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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隨著工資及經營成本的上漲，台商又逐漸增加對東協國家的投

資，新南向政策再度受到新政府的重視，本會為開拓行政人員的國

際視野，俾利提升本會整體議事運作及行政效能，擬規劃越南為考

察地點。 

    越南位於中南半島東側，東濱南中國海，西鄰寮國(邊界 1.555

公里)和柬埔寨(982 公里)，北與中國大陸(廣東、廣西、雲南)接壤

(1463公里)，南與馬來西亞隔海相望，面積約台灣的 9.3 倍，地形

全境呈狹長 S型，可分為三個自然地理區：北部紅河三角洲、中部

高原及南部湄公河三角洲。越南係社會主義共產國家，全國行政區

劃分五十七個省及河內、胡志明市、海防及峴港等四個直轄市，省

市之下設縣、郡，各級政府設有人民委員會及人民議會。首都河內

人口 260 萬人、胡志明市 450萬人，海防市 150萬人。越南的經濟

來源有稻米、蔬果、玉米、甘蔗、橡膠、食品加工、石油、水泥、

金屬、化學品、製紙、紡織、漁業等等，與早期的台灣類似。 

    本團經過 8天的考察，拜會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

與台商的經驗交流，期能對我國與越南未來的農貿業務往來有更大

的助益，更希望能由政府出面主導，整合各方面的力量進行投資與

行銷，以壯基石。 

貳、行程紀要 

    本此行程規劃首日由高雄飛往胡志明市，拜會駐胡志明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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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參觀城市地標、殖民文化、戰爭歷史、觀光 

 等景點、並與台商進行經濟發展交流，以了解越南近年之國家政 

 策及發展趨勢；第四日由胡志明飛往河內，前往世界文化遺產下 

 龍灣及陸龍灣(長安生態保護區)等地觀摩考察，了解世界文化遺 

 產如何與觀光共生共存、下龍灣及陸龍灣河域觀光之營運管理及 

 如何創造在地觀光產業與產值，最後於首都河內境內進行市區景 

 點之考察，了解越南國父-胡志明先生等相關政治觀光，末日由河 

 內返回高雄，結束 8天之行程。 

參、參訪重點 

     行程首日(9月 20日)搭乘越南航空 VN581上午 07：30之航班 

 前往胡志明市，故由本會凌晨四點集合出發，抵達越南胡志明市 

 (越南比台灣慢一小時)才 09：30，旋即展開觀摩考察行程。 

     首站參訪「戰爭遺跡博物館」War Remnants Museum，越南曾 

 經經歷很長的戰爭與中國、美國及法國，越南戰爭雖然打敗美國 

 但也造成國家無可抹滅的傷害，許多珍貴的軍事收藏展品：槍藥 

炮彈、書信、各軍官的衣服徽章及簽約照片，還有更多戰爭的照片

畫面及戰後令人窒息的慘況，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美國採取生化武

器(落葉劑)所造成的畸形兒童及環境長久性的傷害，這個令人沉痛

的考察景點，讓更多人能反省戰爭的必要性及和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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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後拜會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梁光中並參 

觀其辦事處運作之情況，梁光中處長侃侃而談台灣在越南努力打拼

的過程，從胡志明辦事處的爭取、台商在越南的機會與困境，及 513

排華事件對台商投資意願影響甚鉅，日、韓在越南皆有參與重大的

基礎建設(機場及捷運)，農業發展較少著墨，是台灣的專長，也將

台商可以參與的選擇；隨後參觀辦事處運作情形，看到台灣男子與

越南女子在結婚前，需上課了解台灣語言及風土民情，在胡志明市

辦事處的雄偉建築及完善設施，也可以看出駐外代表與越南的外交

關係及友善程度。 

 
註:考察團與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梁光中處長進行意見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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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團長黃秘書長尚文代表致贈民意至上錦旗及伴手禮並與議員一同合影紀念 

 
 即將入境台灣之越南籍配偶，於辦事處上課藉以了解台灣語言及風土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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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往與台商餐會之前，終於見識到越南的交通狀況，只能用

「亂」及「恐怖」來形容，適逢下班時間，機車猶如過江之鯽川流

不息，交通號誌沒有功能，交通警察淹沒在車陣中，狹窄的道路上

擠滿車輛，機車滿溢到人行道上奔馳，遊覽車只能在混亂的車陣中

緩慢前進，儘管越南政府有將上、下班時間分時分流錯開之政策，

仍不敵龐大的機車人口。 

 

 

 



9 

 

    據胡志明市人民委員會都市鐵路管理局規劃，2020年胡志明市

的城市軌道交通系統將設有 6條地鐵線，目前 1號線及 2 號線已經

動工，分別由日本及德國參與投資開發，另外胡志明市還會建設 3

條單軌鐵路或輕軌線路，濱城市場將成為都市鐵路換乘站的所在

地，能否改善越南的交通瓶頸，就請拭目以待。 

    位於西貢河上遊船品嚐越式料理之餘，看著越南第一郡及第二

郡的發展差異，僅是一河之別竟有天壤之別，然第二郡的快速開發

也顯示越南政府開放的腳步逐步加快，西貢河上的遊船及餐飲各有

特色，顯現越南政府在觀光旅遊多樣性的開放，反觀台灣高雄愛

河、台南運河卻無法發展此特色，是值得我們省思的地方。 

    考察經濟建設發展－參訪平陽工業區冠賢機電公司：台商赴越

南投資的地方集中在北越的河內及南越的胡志明市，其中又以胡志

明市占 80％居多，胡志明市、同奈、平陽、巴地頓四區緊鄰，被越

南政府列為重點經濟核心，占全國 GDP 的 40％以上，其中平陽省將

於 2020年升級為中央直轄市，最具發展前景，也是目前台商投資

設廠最密集的地方。 

    平陽省面積 2,695平方公里，距離胡志明市約 25公里，人口

約 250萬人，其中 35歲以下占總人口的 60％，每年 GDP成長在 10

％～15％之間，包括兩個新加坡工業區，共有 28個工業區，負責

開發招商的國營企業 BECAMEX總經理鍾寶龍表示，區內所有的道路

設施、電力系統、排水設施、通訊、消防等工業基礎設施都已建設

完成，政府同時祭出土地優惠政策。至今已吸引來自 34國家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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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總投資金額已達 54億美元，創造五萬個勞工就業機會。

雖地處於內陸，但有國道 13號高速公路公路貫穿通往南北、另有

美福－新萬高速直通往至胡志明市、同奈省、國際機場港口，時間

只需一個小時，橫向則有多條環亞公路連接到其他國家，交通相當

方便。 

    越南的地理位置最適合南向的經濟政策，以越南為中心，北到

香港、中國，南到紐、澳，東至菲律賓、西至緬甸、寮國等，貨物

從越南製造出口將可節省可觀的運輸成本。此次參訪台商在平陽工

業區設廠的冠賢機電股份有公司南越公司，該公司成立於 1988 年 3

月(民國 77年)，由董事長林建祥先生所創立，初期資本額為新台

幣 6萬元，座落於嘉義市大華路 161號，以合夥方式經營，主要從

事高、低壓配電盤製造、馬達及電氣材料的買賣。經數年之積極努

力，品質、信譽、服務均為顧客所肯定，業務量日漸暴增，致使原

有的廠房不敷使用。遂於 1994年 4月 26日成立「冠賢機電股份有

限公司」，為一甲級水電承裝業及專業配電盤廠，資本額更增為新

台幣 6,700萬元，公司並擴建座落於嘉義縣民雄鄉民雄工業區成功

二街 35號新廠房，其面積約 3,600 平方公尺。該公司專精於鋼鐵、

造紙、水電、成衣、鞋廠等機電工程行業已有多年的實務經驗，而

且有一群專業的設計工程師，從硬體規劃、配製，到軟體設計皆有

非常專業的水準與技術能力，都有將近 20年的實務經驗。冠賢公

司有完整的生產流程，配電盤的箱體是由本公司鈑金部門自行生產

製造，再經由生產部門組裝、配線、試車。提供從規劃、設計、製



11 

 

造、安裝、試車、保養等一系列的服務。為因應台商在國外設廠的

需求，該公司亦在柬埔寨、越南設有關係企業(員工人數約 300 人)，

並由海外關係企業在台灣遴選台籍幹部長年進駐，可隨時提供當地

客戶產品需求或技術服務。除了有相當耀眼的成績外，也朝國際

化、多角化經營模式邁進。該公司基於發展國際觀，於 1997 年 7

月起，更將公司導入 ISO9001國際品質保證系統，於 1998 年 7月 2

日取得認證，更分別於 2009 年 6月 26 日、2012年 6月 18日再次

獲得認證。並秉持著品質用心、技術創新、客戶放心的經營理念，

永續經營。冠賢公司的成長與規模，讓我們知道林建祥董事長的努    

力與成功，同時也是台灣人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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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戰爭文化遺產－參訪南越古芝地道：距離胡志明市北郊 75

公里處，有一座叢林遍佈的寂靜村莊名叫古芝，這個地區現在看似

安祥，但它曾經在越南抵抗法國和越戰時聲名遠播，因為這裡有一

座地下村子－古芝地道，是越共的地下總部，美國在這裡屢吃敗

仗，而且折損大批兵力。越戰期間有人在地道內生活達 10 年之久，

他們白天躲在地下，晚上則四處出沒伏擊，令敵人防不勝防，美軍

和澳洲軍隊為了剷平古芝地道，曾經發動著名的「鐵三角計畫」，

派出成千上萬的部隊進入古芝掃蕩，但無所獲 ，也派了軍犬進人

地道追蹤，但越共卻發明了用胡椒粉來欺騙過軍犬的鼻子。 最後

美軍在古芝大量噴灑落葉劑，期望用這一招，除掉地面所有植物，    

逼地道內的游擊隊現身，但仍無效果。不過，這些毒劑隨著時間滲

透入泥土，汙染了水源，婦女飲用這些地下水後，產下了大量的畸

型嬰兒，成為越南人在越戰後，最悲情的傷痛。今天的古芝，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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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著名的旅遊景點，越南學校特別愛帶學生來此地實施愛國教育。

有些比較著名的地道，現已開放遊客參觀，地道並且加高加寬過，

方便遊客進入，不過遊客仍要挨著身子才能行走。古芝地道早在

1948年抗法時期就開始挖了，當時他們用簡單的鏟子和畚箕挖了二

十年，才完成這工程龐大的地下村落。地道總長 250公里，南通胡

志明市城外的西貢河，西邊可抵高棉。地道共分三層，以交錯方式

層層相通，每一層都設有迂迴的空氣管延伸到地面，以免受到美軍

的毒氣和砲彈攻擊。地道內，處處佈滿了陷阱，設有作戰哨、水井、

手術室、餐廳、廚房、休息室、會議室、醫療站、糧食軍火庫等等，

設施可是一應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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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年來，改朝換代和內亂外患使河內城區屢遭破壞，昔日金

碧輝煌的樓台殿閣已蕩然無存，過去的城垣目前也只殘留下正北門

和席行街的官掌門。河內市內的很多街道現在仍沿用舊時的稱謂，

如棉行、麻行、糖行、桃行、皮行、帆行、銅行等，其中有些街道

仍保持著行業老傳統。 

由於曾受法國殖民統治，河內市呈現出中西合璧的特殊趣味，

故有許多法式建築古蹟，市區內還保有許多多年未變、古味十足的

老街。最有趣的是當地人民的生活與街景：古老的人力車、一襲白

色越南裝扮的美女、特殊風味的越南小吃，可說是情調十足的美麗

城市。胡志明市地標之一的聖母院大教堂，也稱為紅教堂，建於 1877

至 1883年外觀由紅色磚砌成，是座新羅馬風格的教堂。離開教堂

向左看，便是中央郵政局(百年郵局)，外觀可看到很精緻的雕花，

側望左右兩旁木製的電話亭，俯瞰地上的花階磚，一一散發出古典

的氣味具有濃厚的法式風格建築。 

考察地理生態環境-椰林遍佈島上的美托三角洲雖然離胡志明

市有段距離，但那裡是水鄉澤國，可一覽九龍江平原上水道交錯的

水鄉風貌，乘坐手搖船穿越熱帶雨林，體驗美托真實水上生活，將

穿越椰林田野小徑，參觀椰子糖製作、當地手工藝品攤販，美托位

於湄公河三角洲的入口，前江省的省會，土地肥沃，盛產熱帶水果。 

考察地景風貌及觀光旅遊- 

下龍樂園：太陽世界下龍樂園項目第一階段投資總額為 8 萬億越

盾，是根據著名的迪士尼樂園模式而設計，該樂園的亮點是女王纜

車系統，具有大規模座艙系統，每個艙內可乘 230 人，預計將被列

入有關纜車的世界紀錄名單。結束後登上全世界最高巨大摩天輪，

每節車廂最多可容納 6人，乘坐環繞一周所需的時間大約為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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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高度為 215公尺。可欣賞到白齋橋、CAILAN港口、鴻基及下

龍灣全景。 

下龍灣：下龍灣位於越南東北部，為典型喀斯特地形，傳說為了協

助越南抵抗中國入侵，神派遣龍族在此地吐出一顆顆的龍珠，而後

這些珠寶又變成一個個海灣中的小島，小島間相連一線，形成一道

自然屏障，人們也因此成功捍衛了自己的國家，下龍灣為越南政府

創造的觀光產值難以估計。 

下龍灣有「海上桂林」之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94年將下龍

灣列入世界遺產，2011 年更獲選為世界七大奇景之一。 

登船遊覽美景天成的下龍灣，海域上散佈著 1千多座石灰岩天然島

嶼，就好像散落在海上的星子，蔚成海上石林奇觀。在下龍灣乘船

遊覽，可以親眼目睹這宏偉的景色儘收眼底，乘著船在島與島之間

來往穿梭參觀，你可以發現每個島嶼都有不同的形狀，突出海面有

如奇形怪狀的岩石雕刻，例如:鬥雞島、蟾蜍島、烏龜島、人頭島、

雙乳峰等因外觀而得名，乘船登上驚訝島參觀鐘乳石洞，令人嘆為

觀止!山石嶙峋和幽暗的鐘乳石洞為傳說中之神話故事的地方。 

英雄 TITOP島：此島的由來為西元 1962年胡志明陪同，蘇聯太空

英雄 CHERMANN TITOP，拜訪下龍灣時，為了紀念此事，胡志明就以

TITOP基托夫島為小島命名，此島開始聲名大噪。英雄島有下龍灣

難得一見的月牙型沙灘，可延階梯往上爬到至高點， 俯瞰下龍灣

美景。這裡是府瞰世界七大奇景～下龍灣絕佳之處，為了登高一覽

下龍灣的美景，努力向上吧！此時美景盡在您的眼簾。 

鴻基島：下龍市過去稱為“鴻基市”，是越南廣寧省省會。近年越

南為提高下龍灣知名度，將鴻基市改為“下龍市”，下龍市主要分

成二個部分，下龍半島主要是觀光客聚集處，一般越南民眾住在鴻

基島。 

一早抵達鴻基市，因天空下著大雨，雨中車行觀賞鴻基展覽館及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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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博物館具有特色的建築結構外觀，沿途仍然可欣賞到下龍灣奇特

風光，並深入參訪位於漁港旁的傳統市場及百貨公司，了解當地日

常生活型態。 

陸龍灣：寧平縣的長安生態保護區跟下龍灣同樣是石灰岩地形，只

是不在海上，當地人叫「沒有海水的下龍灣」，也就是「陸龍灣」

的由來。這裡靠著人工划行的小舟，穿梭在蜿蜒曲折的小河中，大

家抱著好奇興奮的心情欣賞陸上一個個山形變幻莫測的山頭，石灰

岩奇景。置身於兩岸寧靜鄉村之中，穿過鐘乳石洞，別有洞天，偶

見廟宇、遺世孤立，讓人好像在世外桃源感覺，忘掉一切憂煩！當

天天氣晴朗，陽光普照，藍天白雲，青山綠水，格外分明，配上水

面倒影漣漪，的確讓人驚覺來到仙境般的感觸，如此美麗的風景，

可能也是陸龍灣越來越吸引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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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志明是越南偉大的革命領袖，一生生活簡樸，深得越南人民

的愛戴。進入胡志明故居園區，迎面而來的黃色建築也就是法國印

度支那總督府，是當時北越的總統府，胡志明考量經費支出下，將

房間移出此總督府，往後此法國印度支那總督府只接待重要外賓時

使用，遷出總督府的胡志明搬往附近的地 54號房間，第 54號房間

旁擺放三台胡志明主席曾經使用過的汽車，參觀完此建築後，下一

站是高腳屋，高腳屋是胡志明主席的第三棟宿舍，我們參觀胡志明

故居的 54號平房是一棟獨特的高腳屋，據說是越南山區民族的建

築風格，胡志明出生中越，常年革命不能回故鄉，是子弟兵特地為

他建造一解鄉愁的住宅環境，故居相當幽靜，除了有池塘樹林，還

有環湖步道，是個環境優雅的地方。 

    總督府：法國殖民地時為法國的總督府，現為越南的主席府，

主要是接待外國使節及貴賓之用。總督府是一棟建於 1906年的黃

色建築、原是法國殖民時期印度支那的總督府、在 1954年~1969年

間為胡志明主席處理國政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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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柱廟：稱得上是河內地標的一柱廟，是李朝皇帝於 1049年

所建。廟身為木造，矗立於水中一根直徑有 1.25公尺的石柱上，

狀如蓮花，是奉祀觀世音菩薩的廟宇；據說是李朝皇帝因膝下無

子，於是求神賜子，某夜夢見觀世音菩薩坐在蓮花座上，手抱一子

賜予他，不久果得一子。皇帝便建此廟供奉觀世音菩薩，以感謝神

恩，是許多越南婦女前來上香祈求子嗣的廟孙，香火鼎盛。 
   還劍湖：是越南河內市中心主要湖泊之一，原名綠水湖，後因

傳說越南君主黎利在此得劍還劍而改為現名。 

傳說黎利一日遊湖時得神龜送來寶劍——順天劍，此後黎利率軍擊

敗明朝駐軍，建立後黎朝，成為安南君主，建國之後，黎利游湖之

時見神龜前來索劍，便將順天劍交其帶回，近代以來有人目擊湖中

有大鱉出現，據推測為世上僅存的數隻斑鱉之一。還劍湖也稱為

小湖，玉山祠坐落在湖面北部，湖面南部有龜塔，湖東面到南

面是法式殖民建築集中的區域，巴亭廣場、文廟等建築在湖的

西面，還劍湖北面，則是傳統的“三十六行街”，每條街依所

交易的產品來命名，交錯而充滿生活氣息的街巷很有懷舊感。 

 
肆、心得與建議 
 

    長久以來，台灣為越南重要的投資國，早自 1980 年代後

期即赴越南投資設廠，已在越南建立強大根基樞紐地位是外

資選擇越南的重要因素。越南不但作為中南半島臨海重要區

域，其臨接大湄公河次區域，亦使越南在中南半島地緣政治

上舉足輕重。台商在越南投資以製造業為主，其中又以紡織

成衣業、食品及飲料製造業、造紙業、機械業、農林水產業、

木製家具業、製鞋業、電子業為大宗，近年則部份投資逐漸

走向科技產業及服務業。現今，台商在越南各地已成立超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96%E6%B3%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E%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0%86%E5%A4%A9%E5%8A%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3%9D%E5%B1%B1%E8%B5%B7%E4%B9%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3%9D%E5%B1%B1%E8%B5%B7%E4%B9%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E%E9%BB%8E%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91%E9%B3%96


20 

 

10 個地區性台商會，另外在主要的產業類別，諸如自行車

業、鞋業、紡織成衣業，亦有組織產業別聯誼會，保守估計，

越南台商現在超過 3,000 家，總數超過 6 萬人，台資企業在

越南的投資重要性不言可喻，政府更應該有明確之計畫讓在

國外打拼的台商無後顧之憂能感受到政府對他們的重視。 

越南因曾為殖民地國，至今仍保留許多殖民地時之異國色

彩，建築方面亦有許多文化古蹟留為現今之觀光景點，為國

家帶來觀光產業及其經濟效益。 

     嘉義縣雖然是個農業縣但我們有山有水，是適合規劃休

閒旅遊的好去處，現代的人在繁忙緊張的生活中相當重視休

閒娛樂，只要做好整體規劃一定能吸引不少觀光客，尤其是

生活在都市中的現在小孩，他們對於農村的生活體驗仍然有

一種憧憬，希望能借此為本縣帶來經濟利益。 

    越南對台灣而言，有熟悉之處也有陌生的部份，熟悉的

部份在於我們身旁總是不乏與越南相關的人事物，尤其是南

台灣，包括投資越南的台灣商人、嫁來台灣的越南新娘，甚

至是街頭林立的越南美食，但陌生的部份像殖民的歷史、戰

爭的記憶乃至現代化的歷程。由於目前越南正加速發展經

濟，每個地方都有其獨特的地方，各有特色或優缺點，無論

在地理位置上、交通及基礎建設上、歷史文化上、宗教上或

觀光上及經濟上，都各有其不同風貌。人民生活安定的根源

在於經濟穩定成長、社會和諧、建設完備，台灣無論在生活

環境、各項建設與越南相比都有過之而無不及，但隨著外資

的湧入及越南政府改革開放，假以時日一定能見到越南的蛻

變，這是我們該警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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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考察人員名單 

 

序號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1 本會 秘書長 黃尚文 

2 本會 議員 蔡信典 

3 本會 議員 姜梅紅 

4 本會 議員 黃金茂 

5 本會 秘書 黃仁吉 

6 議事組 主任 張淵柏 

7 總務組 主任 黃淑玲 

8 行政組 代理主任 趙幸芳 

9 總務組 專員 陳韋儒 

10 議事組 組員 林麗雲 

11 行政組 組員 湯智詔 

12 議事組 佐理員 王麗賢 

13 議事組 書記 蘇素蓮 

14 議事組 雇員 侯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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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龍灣的天然景象-長安生態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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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陵寢 

 
胡志明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