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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目的：
藉由觀摩當地之風俗民情及行銷觀光產業之方式，並本著學習態度
觀摩西藏地區如何藉由獨特自然風光及文化民情發展獨特之觀光產
業，以提升本鄉行政首長之國際觀、擴展鄉政視野並廣博各種行銷
之管道。並將活動期間所見所聞相關資訊，包含借鏡或警惕之處，
提供我國各層級行政機關參考與借鏡，以達國民外交與文化交流之
效。

二、過程：
過程：
本鄉鄉長陳俊吉自民國 105 年 05 月 09 日展開為期 10 天的考察活
動，以了解西藏地區結合自然景觀及特色民情行銷之相關資料。
三、基本資料
西藏位於青藏高原的主體部分，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是地球上隆
起較晚，也是海拔最高的雪地高原， 這裡居住著淳樸的西藏民族，
他們自喻為這個地方為"雪域"，而有人稱這個地方為“世界的屋
脊”；這裡也被喻為地球南極與北極之外的第三極。

(一)

歷史
中國古時候稱西藏民族為“ 羌 ”族 後稱吐蕃（讀 bo），於
公元前 127 年，藏民迎接了聶赤贊布，並把他立為第一任的藏王，
因此西藏人將聶赤贊布登上王位的那一年，作為西藏王統治元年，
距今已有 2127 年了，故 2001 年是西藏王統立 2127 年。

(二)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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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51 年中國政府解放了西藏，實施西藏自治政府。
總統： 額勒畢格道爾吉（Ts. Elbegdorj），2009 年 6 月當選，
2013 年再度連任，蒙古總統一任 4 年。
政府最高首長：總理﹕賽汗畢利格（Ch.Saikhanbileg）；副總理：
奧云巴特爾（Ts. Oyunbaatar）。
總理由國會提名獲總統同意後任命，總理並向總統提出內閣名單。
立法機構：國會一院制。國會 76 席，國會議員由人民直選，任期
4 年。最近一次國會選舉為 2012 年 6 月
28 日，民主黨 34
席、蒙古人民黨 26 席、正義聯盟 11 席、公民綠黨 2 席、無黨 3
席。
全國省市級行政單位數： 21 省及 1 首都(烏蘭巴托市)
(三)

地理
西藏地處中國的西南邊疆，與印度、錫金、不丹、緬甸等國為
鄰，邊界長達 4.000 多公里；而其東南方臨接雲南省，東面接四川
省、東北與青海省為鄰、北方與新疆銜接。
面積：廣達 120 多萬平方公里。
國界線:總長 8,220 公里；與中國相接：4,709.6 公里，與俄羅斯
聯邦相鄰：3,543 公里。

(四) 經濟
西藏經濟由自給自足的農業為主。由於耕地有限與氣候高寒，
牲畜飼養是青藏高原的主要活動。其中有山羊、綿羊，犛牛，毛驢
和馬匹。農業在一般河谷以青稞種植為主，在藏南農作物品種較多。
在最近幾年已開始演變成一個具有多重結構的經濟，農業和第三產
業的發展並排。
在 2008 年西藏國內生產總值為 396 億元人民幣。中國政府說，
豁免所有西藏的稅務和提供西藏政府開支的 90％。
西藏的經濟從 2000 年至 2006 年每年增長平均 12％。在 2006
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 10000 元，在西藏歷史上的第一次。
在 2008 年首 6 個月，西藏因拉薩騷亂經濟衰退了一半。比 2007
年 14.7%下跌一半。
(五) 語言
藏語文是西藏的官方語言，但在西藏旅遊您可以漢語溝通，但
主要是在大城市或旅遊景點比較熱絡的地區，藏區草原與村落，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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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彼此間溝通交談大都還是藏語，但藏語也會因地域或種族的不同
而有差異，有時藏族彼此間也無法相互溝通。
(六) 交通
一、航空：
１.國際線：與尼泊爾的首都--加德滿都每星期有三個航
班。另外在夏季旅遊旺季的時候，從香港也有包機航班，只是每年
的包機時段並非一樣，須等到包機公司確定之後，才能得到訊息 ，
根據以前的經驗是七、八月份為主。
２.國內線：拉薩至成都、蘭州、西安、廣州、重慶、上海、
北京之間，開闢了國內航線，只是除了成都是每日飛行航 班之外，
其他的航線每週也都只是二、三個航次而已，夏季與冬季航班也會
有變更，您必須於出發前向旅行社洽詢清楚。
二、公路：包括川藏公路(從四川省的成都算起到拉薩，全長)、
青藏公路(從青海的西寧算起到拉薩，全長)、新藏公路(從新疆的葉
城算起到拉薩，全長)、滇藏公路(從雲南的算起到拉薩，全長)，等
主要幹線的國內公路網，還有通往尼泊爾的中尼公路，與通往印度
的中印公路。 各條公路詳細資料請參考進入西藏公路交通資料。
三、鐵路：青藏鐵路第二階段工程，也就是從青海的格爾木到
拉薩，已經從 2001 年 4 月份開始動工，預計以八年的時間完成，中
途設有大大小小的車站共 43 個車站，但大部分的車站是不停車與上
下客的，目前知道的車站有那曲、安多、沱沱河、崑崙泉等車站會
銷做停留檢查車況，全程約 2.000 公里。
(七) 宗教
藏域所崇的佛教，被稱為藏傳佛教，亦既俗稱的喇嘛教，究其
本源，當屬佛教中之大乘佛教，與內地所傳的為同一脈。但它濃厚
的地方色彩，又明顯的有異於它的發源 地印度以及它地所傳的佛
教，之中最有特色的是對地方政治、經濟的參與而形成的眾多教派
以及活佛轉世制度，顯密兼修，尤重於密宗的修持，可以說是既有
外來因 素，又深受古老苯教的影響。藏族對於宗教的信仰，如同
所有古老的民族一樣，可追溯到遠古。其時盛行的是原始宗教-苯
教，崇拜自然神。
藏傳佛教始於松贊干布時期，佛教由毗俱底公主自尼泊爾和唐
朝文成公主自漢地傳入西藏。在赤松德贊時期古印度佛教僧侶寂護
將印度佛教傳入西藏，及隨瑜伽行自續派，蓮花生來到西藏，制服
本地原始苯教的同時，也接受西藏苯教等本土宗教的部分內容，逐
漸建立了密教的基礎，此一時期稱為前弘期。此後經朗達瑪滅佛的
波折，西藏佛教經過朗達瑪時期滅佛運動的破壞後，約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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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國宋朝初年，才又漸漸復興起來，並逐漸形成了寧瑪、噶舉、
噶當、薩迦、覺囊、格魯等各派的傳承，此一時期稱為後弘期。
在宗喀巴創格魯派，成為藏傳佛教的主流後，藏密大盛，又因
與中國政權關係密切，在西藏出現了政教合一，由兩位固定的轉世
僧侶代中國政權統治西藏，分別稱作達賴與班禪。藏傳佛教的流傳
地集中在中國西藏地區、尼泊爾、不丹、印度的喜馬偕爾邦、拉達
克和達蘭薩拉。13 世紀，開始流傳於蒙古地區，至今，蒙古、土、
裕固、普米族等民族，仍多信奉藏傳佛教。

(八) 本次參訪地區簡介
(1)林芝市
林芝市地處雅魯藏布江中下游。林芝市的平均海拔為 3100 米，
東西方向長 646.7 千米，南北方向寬 353.2 千米，總面積 116175 平
方千米。
林芝地區地處藏東南雅魯藏布江下游，平均海拔 3000 米左右，
海拔最低的地方僅僅 900 米，氣候濕潤，景色宜人。其主要城鎮和
景區有錯高湖景區、八一鎮、雅魯藏布江大峽谷景區。其中首府八
一鎮位於尼洋河畔，是該地區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林芝的森林原
始景觀保存完好，高原挺拔的西藏古柏、喜瑪拉雅冷杉、植物活化
石「樹蕨」以及百餘種杜鵑等等應有盡有，素有「天然的自然博物
館」、「自然的綠色基因庫」之稱。其中布裙湖一帶還是傳說中野
人經常出沒的地方。
林芝地形起伏大，海拔高差大。全地區平均海拔 3100 米，東
西長 646.7 公里，南北寬 353.2 公里，總面積 11.7 萬平方公里。
林芝海拔平均 3000 米左右，而最低處卻只有 900 米，就高度
來講要低於西藏其他地區。是世界陸地垂直地貌落差最大的地帶，
充滿綠色，是一片生機勃勃的世界。眾多稀有植物和被完好保存的
原始森林，使這裡成了「天然的自然博物館」。
綠色的林芝離不開大山的懷抱，喜馬拉雅山脈和念青唐古拉山
脈似兩條巨龍由西向東地平行伸展，「南迦巴瓦」則正是龍脊上的
白色雪峰，它海拔 7782 米，是南段喜馬拉雅的最高雪峰，與橫斷
山脈對接，形成了群山環繞的獨特地形。
(2) 拉薩
拉薩處海拔 3,650 米，拉薩河流經此，在南郊注入雅魯藏布江。
拉薩歷來是西藏全區政治、經濟及文化的中心，也是藏傳佛教聖地。
1960 年正式設市，1982 年又定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五) 參訪特色景點簡介：
(1) 巴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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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松措四面環山上白雪皚湖的 蓮花生大師曾經在此與妖魔
鬥法，並成功降服了。巴松措四面環山上白雪皚湖的 蓮花生
大師曾經在此與妖魔鬥法，並成功降服了。巴松措四面環山
上白雪皚湖的 蓮花生大師曾經在此與妖魔鬥法，並成功降服
了。巴松措四面環山上白雪皚湖的 形狀如鑲嵌在高山峽谷中
的一輪新月， 湖水清澈見底四周雪倒映其透明可遊魚織形狀
如鑲嵌在高山峽谷中的一輪新月，湖內有座小島。
(2) 布達拉宮：
“布達拉”是梵語的音譯，又譯作“普陀”，原指觀音菩薩之居
所。吐蕃國王松贊幹布為迎娶文成公主，而建造了布達拉宮。
宮殿主體由白宮和紅宮組成，達賴喇嘛的政治活動起居都在白
宮；而紅宮則供奉歷代達賴的靈塔與佛殿。走進布達拉宮，彷
彿走進佛教世界，一個令人驚嘆的藝術寶庫。
(3) 大昭寺：
是西藏最輝煌的雄偉建築，融合了藏、唐、尼泊爾、印度的建
築風格，寺內供奉著隨文成公主進藏所帶入的（釋迦牟尼 12
歲等身佛）。珍藏珍珠佛衣、金燈等無數稀世珍寶，並且活佛
轉世的儀式「金瓶掣籤」歷來也都在大昭寺舉行。在佛教界具
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4) 羊卓雍錯湖：
羊湖在藏傳佛教享有崇高的地位，並被虔誠的藏民們奉為『聖
湖』。湖水碧藍清澈，湖光山色，景色如畫，當地藏民讚她“天
上的仙境，人間的羊卓“天上的繁星，湖畔的牛羊，羊卓雍湖
除了是西藏的三大聖湖之一外，還是西藏最大的水鳥棲息地，
每到夏季，無數天鵝，沙鷗等水鳥常在湖面嬉戲。
(5) 紮什倫布寺：
黃教六大寺之一歷代班禪額爾德尼駐錫地【紮什倫布寺】參
觀，札寺耀眼奪目閃閃發光的金頂，依山而建氣勢雄偉，像座
城池般的建築，氣派莊嚴，如實彰顯襯出由《班禪喇嘛》所領
導的〝札什倫布寺〞在後藏地區，享有與前藏〝布達拉宮〞領
袖《達賴喇嘛》相同崇高的政教地位。其中您絕不可錯過的是，
寺內最偉大的建築〝大彌勒殿〞和〝歷代班禪靈塔殿〞。彌勒
殿內供奉著舉世無雙，全世界上室內最大的鎏金銅像強巴佛。
得仰著頭才能拜見窺得全貌，佛像鑲著鑽石、珍珠、珊瑚 1400
多顆，工藝精湛無與倫比。而在〝歷代班禪靈塔殿〞金碧輝煌，
鑲嵌著各種珍稀珠寶。這裡寶藏豐富有數不清上千座佛像，與
上萬幅唐卡，還有貝葉經等無價之寶，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
給，是個令人驚歎不已神奇的藝術寶庫，更是藏傳佛教的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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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龍王潭：
圍繞著布宮山勢起伏，湖面中，綠柳搖曳、碧波清澈、綠頭鴨悠
遊、好似一面如夢似幻的寶鏡般，這裡絕對是攝影家的天堂，“龍
王潭這兒的龍王是女生喔!每年薩嘎達瓦節，人們都要到神殿供
奉龍女，獻哈達、點酥油燈、施供品。

(7) 那木措：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泊【那木措】，也是中國第二大鹹水湖，蒙
古語稱為騰格里海，也是天湖的意思，在藏族心目中是最神聖的
聖湖，那木措太美了，天上雲朵就飄浮在額頭旁邊，彷彿伸手就
可摘下而湛藍的湖面襯著雪山，在陽光下波光粼粼閃著耀眼的光
芒，看著湖面，就覺得整個人的靈魂都被洗滌了，到了夜晚在沒
有光害的星空下，星星就在眼前，如同身處幻境般那樣的不真實。

(8) 青海湖：
藏語「青色的海」之意；蒙古語：Köke naɣur，音庫庫淖爾）。
意均為藍湖、青湖；古稱西海、鮮水、鮮海、卑禾羌海。位於
中國青海省內青藏高原的東北部，是中國最大的湖泊，也是中
國最大的鹹水湖、內流湖，早期面積 4236.6 平方公里，有時
因人為及氣候因素而極遽減小但也有擴大情況，環湖周長 360
多公里。湖水平均深約 21 公尺多，最大水深為 32.8 公尺，蓄
水量 1050 億立方公尺，湖面海拔 3260 公尺。湖水鹽度為 1.24%
（一般海水含鹽量為 3.5%）。
(9) 東關清真大寺：
東關清真寺是一座位於青海省西寧市東關大街東大街路南一
側]的清真寺，總面積 11940 平方公尺，禮拜堂面積 1102 平方
公尺。它始建於明朝洪武年間，外部有許多白色的拱，有著一
綠一白的屋頂和兩座很高的宣禮塔。當馬家軍的軍閥馬麒和馬
步芳擔任青海省主席的時候，他們牢牢控制著清真寺。東關清
真大寺 1986 年 5 月 27 日列入第四批青海省文物保護單位，
2013 年 3 月公布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三、心得：
心得：
西藏的地勢西北高、東南低，海拔由 5.000 公尺以上，下降到幾百公尺，
在這一帶有 8.000 公尺以上高山四座，7.000 公尺以上的山峰 38 座，屬於一
個極富有自然資源的一個地方。但這種自然的屏障也確保本處的豐富資源不
易因各項人類開發行為而破壞，同時，這也造就了該處獨特的人文發展與旺
盛的宗教活力。
宗教是對神明的信仰與崇敬，或者宗教就是一套信仰，是對宇宙存在的
解釋，其通常包括信仰與儀式的遵從，宗教亦常常有一部道德準則，用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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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人類自身行為。而本次參訪的西藏地區乃是個政教合一的地方，在佛教傳
入西藏之前，西藏人初始宗教乃為原始崇拜，認為萬物均有靈的信仰，崇拜
的對象包括天、地、日、月、星宿等。公元 630-837 年佛教從印度傳入西藏，
也融入許多自然崇拜的各項習俗，久而久之成『藏傳佛教』。
西藏為加速其經濟發展能量，並克服天然屏障等自然阻礙，近期致力發
展該地區的交通建設，希望以公路鐵路等大型公共運輸建設帶動該區之國內
產值，同時亦希冀該運輸建設能帶來大量的觀光客，以增加西藏之觀光收入。
自然景觀及地區自有的人文歷史具有不能再生及分割性，西藏得以利用
自身自然資源，推展較不具生態威脅的觀光產業，亦可以提升國民經濟。從
此點觀之，行政機關可以利用既有的自然資源並利用該區的文化特色，以兼
顧環境資源保育永續使用之原則建設規劃轄區內之公共建設計畫，以行銷自
身特色以避免過度使用造成資源衰竭，導致能源衰退。
近年來，因交通建設及資訊產業的快速發展，休閒產業的競爭不再僅侷
限於特地地方而已，地方農特產品透過產銷供應鏈管理整合策略加值建立相
關產業供應鏈，轉型成為一個整合多元化的產業經營模式，以涵蓋服務流程
中不同的上下游廠商，變得以創造一個更具亮點的產業能量。同時，我們可
透由有形產品和無形的服務的共同合作，轉換並提供顧客為最終服務，同時
藉由技術及知識服務平台的建立，整合既有資源並創新運用，一方面改善傳
統產業的營運模式，一方面推動整體效益邁向更廣的應用領域，在供應鏈管
理及整體服務的策略流程運作下，進而提高整體旅遊競爭力，並創造更高的
市場產值。
四、建議：
建議：
林邊鄉內雖自有自然資源非屬富足，卻具有特色濕地景觀，且本地這特
色即是本鄉而本鄉位處屏東縣南端日照充足，所以，站在公所的立場我們將
更應該利用既有的優勢，配合上級政府發展綠能產業，同時，並建議將本鄉
的特色景觀納入現在積極大鵬灣自行車相關工程的路線中，這樣即可將鄉內
特色推廣光大，這即是以最小的成本創造最大化價值之鑰。
本鄉目前在地特色產物，以農特產品為主除有蓮霧及新鮮魚貨也有鴨蛋
及特色海鮮餐飲等，這些產品目前已建立了相當的聲譽。故若建議本所在執
行相關活動時配合宣導農特產品，並以地方歷史及自有文化等素材形塑在地
生活美學，並加強行銷包裝，並提供地方產業行銷實體通路，藉以引領產業
創新，進而提升產業附加價值，將可拓展地方特色產業商機，帶動市場需求，
並促進地方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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