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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市於 2010 年 12 月 25 日由原臺中市與原臺中縣合併，進而

升格為直轄市，成為臺灣極具文化特色的美麗城市。為了打造本市成

為名副其實的國際知名城市，近年來除努力優化內質，對於國際觸角

之延伸更是積極提出作為。 

為提供市民更幸福的生活環境，提升國際競爭力，本市著手擘畫

諸多重大建設的藍圖，包括藍帶海洋計畫、水湳經貿園區、城市文化

三館等重要建設指標。而在規劃與推動過程中，參考其他國家成功的

相關案例，是讓本市相關發展計畫更加完善的不二法門。爰此，由本

府文化局、觀光旅遊局及大肚區公所等單位組成參訪團，前往與本市

交往熱絡、具有國際知名建設與文化成果之日本鳥取縣參訪，以期獲

得豐碩的寶貴新知。 

本參訪活動由本府陳副秘書長良義擔任團長，於 2013年 1月 30

日至 2月 3日率團出訪，展開為期 5天的城市交流。參訪過程經由鳥

取縣廳、議會與北榮町等官方拜會，彼此交換文化、觀光、教育與農

業等方面的推展經驗與意見，透過行政機關座談與分享，瞭解日方在

廳政與區政發展的現況與優勢；另規劃參訪當地新興美術館、博物

館、古蹟等文化建設與措施，以吸取日方在文化方面之優異成果。此

行，深深感受到日本各項硬體建設與軟體活動推展的專業用心與積極

態度，透過參訪的經驗與心得，提供作為本市相關市務推展的重要參

考。 

 

 

 



 3 

壹、參訪成員 

2013日本鳥取縣參訪活動團員名單 

職稱 姓  名 服務單位/職稱 出國任務 

團長 陳良義 

臺中市政府 

/副秘書長 

 

督導參訪活動各項事宜 

團員 王瑞嘉 

臺中市大肚區公所 

/主任秘書 

 

負責區政訪問行程協調、協

助參訪活動執行等工作 

團員 黃金龍 

臺中市大肚區公所

公用及建設課 

/課長 

負責區政參訪活動執行與記

錄等工作 

團員 蔡安致 

臺中市大肚區公所

農業課 

/課長 

負責區政參訪活動執行與記

錄等工作 

團員 林政勳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觀光工程科 

/股長 

負責觀光參訪活動執行與記

錄等工作 

團員 簡惠華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藝文推廣科 

/科員 

負責文化參訪活動執行與記

錄等工作 

團員 曾士全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視覺藝術科 

/約聘編審 

負責參訪活動聯繫協調、參

訪活動執行與記錄、經費管

控、成果報告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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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目的 

在現今全球化的時代，城市的功能日益受到重視。本市位居臺灣

的地理中樞位置，堪稱「臺灣之心」(Heart of Taiwan)，2010 年 12 

月 25 日臺中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下轄 29區，讓本市愈加壯

盛，成為文化、活力、創意、環保的幸福城市，當然也做好名副其實

「國際新都」的萬全準備。 

本市除了是臺灣重要的特色城市，近年來在地球村更是名聞遐

邇、享譽國際的優質城市，曾榮獲英國倫敦世界領袖論壇「最佳文化

藝術城市」、全球智慧社群論壇「全球 7大智慧城市」等重大榮譽，

在世界關注的影藝大獎奧斯卡金像獎上，也因李安導演與本市合作所

執導的電影而聲名遠播，努力所累積的成果，著實讓世界各地看見了

臺中，也因而認識了臺中的美，與臺中的好。 

一個城市在內域的優化之後，接續的腳步即是要積極地邁向國際

化發展。而實質的國際城市交流乃是一項最重要的工作，透過交流的

方式，一方面可汲取彼此經驗，一方面則得以擴大國際視野，行銷自

我，以增進國際能見度，提升國際形象與地位，此乃每一個欲站上國

際舞臺的城市必要的作為。 

本市擁有 23個國際姊妹市，其中，雖未與日本國任何城市締結

為姊妹市關係，但本市大肚區與石岡區（前為大肚鄉與石岡鄉）在臺

中縣、市合併前，即分別與日本鳥取縣之北榮町與三朝町簽訂為姊妹

鄉町友好關係，彼此曾數次針對文化、農業、觀光與教育等方面進行

交流互訪，惟近期因區公所業務權管與預算等限制，雙方交流機會也

因之減少。 

其次，本市規劃於清水與沙鹿海線地區設立「企鵝館」之計畫因

故終止，當地民眾建議改以觀光型博物（美術）館等文化建設替代，

以開發該區之文化觀光產業。而位於日本鳥取縣於近期甫興建之「砂

之美術館」成果卓著，備受矚目，其所處地理條件與本市海線區域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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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值得一探究竟，透過參訪以深入瞭解其籌設、營運、行銷等成功

案例，以作為本市設置之參考方向。 

因此，市政府文化局臨危受命，整合大肚區公所與觀光旅遊局等

單位，扮演統籌與領頭羊的角色，組團前往日本鳥取縣進行文化、農

業、觀光與區政等業務之參訪交流，期能對相關市政之推動，有更進

一步的發展方向與效益的提升。 

除了首要目標，為推展本市觀光旅遊之「藍帶海洋計畫」與相關

文化發展而參訪「砂之美術館」，以及為延續雙方區町業務聯繫而拜

會鳥取縣廳與北榮町等行政機關，另外，本參訪活動亦規劃針對日本

國際知名的「足立美術館」、「青山剛昌故鄉館」與「水木茂紀念館」

等特色美術、博物館，以及日本國寶三德山「投入堂」遺址、重要文

化財「白壁土藏建築群」與「松江城」古蹟等珍貴文化場域進行參觀

與資料蒐集。希望藉由短暫的機關拜會與實地考察，提出對本市相關

市務推動的有利方案與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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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過程 

一、行程表 

日  期 行    程 

第一天 

1月 30日 

（星期三） 

上午 

04：15於市政府中港與陽明大樓集合出發 

08：35桃園國際機場起飛 

      （華航 CI-0156  桃園/大阪） 

12：05抵達大阪關西國際機場 

下午 由關西機場搭車往鳥取縣 

晚上 

18：30日華親善協會歡迎會 

下榻飯店：摩那可飯店 

ADD：鳥取縣鳥取市永樂溫泉町 403號 

TEL：0857-20-0101 

第二天 

1月 31日 

（星期四） 

上午 
09：00參訪砂之美術館 

11：30拜會鳥取縣廳 

下午 
14：30拜會北榮町並座談 

16：00參觀風力發電設施與砂丘農業研究所 

晚上 

下榻飯店：水明莊國民旅館 

ADD：鳥取縣東伯郡湯梨浜町旭 132 

TEL：0858-32-0411 

第三天 

2月 1 

（星期五） 

上午 
09：00參訪北条小學與幼兒園 

11：00參訪青山剛昌故鄉館 

下午 
14：00參訪農林綜合研究所園藝試驗場 

15：30參觀倉吉市白壁土藏建築群 

晚上 

下榻飯店：依山樓岩崎 

ADD：鳥取縣東伯郡三朝町三朝 365-1 

TEL：0858-43-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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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2月 2日 

（星期六） 

上午 
08：25參觀三德山投入堂古蹟 

11：00參訪鳥取縣立花卉公園 

下午 14：30參觀水木茂紀念館 

晚上 

下榻飯店：皆生飯店 

ADD：鳥取縣米子市皆生温泉 4-21-1 

TEL：0859-35-0001 

第五天 

2月 3日 

（星期日） 

上午 
08：15參觀足立美術館 

10：40參觀松江城古蹟 

下午 由松江市搭車往關西國際機場 

晚上 

回程 

19：45大阪關西國際機場起飛 

     （華航 CI-0019  大阪/桃園） 

21：55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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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程內容與參訪任務 

第一天  1月 30日（星期三） 

「2013日本鳥取縣參訪活動」由陳副秘書長良義率團，團員包括

本府文化局、觀光旅遊局與大肚區公所業務單位代表一行共 7人，於

1月 30日在桃園國際機場搭乘 8時 35分華航 CI-0156班機起飛，正

午時分抵達大阪關西國際機場，並順利完成入關手續。日本鳥取縣文

化觀光局交流推進課國際交流員陳瀅如女士與主事安達直樹先生等

人特別前來接機，參訪團緊接著搭車前往鳥取縣，展開為期 5天的參

訪活動。 

歷經近 5個小時漫長的車程，訪問團終於抵達首日下榻的鳥取市

區飯店，稍做整裝後，旋即參加由「鳥取縣日華親善協會」所舉辦的

歡迎會。該協會的成員為政、商、學等各界仕紳，包括鳥取縣議會議

員、鳥取縣森林組合連合會部長、財團法人鳥取縣觀光事業團理事

長、鳥取市水產部長、鳥取大學教授、社會福祉法人理事長、農場顧

問及個人藥劑師等。 

日華親善協會常田享詳會長在歡迎會上致詞表示，鳥取縣是日本

人口最少的縣市，但是對臺灣各方面的交流卻是最多的，希望日後交

流的範圍能從臺中市擴及到新竹與苗栗縣等其他區域，也希望更多的

臺灣民眾前往鳥取縣觀光交流。而為了表達該協會對臺灣的友好，該

協會已通過討論，即將更名為「日臺親善協會」，由此可見，鳥取縣

各界對臺灣各項資源的重視與積極態度。 

歡迎會在主辦單位常田享詳會長與本府陳副祕書長良義分別致

詞與相互交換紀念品之後，續由在場雙方成員共 38人進行交流座談，

彼此分享臺日雙方近年在文化、經貿、觀光、農漁業等各方面的經驗

與心得。歡迎會在賓主盡歡的氣氛下圓滿結束，參訪團在飽餐後回下

榻飯店集合，為明日拜會砂之美術館、鳥取縣廳與北榮町的行程做詳

細的討論與分工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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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華親善協會為參訪團舉辦歡迎會，雙方與會人員座談後合影】 

 

第二天  1月 31日（星期四） 

本日重點活動包括上午拜會砂之美術館與鳥取縣廳，以及下午赴

北榮町與相關人員的座談，另安排當地風力發電設施與農業研究所的

參觀，行程密集緊湊，以期獲得豐富的參訪成果。 

參訪團在 9時許，掌握開館的第一時間即到達「砂之美術館」，

該館位於鳥取市福部町湯山 2083-17號，於 2012年 4月正式開館營

運，是世界唯一展示砂雕作品的美術館，佔地 2800平方公尺（約 847

坪），總樓層數為地上 3層，其中，1樓為入口大廳、2樓為展示廳、

3樓為觀展迴廊，建物係鋼構加水泥牆建造，就外觀而言，屬於矩形

玻璃帷幕、無任何裝潢與空間隔劃的鋼樑、柱與鐵皮屋頂簡易建築，

其總造價經費卻高達日幣 5億 7,750萬元（約新臺幣 1億 8,650萬

元），此點頗令參訪團員為之驚訝。 

砂之美術館下澤武志館長在座談會中，首先以口頭方式向參訪團

進行館方簡介，並輔以海報看板說明前五期的展示活動與概要內容。

館長提及，美術館籌設之初，因砂雕製作成本高、容易損壞，以及僅

能短期展示等問題，受到諸多地方人士之反對，所幸，在推展了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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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日之後，雖未及立竿見影之效，但陸續吸引大量觀光客的成果，也

讓地方人士逐漸趨於認同，惟，近年來當地居民前往該館參觀之人數

仍極為少數，針對此現象，館方尚努力改善中。 

 

 

 

 

 

 

 

   【砂之美術館入口處與尚在整理中未完成之展示主題意象作品】 

 

 

 

 

 

 

 

                【砂之美術館建築物外觀與參觀出口】 

參訪團為此行的訪問活動，針對砂之美術館的組織、營運、經費、

活動規劃、教育推廣、行銷策略等各方面問題，特別研擬了下列議題

與館方進行座談，藉以深入瞭解該館之各項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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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貴館的經營團隊（公營、民營或其他機制）如何產生？ 

二、組織編制概況為何？ 

三、建館經費與年度推展計畫的經費來源（自籌、政府補助、企業贊

助、門票或其他收入）？ 

四、自 2006年 11月 18日開展至 2013年 1月 6日止，已推出 5期大

型的展示，其辦理方式為何（館方人員自辦或委託辦理）？另對

於近程、中程、遠程的推展有何規劃？ 

五、除了展示之外，對於教育推廣、研究、保存等方面有何措施？ 

六、是否有相關的行銷策略（如：結合相關產業、文化創意商品開發、

展示商店等）？ 

七、未來是否有與其他國家進行營運、策展、製作等合作之可能？ 

八、鳥取市的觀光人口，在美術館成立前與成立後有何差異？ 

針對參訪團以上的提問，砂之美術館下澤武志館長與鳥取市經濟

觀光部觀光推進課細谷慶介主任分別一一答覆，茲彙整如以下綜述： 

砂之美術館源於 2004年，周邊的町區因行政組織合併，在町民

集思廣益下，提出以當地特殊的砂資源結合藝術創作，以促進觀光產

業，振興地方經濟之構想。遂於 2006年起至 2011年分別推出 4期戶

外主題展示，2012年美術館硬體建設完成後，便推出第 5期的室內展

示。該館硬體建設係由鳥取市政府編列預算興建，其營運管理則是由

市政府委託民間團體「社團法人鳥取市觀光推進協會」負責，個別特

展活動另有市政府委託之活動企劃公司協助推動。美術館年度營運經

費悉由市政府年度預算、町區合併時發行的債券經費、門票收入與民

間募款等支應，雖入不敷出，但當地政府機關卻不以此表面的盈虧數

字為評斷，而是以整體對觀光、教育、文化所帶動的效益為其賡續推

展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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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之美術館館員人數計有 20人，設館長 1名，其餘並無組織編

制與任務分組，有關整體經營管理、展覽策劃、活動推廣與行銷等，

均由鳥取市政府、社團法人鳥取市觀光推進協會、鳥取市鳥取砂丘地

質公園推進室與藝術總監茶圓勝彥先生共同商討，合作推動。 

 

 

 

 

 

 

 

    【砂之美術館下澤武志館長為參訪團進行簡報並交換意見】 

 

目前砂雕特展的規劃以每年推出一檔期為原則，展出內容與邀請

藝術家概由藝術總監茶圓先生主導，因此，尚無中、長程的展示規劃，

亦無與其他國家合作之構想。除了展示活動之外，館方也無研究、保

存方面之措施，而每年針對當地中、小學生，由工作人員指導進行迷

你砂雕製作課程，當勉為該館教育推廣之作為。另，砂雕所使用之材

料是鳥取砂丘當地特有的砂質，取材自地面下 10公尺附近之砂質，

因其具有平坦、圓潤、黏性等特性，是其他地區無法取得的特殊材料。 

砂之美術館對於活動的宣傳管道，僅透過紙本文宣與電視廣告等

傳統方式為之，配合展期另在車站周邊設置中小型砂雕，以吸引民眾

取得展覽訊息。美術館對面設有一棟「鳥取砂丘情報館」，館內附設

簡易賣場，展售砂丘相關書籍、圖像、文具等文創商品。在觀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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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計方面，美術館設立前鳥取市之觀光人數約為 120萬人次，砂之

美術館開館後，觀光人數則增加至 170萬人次，顯見該館作為吸引觀

光人潮，帶動經濟發展的文化角色，確實達到其成果效益。 

 

 

 

 

 

 

 

             【館方為參訪團導覽館內空間與設施】 

 

 

 

 

 

 

     【砂之美術館正值檔期更換，工作人員進行整砂作業情形】 

在近 2個小時的座談與參觀下，對於砂之美術館雖仍有諸多意見

交流之期待，但因為參訪行程緊湊，囿於時間限制，僅得就此打住，

隨即驅車前往鳥取縣廳進行拜會。 

上午 11時 30分依約準時抵達鳥取縣廳大樓，平井伸治知事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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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參訪團的到來，還特別挪開其他行程與會議，以示尊重。會晤席

間，平井知事首先表示，對於本市媽祖文化節、元宵燈會等活動，將

持續推派藝能團參與演出，另希望對大肚區與石岡區的町區交流也能

永續交流。本府陳副秘書長隨後提出，臺中市每年舉辦市民及公務員

集團結婚儀式，是一項別具特色的活動，應可評估做為日後與鳥取縣

彼此交流的活動項目，以促進觀光與相關產業之發展。 

下午第一個行程抵達鳥取縣北榮町辦公室，訪問團應邀與北榮町

長松本昭夫、副町長岡崎功、北榮町議會議長青龜惠一與副議長石丸

美嗣等各單位主管進行座談。北榮町針對此次的拜會活動，特別提出

下列三項提案（原文摘錄）： 

一、青少年交流－自臺中市大肚區派遣青少年訪問團。 

二、今後交流的可能性－以運動和農業為主題的交流活動。 

三、北榮町觀光與物產的宣傳支援。 

另研提「2013年度北榮町擬定之臺中市大肚區國際交流事業計畫

（草案）」如下表： 

計  畫 內  容 

邀請大肚區

青少年訪問

團 

概要 邀請素有交流友誼的大肚區派遣青少年至町

內，藉著交流活動拓展兩地青少年之視野，增

進國際觀並培養積極實踐力，同時振興北榮

町，帶進更多活力。 

時期 1-2月（考慮臺灣沒下雪，計畫安排在可讓青

少年玩雪之雪季）3天 2夜，其中一晚住宿於

町內的寄宿家庭。 

邀請

人數 

預訂邀請大肚區青少年 20名，隨行者 5名（寄

宿家庭預計 10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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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北榮町所提之討論議題，本市大肚區公所王主任秘書瑞嘉初

步回應，北榮町即將於本年 2月 25日組團訪問本市及大肚區，對於

未來擬以運動和農業等主題交流的可能性，屆時將邀請大肚區體育會

理事長與農會總幹事等團體負責人共同參與討論，以尋求共識。另

外，大肚區公所農業課蔡課長安致亦於席間對鳥取縣當地農田灌溉的

方式與水資源提出意見交換。此拜會行程在雙方相互交換紀念品後圓

滿完成，同時約定雙方未來交流的聯繫窗口為北榮町政策企劃課渡邊

比呂志課長與大肚區公所王瑞嘉主任秘書。 

 

 

 

 

 

 

             【參訪團於鳥取縣廳拜會平井伸治知事】 

 

 

 

 

 

 

 

                 【參訪團與北榮町各單位主管座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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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在北榮町接待人員的帶領下，轉往參觀北榮町北条砂丘風力

發電設施，該町設置 9座高達 103公尺之風車，以供應町內的電力需

求，充分達到環保節能的效益。傍晚時分，參訪團緊接著來到砂丘農

業研究所，此站由該所椿越夫所長親自導覽所內蔬菜與花卉等農業研

究成果，並示範以人工方式挖掘當地特有砂質田地之山藥農產。 

 

 

 

 

 

 

 

       【北榮町生活環境課人員為參訪團解說風力發電設施】 

 

 

 

 

 

 

 

 

           【農業研究所椿越夫所長示範山藥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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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2月 1日（星期五） 

本日首站前往北条小學與幼兒園參觀，校長與園長親自接待導

覽，乾淨整齊的校舍與周邊環境令人印象深刻，而基於環境衛生與學

童健康考量，參訪團進入校舍需更換室內拖鞋，另配合戴上口罩，以

避免學童不必要的感染。除了整潔的環境，學校充分善用志工人力與

社區資源協助教學與學童照護，亦是當地教育措施的另一特色。 

 

 

 

 

 

 

           【北条小學引進外籍教師進行美語教學情形】 

 

 

 

 

 

 

 

         【社區志工協助北条幼兒園執行學童照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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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方文化特色館可謂舉世聞名，參訪團此行造訪鳥取縣，當

然不容錯過絕佳的參觀機會，因此，特別安排前往北榮町頗具國際知

名度的漫畫館「青山剛昌故鄉館」參觀。「青山剛昌故鄉館」是以人

氣漫畫《名偵探柯南》的原作者青山剛昌先生及其作品為主題的博物

館，由於青山剛昌先生出生於鳥取縣北榮町，因此淵源又順著柯南漫

畫聲名大噪的同時，為了推廣北榮町的觀光產業，博物館遂於此地籌

設，並於 2007年 3月 18日開館營運，其硬體設備與營運管理均由北

榮町負責。 

 

 

 

 

 

 

 

【青山剛昌故鄉館建築外觀與廣場展示】 

「青山剛昌故鄉館」分為 6個主題展區，分別展示了作者個人資

料、工作室實景、漫畫書籍、畫稿真跡、人物模型、動畫，以及漫畫

情節的體驗設備等，展示內容豐富多元。除展示區之外，另設有小型

自助餐廳與紀念品商店，該館每年吸引約 13萬人次的參觀人潮，據

館長石田敏光統計說明，以來自臺灣的觀光人士比例最高。 

北榮町境內以「青山剛昌故鄉館」為核心，配合鄰近大街小巷所

設立的「柯南雕像」，以及「柯南大橋」、「柯南大道」，甚至隨處可見

的人孔蓋都是柯南漫畫的精心設計，諸多總體規劃，著實為該地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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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股極為強烈的文創與觀光意象，以地方文化館的角色，也確實為

當地帶來相當可觀的經濟效益與城市形象的提升。 

 

 

 

 

 

 

 

    【館長石田敏光親自為參訪團解說導覽，並示範體驗區設備】 

 

 

 

 

 

 

 

 

 

 

【青山剛昌故鄉館周邊另有柯南大橋與柯南大道等社區整體規劃以吸引到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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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了上午的行程，參訪團在附近的「大榮道之駅」歇歇腳、使

用午餐。在簡單的午餐後，因為該處係由車站改設的蔬果市場，團員

充分利用簡短的時間，觀摩了當地農產批發零售的情形，獲悉些許北

榮町當地蔬果市集的發展概況。 

下午 2時抵達北榮町農林綜合研究所園藝試驗場參訪，該行程由

場區的次長片山純一先生進行介紹，首先帶領團員們參觀該場研發的

新技術，一整排 20餘株的水梨樹枝以嫁接的方式串連，藉由養分的

吸收，互相支援，可有效縮短結果成熟期間的研究成果，令參訪團嘆

為觀止。其次，來到栽培草莓的溫室，透過室外太陽能板發電導入圍

網，以防止山豬、犬、貓、鼠等動物入侵破壞。草莓株以圓管架高二

層，上層以培養土栽種及管線控制養分與水分之供給，下層以凹槽回

收多餘水分再利用，另引入蜜蜂授粉，利用生物防治法置入害蟲天

敵，以防止病蟲害的發生，有效減少農藥使用，確實達到環保的作為。 

 

 

 

 

 

 

    【參觀北榮町農林綜合研究所園藝試驗場水梨栽培新技術】 

接近傍晚時分，參訪團趁著夕陽餘暉，緊接著轉往參觀充滿古意

盎然的歷史建築街町「倉吉白璧土藏建築群」。倉吉觀光案內所水上

聰先生為參訪團導覽解說，成排的傳統倉庫以及店家，為日本江戶、

明治期間專門用來保存酒藏、醬油及紅茶的倉庫群，「藏」有「倉庫」

之意，白色的土泥壁、燒杉做成的黑色腰板及紅磚屋瓦，充滿日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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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風情，原色古味的建築，展現幽雅靜謐的傳統文化之美。 

白壁土藏建築群沿著玉川畔排列著，昔日風貌已褪盡，如今被當

地政府指定為國家重要傳統建造物群保存地區的老屋子，大多已被改

成赤瓦傳統工藝商店，在赤瓦 1至 8號館裡有和風小物雜貨店、鄉土

人形、佛像雕刻工房、竹藝館、茶室、醬油舖、酒屋、當地物產館、

木屐工房等，呈現了日本傳統工藝之美與現代的繁榮風華，也賦予該

珍貴的建築群另一個文化價值、歷史意義，以及推展文化創意產業功

能的新指標。 

 

 

 

 

 

 

    【導覽員為參訪團詳盡解說歷史建築的文化背景與再利用現況】 

 

 

 

 

 

 

 

       【善用歷史建築規劃為現代文創商店與藝術家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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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2月 2日（星期六） 

參訪團員今日起個清早，上午 8時許發車前往坐落於鳥取縣三朝

町三德山的「投入堂」參觀。「投入堂」名列日本國寶，目前更積極

爭取登入為世界文化遺產，因傳說係由法力高強的修行者將此佛堂投

入險峻的山壁內而得名，根據研究顯示，屬日本平安時代後期（西元

794-1192年）風格的建築物。 

三德山自古以來被稱為「美德山三佛寺」，西元 706年被修行者

作為修練場所而開闢的，在巨高的林木聳立間，看見長長的石階，即

是三德山的參道入口。山道雖僅有數百公尺的長度，但隱藏著豐富的

歷史文化資源，除了登山入口的「本堂」，另包括「十一面觀音堂」、

「役行者石佛」、「鐘樓堂」、「元結掛堂」、「觀音堂」、「不動堂」，還

有被列為重要文化財的「文殊堂」、「地藏堂」、「納經堂」，以及位於

最高處的國寶「投入堂」等珍貴史蹟建築與傳世的文物。 

為了保護重要史蹟與周邊自然環境，當地政府規定，進入三德山

必須申請入山證，且須穿著草製登山鞋攀登。該史蹟所處的山地垂直

標高差雖僅有 200公尺，但攀登全程卻需消耗近 2個小時的時間，可

見其山勢之險峻，也因此限制，參訪團僅能在入口處以虔誠的敬意，

透過望遠鏡設備仰觀該項古蹟遺址。 

 

 

 

 

 

 

 【三德山投入堂參道入口】       【設置參拜所與望遠鏡，供一般民眾遠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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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前，參訪團依原定計畫抵達鳥取縣立花卉公園，進行「鳥取

花長廊」的相關參觀活動。該處是鳥取當地結合農業與觀光的重要成

果展示區，也是日本最大的花卉公園，佔地總面積高達 50公頃，園

內不僅能欣賞充滿四季風情的各種花草植物，還能遠眺美麗的秀峰大

山景觀，是極具吸引力的觀光勝地。 

 

 

【園長導覽鳥取花卉公園內的專題展示館】 

 

                                           

           【美輪美奐的圓頂花房】 

 

鳥取花長廊內的設施包括圓頂花房、百合館、杉之館、樹之館、

密林圓頂溫室、展望長廊、嶺上茶館與草坪廣場、野餐區、遊園火車，

以及餐廳與特產商店。其中，直徑 50公尺、高 21公尺的大溫室「圓

頂花房」是該公園的象徵地標，圓頂內除了百家爭艷的各花卉品種展

示，另設有製作標本花的體驗區、同步展出攝影作品的畫廊，以及可

舉辦演講、演唱與音樂會的空間設置規劃。透過遊園火車的服務，更

可以提供行動不便或老弱婦孺者，在短時間內飽覽園區每一處瑰麗的

景緻。而配合花季，由 1萬 4千盞燈光所營造成的月光花園，提供民

眾於夜間仍可觀賞到花團錦簇的美麗場景，更是園區的貼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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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鳥取縣境港市的「水木茂紀念館」是此行參訪任務中，另一

個重要的地方文化館參觀點。水木茂紀念館與前一日參觀的青山剛昌

故鄉館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鳥取縣的境港市是以國際知名妖怪漫

畫《鬼太郎》等作品而聞名的漫畫家水木茂先生的故鄉，因此與漫畫

有關的紀念館又設置於鳥取縣內，成為該縣另一個國際間所矚目的地

方文化場館。 

「水木茂紀念館」收藏水木茂先生 10歲開始繪畫的作品、鬼太

郎的古董玩具、限量版模型、珍藏手稿和老頑童從世界各地蒐集來的

古怪面具。館內詭譎的燈光、古怪的音樂，搭配懸掛在牆上的妖怪模

型，鬼影幢幢中又透著探險趣味，整館配置規劃與氣氛，極為符合該

紀念館的精神與內涵。只可惜，基於著作權法等規定，館內多處禁止

攝影，參訪團只能心與眼並用，認真掃描館內影像於腦海，而無法藉

由錄、攝影設備留下更多的資料畫面。 

 

 

 

 

 

 

 

                       【水木茂紀念館外觀】 

鳥取縣為了推展觀光產業，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在進入水木茂紀

念館之前，規劃了長約 800公尺的「水木茂大道」，該道路儼然就是

配合漫畫情境的妖怪商店街，兩側文創商店包括鬼太郎當家的理髮

店、妖怪饅頭專賣店，還有諸多販賣鬼太郎創意商品的紀念品商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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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行道上則設置了水木茂夫妻的卡通版銅像和其漫畫中的 139個妖

怪雕像、河童之泉、妖怪神社等，另有真人版的鬼太郎、貓女、鼠男

等妖怪扮相穿梭在商店街上，提供與民眾互動及合影留念的服務，成

為此文化商區重要的地標與吸引人潮的賣點。 

 

 

 

 

 

 

 

 【水木茂大道上林立著許多與漫畫相關的妖怪雕像，以吸引觀光人潮】 

 

第五天  2月 3日（星期日） 

本日是此行參訪活動的最後一日，參訪任務是要進行位於島根縣

安來市「足立美術館」的參訪。「公益財團法人足立美術館」係由足

立全康先生於 1970年創立開館，該館不同於各國一般美術館以建築

體為唯一或大部分之美術場館，擁有 5萬坪的日式戶外庭園，乃是該

館傲視全球的最大特色，也因此項特色，自 2003至 2012年間，連續

10年被美國的日本庭園專門刊物《日本庭園雜誌》評選為日本庭園排

行榜首，亦曾於 2009年在法國的兩份主要旅行指南「Michelin Green 

Guide Japan」與「Guide Bleu Japan」上被評為世界最高的「三星」

評價。 

足立美術館每年可以吸引超過 50萬參觀人次的最大吸引力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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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美術館的庭園本身就是一幅四季千變萬化的美麗風景畫，春天的杜

鵑、夏天的新綠、秋天的紅葉、冬天的白雪，以及枯山水庭、白砂青

松庭、苔庭、池庭等，映入眼簾的雅緻風情與館內典藏藝術佳作相輔

相成。深入其境，令人心境澄如止水，頗有盡洗凡塵與忘卻疲憊的心

靈感受。 

                  【足立美術館外觀－入口處】 

       【足立美術館內多角度可觀賞到的日式庭園景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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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立美術館擁有 1,500件館藏藝術精品，近代日本畫壇代表作可

謂齊聚一堂，其中以日本極具知名度的藝術家橫山大觀為主要代表，

另有近代畫壇巨匠竹內栖鳳、川合玉堂、富岡鐵齋等畫家的精心傑

作。除了常設展之外，配合四季，每年四次調整展示作品策劃特別展，

使名畫與名園共融於一體，成為世界美術館中最具特色的和諧風貌。 

為了響應與回饋眾多參觀者的要求，足立美術館於 2010年迎接

開館 40週年慶的同時，增建了新館。新館展示作品以「足立美術館

獎」獲獎作品為主軸，而「足立美術館獎」係該館為了培育對日本美

術有發展性和潛質的膠彩畫創作者，於 1995年所設立，另於 2006年

起，為了收藏更多具有實力的現代日本畫與足立美術館獎能更發展鴻

圖，又於春天的院展中，創設了「春之足立美術館獎」。足立美術館

透過美術競賽與典藏的方式，對弘揚該國傳統畫類與積極推展傳承與

創新的藝術家之培育、鼓勵作為，堪值世界各國美術界學習。  

 

 

 

 

 

 

 

        【足立美術館獎獲獎作品於新館特展室隆重展出】 

足立美術館有享譽國際的廣大庭園造景，也有美術本館與新館硬

體建築，另設置陶藝館、藝術影音劇場、日式喫茶室、咖啡廳、文創

商店，以及免費接駁專車，完善高品質的整體規劃與服務，足以讓參

觀者流連忘返，甚至多次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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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立美術館文創商品賣店一隅】 

 

 

 

 

 

 

 

 

 

【館內特色喫茶室入口與其貼心服務】 

坐落於島根縣松江市的日本重要文化財「松江城」是此行最後一

個參訪點，該城是 1607至 1611年由松江藩第一代藩主堀尾吉晴歷時

5年的歲月所建造，也是日本僅存 12座城堡中，唯一位於山陰地方保

存完整的天守閣，屬日本第二大、第三高和第六古老的城堡。因其珍

貴，所有參訪者進入城內均需更換室內拖鞋，以免鞋靴的堅硬底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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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帶的砂石擦損了珍貴的國寶級地板。 

   

 

 

 

 

 

 

          【松江城外觀宏偉莊嚴，極具歷史文化價值】 

松江城的結構複雜，建築風格為瞭望臺式，於作戰時可用於防

衛。城高 30公尺，外觀 5層，事實上內部卻有 6層，地下有固守城

池時使用的水井，內部有投石口、槍眼等，最上層為望樓。城堡的大

部分牆壁是塗成了黑色的護板，堅實牢固，能夠承受住戰爭的破壞，

而同時又不失宏偉和莊嚴。 

 

 

 

 

 

 

 

            【松江城內部典藏珍貴文物且保存完善】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E%AD%E6%9C%9B%E5%8F%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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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最上層往下眺望，360度美不勝收的松江街景盡收眼底，錯落

有致的庭園花木與古城相互輝映，成為古都松江的地標象徵。當古

蹟、文物代表著該國、該處不可取代的特色，而吸引絡繹不絕遊客參

訪時，在文化傳衍的意義之外，確實蘊藏著無限商機與經濟效益。 

在完成本案預訂的機關拜會、各文化場館與有關町區務、農業、

教育、觀光等處的參訪活動之後，出國任務終告完成，參訪團於午餐

後驅車前往關西國際空港準備搭機返臺，而在超過 4小時漫長的車程

中，參訪團不敢鬆懈任務，在車上已為 3週後日方即將來訪本市大肚

與石岡區的活動內容做討論與準備。 

參訪團回程搭乘華航 CI-0019 班次，班機準時在晚上 10 時平安

降落在桃園國際機場，順利返抵本府辦公大樓時已是凌晨時分，團員

們雖有疲憊，卻是帶著豐碩的成果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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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 

本活動為期 5天的參訪行程雖然緊湊、短促，參訪團仍把握出訪

的每一刻，雙方交換文化、觀光、農業與町區政業務等方面之推展經

驗與意見，另透過觀摩的方式，吸取日方在各方面的努力做為與優質

現況，希望對本市日後業務推展有所助益。此行所見頗為豐富，謹彙

整參訪心得如以下列述： 

 

  一、一砂一世界，地方美術館開啟文化特色 

「砂之美術館」為世界唯一展示砂雕作品之美術館，展示著利用

距今十萬年以上之「古砂丘之砂」製作而成之砂雕作品。美術館旁之

「鳥取砂丘」面積約 160公頃，是日本第一砂丘，且為山陰海岸地質

公園之珍貴地質遺產，該砂丘擁有風紋、砂柱與砂簾等獨特風貌，美

術館利用此得天獨厚的砂丘資源，創造了砂丘的新文化與新藝術。 

砂之美術館佔地面積約 2,800平方公尺，為鋼筋混凝土構造，因

展示砂雕之需求，館內為無柱方式配置，屋頂以單跨鋼製構架所組

成，主要展示空間為 2樓，3樓另有提供民眾觀賞之迴廊。主場館於

2012 年正式開幕，所需經費為日幣 5 億 7,750 萬元（約新臺幣 1 億

8,650 餘萬元）由鳥取市政府出資，每平方公尺之平均造價高達新臺

幣 6萬 9仟元。 

鳥取砂之美術館每年之砂雕製作經費係由鳥取市政府編列預算

支應，並由社團法人鳥取市觀光推進協會負責管理經營。第 1期展示

期間為 2006年 11月至 2007年 1月，為期僅 2個月，規模較小且為

室外展現，以免費方式開放吸引民眾參觀；第 2至第 4期漸漸擴大展

示規模，而為了保護砂雕，開始搭建棚架加以保護，展期可延長約 4

至 8個月，除由砂之美術館本身展示外，鳥取市政府亦會委託民間活

動企劃公司辦理特展活動，搭配當期主題，於鳥取市重點地區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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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吸引遊客到訪。第 2期開始收取門票，收入由鳥取市政府收取，

作為該館相關設施的維護預算來源之一，該館在第 5期建造了砂之美

術館硬體，從此開始發展室內展示。 

美術館館體建造成本及砂雕製作費用所費不貲，僅賴門票收入實

無法維持館內營運，因此，前 4期皆為虧損之情形，於第 5期才接近

收支平衡。因館內經營盈虧皆由鳥取市政府負擔，但館方表示砂雕所

帶來之美術價值，不能光以金錢來衡量，並強調砂雕是種隨時間轉移

變化，最終回到砂之最原本姿態的飄渺藝術，藝術之美將成為永恆記

憶而保存於每一位到訪者的心中。 

2006-2012年「砂之美術館」營運概況表 

展示日期 展示主題 
活動經費 

（日圓） 

入館 

人次 

經濟效益 

（日圓） 

2006.11.18 

-2007.01.03 

義大利文藝

復興 

970萬 110,962 5億 7,000萬 

2008.04.26 

-2009.01.03 

世界遺產-亞

洲篇 

7,600萬 322,197 55億 

2009.09.18 

-2010.01.03 

隨砂雕環遊

世界-奧地利

篇 

7,100萬 170,679 36億 6,000萬 

2010.04.29 

-2011.01.10 

隨砂雕環遊

世界-非洲篇 

1億 414,323 73億 4,000萬 

2012.04.14 

-2013.01.06 

隨砂雕環遊

世界-大英帝

國篇 

5億 7,000

萬 

約

520,000 

（尚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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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取縣以地方獨特的資源，凝聚地方共識，設立砂之美術館，開

啟了地方文化特色，也締造了當地觀光與相關產業的正面效益，成為

國際間成功的文化發展案例。或許，不同國家與地區無法擁有相同豐

裕的資源，但由此案例之參考與引發，尋找出各自的獨特資源，並善

加運用，相信亦會有可分享他國的文化成果。 

 

  二、以小博大，地方文化館創造多元價值 

此行參訪的地方文化館包括青山剛昌故鄉館與水木茂紀念館，其

中，青山剛昌故鄉館位於鳥取縣北榮町，為一 2層樓建築，以資料館

的型態展示為主軸，戶外備有可停放 20輛大型車、100輛一般轎車、

3個殘障車位的大型停車場，可見其遊客人數眾多。 

從車站到青山剛昌故鄉館沿路設置了「柯南大道」，有青銅製漫

畫人物雕像以縮小比例或等比例散置於大道兩側週邊，而腳邊的下水

道水溝蓋也有金屬模製的柯南偵探漫畫裡的各個角色，館外廣場停有

漫畫中阿笠博士的黃澄色金龜車，是吸引遊客一路前來參觀的醒目地

標。 

以環境規劃來看，從小小的故鄉館發散至週邊車站、陸橋等，讓

遊客彷彿來到柯南世界，走在街道上似乎在轉角間就會遇到漫畫小孩

柯南，呼應了偵探漫畫探險的樂趣。 

另一參訪館舍是位於鳥取縣境港市的水木茂紀念館，該館於 2003

年開館營運，作為展示當地出身的日本漫畫家水木茂傳奇的一生及其

著名的妖怪漫畫「鬼太郎」等作品之展示館。 

鳥取縣境港市於 1989 年開始策劃將水木茂筆下的妖怪文化、角

色融合於市區上成為觀光文化區。1993年「水木茂大道」正式揭幕，

初期在街道上僅擺置了 23 座妖怪銅像，至今已陸續增加至 139 座。

另外，往返於境港市與米子市之間的 JR 電車線上，也有外觀塗繪著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2%83%E7%B7%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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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太郎漫畫中諸多角色的「鬼太郎列車」行駛，特色別具，充滿吸睛

的效果。 

 

  （一）展示內容與展示手法 

上述兩館展示區域樓地板面積皆不超過 500平方公尺，屬小型展

示館。青山剛昌故鄉館內展示手法呼應「偵探」的探險性質，例如設

計讓遊客在不同角度看到不同文字、圖像，或動手體驗機械開關，破

解關鍵密碼，尤以體驗區將漫畫中會出現的特殊機關，如變聲領結

等，讓觀光客化身漫畫中的人物，親身體驗偵探家的樂趣，這是該館

不同於一般文化館舍之處。簡言之，善用主題發想展示特色與創造參

觀者體驗、互動樂趣，為該館增色不少。整個參觀動線是從一樓入口

購票進入，沿著口字型的參觀動線最後來到柯南紀念品商店，柯南迷

當然會在此爭相「下手」以滿載而歸，讓該館增加不少經濟收益。 

而水木茂紀念館與青山剛昌故鄉館同為 2層樓建築，也是以口字

型為參觀動線，最後回到售票的入口處，展示區域分為「妖怪屋」、「妖

怪的世界」等主題不同的展間，由展覽室圍束的戶外中庭也布置著妖

怪庭園，讓整館內外空間具有十足的想像色彩。 

水木茂紀念館在「作者的一生」展示區，其展示手法與青山剛昌

故鄉館雷同，同樣使用展板、手稿、老照片輔以文字說明，現場也有

裝置真人比例的水木先生書房、畫室的布置，讓遊客感受水木先生創

作時的情境。其餘區域展示各種出現在其作品中的妖怪，對於喜歡鬼

太郎的妖怪迷或者害怕妖魔鬼怪的參觀者，均有震撼的體驗與感受。 

整個展示空間規模不大，但參觀者絡繹不絕，售票與資訊服務檯

備有多國語言之語音導覽裝備，服務對象不僅限於日本國內遊客。除

紀念館之外，週遭營造的妖怪文化，包括鬼太郎商店街、街道上妖怪

雕像與家具、時鐘等公共設施，以及在街上隨時可巧遇從漫畫中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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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妖怪人偶，另外，境港市還有妖怪主題樂園等，諸多措施都大大地

加深了遊客對該地的優質印象。 

整體來說，兩館並沒有太多複雜或高成本的展示方式、材料或設

備，整個展示設計的成本均是地方政府可負擔的預算範圍，而水木茂

紀念館因為電視劇「鬼太郎之妻」播映後，更將逐漸下降的參觀人次

再度拉高，創造另一波觀光熱潮。 

 

  （二）教育推廣及營運管理 

進入兩館均需購票，票價皆為成人 700日元、高中生 500日元、

小學生 300日元，20人以上團體另有優惠價。而青山剛昌故鄉館入場

門票每一張都不相同，質感營造出收藏的吸引力。當代博物館之發展

目標在教育推廣，在青山剛昌故鄉館一入館開始，館長或工作人員就

會隨購票提供不同層級(分為初、中、高級難度)的「柯南問卷」，讓

入場者在參觀瀏覽過程，也能試著一一尋找答案，並於出館前繳回問

卷以檢視成果，通過者即可獲得認證卡乙張，館內設置海報公告著目

前獲得認證卡的人數，讓人不由得想擁有更上一層的認證。 

其次，青山剛昌故鄉館內頗為特別的是各類機械體驗裝置，不同

於現今多數高科技、虛擬實境互動設計，該館體驗方式比較傳統，透

過重現漫畫中的偵探道具，讓遊客體驗親自破解的快感。據觀察，大

部分參觀者對這些體驗設備都感到興趣盎然。 

青山剛昌故鄉館多數時段僅有館長及二名工作人員，紀念品區則

配有收銀人員一名，總計館員共四名，皆具備解說能力。惟從戶外廣

大停車場與容納車輛數來看，觀光旺季時，應會增加工作人員之人

數。而由於前來參觀水木茂紀念館的民眾似乎絡繹不絕，現場工作人

員也超過三人，在入口處，民眾可購買到水木茂先生的作品，是因為

水木茂先生為造福故鄉，授權讓當地可以使用他的作品製作商品展



 36 

售，不同於青山剛昌故鄉館受限於柯南相關作品版權已被出版社買

斷，以至於民眾在參觀時，無法在該館購買到任何柯南漫畫的系列作

品，而只有漫畫作品衍生的文創商品於館內展售。 

 

  （三）鳥取縣以小搏大的用心 

鳥取縣是一農業縣，以自然環境孕育山藥、青蔥、西瓜、水梨、

葡萄等農產水果為主，加上砂丘、天然溫泉而聞名，是日本面積最小

的農業縣。而鳥取縣北榮町(2005年由北条町與大榮町合併)面積不到

60平方公里，人口約 1萬 6,000人；境港市面積則不到 30平方公里，

人口約 3萬 6,000人，北榮町的農特產就是以大榮西瓜聞名，其它還

有砂丘山藥、砂丘葡萄為主，而境港市則是日本在日本海側最大的漁

業城市，由於全市範圍皆屬砂洲地質，因此全市海拔高度僅約 2公尺。 

從上列的基本資料可知，北榮町與境港市可真是名副其實的「小

地方」，而所謂需要深厚積累的文化或具備人口消費產生的休閒娛樂

生活，在短暫的參訪過程並不太容易在此處感受到，但縣內擁有三位

國際知名的漫畫家(另一位是古口治郎)，讓當地縣廳、町所等機關的

觀光課室人員絞盡腦汁，將環境、地產與文化、觀光連結起來，從漫

畫、溫泉與農產、自然風光等面向刻畫己身在日本的地位，例如：每

年北榮町都會在由良宿這個地方舉辦名為「西瓜．山藥健康馬拉松大

賽」的活動，2013年將是第 26屆，也已是極具特色的活動，近期活

動海報均以柯南代言，參加路跑的人可以得到大會 T-shirt一件，路

線則是延著西瓜田、山藥田與海濱旁，難度分為 3公里、5公里與 10

公里三種級別，等待在終點的是多汁的大榮西瓜與山藥泥拌飯作為犒

賞。所以無論是這裡的水溝蓋，柯南大橋上的雕塑或是故鄉館前的石

板書，都會看到柯南帶領著西瓜人與山藥人奔跑的宣傳圖像。 

鳥取縣觀光文宣常見以「鳥取漫畫王國」自許，從建立漫畫地方

館到在地環境營造、交通工具、伴手禮等等，都展現縝密的橫向連結，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6%B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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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有限資源發揮多樣效益，這點從參訪第一天到最後一天，所有當地

公務人員拿出的名片可以得見，無論是縣長或科員都有漫畫、水果、

砂丘版等名片，讓訪客隨喜好索取，顯示出當地以小搏大的野心與積

極作為。 

若純粹以專業博物館來看，青山剛昌故鄉館及水木茂記念館或許

都不及格，但從社區營造的角度來看，該兩館比較類似臺灣的中小

型、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地方文化館規模。在臺灣，「地方文化館」是

以現有、閒置空間再利用概念，透過民間、社區活力與專業團體的投

入，凝聚共識、整合地方資源，共同提出創意，為鄉鎮、社區擬具可

以永續經營的文化場館、空間。青山剛昌故鄉館與水木茂記念館雖非

屬舊建物、空間再利用，但其作為地方居民營造在地特色，創造地方

繁榮、凝聚共識與增加認同感等面向來看，實屬相近，也極為成功。 

 

  三、放大古蹟，珍貴資產形塑文化形象 

在本參訪活動中，除了官方的拜會行程，另規劃輔以日本文化資

產成功的案例作為參訪觀摩的目標。日本善待歷史建築或古蹟，利用

文化場域穿越時空背景，創造古今文化雙贏的諸多成果舉世聞名，堪

值我們關注與學習。 

鳥取縣境內的倉吉白壁土藏建築群在鳥取四季分明的景致下呈

現不同的風韻，結合歷史建築、文創藝術、漫畫影視、地方產業、觀

光行銷等配套措施，讓此處成為各國民眾來訪的重要場域。作為日本

重要傳統的建造物群保存地區，倉吉白壁土藏建築群善用歷史空間，

展現醬油、酒釀、地方美食等原貌特色，也展示了古玩、雕刻與編織

工藝、陶藝、美術，以及民眾親手體驗製作的服務。白壁土藏建築群

整體完善的保存與再利用規劃頗為成功，除了吸引眾多的國際觀光客

群與藝文愛好者到訪，同時也行銷推廣了當地文化特色，增加經濟收

入的多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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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對類似規劃的案例亦屬不少，各地以廢棄鐵道倉庫、閒置歷

史廳舍、舊酒廠、舊菸廠等空間，在近幾年企圖再利用打造成優質文

創佳點之作為，也有如雨後春筍、群起仿效的現象。以本市為例，臺

中州廳、放送局、市役所、市長公館、演武場、孫立人將軍紀念館、

舊酒廠等歷史建築均有所努力，以再提升其文化價值。今後，相關文

化機構、專家學者、民間藝文團隊，甚至民間企業可積極群策群力，

為發揮歷史建築再利用最高的精神、更多的效益共同來努力。 

其次，日本對於三德山投入堂與松江城等古蹟的維護保存更是不

遺餘力，以申請方式嚴格管制參觀者進入重要文化遺址，並限制穿著

等微細的保護措施，值得學習效法。另，日本稱古蹟文物為「文化財」，

以文化結合觀光與地方相關產業，促進經濟發展，並努力爭取將地方

文化財進一步提升為世界文化遺址，以營造其地方特色，放大文化價

值，將文化視為珍貴寶庫與財產的態度與用心，堪值效法。 

 

  四、設置專獎，拔擢菁英以鼓勵傳承國家特有之畫類 

由日本公益財團法人所設立，位於島根縣的「足立美術館」，擁

有 5萬坪的日式精緻庭園而享譽國際，另有多達 1,500件包括橫山大

觀等當地國際知名藝術家的珍貴作品典藏，在硬體方面，該館確實具

備了與世界各國美術館不同屬性與吸引力的特色。 

而最難能可貴的是，足立美術館以私人美術館的組織力量，於

1995 年設立「足立美術館獎」，以培育對日本美術有發展性和潛質的

膠彩畫創作者。頒贈獎金給予獎勵，提供展示舞臺、提升其能見度，

並典藏優秀之得獎畫作，豐富該館之館藏，除了弘揚了日本國家特有

的畫類，傳承了固有文化藝術，也藉此獎掖從事藝術創作的青年菁

英，提升館方形象與發揮美術館精神，足立美術館在軟實力的偉大作

為下，可謂是創造了多贏的絕佳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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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 

  一、結合觀光資源，發展本市特色場館，創造地方經濟 

「鳥取砂丘」為日本最知名之砂丘地，且佔地闊達 160公頃，原

本即有相當多之遊客到訪（每年約 120 萬人次），鳥取市政府再結合

利用地下 10 公尺深、含黏土質之砂質製作砂雕，進而建造砂之美術

館。如參考本市相關海域，僅有大安區沿海有砂丘地形，惟規模較小，

且冬季季風強勁，適合到訪期間大約為 4至 6個月，如欲採用此地之

砂質作為砂雕原料，尚有相關國土法令競合（海堤外之砂得否採集問

題）、地質鑽探之問題尚待釐整。 

日本砂之美術館 2012年之展示檔期支出經費高達 5億 7千萬日

圓（約新臺幣 1 億 9 仟萬元），每年所有經費係由鳥取市政府編列預

算支應，如參考其規模規劃本市相關場館，以本府預算之分配現況，

暫不易達成。 

砂之美術館之營運團隊為「社團法人鳥取市觀光推進協會」，由

民間組織結合專業人士負責館方所有的展覽策劃、管理維護、觀光推

動等作為，政府單位並無任何人事與行政之支援，本市如欲參考其模

式設置相關觀光美術場館，日後永續營運的團隊亦有待妥覓。 

此次出國參訪的目的，除試圖瞭解日本砂之美術館現階段的發展

狀況，並尋求本市未來以特色展覽方式，結合觀光資源，創造美術館

行銷推廣的契機，提升本市之國際觀，進而發展成為多元性的國際城

市。本府觀光旅遊局刻正著手執行「藍帶海洋計畫」，其中將於本市

海線地區推出具地方特色之場館，吸引遊客到訪，提升地方觀光產

業；本府將彙整砂之美術館參訪後之相關資料，並與負責該計畫之專

案管理服務團隊共同研議，預訂於清水區公所召開地方說明會，說明

納入砂之美術館之規劃構想，俟地方說明會凝聚共識後，再行辦理該

計畫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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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強化本市地方文化館功能，提升文化價值 

鳥取縣擁有眾多與博物相關的特色場館，有規劃完善與展品豐富

者、有小而精美與五臟俱全者、有涵富教育與文化傳承意義者、有結

合文創產業與再創空間價值者，在在均顯現了日本於文化保存、傳

承、教育、推廣等方面的用心。 

經過本參訪活動獲得的心得，本市地方文化館應可參考日本的用

心與縝密的作為，積極強化展示內容之活潑化，創造展示創意與提高

遊客體驗、互動樂趣。此外，橫向連結亦非常重要，從交通工具提高

遊客可及性到公共區域、館舍營造之加深文化性環境特色，以及透過

農產與文化商品、活動跨領域結合，讓有限資源發揮更大潛力，提高

地方文化經濟效益，讓屬於文化領域的博物館非僅具有知識性，也能

帶給遊客歡樂、創造愉悅的參觀經驗，並在參訪過程增加附加價值，

提升文化館的設立效益。 

  三、結合民間資源，拓展國際交流觸角 

日本鳥取縣北榮町與本市大肚區（前為大肚鄉）公所自 2009 年

起以農業為主軸開啟國際交流之門，更於 2010年 7月 27日締結為姊

妹鄉，雙方簽署交流協定，後經數次農業、教育、觀光產業與地方建

設等方面之交流互訪，發展出國際友好關係。 

本次出訪北榮町，在座談會當中，當地行政機關積極提出與本市

大肚區在青少年互訪與進行寄宿家庭活動，以及日後以運動為主題，

並持續透過農業與觀光作為永續交流的可能性。本參訪團團長陳副秘

書長良義與團員大肚區公所王主任秘書瑞嘉均表示，作為直轄市之區

公所係屬於市政府的地方派駐機關，在權限與預算執行上有其行政範

疇之侷限與困難，未來將研議結合民間四大社團、農會、體育會等資

源，以多元的力量與組織，共同努力合作，以拓展國際交流的內容與

推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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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2013年日本鳥取縣參訪活動」在本府陳副秘書長的率領下，日

我雙方透過座談交換意見與優質建設現況參訪等管道，順利完成了為

期 5天的考察活動，除增進了彼此國際情誼，也讓參訪團獲得寶貴的

經驗與心得，可謂滿載而歸。 

日本好禮且處事細膩的民風令人印象深刻，此行參訪團所到的每

一處機關，甚至地方文化館舍，接待人員均做足萬全的事先準備，除

抱以熱誠的歡迎之外，在拜會、座談、交換意見與餐宴席間，處處可

見日方縝密嚴謹的態度，此種堅持同時也不難在其地方建設與設施當

中得以識見。 

日本擅長發揮地方特色與資源，以美術館或博物館等型態，結合

觀光旅遊與文化產業等，創造多元價值，提升經濟效益與國際形象。

對於古蹟與文化資產、文化財的保存與維護也是舉世聞名。市政建設

均結合傳統文化資產進行規劃，公共設施搭配歷史文物因地制宜，在

此行參訪過程中，可清楚的看到當地政府有關單位與民眾對於文化財

的保護與展示措施的重視，日本善待歷史建築或古蹟，利用文化場域

創造古今文化雙贏的諸多成功案例，均值得我們學習與效法。 

此次前往日本鳥取縣進行文化、觀光、農業與區町政等相關業務

之參訪，深刻體認到日本對各項軟硬體建設與活動推展時，鉅細靡遺

的用心與積極態度，藉由此行豐厚的心得與經驗，確實可作為本市施

政參考與改進的目標。 

 

 

 

 



 42 

附錄 

  一、鳥取砂之美術館文宣簡介（節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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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青山剛昌故鄉館文宣簡介（節錄部分） 

 

 



 47 

  三、水木茂紀念館文宣簡介（節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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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足立美術館文宣簡介（節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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