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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台灣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整個國家與社會 

從戰後嬰兒潮開始，歷經人口增加到減少，年輕到普遍性老 

化，產業結構也從傳統一級產業逐漸轉化成為以服務為導向 

之三級產業，整個社會結構從農業社會慢慢轉換成工商業社 

會，然而因為數十年來，產業結構上，偏重工業發展之追逐 

經濟成長之背後，卻因整體環保意識與觀念不普及與落後， 

使得整個台灣社會，這70年以來，因為追求經濟發展規模之 

工業出口導向，且大都為高汙染性之農工產業為大宗，使得 

地小人稠之台灣這片土地，在環境生態與景觀上，逐漸付出 

驚人代價與可觀之社會成本。從我們近來對於食安、空污、 

水質等等人類基本生活下生存條件之嚴重擔憂與省思，可見 

一般。 

    而嘉義縣有山有海，早期主要以農漁牧業為主，當作嘉 

義縣經濟發展之主軸，縣轄境內並無大型工業區設置，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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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僅為規模達中小企業程度之工廠為主，然而隨著前述之國 

家社會經濟發展脈絡轉換，整個國家全面性工商業結構發展 

使然，加上本縣人口老化與外流嚴重，嘉義縣始終無法擺脫 

又老又窮之「邊緣縣市」命運，雖然嘉義縣政府近來在歷 

任縣長主政，因應縣政發展趨勢，以爭取設置故宮南院等百 

年文化大建設全力拚觀光，並在山海地區分別開發大埔美與 

馬稠後兩個大型工業區，寄望嘉義縣從此可以脫胎換骨，讓 

大家都回嘉，讓大家來嘉玩，可以找到重新出發之活路。然 

而不可否認地，面對台灣這片早已受傷且環境污染嚴重之土 

地與家園，如何在地小人稠之條件下，找出努力觀光與新 

型工商業發展之新方向，借鏡世界上先進國家之經驗，找到 

新方向之指引，避免走錯路，的確是我們嘉義縣甚至整個國 

家社會迫切需要面對和重視之課題。 

     而本會為開拓行政人員的國際視野，加上協助本會議 

員監督嘉義縣政上之參考與思維豐富考量，於 2019 年 9 月底 

期間，利用第二次定期會開議前夕之空檔，由本會黃尚文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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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長領隊，包含蔡信典議員、姜梅紅議員與林于玲議員三位 

議員參與之考察團一行 15 人，於 2019 年 9 月 19 日至 9 月 28 

日至加拿大溫哥華地區、落磯山脈國家園區等地公務考察活 

動（詳如後面所述）俾利提升本會協助議員整體議事運作與 

行政效能，最重要地作為監督嘉義縣政府今後縣政施政推動 

之參考。 

據文件資料顯示，加拿大為北美洲國家，西抵太平洋，東至 

大西洋，北濱北冰洋，東北方與丹麥領地格陵蘭相望，東部 

與聖皮耶與密克隆群島相望，南方及西北方與美國接壤。加 

拿大的領土面積達 998 萬 4670 平方公里，為全球面積第二大 

國家。加拿大素有「楓葉之國」的美譽，渥太華為該國首都。 

加拿大是雙語國家，英語和法語為官方語言，原住民的語言 

被認定為第一語言。由於位於高緯度地廣人稀，該國是世界 

上擁有多元化種族及文化的國家，也是移民為主的國家，約 

五分之一的國民出生於境外，近年來移民大部分來自亞洲。 

得益於豐富的自然資源和高度已開發的科技，加拿大是富裕、

經濟已開發的國家。以國際匯率計算，加拿大的人平均國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7%BE%8E%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6%B4%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A5%BF%E6%B4%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86%B0%E6%B4%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9%E9%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BC%E9%99%B5%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A5%E5%A4%AA%E5%8D%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6%B0%91%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5%85%83%E6%96%87%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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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毛額在全世界排平第十六，人類發展指數排名第十。它 

在教育、政府的透明度、自由度、生活品質及經濟自由的國 

際排名皆名列前茅。加拿大是一個由十個省和三個地區組成 

的聯邦。而此次本考察團活動區域為西部之卑詩省與亞伯 

達省兩省份。加拿大目前約有 3,520 萬居民，是少數 

工業先進國家中，人口持續正成長之國度，最主要原因為移 

民政策使然，且集中在多倫多、蒙特婁及溫哥華等大都市。 

特別是近來亞洲裔人口增加，華人更為大宗，近來台灣人移 

民潮也是熱門地。而本次考察行程之主要地區，溫哥華市 

（City of Vancouver）是加拿大卑詩省低陸平原地區一沿岸城 

市，與最大城市多倫多約有 4,200 公里之遙，西南與卑詩省 

省會維多利亞隔 100 公里的太平洋相望，北距卑詩省北部最 

大城市喬治王子城約 700 公里，東距亞伯達省省會埃德蒙頓 

約 900 公里，南距美國西北大城西雅圖約 250 公里。根據 2016 

年加拿大統計局人口普查，溫哥華市人口有 490,967 人，而

大溫哥華地區的人口為 246 萬，是卑詩省以至加拿大西部最 

大的都會區，以及全國第三大都會區，更為我國人民移民加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7%B1%BB%E5%8F%91%E5%B1%95%E6%8C%87%E6%9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6%8B%BF%E5%A4%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6%8B%BF%E5%A4%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8E%E9%99%B8%E5%B9%B3%E5%8E%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5%80%AB%E5%A4%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1%E8%A9%A9%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1%E8%A9%A9%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4%E6%B2%BB%E7%8E%8B%E5%AD%90%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4%BC%AF%E9%81%94%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BE%B7%E8%92%99%E9%A1%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9%9B%85%E5%9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A%AB%E5%93%A5%E8%8F%AF%E5%9C%B0%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1%E8%A9%A9%E7%9C%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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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大之主要落腳地。溫哥華市位於菲莎河口的三角洲間，面 

向喬治亞海峽，雖然緯度較高，但因有暖流經過，所以冬季 

一般不常降雪，港口不結冰，是加拿大西岸最大的港口。溫 

哥華是一個景色優美的地方，並以豐富的人文資源著稱，氣 

候溫和，四季宜人，擁有潔淨的空氣和新鮮的水質，為加拿 

大的旅遊勝地，曾多次榮獲世界最佳居住城市。溫哥華可說 

是加拿大西岸最美的城市，最具特色地是沿著海岸線而建築 

的街道。 

本次的考察目的，係希望藉由模範城市經驗之觀摩及學習， 

做為本縣規劃縣政藍圖之參考。另參訪優鶴、班夫與傑士伯 

等國家公園及維多利亞島，學習城市綠美化設計，並瞭解樹 

木森林的功能，期望有利對於本縣城鎮美化，居住環境保護 

及空氣品質維護，還有觀光產業與商業活動等之美麗嘉園願 

景有所助益。 

貳、行程紀要 

     此次考察行程概略規劃，首日9月19日午夜由桃園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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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搭華航飛往溫哥華，因為時差關係，於當地時間9月19

日晚上抵達溫哥華機場，第二天9月20日早從溫哥華到希望鎮、

甘露市，夜宿黃金鎮，第三天9月21日早，從黃金鎮到優鶴國

家公園內之翡翠湖、天然石橋，再往班夫國家公園內之露易

絲湖、城堡山、硫磺山、弓河瀑布、驚奇角等處，夜宿班夫

小鎮，第四天9月22日早，從班夫小鎮走冰原大道到班夫國家

公園內之鴉爪冰河、弓湖及佩多湖等地，再往傑士伯國家公

園內哥倫比亞大冰原、冰原雪車及天空步道，夜宿班夫小鎮，

第五天9月23日早，離開班夫小鎮到夕卡摩小鎮，再往卑詩省

農業重鎮科隆納，參訪歐肯那根湖，並夜宿科隆納，第六天

9月24日早，前往瑪莉特小鎮，再到美國與加拿大邊境之和平

拱門公園，再參訪葡萄酒酒莊，夜宿溫哥華，第七天9月25

日早上至我國外交部駐溫哥華辦事處交流參訪，此亦為本考

察團最主要行程，藉由拜會陳剛毅處長，經由雙方整個上午

深入之交流會談，實際了解兩國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等同

異性，把此次參訪所見所聞，經由駐外人員第一線實際經驗，

獲得印證與學習。午至溫哥華市區之史丹利公園、加拿大廣

場、蓋士鎮等地參觀，夜宿溫哥華，第八天9月26日早搭BC

渡輪至維多利亞，參訪卑詩省議會大廈、維多利亞港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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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花園，夜晚再搭BC渡輪回溫哥華，當日午夜至溫哥華機場

搭機回台灣，回到台灣則為台灣時間9月28日上午5點30分，

結束此次考察總共十天行程。 

 

參、參訪重點 

        此次考察行程詳細規劃，首日台灣時間 9 月 19 日午夜 

3點 35分搭乘中華航空由桃園飛往加拿大西部最大城市溫哥

華機場，抵達時間為加拿大時間 9 月 19 日晚上 19 點 30 分，

看到桃園機場密集的飛往溫哥華甚至加拿大東部多倫多的

航班，加上此航班旅客幾乎滿載，且臺灣人民不少上，即可

窺見台灣與加拿大，兩國主要地區之人民交流密切頻繁。而

在約 10 個半小時抵達溫哥華後，藉由電子簽證與電子通關

模式，加速旅客入境審查，更可看出加拿大先進且開放的民

族性，信賴對方，但如果違法卻又是嚴厲罰除。在辦理入境

後，我國外交部駐溫哥華辦事處處長陳剛毅處長特別至機場

接機，歡迎本考察團，表達歡迎與重視之意。當晚夜宿溫哥

華。第二天 9 月 20 日上午，加拿大的第一個早晨，新鮮的空

氣與水，乾淨的土地，果然不辜負最適宜居住都市之美名。

而從溫哥華進入落磯山脈地區，沿著加拿大東西岸楓葉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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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進入菲沙河谷，途經廣闊無垠的低陸平原，美洲田園牧

野景觀皆盡入眼簾，感覺逐漸進入山區之後，就是到達了美

國知名電影，席維斯史特龍主演之《第一滴血》的拍攝地，

也是百年前淘金時期的美麗小鎮–希望鎮，在此身歷其境感

受當時電影拍攝之經典場景，而小鎮中新鮮之空氣與滿處之

花香，的確吸引不少退休加拿大人移居在此，延續生命之希

望。隨後專車沿著公路越過海岸山脈進入卑詩省中部內陸山

區。中午抵達甘露市，此地位於內陸氣候乾燥，獨特之沙漠

地質，適於花旗蔘的生長，它也是北美洲花旗蔘的主要產地。

安排參觀花旗蔘展示中心，了解花旗蔘這個美加地區特有產

物之生長過程及產業現況，工廠中更聘請中國和台灣移民之

懂華語人員，為大家解說，可見花旗蔘在華人之喜好與市場

規模。午後再沿著鷹峽道，前往百餘年前，由中國華工興建

的太平洋鐵路與加拿大國家鐵路交會的「最後一根釘紀念

碑」，瞭解百餘年前第一代中國鐵路勞工在此奉獻生命的血

淚史，一窺往昔太平洋鐵路建造之艱辛，我們也在車上觀賞，

2009 年由香港導演胡大為執導，演員包括梁家輝、孫儷等演

出的電影《鐵路》(Iron Road)，對這段鐵路華工辛酸史感，

《鐵路》將當年華人興建加拿大太平洋鐵路之血淚，是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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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詩式電影，描述女主角孫儷女扮男裝，到金山參與興建鐵

路，尋找父親。電影的確引人省思，讓所有華人，加拿大人，

以至全世界的人都清楚華人百多年前對加拿大這個國家的

貢獻。當晚夜宿黃金鎮。第三天 9 月 21 日上午，從黃金鎮出

發，前往風景瑰麗的優鶴國家公園，沿途看到那舉世無雙的

天然奇景，高聳入雲的山峰，筆直陡峭的岩壁，置身於一幅

氣勢磅薄的風景中。考察團同仁都全體認為，加拿大洛磯山

脈地區之景色，是老天賞給這個國家最獨特之寶藏。隨後探

訪踢馬河沖刷所形成的天然石橋，及有《洛磯山綠寶石》之

稱的翡翠湖，峻峭山峰、瑰麗美景目不暇給，而湖邊有一個

旅館，適逢當地為星期六，可見不少加拿大人舉家來遊玩，

謙沖有禮舉止間，加拿大人也早習慣與這老天賞賜大自然美

景做朋友之珍惜與尊重，更可看出這國家重視休閒生活之人

生觀。隨後再深入世界聞名的洛磯山脈國家公園區，首先抵

達加拿大第一個國家公園─班夫國家公園，參訪舉世聞名的

露易絲湖，露易絲湖是班夫國家公園最知名的景點，享有《洛

磯山藍寶石》、《洛磯山蒙娜麗莎》、《小魚之湖》美譽。

這座長 2.4 公里、寬 500 公尺的湖泊，座落在標高 1731 公尺高

的山裡，因冰河水中含有細微的粒子，所以靜謐的湖水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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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可思議的青綠色，令人讚歎與羨慕加拿大可以擁有如此

世界級美景，彷彿是一幅畫，既優美又有深意。我們看到加

拿大人與各國旅客，紛紛在湖邊取景，優閒休憩，特別值得

一提地是旁邊有名之露易絲湖城堡飯店，房價昂貴卻打不退

各國慕名而來旅客，其中一樓咖啡廳有一窗景，聽說更需提

早半年前早早預約之約會「寶座」，而窗景外，的確可看到

世界級之美景。午後再驅車前往班夫國家公園內最特殊的山

峰城堡山，由於城堡山雄偉壯觀，使它成為加拿大橫貫公路

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標。並安排搭乘獨特的硫磺山纜車，

攀登海拔 2450 公尺高的硫磺山山頂，透過窗戶隨著爬昇的纜

車更可鳥瞰班夫美景。在搭纜車時，遇到一對中國南京而來

之夫婦，他們說在旅遊世界各地以後，這個地方纜車外美景，

是可以媲美瑞士少女峰的景色，這真的可從人潮擁擠排隊搭

纜車之遊客上，看得出加拿大依靠大自然美景大賺觀光財的

成果豐富。之後來到當年瑪麗蓮夢露曾拍攝《大江東去》的

弓河瀑布，它就在班夫小鎮街旁，清澈溪水與難以形容美景，

這也凸顯這兒居民生活某面向之幸福。續往驚奇角，也看到

百年古堡建築的班夫溫泉城堡酒店，巧克力蛋糕般的城堡外

型為該地最有名的地標物，讓人驚嘆它的雄偉壯觀，隨處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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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如網紅拍照打卡之熱門美麗景緻。當晚夜宿班夫，來到班

夫小鎮猶如走進了童話世界，矮小的木造房子有著濃濃的西

部鄉村氣息，規劃得宜之各種商店林立，食衣行各種類別各

具特色，不少加拿大人，把握冬日將來前的陽光斜灑，慵懶

自在地在街上喝杯咖啡啤酒，享受美食與美麗人生。偶爾看

到馬車在班夫大道上，還真有走進了童話故事錯覺。不得不

承認，這真印證了旅行達人所提到地班夫是個美的城鎮。第

四天 9 月 22 日早上，從班夫繼續進入班夫國家公園，路途上

所有景觀，彷彿有像在看國家地理雜誌頻道之模樣，迴異於

台灣這個亞熱帶國家之美景，繼續前往名氣僅次於露易絲湖

的名湖佩多湖，它帶著不可思議的湖水色澤，重點是寧靜到

難以形容，不同季節帶著不同的面貌迎接遠來的遊客。接著

造訪美麗的弓湖及鴉爪冰河，特別值得提出地是，弓湖的安

靜，更是此行中眾多湖中景色之最極致，堪稱一絕。冰河的

鬼釜神工及大自然神奇的力量充分呈現。以上皆是在往人稱

洛磯山脈最美的 93 號公路冰原大道要進入傑士伯國家公園

路途中，此段道路被世界地理雜誌評為全世界最美的高速公

路，處處可見冰河、湖泊、瀑布、及小溪，還有隱身於山林

間的麋鹿、黑熊等著我們幸運去發現或巧遇，午後前往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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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士伯國家公園的哥倫比亞大冰原，親身到達最大的冰河遺

跡。並安排搭乘全世界只有十二輛，加拿大獨有的巨輪冰原

雪車，登上 2210 公尺高的阿塔巴斯卡冰河，在厚達三百公尺

萬年玄冰上體驗這專屬上天賜與加拿大之美景，整個遊客中

心溢滿著等待參與之世界各國遊客，可見這個美景吸引世界

各地的人。接著前往也屬世界奇景之一的天空步道，步道就

建置在陡峭之峽谷中，懼高症之恐懼與大自然鬼斧神工奇景

歷歷在目搭配交錯著，這又是個加拿大吸引世界所有旅客的

景點。當晚再回到班夫夜宿。第五天 9 月 23 日早上，從班夫

到夕卡摩的荷蘭農場，實際探訪加拿大興盛且舉世聞名之農

牧產業，農場中販賣之水果，呈現與台灣不同之氛圍，這個

季節有綠色葡萄盛產，其他季節還有各式品種之蘋果、藍莓、

蔓越莓等等，搭配各種當季時令之水果做成之冰淇淋，的確

達到吸引遊客之眼光與胃口滿足。其中超大之南瓜，更有異

國風情。隨後再前往 BC 省最大農業重鎮–科隆納，先到歐肯

那根湖參觀，此湖長達百餘公里，水深難測，據說有水怪出

沒，加拿大政府還為此水怪懸賞加幣 200 萬，求得真正水怪

的照片，算是另類觀光行銷之成功模式。而科隆納也有加拿

大有名之世界性知名大學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分校設置在此，



15 
 

藉由農業重鎮之影響，發展別具特色之學術研究，加上處處

可見之高爾夫球場，也吸引旅客前來渡假消費。今晚夜宿於

科隆納。第六天 9 月 24 日早上離開科隆納，往回到溫哥華地

區路途，途經瑪莉特小鎮稍作休息，此小鎮極有特色，路上

更可看得到典型國家土地廣大如加拿大，在交通往來上之特

色如特加長附有睡舖之貨櫃車、露營大車等等密集出現。然

後驅車前往位於美加邊境的和平拱門公園，這個公園位於邊

界線的兩側，跨越美加兩國，呈狹長型，占地十九公頃，加

拿大占九公頃，美國十公頃。這兄弟般之兩國各自為這座公

園取了名字，加拿大這邊叫「Peace Arch Provincial Park」，

美國那邊叫華盛頓州的「Peace Arch State Park」，同一座公

園卻有兩個名字。和平拱門就位於和平拱門公園的正中央，

建於 1914 年，是為紀念美國和英國簽訂根特條約一百周年而

建，拱門是希臘式建築，高約 30 公尺，頂上飄揚著加拿大和

美國的國旗，是極具有歷史意義的紀念性建築物，從往來人

車進出通關之站台，可以看出美國與加拿大兩國無論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等等密切關連，連美國職棒大聯盟 MBL 與籃球

NBA 都有加拿大多倫多城市代表隊了。在返回溫哥華路途上，

接續安排參觀加拿大籍台灣裔開的當地酒莊及葡萄酒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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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莊把加拿大特有之冰酒作得有聲有色，只是該酒莊根

據外媒報導，近年來面對中國紅色經濟之打擊，想握有實際

經營權也付出了極大之代價。第六天 9 月 25 日早上，則為此

次考察團最主要行程，前往我國外交部駐溫哥華辦事處拜會

參訪，藉由整個上午時間，與陳剛毅處長等人互相就此次所

見所聞之所感，與辦事處人員就加拿大與台灣兩國在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等等面向，各種同異點提出交換意見與學習交流，

我們考察團也代表本會張明達議長表達駐外人員替台灣外

交努力打拼之辛勞之致意與勉勵。午後則前往溫哥華市中心

的史丹利公園，是北美最大的城市公園，也是世界知名的城

市公園，和紐約中央公園的氣勢不相上下，不但保留加西地

區的原始森林、自然景觀、水族館、印地安圖騰柱,甚至動物

園。極具有參訪之價值，公園周遭處處可見加拿大人從事運

動休閒之畫面，可見一個先進國家，就是因為經濟發展樂觀

良好，人民富裕所以才會在運動休閒上更加注重和認同。而

到訪加拿大廣場則是 1986 年世界博覽會的展覽場地，狀式揚

帆的蓬頂式建築，取其為海洋城市之義，是溫哥華著名風景

標誌之一，處處皆為觀光客擠滿這個街道，觀光真的是加拿

大重要之經濟來源。接著前往溫哥華的發源地~蓋士鎮，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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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街道仍保留古色古香的景緻，這一帶的紀念品商店也吸引

各國觀光旅客前往，當然幾乎所有旅客，也爭相和全世界第

一座蒸汽鐘合影留念，這真是傳統與現代交錯存置的溫哥華。

當晚也是夜宿溫哥華，第七天 9 月 26 日上午，前往碼頭，搭

乘 BC 渡輪橫渡喬治亞海峽前往溫哥華島的維多利亞，享有

《花園之都》、《小英國》、《退休樂園》等美名，在在都

是道出它的美麗。首先安排參觀卑詩省議會大廈、維多利亞

港灣，整個城市瀰漫著優雅的風采，處處可見19 世紀的建築、

裝飾、飲食與生活習慣全都因襲著英國的傳統文化而發展，

在加拿大眾多城市中更是自成一格，濃郁的英國風情更是反

映在建築設計上，省議會大廈等建築更是其中代表，我們從

密集之渡輪航班班次可見這個地區觀光與日常生活所需之

頻繁數量，加上充滿早期開發加拿大西部之英國風情建築與

街道，各國裔的人群在街上行走，富有英倫風味之傳統古典

高級五星飯店座落在此，這個地方正持續吸引世界的彼此前

往。午後驅車到素有《北美最美麗的花園》之稱的布查花園。

距離渡輪口約 20 公里的布查花園是一個私人花園，但是名聲

早已享譽國際，每年有上百萬遊客專程來訪佔地約 55 公頃，

花卉種類高達 5 千種之多，分為低窪花園、玫瑰園、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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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園和日本花園等 4 個主題區。花園之空氣、水與環境氛圍，

考察團戲稱如果每星期來三次，如同鄰里般之社區公園，我

們絕對多活 20 年，我們要肯定地是在得天獨厚之地理環境

之下，加拿大人用心與努力維護這片土地美麗之決心與信念。

晚上則搭乘 BC 渡輪返回溫哥華，準備到溫哥華機場搭乘加拿

大時間 9 月 27 日凌晨 12 點 20 分中華航空班機回到台灣，仍

然日滿滿人潮，航班仍然密集，且機位滿座之回程班機，持

續驗證著加拿大與台灣兩國密切之生活往來，於台灣時間 9

月 28 日清晨 5 點 30 分回到桃園機場，結束此次考察十天行

程。 

 

肆、心得與建議 

     一、對於所有旅客而言，一個國家之門面就是國際機

場，以我們此次入境之溫哥華國際機場來說，新穎又具現代

之機場設備與空間，加上自動化通關模式，可以看得出加拿

大這個先進國家，過往發展歷史中，因為採取大量開放之移

民政策，吸引世界各國族群移民來到這個國家，秉持一種信

賴與開放自由之價值觀，互相尊重，相對一些安檢嚴格或是

嚴謹懷疑通關檢查，有極大不同，但信賴開放尊重之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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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嚴謹之相關法律配套，如果逾越法規範，就是嚴厲罰除之

立場，這初步已經顯現這個國家之民族性與政府施政之態度，

多元開放且包容不同聲音，但嚴謹法律規範卻也相對提醒加

拿大人互相尊重之態度。 

     二、加拿大適巧逢四年一度之大選，在 10 月 21 日舉行

第 43 屆大選，由現任總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所屬的自

由黨對上在野黨保守黨，選前兩黨的民調在伯仲之間，杜魯

道有可能失去總理之位，被對手熙爾（Andrew Scheer）奪下。

根據最新開票結果，杜魯道成功贏得連任，但自由黨將失去

國會多數，未來會籌組少數派政府。根據外媒報導，加拿大

今舉行大選，自由黨與保守黨競選眾議院 338 個席次，最新

開票結果顯示，自由黨拿下 156 席、保守黨 121 席、魁北克

政團 32 席、新民主黨取得 25 席、綠黨有 3 席、獨立參選人

1 席，杜魯道險勝連任總理，將籌組少數派政府，也算是加

拿大政治史中少數是由籌組少數派政府執政地，非常難得。

而本次考察團所前往之卑詩省與亞伯達省則是由保守黨獲

得絕多數席次，自由黨則在加拿大東部地區大有所獲。值得

一提地是華裔人口有 8 人當選國會議員，算空前紀錄，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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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香港移民及其後代，對於今後加拿大與中國、香港以及台

灣之關係如何變化，更值得關注。 

    三、此次考察團在拜會我國外交部駐溫哥華辦事處陳剛

毅處長，並與其互相交流過程中，可以大致上歸納出主要一

些觀點，加拿大是個重視自然生態維護與永續經營之國家，

因為地廣人稀，加上多數地區多數季節處於氣候嚴峻，故鼓

勵移民實施開放政策，重視人權與人性自由，因天然資源如

礦產石油與木材產業豐富，但不鼓勵工業發展，重視野生動

物物種之保護如灰熊、鮭魚等等，加上人民天性與自然共存

之價值觀，搭配擁有老天爺賞賜之大自然美景，使得加拿大

之空氣、水等人類生存環境基本需求傲視全球，相對於台灣

數十年來，因為地小人稠，追求經濟發展下之產業對於環境

破壞之後果，正日益嚴重地惡果反撲給台灣這片土地人民，

這的確我們值得省思面對。然而，從加幣近來貶值所反映出，

亞洲強國如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逐漸抬頭，傳統西方強

國之各方面競爭相對性已逐漸弱勢，但加拿大都會區之房價

與物價卻受到上述新興經濟體炒作而呈現貧富差距拉大之

負面效應日增。使得加拿大人生活普遍性不如往昔般富裕與

優閒，這也是這個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多面向層面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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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視與反省之處。當我們走在街頭，尤其如華人街地區，

不少遊民聚集，雖然這需提到加拿大人面對遊民與貧民是採

生理心理層面之友善面對的特別觀點與立場，但也凸顯這個

國家越來越嚴重之貧富不均社會問題。 

    四、台灣與加拿大，因為移民政策使然，我國人民許多

旅居於此地，加上經濟貿易文化等等社會各層面交流頻繁，

如前面所述，可從密集飛機航班往返可見得出來。或許我們

在政治上受到中國因素影響，無法正面呈現兩國人民之互動

交流，但不可否認地如開放免簽等互惠措施，經貿上繁密地

往來，加上台灣裔人口眾多，加拿大是我國在北美洲除了美

國以外重要之外交灘堡，而面對中國之各方面打壓，我駐外

人員之辛苦，從此次與外交部駐溫哥華辦事處人員之交流互

談中，可深深體會。 

    五、加拿大雖有世界聞民之保健食品如魚油等等外銷全

球，但因為醫療資源之不如台灣普及，所以許多台灣人雖移

民於此，仍寧願花錢搭長時間飛機返回台灣就醫，我們台灣

其實可以利用在全世界醫療上之專業與便利之優勢，發展醫

療觀光之區塊，相信台灣可以賺進不少全球醫療觀光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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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此行在洛磯山脈地區，考察參訪行程主要集中在優

鶴國家公園、班夫國家公園與傑士伯國家公園等範圍內，眾

所皆知，加拿大是個移民型之地廣人稀國度，本身發展歷史

除了原住民以外，並無歷史悠久之古文明等文化資產古蹟現

存，但加拿大在保存與維護大自然奇景上，包含對野生動物

之尊重，卻是世界上名列前茅，雖然依靠天然礦產林業就可

富足國家，但畢竟保護好加拿大好山好水，賺進全球觀光客

之鈔票，更是這個國家最高指導原則。我們僅簡單舉些例子

就可以證明，加拿大人與動物之友善尊重，在接近洛磯山脈

地區之高速公路上，常常可見友善野生動物奔跑行走之橋樑

與走道，搭配順應生長生活習性之圍籬鐵絲網，把屬於動物

自己之一片天地營造得自然又舒適。另外野外之垃圾桶做成

灰熊等動物無法攀爬亂覓食之樣式，種種巧思皆出現在行程

參訪過程中。加上從小養成之尊重與保護環境之價值觀，如

法令嚴懲非法於不合宜時地大小數量之捕魚規定等等，他們

在這方面之執行徹底傲視全球。而加拿大也是世界上實施國

家公園管理法令與觀念推廣之國家，人們早已成熟到習慣相

關規範且樂於學習配合之教育，或許也因地廣人稀，加上只

要在遊客休憩地點上，常可見打掃清潔人員出現，搭配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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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優良之城堡飯店，整個洛磯山脈地區之國家公園，就像

是個環境保護之示範場域，等待世界各國人民進場好好學

習。 

    七、記得 2010 年一部述說氣候變遷之紀錄片–【正負 2

度 C】，在當時美國高爾副總統等政商名人大聲疾呼下，引

起全球各地許多迴響，當我們 9 月底，到達加拿大有名之哥

倫比亞大冰原時，在遊客中心等待準備出發時，遠眺大冰原

時，旁邊有曾經來過之ㄧ些旅客竟說出：這個冰原變小了！

的確冰原真得變小了！約 10 年前，【正負 2 度 C】紀錄片中，

科學家就一再地警告，地球的溫度只要再上升 2 度，人類就

會面臨存亡的危機，為什麼是 2 度？因為地球氣溫上升，格

陵蘭島的冰山開始融成海水，加速吸收太陽輻射，反而會融

化地更快，北極生物的生存空間受到剝奪，現在北極熊已經

出現同類相殘的悲劇，如果地球氣溫再上升，海平面升高侵

蝕陸地，人類的滅絕危機也會迅速降臨。雪白大北極熊步履

蹣跚地前進著，照片中還能隱約看到，獵物被扯裂的身體。

旁白：「一隻饑餓的大北極熊游不到覓食之地，牠餓了，於

是吃下了同種的幼熊。」 北極天地不再是一片聖潔白皙，

這只是滅絕世界的第一幕序曲，如果人類連正負 2 度 C 都守



24 
 

不住的話。科學家設計出一個生死溫度計，只要地球氣溫升

高 5 度，4 成動植物將消失，升高 6 度，人類確定走上滅絕

命運，事實上升高 2 度，已經是人類生存危機的開始。 哥

本哈根大會、歐盟、世界各國，也全都同意一旦氣溫升高 2

度，極地冰山融化，海平面升高，生態即將崩壞。 根據文

獻資料，美國國家科學院提到：「未來 2 到 4 世紀，海平面

會上升 2 到 5 公尺，一旦這個過程開始，叫做臨界點，恐怕

就無法再回頭。」 熊吃熊的悲劇告訴人類，無法回頭的惡

性循環己經開始。看看此刻的北冰洋，在科學家眼裡實在美

得淒涼，因為眼前一座座挺立的冰山，都是裂解自格陵蘭島

的千年冰河。 連南極西部和東部都出現了首次融冰的現象，

而北極融冰危機，就發生自冰山融成海水的那一瞬間。這一

進一出，讓北極吸熱增加了 2 百倍，冰河移動的速度比 4 年

前倍增，科學家預估，2020 年到 2037 年的某一個夏天，北

極冰山會全部溶化，不用等上 2 個世紀。專家說：「如果完

全擺脫格陵蘭冰原，把結的冰通通放到陸地表面，然後注入

海裡，世界海平面將會比現在上升 7 公尺。」 海平面上升

伴隨颱風加劇，會是未來的第一和第二大威脅，氣溫上升 2

度 C，也會增加半乾燥區野火燎原的可能，而這一切浩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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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作俑者，就是 1750 年以來，以科技文明工業進步自豪的人

類，人類親手推倒，氣候暖化的第一張骨牌，從自視環保觀

念執行前段班之加拿大，都無法避免全球氣候暖化與變遷下，

冰河原融化與縮小之惡果正侵蝕生態且呈現眼前時，更遑論

數十年來，以高汙染產業，追求經濟規模與成長而正一步步

地，付出環境汙染代價之台灣，又將如何面對未來另一個十

年之全球氣候巨變與暖化等議題，試想當 2010 年時，紀錄片

上映時之那些自然警語之暮鼓晨鐘，我們會體會到或想到，

我們 10 年後，竟然會每天在乎醒來的第一口空氣是哪種顏

色警戒呈現呢?文明開發與人類活存之基本環境要件之孰輕

孰重？更是一門必修之大課題。 

    八、加拿大為北美洲地區極度須重視之國家，特別是在

經貿、觀光等價值上，台灣長久以來與其互動密切，正如前

面所提到，特別是因為移民政策之緣故。加拿大屬於經濟水

準勝於我國之國度，而獨特之加拿大美景，也真正以觀光等

特色也遠遠吸引世界各地旅客前往，開放又多元之文化包容，

搭配天然景觀之北國氛圍，使這個國家吸引全世界觀光客不

斷前往，這就是加拿大的魅力！反觀我們台灣，相信我們特

別在人文的觀光資源上也是別有一番特色，特別是舉世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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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臺灣小吃，這也是每次往返世界各國最大之想念！「台灣

-美食之都」等美名，但我們如何吸引全球的朋友，歡迎光臨

台灣呢？歡迎光臨嘉義縣呢？老生常談，值得大家省思！走

出一條這片土地小而美的台灣特色、嘉義縣風情，並規劃具

體可行政策，逐一實現落實，最終讓台灣更好、嘉義縣更棒！

迫切需要本會監督之下之地方執政者好好努力。 

    九、如果要用最簡短一段話，形容加拿大這個遙遠大國，

對於我們十天行程中最大之驚嘆與省思，我們考察團會想起

9 月 21 日，班夫小鎮的第一個夜晚，位居小鎮市區街上那個

旅館外頭，晚上 10 點多的那群結伴過馬路之麋鹿，這就是

這個善待上天賞賜自然的一切，尊重與友善環境，迷人又值

得全球學習的加拿大！ 

 

伍、附件一:選派人員名單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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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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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會 議員 林于玲 

5 本會 機要秘書 李光耀 

6 本會 機要秘書 黃仁吉 

7 總務組 主任 黃淑玲 

8 議事組 主任 張淵柏 

9 人事室 主任 董振南 

10 行政組 代理主任 趙幸芳 

11 總務組 專員 陳韋儒 

12 議事組 組員 林麗雲 

13 行政組 組員 湯智詔 

14 行政組 組員 洪政利 

15 總務組 雇員 侯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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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外交部駐溫哥華辦事處陳剛毅處長至機場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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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駐溫哥華辦事處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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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華工興建的太平洋鐵路與加拿大國家鐵路交會的「最後一根釘
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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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磯山脈烏鴉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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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塔巴斯卡冰河及天空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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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與美國交界的和平拱門紀念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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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詩省議會大廈 

 

 

 

 



35 
 

 

布查花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