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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埔里研究會紀錄 

時間：2014年 01月 07日(二) 晚間 19:00-21:20 

地點：阿朴咖啡社會服務中心(埔里鎮北平街 187號) 

主題：埔里交通環境之友善建構進行式 

主辦單位：暨南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主持人：張力亞副執行長(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 

分享人：楊光平站長(國光客運埔里站) 

陳巨凱先生(順騎自然負責人) 

龔靖怡助理(暨南大學水沙連人社中心) 

紀錄：黃毓珊(暨大經濟系大三)  

                                                                                  

一、 前言 

張力亞 副執行長 

經過多次議題的討論，交通議題從去年 11月延續到了今年 1月。過去我們說到

埔里交通問題，都會提到國光客運站，不少人反映車站環境問題，這次的埔里研

究會邀請到國光客運埔里站的楊光平站長，希望藉由楊站長的分享能夠討論出國

光客運站未來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也邀請到不停在推廣數字指標的陳巨凱先生，

透過前幾場的分享，相信大家對數字指標已有初步認識。阿凱於 12月 13日邀請

德國交換生協助進行第一階段的測試。藉由這樣的嘗試，瞭解數字指標是否可以

為埔里的交通帶來改善。測試結果也將於今晚分享。 

 

二、 主題分享 

楊光平 站長 (國光客運埔里站的限制與改建可能) 

期望能透過本次的討論，蒐集大家對於國光客運的建議。國光在未來會盡力爭取

及執行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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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埔里國光客運總站的問題 

1. 空間狹小。 

2. 廁所數少，使用頻率高造成味道不好，且空間窄小。 

3. 設備老舊，多超過 60年。 

4. 流浪漢的逗留。 

5. 旅客需要的旅遊資訊不足。 

埔里國光客運站目前的問題是因以停車場為地目，無法進行改建。常遭遊客及居

民投訴，許多人反應國光客運埔里站的廁所味道不好聞，環境不整潔以及旅遊資

訊不夠充足等。楊站長表示： 

1. 國光客運很努力在處理廁所的問題。目前已加強廁所清掃，但因假日旅客數

量多，且鄰近地區公廁數量極少，假期一到，同樣問題還是會反覆出現。 

2. 為因應國際觀光客，目前以會講日語及英語的員工與外國旅客溝通。 

3. 希望未來能夠解決埔里街區公車的問題。埔里鎮上的旅遊景點多位於郊區，

若是有街區公車的協助，埔里的觀光可以向友善環境的方向前進。 

 埔里西站客運站 

埔里西站先前規劃為埔里客運轉運站，但由於以下因素，導致現在埔里西站使用

率低：  

1. 地點不佳，大型車輛迴轉易造成交通組塞 

2. 腹地狹小，停車空間不足 

期待未來可以台北京站作為典範，進一步整修或是改建。 

 

陳巨凱 先生(數字地圖測試操作) 

陳巨凱先生已於埔里研究會分享兩場次，分別為「埔里世界無車日」及「數字地

圖的建構」。並於 12月 13日進行實地測驗，過程中出現一些未預測到的問題，

為往後數字指標的設置提供非常好的方向。 

 傳統與數字指標在變更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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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指標 

1. 資訊更新與接收會因時間造成與實際上的誤差。 

2. 傳統指標損毀未修復，以及被遮蔽，不意發現，容易造成

迷路。 

數字指標 1. 景點或是路名的更動只需更新全鎮的公版地圖，成本較低。 

 102/12/13實地測驗 

本次找了四位暨大的朋友協助測試，其中兩位為德國交換生，分別與台灣同學組

隊。唯一的規則是台灣同學不能於過程中使用中文及台語。兩隊從「順騎自然」 

單車出租店出發，分別前往鎮立圖書館及中興實驗林，返回原點後再進行路線交

換。其中一組是跟著數字指標系統，另一組則使用傳統地圖。以相同的路線紀錄

花費時間，測驗結果如下： 

1. 在騎乘時間上，跟著數字指標系統的組別較傳統地圖組快 5分鐘。 

2. 數字指標系統讓受測者在找路時更安心，不用擔心自己騎過頭或是走錯路，

可能因而產生對商家的加購行為。 

過程中也發現指標設置問題：貼在電線桿上的數字容易被攤販或廣告招牌擋住。 

 數字地圖的未來發展 

因這次測試範圍較小，在下一場的測試，會擴展到埔里東南半鎮或是西南半鎮，

也會再找不同的族群來做測試。目前也在思考要從環鎮單車道方向設計，概念相

似於交流道，外圍為單車道，若是想進市區可由外圍轉到鎮中心。數字指標系統

也將往多元使用的目標來規畫。希望藉由這樣的設計，讓來到埔里旅遊的遊客可

以輕鬆又自在地漫遊埔里。 

近日鎮公所工務課從體委會接下一個案子，以發展埔里單車道指標為目的發展觀

光車道，但由於是以休閒競技為主，設置的路段騎起來較為艱難，較不適合一般

觀光客。 

 

龔靖怡 助理(本學期議題追蹤與統整) 

從 2013年 9月到 2014的今天，埔里研究會共辦了八場的討論會，來自各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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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埔里的人士都共同參與。許多外縣市以及本地的主講者都分享了很好的經驗，

透過這樣的分享和參與，提供埔里在未來對環境改造有更具體的目標。 

在每次的分享以及研究後，追蹤與發展也漸漸地在進行。環境清潔的部分包括，

地方社團街道認養、魚池鄉盧幸助村長訪談、「鄰里街區環境清潔營造與標竿團

隊選拔計畫」以及鎮公所舉辦的「103年度清淨家園全民運動」。在交通的部分，

針對建構埔里交通友善環境為主軸進行分享與討論。目前也正在規劃以及測試的

「數字指標系統」，由陳巨凱先生發想，目的是為解決埔里長久以來的路標問題。 

藉由這幾個月埔里民眾及公部門的參與，漸漸地將埔里研究會所提出的方案落實

於埔里鎮。未來希望帶出更多愛埔里鎮的居民，能夠因著民眾的主動參與以及公

部門的協助，再加上大家的創意與建議，讓埔里鎮民及來到埔里的旅客都能夠更

認同與喜愛這個美麗小鎮。 

 

三、 綜合討論 

楊光平 站長 

1. 數字指標未來的材質是甚麼？ 

陳巨凱 先生 

數字指標的材質類似於其他交通指標。越堅固越好，希望不會因為時間而受損嚴

重。 

江大樹 主任 

(一) 數字指標 

1. 數字指標的數字代表的是甚麼？是一個路口？還是一個景點？ 

2. 數字指標的建立是否要分區？例如：A.B.C.區裡各有它的數字順序。 

3. 未來的建立是要全面性的還是先區域性的示範？ 

4. 數字指標的對象是行人、自行車騎士還是汽車駕駛？ 

5. 數字指標的設置可以整合公部門。先前日管處的施技正有提到，可提供資源

於其轄區內，或許可以桃米為示範區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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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光客運站 

1. 埔里國光客運站從過去到現在沒有太大的改變，可以蒐集大家意見，並跟公

司反映整修的急迫性。 

2. 客運站的改建問題可以往上呈報，或是尋求非營利組織的協助，大家若是知

道為埔里好，相信一定有人願意支持。 

3. 車站可放置一些簡單的旅遊資訊。未來可與大埔里地區觀光發展協會合作，

接觸一些商家和民宿業者。 

4. 若在短時間內無法做改造，那是否可以先用藝術美化車站。 

楊光平 站長 

廁所使用率太高，空間狹小，若不改建就只能維持原狀，改建後就希望能夠擴大

空間，增加廁所數量。 

羅麗蓓 副教授 

1. 國光客運廁所的部分，可參考台北在大型活動時，所建立的友善商家制度，

讓商家來分攤廁所的使用率。 

2. 單車道是否有難易度之區別？不同的難易度可供不同需求的使用者以及旅

客。 

3. 現在科技 GPS非常的方便，只要在語言上做轉換就可以看懂地圖，日後智慧

型手機和平板電腦會更普遍，數字指標的重要性不明顯。 

4. 美國的經驗是，區別單車道與步行道，步行道上僅能步行。 

5. 路線的指示是否可以藉由顏色來做區分(例如：紅色是商店區，綠色市郊外

區)。 

6. 必須考慮到每個人的消費習性不同，有的旅客不喜歡置入性行銷的套裝行

程。 

暨大觀光系同學 

1. 廁所使用率過高的情況下，是否可以利用空車改建成流動廁所，成本應該會

比改建車站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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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光平 站長 

1. 在車上建流動廁所成本其實不低，同時需考慮到是否有空車的提供。車上廁

所內汙水的處理必須開到特定地點清理。 

朱柏勳 總幹事 

1. 就長遠的規劃來說，國光客運是否有規劃與建構過全新的車站樣貌？並朝多

元化的方向來規劃。 

2. 若是在經費上有困難，可以提供一些廣告空間給民宿業者或是商家。利用租

賃的方式，酌收租金，同時可用此經費維持廁所的整潔。 

3. 能夠動用民意，讓民眾的聲音來反映給高層，使其對車站的改建實際行動。 

楊光平 站長 

1. 國光客運已著手規劃車站，但礙於法規問題，必須先找到解套的方法，與公

部門做協調。 

2. 政府方面都有一些法規造成發展受阻礙。 

3. 土地的利用並不簡單，有些私人地不願被改變。 

李清松 先生 

1. 是否可以再添購一塊土地來建車站？ 

2. 過去的水社車站變為旅客中心與國光客運有沒有關係？ 

(楊站長答：沒有。此為日月潭風景管理處所處理。) 

3. 日本輕井澤的數字地圖上的語言有幾種？ 

4. 在提倡這個數字指標之前，是否有聽取埔里店家的意見？若店家意願高，且

積極，可以與店家合作分攤成本。 

陳若嵐 秘書 

1. 數字地圖指標的設置，是否可以發展到人人都可以參與的階段，有沒有一個

目標方向？ 

2. 埔里國光車站與過去小時候的印象沒有甚麼太大的差別。 

張榮華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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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未來的想像，可以成就未來。楊站長對國光客運的未來有沒有甚麼想像？ 

楊光平 站長 

目前已向總公司提出「申請停車場用地多目標使用」。若成功向南投縣政府申請

通過後，將會於原地建置埔里轉運站，並結合商家及旅遊資訊中心等。 

陳巨凱 先生 

1. 國際觀光客較缺乏深入到小巷弄裡的資訊，常常停留於大景點，就連機車出

租店也因應旅客要上合歡山等大景點的需求，提供馬力較大的機車比率提

高。 

2. GPS系統以及智慧型手機是現代科技的進步，但是旅客來到埔里旅行時網路

取得並不容易，也不及時。就個人觀點來說，一張地圖勝過一台智慧型手機

的路標系統。  

3. 若是以「線」做為引導旅客的路線，無法實際幫助到埔里鎮上商家。 

數字地圖是一個長遠的規劃，接下來會有更多的測試，以及與公、私部門的合作。

另外，今年會有更多關於埔里鎮環境與交通的活動。前一年的世界無車日已結束，

也做了檢討，今年會朝零元贊助的環保目標前進。希望更能落實環境整潔以及交

通友善的概念。2014世界無車日，以板凳發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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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