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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自 101年於大安濱海樂園舉辦

「藍帶海洋觀光季」以來，至今已屆滿 5年，活動受到熱烈

迴響，參觀人次自 101年 2萬人攀升到去年(105年)之 33萬

人，活動舉辦天數亦由 101年舉辦 2天增加至去年之 62天，

活動內容包括音樂祭、沙灘體驗活動、攝影比賽、自由樂團

競賽、沙雕展、機車特技、風箏藝術及親子淨灘等，其中沙

雕展歷年來因主題鮮明且提供民眾參與沙雕創作之互動體

驗機會，故吸引大批人潮共襄盛舉，去(105)年更擴大舉辦

為「國際沙雕展」，規模由過去的 10座增加至 40座，顯見

沙雕活動已成為極具特色的旅遊景點形式，衍生的經濟與觀

光效益相當可觀。 

依沙雕展參賽藝術家所言，大安濱海樂園之沙質極佳，

非常適合製作沙雕，為有效利用天然優勢強化地區特色，同

時為大安濱海樂園南側現正興建中之媽祖文化園區注入新

元素，若能興建室內沙雕美術館，以充實海線觀光資源，未

來除可促進當地觀光產業發展，亦可與大安港媽祖主題園區、

高美濕地遊客服務中心、白海豚海洋生態館等景點，促成海

濱活動多樣性並串聯成為海線觀光廊帶。 

為提供市民更優質的旅遊環境，結合中進中出的觀光政

策，而在規劃與推動過程中，參考日本鳥取縣砂之美術館興

建、布展及營運成功的相關案例，是讓大安風景區觀光整體

發展計畫更加完善的不二法門。爰此，由市議會吳敏濟議員

率團與本府觀光旅遊局及風景區管理所等單位組成參訪團，

前往與日本鳥取縣參訪，以期獲得豐碩的寶貴新知。 

 

 

壹、 參訪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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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出國任務 

團長 張祐創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專門委員 

負責訪問行程協調、協助參訪活動

執行等工作 

團員 廖偉志 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所

長 

負責觀光訪問行程協調、協助參訪

活動執行等工作 

團員 朱祐賢 臺中市風景區管理所營

運課長 

負責觀光參訪活動執行與記錄等

工作 

 

貳、參訪目的 

日本砂雕文化發源地鳥取縣為提振觀光，2006 年開始舉辦戶外

沙雕展，期間為因應天候變化，雖曾搭設臨時性棚架「防害」，不過

仍受到天候影響，因此 2012 年籌設世界第一座全天候型展示砂像雕

刻的美術館，每年吸引五十多萬人次參觀，經濟產值超過一百億日

圓。 

大安音樂季結合沙雕展則已邁入第五年，參觀人次自 101年 2萬

人次攀升到 105 年的 33 萬人次，活動舉辦天數亦由 101 年的 2 天增

加到 105 年的 62 天，活動內容包括音樂季、沙灘體驗活動、攝影比

賽、自由樂團競賽、沙雕展、機車特技、風箏藝術等，其中沙雕展歷

年來因主題鮮明受廣大民眾熱烈迴響，故 105年擴大舉辦為「國際沙

雕展」，規模擴大為 40座中大型沙雕，並成為藍帶海洋觀光季中最具

特色的亮點，兩地發展模式如出一轍，因此希望藉由短暫的拜會與實

地考察，未來若能於大安風景區興建沙雕美術館可結合大安濱海樂園

及大安港媽祖文化園區，形塑為大安地區之濱海遊憩帶，創造旅遊商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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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過程 

一、 行程表 

日期 時間 行程內容 參訪重點 

4/18(二) 全天 桃園國際機場-大阪

機場-鳥取 

 

4/19(三) 上午 

下午 

1. 砂之美術館 

2. 鳥取市役所 

3. 鳥取砂丘 

4. 仁風閣  

拜訪鳥取市長及

砂之美術館館長 

4/20(四) 全天 大阪機場-桃園國際

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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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程內容與參訪任務 

第一天    4月 18日（星期二） 

本次日本鳥取砂之美術館參訪團由吳議員敏濟率團，團員包

括本府觀光旅遊局及本市風景區管理所與自由時報記者等業務單

位代表一行共 5人，於 4月 18日在桃園國際機場搭乘 13時 30分

長榮航空 BR130 班機起飛，日本時間 18:00 時抵達大阪關西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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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交流員吳沛珊小姐與主事橫山進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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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天的參訪活動。 

歷經近 5個小時漫長的車程，訪問團於 18日 23時抵達首日

下榻的鳥取市區飯店，並由團長召開明日之行前會議，為明日拜

會砂之美術館、鳥取市廳的行程做詳細的討論與分工準備。 

 

第二天   4月 19日（星期三） 

本日重點活動包括上午拜會砂之美術館並與相關人員進行

會談，以及下午赴鳥取市政廳與鳥取市長會面，並參觀鳥取砂丘

及仁風閣的參觀，行程密集緊湊，以期獲得豐富的參訪成果。 

參訪團於 0850 時抵達砂之美術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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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造價經費為日幣 5億 8仟萬日圓（約新臺幣 1億 9仟萬元），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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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尺平均造價約新臺幣 6萬 9仟元。 

圖 1.砂之美術館入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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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砂之美術館的歷史 

1. 第 1期展示主題「イタリア・ルネサンス」「意大利文意復

興」 

展期:2006.11.18~2007.1.3 

參觀人數:110,962人次 

經濟效益:日幣 5億 7,000萬元 

2. 第 2 期展示主題「世界遺産・アジア編」「世界遺產.亞細

亞篇」 

展期:2008.4.26~2009.1.3 

參觀人數:322,197人次 

經濟效益:日幣 55億 7,000萬元 

3. 第 3期展示主題「砂で世界旅行・オーストリア編」「砂之

世界旅行、奧地利篇」 

展期:2009.9.18~2010.1.3 

參觀人數:170,679人次 

經濟效益:日幣 36億 6,000萬元 

4. 第 4期展示主題「砂で世界旅行・アフリカ」「砂之世界旅

行、非洲篇」 

展期:2010.4.29~2011.1.10 

參觀人數:414,323人次 

經濟效益:日幣 73億 4,000萬元 

5. 第 5期展示主題「砂で世界旅行・イギリス」「砂之世界旅

行、大英帝國篇」 

展期:2012.4.14~2013.1.6(室內砂雕美術館落成) 

參觀人數:526,768人次 

經濟效益:日幣 116億 5,000萬元 

6. 第 6期展示主題「砂で世界旅行・東南アジア編」「砂之世

界旅行、東南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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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期:2013.4.20~2014.1.5 

參觀人數:555,355 人次(開館以來總參觀人次突破 200 萬

人) 

經濟效益:日幣 133億 9,000萬元 

7. 第 7期展示主題「砂で世界旅行・ロシア編」「砂之世界旅

行、俄羅斯篇」 

展期:2014.4.19~2015.1.4 

參觀人數:464,377 人次(開館以來總參觀人次突破 250 萬

人) 

經濟效益:日幣 112億 2,000萬元 

8. 第 8期展示主題「砂で世界旅行・ドイツ編」「砂之世界旅

行、德國篇」 

展期:2015.4.18~2016.1.4 

參觀人數:479,117 人次(開館以來總參觀人次突破 300 萬

人) 

經濟效益:日幣 119億 3,000萬元 

9. 第 9期展示主題「砂で世界旅行・南米編」「砂之世界旅行、

南美洲篇」 

展期:2016.4.16~2017.1.3 

參觀人數:448,138人次 

經濟效益:日幣 108億 9,000萬元 

10. 第 10 期展示主題「砂で世界旅行・アメリカ編」「砂之世

界旅行、美國篇」 

展期:2017.4.15~2018.1.3 

主題內容:以擁有世界最多自然生態及世界最自由的美國

歷史人文為發想主題，藉由砂雕文化的發源地-美國，以鬼

斧神工的技術創造另人讚嘆的砂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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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砂之美術館「砂で世界旅行・アメリカ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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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砂之美術館「砂で世界旅行・アメリカ編」導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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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砂之美術館「砂で世界旅行・アメリカ編」 

（二） 參訪後交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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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砂之美術館現場的導覽後，參訪團與館方針對砂之美術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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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興建期 

(1) 沙雕館建造時如何與鳥取砂丘達到和諧的共識？是否

有大量在地民眾及民間團體的反彈，如保護地景意識

等？ 

(2) 依先前都是以辦理戶外展覽為主要活動，什麼樣的條件

下促使開始有興建展覽館的想法？ 

2. 營運期 

(1) 位處於海邊，在冬季的時候經營上有沒有特別的行銷企

劃，如活動、特展或是與政府合作之大型表演等，吸引

夠多遊客前往參觀及旅遊。 

(2) 平均策展時間及展覽替換周期？每次展覽訂定主題是

如何討論？有網路票選或是由營運廠商自行與藝術家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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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部觀光推進課長漆原利明分別一一答覆，茲彙整如以下綜述： 

鳥取縣鳥取市創建的砂之美術館為世界唯一展示砂雕作品之美

術館，因砂之美術館旁之「鳥取砂丘」為山陰海岸地質公園之珍貴地

質遺產自然國家公園保護區，面積約 160公頃，為日本第一砂丘，該

砂丘擁有「風紋、砂柱、砂簾」獨有風貌，受限原國家公園的相關規

定，該館營運所需的砂僅能從附近興建高架道路所餘之土方，以購買

或協調的方式來替換展場內的砂土基底元素，而所運來的砂土，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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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館方專業人員認定，以與鳥取砂丘相同的土質，方可用來創造砂丘

之新藝術與文化。 

而砂之美術館在 2011 年以前的 4 個展期都是以戶外展覽為主，

而展覽的期間容易受到自然災害比如說颱風、刮風及下雨的影響，所

以為了保護砂雕，開始搭建棚架加以保護，使得展期可延長約 6 個

月。 

為了使得砂雕作品能有更完整的保護，參觀的民眾又能在不受天

候影響下參觀砂雕作品，所以興起了蓋室內砂雕館的想法，雖然當地

議會起初反對利用納稅人的錢，蓋一個每年花費大量的金錢和人力創

作出的砂雕作品，展出不久之後就要摧毀然後重新再創作一次的砂雕

館，但是在鳥取縣主政者的堅持及保證後續營運，將以收支平衡的方

式經營，不會再用到稅金，後續在取得議會支持下，終於得以於 2012

年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座室內砂雕美術館，而砂雕美術館營運的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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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第 6展期總參觀人次突破 200萬人，並且以平均

每年約 50萬參觀人次，為砂雕美術館的經營奠下了立基。 

目前砂雕美術館的營運管理是由鳥取市公所委託民間團體「社團

法人鳥取市觀光推進協會」負責，個別特展活動另有鳥取市公所委託

之活動企劃公司協助推動，未來則是規劃辦理整體委外經營，以節省

公部門的人力與經費。 

砂雕美術館的展期是以一年一期的方式展出，自第 3展期起即以

「砂之世界旅行」為主體，每年邀請世界各地不同的砂雕師或團隊進

行創作，每一展期的佈展費用約新臺幣 2億元左右，可回收成本約新

臺幣 2億 1仟萬元，目前經營的效益均能打平，但館方表示砂雕所帶

來之藝術之美，並非金錢可以衡量，砂雕作品的美術價值在於讓參觀



  

13 

  

者在經歷飄渺藝術所帶來的美術饗宴後，將美好的記憶而永恆保存於

心中，這才是砂之美術館的最初宗旨。 

圖 5、參訪後砂之美術館簡報及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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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13時 30分準時抵達鳥取市政廳大樓，深澤義彥市長熱情的

接待參訪團的到來。會晤席間，深澤市長首先表示，鳥取與原臺中縣

在過去就有很頻繁的交流，尤其是原臺中縣以至於現在的臺中市產梨

的地區的農會，每年都還在向鳥取購買梨穗，對當地的經濟繁榮有很

大的助益，而團長吳議員敏濟也代表市長與市議會，邀請市長於今年

大安砂雕音樂季時，能率團來臺中感受臺中海線的夏日熱情，以及大

安砂雕之美，日後若能依照砂之美術館的模式於臺中大安海邊興建類

似的砂雕美術館，將再新增另一項和鳥取縣彼此交流的活動項目，以

促進雙方觀光與相關產業之發展。 

會後團長吳敏濟議員也接受當地媒體記者的訪問，對於未來大安

砂雕美術館的推動與理想，均有詳細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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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與鳥取市長拜會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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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行程則是在鳥取市接待人員的帶領下，轉往參觀鳥取砂

丘，砂丘為於鳥取縣東部，東起駟馳山，西至氣多岬的鳥取砂丘，東

西長約 16 公里，南北寬約 2.4 公里，是日本最大的砂丘。這是飄落

到千代川的泥砂之上而堆積起來火山灰，被日本海的風吹浪擊，歷經 

10 萬年創作出來的大自然傑作。 

砂丘上有深達 40 米的凹地、也有高達 50 米的丘陵俗稱馬背，

有被強風吹出的稱爲“風紋”的圖案，也有砂從砂丘表面如雪崩般滑

落下來的砂簾，這些壯美的砂丘春夏秋冬變化無常，一刻不停。 

為了活化利用鳥取砂丘，鳥取縣砂丘事務所依照鳥取砂丘四季

的特色，分別規劃了「滑板飆砂選手權大賽」、「鳥取砂丘健行大會」、

「鳥取砂丘風箏比賽大會」及「鳥取砂丘夜間光雕大會」。 

對於同樣濱臨海邊、同樣有風吹砂影響的大安，鳥取砂丘事務

所對於砂丘的活化方式，值得本市作為借鏡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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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鳥取砂丘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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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最後的參訪行程則是為仁風閣。 

鳥取市以鳥取蕃主池田家曾居住的城堡久松山為起點，呈扇形

發展起來的城市，在這個城堡的舊址上所蓋的西式建築物(仁風閣)

之後成為日本國家的重要文化遺產。 

仁風閣於 1907年在現在的地點建立完成，由鳥取池田家第十四

代當家主人池田仲博侯爵委託曾是宮內省匠頭的片山東熊公學博士

設計，橋本平藏工學士擔任監造。片山博士設計了以明治時代西式建

築中最高傑作-赤坂離宮為首，京都國立博物館等眾多的有名建築，

據說是當時宮廷建築物的最高權威。 

仁風閣以法式文藝復興樣式建築物基調為主，白牆木造的二層

樓建築，歐美式的屋簷，正門右方有螺旋狀的樓梯，角尖形塔狀屋頂

突出，這些都是這個建築物的特色所在。 

同時因為室內有六個壁爐，所以六個壁爐上的六根紅磚煙囪也

格外出色，建築物的後面一、二樓都為敞開的陽台，這也表現出文藝

復興時特有的風格。另外從二樓陽台能看到的庭園稱之為寶隆院庭園，

是鳥取締十二代籓主(池田慶德)為第十一代籓主(池田慶榮)夫人而

建的，為了安慰這位年輕的未亡人，特地建造這座池泉回游式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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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鳥取仁風閣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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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仁風閣之後遂於 1654時搭乘車程約 2.5小時的特急白兔號

第１２班次，由鳥取返回大阪，當晚即下榻大阪飯店。 

第三天 4月 20日（星期四） 

參訪團於 0950時離開飯店前往大阪關西國際機場，吳議員及記

者則是加入議會團行程繼續日本參訪行程，其餘 3 人搭乘長榮航空

BR131 班次回國班機，準時在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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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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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之美術館」係為鳥取市政府結合日本最有名之鳥取砂丘，創

造出一個結合藝術與觀光的景點，因受限於國家公園的法令，僅能興

建 2800 平方公尺的建築物，在建築物內展出砂雕藝術，更結合國際

知名的砂雕藝術家，以砂之旅行每年都呈現出不同的世界主題，讓參

訪的民眾有驚豔並且想再重遊的意願，這是目前臺中市惟一有砂丘地

形的大安海邊，值得作借鏡的看法。 

砂之美術館內製作砂雕的砂土，礙於日本國家地質公園的法令規

定，不能從鳥取砂丘所取得，而是從附近的公共建設或是大型開發案

的餘土而協商所得或購買所得，所以每次布展的成本均須將購買及運

輸費用列入，再加上人員、機具與維護費用後，均達到日幣 2億元左

右，此種規模若以本市財政之預算分配來說，實屬困難之處，但若未

來大安能突破相關國土法令競合（海堤外之砂得否採集問題），採用

當地之砂做為砂雕原料，因為大安的沙質柔細、含黏性，是最具沙雕

發展潛力的地區，或許可以降低布展成本。 

參觀砂之美術館的民眾據館方表示，有百分之八十的比率是自行

開車前來，因為日本國內旅遊的方式係以自行開車為主，如此方式每

年亦能吸引約 50 萬人次參觀，誠屬不易，除了有絕美的鳥取砂丘之

外，舒適又壯闊的砂之美術館，更是日本從事國內旅遊的必遊景點之

一，而大安海邊離市區約 1小時的車程，而且縣市合併之後大眾運輸

工具均已開闢多條路線到大安，而且台灣的民眾對於砂雕的期待更勝

於日本，此應為臺中發展砂雕藝術的優勢。 

鳥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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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單位是以督導的角色，從旁協助宣傳及指導，目前

經歷了十年的經營，砂之美術館已邁入收支平衡的階段，但是未來將

美術館辦理整體委外經營，已列入鳥取市公所及鳥取縣政廳努力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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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 

一、創作沙雕、就地取材:而且施做沙雕作品所需的沙材，可以直接

自每年因東北季風所帶來的積沙，以清沙的方式所得，且運輸區間很

短，相較鳥取砂之美術館而言，可節省大量購沙及運輸的經費，如此

不但可以減輕營運費用，更可以達到就地取材，清理積砂的一舉兩得

之效。 

二、大安觀光、列入沙雕:建議未來沙雕美術館可納入大安風景區觀

光整體發展規劃內，形塑為大安地區之濱海遊憩帶，創造旅遊商機。

在經營方面除須規劃常設展，另可於不同時期規劃特展、主題展或活

動等，以增加館區展覽作品多樣性，提升參觀人次。在週邊設施應規

劃沙雕教學及創作體驗空間，並透過不定期邀請藝術家參與教學，以

吸引更多參觀人數，並達沙雕推廣教育之效。除了上述基本之沙雕作

品展示與創作體驗外，須加入與藝術商品之商場或餐廳等能吸引民間

參與投資及一般民眾消費休閒之商業服務機能。 

陸、結語 

本次參訪活動在市議員吳敏濟的率領下，台日雙方透過短暫一天

的導覽及交流，不但達成考察的目的也增進了臺中市與鳥取縣彼此的

國際情誼，也讓參訪團對於砂之美術館從成立、營運到經營管理部分

獲得寶貴的經驗與心得，可謂滿載而歸。  

本次到日本鳥取參訪，得知鳥取沙雕美術館的前身也是在戶外辦

理四、五年的沙雕展後，因為參訪人數每年日益增多，日本鳥取縣政

廳發現沙雕不但是個很好的活動更是個藝術，所以決定先以公部門的

力量來辦理推廣，於是在 2012 年在鳥取砂丘旁興建了全世界第一座

的沙雕美術館，因為這個美麗建築物的誕生，進而帶動累積超過 350

萬的參訪人次，每年參訪人數平均多達五十多萬人，每年的產值亦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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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百多億元日幣。 

大安風景區目前正在辦理觀光整體發展規劃，期能以上位的計畫

為大安風景區未來 5年內的發展，建立明確的定位，如果能在觀光整

體發展規劃內注入沙雕美術館這個新的元素，相信對於大安風景區未

來的觀光發展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柒、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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