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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哈瑪星交通議題上，我們發現「海洋」一再重複被提起：海洋作為西子

灣的觀光資源；海洋作為交通接駁的途徑；海洋作為哈瑪星文化的部分。不同

的各個行動者在它們所處的位置上，對於「海洋」有不同的詮釋。這之間的矛

盾與衝突也凸顯了「海洋」如何被看待這件事情的複雜性，讓我們不得不重新

思考「海洋」。從我們的研究結果中，也證實了西子灣的觀光發展已經超出實質

承載量。於是，「哈瑪星願景聯盟」盟員團體提出「文史」、「觀光」、「水岸宜

居」三個重要發展社區的核心。弔詭的是，海洋也是哈瑪星歷史文化的一部

分，卻不是遊客、司機和導遊來西子灣的原因。顯然，西子灣的「海」僅僅是

一種自然景觀，並沒有在發展觀光的同時，將其視為是文化資源的一部分。本

研究也試圖全面性瞭解各個不同行動者對於「海洋」的詮釋，所造成的衝突而

衍生的哈瑪星交通議題，找尋「海洋」不僅可以作為解決交通問題的同時，又

能夠展現哈瑪星的海洋歷史文化。 

 

關鍵詞 

海洋 西子灣 觀光資源 哈瑪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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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過去半年，哈瑪星交通問題引起相當大的關注。為了改善自己的居住環

境，當地居民自組聯盟與政府對話，希望發展當地觀光產業的同時，找到一個

平衡點。不過，協商的過程並沒有想像中順利。目前為止，哈瑪星交通改善計

畫仍然持續進行當中。 

近年來，西子灣成為觀光客所喜愛的觀光景點。隨著觀光客的攀升，高雄

哈瑪星地區的交通，開始出現種種狀況。根據高雄市政府交通局的統計，哈瑪

星平均每日約有至少 200 輛遊覽車進出入，不僅導致當地交通癱瘓，甚至排斥

了其他交通工具使用，威脅使用者的安全。「哈瑪星願景聯盟」針對改善計畫提

出三個建議：總量管制、儘速開通西子灣渡輪海運接駁、多元接駁；同時，希

望能夠將「文史」、「觀光」、「水岸宜居」三個重要發展社區的核心，列入解決

哈瑪星交通問題的計畫中。 

在這項議題上，我們發現「海洋」一再重複被提起：海洋作為西子灣的觀

光資源；海洋作為交通接駁的途徑；海洋作為哈瑪星文化的部分。不同的各個

行動者在它們所處的位置上，對於「海洋」有不同的詮釋。這不禁讓我們覺得

有必要重新思考「海洋」與哈瑪星之間的關係：「海洋」所指為何？它與我們之

間有著什麼樣的關係？ 

貳、 文獻回顧 

一、 哈瑪星歷史 

清領前期，糖是南台灣主要出口的產品。它原先是透過安平港出口，但港

口淤積，遂轉移由打狗港出口（今高雄港）。19 世紀末，日治政府極力發展台

灣製糖業，並且選定在打狗地區建造人工港：一方面疏濬港道，另一方面是填

海造陸，於是「填」出今日的哈瑪星。由於沿岸地區的漁業發達，岸邊慢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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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聚落，這也成為高雄沿海地區最早發展的地方。 

築港工程完成後，第一船渠（哨船頭運河）為漁船提供停泊的地方，運河

旁也增設魚市場及鼓山漁港。當地開始引進許多官方機構，因而強化了哈瑪星

行政中心的地位。魚場也從近海拓展至遠洋區域，開始帶動各種新興工業，奠

定哈瑪星地區的各項漁業基礎。最終，它成為高雄的新漁業中心（原在旗后）。

在築港工程進行期間，打狗港的貨物吞吐量迅速攀升，日本政府因此實施第二

期築港工程，包含疏濬港道、擴充港口設備，以及將市街往東北腹地推展（顏

苓潔，2011），使得許多原在哈瑪星的高雄市役所（今哈瑪星代天宮廟址）與高

雄驛（今高雄鐵道故事館）外遷，導致哈瑪星趨於平淡，從政經中心轉型為南

台灣的漁業重鎮。 

戰後，美元挹注於漁業界，開始建造中、大型遠洋漁船，並且於鼓山漁市

場內設立漁會。隨著遠洋漁船蓬勃發展、船隻噸位及數量的急遽攀升，哈瑪星

漁港與魚市場面對不敷使用的問題。於是，許多遠洋漁船改停置於前鎮漁港。

近年來，近海漁業因工資上漲、過量撈捕，逐漸衰落。哈瑪星不再擁有政經機

能，也無法成為漁業重鎮。今日逐漸轉型成觀光娛樂地點。 

在爬梳哈瑪星歷史的時候，我們發現：漁業都是哈瑪星地區歷史發展的主

軸。哈瑪星居民在早期多以與海共生：漁船、製冰廠、造船業、漁船修理廠，

皆是以漁業為主的建設，同時也帶動當地其他產業發展。它曾經是著名的港

口、重要的政經中心，以及南台灣重要的漁業重鎮，乃至今日的著名旅遊景

點。不管是過去或者是現在，海洋是哈瑪星居民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環。 

二、 海洋觀光資源 

從哈瑪星的歷史當中，不難發現海洋對於哈瑪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

而且其海洋資源的利用，並不是單一的，而是多面向。人類利用和開發海洋資

源所進行的經濟活動，它是會隨著不同的時間、空間和使用者，而產生各種不

同的海洋經濟產業。海洋資源，從狹義來說，它指的是那些於海洋中所能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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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質與能量，比如：海洋產、石油、天然氣、礦產等；從廣義上來說，除了

上述所指的物質與能量，任何有關於海洋的，包括港灣、航線、景觀，皆可以

視為海洋資源之一（莊慶達，2008）。哈瑪星對於海洋資源的利用，不管是從廣

義或狹義上來說，皆在不同時間，有不一樣的資源利用。 

既然如此，海洋如何作為一種觀光資源？Burkat & Medlik（1990）把「觀

光」定義為：指那些不是於當地永久定居的人，所從事旅行與滯留之間的現象

與關係的總和；Gunn（1988）則是把通勤以外的所有旅行都視為是一種「觀

光」行為。綜合上述的論述，任何有關於海洋的，只要它可以和旅行者之間產

生「觀光」關係、行為，皆可以視為「海洋觀光資源」。 

Urry（2007）在探討觀光的議題上，他提出「凝視」的重要性。換句話

說，即是指用眼睛「看」這件事情在觀光消費當中是非常重要的。在觀光消費

的過程中，被觀光的地有著兩種不同承載量：「實質承載量」與「感受承載

量」。前者是指實際具體的東西，比如：道路、公共設施等的使用人數，遠遠超

越所能夠負荷的數量；後者則是取決於人們對某件事物的特定想法——是否已

經滿足的數量；而「感受承載量」引發「浪漫式」的觀光，往往也促使一種

「集體式」的觀光旅遊產生，即某個觀光景點是專門為觀光客而設的。哈瑪星

交通的問題，正是在「凝視」西子灣海洋的過程中而產生的。為了滿足觀光發

展的需求，並且解決因觀光而帶來對當地居民居住環境的破壞，高雄市政府正

在努力找尋兩全其美的解決方法。 

今日，西子灣的「海洋」正是作為觀光客「凝視」的對象，促成「集體

式」的觀光盛宴 ——「凡來高雄必來看西子灣的海洋、夕陽」。從哈瑪星交通

改善計畫的議題上，觀光所帶來的擁擠、交通問題已經遠遠超出「實質承載

量」，而主要的原因是來自這種「集體式」觀光方式。若要解決哈瑪星的問題，

我們不能將海洋觀光資源視為是一種公共資源（Common-pool resources）。佘健

源、劉玉皙（2015）針對哈瑪星交通問題已指出，觀光資源並不完全具備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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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性，其本質其實是一種俱樂部財。雖然西子灣的觀光資源是一種共有財產，

但是因觀光而衍生出來的問題，我們其實可以透過適當的控管機制得到解決。 

在哈瑪星交通議題上，「海洋」確實吸引了一大批的觀光客前來，卻同時也

引發當地社區的交通癱瘓。然而，至今我們也未曾聽見，任何有關觀光客或旅

遊業者的想法。他們來西子灣觀光究竟是在「看」什麼，而且是否也已經超過

當地「實質承載量」？這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也凸顯了「海洋」如何被看待這件

事情的複雜性，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海洋」。 

參、 研究問題 

「海洋」不僅僅是西子灣觀光客凝視的對象，同時也是高雄在地具有文化

意象的自然物，也作為改善交通的問題上的其中解決之道。不過，這中間不僅

是相互矛盾，也有相當大的衝突。於是，我們希望重新思考「海洋」，它究竟是

如何被看待？同時，希望能夠在思考「海洋」的過程中，解決其中矛盾與衝突

的解決之道。 

肆、 研究方法及其限制 

目前，在各大報章媒體上，我們聆聽的意見皆是來自於當地居民、中山大

學、政府等的聲音，並沒有人對到訪的遊客，以及規劃遊客前來高雄旅遊的相

關業者，進行訪談。為此，我們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希望能夠瞭解他們對於

西子灣觀光品質的意見，作為我們進一步思考「海洋」的參考意見。本次研究

的調查地點是於西子灣校門口前，也是交通議題中最引人爭議的觀光地點。其

中，我們的調查對象有：100 個遊客、25 個遊覽車司機，以及 45 個導遊。在進

行問卷調查的過程當中，我們也會和受訪者聊天取得更多的資訊，也會置身於

其中，進行參與式觀察。 

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我們遇見一些限制。研究的最初，我們原希望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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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更多團客1的樣本數。不過在過程中，我們碰到幾個難題：一、不識字：多

數的團客皆是 60 歲以上的老年人，不識字，即便調查者將內容轉述，對方也不

願意接受調查；二、觀光客待在西子灣的時間很短：一般介於 30 分鐘左右至 1

個小時，因耽誤觀光時間而拒絕。這促使本研究在研究進行的時限內，沒有辦

法取得一定的數量，這有可能造成在研究分析上有一定誤差。 

伍、 研究分析 

一、 哈瑪星交通改善計畫 

自兩岸三通啟動以後，台灣的觀光產業是其中一個受惠者。面對這個對岸龐大

的旅行團前來觀光，各個觀光景點引來人滿為患的問題，卻造成當地居民的極

大反彈。哈瑪星交通問題便是其中一個例子。 

  根據交通局的數據統計，哈瑪星平均每日約有 200 輛遊覽車進出入，其中

還不包括騎機車、腳踏車、公共巴士的交通工具。大型遊覽車的頻繁進出入哈

瑪星地區，不僅會影響中山大學師生以及當地居民進出入不便、造成交通阻

塞，還衍生出許多問題：安全疑慮、違規停車、空氣污染、怠速噪音等環境問

題。這些生活上的困擾始終沒有得到高雄市政府正面的解決。2015 年 1 月 10、

11 日，當地居民與店家於哈瑪星社區願景工作坊達致一個共識：「發展文史觀

光 營造水岸宜居社區」，並且從工作坊中，共組「哈瑪星願景聯盟」作為當地

居民發聲的管道，直接與政府官員對話。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商議並製定出完善

的解決政策。 

2015 年 3 月 13 日「哈瑪星地區交通改善」公聽會，其中備受爭議的提議是雙

層巴士「觀光街車」。這項由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提出，它即使能夠將進出入的車

數減少，不過依舊是個指標不治本的方法。而且，轉換接駁的停車處（即指未

來新建設的旅遊中心）是否會帶來更大的衝擊，製造新的交通瓶頸。這也是一

                                                       
1 「團客」是指那些由旅行社規劃團體套裝觀光行程的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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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令人質疑的地方。參與公聽會的學者亦有提出，哈瑪星的交通問題，不能停

留在交通問題的層面上作解決，而是整個當地觀光發展的問題。 

哈瑪星願景聯盟提出「文史」、「觀光」、「水岸宜居」三個重要發展社區的核

心，希望能夠作為解決哈瑪星交通問題的同時，兼顧這三個方面的發展。哈瑪

星是高雄現代化的重要發源地。當地的街道更適合觀光客以步行或騎單車慢行

的方式，進入這個社區。然而，遊覽車的頻繁進出，卻排擠了這一類的遊客。

另外，2012 年 12 月已規劃的海運接駁，卻不見於本次改善計畫的方案中。最

終，哈瑪星願景聯盟提出三個訴求：總量管制、海運接駁、多元接駁。 

首先，我們重新釐清哈瑪星交通改善計畫中的可行與不可行之處。在研究進行

前期，我們曾經訪問哨船里里長、該里里民及中山大學學生，並且歸納出於哨

船街一帶危險路段。從圖（一）中，我們可以發現哨船街大部分的彎道都是危

險範疇內，尤其多數的彎道幅度，皆大於 90 度，時常會有視線盲點。另外，往

國立中山大學的方向，道路寬度逐漸縮小，時常會發生堵塞。這無疑造成道路

行駛危險提昇。 

**黃色叉叉記號是危險點；英文字母是轉彎幅度大於 90 度 

圖表 1 高雄哈瑪星社區哨船街交通危險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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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數諸多危險地段是由於大型遊覽車、汽機車的頻繁進出入。高雄

市政府交通局，為了解決這項問題，引進觀光街車以取代大型遊覽車，鼓勵遊

客搭乘公共運輸，降低車輛數。但是，根據官方所提供未來交通街車行經路線

中，不難發現路線多與目前大型遊覽車進出哈瑪星社區路線相重疊（圖二）。觀

光街車車型是雙層巴士，不論一般在路上行駛或是過彎危險度皆有提高的可

能。現在遊覽車頻繁進出入已非常危險，更何況雙層巴士的使用，也不見得能

夠降低危險度。 

**觀光街車路線：接駁旅遊中心→西子灣隧道→哨船頭公園→英國領事館→西子灣→鼓山渡輪

站→接駁旅遊中心 

資料來源：整理自高雄市觀光局哈瑪星交通說明會簡報 

圖表 2 哈瑪星交通街車路線圖 

 

經過事前的田野調查以及聆聽改善計畫的說明會、公聽會，我們已獲得高市政

府、社區聯盟、學生、校方的意見，唯獨缺乏觀光客、觀光業者的的想法。我

們也為此於西子灣一帶，進行問卷調查。希望透過改善計畫和問卷調查的結

果，能夠找到解決「海洋」所引發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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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卷調查結果 

由於問卷調查是針對不同的對象而有不同的設計，以下結果各別調查對象

進行分析。 

（一）遊客 

表格 1 觀光客選擇至西子灣周邊各景點遊玩的比例 

 

在問卷調查中，我們調查的觀光客有 28%的遊客是隨團觀光，俗稱的「團

客」；72%是自由行的遊客，以下稱之為「散客」。從比例上來看，團客的樣本

數確實比較少。不過，由於隨團的旅客的觀光路線是旅行團所規定，所以他們

接下來到訪的各個景點是相同的。即使樣本數少，也不會對調查結果造成很大

的影響。 

3.57%

39.29%

32.14%

14.29%

39.29%

7.14%

0.00%

35.71%

3.57%

10.71%

5.56%

36.11%

22.22%

13.89%

43.06%

47.22%

54.17%

62.50%

4.17%

2.78%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哈瑪星社區

英國領事館

英國領事館官邸

雄鎮北門

中山大學

旗津

駁二與鐵道公園

看海、夕陽

爬柴山

其他

觀光客選擇至西子灣周邊各景點遊玩的比例

散客 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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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100 個調查對象的年齡，主要分佈在 18 至 35 歲，他們並沒有因為旅行

方式的不同，有明顯的差異。但是，國籍差異很明顯有不同取向：高達 96.30%

的團客是來自中國大陸，而 68.06%的散客都是來自於台灣本地，緊接著的是中

國大陸（22.22%）、香港和澳門（8.33%），還有其他國家（1.39%）。不管是團

客、散客，第一次來到西子灣觀光的比例還是最高的：團客高達 7 成；散客則

有 4 成。 

由於團客的觀光路線是旅行社所規劃，那麼他們逗留的時間長短也就有限

制。從調查的結果顯示，團客（96.15%）停留在這個地方，幾乎不超過 1 個小

時。然而，散客逗留則分佈較為均勻：1 小時以內（34.78%）、1～2 小時

（44.93%）、2 小時以上（20.29%）。逗留時間的長短，也將會影響觀光客選擇

至西子灣周邊各景點遊玩的比例。 

從表一所顯示的結果，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發現：團客選擇的觀光地點都集

中在「看海、看夕陽」、「中山大學」、「英國領事官邸」，以及「英國領事館」。

另外，「駁二與鐵道公園」幾乎是團客不會選擇的觀光景點。換句話說，旅行社

並不會將「駁二與鐵道公園」列入觀光行程以內。散客選擇和團客都一樣，只

是景點的選擇會擴及至「旗津」和「駁二與鐵道公園」。在詢問觀光客是否願意

再來西子灣，不論是團客或散客都有超過 70%的人，表示願意，其中以這個地

方的大自然風景很美、很漂亮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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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 觀光客認為西子灣可改善交通的方式 

 

根據調查的結果顯示，散客到訪西子灣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呈現平均的狀

態：步行（11.11%）、腳踏車（18.06%）、公共運輸工具（18.06%）、機車

（26.39%）、遊覽車（1.39%）、自小客車（25%）。當然，團客幾乎都使用遊覽

車（85.19%）進入哈瑪星社區，而且接近 8 成的人，對哈瑪星交通，表示滿

意。這樣的結果並不讓人意外。另外，有近兩成的散客，不滿意哈瑪星目前的

交通狀況，主要是步行、使用腳踏車、公共運輸工具的散客居多，才呈現出這

樣的結果。 

在滿意與不滿意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詢問觀光客：西子灣可改善交通的

方式，有哪些？在散客的部分，雖然以「控制車子數量」（32.86%）為最高，不

過「改善接駁方式」（25.71%）和「增加車位」（24.29%）也有不少人支持。若

將這樣的結果和所使用的交通工具，進行比較，即可發現：西子灣不僅在交通

接駁方面不夠完善，而且車子來往的數量多、車位也相當不足。有趣的是，團

客因乘坐遊覽車進入西子灣，對於車子數量的多寡，呈現出一種無感。至於

「其他」的部分，受訪者皆是對於西子灣可改善的方式，表示沒意見、不知

道。換句話說，部分觀光客是會根據當地的交通政策與措施而行使。  

30.77%

23.08%

0.00%

42.31%

24.29%

25.71%

32.86%

17.14%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增加車位

改善接駁方式

控制車子數量

其他

觀光客認為西子灣可改善交通的方式

散客 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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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 未來從香蕉碼頭搭乘渡輪至西子灣之意願 

 

 

面對哈瑪星交通日益嚴重的問題，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也採地方居民的意

見，推行以海運接駁的方式，讓觀光客從香蕉碼頭搭船到西子灣。我們也將這

項政策納入調查問卷，結果顯示：不管是團客還是散客都有超過四分之三的

人，願意支持這項政策的推行。針對不願意的回答，散客認為「多此一舉」

（36.84%）為最大因素，「選擇騎腳踏車或步行」（31.58%）次之。團客方面，

則是認為「多此一舉」、「成本考量」是不願意的主因。 

（二）導遊 

表格 4 導遊選擇帶團至西子灣周邊各景點遊玩的比例 

 

 

本次的問卷調查中，我們一共調查了 45 位導遊。從調查的結果中，我們得

知導遊所帶領的遊客，91%是來自中國大陸，其餘的是台灣本地。一般來說，

76.00%

24.00%

87.50%

12.50%

0% 20% 40% 60% 80% 100%

願意

不願意

未來從香蕉碼頭搭乘渡輪至西子灣之意願

散客 團客

2.2%

86.7%

77.8%

20.0%

24.4%

28.9%

35.6%

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哈瑪星社區

英國領事館

英國領事館官邸

雄鎮北門

中山大學

旗津

駁二與鐵道公園

其他

導遊會帶遊客去西子灣周邊哪些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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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遊只會讓遊客待在西子灣不超過 1 個小時（80%）。除此之外，超過 70%的導

遊，在過去一年來帶團到訪西子灣的次數，超過 20 次以上。其中，有 28.89%

表示「喜歡」西子灣；35.56%的導遊表示「不喜歡」，也有 35.56%的導遊，覺

得西子灣「普通」。 

 從表四的統計結果中，很明顯「英國領事館」、「英國領事官邸」是導遊帶

團首選的觀光景點。換句話說，導遊帶領遊客前來西子灣的首要目標是「英國

領事館」（86.7%）和「英國領事官邸」（77.8%），其餘的「駁二與鐵道公園」

（35.6%）、「旗津」（28.9%）、「中山大學」（24.4%）、「雄鎮北門」（20%）、哈瑪

星社區（4%）次之。 

 

表格 5 導遊喜歡帶團來西子灣的原因 

 

 

表格 6 導遊不喜歡帶團來西子灣的原因 

 

 

41.38%

6.90%

13.79%

55.17%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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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無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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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遊之所以會喜歡帶團客來西子灣的原因是以「高雄著名景點」（55.17%）

為最高，「大自然風景」（41.38%）次之。令人意外的是，「哈瑪星歷史文化」只

有 6.9%的導遊選擇，是眾多原因中最低的。在不喜歡的方面，有 65.63%的導

遊選擇了「交通阻塞」。不管導遊喜歡與否，只有 2.22%的導遊表示，帶遊客來

西子灣是他們自己要求的，其餘都是因為旅行業者的「套裝行程」，他們才會選

擇西子灣這個景點。 

 

表格 7 導遊認為西子灣可改善交通的方式 

 

 

對於哈瑪星交通的狀況，調查結果顯示：超過 7 成的導遊表示不滿意，「增

加停車位」（64.44%）也是最多導遊認為可改善交通的方式。至於，是否願意以

海運接駁的方式，帶團進入西子灣，有超過一半（53.33%）的導遊，表示不願

意。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認為，這項政策乃「多此一舉」（79.17%），也有一

些導遊是基於「成本考量」（37.5%）。 

  

64.44%

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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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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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司機 

表格 8 司機會帶遊客至西子灣周邊那些觀光景點？ 

 

除了 45 位導遊以外，我們也與 25 位遊覽車司機進行問卷調查。從司機的

調查結果中，他們所帶領的主要遊客是來自中國大陸（72%），台灣（20%）和

港澳（8%）次之。他們帶遊客來西子灣，逗留的時間以 1 小時內為最多

（44%），超過 2 個小時的，只有兩成。另外，64%的遊覽車司機，在過去一年

以來，載客來西子灣已超過 20 次以上。其中，有 45.45%的司機表示「喜歡」

西子灣；45.45%的司機表示「不喜歡」，也有 9.09%的司機，覺得西子灣「普

通」。 

在觀光景點的選擇上，遊覽車司機的結果與導遊一樣，皆是以「英國領事

館」（76%）、「英國領事官邸」（72%）為首要，「駁二與鐵道公園」（40%）、「旗

津」（36%）、「中山大學」（20%）、哈瑪星社區（4%）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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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9 司機喜歡帶團來西子灣的原因 

 

 

表格 10 司機不喜歡帶團來西子灣的原因 

 

 

在追問司機對於「喜歡」與「不喜歡」帶遊客來西子灣的原因中，「大自然

風景」（60%）、「高雄著名景點」（45%）是喜歡的原因；「哈瑪星歷史文化」則

完全不作為其中一個影響的因素。相對的，「交通阻塞」（66.67%）、「了無新

意」（50%）這兩個是他們不喜歡的主要因素。其中，超過八成的司機是因為

「套裝行程」才會帶遊客到訪西子灣。 

 

表格 11 機認為西子灣可改善交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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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瑪星交通的滿意度上，將近 4 成的司機覺得「普通」、超過 45%的司機

並不滿意目前的狀況。超過四分之三的司機，認為「增加停車位」是最好改善

目前西子灣交通的方式。對於海運接駁的方式，其中有 56%的司機表示不願意

支持這項政策，主要原因是：「多此一舉」（71.43%），「成本考量」（42.86%）

次之。 

（四）結果分析比對 

表格 12 問卷調查綜合分析表 

 

 分析項目 

遊客 

導遊 遊覽車司機 

團客 散客 

（1） 第一次到訪西子灣的比例 71.43% 41.67%   

 過去一年來帶團到訪西子灣的超過 20 次以上   73.33% 64% 

（2） 逗留西子灣不超過 1 個小時 96.15% 34.78% 80% 44% 

（3） 觀光景點的選擇     

 （A）看海、看夕陽 35.71% 62.5% - - 

 （B）英國領事館 39.29% 36.11% 86.7% 76% 

 （C）英國領事官邸 32.14% 22.22% 77.8% 72% 

 （D）中山大學 39.29% 43.06% 24.4% 20% 

 （E）駁二與鐵道公園 0% 54.17% 35.6% 40% 

 （F）旗津 7.14% 47.22% 28.9% 36% 

（4） 喜歡帶團來西子灣的原因     

 （A）高雄著名景點 - - 55.17% 45% 

 （B）哈瑪星歷史文化 - - 6.9% 0% 

 （C）大自然風景 - - 41.38%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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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是對遊客、導遊、遊覽車司機三個對象的調查結果整合，以下是我

們針對數據的比較分析： 

1. 從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不管團客、散客，他們第一次到訪西子灣的比例是

相當高的，尤其是團客；相對的，許多導遊和司機，在一年內到訪西子灣

的次數，都超過 20 次以上。故此，導遊和司機的意見或想法，對團客具有

相當大的影響力。 

2. 不管是遊客、司機、導遊，逗留在西子灣的時間，很多時候都不會超過 1

個小時。從團客的部分，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這項結果；散客也有三分之

一以上。觀光地點的選擇，其中是以「英國領事館」、「英國領事官邸」為

（5） 不喜歡帶團來西子灣的原因     

 （A）了無新意 - - 12.5% 50% 

 （B）風景一般 - - 21.88% 33.33% 

 （C）交通阻塞 - - 65.33% 66.67% 

（6） 不滿意目前西子灣的交通狀況   73.33% >40% 

（7） 西子灣可改善交通的方式     

 （A）控制車子的數量 - - 4.44% 0% 

 （B）改善接駁方式 - - 17.78% 24% 

 （C）增加停車位 - - 64.44% 76% 

（8） 願意未來從香蕉碼頭搭乘渡輪至西子灣 76% 87.5% 46.67% 44% 

（9） 不願意搭乘渡輪至西子灣的原因     

 （A）改以腳踏車或步行 0% 66.67% 8.33% 21.43% 

 （B）暈船 16.67% 11.11% 8.33% 14.29% 

 （C）多此一舉 33.33% 77.78% 79.17% 71.43% 

 （D）成本考量 33.33% 33.33% 37.5% 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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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散客除了上述兩個以外，在選擇觀光地點上有比較多的去向：「駁二

與鐵道公園」、「旗津」、「看海、看夕陽」是三個最主要的。於是，我們兩

種不同旅遊性質的遊客看出：逗留時間的長短會影響觀光景點的選擇。 

3. 從司機和導遊的回應中，他們之所以會選擇帶團來西子灣，並不是「哈瑪

星歷史文化」，反而是「高雄著名景點」、「大自然風景」。選擇「高雄著名

景點」有兩種可能性：一、西子灣的夕陽；二、英國領事館。由此可見，

大自然風景是旅遊業者選擇到訪西子灣的最重要原因。 

4. 哈瑪星的「交通阻塞」是導致司機和導遊不喜歡來西子灣，最主要的原

因。所以，我們可以從這裡知道：西子灣的觀光發展已經超出實質承載

量。從司機的調查中，我們也能夠看出「感受承載量」要飽和的跡象。 

5. 大部分的導遊和司機都不滿意目前的交通現況，並且希望「增加停車位」

解決這個難題。不過，對於是否願意改以海運接駁的方式，遊客和司機、

導遊出現一種反差現象：不管是團客或散客，皆表示願意支持；後者則不

願意，主要的原因是認為「多此一舉」和「成本考量」。目前的交通方式使

得旅遊業者認為不需要，也會在費用上多作考慮。 

三、 結論 

在哈瑪星交通議題上，「海洋」不僅成為了觀光客的凝視對象，也促使了當

地交通的癱瘓狀況。面對這樣的狀況，哈瑪星居民認為團客逗留的時間短暫，

不僅沒有帶動當地經濟，並且引發一連串當地居民居住環境的問題，也沒有好

好認識哈瑪星當地文化。從我們的調查結果中，也證實了西子灣的觀光發展已

經超出實質承載量。於是，「哈瑪星願景聯盟」提出「文史」、「觀光」、「水岸宜

居」三個重要發展社區的核心。弔詭的是，海洋也是哈瑪星歷史文化的一部

分，卻不是遊客、司機和導遊來西子灣的原因。顯然，西子灣的「海」僅僅是

一種自然景觀，並沒有在發展觀光的同時，將其視為是文化資源的一部分。 

針對地方訴求的『海運接駁』，在我們的問卷調查中，有許多的團客和散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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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願意改以海運接駁的方式，走入西子灣。但是，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卻是

回應：各海港正有工程在建設，無法使用。目前，哈瑪星交通改善計畫，預計

從香蕉碼頭渡海登陸西子灣，仍然被人詬病：12 分鐘的距離，有人要搭嗎？ 

 

 

引自：陳存永、吳嘉昌、黃育仁（2012）。 

打造亞洲新灣區：土地使用和軌道建設的整合型發展計畫。城市發展/，13。 

圖表 3 亞洲新灣區發展示意圖 

 

當我們重新檢視亞洲新灣區的計畫，高雄市政府幾乎將重要的建設並排於

海岸。王俐容（2006）在探討高雄市「海洋城市」的建構中，指出高雄市在歷

經市長輪替之後，開始出現「海洋城市」的口號。1998 年以來至今，高雄市政

府力圖將海權、港口、景觀、產業、活動、性格，這六種海洋特色，作為發展

『海洋城市』的目標，擺脫『文化沙漠』的形象。不過，顯然『海洋』僅僅是

一種意象，它最終帶動的是地方的咖啡文化、國際的藝術活動。實際上我們並

沒有能夠觸及到海洋。從哈瑪星交通的議題上，海洋也只是成為一種景觀，近

觀而不得褻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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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建議與討論 

從調查結果中，「逗留時間的長短」、「哈瑪星歷史文化」是重要的核心問

題。西子灣觀光客的逗留時間之所以這麼短，單純是因西子灣這一著名景點的

大自然風景，即海洋與夕陽，慕名而來。「哈瑪星願景聯盟」認為觀光客的「路

過」並沒有好好認識哈瑪星這個地方。不過，弔詭的是，即使司機和導遊過去

一年來來往西子灣，超過 20 次以上，也不見得對哈瑪星這個地區有所認識。顯

然，「哈瑪星歷史文化」並沒有被看見。 

於是，我們認為應該將觀光客「看海」變成「看哈瑪星的海洋文化」。不應

該僅僅是西子灣的景觀而已，而是我們需要告訴，觀光客「海洋」和哈瑪星之

間的密切關係。只要這些故事能夠再現，觀光客不但可以看見哈瑪星，也能夠

延長他們逗留的時間，帶動當地的經濟效應。 

針對以上的核心問題，我們提出一個分為短期、中期、長期的改善方案： 

一、短期：配合現有的交通改善計畫，推廣步行、腳踏車進入哈瑪星 

 目前，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改善策略是引入雙層巴士觀光街車，並且配合現

有的公共運輸，集中管理外來的私人運具。首先，哨船街一帶的道路狹窄，不

適合觀光街車行駛。而且，並不是一個觀光客能夠接受的方法。同樣是大型的

四輪交通工具，並沒有一個適當的理由，說服遊客在短程路途中做運具轉換。

從問卷調查結果中，司機和導遊的反應也告訴我們，海運接駁是「多此一舉」

的接駁方式，更何況是陸路上的巴士轉換。同時，這也只是在減少車子的數

量，仍然會威脅其他交通使用者的安全。 

 現金，交通局正在執行的是每小時開放 45 輛遊覽車，進入哈瑪星社區的控

管措施。在措施執行下，遊覽車的數量並沒有大幅度減少，只是將交通問題轉

移至濱海二路與臨海新路一帶，製造出現新的交通問題。由此可見，哈瑪星交

通問題不能只停留在「交通」方面作出解決，而是需要結合「觀光」層面，提

出有效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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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短期內，我們認為，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應該針對現有的交通問題，作出

改善。除了減少遊覽車的數量以外，進一步改善目前行人步行和腳踏車道的空

間，以便能夠推廣慢行的觀光方式。其中，建築物的騎樓騰空，可以讓觀光客

擁有一個友善的步行空間。 

二、中期：開放多元接駁，推行哈瑪星徒步區  

 若交通局在交通的數量和品質上，達到一定的控管效果。接下來，我們可

以往多元接駁的方向，繼續努力。海運接駁是哈瑪星交通改善計畫中，呼聲最

高的。不過，它所要考量的不只是觀光客是否會買單，還有造船成本、碼頭使

用、票價等問題，仍然需要多方的角色加入，進行協商。倘若「海運接駁」的

方式得以實施，這將會是高雄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建設，能夠成為推廣哈瑪星

觀光的一個賣點。 

 雙層巴士觀光街車引起很大的爭議。但是，我們認為，只要接駁車的大小

適合哈瑪星的道路，並且不影響其他交通工具的使用，它不失為是一個觀光客

的乘搭選擇。在這方面，它所需要的考量有以下幾個：一、車型大小；二、接

駁地點非危險路段範圍；三、固定班次不超出當地的實質承載量（假日時間增

加班次以疏散人潮）。同時，我們希望「觀光巴士」是能夠與推行徒步區相輔相

成。 

 散客於哈瑪星觀光的方式多數為步行或騎腳踏車。除了現有的交通狀況對

這一類的遊客不友善以外，我們還發現到一個重要的問題，散客對於哈瑪星觀

光景點的選擇，和團客是一樣的。這和我們所想像的不一樣。在我們的調查結

果中，「駁二與鐵道公園」、「旗津」、「看海、看夕陽」這三個觀光景點是許多散

客選擇會去，而團客則不太會選擇的地方，關鍵在於這些資訊是租腳踏店提供

散客的。換句話說，在旅遊景點的資訊提供上，司機、導遊和租腳踏車店都是

重要的角色，將會影響觀光客的去向。從圖四〈到西子灣如何玩〉，我們可以發

現它裡頭所推薦的觀光景點，皆是集中在我們於圖一中所表示的危險路段，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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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已廣為一般大眾所熟悉的景點。哈瑪星的觀光景點不限於哨船街一帶。其

實，社區內尚有許多文化古蹟是沒有被許多人發現的。所以，我們重新繪製一

張＜哈瑪星旅遊導覽地圖＞。 

圖表 4 鈞旺腳踏車出租店＜到西子灣如何玩＞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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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 哈瑪星旅遊導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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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繪製的導覽地圖上，我們嘗試勾勒出哈瑪星的所有地景，重新發現過

去不被重視的文化古蹟，在照片介紹的部分以跟哈瑪星過去歷史發展有關的景

點為首，但這些介紹並非大眾已知的景點，如：英國領事館、英國領事館官邸

等，而是代天宮、鼓山漁市場、武德殿．．．，安排這些歷史景點除了希冀能

推廣哈瑪星海洋文化，此外也能讓遊客走進社區，而非止步於外圍街道。但哈

瑪星的海洋歷史文化不能只利用地圖的方式呈現，它需要更多層面的作業整

合，比如：文史整理、觀光行銷與交通規劃。 

三、長期：檢討並且逐步完善哈瑪星海洋文化的地景 

  前面，我們有提及哈瑪星的交通問題，並不單純只是個交通問題，反而是

觀光效應衍生的社區問題。顯然，「看海」是觀光客的主要目的。不過，更重要

的是，需要將哈瑪星當地的歷史文化推廣出去，但礙於缺乏更多人力和資源的

投入，以致無法再現當地有些重要歷史與文化。若要使得這樣復興工作得以推

展，我們在這裡提出，各個行動者所能辦到的事情： 

1. 中山大學：它是作為當地社區的一個大專院校，若能藉由地緣性的優勢，

更積極投入當地社區做研究。這不僅能夠進一步建立社區歷史的基礎，藉

由教學也可以讓學生與社區有更多的互動，成為首要文化推廣的種子。目

前， 王儀君、孫小玉、李美文主編的《哈瑪星文化研究》即是基礎建設的

開始。 

2. 社區居民：居住於哈瑪星的居民是海洋文化的部分，透過他們的生活故事

與經驗，更瞭解從過去到現在的發展。故事可以藉由文字（口述史整理、

自傳撰寫）、影音（紀錄片）等不同的方式呈現，作為吸引觀光客前來的方

式。 

3. 旅遊業者：旅遊業者在觀光發展上扮演者很重要的角色。它們是第一線接

觸觀光客的人。若能夠讓旅遊業者對某個觀光景點的歷史與文化，他們將

會是個很好的宣傳管道。甚至，我們要讓其歷史與文化特色能夠吸引旅遊



25 
 

業者，作為觀光景點的優先選擇與考量。 

4. 高雄市政府：政府對於觀光的發展，不能只著眼於硬體建設，必須對於在

地的歷史文化投入更多的資源和人力。與此同時，政府應該建立一個整合

平台，作為其中的中介者，聯合在地居民、研究機構，以及旅遊業者，一

起發展高雄的觀光產業。   

上述辦法皆是希望在不影響在地居民生活的前提下進行，透過多方行動者

共同行動，改善目前現況並還給當地居民與用路人的安全，最重要的是推廣哈

瑪星的海洋文化。因此我們透過交通多元接駁、景點安排、培育導覽人員，以

及改善環境等方式，規劃短期、中期及長期來發展哈瑪星觀光，希望能改善目

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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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哈瑪星交通問題事件回顧 

1. 2015.01.10-11－召開哈瑪星社區願景工作坊、組成哈瑪星願景聯盟：「發展

文史觀光 營造水岸宜居社區」 

2. 2015.02.03－社區居民反對觀光街車：車體規模過大，對其他交通工作使用

者的威脅依舊；哈瑪星的文史景點很難被看見；對遊客使用狀況的質疑 

3. 2015.02.06－社區居民連署聲明：呼籲市府重新評估接駁交通方案 

4. 2015.03.13－「哈瑪星地區交通改善」公聽會 

5. 2015.03.17－「哈瑪星地區交通改善」說明會：哈瑪星社區居民提出「總量

管制、開通海運、多元接駁」三大訴求 

6. 2015.04.28－中山大學 35 輛的控管措施：中山決定突然自行決定，只開放

35 輛遊覽車入校停車，導致後續的 200 輛遊覽車無處可停，周邊交通癱

瘓。 

7. 2015.04.29－快閃行動：下午 4 點，中山大學與哈瑪星一帶的居民於中山大

學隧道口前，抬出自製的「雄鎮大砲」並佔領哨船頭主要街道，阻擋遊覽

車通行。同時，一併喊出「我們一起行走，奪回道路生活」的口號。 

8. 2015.05.07－每小時開放 45 輛控管措施：高雄市政府宣布從 5 月 18 日起，

將對哈瑪星社區實施遊覽車總量管制：每天下午 3 點至晚上 7 點，每小時

開放 45 輛持通行證的遊覽車進入西子灣。而且，遊覽車或旅行社必須在一

週前至觀光局網站，預約申請通行證。不過，當地民眾反應，這項措施無

濟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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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調查問卷 

國立中山大學 

西子灣觀光品質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請於最適當的□中打勾）： 

1. 年齡： □(1)18 歲以下   □(2)18～35 歲   □(3)36～50 歲   □(4) 51 歲 以上    

2. 您來自哪裡？ □ (1)中國大陸  □(2)港澳  □(3)台灣  □ (4) 其 他 ：

_______ 

3. 您是隨團，還是自由行(散客)？ □ (1)隨團  □(2)自由行(散客) 

4. 您從過去至今已來西子灣旅遊過幾次 (含本次)： 

□(1)第一次   □(2)第二次   □(3)三至四次    □(4)五次以上(含五次) 

5. 您預估會在這停留的時間大約是： □(1)1 小時內  □(2)1～2 小時  □(3) 2 小時 以上 

 

二、遊客對於西子灣風景區的期待（請於最適當的□中打勾）： 

1. 您來西子灣會想要去下列哪些周邊景點呢？（多選項） 

□(1)哈瑪星社區    □(2)英國領事館   □(3)英國領事館官邸    □(4)雄鎮北

門  

□(5)國立中山大學  □(6)旗津      □(7)駁二特區與鐵道公園 □(8)看海看夕陽 

□(9)爬柴山    □(10)其他：_______ 

2. 您對西子灣周邊公共設施的滿意程度為： 

 □(1)非常不滿意  □(2)不滿意  □(3)普通  □(4)滿意  □(5)非常滿意 

3. 您未來會想要再來這個地方嗎？為什麼？ 

□(1)會；原因：_______________  □(2)不會；原因：_______________ 

------------------------------- 背面尚有題目 ------------------------------- 

先生/小姐，您好： 

此份問卷目的在了解您對「遊客至西子灣進行休憩觀光」之評價。此問卷所得資料僅用於學術

用途，您作答的資料絕不對外公開，敬請放心填寫，在此由衷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旅途愉快 萬事如意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生物資源永續發展實作專題研究 

指導教授：黃書緯 彭渰雯 

學生：姚辰穎 葉福炎 許舜翔  敬上 

□ □ □ 

團客／散客 

 

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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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客對於交通接駁方式的滿意度（請於最適當的□中打勾）： 

1. 您此次至西子灣是透過何種交通工具？ 

□(1)自小客車  □(2)遊覽車  □(3)機車  □(4)公共交通運輸 □ (5) 腳 踏 車 

 □(6)步行 

2.  您對於此處的「交通順暢度」的滿意程度為： 

 □(1)非常不滿意  □(2)不滿意   □(3)普通   □(4)滿意  □(5)非常滿意 

3. 承上題，你認為目前的交通動線需要加以改善的地方有哪些？ 

 □(1)增加停車位  □(2)改善接駁方式 □(3)控制車子數量  □ (4) 其 他 ：

______________ 

4. 若未來以觀光接駁渡輪從香蕉碼頭搭乘至西子灣附近，您願意嗎？ 

□(1)願意   □(2)不願意（跳答至第 6 題） 

5. 承上題，您可接受的票價範圍（單趟）： 

□(1)30 元以內  □(2) 30 ～ 50 元  □(3) 50元 以上 

6.   您不願意改以觀光接駁渡輪進入西子灣的原因是（多選）： 

□(1)成本考量 □(2)多此一舉 □(3) 暈船 □(4) 選擇騎腳踏車或步行  

□(5)其他：______________ 

 

 

 

 

 

 

 

 

 

 

 

 

 

 

 

 

 

 

--------------------------- 問卷到此填答完畢，感謝您撥冗作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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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西子灣一帶觀光品質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請於最適當的□中打勾）： 

1. 您的職業是： □(1)司機  □(2)導遊 

2. 您這一團來自哪裡？ □ (1)中國大陸  □(2)港澳  □(3)台灣  □(4)其他：

_______ 

3. 您預估會在這停留的時間大約是： □(1)1 小時內  □(2)1～2 小時  □(3) 2 小時 以上 

4. 請問您帶不同旅遊團來西子灣大約幾次？（含本次） 

□(1)10 次以內 □(2)10～20 次 □(3)20 次以上 

 

二、 您對西子灣風景區的期待（請於最適當的□中打勾）： 

1. 您帶團到西子灣會去下列哪些周邊景點呢？（多選項） 

□(1)哈瑪星社區    □(2)英國領事館   □(3)英國領事館官邸   □(4)雄鎮北門  

□(5)國立中山大學  □(6)旗津        □(7)駁二特區與鐵道公園 □(8)其他：

_________ 

2.  您喜歡帶團來西子灣與哈瑪星一帶嗎？ 

□(1)喜歡 （請直接跳答第 3 題） □(2)普通  □(3)不喜歡（請直接跳答第 4題） 

3.  您喜歡帶團來西子灣與哈瑪星一帶的原因是： (多選項) 

□(1)大自然風景  □(2)哈瑪星歷史文化   □(3)無需入門票 □(4)高雄著名景點 

□(5)其他：__________ 

4.  您不喜歡帶團來西子灣與哈瑪星一帶的原因是： (多選項) 

□(1)交通阻塞   □(2)風景一般   □(3)了無新意  □(4)其他：_______ 

5.  您安排遊客前來此景點的原因： 

□(1)旅客要求   □(2)套裝行程  □(3)其他： ╴╴╴╴╴ 

先生/小姐，您好： 

此份問卷目的在了解您對「遊客至西子灣進行休憩觀光」之評價。此問卷所得資料僅用於學術

用途，您作答的資料絕不對外公開，敬請放心填寫，在此由衷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旅途愉快 萬事如意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生物資源永續發展實作專題研究 

指導教授：黃書緯 彭渰雯 

學生：姚辰穎 葉福炎 許舜翔  敬上 

 

 

 

□ □ □ 

司機／導遊 

訪員：＿＿＿ 

-------------------------- 背面尚有題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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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對於交通接駁方式的滿意度（請於最適當的□中打勾）： 

1.  您對於此處的交通動線規劃的滿意度為： 

 □(1)非常不滿意  □(2)不滿意  □(3)普通   □(4)滿意 

 □(5)非常滿意 

2. 承上題，你認為目前的交通動線需要加以改善的地方有哪些？ 

 □(1)增加停車位 □(2)改善接駁方式 □(3)控制車子數量  □(4)其他：__________ 

3. 若未來以觀光接駁渡輪從香蕉碼頭搭乘至西子灣附近，您願意帶團搭乘嗎？ 

□(1)願意   □(2)不願意（請直接跳答第 5 題） 

4. 承上題，您認為可接受的票價範圍是（單趟）： 

□(1)30 元以內  □(2) 30 ～ 50 元  □(3) 50元以上 

5.   您不願意改以觀光接駁渡輪的方式，進入西子灣的原因是（多選）： 

□(1)成本考量 □(2)多此一舉 □(3)遊客會暈船  □(4)改以騎腳踏車或步行  

□(5)其他：____________ 

6.  中山大學今年 5/1 將大型客車停車費由 100 元調至 150 元，對您而言有影響嗎？為什麼？ 

□(1)有，原因：＿＿＿＿＿＿＿＿ □(2)沒有，原因：＿＿＿＿＿＿＿＿＿ 

 

 

 

 

 

 

 

 

 

 

 

 

 

 

 

 

------------------------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撥冗作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