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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專案概述 

第一節 專案名稱 

本專案名稱為『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解說牌誌內容設計案』。 

 

第二節 專案緣起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擁有許多珍貴自然資源及多樣化動植物生態體系，

輔以壽山地區薈萃的歷史文化及極具特色的地質地形，展現出園區內自然

環境、歷史人文等解說及環境教育資源的多元價值。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自

民國 100 年 12 月 6 日成立後陸續完成區內環境教育解說資源調查與解說系

統、步道與遊憩系統規劃，期能提供完善的環教場域資源。本專案依「內

政部營建署智慧國家公園 ICT 創新應用服務系統資料庫規劃與建置案」之

執行內容延續規劃行動平台，使民眾得以利用現場解說牌誌與支援智慧型

行動裝置之導覽應用程式(mobile Application，以下稱解說導覽 APP)等多元

資訊導覽國家自然公園。 

近年來智慧型行動電話及平板電腦等資通訊產品日益普及，壽山籌備

處擬以創新服務思維、結合解說導覽 APP，讓民眾在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內

能夠適時適地取得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區內環境教育、解說、遊憩資訊及所

在地理方位資訊，以協助民眾獲得最佳生態旅遊體驗。本計畫期能持續在

已建立之基礎上推動行動平台整合應用，提供更具多元及實用的環境解說

教育功能需求，同時也使壽山籌備處在為國人服務上提升教育性與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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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專案目標 

本專案之整體目標為解說牌誌內容設計。 

針對園區重要環境資源據點設計規劃解說牌誌內容，編撰解說文案包

含中、英、日語言解說內容；中文分為繁體字、簡體字內容，依解說資源

等級所設置牌誌每面至少含中文繁體字及英文解說內容。解說 QR 碼設計

含有可擴充中(繁體、簡體中)、英、日等文字及圖片，以提供遊客國際性的

環境導覽解說內容，並提供遊客更多元的環境教育資訊，展現國家自然公

園創新面向的資訊服務，藉由後續解說資訊軟硬體系統整體規劃施作，逐

步成為環教場域認證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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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委託服務範圍 

本專案委託服務範圍：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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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專案範圍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以下稱壽山籌備處)於 101 年進行壽山國家

自然公園 ICT 共通平台資料庫資料初步建置、解說系統規劃及行動解說員

影音資料建置。102 年度持續進行解說牌誌解說重點內容設計建置計畫，須

完成計畫項目包括： 

一、 規劃解說牌誌內容及設計 

(1) 依據營建署 101 年度完成「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解說系統規劃案」規劃之

解說路線、解說據點，將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相關解說資源整合，轉化為

具體之環境資源解說服務，編撰文案共包含 6 條主要路線至少 156 面解

說牌誌。本團隊應依壽山籌備處解說系統規劃成果，針對資源等級類別

設計解說牌誌，其圖文風格與架構應呈現一體性，文字內容之撰寫編排

應具有相似樣式、字體色彩、字型。牌誌至少有中文及含專業圖片。 

(2) 6 條主要解說路線路線各進行至少 1 次實地勘察牌誌設置地點及牌面內

容所描述之資源記錄。 

 

二、 解說人員及志工導覽培育訓練 

辦理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相關人員與志工之導覽解說路線實地訓

練課程至少 2 場(講師 3-5 位，每次至少 6 小時，每場次訓練至少 30 人) 。 

 

三、 解說牌誌整合 QR 碼數位版面 

選擇 32 個解說牌據點，利用電腦軟體設備將解說內容轉成 QR 碼設置

於環境教育解說牌誌、解說樁等相關導覽設施及園區內野生動植物吊牌上

讓使用者經由手持裝置掃描讀取 QR 碼，即可瀏覽解說資源據點之補充內

容介紹以強化解說效果；QR 碼數位化版面文字至少應加入繁體中文字版、

簡體中文字版、英文版及日文版，並對其他版本或其他國家語言或網頁資

源連結保留可擴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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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預期成果 

(1) 完成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內 156 面解說牌誌圖文編排設計及撰寫之建

置，供委託單位後續經營管理應用。 

(2) 轉換完成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內 32 個解說據點之 QR 碼，編撰解說資源

據點之解說內容介紹，形式可為文字、照片或網頁連結資源。 

(3) 本團隊協助將導覽解說牌誌圖文內容數位化，並供予後續智慧行動系統

資料庫建置之可擴充性。 

五、 資訊安全需求 

(1) 本團隊須於系統分析階段完成前，應先瞭解營建署資安政策、既有之資

訊安全管理系統與本專案之內容。 

(2) 遵循營建署之相關資訊安全管理文件、手冊、要點及規範。 

(3) 本團隊對所接觸之資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確保資料安全性，並

遵循下列相關法令或規定： 

1. 個人資料保護法。 

2.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規範。 

3.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 

4. 政府資安作業規範之「Web 應用程式安全參考指引」。 

5. 其他法令相關規定。 

(4) 非經營建署書面同意，本團隊對於執行作業或作業過程中獲悉之任何資

料，不得提供任何人或機關，且不得公開作業結果或過程中所獲得之建

議事項，若違反規定，本團隊應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 

(5) 應用程式需有適當 log 紀錄以供除錯與稽核之用。 

(6) 任何系統與程式設定更動須事先以書面通知營建署，經營建署同意後始

得更動。 

(7)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本專案如涉及個人資料部分，須完成個資清查暨

風險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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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專案時程 

本專案自簽約次日起 210 日止(簽約日為 102 年 6 月 26 日，全案預計

於 103 年 1 月 22 日完成)，完成文案編撰設計、教育訓練等工作。相關文

件、產品需交付齊備，並完成解說牌誌驗收工作。解說牌誌內容編輯更新

維護期為驗收完成起一年。 

本團隊根據專案工作項目及內容，擬定各項工作之進度(如)及重要查

核點，以供壽山籌備處於專案執行過程中掌握工作進度及階段性成果，確

保專案執行品質。本專案工作重要查核點時間及查核項目包括： 

 

一、 期初階段(102 年 7 月 26 日)： 

本團隊將參照本專案文件需求所列各項原則、解說系統規劃內容以及

建議書、簡報承諾事項等，於簽約次日起 30 日曆天內提交工作計畫書 15

份，電子檔 1 份(載明各項工作項目內容、時程、步驟、檢核點、配合事項

及其他相關約定)，出席營建署召開之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經審查通過後執

行。 

 

二、 期中階段(102 年 9 月 9 日)： 

(1) 本團隊將於簽約次日起 75 日曆天前，提交期中報告書(書面 15 份，電

子檔 1 份)，內容包括完成至少 32 面解說文案編撰初稿及解說資源整合

規劃初步成果、預定辦理之教育訓練內容，配合出席機關召開之期中報

告審查會議及簡報，並經壽山籌備處通過。 

(2) 本團隊將於簽約次日起 90 日曆天前(102 年 9 月 24 日)，依期中報告會

議審查意見修改後交付解說牌誌內容之定稿；測試牌誌解說內容所轉換

之 QR 碼版面導覽效果，需至少可讀取、顯示英文版解說導覽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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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期末階段(102 年 12 月 8 日)： 

本團隊將於簽約次日起 165 日曆天前，完成本專案系統應修正與調整

工作，提送期末報告書(書面 15 份，電子檔 1 份)、系統操作及管理手冊(書

面 5 份，電子檔 1 份)，由本處召開期末簡報進行審查。 

 

四、 成果驗收階段(103 年 1 月 22 日)： 

本團隊機關函知期末報告書通過審查會議紀錄(以機關發文日為準)至

簽約次日起 210 日曆天內，提交以下資料，始辦理結案。 

(1) 成果報告書 20 份。 

(2) 設計案成果均需提供電子檔案（光碟片）各 4 份，內容包含以下資料： 

1. 成果報告書電子檔案（.doc 及.pdf）及簡報電子檔案(.ppt）。 

2. 應提供本專案解說智慧行動系統使用手冊、各項文件之電子檔案、相

關原始程式電子檔案。本規劃案之人員執行本專案業務所拍攝之照片

版權歸委託單位所有（畫素至少為 1,000 萬以上，解析度至少為

300dpi），版權歸委託單位全權使用，驗收時需檢附版權使用授權書。       

(3) 建置後除完成各時程應交付之解說牌誌內容設計及相關文件，若經壽山

籌備處尚須修正，應於次日起 7 個日曆天內修正完畢並重行繳交；於驗

收前完成至少兩場人員導覽解說教育訓練，確認解說導覽設施均可正確

無誤執行，即同意視為本專案交付完成，續行辦理驗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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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專案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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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專案組織 

本團隊選出最適合執行本專案的工作人員組成專案本團隊，透過適人

適用的方式提昇專案執行的效率及執行品質。本專案人員組織如下圖所示。 

 

 

圖 1   專案人員組織架構圖 

 

 

本團隊所負責之工作項目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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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督導： 

 督導小組工作方向 

 協助協調其它本團隊 

 確保專案的品質 

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 

 做為專案聯絡之窗口 

 協調小組內工作分配 

 安排作業時程控制進度 

專案經理： 

 掌握專案執行進度 

 協助小組工作問題排除 

行政支援小組： 

 負責簽約文件準備 

 負責專案文件打字送印事宜 

 負責專案公文往返準備及請款事宜 

牌誌內容及設計小組： 

 負責牌誌據點與解說主題之擬訂 

 負責牌誌內容文稿之撰寫 

 負責版面美編設計 

 負責現場實地探勘與資源調查 

 負責 QR Code 據點之擬訂 

 負責 QR Code 文稿之內容之設計 

 負責 QR Code 文稿之翻譯 

QR Code 建置小組： 

 負責 QR Code 系統之建置 

 負責 QR Code 條碼產製 

教育訓練小組： 

 負責教育練訊內容設計 

 負責解說人員及志工導覽培訓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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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計畫說明 

第一節 計畫緣起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從半屏山、龜山、壽山、至旗後山，區內山系的

珊瑚石灰岩地形、珊瑚礁植被、許多獨特的動植物，每個區塊各有特色，還

有史前時代的平埔族文化遺址、漢族明鄭軍隊屯墾、清帝國的城牆遺址、及

日治時期留下的建物等。除了自然生態以外，這裡更擁有完整人類發展的軌

跡，也讓此區成為不可多得的環境教育場域。 

如何讓來者行走其間而能感受生態之美、認識生態與人文、及學習環境

倫理的精髓，是國家自然公園軟硬體兼融設計欲達成的目標。本報告書承襲

101 年「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解說系統規劃案」中六條解說路線，本計畫為設

計解說牌誌內容來達到上述目的。以下小節內容節錄至「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解說系統規劃案」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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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為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園區，含括半屏山、大小龜山及左營

舊城城墎、壽山、旗後山等區域，面積總計約 1,122.654 公頃。其範圍界線

（詳圖 2）列述如下： 

（一）半屏山 

位於高雄市左營區和楠梓區，山勢為東北-西南走向，包括山麓原滯洪沈

砂池，面積約 163.3 公頃；西北側區外為中油煉油廠，西南側區外為水泥工

廠與礦區。 

（二）大小龜山及左營舊城城墎 

龜山頭端位於左營區，尾端位於鼓山區，光復前日本人為開闢連繫左營

大路至火車站的道路（勝利路），從龜山頸部穿鑿而過，將之分為大、小龜

山。左營舊城城墎位於龜山南側，與城峰路平行，延伸至中華路圓環處，面

積共約 19.39 公頃。 

（三）壽山 

壽山北沿鼓山三路，南至打狗英國領事館官邸，西側以海岸線為界，東

側為都市計畫區之保護區；排除桃源里舊聚落、中山大學及台泥私有地，面

積約 928.714 公頃。 

（四）旗後山 

範圍劃設至旗後砲台南端岬角，不包含旗津海洋公園之沙岸，面積約

11.2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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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計畫範圍圖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解說牌誌內容設計案 

成果報告書 
 

 
 - 14 - 群琁地理資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節 解說路線路線說明 

第四節 依據計畫範圍，101 年「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解說系統

規劃案」提出六條解說路線，本計畫主要為設計六條

步道之解說牌誌內容，為完整呈現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之解說內涵，本團隊於評選時提出步道 C 與步道 D

的延伸區域，詳情可詳第參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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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誌類別說明 

為落實環境教育之意涵，本團隊設計之解說牌內容包含以下環境教育

的分類，並於各牌誌類別清單中標示該牌誌所隱含之分類代碼，將環境教

育的內含納入牌誌內容設計中： 

 A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 

 B 氣候變遷 

 C 災害防救 

 D 自然保育 

 E 公害防治 

 F 環境及資源管理 

 G 文化保存 

 H 社區參與 

 I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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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路線介紹說明。 

 

 

第五節 解說牌誌型號與尺寸說明 

承襲 101 年「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解說系統規劃案」，，本團隊將建議各

牌誌內容所需符合之型號，茲針對各型式說明各解說牌誌之功能及使用原

則，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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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導覽性牌誌（A 型，詳圖 3、圖 4） 

使用於遊客首度接觸之據點或步道出入口處，版面內容應包含壽山國

家自然公園區段性之環境資源導覽、遊憩注意事項、及緊急連絡電話等文

字內容，並應提供導覽地圖、資源景點分佈位置等圖面。 

(1) 版面尺寸： 

1. 半屏山、壽山地區：A1 型、A2 型，直式，100cm×150cm。 

2. 鳳山縣舊城、鼓山及旗後山地區：A3 型、A4 型，橫式，150cm×100cm。 

(2) 版面材質：多孔嵌入式鋁板印刷或聚碳酸酯板彩色印刷 

(3) 版面與地面角度：90° 

(4) 基座材質：原木塑化 

(5) 適用地點：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各解說區帶之重要節點、廣場、步道入口

等地點。 

 

 

A1 型 A2 型

■A1、A2 型導覽性牌誌應設置於半屏山、壽山等園區內整體資源以自然生態特色為主之重要地點，整座

解說牌誌量體 A1 型：寬 148cm、高 238cm，A2 型：寬 128cm、高 238cm，並淬取具環境特色之元素（獼

猴、山羌等動物腳印等語彙），以陰刻填色方式將圖紋呈現於基座柱腳位置，突顯其「意象」之功能 

圖 3   A1、A2 型導覽性牌誌規格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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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A3、A4 型導覽性牌誌規格說明圖 

■A3、A4 型導覽性牌誌應設置於鳳山縣舊城、鼓山及旗後山地區等園區內整體資源以人文歷史特色為主之重要

地點，整座解說牌誌量體 A3 型：寬 206cm、高 210cm，A4 型：寬 182cm、高 210cm，並淬取具環境特色之元

素（城牆、燈塔、砲台等語彙），以陰刻填色方式將圖紋呈現於上下橫樑位置，突顯其「意象」之功能 

A3 型 A4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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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源解說性牌誌（B 型，詳圖 5 至圖 7） 

依各解說據點之環境條件，說明其自然或人文資源特色。應設置於具

有明確解說資源主體之處，並儘可能面向解說主體，讓遊客能有所依循；

版面內容應搭配解說文稿、現地照片或手繪圖稿，以正確、清晰、精簡之

原則進行撰文及編輯。 

(1) 版面尺寸：B1 型 120×60cm、B2 型 90×60cm、B3 型 60×45cm 

(2) 版面材質：多孔嵌入式鋁板印刷、聚碳酸酯板彩色印刷 

(3) 版面與地面角度：45° 

(4) 基座： 

1. 材質：基於整體環境之融合度考量，建議以「原木塑化」為資源解說

性牌誌之基座材質。 

2. 型式：半屏山、壽山等較自然地區之牌誌基座以簡單樸實為原則，鳳

山縣舊城及旗後地區之牌誌基座可考量以洗石子、紅磚等材質作基柱

套筒，以展現環境意象。 

(5) 適用地點： 

1. B1 型：步道沿線視野良好、景致優美之眺望點或觀景平台。 

2. B2 型：步道沿線較重要或解說主題較豐富且較具腹地空間之地點。 

3. B3 型：步道沿線具解說資源且稍具腹地空間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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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B1 型資源解說性牌誌規格說明圖 

圖 6   B2 型資源解說性牌誌規格說明圖 

半屏山、壽山地區 大小龜山、旗後地區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解說牌誌內容設計案 

成果報告書 
 

 
 - 21 - 群琁地理資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圖 7   B3 型資源解說性牌誌規格說明圖 

半屏山、壽山地區 大小龜山、旗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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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規劃解說牌誌內容及設計 

第一節 整體執行情形 

本專案牌誌內容之設計需架構在 101 年「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解說系統

規劃案」之規劃原則之下，重點在於解說牌誌解說重點內容設計建置計畫，

完成 156 個牌誌內容設計。 

表 2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解說牌誌各路線數量 

A 路線 29 

B 路線 17 

C 路線 60 

D 路線 24 

E 路線 10 

F 路線 16 

總    計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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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作業流程 

(1) 工作步驟： 

勘查→初步文案→編寫→討論→再修正→翻譯→初步校正 

→再校正→美編→校正→再校正 

 

(2) 工作分組： 

為使解說牌誌內容正確並達到環境教育之目的，本專案工作分組如

下。 

1. 勘查組：現地調查、攝影、記錄完成牌誌內容初稿。 

2. 編輯組：依據初稿、記錄及照片審查、編輯、翻譯、美編、製作網頁。 

3. 複核組：複查完稿之成果，再次實地現勘、修正，以確保本專案品質。 

 

(3) 工作執行： 

1. 勘查組： 

(1) 編組：分組調查，每一組三人，分別負責調查、紀錄、照相，其

中調查人員應具環境教育人員認證通過之資格，記錄及攝影人員

具生態調查至少五年以上實務之經驗者擔任，並依據調查內容撰

寫解寫初稿。 

(2) 組長：朱訓智 

(3) 須依據 101 年度完成「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解說系統規劃案」之解

說路線、解說據點，以及服務建議書據點數量，實際勘查紀錄。

再依各點勘查內容分級，適度調整各路線解說牌誌數量。 

(4) 調查紀錄內容：  

A 基本資料：時間、地點、區域、地點、編號、經緯度 

B 調查人員：調查、攝影、記錄人員及資源類型。 

C 調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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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解說牌誌或 QR code 位置描述：應描述位置地型、地貌，並

說明位置選擇之依據。 

(B).環境資源描述：應說明說位置周邊有哪些足以設點之環境資

源。 

(C).解說重點：描述該點之環境資源、具哪些環境教育意義（應

結合建立覺知、知識、技術、態度、實踐）並將重點聚焦於：

覺知（感動、感覺）、態度（價值、環境倫理）、實踐（遵守、

落實），並確定解說主題名稱。 

(D).牌誌點等級評估：主要分三級。 

 必要：具有整體環境區域特色者(如原規劃案之第一級、

第二級)或主題深具環境教育啟發之功能者。 

 次要：具有主題性環境特色者(如原規劃案第三級)。 

 參考：為園區內及鄰近周邊僅具解說潛力之資源據點(如

原規劃案第四級)、或同路線主題重複者、或僅只單純的

生物介紹。 

 

(5) 照片提供： 

A 每一調查據點應拍攝 2 至 3 張，供編輯時參考。 

B 照片目標應清晰、易懂並與解說內容有關連性的連結，照片目

標並應由踏查人員討論後確定。 

C 踏查時每一路線應最少提供踏查實作照片一張，供成果報告用。 

D 必須使用 1000 萬畫數相機，並轉成 300dpi，一般相機格式應設

定 5M 以上，單眼或類單眼相機格式最少設定 3M，相機並應有

WGS84 緯度座標。 

E 照片提供，應遵照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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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撰擬初稿：勘查組之調查人員應逐日將勘查記錄整理，按各點完

成 200 至 250 字之初稿，並檢附照片、踏查記錄一併送編輯組編

輯。 

 

2. 編輯組： 

(1) 編組：分為審稿、翻譯、美編與網頁製作。 

(2) 組長：楊娉育 

(3) 審稿：審查勘查組的初稿，包括位置評估、主題名稱、內容正確、

環境教育的意義、文字與照片搭配、文詞修飾等等，遇疑問或不

符時，應召集勘查組討論或洽專家學者確認。其中審稿主持人應

具環境教育人員認證通過之資格。 

(4) 翻譯：英、日文各一人，審稿確定後，進行英、日文翻譯，遇艱

澀或專有名詞，應請教專家學者確認。 

(5) 美編與網頁製作：俟翻譯後之文稿進行美術編輯，要求畫面清晰、

易讀、生動。4 另將照片轉成 300dpi，俾製作 QR code 資訊與網頁。 

 

3. 複核組： 

(1) 為確認編輯後之文稿內容之路線、牌誌設置地點、解說內容的正

確性、配合環境的程度、整體教育內容比率、美編與現況的吻合

等等，再進行複核作最後的確認和修正，俾以定稿。 

(2) 組長：朱惠娟 

 

4. 專業顧問： 

 動物—謝寶森 

 植物類—黎振東 

 地質—齊士崢 

 海洋生物—邱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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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牌誌類別說明 

為落實環境教育之意涵，本團隊設計之解說牌內容包含以下環境教育

的分類，並於各牌誌類別清單中標示該牌誌所隱含之分類代碼，將環境教

育的內含納入牌誌內容設計中： 

 A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 

 B 氣候變遷 

 C 災害防救 

 D 自然保育 

 E 公害防治 

 F 環境及資源管理 

 G 文化保存 

 H 社區參與 

 I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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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解說路線介紹 

壹、 半屏山解說區帶：【解說路線 A】半屏山石灰岩地形與過境猛

禽、蝶類生態觀察解說路線 

一、 路線主要思維 

半屏山解說區帶之環境資源特色包括：半屏山石灰岩地質地形、過

境猛禽生態觀察、蜜源植物與蝶類生態觀察、人為開發後的次生植被（相

思樹、血桐、構樹等）生態、泥採礦產業歷史遺跡（舊廠區、沈沙池復

育濕地）、重要地景（世運展場、煉油廠、高鐵左營站、蓮池潭等）眺

望等，除了沒有海岸線與海濱植被外，堪稱是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石灰岩

地質地形環境之縮影，且其稜線步道視野開闊，是觀察空中猛禽的最佳

場域，另外，因為各種蝶類幼蟲食草豐富，亦是遊客進行蝶類生態觀察

之最佳路線。 

 

二、 路線說明 

翠華路步道入口遊客服務站→半屏山稜線步道→休憩眺景平臺→休憩

涼亭→稜線草生地→休憩眺景平臺→相思樹林→山頂休憩平臺→大榕樹→

涼亭→石灰岩洞→翠華路步道入口，總計約 2.6 公里、約 9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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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解說路線 A 與牌誌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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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解說路線 A 與牌誌位置】放大示意圖 1 

 

圖 8   【解說路線 A 與牌誌位置】放大示意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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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解說路線 A】牌誌位置清單 

編號 解說主題 位置 高度  類別

A-01 半屏山 翠華路入口意象牌右邊 16 ADFH 

A-02 無痕山林運動    右登山步道上約 25m 轉彎點 22 ADFH 

A-03 崩積地型 步道往前第 2個轉彎點 25    D 

A-04 榕與岩之盟約     步道往前往右轉彎點 62    D 

A-05 次生林與陽光三少年 往前 10m 右側有一片次生林 46    D 

A-06 人工與自然復育   稜線步道往左盡頭轉彎點 80 ADFH 

A-07 請不要私闢小徑 步道右彎再左彎上 10m 右側 98 ADFH 

A-08 銀合歡的復育   稜線登頂步道兩側銀合歡林 112 ADF 

A-09 土壤流失 與 A-10 距離過近內容近似      DF 

A-11 鳥瞰高雄    稜線涼亭正前方中央點 ADFH 

A-12 涼亭與林蔭，那裡最涼？ 稜線涼亭右側自然林 ADFH 

A-13 半屏山的地質    稜線涼亭前木棧道 50m 右側 DF 

A-14 山棕   木棧道往前一片山棕林 D 

A-15 蔓藤與樹 順木棧道往前 DH 

A-16 大地的保護地毯 順木棧道轉步道往前 DH 

A-17 最有「味道」的花-魔芋 順木棧道轉步道往前 DH 

A-18 榕與榕小蜂   順木棧道轉步道往前 D 

A-19 半屏山鳥語 順木棧道轉步道往前出口前 21    D 

A-20 經貿與交通的樞紐 右登山步道上稜線右轉盡頭 61  AHI  

A-22 半屏山的礦區    往前下坡道盡頭轉彎 36 ADFH 

A-24 半屏湖溼地   半屏湖溼地入口左側   24  ADF 

A-25 木棧道   半屏湖西邊觀景平台右側 25 ADFH 

A-26 青灰泥岩 湖南邊涼亭東邊解說平台 26    D 

A-27 珊瑚礁石灰岩的生成 湖南邊涼亭東邊解說平台 26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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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解說主題 位置 高度  類別

A-28 採礦的滄桑 湖南邊涼亭東邊解說平台 26  AFG 

A-29 半屏山的軍事防禦 
湖南邊涼亭東邊解說平台外碉

堡前 
28  AFG 

A-30 介紹半屏山 半屏山濕地登山口左冊 22 ADFH 

A-31 傳播與繁殖 
(基本牌誌內容，視籌備處需求而設計，未來牌誌設備

設置時再由籌備處擬定確切地點) 

A-32 森林的降溫功能 
(基本牌誌內容，視籌備處需求而設計，未來牌誌設備

設置時再由籌備處擬定確切地點) 

 小計  29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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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大小龜山及鳳山縣舊城解說區帶：【解說路線 B】鳳山縣舊城、

遺址與軍塞史蹟探訪解說路線 

一、 路線主要思維 

大小龜山及鳳山縣舊城解說區帶之環境資源特色包括：鳳山縣舊城興

築歷史與現存古蹟、日治時期軍事營房與碉堡坑道遺跡、左營舊城遺址、

高位珊瑚礁地質之熱帶半落葉季風林環境生態，是遊客體驗壽山國家自然

公園人文歷史特色的最佳地點之一。 

 

二、 路線說明 

鳳山縣舊城東門→鳳山縣舊城遺址開放綠地→高雄市舊城文化協會→

高雄市眷村文化館→龜山巷步道口→休憩平臺→碉堡、坑道→木棧平臺→

制高點平臺→戰事營房遺址→坑道→平坦腹地→龜山南側步道入口→左營

舊城遺址挖掘地點→義民巷眷村→北門-拱辰門。總計約  1.5 公里、約

1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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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解說路線 B 與牌誌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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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解說路線 B 與牌誌位置】放大示意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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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解說路線 B 與牌誌位置】放大示意圖 2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解說牌誌內容設計案 

成果報告書 
 

 
 - 36 - 群琁地理資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表 4   【解說路線 B】牌誌位置清單 

編號 解說主題 位置 高度  類別

B-01 龜山 勝利路龜山意象牌左邊 22 AFGH 

B-02 舊城懷古 從龜山巷步道上至觀景台前 43  AGH 

B-03 龜山的戰略地位 往上 30m 又邊碉堡 63   AG   

B-04 樹石盟    往前 20m 右側友榕樹與巨石 57    D 

B-05 卓夢采    往前 20m 右側 51   AG 

B-06 本土詩人卓肇昌   木棧道轉配水池轉彎處 47   AG 

B-07 「鳳山」的由來   配水池南邊中央 24   AG 

B-08 眷村與美食    勝利新村停車場入口右側 15 AGHI 

B-09 光陰的故事 -眷村文化   眷村文化館前右側   21 AGHI 

B-10 鳳山舊城    外東門前右側 20 AFGH 

B-11 東門－ 鳳儀門   內東門前右側 20 AFGH 

B-12 左營舊城文化遺址 東自助旁及東門內空地 21 AFGH 

B-13 鳳山舊城 外南門前右側 18 AFGH 

B-14 南門－ 啟文門 內南門前右側 18 AFGH 

B-15 鳳山舊城 外北門前右側 22 AFGH 

B-16 北門－ 拱辰門   內北門前右側 22 AFGH 

B-17 小龜山的傳說 小龜山步道入口左邊 23 AFGH 

 小計  17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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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壽山解說區帶：【解說路線 C】壽山高位珊瑚礁植被環境與動

物生態解說路線 

一、 路線主要思維 

壽山解說區帶-北壽山步道之環境資源特色包括：內惟（小溪貝塚）遺

址、高位珊瑚礁地質之熱帶季風林環境生態（榕屬植群及山棕、魔芋等優

勢植群）、期軍事管制下的豐富動物生態（山羌、獼猴等）、礦區遺跡（輸

送口地磅建物）等，其步道路線之重要據點可相互銜接，遊客可以自身體

能狀況與時間考量遊程安排。 

 

二、 路線說明 

龍井社區→龍泉寺→龍泉寺步道口→龍目井→龍皇亭→內惟（小溪貝

塚）遺址→國泰休息站→龍泉亭→龍門亭→眺景平臺→北三角點→猴區亭

→猴岩→雅座→中心亭→鳳凰亭→四棵榕觀景平臺→輸送口地磅→飲水思

源建物→產業道路叉路口休憩座椅→鼓山高中後方（西側）臨時公有停車

場步道口，總計約 7.3 公里、約 200 分鐘。 

路線 C 與規劃案不同的是延伸增加龍井社區，解說主角為柴山湧泉。

壽山北登山口向來是民眾親近自然最喜愛的路線，「內惟小溪貝塚遺址」

亦在此區域內，當中森林與石灰岩聯手孕育的柴山湧泉，是山上遺址形成

的關鍵，也是山下湧泉聚落形成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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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解說路線Ｃ與牌誌位置】示意圖 

 

圖 13   【解說路線Ｃ與牌誌位置】放大示意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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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解說路線Ｃ與牌誌位置】放大示意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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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解說路線 C】牌誌位置清單 

編號 解說主題 位置 高度  類別

C-01 人工與自然生態池 
八角亭，面對水池左側欄杆邊 

 
14  AFH 

C-02 龍巖冽泉 
現龍巖冽泉解說牌前 

 
14 ADFH 

C-03 傾聽壽山 
北柴山登山步道，經民宅後左手

邊平台，舊解說牌上 
24 ADFH 

C-04 
愛我，就不要餵我！--臺灣獼

猴 

龍皇亭前，人猴新關係廣告前 

 
48 ADFH 

C-05 無痕山林運動 
獼猴解說牌，國家公園禁止告示

排旁邊 
66 ADFH 

C-06 榕的傳奇 
國泰休息區 

 
71    D 

C-07 蝶與烏柑仔 
下國泰休息區約 60-70 公尺兩

旁許多烏柑仔左側空地 
64  ADH 

C-08 小溪貝塚-我們都是一家人 
龍泉亭左側空地 

 
66 AFGH 

C-09 護山有功的蔓藤 
馬卡道澤蟹前 

 
79 ADFH 

C-10 大自然的復育力量 
龍門亭左側攔沙壩前左 

 
72  ADF 

C-11 先驅植物-陽光三少年 
龍門亭左側攔沙壩前右 

11 
72  ADH 

C-12 恆春厚殼樹的駢幹現象 
離龍門亭上坡右側空地 

 
7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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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解說主題 位置 高度  類別

C-14 山棕隧道 
山棕隧道出口解說牌右側 

 
79    D 

C-15 馬卡道澤蟹 
山棕隧道出口解說牌左側 

 
79    D 

C-19 山羌的危機     
過木棧道 A、B線叉口下去 20

公尺左側獸徑前 
88   DF 

C-20 壽山的鳥語 
過木棧道 A線下去第一個上坡

前 
87    D 

C-21 完整的森林生態 
上一點上坡後左側破空處可遠

眺壽山山巒景緻 
107  DF 

C-22 
生存競爭—小花蔓澤蘭與原生

植物   
上一點再上坡後右側裸空處 113   D 

C-23 破碎的壽山-私闢小徑的後果
上一點木棧道左轉盡頭轉灣與

小徑交叉處 
147 ADFH 

C-24 枯木的生態價值 
上一點木棧道左轉前公尺國軍

禁止告示牌旁邊與 C-23-1 同 
133 ADH 

C-25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的分區管理 上一點往上右邊管制牌旁邊 133 ADFH 

C-26 生命、生存、生活的壽山 上一點往上右邊觀景平台 22 160 ADFH 

C-27 竹雞，你在哪裡? 木棧道A線與木棧道C線交叉口 172 ADFH 

C-28 壽山最有「味道」的花-魔芋! 魔竽大道解說牌 190 ADFH 

C-29 守護大地的地毯-枯枝落葉  上一點往上約 10 公尺右側 197 ADFH 

C-30 大樹們的戰爭--纏勒現象 
小坪頂涼亭前榕樹纏勒黃蓮木

前 
233   D 

C-34 奇特的幽谷世界      
木棧道A線接木棧道C線中途谷

地 
20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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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解說主題 位置 高度  類別

C-35 岩縫的秘密 
上一點往前約 30 公尺右側一排

橫倒石灰岩上層是一層一層的 
206   D 

C-36 恆春厚殼樹與篩蛾 
龍門亭前木棧道上坡右側 

 
77    D 

C-38 五色鳥的家 中心亭前木棧道 B線右側 149 ADH 

C-39 小動作、大災難—外來種問題 中心亭前木棧道 B線左側 145 ADFH 

C-40 壽山守護神-咬人狗 木棧道 B線中心亭上方 229 ADFH 

C-41 森林的降溫功能     木棧道B線與A線終點三叉路口 187 ADH 

C-42 壽山的蛇   木棧道B線與A線終點三叉路口 187   D 

C-44 蕨類物語   木棧道 C線左側石灰岩下面       D 

C-47 壽山是誰的家？-休息區問題 蓮花洞休息區 269 ADFH 

C-48 會走路的榕樹    蓮花洞往雅座木棧道約 10m 處 274   D 

C-50 黃裳鳳蝶與馬兜鈴的戀曲 往雅座木棧道轉彎角 266 ADFH 

C-51 高位珊瑚礁石灰岩   雅座休息區 264   D 

C-52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的分區管理 雅座休息區 264   D 

C-53 大自然的分解者--壽山的菇蕈
下雅座樓梯後約 50m 轉彎左側

竹林 
238   D 

C-55 猴子的家 猴岩前面 235 ADFH 

C-57 
地質編年史--壽山高位珊瑚礁

石灰岩 
猴岩前面 235   D 

C-59 姑婆芋    
下猴岩約 90m 處左右有許多姑

婆竽 
233  DF 

C-61 錯誤的浪漫--錦屏粉藤   往下右側錦屏藤漫延區 242 ADFH 

C-62 洞穴內的乾坤 往下木棧道交叉口       D 

C-64 蜜源植物—火筒樹 往前木棧道 B線下坡道右側火     A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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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解說主題 位置 高度  類別

筒樹 

C-65 翩翩飛起--壽山的蝴蝶   往前木棧道 B線經交叉點上坡       D 

C-67 斯文豪氏攀木蜥蜴   往前木棧道 B線轉彎處     ADH 

C-69 石灰岩與水泥    
登山木棧道盡頭接礦區步道右

往上約 5m 處左側 
99  ADF 

C-71 礦區步道        礦區往南、北、西區三叉口 113 ADFH 

C-72 銀合歡的復育迷思   礦區往南、北、西區三叉口附近 115 ADF 

C-73  入料口     礦區入料口 113 ADFH 

C-74 棄養、放生、餵飼與毒害   
往北柴山步道、礦區、鼓山高中

三叉口 
   ADFH 

C-77 「壽山」的來由   四棵榕左側      AG 

C-78 榕樹與榕小蜂的故事 四棵榕右側      AD 

C-79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的分區管理
(基本牌誌內容，視籌備處需求而設計，未來牌誌設備

設置時再由籌備處擬定確切地點) 

C-80 傳播與繁殖 
(基本牌誌內容，視籌備處需求而設計，未來牌誌設備

設置時再由籌備處擬定確切地點) 

C-83 壽山的其他名字 南北礦區中途觀景平台左側 271  AG 

G-1 忠烈祠 

(基本牌誌內容，視籌備

處需求而設計，未來牌誌

設備設置時再由籌備處

擬定確切地點)

牌樓上去停

車場 
79 AFG 

 小計  6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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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壽山解說區帶：【解說路線 D】南壽山熱帶季風林觀察解說路

線 

一、 路線主要思維 

壽山解說區帶-南壽山步道之環境資源特色與北壽山步道相似，除擁有

高位珊瑚礁地質之熱帶季風林環境生態外，其人工林又可分為以鳳凰木為

優勢植群的熱帶半落葉林，與以銀合歡為優勢植群的熱帶乾落葉林，未來

遊客中心完工後，遊客可以先透過遊客中心的解說展示、視聽多媒體等，

先對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再透過解說路線實際觀察熱帶

季風林環境生態、人類使用行為及外來入侵種對環境生態造成的衝擊。其

步道亦可串成數個不同距離的小循環路線，讓遊客依自身體能狀況與時間

考量遊程安排。 

 

二、 路線說明 

萬壽路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遊客服務中心→中興亭步道入口→

觀林亭→相思亭→良友亭→七蔓站→瞭望臺→盤榕→分水嶺→百獸岩→好

漢亭→中興亭步道入口，總計約 7.2 公里、約 240 分鐘。 

南壽山的萬壽路，係規劃報告書中 D 路線的延伸。南壽山環山地區是

歷史文化古蹟最多的地方；同時因為鄰近高雄第一港口，海洋意象的景點

設計也是特色。藍帶與綠帶組成的天際線，青山、海洋、與人所結合成的

文化軌跡，值得大家細細品味。萬壽路上山沿路有高雄最早的淨水廠、高

雄神社(現忠烈祠)等遺址，是單車旅行最佳路線。同時，本路線亦可連接 F

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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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解說路線 D 與牌誌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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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解說路線 D 與牌誌位置】放大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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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解說路線 D】牌誌位置清單 

編號 解說主題 位置 高度  類別

D-01 親近與清淨山林 
南壽山登山口原意象牌與公共

電話亭之間 
58 ADFH 

D-02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進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大門對面

廣場邊花園大樹前 
60 ADFH 

D-03 無痕山林運動 
南壽山登山口進入水泥步道左

手邊 
93 ADFH 

D-04 壽山的蝴蝶     往前走至盡頭三叉路口 98    D 

D-05 五節芒的春天   
往左順木棧道上坡後約 30m

左、右邊 
123   D 

D-06 榕樹求生的利器-纏勒現象  
木棧道往前約 100m 開始爬坡左

手邊有榕樹抓巨石 
142   D 

D-07 私闢小徑造成棲地的破碎化  
木棧道往前有許多私闢小徑叉

口 
153 ADFH 

D-08 坑道戰訓練場遺址 
進步道往前 200m 處右坑道戰訓

練場牌誌旁 
167  AG 

D-09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分區管理  
步道、軍區、礦區道路三叉路警

告牌誌旁 
231 ADFH  

D-10 礦區步道 步道上來與礦區道路叉路口 228 ADFH 

D-11 猴子的家   距七蔓站前 20m 左側岩壁 234 ADFH 

D-12 建構生態城市的全民運動 七蔓站前右側 232 ADFH 

D-13 與臺灣獼猴的相處之道   七蔓站左側大樹下 236 ADFH 

D-14 請不要私闢小徑  
南北壽山、靜谷、往長春橋三叉

口 
264 ADFH 

D-15 比比看，那邊涼爽？ 背對長春橋下右側空地 272 AD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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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解說主題 位置 高度  類別

D-16 好漢坡  好漢亭前 298 AHI 

D-17 讓大自然來復育   背對良友亭右側約 15m 處 181 ADFH 

D-19 大自然的分解者-壽山的菇蕈 良友亭轉彎下步道 40m 左側 154   D 

D-21 壽山的鳥語   下木棧道轉彎涼亭外林區左 143   D 

D-22 請別傷害台灣獼猴 下木棧道轉彎涼亭外林區右 142 ADFH 

D-23 圍牆 萬里長城南壽山口起點 95   AG 

D-24 壽山最有「味道」的花-魔芋
(基本牌誌內容，視籌備處需求而設計，未來牌誌設備

設置時再由籌備處擬定確切地點) 

D-25 守護大地的地毯-枯枝落葉 
(基本牌誌內容，視籌備處需求而設計，未來牌誌設備

設置時再由籌備處擬定確切地點) 

H-1 湧泉傳奇 石頭公停車場出口 25 AFGH 

 小計  2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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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壽山解說區帶：【解說路線 E】壽山地區高雄石灰岩地質觀察

與海崖眺望解說路線 

一、 路線主要思維 

壽山解說區帶-壽山西南海岸步道之環境資源特色包括：高雄石灰岩地

質地形、高位珊瑚礁地質之海崖植被與熱帶半落葉季風林環境生態、臺灣

海峽與高雄港眺望景觀等，遊客可以結合開車、騎自行車與步行方式，觀

察壽山地區古亭坑層與高雄石灰岩的自然環境與動植物生態。 

 

二、 路線說明 

十八王公廟前眺景平臺→西子灣海堤廣場→中山大學海洋學院海濱→

文學院步道口→快樂站→相思林→少女峰→一線天→文學院步道口→眺景

平臺→眺景平臺→陸戰隊訓練場停車場，總計約 5.2 公里、約 150 分鐘。 

 

 

圖 17   【解說路線 E 與牌誌位置】示意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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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解說路線 E 與牌誌位置】示意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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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解說路線 E】牌誌位置清單 

編號 解說主題 位置 高度  類別

E-1 雄鎮北門 雄鎮北門砲台左側 13  AGH 

E-2 英國領事館 英國領事館正門右側 4   AGH 

E-3 英國領事館官邸 西子灣上官邸階梯前 AGH 

E-3-1 英國領事館官邸 英國領事館官邸前門內左側 29  AGH 

E-3-2 英國領事館官邸 英國領事館官邸後門內 34  AGH 

E-4 英國領事館登山古道 英國領事館登山步道 25  ADH 

E-5 西海岸湧泉 海岸湧泉前又岩塊前 8   ADH 

E-6 山豬枷純林 山豬枷林中間位置 14  ADH 

E-7 珊瑚礁石灰岩的活教室 下山豬枷林之灘左側岩壁 4    AD 

E-9 沙、岩岸的潮間帶 下山豬枷林之海灘右側岩壁 7    AD 

 小計  1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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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鼓山與旗後山解說區帶：【解說路線 F】清末海防與高雄港開

港歷史解說路線 

一、 路線主要思維 

鼓山與旗後山解說區帶之環境資源特色包括：旗後砲臺與雄鎮北門等

清末海防設施遺址、打狗英國領事館與官邸等高雄港開港歷史建物、高位

珊瑚礁地質之海崖植被與熱帶半落葉季風林環境生態、臺灣海峽與高雄港

眺望景觀等，遊客可運用解說巴士、渡輪、自行車等不同載具，安排悠閒

的古蹟遊賞之旅。 

 

二、 路線說明 

打狗英國領事館官邸→十八王公廟前眺景平臺→雄鎮北門→鼓山輪渡

站→旗津輪渡站→天后宮→旗後山步道入口→旗後砲臺→旗後燈塔，總計

約 4.1 公里、約 180 分鐘。 

 

 

圖 19   【解說路線 F 與牌誌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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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解說路線 F 與牌誌位置】放大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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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解說路線 F】牌誌位置清單 

編號 解說主題 位置 高度  類別

F-01 旗後山   登山入口意象左側 9 ADFGHI 

F-02 旗後砲台 旗後砲台南便門口右側 28 AGFH 

F-03 旗後砲台-南操場    南操場北邊右側 30 AGFH 

F-04 旗後砲台-指揮區   北操場南邊左側 28 AGFH 

F-05 旗後砲台-北區大門   大門外欄杆右側 27 AGFH 

F-06 旗後砲台-砲台題字 大門外欄杆左側 27 AGFH 

F-07 旗後砲台-城垣 下砲台木梯右側 34 AGFH 

F-08 軍事碉堡遺址 往砲台與燈塔間碉堡 39  AGH 

F-09 旗津的前世今生 碉堡與燈塔間榕樹休息區 46 AGFH 

F-10 旗後燈塔 旗後燈塔前左側 46 AGFH 

F-11 旗鼓相當   圍牆俯瞰打狗隙左側 49 AGFH 

F-12 打狗隙的故事 圍牆俯瞰打狗隙右側 53   AG 

F-13-1 台灣第一所醫學院     台機船舶場前左 6    AG 

F-13-2 臨水宮與打狗公學校   台機船舶場前右 6    AG 

F-14 海濱防衛隊--濱海的林相 海岸步道第二個涼亭後 9  ADFH 

F-15 撒拉森山與隧道    隧道入口右側 12  AGH 

 小計  16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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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解說牌誌美編設計 

壹、 規範與設計總說明 

整個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分為 4 大區域：半屏山、龜山與左營舊城、壽山、

旗後山，以及 6 條路線：半屏山、龜山與左營舊城、旗後山各一條，壽山則

有三條路線。每個版面均有主題文案，影像以照片為主，圖像如有必要再加

入文字說明。 

   每條路線的第一面整體性介紹都以 A1 型 150 cm×100cm 設計，其餘

均用 B2 型 90 cm×60cm，間或用 B1 型 120 cm×60cm。A1、 B1、B2 牌誌功

能均不相同，其說明如下： 

 

一、 A1：係每條路線的第一面牌誌，主要功能在介紹整個國家自然公園、

以及該區域的特色景點資訊。 

(1) 背景：為淡化的大樹。 

(2) 呈現：文字與照片交互運用，一來文字量不至於太多；二來也比較活潑。 

 

二、 B1、B2：解說牌誌均以 B2 版面尺寸為主，少部分才用 B1 版面尺寸，

版面文字、影像交互運用。B2 版面又依類型分為「地形生態」、「歷

史人文」2 種不同的風格。 

 

(1) 生態版面：背景以該點動植物、或礁岩崖壁為來突顯生態特色；再以主

題照片、加上文字說明與主題文案搭配運用。 

(2) 歷史人文版面：本區人文有古蹟建物與文化遺址兩種，背景為單一色

塊，並依主體的影像擇一或混搭來當背景及細部特色強調，來呈現該景

點的人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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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版面設計 

一、 A1 型  

(1) 大樹圖片置於圖面左上端，由上至下漸淡壓底，底部一深綠色色帶

(C40Y20 K60)。 

(2) 解說內容位於版面中央中段，便利閱讀。左、右至邊各留 7cm 距離 

(3) 標題字置左上(於大樹下緣)，壽山國家自然公園之 LOGO 及名稱置右

下。 

 
                             大小為 4cm × 22 cm 
 

(4) 解說文字與插圖、照片之配置，為文字置上（中文左、英文右）、圖（照）

片置下。 

(5) 中英文字型與字級 

1. 標題字：中文以 150pt 之華康龍門石碑以凸顯主題；英文第一字為

135pt 作特別變化，其餘為 75pt 之 Baker Signet BT 字型。 

2. 內文字：中文為 42pt 之經典中黑字型，英文為 38pt 之 Akshar 字型。 

(6) 母片規範說明圖請參考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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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A1 型母片設計說明 

中文標題 

150pt 華康龍門石碑 

英文標題 

第一字為 135pt -BakerSignetBt 其

餘為 75pt 華康龍門石碑 

 

 

內文 

中文字： 

為 42pt 之經典中黑字型 

 

 

 

 

內文 

英文字 

為 38pt 之 akshar 字型 

 

 

 

 

主題相關之資源特色照片 

 

漸層色帶 C40Y20 K60 
Logo,標準字 4 × 22 cm 

大樹照片壓底，由上往下淡化處理。 

 

 

 

行政區域圖 

 

 

 

 

主題相關大景，由下往上淡化處理 

 牌誌編號,華康龍門石碑 72 級 

C3Y5 K2 淡綠色色塊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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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B1 型 

(1) 右邊以一張代表資源特色之環境大景為主，由左往右淡化處理。其下深

綠色色帶(C40Y20 K60)經淡化處理，可稍微顯示上方延伸而下的圖片，

讓色帶不顯呆板。 

(2) 解說內容位於版面上部，與邊緣距離為上端：4cm、左端：5cm。 

(3) 標題字置環境照片上端，壽山國家自然公園之 LOGO 及名稱置右下。 

 
                             大小為 3.5cm × 19 cm 
 
    

(4) 解說文字與照片之配置，為文字在上（中文左、英文右）、圖（照）片

在下。 

(5) 中英文字型與字級 

1. 標題字：中文以 168pt 之華康龍門石碑以凸顯主題；英文第一字為

168pt 作特別變化，其餘為 70pt 之 Baker Signet BT 字型。 

2. 內文字：中文為 30pt 之經典中黑字型，英文為 26pt 之 Akshar 字型。 

(6) 母片規範說明圖請參考下圖。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解說牌誌內容設計案 

成果報告書 
 

 
 - 59 - 群琁地理資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圖 22   B1 型母片設計說明 

Logo,標準字 3.5× 19 cm 

 

 

主題相關大景 

 

色帶 C40Y20 K60，經淡化處理 

可稍微顯示上方延伸而下的圖片 

讓色帶不顯呆板 

中文標題 110pt 

華康龍門石碑 

 

內文  中文字： 

為 31pt 之經典中黑字型 

 

 

內文  英文字 

為 30pt 之 akshar 字型 

英文標題 

第一字為 168pt 為 BakerSignetBt 

其餘為 70pt 華康龍門石碑 

牌誌編號,華康龍門石碑 60 級 

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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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B2 型【地形生態】   

(1) 右邊以一張代表資源特色之環境照片壓底，由下往上模糊化處理。其下

有一深綠色漸層色帶(C40Y20 K60)。 

(2) 解說內容位於版面右中段上端，與邊緣距離為上端：4cm、左端：4cm。 

(3) 標題字置環境照片上端，壽山國家自然公園之 LOGO 及名稱置右下。 

 
                             大小為 3.5cm × 19 cm 
 
    

(4) 解說文字與插圖、照片之配置，為文字置上（中文左、英文右）、圖（照）

片置下。 

(5) 中英文字型與字級 

1. 標題字：中文以 95pt之華康龍門石碑以凸顯主題；英文第一字為 135pt

作特別變化，其餘為 75pt 之 Baker Signet BT 字型。 

2. 內文字：中文為 29pt 之華康中黑字型，英文為 26pt 之 Akshar 字型。 

(6) 母片規範說明圖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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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B2 型【地形生態】母片設計說明 

 

 

 

 

 

 

 

 

 

中文標題 

95pt 華康龍門石碑 

英文標題 

第一字為 135pt 

-BakerSignetBt 其餘為

75pt 華康龍門石碑 

內文 

中文字： 

29pt 之經典中黑字型 

 

下接內文 英文字 

為 26pt 之 akshar 字型 

 

內文  英文字 

為 26p 之 akshar 字型 

 

 

主題相關之資源特色照片 

 

壽山棧道圖片壓底，由下往上模糊化處理。 色帶 C40Y20 K60 Logo,標準字 3.5 × 19 cm 

牌誌編號,華康龍門石碑 60 級 

C3Y5 K2 淡綠色色塊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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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B2 型【歷史人文】  

(1) 以一淡黃色（C10 M15 Y30）襯底；其下有一深紅色色帶(M40 K60)。

右下則有相應主題之圖樣照片如：小溪貝塚~考古物 

(2) 解說內容位於版面右中段上端，與邊緣距離為上端：4cm、左端：4cm。 

(3) 標題字置相應照片上端，壽山國家自然公園之 LOGO 及名稱置右下。 

 
                             大小為 3.5cm × 19 cm 
 
    

(4) 解說文字與插圖、照片之配置，為文字置左（中文上、英文下）、圖（照）

片置右。 

(5) 中英文字型與字級 

1. 標題字：中文以 95pt之華康龍門石碑以凸顯主題；英文第一字為 135pt

作特別變化，其餘為 75pt 之 Baker Signet BT 字型。 

2. 內文字：中文為 29pt 之經典中黑字型，英文為 26pt 之 Akshar 字型。 

(6) 母片規範說明圖請參考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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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B2 型【歷史人文】母片設計說明 

 

 

 

 

 

Logo,標準字 3.5× 19 cm 

 

 

主題相關大景 

 

色帶 C40Y20 K60，經淡化處理 

可稍微顯示上方延伸而下的圖片 

讓色帶不顯呆板 

中文標題 110pt 

華康龍門石碑 

 

內文  中文字： 

為 31pt 之經典中黑字型 

 

 

內文  英文字 

為 30pt 之 akshar 字型 

英文標題 

第一字為 168pt 為 BakerSignetBt 

其餘為 70pt 華康龍門石碑 

牌誌編號,華康龍門石碑 60 級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解說牌誌內容設計案 

成果報告書 
 

 
 - 64 - 群琁地理資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節 牌誌內容參考書目 

壹、 生物類 

1.昆蟲圖鑑  朱耀忻 喬治麥葛文  貓頭鷹出版  2000 

2.山綠映紅 壽山植物-環境教育篇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2012 

3.城市「花果山」壽山台灣獼猴環境教育篇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2012 

4.台灣常見的蝴蝶 低海拔篇 台灣蝴蝶保育學會  2012 

5.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站 行政院農委會特生中心 2013 

6.國立自然科學博物館植物博覽 教育部 2013 

7.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教育部  2013 

8.壽山自然公園生態系列叢書圖鑑 植物篇 楊遠波等 高雄市政府 2003 

9.自然公園柴山之旅 高雄市政府研考會 2002 

10.台灣的野花 低海拔 林文智 渡假出版社  2005 

11.打狗山常見植物 楊吉壽 秋雨印刷 1999 

12.傾聽壽山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2012 

13.高雄市豐富之旅 吳錦發 洪田浚 張守真 串門子出版 2000 

14.發現台灣植物網站 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 2013 

15.台灣大百科全書  文化部 2013 

16.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資源調查 高雄市鳥會 內政部營建署 2010 

17.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台灣獼猴族群量及人猴互動 蘇秀慧 台灣獼猴研

討會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2012 

18.壽山自然公園生態系列叢書圖鑑 動物篇 張學文 高雄市政府 2003 

19 柴山昆蟲 楊吉壽 高雄市政府研考會 2002 

20.柴山自然公園鳥類圖鑑  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 串門文化 1997 

21.柴山自然公園鳥類資源  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 串門文化 1997 

22.台灣獼猴 曾絢煜 動物園學報 台北市木柵動物園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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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冰河期遷來的居民-從生物地理探討台灣獼猴來源 李玲玲 台灣動物

地理煙淵研源研究會專集第 1 號 

24.太魯閣國家公園入侵植物出探  孫麗珠 自然保育季刊 61 期 2008 

25.台灣野生植物資料庫網站  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2013 

26.半屏山自然公園植物篇及動物篇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2005 

27.台灣植物分類學會電子報 黃生、王震哲、吳立偉、張和明、許再文

2007.11 

28.近代台灣港口市鎮之發展—清末至日據時期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

究所博士論文戴寶村 1988 年 

 

貳、 地質類 

1.潛返地心-地質大探索 林朝宗等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2012 

2.土壤學 郭魁士 中國書局     

3.台灣地質概論  何春訙蓀  經濟部 1975 

4.普通地質學  何春蓀 五南出版社 1962 

5.全球繯境變遷導論  魏國彥 許晃雄 時英出版社 1997 

6.變臉的大地 劉聰桂 陳文山 龍騰文化 1999 

7.台灣大學地質科學數位典藏博物館網站 台灣大學 2009 

8.自然與人文數位博物館 教育部 2009 

9.台灣大百科全書  文化部 2013 

10.柴山的地質 袁彼得  成功大學 1996 

11.柴山地質 黎振東 高雄市教師會環境教育中心 2007 

12.地質學 王 鑫 聯經出版 1988 

13.墾丁國家公園的石灰岩穴 齊士崢 地景保育通訊 1995 

14 柴山私闢休息區調查研究報告 高雄市柴山會 農委會屏東林管處 

2010 

15.半屏山環境復育的新起點 曾龍永 謝宜臻 台灣濕地63專題報導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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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自然海岸及人工海岸線長度統計  內政部營建署 2012 

17.傾聽壽山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2012 

參、 文化保存 

1.熱蘭遮城日誌有關「塔加里揚」社址及其遷徙之初探  劉益昌  平埔

族與台灣社會 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0 

2.高雄史前時代文化概說  劉益昌  199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3.如何認識小溪貝塚-從理論到構築的過程  劉益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 

4.龍泉寺遺址小溪貝塚的文化意涵  劉益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 

5.台灣的史前文化與遺址  劉益昌 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 台灣省文獻委

員會 1996 

6.台灣歷史辭典-尖山社 簡炯仁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4 

7.阿猴社與林道乾逃到打鼓山傳說¬-破解阿猴社是打狗遷去的無稽傳說  

呂自揚 台灣時報副刊 2011.2.13 至 17 連載 

8.尖山社平埔族四百年歷史滄桑摘要 呂自揚  鹽分地帶文學第 26 期 

2009 

9.教育部數位教學資源入口網  2013 

10.文化部地方文化館 文化部  2013 

11.台灣大百科全書  文化部 2013 

12.南岬歲月  壽山人文-環境教育篇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2012 

13.哈瑪星、鹽埕區的沿革 張守真  

14.焚而不悔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網站 2013 

15.梓官城隍爺卓肇昌 謝貴文 台灣文獻別冊 26 期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編

印 2008 

16.重現鳳山縣新城的城池與街市(清代至日治時期) 廖德宗 高雄縣文獻

27 期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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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一級古蹟左營舊城北門委託建築學者李乾朗修復／門神神荼多了把

劍 楊菁菁 自由時報電子報 2007.11.26 

18.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網站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2013 

19.文化部文化資產入口網站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2013 

20.柴山：高雄的綠色瑰寶 柯耀源 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2005 年 

21.傾聽壽山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2012 

 

肆、 其他 

1.壽山生態旅遊手冊-柴山嬉遊記 行政院農委會及高雄市建設局 愛智出

版社 2005 

2.柴山主義 凃幸枝編 晨星出版公司 2001 

3.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計畫書 內政部營建署 2011 

4.壽山自然公園建制過程與初期規劃經驗 李侑珍等研究論文 台大實驗

林研究報告 2005 

5.內政部營建署全球資訊網－國家公園法 內政部營建署 2013 

6.傾聽壽山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2012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解說牌誌內容設計案 

成果報告書 
 

 
 - 68 - 群琁地理資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第肆章 解說牌誌內容數位化 

第一節 作業需求 

本專案依「內政部營建署智慧國家公園 ICT 創新應用服務系統資料庫規

劃與建置案」之執行內容延續規劃行動平台，使民眾得以利用現場解說牌誌

與支援智慧型行動裝置之導覽應用程式(mobile Application，以下稱解說導覽

APP)等多元資訊導覽國家自然公園。主要工作需求為持續進行解說牌誌解說

內容設計，未來並可供後續智慧行動系統資料庫建置之可擴充性，因此本團

隊將本專案最後成果之牌誌內容全面上架至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ICT 共通平

台，未來可供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智慧行動系統後續擴充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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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專案執行 

本團隊依照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ICT 共通平台「主題流通規範」將牌誌內

容進行資料登打上架作業，並將解說牌誌內容上架至國家公園 ICT 資料中。 

 

圖 25   國家公園 ICT 資料 

專案成果上架在環境教育主題中之「解說教育」，解說教育為整合各單位

解說教育資訊，提供基本介紹等資訊，也可透過檔案資料輔助說明，如照片、

影片連結等，詳檔案交換格式說明。 

以下為解說教育規劃之欄位： 

發布單位、解說型態、發布日期、名稱、介紹、交通、其他資訊、緯度、

經度、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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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標準編號 DTS-A021 

分類 環境教育 項目 解說教育 

編號 基本欄位 TAG 參數 範例 欄位說明 

1.   發布單位 UNIT 壽山國家自然公

園 

 

2.   解說類型 INTERPRETATI

ON_TYPE 

解說牌置 請填寫解說教育之類

型，各國家公園之分類

不同，填寫方式不拘 

3.   發布日期 PUBLISH_DAT

E 

2011 年 05 月 12

日 

請填寫西元年月日 

4.   名稱 INTERPRETATI

ON_NAME 

雅座 請填寫解說教育之名

稱或地點 

5.   介紹 INTERPRETATI

ON_DESC 

 請填寫該解說教育之

介紹描述 

6.   交通 TRAFFIC  如該解說教育為地

點，可補充其交通資訊

7.   其他資訊 OTHER  可填寫其他補充資訊 

8.   緯度 LATITUDE 120.34567231 WGS84 緯度坐標，採

十進位，需至小數點 8

位以上 

9.   經度 LONGITUDE 23.12345543 WGS84 經度坐標，採

十進位，需至小數點 8

位以上 

10.   檔案 FILELIST  請填寫檔案顯示名

稱，並配合該檔案填寫

其檔案連結、關鍵字、

檔案類型 

 

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LIST>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解說牌誌內容設計案 

成果報告書 
 

 
 - 71 - 群琁地理資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範例  <ITEM> 

  <UNIT>壽山國家自然公園</UNIT> 

  <INTERPRETATION_TYPE>解說類型</INTERPRETATION_TYPE> 

  <PUBLISH_DATE>發布日期</PUBLISH_DATE> 

  <INTERPRETATION_NAME>名稱</INTERPRETATION_NAME> 

  <INTERPRETATION_DESC>介紹</INTERPRETATION_DESC> 

  <TRAFFIC>交通</TRAFFIC> 

  <OTHER>其他資訊</OTHER>  

  <LATITUDE>緯度</LATITUDE>  

  <LONGITUDE>經度 </LONGITUDE> 

  <FILELIST> 

   <FILE> 

    <DISPLAYNAME>檔案顯示名稱</DISPLAYNAME> 

    <FILE_LINK>檔案連結</FILE_LINK> 

    <KEYWORD>關鍵字</KEYWORD>  

    <FILE_TYPE>檔案類型(照片、影片、等等等)</FILE_TYPE>

   </FILE> 

   <FILE> 

    <DISPLAYNAME>檔案顯示名稱 2</DISPLAYNAME> 

    <FILE_LINK>檔案連結 2</FILE_LINK> 

    <KEYWORD>關鍵字 2</KEYWORD>  

    <FILE_TYPE>檔案類型(照片、影片、等等等)</FILE_TYPE>

   </FILE> 

  </FILELIST> 

 </ITEM>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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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解說牌誌整合 QR 碼數位版面 

第一節 整體執行情形 

本團隊已完成 32 QR 碼牌誌內容設計，並提供程式碼，以下為各路線

數量說明。 

表 9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QR 碼解說牌誌各路線數量 

路線 QR 碼數量 設置位置(牌誌編號上) 

A 路線 4 A-01、A-13、A-18、A-27 

B 路線 6 B-01、B-11、B-12、B-14、

B-15、B-17 

C 路線 9 C-03、C-04、C-06、C-08、

C-10、C-11、C-12、C72、

C73 

D 路線 2 D-02、H-01 

E 路線 5 E-02、E-03、E-04、E-06 

F 路線 6 F-01、F-02、F-03、F-04、

F-05、F07 

總    計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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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QR 碼數位版面設計 

使用者一進入系統則有 4國語言選擇：中文繁體、中文簡體、英文、

日文，使用者使用 QR 碼進行掃描後首頁出現以下四種語言功能，點選

語言後畫面如后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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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解說人員及志工導覽培育訓練 

第一節 培育訓練計畫 

依據本專案作業需求，本團隊訂定相關培育訓練計畫，目的希望在短時

間內讓解說人員瞭解牌誌內容與每面牌誌所傳達之意義，針對本專案範圍內

6 條主要解說步道裡面所有牌誌，其中 32 個牌誌內含 QR Code 的延伸數位

解說，因此本團隊於每場培育訓練安排室內課程進行解說步道的說明與相關

牌誌設置位置與內容，並使用智慧型手機進行 QR Code 掃描訓練，讓解說人

員針對 QR Code 與智慧型手機有初步認識與接觸，相關培育訓練計畫如下表

所示，主要目的：讓受訓的學員得到的不只是生物資訊，更重要的是對待生

命的態度以及推動環境教育的價值觀。 

 

壹、訓練活動目標 

結合環境教育法之精神與本處推動環境教育園區解說牌誌之設 

置，提升園區志工對民眾解說、宣導、教育的能力，以喚起全民維護園區

自然生態的環境。 

 

貳、預期效益 

透過課程設計及模擬演練，使學員瞭解籌備處推動環境教育的決心，與認

識解說牌誌的設計目的，熟練各種解說技術，以達到有效的教育民眾，共

同建立環境與生態的維護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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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分項訓練活動 

訓練活動一： 

一、活動主題：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文化保存 

二、活動方法：課程 

三、活動內容類型：文化保存 

四、活動預計人數：30 人 

五、活動預計時間：2小時 

六、活動內容描述：室內透過 power point 的介紹與講解高雄發展史、旗後

砲台燈塔、英國領事館等、內惟小溪貝塚、鳳山舊城...等，使學員充

分認識園區範圍內之文化古蹟，以奠定解說之基礎。 

七、活動主講人及相關學經歷： 

李文環：成功大學歷史系文學博士、高雄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訓練活動二： 

一、活動主題：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自然資源 

二、活動方法：課程 

三、活動內容類型：自然資源維護 

四、活動預計人數：30 人 

五、活動預計時間：1小時 

六、活動內容描述：室內透過 power point 介紹園區創設過程， 

        園區內生物、地質、林相等資源及園區的復育與管理，俾認識園區內

之自然資源，以奠定解說之基礎。 

七、活動主講人及相關學經歷： 

朱惠娟 ：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高雄市柴山會幹事、環

境教育認證人員 EP60705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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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活動三： 

一、活動主題：國家公園與環境教育法 

二、活動方法：課程 

三、活動內容類型：環境及資源管理 

四、活動預計人數：30 人 

五、活動預計時間：1小時 

六、活動內容描述：室內透過 power point 介紹我國推動環境教育法的經過

與內容，及園區推動環境教育解說牌誌的構想。使學員將園區解說與環

境教育法充分結合。    

七、活動主講人及相關學經歷： 

朱訓智：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屏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

科學研究所碩士、高雄及長榮大學職訓班環勞安課程兼任講

師、環境教育認證人員 EP211008 號。 

 

訓練活動四： 

一、活動主題：解說牌誌內容介紹與解說實務 

二、活動方法：課程 

三、活動內容類型：環境及資源管理 

四、活動預計人數：30 人 

五、活動預計時間：2小時 

六、活動內容描述：室內透過 power point 介紹解說牌誌內容設計與解說重

點，並介紹解說應具備與避免事項，以建全解說者必備條件與建立解說

者之能力。     

七、活動主講人及相關學經歷： 

朱訓智：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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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活動五： 

一、活動主題：園區自然資源解說模擬與演練 

二、活動方法：實習 

三、活動內容類型：環境及資源管理 

四、活動預計人數：30 人 

五、活動預計時間：6小時 

六、活動內容描述：戶外分組解說實習，選擇旗後山或龜山（文化保存）及

北壽山 C線，配合解說牌誌的設計及內容，示範教育解說並讓學員實習

演練，俾熟悉解說牌誌內容與解說技巧。 

七、活動主持人： 

主引導人：朱惠娟、朱訓智   

      副引導人：高雄市柴山會資深解說講師群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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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表 

第一日（102 年 12 月 25 日星期 三） 

上課地點：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二樓教育中心、旗后砲台及旗津燈塔等地 

 

 

 

 

 

 

 

 

 

 

 

第二日（ 103 年 1 月 2 日星期 四） 

上課地點：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二樓教育中心、及國家自然公園園區（解

說牌ｃ路線為主） 

 

 

\ 

 

 

 

 

 

時間 課程內容 

0800-0820 報到 

0820-0830 訓練須知（朱訓智） 

0830-1020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文化保存 

（高師大教授  李文環） 

1030-1120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自然資源 

（高雄市柴山會   朱惠娟） 

1130-1300 
午餐、休息、搭船至旗津 

1330-1600 園區文化古蹟保存解說演練(旗后砲台、旗后

燈塔)朱訓智等講師 

時間 課程內容 

0900-1050 國家公園與環境教育法（高雄市柴山會講師  

 朱訓智） 

1100-1150 解說牌誌內容介紹與解說實務 

（高雄市柴山會講師  朱訓智） 

1200-1330 午餐、休息、加油 

 

1330-1630 園區自然資源解說演練(戶外：解說牌 c路線

為主) 朱訓智等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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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育訓練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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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成果交付 

本專案於工作完成後，須交付之成果項目及份數，如下所示： 

(1) 成果報告書 20 份。 

(2) 設計案成果均需提供電子檔案（光碟片）各 4 份，內容包含以下資料： 

1. 成果報告書電子檔案（.doc 及.pdf）及簡報電子檔案(.ppt）。 

2. 應提供本專案解說智慧行動系統使用手冊、各項文件之電子檔案、相

關原始程式電子檔案。本規劃案之人員執行本專案業務所拍攝之照片

版權歸委託單位所有（畫素至少為 1,000 萬以上，解析度至少為

300dpi），版權歸委託單位全權使用，驗收時需檢附版權使用授權書。       

(3) 建置後除完成各時程應交付之解說牌誌內容設計及相關文件，若經壽山

籌備處尚須修正，應於次日起 7 個日曆天內修正完畢並重行繳交；於驗

收前完成至少兩場人員導覽解說教育訓練，確認解說導覽設施均可正確

無誤執行，即同意視為本專案交付完成，續行辦理驗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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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捌章 專案管理 

第一節 專案管理計畫 

依據專案工作需求及本團隊之專案執行計畫，訂定專案實施步驟(工作

流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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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工作流程圖(專案執行步驟)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解說牌誌內容設計案 

成果報告書 
 

 
 - 85 - 群琁地理資訊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分項說明各項工作之工作目標、工作方法及內容與預期成果。 

一、 【0.專案開始】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0 

工作名稱：專案開始(需求確認) 

工作目標：擬定專案策略與計畫並進行需求確認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專案工作開始前，必先徵得壽山籌備處的同意，壽山籌備處及本團隊工

作同仁應有共同的認識，確定工作目標，擬定專業策略與計畫，工作內

容才不致分歧。 

(2) 選派團隊工作人員，使工作人員了解專案內容。 

 
預期成果：專案進行策略與計畫之擬定，團隊工作人員選派。 

 

二、 【1.0 實地探勘】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1.0 

工作名稱：實地探勘 

工作目標：瞭解本專案範圍內解說牌誌設置位置與內容初步規劃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掌握主要專案範圍解說步道之主軸。 

(2) 實地勘察牌誌設施設置位置。 

(3) 實地勘察牌誌設施設置位置之訊號狀況。 

(4) 針對實地勘察路線進行資源記錄。 

(5) 完成工作計畫書。 

(6) 召開工作計畫書審查會議。 

 
預期成果：完成工作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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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  解說牌誌之設置據點位置選定與解說主題擬訂 】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2.0 

工作名稱：解說牌誌之設置據點選定與解說主題擬訂 

工作目標：完成解說牌誌之設置據點選定與解說主題擬訂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依據實際探勘結果(含資源記錄)，完成解說牌誌之設置據點選定。 

針對以上牌誌設置據點進行主題擬定。 

(2) 完成牌誌解說內容主軸規劃。 

 

預期成果：完成解說牌誌之設置據點選定與解說內容主軸規劃。 

 

四、 【2.1  解說牌誌之解說內容撰寫(含 QR Code 解說文稿) 】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2.1 

工作名稱：解說牌誌之解說內容撰寫(含 QR Code 解說文稿) 

工作目標：完成解說牌誌之解說內容撰寫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依據解說牌誌之設置據點選定結果，進行解說內容撰寫。 

(2) 依據實際勘查結果，針對收訊良好的地好進行 QR Code 解說文稿撰寫。

(3) 完成牌誌解說內容初稿設計。 

(4) 擬訂教育訓練計畫。 

(5) 完成期中報告書。 

(6) 召開期中審查會議。 

 

預期成果：完成期中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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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2  解說牌誌之解說文稿內容審查 】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2.2 

工作名稱：解說牌誌之解說文稿內容審查 

工作目標：完成解說牌誌之解說文稿內容審查，並依審查結果修正。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確認解說牌誌文案編撰初稿及解說資源整合規劃初步成果。 

(2) 確認教育訓練計畫內容。 

(3) 完成期中審查會議，並依審查結果修正解說牌誌文案。 

 

 

預期成果：完成期中審查會議，並依審查結果修正解說牌誌文案。 

 

六、 【2.3  解說牌誌內容版面美編設計】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2.3 

工作名稱：解說牌誌內容版面美編設計 

工作目標：完成解說牌誌內容版面美編設計。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根據 101 度完成「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解說系統規劃案」規劃，與本專案

審查後之解說牌誌文案，進行解說牌誌內容版面之美編設計，供壽山籌

備處參考。 

 

預期成果：完成解說牌誌內容版面之美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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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2.4  解說牌誌內容資料數位化】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2.4 

工作名稱：解說牌誌內容資料數位化 

工作目標：完成解說牌誌內容資料數位化。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依據本專案審查後之解說牌誌文案，進行牌誌內容資料數位化。 

(2) 牌誌內容資料數位化將遵照營建署 ICT 共通平台之主題流通規範進行資

料上架，以作為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ICT 共通平台資料初步建置成果，供

予後續智慧型動系統資料庫建置之可擴充性。 

 

 

預期成果：完成解說牌誌內容資料數位化，遵照營建署 ICT 共通平台之主題流通

規範進行資料上架作業。 

 

八、 【3.0  QR Code 數位版面之文稿語言翻譯】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3.0 

工作名稱：QR Code 數位版面之文稿語言翻譯 

工作目標：完成 QR Code 數位版面之文稿語言翻譯。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依據本專案 32 個解說牌誌位置與審查後之解說牌誌文案，進行 QR Code

數位版面之文稿語言翻譯。 

(2) 翻譯語言應有繁體中文字版、簡體中文字版、英文版及日文版。  

 

 

預期成果：完成 32 個 QR Code 數位版面之文稿語言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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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3.1  數位版面設計開發】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3.1 

工作名稱：數位版面設計開發 

工作目標：完成 QR Code 數位版面設計開發。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依據本專案 32 個解說牌誌位置與審查後之解說牌誌文案，進行 QR Code

數位版面設計開發。 

(2) 數位版面應有繁體中文字版、簡體中文字版、英文版及日文版，並保留

多國語言與資源連結之擴充性。 

 

 

預期成果：完成 32 個完成 QR Code 數位版面設計開發。 

 

〇一 、 【3.2  QR Code 產製】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3.2 

工作名稱：QR Code 產製 

工作目標：完成 QR Code 產製。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依據本專案 32 個 QR Code 數位版面進行 QR Code 產製。 

(2) 進行測試牌誌解說內容 QR Code 測試 

 

預期成果：完成 QR Code 產製並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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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4.0  擬訂教育訓練計畫】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4.0 

工作名稱：擬訂教育訓練計畫 

工作目標：完成擬訂教育訓練計畫。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依據本專案作業需求完成戶外實地教育訓練計畫，共 2 場。 

(2) 將教育訓練計畫納入期中報告書中。 

 

預期成果：完成教育訓練計畫，並納入期中報告書中。 

 

一二、 【4.1  戶外實地訓練課程】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4.1 

工作名稱：戶外實地訓練課程 

工作目標：完成戶外實地訓練課程。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依據期中報告審查會議意見修正結果，完成戶外實地教育訓練課程，共

2 場，每次至少 6 小時，每場學員至少 30 人、講師 3~5 人。 

(2) 準備教育訓練教材。 

(3) 舉行戶外實地教育訓練課程。 

(4) 完成期末報告書。 

(5) 召開期末審查會議。 

 

 

預期成果：完成戶外實地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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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5.0  專案成果彙整】 

工  作  項  目  說  明 

工作編號：5.0 

工作名稱：專案成果彙整 

工作目標：完成專案成果驗收 

工作方法及內容： 

(1) 將本專案所有相關成果提交壽山籌備處。 

(2) 完成專案成果驗收工作。 

 

預期成果：專案成果驗收完畢。 

 

 

第二節 專案品質保證 

壹、 品質管制制度 

為了保証專案作業進行期間，專案負責人各項交付產品能滿足各階段文件製

作標準及作業需求，本團隊為提供客戶最佳服務，特別注意產品之品質，因此，

公司內各資深同多年來從事相關專案之專業經驗累積，並參酌 ISO 9000 標準之

建議，特別設計品質管制制度，以輔助專案進行時之管制。 

 

以下茲對規劃品質保証做一說明。 

 

有關規劃成果的驗證，由於本專案所採取的工作步驟流程係採由上而下之規

劃，而建置設計則由下至上，故應確認由下而上之設計成果是否符合先前由上

而下規劃成果。 

 

至於品質保證之確認程序，最有效的方法為邀請使用者（發包單位公司)參

加審查。唯有使用者之參與、確認才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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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書稽核管理措施 

文件說明資料關係整個專案系統之成果說明與後續維護參考，所以，特別自

品質保證措施中提出並加以說明。 

 

文件撰寫及修改

文 字 校 正

文件內容檢核

文件格式與裝訂審查

文件製作完成
 

圖 27   文書稽核管理措施示意圖 

 

(1) 文件撰寫及修改：本團隊成員依專案計畫時程及委辦單位需求製作各項文

件。 

(2) 文字校正：文書稽核首先進行錯字及漏字的校正，此為文件撰寫者之職責，

檢核完畢將結果整理成書面資料，交予專案負責人即進行文件之修改。 

(3) 文件內容檢核：稽核處依品質保證措施邀集查核顧問進行文件內容查核，

重點為：是否合乎委辦單位之需求、表達方式是否專業、是否合乎文件範

本之規定等，檢核完畢將結果整理成書面資料，交予專案負責人即進行文

件之修改。 

(4) 文件格式與裝訂審查：審查文件格式是否符合規定、是否一致、是否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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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是否裝訂美觀，檢核完畢將結果整理成書面資料，交予專案負責人

即進行文件之修改。 

(5) 文件製作完成：將完成修訂之文件正式影印、裝訂並交予委辦單位。 

參、  問題管理措施 

專案時程之控制與專案品質之保證，往往直接影響到專案之成敗，因此本團

隊特別製訂乙套完整之專案問題管控流程，以便及早發現未盡事宜時隨時修

正，而能順利完成各專案。 

 

 

圖 28   專案問題管控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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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玖章 預期成果與效益 

一、 完成本專案要求之 156 個解說牌誌解說內容設計，並將牌誌內容上架至

國家公園 ICT 共通平台。 

延續 101 年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已完成 ICT 共通平台資料庫資料初步建置、

解說系統規劃及行動解說員影音資料建置，並依 101 年「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解

說系統規劃案」之規劃原則之下，完成 156 個牌誌解說重點內容設計，相關成

果並上架置國家公園 ICT 共通平台。 

 

二、 完成 32 個 QR Code 解說牌誌內容設計。 

因應智慧型手機行動化趨勢，選擇 32 個牌誌內容含 QR Code 之設計，以

內容延伸性強的主題為主要考量，如歷史性高的人文主題，進行 QR Code 解說

牌誌解說重點內容設計，豐富並強化牌誌解說內容。 

 

三、 解說牌內容朝「生活、生態」的精神設計，讓學術轉化成易懂、趣味的

內容，以落實生態專業的常民化學習。 

 

四、 解說牌內容強調「保育與生活」的關聯為主軸，以避免遊憩凌駕於保育

之上，方能貫徹國家自然公園保育的精神。 

 

五、 本專案規劃設計成果未來可提供發展壽山國家自然公園智慧行動系統  

(APP)。 

配合本專案之工作需求，設計 156 個牌誌內容與 32 個 QR Code 解說牌誌

內容，本團隊並承諾將成果上架至國家公園 ICT 共通平台，未來可供後續壽山

國家自然公園智慧行動系統(APP)開發使用。如兒童柴山冬夏令營：原則上每

年均會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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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拾章 會議記錄及回覆說明 

第一節 評選會議 

決議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一、 本設計案對「環教場域認證」場所

之重要性不言可喻，如何在實務上

成就其可行性？如何落實其可操

作性？ 

環境教育有一部分是根據環境解說來與

民眾產生互動，以大自然作為教室來學

習認識生活周遭的環境，本計畫執行期

能藉由解說牌妥善的規劃來達成此種教

育目的，這即是解說牌與環境教育之關

聯性。 

二、 在本設計案中如何以其內容之護

生觀念傳達，改變認知，乃至改變

行為、避免放生行為？ 

在規劃設置解說牌誌過程中會去考量及

強調環境現況中護生與放生行為的差異

點。 

 

三、 群琁服務建議書敘明 156面解說牌

及 32 面 QR code 為接案最低數

量，未來應據此執行計畫，並建議

32 面 QR code 設置地點均勻分布

且加入收訊度檢測現況資料、亦規

劃可設置QR code但收訊不佳地點

提供管理處參考。 

承諾的解說牌數量是沒問題的；本期 32

面 QR code 作為示範，某些區域分布較

密的原因是以類似科技解說步道規劃；

收訊檢測也會進行實際行走的多次確

認；未來收訊改善也一定會增加 156 面

解說牌 QR code 配置。 

 

四、 請補充說明群琁公司與柴山會結

合後執行計畫的工作分配？ 

工作分配方面，群琁負責專案流程管理

及資訊建置、柴山會負責內容的撰寫。

 

五、 內容設計完成應請在地專家學者

檢視審查內容包含專業及外文部

分的正確性。 

邀請專家學者確認解說內容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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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六、 請補充說明建議書經費表未編列

培訓講師費？ 

邀請專家學者確認解說內容沒有問題。

 

七、 建議現存解說牌應列入調查並提

出拆除或整合等處置改善方式。 

亟力避免牌滿為患的情況，會依所調查

的景觀需求做整體性評估。 

 

八、 本案解說牌內容建議以環境與生

活為主軸並列入保育類生物及外

來生物生態說明。 

環境與生活的主題規劃會納入內容設計

參考；設置牌誌內容適地適性的設計搭

配，文字表達以淺顯易懂為主。 

 

九、 廠商是否瞭解柴山解說對象的組

成而據此進行內容設計？ 

解說對象組成分析上，柴山會有長年在

柴山舉辦活動經驗累績，因此解說內容

可準確針對所需對象。 

 

十、 請補充說明服務建議書規劃 2條延

伸步道，部分可能不在園區範圍

內，未來實際運用的可行性？ 

牌面編排風格的製作會參考去年規劃與

現地勘查完成後，最後跟籌備處進行確

認再實際執行；整合周邊自然生態設計

環境解說來凸顯國家自然公園的意見也

會納入參考。 

 

十一、 本案工作內容包括美編，請補

充未來美編設計風格及構想？ 

文案的解說對象組成依據本會的解說活

動經驗一定會包含大小朋友；忠烈祠會

溝通市政府來設置園區範圍外的解說

牌。 

 

十二、 建議本計畫對於壽山周邊區域

相類似的生態能延伸敘述來增加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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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國家自然公園的整體感。 

十三、 請將環境教育所強調的「引起

人類反思對環境破壞，並進而產生

關心當今環境議題的情懷」的內

涵，納入牌誌內容。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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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期初審查會議 

壹、時    間  ：102 年 8 月 7日下午 2時 

貳、地    點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2樓會議室           

叁、主席致詞  ：略 

肆、業務單位報告 ：略 

伍、廠商簡報  ：略 

陸、討    論(委員/出席者重點意見)： 

決議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李鎮宇委員 

一、建議承辦廠商於本案執行期間召開

多次工作協調會議，以確定工作細

節。 

遵照辦理，本團隊會密切與壽山籌備處

聯繫。 

二、請廠商於期中報告提出各解說步道

之步行時間與路線之改善建議，如

步道出、入口不同，是否可以調整，

並透過 GIS 工具將解說牌誌點位與

步道路線進行空間化作業，以利判

讀。於期中應呈現步道現勘成果包

含路線狀況、解說牌位置及每面解

說牌內容重點規劃。 

1. 遵照辦理，關於各解說步道之步行

時間與路線之改善建議，詳第參章

第三節解說路線路線說明。 

2. 全案成果交付時，本圖對將透過GIS

工具將牌誌點位與步道路線進行空

間化作業，交予壽山籌備處。 

三、建議環境解說資源調查內容再增列

每個據點所需牌誌尺寸，供籌備處

參考；解說人員教育訓練應以 6 條

解說步道及解說牌設置為培訓重

點；另教育訓練時程安排，請說明

是否可實際帶領上課學員完成 6 條

遵照辦理，本團隊於調查時會同步調查

牌誌尺寸供壽山籌備處參考，另教育訓

練礙於時間的關係，無法 6 條步道全程

帶領學員走完，故於兩場教育訓練前，

本團隊將採室內課帶領學員熟悉牌誌內

容，再擇一步道進行實地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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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解說步道。 

四、依據本案邀標書之規範，牌誌數量

154 個應位於去年解說系統規劃案

的 6 條解說步道內，不應設在廠商

另行新增之步道上，請承辦廠商與

籌備處確認。 

本團隊與壽山籌備處確認後，在牌誌配

置上，仍以契約內園區 154 面為主；在

軍區內的牌誌設置可針對軍人環境教育

或因應未來可能開放部分路線範圍作為

生態旅遊專案導覽所需，可以列入未來

牌誌設計的思考。 

五、解說牌 QR 碼 30 面應設於解說牌內，

後端連結各碼網頁資料應依主題呈

現，其內容希望可以掃描完後直接

進入該網頁，使用者不需要再額外

查詢。 

本團隊所設計 QR 碼之連結，使用者不需

要再額外查詢，採直接連結。 

六、建議解說牌誌內容具中、英兩種語

言即可，QR Code 可內含中(繁、

簡)、英、日四種語言。 

遵照辦理， 

七、請了解並分析 101 年度規劃案成

果，納入本案執行。 

遵照辦理，詳第貳章計畫說明。 

程建中委員 

一、前面委員已有相當完整陳述及評

議，本人謹就個人意見略予補充建

議。 

(略) 

二、第一章對工作團隊及工作內容有詳

細說明，惟對專案管理服務建議書

及工作計畫書中第 15 頁之四位專

業領域顧問之介紹及合作同意書闕

本團隊與壽山籌備處確認後，不需額外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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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如，請補充。 

三、避免與市府單位形成同一地點不同

單位之解說資源重疊，針對小溪貝

塚遺址之牌誌設置，可於工作會議

提出討論，尚請籌備處和市府溝通

平台儘速協調，以免日後受輿論攻

擊浪費公帑。 

遵照辦理，將與壽山籌備處確認後再行

設計。 

四、本工作計畫書必須包括評選會議委

員意見之回應紀錄，在計劃書中建

議予以附錄專章呈現。 

遵照辦理，詳第壹拾章會議記錄及回

覆說明。 

五、工作計畫書內所提到之牌誌數量及

路線是否會與合約有不符合情形，

這部分請規劃團隊說明。 

在牌誌配置上，以契約內園區 154 面為

主，然而，本團對於評選時承諾完成 156

牌誌內含 32 面 QR code 解說牌，本團隊

於計劃執行時，仍以此數據完成本專案

各項工作事項。 

劉和義委員  

一、工作分組方面，建議有人專職負責

文稿的潤稿，謹慎編審文稿內容以

及主題、次標題的選擇；另外，整

個牌誌的美術設計，包括照片或者

圖片的選用及修改，亦需有專人負

責較佳。 

遵照辦理，文史方面本團隊將與謝榮祥

老師聯繫其參與意願，並檢視工作人員

之工作分配再行調整。 

二、勘查組的工作，建議主要重點在包

括牌誌設置地點之適合度評估，以

及牌誌規格(尺寸、材質、色彩…)

遵照辦理，本團隊將檢視工作人員之工

作分配再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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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等的建議；在上述的作業流程分析

及廠商工作計畫書中的作業分配說

明，編輯組的工作內容是否會過於

複雜且分量過重，建議檢視分工內

容。 

三、為避免牌誌內容過於擁擠，建議可

擬訂牌誌版面主要以中(繁)文為

主，英文從簡；其他文字及中英文

較詳細部分建議置於QR code即可。

遵照辦理， 

四、解說牌誌規劃以知識傳遞為主，建

議應加入引發民眾思考環境及其他

價值的設計，即思考牌誌內容如何

引導遊客感受到環境教育之議題。

遵照辦理。 

五、各路線或不同資源面最好各有一主

要思維(即能以一句話來表示之主

要思維)。 

(略) 

六、牌誌尺寸避免妨礙景觀，某些據點

儘量以其他方式來進行環境解說，

而不設立解說牌。 

遵照辦理，此部分將與壽山籌備處進行

工作小組討論，確認後再行設計。 

壽山籌備處 環境維護課 李課員佳玫 

建議本計畫之教育訓練課程能與本案牌

誌內容設計相結合，教育訓練時間調整

至明年(103 年)1 月 10 日以後，俾利本

處同仁參與該課程。 

 

教育訓練時間將與壽山籌備處討論後再

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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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壽山籌備處 企劃遊憩課 王技士讚豐 

一、工作計畫書第 3 頁，國家自然公園

範圍圖中砲台及燈塔位置標示有

誤，請更換。 

遵照辦理。 

二、第 17 頁路線 B之解說步道，由於龜

山旁周邊社區已有部分拆除，在路

線規劃時應再確認、重新檢視解說

內容的路線是否需要調整。 

遵照辦理，此部分將與壽山籌備處進行

工作小組討論，確認後再行設計與調整。

三、第 22頁牌面尺寸材質適宜性應於期

中階段提出，並經現勘確認其可行

性及設置形式。 

遵照辦理。 

四、文史部分專家較缺乏，建議可聯繫

解說經驗資深的謝榮祥老師提供珍

貴資料及建議路線，如謝老師記錄

近十年來海岸線之倒退變化，此種

對照方式可讓牌誌內容更豐富多

元。 

遵照辦理，本團隊將與謝榮祥老師聯繫

其參與意願。 

五、建議可以請群琁公司於勘查時記錄

GPS，將本專案相關成果納入籌備處

去年委託貴公司所開發之「壽山國

家自然公園土地管理地理資訊系

統」中，加為圖層以供對照。 

建議採另案辦理，於本計畫成果交付

時，本團隊會將牌誌點為空間化，交付

其 GIS 成果。 

六、建議本專案之牌誌設施尺寸與版面

設計色彩確定後，擬定規劃原則，

並與東門 2個解說燈箱一併設計。

遵照辦理，此部分將與壽山籌備處進行

工作小組討論，確認後再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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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七、牌誌內容設計主要以現況介紹為

主，建議可增加古今對照之介紹。

遵照辦理，本團隊將視牌誌地點進行規

劃與瞭解。 

壽山籌備處 保育解說課 楊技佐旻憲 

建議廠商於日後所召開會議之文件內附

上勘查後各據點解說牌誌內容及尺寸型

式設計規範，以供委員參考。 

遵照辦理。 

壽山籌備處 保育解說課 涂副工程司芳美 

一、鑑於本案設計內容含有許多人文史

蹟的部分，故建議專案管理及工作

計畫書中第 15 頁增加人文歷史類

的專業顧問。 

本團隊將確認名單後再補充至報告書

中。 

二、解說牌與書籍的不同在於解說牌是

設立於現場環境之中，因此建議內

容宜加強與環境的關聯性，如第 21

頁介紹台灣魔芋的圖文就與圖鑑類

似，如能在解說牌誌上加入此物種

會在此環境生長代表的意義，或是

最吸引人觀看的時節等介紹，這樣

會更能提昇解說牌的功能性。 

遵照辦理。 

三、第 24-25 頁的延伸步道規劃因多位

於園區外，涉及設置地點、經費、

施工、維護管理等的權責義務需劃

清，因此確實執行的可能性也會降

低，故不宜將這兩條步道的設計牌

面數量納入契約規範之 154 面內。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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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四、本處今年度正執行環境教育場域認

證規劃案，目前已初步規劃 4 個類

別的課程方案方向，分別為獼猴、

高位珊瑚礁（地質）、港口文化、外

來種、特有種及原生種植物，因此

希望解說牌的規劃也能與這 4 個課

程方案的教學場域路線做結合，相

關路線及課程規劃會隨時回饋作為

解說牌設計內容之參考。 

遵照辦理。 

五、本處今年度尚有執行動物資源調查

一案，其中會將調查結果整合後提

出環境教育解說熱點，這些成果也

會回饋作為解說牌設計內容及設置

地點之參考。 

遵照辦理。 

壽山籌備處 許秘書書國  

一、牌面文字部分建議為中英文方式呈

現，而 QR code 呈現語言版本依邀

標書規定。規劃團隊在軍區的解說

牌部分，可利用工作會議再進行調

整；QR code 資料庫規劃請承辦廠

商規劃該網頁的存放伺服器，並提

出說明。 

遵照辦理，牌面文字部分建議為中英文

方式呈現，此外，QR code 資料庫之伺

服器將與「壽山國家自然公園土地管理

地理資訊系統」共用 Oracle 空間資料

庫。 

二、 牌誌設施的解說內容如有不確定

性，建議先與籌備處討論，如駢幹

現象是起於土壤貧瘠的說法尚有疑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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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義，可以改成引導思考這個方向去

設計解說內容，避免誤導遊客。 

三、今年預定設置 30 面於園區內，而未

來有規劃利用 APP 解說，會搭配合

約內的解說牌數量。 

遵照辦理。 

壽山籌備處 歐主任正興  

一、本案係依據去年解說系統規劃案之

成果而為延伸，牌誌尺寸與色彩已

有定案，案內所延伸至本案的背景

說明，請承辦課室向委員說明回

復，本專案內容主要在於牌誌內容

的設計。 

(略) 

二、在牌誌配置上，仍以契約內園區 154

面為主；在軍區內的牌誌設置可針

對軍人環境教育或因應未來可能開

放部分路線範圍作為生態旅遊專案

導覽所需，可以列入未來牌誌設計

的思考。 

遵照辦理。 

三、小溪貝塚的解說牌誌設置日前已與

市政府文化局溝通，由壽山籌備處

負責經籌設計，避免牌誌過於混雜。

遵照辦理。 

四、解說內容若各學派說法不一，建議

與籌備處討論後再確認，以避免衍

生爭議。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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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決議： 

一、工作計畫書期初審查原則上通過，請依契約規定賡續辦理。 

二、審查委員意見請受託單位納入參考並執行。 

捌、散會時間 

102 年 8 月 7日下午 4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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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期中審查會議 

壹、時    間  ：102 年 9 月 10 日上午 10 時 

貳、地    點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2樓會議室           

叁、主席致詞  ：略 

肆、業務單位報告 ：略 

伍、廠商簡報  ：略 

陸、討    論(委員/出席者重點意見)： 

決議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劉和義委員 

一、牌誌設計依內容分資訊指示和解說

兩種形式，期中報告所提牌誌文案

應區分兩者各傳達之意義為何。以

解說為主旨者，應依循 3-30-3 的原

則，對於吸引民眾上會有較佳的結

果。 

遵照辦理，牌誌內容設計將會把環境教

育之意涵納入其中，並寄望可準確傳達

牌誌所表達之資訊。 

二、牌誌內容不應使民眾認知上產生混

淆，如牌誌編號「C-22」關於植物

的競爭，其內容描述小花蔓澤蘭部

分、談到外來種及原生種自然競

爭，建議能與籌備處再次確認，並

以委託方立場進行調整，避免爾後

與籌備處所舉行之清除外來種活動

有所衝突。 

遵照辦理。 

三、公園分區圖位於軍事管制區圖旁，

但文案內公園分區中無軍事管制

區，本案園區範圍事實上包含軍事

已與籌備處取得最新之土地使用分區

圖，軍事管制區內原則上不設置牌誌，

本團隊將與籌備處確認後擬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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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管制區，牌誌內容應避免讓民眾產

生混淆與矛盾的心態，希望藉由文

字說明或其他方式做一些澄清。 

四、牌誌版面的設計、美編區分為人文

與地形，此部分如何分別，請承辦

廠商補充說明；是否要採取一致的

格式(或分類的格式)，籌備處與承

包之工作團隊宜商量之。 

遵照辦理，詳 0

解說牌誌美編設計說明。 

五、牌誌內容之圖片是否包含手繪圖，

甚至是加上標示圖案，如地標等；

解說內容較專業的名詞或定義敘述

部分須請專家學者參與審查為佳。

牌誌內容視情況亦包含手繪圖與標示圖

案，相關專業名詞將與專業顧問討論且

經籌備處確認後擬訂之。 

李鎮宇委員 

一、期中報告書中，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範圍圖請予以統一。解說牌是否為

156 面及從中選 32 面製作數位版

面，可聯結讀取數位補充資料。 

遵照辦理，牌誌數量總數為 156 面，其

中包含 32 面 QR Code 牌誌。 

二、承辦廠商應針對本案 6條解說步道

中，提出整體規劃構想，包含各解

說路線所需多少牌誌數量、牌誌類

型及完成數應說明清楚、詳細列出。

牌誌整理數量請詳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

源。說明。 

三、請承辦廠商說明列出解說牌內容撰

寫及相片選擇規範；另應列出 QR

碼選擇規範。 

本團隊相關牌誌內容與相片之選擇將與

籌備處討論後確定。 

四、已完成牌之位置應由承辦廠商於確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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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認後將牌誌點位空間化，並套疊航

照影像標示其位置及說明牌誌類

型。 

五、期中報告書 53 頁、83 頁，建議可

增加現場照片，並提供契合解說主

題之照片，並降低照片使用之重覆

的情形。 

遵照辦理，詳修正後之期中報告書 53

頁、83 頁。 

六、49 頁及 53 頁中高度建議改為海拔

高。 

遵照辦理，詳修正後之期中報告書 49

頁及 53 頁。 

七、承辦廠商於資源調查時，提供現地

解說牌空間分布情形，說明是否有

調查及改善建議。 

與籌備處溝通後，將不考量現有支牌誌

內容(已前牌誌多為文化局或農委會設

置)，先已籌備處之角度進行設計，未來

將視情形拆除相關重複性的牌誌。 

八、請於報告書中標註文字及照片或圖

片出處。 

遵照辦理，詳 64 頁說明。 

九、請承辦廠商說明解說訓練課程之步

道步行時間，是否包含解說時間。

教育訓練之解說步行時間包含解說教學

之時間。 

程建中委員 

一、在期初審查會議中，承辦廠商有至

少 5項承諾將與籌備處工作會議討

論，請分項說明。 

期初審查會議中之相關承諾皆已呈現於

本保告書中，包含牌誌數量之比數由原

先之 154 面改為 156 面，本團隊之設計

成果亦高於 156 面等。 

二、牌誌內容年代、年號等對於時間描

述以西元年或民國年應予以統一，

請使用我政府公文書通用規定。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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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三、文字內容，建議由專業文字編輯人

員予以潤飾修改。標點符號的使用

務請注意，切忌整段皆無句點。 

遵照辦理。 

四、牌誌內容使用相片，如何在牌誌質

材製作上配合以達成最佳品質?務

請承辦廠商與籌備處同仁之工作會

議中確認設計，並選擇適當之相片。

遵照辦理，並不定期召開工作會議討論。

五、期中報告書 67 頁之解說內容，建議

與籌備處再次確認。 

遵照辦理。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侯駐衛警昆友 

本局於「99 年度壽山登山步道及休憩設

施改善工程」新作解說牌 15 面，及舊有

解說牌未拆除約6面，恐與貴署新作156

面有重疊部分，因貴署爾後多次工程（如

新作桌椅、解說牌等），關係本局財產除

帳，請貴署決議拆除或保留，行文知會

以利財產除帳。 

(略)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陳課員又淳 

一、62 頁牌誌編號 C-08 小溪貝塚內容

最後一段建議修正為「…公告為高

雄市第五處市定遺址…」。 

趕謝偉元的意見，牌誌內容將與籌備處

確認。 

二、 有關文資法遺址監管保護辦法第 3

條規定經指定之遺址應設置保護標

誌，是否於本計畫一併辦理、增加

保護牌誌圖示與相關引用法條，請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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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籌備處與執行團隊再確認。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林科長志 

一、敘述文字過於冗長、字體太小，不

方便遊客瀏覽閱讀，行距與字距應

予以統一。 

遵照辦理。 

二、解說牌設置點，請盡量能符合解說

主題，例如：介紹馬卡道澤蟹、蔓

藤，則解說牌附近即可見到該物

種、實際解說內容為適。 

遵照辦理。 

三、57 頁倒數第 3、4行末皆出現「還

有」，贅字部分建議修正。 

遵照辦理。 

四、71 頁第一行中後「參雜」一詞有謬

誤，請修正為「摻雜」。 

遵照辦理。 

五、90 及 91 頁兩個解說牌，鳥類數量

不一樣，90 頁為 170 種，91 頁為

117 種，請查明修正。 

遵照辦理。 

本籌備處 環境維護課 童技正基華 

一、 有關 C路線配合工程施作部分，礙

於經費考量，可施作數量方案如下：

方案 1. A1 型－2座，B2 型－10 座

方案 2. A1 型－1座，B2 型－15 座

方案 3. B2 型－20 座 

目前牌誌內容已設計 35 面，建議

請執行團隊列先後順序勾選哪些牌

誌須優先施作並盡速提供牌面形式

遵照辦理，將與籌備處確認數量與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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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數量。 

二、針對現有與未來之牌誌位置進行整

合建議，如需整合、拆除，請執行

團隊詳列。 

本團隊與籌備處討論後，拆除與整合的

部分不在此專案範圍，將以適合的區域

進行牌誌設計。 

三、有關文化局所提之小溪貝塚牌誌內

容公告牌示，因涉及公告內容與解

說牌示內容不同，建議另案辦理或

由文化局設置。 

本團隊與籌備處討論後由本案設計牌誌

內容。 

本籌備處 企劃遊憩課 王技士讚豐 

一、建議審查時應先就上次會議審查意

見提出目前辦理說明，並於期末會

議時提出前次審查會議之回復情

形。 

遵照辦理。 

二、請後續就各牌示位置提供確實座

標，將其 GPS 資訊納入本籌備處內

部線上 GIS 系統，以方便本籌備處

GIS 系統配合使用。 

遵照辦理。 

三、建議規劃團隊提出色彩計畫及設計

準則，以呈現國家自然公園特色及

獨特性；照片需配合文字以生動活

潑方式呈現。 

遵照辦理。 

四、37 頁（簡報）本籌備處 logo 方向

錯誤，請後續校稿時特別注意。 

遵照辦理。 

五、針對 QR Code 相關測試訊號之穩定

建議可與籌備處企劃課廖英捷測試

本團隊將整合籌備處企劃課之意見進行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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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成果互相比對，再行確認。 

六、解說文案文字及敘述方式可參考本

籌備處解說手冊相關文案。 

遵照辦理。 

本籌備處 保育解說課 方副工程司裕欽 

一、解說系統建議可於 156 面牌誌內容

中，建立結合緊急救護系統，以提

供未來遊客於救護時描述初步位

置。 

每面牌誌皆有描述其作標資訊，供遊客

說明其目前位置。 

二、79 頁分區管理牌誌說明圖片建議以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計畫圖呈現。 

遵照辦理。 

本籌備處 保育解說課 楊技佐旻憲 

建議牌誌內容之贅字予以修正，並針對

外來種入侵的現象採本籌備處立場之文

字表達。 

 

遵照辦理。 

柒、決議： 

一、期中報告書審查原則上通過，請依契約規定賡續辦理。 

二、審查委員意見請受託單位納入參考並執行。 

捌、散會時間 

102 年 9 月 10 日下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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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期末審查會議 

壹、時    間  ：102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10 時 

貳、地    點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 2樓會議室           

叁、主席致詞  ：略 

肆、業務單位報告 ：略 

伍、廠商簡報  ：略 

陸、討    論(委員/出席者重點意見)： 

決議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劉和義委員 

一、英文翻譯需要以英文為主的人進行

修改及建議。 

遵照辦理。 

二、牌誌中文內容最好請專業人士查看

一下，有錯誤之處宜修正，有爭論

之處宜淡化。 

遵照辦理。 

程建中委員 

一、本報告書附件手冊之系統操作及管

理手冊，內容僅為 Andorid 開機及

圖形使用。並無系統管理手冊內

容。應予補充。 

於成果交付時將撰寫「智慧行動系統使

用手冊」，除了針對 QR Code 之操作方

式，並考量部分解說志工鮮少使用智慧

型手機，所以增加基本操作方式。 

二、本報告書內容未包括驗收前之導覽

解說教育訓練部分。 

於成果交付時一併整合繳交。 

三、第參章第六節「解說牌誌內容」之

牌誌英文內容，建議全部另行覓專

家翻譯校正。(P.76-352)。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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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陳課員又淳 

一、有關文化資產類解說內容請確認其

正確性。 

建議可請本市文資委員如林世超

老師(打狗英國領事館部分)及謝榮

祥老師(雄鎮北門、、旗後砲台、燈

塔、鳳山舊城等部分)協助。(報告

書 P.231-246，P.265-277、

P.325-328) 

遵照辦理。 

二、法定文化資產部分解說牌主題名稱

請與本局公告相符(含英譯)。 

遵照辦理。 

本籌備處 環境維護課 謝技佐瑞婷 

一、 報告書內的圖文解析度粗大，可再

修正改善。 

由於園區內提供之底圖為 AI 檔(圖片

檔)，細部分大後會有解析度粗大的問題

無法調整。 

二、資料引用應有適當的註明。 遵照辦理。 

三、A型牌誌為使用在路線的第一面牌

誌是否應標示路線圖，請再考量。

與籌備處討論後以現有之規劃架構為

主。 

本籌備處 企劃遊憩課 王技士讚豐 

一、採用的計畫圖仍是錯誤版本，請更

換。 

遵照辦理。 

二、報告書中文案與牌誌文字不符之部

分請修正。 

遵照辦理。 

本籌備處 保育解說課 涂副工程司芳美 

一、32 面解說的 QR code 內容還不夠豐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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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建議事項 回覆說明 

富，建議增加圖說擴充。 

二、解說培訓需兩場都參加，若志工因

時間關係只能參加一場，是否能於

講義上敘明整體訓練課程內容。 

遵照辦理，相關講義皆會提供。 

三、是否於解說牌誌完成後，提供本籌

備處能有完整的座標對照表。 

遵照辦理，但成果報告書中考量隱私性

問題，將於附冊呈現。 

四、本次期末報告書僅附軟體操作、未

加入系統管理，希望能補上。 

本專案並無相關系統建置，故無系統管

理手冊。 

本籌備處 保育解說課 楊技佐旻憲 

一、在戶外教育訓練，期能挑出 C路線

重點解說據點牌誌納入自然資源解

說範例。 

遵照辦理。 

二、在解說訓練課程講義中包含擷取的

園區樁位，可同時學習辨識範圍界

線。 

遵照辦理。 

 

柒、決議： 

一、期末報告書審查原則上通過，請依契約規定賡續辦理。 

二、審查委員及與會相關單位意見，請受託單位納入修正並執行。 

捌、散會時間 

102 年 12 月 19 日下午 12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