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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一擬比對十六年前華東沿海地區實察印象 
 
         自從可以一家出國旅遊後，有好的跟團
行程當然就會參加，因此在系友會理事長鄭勝
華老師熱情推薦的2017雲南考察，當然就是我
們一家四口寒假之旅的選擇了。 
           

        因為每位系友團員回來後，分享很多精彩
的心得，自己不敢野人獻曝，不過沿途拍了一
些我對當今中國政經發展印象的影像，讓我回
想起十六年前就讀研究所碩一期間也曾造訪過
中國上海、江蘇、福建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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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照這兩趟考察的經歷，不得不說中國大

陸的環境變遷，著實令我印象深刻。 
 
        所以我打算從幾個簡單的主題來呈現我異

於平日會上傳的風景、人物速寫，而是對照我

曾經隱藏在心理刻版印象的中國，它究竟改變

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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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觀光旅遊勃興、交通建設快速、產業創新 
 
        出發當日，從桃園高鐵站往桃園機場的接駁巴
士上，我注意到車上貼有標示機場兩大航廈的航空
公司告示牌，其中屬中國大陸航空業者的比例相當
高(譬如: 四川航空、上海吉祥、山東、深圳、順豐、廈門；
海南、中國東方、南方、中國國際航空等) (照片01) 。 

照片01   桃園機場第一、二航廈內駐點的航空公司 5 



照片02   昆明長水國際機場   各到達航班的相關訊息 

再參照我們下午四點到昆明機場的電子布告欄上的航
班表，中國國內航線已四通八達，我不禁對那些表上
飛昆明的航點感到驚訝，因為以前讀書時所背誦的大
小城市或景區等地名，大量出現於告示板上(照片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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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行程由最西
的麗江飛回昆明時， 麗
江三義機場 (1992年開始

使用，2011年擴建完成的)，
有令人驚豔的資訊化服
務平台，讓遊客清楚掌
握訊息(照片03、04)。 

        甚至在機場接駁的
服務上，乘車等待處的
顯示板除了簡明圖文標
示所需資訊外，還能以
QR Code 下載App連網
查閱，也值得讚賞(照
片05)。 

照片03  麗江市三義機場內的 
                 旅遊資訊觸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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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04    螢幕上顯示麗江機場 
                  營運屢創新高 

   照片05    昆明機場乘車資訊， 
                     可用QR Code 查詢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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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步的資訊建設下的網聯問題 
 
         但是在上述進步的資訊建設的同時，仍有
不便、甚至令人莞爾的插曲。 
 
          首先，從機場到各個收費景區，幾乎沒有
提供旅遊地圖與紙本資訊。在昆明機場我就以8

元人民幣買了一張雲南省與昆明市區的地圖，
有半開大、不但沒有以摺頁處理，連個包裝紙
袋都沒有，讓我對這張地圖公司沒有考慮到使
用者的保存環境感到不解啊 !  
   
        各景區公佈欄地圖的展示還好 (照片06、
07) ， 但是遊客服務中心很少 ，即使有，也未
提供可索取的紙本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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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06     昆明西山龍門景區的旅遊地圖，只貼在看板上，沒有紙本 
                   摺頁可供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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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07    麗江古城(大研古鎮)的導覽地圖 

11 



        甚至昆明西山龍門景區提供附有地圖標示
的語音導覽器(照片08)，但沒有可索取參閱的紙
本資料，仍感不便。 
 
        或許多數有收費的景區已經有QR Code可
下載App在手機螢幕上觀看(照片09)，但是我沒
有先在台申請台灣電信業者的海外服務，所以
在中國很厲害的網路防火牆控制下，即使飯店
有提供免費Wi-Fi，仍無法使用GOOGLE、雅虎、
Line等等。 
 
        既然熟悉的網路平台無法連線，那麼這趟
就專心在實察的體驗及相關學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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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08   有地圖標示點位的 
                  語音導覽器(昆明西山) 

照片09   列入世遺與中國5A景區的麗江 
                 古城，導覽服務相關資訊，利 
                 用微信以QR Code下載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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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代化設施下，服務業規 畫待改善 
 
                  中國雲南省在行政上的發展 : 
 
(一) 正努力各項基礎建設，以趕上沿海省分的 
      現代化水準； 
 
(二) 落實做為「一帶一路」產業戰略下，中 
      國經營東南亞與南亞區域轉運樞紐的角色； 
 
(三) 並藉由自然與人文景觀所獨有的特色，以 
       觀光休閒產業做為經濟支柱，使原本處於 
       西南方邊區，其第三級服務產業能迅速跳 
       升以快速提高經濟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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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樣的企圖心下，不免在一些服務細節
上仍有些改善空間。 
 
1. 比方在入住的酒店，提示牌子的英文直接以 
    中文發音拼字而非英譯(照片10)，令人莞爾； 
2. 景區的草皮上立有文雅中文提示的板子，卻 
    英譯極簡(照片11)。 
3. 位於高速公路休息區的零售業，有傳統的商 
    店販售(照片12)，也有現代化明亮空間經營的 
    超市與餐廳(照片13、14)。當我在現代超市內 
    看到眾多統一與康師傅的飲品，端詳價格之 
    餘，卻發現提神飲料整排都是倒置的，因此 
    人員訓練的服務細節上真的還有很多進步的 
    空間(照片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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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0   酒店浴室內的溫馨提示 
                標牌，它的英文真的很 
                中國  !        (拍攝者: 張瑋蓁) 

照片11   用詞很文雅的中文告 示 
               牌與簡單的英譯，攝於 
               石林景區。  (拍攝者: 張瑋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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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2    往大理市的高速公路 
                休息區的傳統零售商店。 

照片13    往麗江途中由國營 
                加油站開設的高速 
                公路休息區便利店， 
                外型十分現代新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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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4   休息區內販售水果與服飾 
               的商店，遠處則有超商與 
               提供熟食的餐廳，但服務 
                的多樣性還是不及我們 
                的小七。 

照片15   在中國經營有成的統一企業 
                 所屬飲品 

照片16    排放整齊卻倒置的提神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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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談收費頗高的景區門票好了。 
 
          根據領隊莊經理表示，我們每個人此 

  行光是花在景區的門票費用，就有台幣六千 

  多元的成本。 
 
          跟在台灣國家風景區都不收門票的情 

  況相較，費用真的太高，弔詭的是中國民眾 

  在春節長假時間大舉開車出遊，每個熱門景 

  點用人山人海形容一點都不誇張，價格再高 

  還是有「大部隊」蜂擁而至，算是這趟旅程 

  中讓我印象深刻的回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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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昆明市區東行一百多公里的石林風景區
為例，因是世遺與國家五A級景點的條件，入
園一張普通票175元RMB，優惠票130元RMB，
就連我兩個唸國小的孩子所買的學生票也要75

元RMB (照片17)；乘坐大型車停車場與景區大
門之間來回的接駁電動車(照片18)，票價每人
25元RMB，以他們的平均所得的購買力而言，
飆漲後的景區票價實在偏高。 
 
        以具有社會教育功能而設置的風景區(照片
19、20)，票價的高門檻對較低收入的百姓來說，
失去欣賞自然與學習文化的機會，並非國家之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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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8   小學生門票仍須收費 87.5元人民幣，約合台幣四百多元。 

 
照片17 電動接駁車頻繁往返停車 
              場與景區大門，一趟路程 
              約三公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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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9    深富社會教育意義的景區介紹解說牌(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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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0       深富社會教育意義的景區介紹解說牌(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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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廁衛生管理制度，引導國民落實 
        文明行為 
 
         旅程中因停靠休息區或是景區時，上洗手
間是必要的行為，因為位於兩千公尺的海拔高
度，多喝水可以減少強日曬或高原環境引起身
體不適的問題。 
 
         而中國大陸致力於廁所環境衛生改進的作
法，我注意到條列清楚的清掃重點、時間安排
與相關管理流程等項目的提示牌，整齊釘在服
務區公廁的牆壁上(照片21、22、23、24、25、
26、27) 。 
 
         顯然攸關中國人民體現文明行為的廁所文
化，正如火如荼地改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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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1  楚雄服務區廁所打掃工作的 
               流程圖 

照片22  楚雄服務區整體環境衛生 
             工作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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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3   消滅蚊蠅方式也有一個標準 
                作業規範 

照片24   在大理的高速公路服務區 
                也有類似的公廁清掃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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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5  服務區也有條列出清掃人員 
               職責，要求確實遵守，頗能 
               感受到開發公司提升服務水 
               準的用心 

照片26  推廣優質文明服務，高速 
               公路的開發營運公司規勸 
               用路人不應出現不當行為 
               的警語 27 



照片27   廁所出口外牆上有排列整齊的各個告示牌與意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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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因為服務區與景區多由民間公司向政
府承攬開發與經營，自然重視環境衛生條件以
提升整體形象與營運績效。因此連在廁所內，
我也看到了很多提示使用人該有的「文明」行
為(照片28、29、30、31、32、33、34)。 
 
        利用這因生理需求所必需使用到的空間場
域，來做商業行銷的創意作法(照片35、36、
37)，我確實感受到中國已經處在資訊化服務的
時代中了，果然廣大的中國消費市場可以創造
出新的行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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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8   男廁的牆上貼有所謂 
              「溫馨提示」性質字句 
               的牌子。 

照片29   無所不在的文明行為宣導 
                口號之(一) 

照片30  無所不在的文明行為宣導口 
              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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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31依不同需求條件所劃設的 
             專用廁所(老年人與兒童) 

照片32  有提供熱水的洗手台， 
              是提升服務的象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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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33  提倡要有公德心的宣導 
               標語之(一) 

照片34  提倡要有公德心的宣導標 
              語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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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35  麗江機場男廁內的廣告 
               行銷公司的廣告 

 
照片36  昆明機場男廁內的廣告 
               行銷公司的廣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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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37  昆明機場男廁內的產品行銷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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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濟走向開放，一黨專政仍未改變 
 
         雖然明知中共當局以「發展具有中國特色
的社會主義」作為改革開放下的統治基調，但
如何因應現今世界資訊流通快速發展的局面仍
能穩定其一黨專政的作法，我在這趟旅程中確
實有深刻的體驗。 
 
         先前提過以防火牆阻隔中國民眾跟國外民
主社會接觸的管道，因此我沒有先在台灣下載
翻牆軟體，即使飯店有免費Wi-Fi也是用不了。
再來就是無所不在的政治宣傳了，在麗江親眼
看到有「偉大的毛主席」雕像的廣場(照片38)，
短期內我會很難忘記這番體驗。昔日曾受大力
批判的儒家思想，現在成了「中國夢」下的顯
學(照片39、40、41、4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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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38   麗江市區的毛澤東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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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39   麗江東巴文化博物館 
               外牆以漢字與東巴文 
               並陳的政治宣導 

照片40  昆明市區綠化工程 
                圍籬所貼的宣傳標 
                語展示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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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41  平等 是「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觀」展示牆標語之一 

照片42   自由是「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觀」展示牆標語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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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43   文明 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展示牆標語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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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對於他們所謂以建構和諧社會、發揚國
家民族主義、重視愛國主義教育的作法，作為穩
固中國共產黨領導統治的手段，也就不足為奇
(照片44、45、46、47、48、49、50、51)。 
 
        文末我要感謝這趟考察中辛苦但歡樂同行的
理事長鄭勝華老師、系主任蘇淑娟老師、恐龍大
師黃大一教授，與領隊莊玲俐經理，還有其他同
行的老師與年輕同學們的陪伴，讓這趟豐富的雲
南行有滿滿的收穫。我們家兩位小朋友也學習到
豐富的教育知識與溫暖的人情味，當然三位當地
稱職的導遊也很值得嘉許，總之，以後有機會我
們一家還是會再走一趟雲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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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44    從昆明機場往市區高速公路旁大樓頂上的政治標語: 
                「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   左側尚有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等字句，即 
                「四個全面」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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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45  麗江市區道路旁的政治 
              標語大標牌 

照片46  昆明市區綠化工程圍籬 
              所貼的宣傳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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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47   楚雄州博物館的教育功能宣導布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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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48    楚雄州博物館入口旁所掛的各式政治教育功能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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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49   大理古城杜文秀元帥府門前的解說碑文， 
                文中強調該處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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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50  大理市區路旁的城市政治 
           宣傳口號的布條   (拍攝者: 張瑋蓁) 

照片51   麗江束河古鎮內的「束河完 

               小」(國小)門口的愛國道德 

               教育告示牌  (拍攝者: 張瑋蓁) 46 



 
照片52   從獅子山的萬古樓上俯瞰美麗的麗江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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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觀賞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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