約為 234 公里。 當地氣候屬於亞熱帶季風

氣候，年平均氣溫在攝氏 21度左右。 

廈門市(廈門一名鷺島)是中國大陸福建省下轄的一個副省級

城市；位於福建東南部，建城 712年，屬閩南地區，經濟較為發達，

是首批實行對外開放的經濟特區之一。市內有鼓浪嶼、集美學村、

萬石植物園等景點。廈門和金門隔海對望，曾是國共雙方距離最短

的前線陣地，在兩岸敵對期間曾經炮火連綿。 

鴉片戰爭後，廈門成為中國最早開放的五個口岸城市之一。

1852年，在廈門本島設英租界。1902年鼓浪嶼島淪為公共租界。

1938年 5 月至 1945年 9 月淪陷。1949年 10 月廈門市解放，為省

轄市，轄 6個市轄區： 分別為思明、湖里、海滄、集美、同安、

翔安。全市戶籍人口 160.38 萬人，常住人口為 233 萬人。男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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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和女性人口分別為各占 50.55%和 49.45%，性別比為 102.2：100。

全市人口中以漢族居多，另有回、滿、壯、畲、苗、及高山等 20

多個少數民族。由於地理環境和歷史背景的因素，擁有眾多的歸

僑、僑眷及廈門籍僑胞和港、澳、台同胞。 

廈門市近年來在經濟突飛猛進，人口快速成長，全歸功於有完

善的交通建設網，茲就其重要交通建設分述如下： 

1、鷹廈鐵路：是中國東南部地區重要的鐵路幹線。它北起江西

鷹潭，南至福建廈門，全長 694 公里。 

2、福廈高速公路：是在福建省東部沿海平原丘陵區上南北縱向

的高速公路，作為全國沿海大通道（自黑龍

江的同江至海南三亞）重要組成部分，在福

廈鐵路通車前，取代 324 國道（福廈線）成

為福州與廈門之間重要的交通幹線，對促進

沿線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3、319 國道：起點為福建廈門，終點為四川成都。  

4、廈門港：有通往國際國內的航線。  

5、廈門高崎國際機場：開闢 50 多條國內航線和數條國際航線。 

6、翔安隧道：中國大陸第一條海底隧道，全長約 9公里，其中

海底隧道近 6公里，起點為廈門島五通，終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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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市翔安區西濱，主洞隧道建築限界淨寬 13.5

米，淨高 5米。隧道最深在海平面下約 70 米，工

程總投資約 32 億元人民幣，是廈門市基礎建設投

資金額最大的項目，由總部設於天津的中國鐵路

建設十八局集團建設，2005年 8 月 12 日簽訂協

議，預計 2009年建成通車。 

由於廈門島為實行對外開放的經濟特區之一，島上車潮湧現

( 參訪團第一天下午由機場前往廈門市公共關係協會途中，即遇到

塞車，車子在車陣中幾乎動彈不得，由此亦可看出廈門的繁華)，

為改善空氣品質，島上是嚴禁騎乘摩托車（依據環保單位統計 1台

機動摩托車的污染排放量相當於 4台轎式車輛），民眾主要通行交

通工具為公共汽車、計程車及腳踏車；為了緩解廈門日益增長的交

通壓力，政府鼓勵民眾多搭乘公共汽車，並提供廉價、密集而又四

通八達的公共汽車供民眾搭乘(非冷汽車票價為 1塊人民幣、冷汽

車票價為 2塊人民幣)，另外計程車起跳價為 8塊人民幣 3公里，

每 1公里加 2 元）此亦為大陸地區最便宜。 

廈門市屬新興開發都市，其街道規劃多採棋盤網狀式，整齊劃

一，道路大多寬闊，除配置合理車道數、中央分隔帶、快慢分隔帶

外，人行道規劃更是寬廣(約 8~10 公尺寬)，車道與人行間以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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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隔，提高行走舒適感及安全性，另道路周邊時有增設廣闊綠帶空

間，對改善道路景觀，有十足加分效果。 

走在廈門街道上另一個感覺就是＂整齊＂和＂乾淨＂，很少看

到地上有煙蒂、飲料罐等在台灣常見的垃圾，喬木、灌木、草地等

綠帶修剪既整齊而又不雜亂；還有道路鋪面多為混凝土，其與路側

排水溝面洽可結為一體，感覺非常平順，沒有高低起伏，也沒有坑

坑洞洞的情形，提供人、車完善而良好的通行環境。 

 

二、連城縣 

位於中國福建省西南部，是龍岩市所轄的一個縣，面積約 2951

平方公里，人口約 33 萬人，屬客家語系，區內新開發三處工業區(福

建省連城工業園區、連城縣朋口工業集中區、連城縣廟前工業及中

區)，對招商非常積極，並針對土地、財稅、水電、服務與管理上

際出多項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在與連城縣人民政府座談會上，親

身體驗集權政府的行政效能及對上級長官命令的貫徹，另對招商事

務的處理，設置＂單一窗口＂，統一受理投資客商問題及答覆，免

除投資客商因單位繁雜，在人生地不熟情況下而無所適從，此舉既

可加速招商速度，對繁榮地方經濟及增加就業機會亦有莫大幫助。 

 

三、福州市 

福州是福建省的省會，又有榕城之稱；位於中國大陸東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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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建省東部的閩江口地區，四面環山，閩江贯穿市區，東部隔臺灣

海峽與台北市遙遙相望，全市總面積約 12,154 平方公里，其中市區

面積約 1043 平方公里；市轄區人口約 243 萬，居民日常語言為閩東

語福州話，但是普通話也被普遍使用；行政區現轄 5市轄區，1經

濟區，2縣級市，6縣；自 1949年後，經過 50 餘年的建設，形成了

以高速公路，機場，鐵路，水運相輔相成的完善交通體系；改變了

以往有所謂“閩道更比蜀道難＂的交通窘狀；其重要交通建設分別

為：福州長樂國際機場、京福高速公路、外福鐵路。 

閩江公園，原名江濱公園,位於福州市區閩江南北兩岸，她是

福州市內最大的開放式休閒公園，內分為北園和南園，以江為界。

北園全長 5．5公里，面積 44．24 公頃，集親水性、生態性、藝術

性為一體，體現了獨特的閩江流域文化特色和榕城風情。她由 9個

景區組成，自西向東依次為：西河園、錦江園、金沙園、望龍園、

繽紛園、橋樑園、華龍園、閩風園和閩水園。  

南園位於閩江南岸，全長 2850 米，占地 27.4 公頃。南園的原生林

較多，人工雕琢的痕跡相對較少。她由一個主入口廣場和 8個景區

組成：荷塘月色、江畔閒情、夢裡田園、童趣天地、十里花徑、花

鄉廣場、洪塘古渡、日沐椰風。  

西湖公園位於福州市西北的臥龍山，為晉太康三年郡守嚴高所

鑿，唐末就已經市遊覽勝地，五代時閩王王審知次子王延鈞繼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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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建造亭、台、樓、榭，湖中設樓台，西湖成為御花園，到宋代

更富盛景，清道光八年林則徐為湖岸砌石重新修建，闢為西湖公

園，工園佔地約 40 餘公頃，陸地、湖面各佔一半，園內長堤臥波，

垂柳夾道，湖中數個自然的湖嶼間有飛虹橋、步雲橋、玉帶橋等相

連，佈局十分精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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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察心得及建議事項 

一、 本次參訪廈門，發現廈門市人民政府為改善空氣品質，在

島上嚴禁騎乘摩托車，其通行交通工具以公共汽車為主，

輔以計程車及自行車，因大眾運輸工具價格便宜且方便，

所以吸引民眾及通勤族搭乘，除可舒緩道路壅塞問題外，

並能降低都市空氣污染指數；反觀台灣地區地狹人綢，汽

車、摩托車等通行工具數量龐大，產生大量廢氣物，雖然

方便，卻也同時造成空氣污染及溫室效應，目前除了台北

市、高雄市已建有捷運系統外（台中捷運綠線經烏日鄉目

前尚在規劃），大部份縣市鄉鎮主要仍依賴公車及鐵路系統

輸運交通人潮，然因公車等系統銜接不完善、服務品質不

佳及乘車時間無法控制等，導致民眾使用率偏低，而以汽、

機車代步居多，因此為了地球永續發展，改善溫室效應，

除積極向中央建議儘速推動無污染之大眾運輸（捷運）外，

並應鼓勵民眾多使用自行車、電動自行車及電動機車等環

保車輛來銜接搭乘大眾運輸系統以取代目前燃油汽、機車

使用，降低空氣污染，留給下一代一個清新而美好的環境。 

二、 大陸目前為快速發展中國家，城鄉發展不均衡，交通建設

差距頗大，廈門、福州等沿海高度發展城鎮都巿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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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網絡發達，道路排水等建設經整體規劃，乾淨而整潔，

車輛多而擁擠，和台灣一樣繁忙，而連城縣則顯較為落後，

主要連外道路多為混凝土路面，或許礙於經費不足，道路

不甚平整且頗多坑洞，但其土地範圍廣闊，目前區內新開

發三處工業區，水、電等設備齊全，當地政府對招商非常

積極，用以促進經濟產業發展及增加在地人民就業機會有

莫大幫助，或許將來連城縣會成為工商發展的明日之星，

亦未可知，然其發展經驗洽可作為本鄉未來規劃溪南工商

產業專用區的參考。 

三、 本次在福州市前往西湖公園及閩江公園等參觀，其觀光景

點規劃，多維持原有風貌，加以改善及建設，對於自然生

態、環境的破壞度較低，相對比較，台灣觀光景點人工設

施多，不但易造成環境生態的破壞，且缺乏在地文化景觀

特色，過度的開發建設，產生土石流失、山崩、土石流等

問題，值得省思。可幸的是，近年環保意識高漲，政府及

民間均開始注意自然生態維護與觀光建設發展之間的平衡

性，「自然就是美」、「生態工法」不只是口號，更是本鄉在

未來公園綠地規劃與建設發展的概念。 

四、 在台灣道路長久均以車行導向來規劃施工，致人行及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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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空間不足，在廈門、福州等市區道路人行道及綠美化面

積與品質相對較高，且後續整理修繕及養護工作，亦相當

落實，讓人、車穿行其間，視覺效果十足，且其綠帶之寬

度並非均質性寬度，而是考量週邊環境給予適當拓寬或縮

減，例如在適當位置會增設綠帶空間等；另中央分隔島及

其道路兩側景觀綠美化部分，植物的配合應用於視覺上的

感受，皆有其欲表現之主題與意象特色，無論在經過市區

或郊外時皆充分表現出整齊、大方、美觀的精神，可見其

建設時之用心，都很值得本鄉來學習，並納入未來都市計

畫道路規劃及道路設計施工之參考。 

五、 在臺灣號誌燈一般均豎立在道路兩側，缺點就是容易被行

道樹或廣告招牌遮住，造成視線不良，危及人、車通行安

全，本次在福州及廈門的道路上看到，其號誌燈同樣豎立

在道路兩側，但燈桿懸臂端適度外伸到道路中央，讓通行

中車輛很容易辨識，很值得我們參採應用；另號誌燈數目

精簡，採用三燈相色一體與配合方向指引的方式，由先進

的電子設備來控制顏色與時相，相當創新先進，觀其好處

有三，其一、減少用路人觀看判斷號誌燈時間，提前做出

反應動作，減少車禍發生。其二、節省公部門裝設多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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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燈經費。三、減輕延伸燈桿附掛重量，降低危險。基於

以上優點，將於適當場合，建議交通有關單位納入研參。 

六、環島公路係廈門市交通的主要聯絡道路，由於傍海環行更

兼具觀光道路之性質，本次參訪發現道路在規劃、設計與

施工上都達到了相當的服務水準，其道路之行車路面與人

行道舖面平整度十分優良，界面銜接也相當順暢優美，路

燈兼具藝術氣息不再只是照明而已。  

在市區的道路上，其路面的平整度大都相當優良，可能和

各地下管道的佈設有關係，我們發現廈門市區的地下管道

大部分都不在行車道路上，是分佈在人行道範圍，而且路

面在重新刨除及舖設時的要求很嚴格，充分落實施工品質。 

另外由於市區人車較為擁擠停車空間有限，為有效即時提

示駕駛人目前鄰近停車場的使用狀況，在適當路口以號誌

看板預先顯示尚可使用之資訊，這種作法亦相當科學與先

進，值得帶回參採使用。 

七、本次由連城縣前往福州市主要是利用高速公路，福建省的國

道公路網建設亦落實大陸推動經濟改革開放的政策，其交

通建設的成果不落人後相當的進步，公路寬大、筆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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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巴士奔馳在高速公路的速度與舒適感十分良好，公路

沿途對生態的保護亦相當用心，例如採用生態工程的擋土

墻、路側採用自然邊坡設計，在邊坡緩衝區處處可見草地

披覆、喬木、灌木、花木及石景使用的意象，而且維護工

作真的做得相當完整確實，值得注意的是車流量不大，然

政府願意規劃與投下如此種大的建設經費，可見其雄厚的

實力與遠見，交通建設係經濟發展之母，唯有便利的交通

網絡才能推動經濟發展。 

福州市的很多地方，為避免用路人車流種類與旅次型態在

道路上的衝突與互相干擾，適度的將其分開卻有其必要

性，他們的作法係採用一般常見的人行陸橋加上改良式的

設計，將其坡度減緩坡道加長，使機車、腳踏車與行人共

同使用同一陸橋，以達到避免車流衝突與互相干擾的頻

率，實不失為一兼二顧的做法，在台灣的都會區應該也可

以用得到，另本次參訪所見之陸橋係採鋼骨構造，在造型

上也相當講究儘可能融入都市的商業建築體系，其配屬之

照明設備係從底下發射出藍色燈光，在夜晚時更加顯出其

絢麗的造型，可見福州市人民政府對都市景觀造型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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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州市對於市容的維護與路面平整度也不輸給廈門市，乾

淨的市區街道亦隨處可見，福州市的市區道路景觀綠美化

也做得很好，反觀在自己的家鄉有很多都不如人家，應該

還有改進的空間。 

它山之石，可以攻錯，本次廈門市、福州市的市政建設參

訪，相信一定可以學習到他們對市政建設的經驗，並分享

到他們的一些優點、創作與成功的經驗，對於本鄉日後的

鄉政發展提供一些寶貴的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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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廈門市公共關係協會及座談 

 

參訪團成員與廈門市公共關係協會吳會長、蔡副會長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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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市區道路-整齊乾淨 

 

廈門市城鄉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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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行道與車道間以綠帶分隔 

 

人行道與車道間以綠帶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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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廈門市規劃局-聽取簡報 

 

參訪廈門市灌口鎮人民政府及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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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觀台灣日本殖民時期廈台關係圖片展 

 

參訪連城縣姑田鎮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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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連城縣姑田鎮人民政府座談 

 

與連城縣人民政府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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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公園 

 

西湖公園-生態工法-自然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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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公園-生態工法-自然砌石 

 

閩江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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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江公園-草皮空間寬廣-綠意盎然 

 

道路號誌燈桿懸臂端適度延伸至道路中央-三燈相色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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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路號誌燈桿懸臂端適度延伸至道路中央 

 

廈門市－停車場使用現況即時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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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市－下水道規劃在人行道下方 

 

廈門市－路面修復對於平整度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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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市－路緣石的平整度 

 

福州市區道路-人行道綠美化-整齊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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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州市市區道路－乾淨的街道 

 

福州市－行人腳踏車機車共構 

 - 30 -



 

福州市－行人腳踏車機車共構 

 - 3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