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汴坑優質休閒 向前行
台中縣太平市頭汴坑重建區特色產業暨社區經濟振興輔導計畫

輔 導 背 景

輔 導 心 情

九二一大地震震毀了台中縣太平市頭汴坑

中衛發展中心今年總共輔導了本區域十九

大部分的農村聚落及社區，而其後九十三年的

家業者，我們發現此區域的業者有著如下的特

「七二水災」
亦重創了休閒農業，儘管重建之路

殊性：一、業者中彼此之產業別差異性大，以

篳路藍縷，所幸大部分的居民均能面對現實，

致對於休閒觀光服務理念有所不同。二、頭汴

共體時艱、自立自強、攜手向前！

坑山區幅員廣闊，業者相互間距離較遠，以致

為了將來頭汴坑休閒產業的永續發展，致
力再創地區的觀光人潮，透過本計畫將塑造頭
汴坑特色產業，朝向融合
「創意」
、
「生態」
、
「產業」
於一體之產業經營型態發展，並結合當
地休閒遊憩業者，共同落實頭汴坑以地方力量
自行推動觀光特色產業發展之目標。此外，在
輔導專案執行過程中，我們將強調與媒體密切
配合，加強廣宣推廣能力，促使地方特色產業
再創全新發展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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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造成聯繫不易。三、目前在此區中經營較為

在地心聲

雲海香草藝術田園

李賢昇

這次承蒙中衛發展中心輔導團隊的協助，
使得我們在地的休閒業者受益良多。首先，這
次計畫以檸檬香茅為主題，正好跟此地產銷班
原本共同成立的
「檸檬草事業有限公司」
所要
推廣的目標可說是相當契合。在這樣的搭配
下，我們陸續推出了檸檬香茅特色餐飲、特色
商品如檸檬香茅茶、檸檬香茅焗蛋、檸檬香茅
成功的業者多屬外地人進駐之商家，因此本地

蜜等等，除讓遊客可以有很好的伴手商品選

人與外地人對於資源利用、接受外來訊息及看

擇，同時更加強了
「檸檬香茅」
主題意象。

待事情的視野角度等等，似乎有某些程度上的
落差。

此外，以往這裡的業者大都偏於單打獨
鬥，無法提供遊客更多更廣的選擇，反而侷限

儘管如此，藉由本次計畫較為頻繁的接觸

了整體觀光市場。中衛輔導團隊進來之後，不

與討論下，再透過工作會議一次次地召開與溝

斷強調把餅做大的觀念，同時利用
「太平優遊

通，本地業者有了較多熟悉彼此的機會，有效

卡」
的操作及辦理遊程規劃，加上本地解說服

拉近了相互間距離。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慢慢

務，成功地把此區18家業者全部串聯起來，藉

的找出配合度、共識度及參與熱誠較高的業

此提供遊客更完善的服務，並已獲致相當好的

者，並透過輔導工作的進行，逐漸擴大共識

評價。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日前在
「產業交流觀

圈，進而產生對整體區域的積極影響力。

摩活動」
中，我們參訪了許多優質休閒業者，
包括民宿、餐飲、活動體驗等類別，經由與業
者面對面溝通，大家真是受益良多，同時也發
現了自己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非常希望在不
久的未來，還有機會透過專業輔導團隊的幫
忙，讓本區的觀光休閒業者能有更多成長的機
會。

一、經營培育
1.特色餐飲研習課程
2.特色餐飲發表會
3.周邊商品研發
4.DIY活動開發
5.魅力民宿課程
6.服務品質提昇課程
7.產業交流觀摩

二、形象建立
1.悠遊卡識別系統設計
2.悠遊卡製作
3.產品包裝設計
4.主題導覽型錄

三、市場行銷
1.主題促銷活動
2.記者會
3.媒體試遊
4.旅遊資訊網站
5.展銷通路
6.悠遊卡會員制度
7.電子文宣

輔導
項目
四、觀光發展
1.合作機制
2.套裝遊程規劃
3.交通接駁計畫
4.解說員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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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導 成 果
一、創造及維持在地就業機會60-80人。
二、辦理特色餐飲，環境空間塑造、服務品質
提升，解說訓練等課程共18小時。
三、發行太平優遊卡20,000份。
四、執行地方特色產業輔導18家。
五、規劃四條旅遊串連路線，並辦理民眾參與
試遊活動，計共約150人參與。
六、製作發行太平導覽摺頁10,000冊。
七、商品設計包裝三款 。

輔導廠商名錄
廠

商

名

稱

負責人

電

話

營

業

項

目

酒桶山休閒農場－法蝶

謝春夏

04-22776202

咖啡 / 法式美食 / 賞景

雲海香草藝術田園

李賢昇

04-22771322

香草美食 /精油 DIY教學活動

林記休閒藝術農場

林廣盛

04-22786314

土雞美食/藝術創作

品欣陶藝

陳政雄

04-22772963

陶瓷/手拉胚創作

非洲鱷魚教育農場

高錦祥

04-22799155

鱷魚養殖導覽/製品販售

阿娥土雞農場

鄒運發

04-22767793

土雞美食/溪邊戲水

古農莊文物館

張友吉

04-22705419

古文物生活用品展

黃記蜂產行

黃怡珍

04-22705679

蜂蜜產品/蜜蜂生態活動

太平市深度旅遊中心

侯水河

04-22799299

解說員安排/景點諮詢/農產品展售/餐飲合菜

久大生態教育休閒農場

廖清宏

04-22733412

乳羊養殖解說 /羊奶製品/烤肉

采蜂林蜜蜂生態教育農園

林進通

04-22706131

蜂蜜產品/蜜蜂生態活動

頭汴坑自然保育教育中心

廖文堂

04-22778728

露營烤肉 / 採果 / 天然 SPA

太平休閒酒莊

湯上吉

04-22772217

農產釀酒 / 製酒DIY

樟樹林庭園咖啡

鄭錫河

04-22781586

美食 /生態導覽

高巢森活休閒農場

高瑞榮

04-22784321

咖啡美食/賞景觀

翠谷花卉休閒農場

黃志清

04-22786934

岩燒烤肉 /捉蝦戲水/花卉賞景

微風山嵐咖啡

林威州

04-22799056

餐飲 / 咖啡 / 賞景

酷壁攀岩場

黃心傑

04-22773295

攀岩 / 手染體驗 / 飲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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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潭子鄉「芋」見彩色愛情
台中縣潭子鄉彩色海芋特色產業暨社區經濟振興輔導計畫

輔 導 背 景

銷計畫」、「店舖輔導計畫」、「週邊商品開
發計畫」
及
「故事行銷整合計畫」
等，作為計

潭子鄉為全國彩色海芋種植面積最大的鄉

畫的實施策略與運用，預期透過專業的
「產品

鎮，種植面積多達九公頃，每年出產十五萬支

定位與品牌形象」與「故事行銷」及「店舖輔

彩色海芋。此地的彩色海芋與陽明山竹子湖的

導」
的計畫推動下，讓台中縣潭子鄉的彩色海

海芋非常不同，彩色海芋屬於旱田，有紅色、

芋相關產業打開知名度，創造出充滿愛情夢幻

橘色、紫色、黃色等，外銷日本一支可以賣到

色彩的潭子鄉！

七十元的價位。本計畫乃以台中縣潭子鄉的彩

再者，本計畫的最終目標乃是希望彩色海

色海芋產業為輔導對象，將
「潭情說愛－芋見

芋業者能於計畫推動期間，成功建構
「通路系

愛情」
設定為整體計畫的主軸，再以
「產品行

統」
、
「新品牌」
等永續發展的資源，持續活
絡地方經濟發展，打造台中縣潭子鄉彩色海芋
的新品牌、新節慶，並帶給遊客新體
驗，藉此深度發展休閒觀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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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導 心 情

在地心聲

大木塊休閒農場 負責人

劉天鶴

本計畫是以潭子鄉特有的彩色海芋為主，
配合西洋情人節的節慶行銷共同推廣，讓一般

長久以來，潭子雖然是個發展觀光休閒的

遊客認知到情人節的代表花卉，除了玫瑰、鬱

好地方，但此一發展潛力卻遲遲未被發掘。在

金香之外，還有另一項全新選擇----彩色海

此次中小企業處的計畫下，積極輔導潭子鄉結

芋。同時運用產品發展及行銷推廣計劃，希望

合休閒農業、地方觀光、文化藝術等資源，將

讓民眾想到彩色海芋就想到潭子鄉。

潭子發展成為深
具地方特色的鄉
鎮，這是目前潭
子所欠缺的，亦
是目前潭子最需
要的。
潭子鄉的彩
色海芋是相當具
有地方特色的產
業，全省彩色海

透過彩色海芋產品的設計開發，遊客除了

芋產品就屬潭子

在海芋花期的12月-3月間，有花能賞、有果

的品質最好，透

能種外，在非彩色海芋花期的時間裡，仍有許

過此次計劃的推行，一連串的活動和媒體報導

多彩色海芋相關產品可以購買，希冀藉此延續

曝光，不斷吸引遊客前來認識潭子，相信透過

海芋產業的產品生命週期，為地方創造更多商

政府的持續輔導，潭子將會成為深具旅遊特色

業契機及收益。同時利用計畫整合鄉內及週邊

的魅力小鎮。

相關休閒遊憩資源，如
休閒農場、咖啡香
草店及鐵馬相關特
色店家，再配合體
驗遊程及導覽解說
規劃，帶給遊客深
度旅遊的全新感受，有
效增加顧客回流率並帶動地方商機。整體計畫
的目的在於建構持續且可行的發展模式，使其
能朝永續發展的方向邁進，從而促進整體區域
的經濟活絡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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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
項目

一、塑造潭子鄉觀光新魅
力，建立彩色海芋新
品牌
二、加強潭子鄉休閒遊憩資源開發與體
驗行程規劃
三、創造彩色海芋相關產品
四、塑造夢幻彩色海芋情人節的節慶活
動
五、活絡地方經濟、協助社區特色產業
永續發展

輔 導 成 果
一、 建立彩色海芋新品牌，將海芋產品重新定

六、 進行潭子鄉休閒遊憩資源開發與體驗行程

位包裝設計，並進行球果通路上架計畫。
二、 設計
「談情說愛.芋見愛情」
導覽手冊。

規劃。
七、 創造彩色海芋相關產品、開發彩色海芋週

三、 進行示範點診斷輔導，設計示範點設計
品。

邊商品。
八、 進行彩色海芋產品陳列設計。

四、 舉辦
「夢幻彩色海芋情人節」
節慶活動。

九、 設計芋見愛情卡及彩色海芋提袋。

五、 舉辦產業輔導教育訓練、DIY課程。
輔導廠商名錄
廠

商

名

稱

聯 絡 人

電

話

大木塊休閒農場

張雅惠

04-25354391

蓮花舫庭園休閒農莊

賴妙珍

04-25341222

天馬行空

莊昌原

04-25313203

鐵馬驛棧

葉琇貞

04-25356488

欣燦珍珠竹筍包

羅美蘭

04-25348870

潭子柑桔產銷第一班

蕭宗仁

04-25368116

潭子田媽媽第二班（日光筍乾）

詹秀春

04-25363328

富士屋日本料理

劉順宏

04-25341610

豐南食堂

唐勝科

04-25345993

醉春園餐廳

廖子卿

04-25324652

潭子田媽媽第三班

江淑蘭

04-25366189

風動石觀景咖啡餐廳

賴原在

04-25355318

台中縣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

劉蕊貞

04-25367770

青山園休閒土雞城

施秀娥

04-25321684

鴻的複合式平價日本料理

莊秀貴

04-25343507

布利司烘焙咖啡坊

陳小姐

04-25366189

台灣彩色海芋策略聯盟

廖金木

04-25320538

台灣彩色海芋策略聯盟

劉天鶴

04-25354391

台灣彩色海芋策略聯盟

林金鋒

04-25587792

台灣彩色海芋策略聯盟

林吉源

04-25320398

台灣彩色海芋策略聯盟

陳世勳

04-25320536

台灣彩色海芋策略聯盟

郭鶯枝

04-25374934

台灣彩色海芋策略聯盟

吳啟運

04-25318348

台灣彩色海芋策略聯盟

林文勗

04-25371051

台灣彩色海芋策略聯盟

魏秀蘭

04-25321748

台灣彩色海芋策略聯盟

林士銘

04-25680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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菇蕈與香米 豐收在霧峰
台中縣霧峰鄉菇蕈與香米特色產業暨社區經濟振興輔導計畫

輔 導 背 景

專業的輔導，整合與拓展霧峰地區的特色產業
（包括菇蕈、益全香米、農特產、休閒產業

霧峰鄉位於台中縣南端，東與南投縣國姓

等）
，創造就業機會，落實心靈重建，促使鄉

鄉、埔里鎮相連；西與烏日相比鄰；北與太平

民永遠走出地震的陰影，協助地方產業永續發

鄉，大里鄉接境；南與南投縣草屯鎮隔烏溪相

展。

望。此地為台灣菇菌產品之最大產地，種類繁

審視霧峰鄉的發展潛力，此地除了盛產菇

多、琳瑯滿目，囊括金針菇、木耳、洋菇、柳

蕈與香米等特色產業之外，旅遊資源亦相當豐

松菇、長腳菇、鮑魚菇等，其中尤以金針菇之

富，相信只要能將既有的旅遊產品與特色產業

日產量，更是執台灣總產量之牛耳！

妥為包裝促銷，即能有條件地發展成無煙囟工

九二一大地震，台中縣霧峰鄉是全國受創
最嚴重的災區之一，三分之一的鄉民成了地震
中的受災戶，當年霧峰鄉原有的經濟與商業活
動，也於九二一發生後幾近停擺。地震初期，
估計有一萬餘名霧峰居民外移或離鄉覓職，直
到最近，已有不少鄉民回流，霧峰的商業活動
也開始轉趨活絡，這是霧峰鄉再次出發的機
會。經濟部中小企處此時伸出援手，希望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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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為了能夠促使霧峰鄉進行全面性的發展，

在地心聲

霧峰鄉農會
農業休閒旅遊部主任

林燕梅

本輔導計畫的概念，乃在於藉由輔導工作的推
動，協助霧峰地區的企業相互合作，由點
（單
一社區小企業）
而線
（單一社區）
、線而面
（霧
峰社區企業）
的整合，共同為霧峰地區的
「菇
蕈與香米特色產業」、「文化」、「藝術」、
「休閒與生態旅遊產業」
、
「農特產品」
，尋找
發展的利基點，創造商機，振興地方經濟。

非常感謝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委由管科會對
霧峰鄉之產業的輔導與協助，霧峰鄉早期素有
菇蕈之鄉的美譽，加上部分農特產品亦享有不
錯的聲譽，桐林的龍眼即是一例；近來又加入
香米這個生力軍，讓整個霧峰的知名度提升不
少！這次在輔導團隊的進駐輔導之下，打造霧
峰鄉為
「菇蕈與香米之故鄉」
，有助於產業更

輔 導 心 情

緊密的結合與整合，讓霧峰鄉在九二一地震之
後，再度擁有另一次蓬勃發展的機會。

本計畫目標乃針對霧峰地區菇蕈產業、益
全香米、農特產品、休閒旅遊相關行業、文化
及自然資源，作為地方特色產業發展之主軸。
結合霧峰鄉公所、霧峰鄉農會、社區組織及社
區企業，致力打造
「菇蕈與香米之故鄉」
的願
景。在輔導過程中，我們協助了社區企業經營
環境改善、觀光遊憩設施改善、菇蕈、香米與
農特產業輔導、產業行銷推廣，以及推動社區
企業策略聯盟等實質計劃，具體協助特色產業
發展與轉型。

輔導
項目
一、霧峰鄉菇蕈特色產業相
關資料蒐集、調查與分
析。
二、強化地方產業經濟發展組織，辦理6場
次
「地方產業經營發展座談會」
。
三、辦理國內地方產業標竿案例觀摩活動2
場次。
四、產業專業及行銷人才教育訓練10場次。
五、地方特色產業經營管理改善輔導30家。
六、產品形象塑造及包裝設計應用4式。
七、協助建立行銷通路及辦理產品促銷宣傳
展售活動3場。
八、編印
「霧峰之美」
導覽手冊6,000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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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廠商名錄

輔 導 成 果

二、菇蕈業者(以產銷班之班長及書記為代表)

一、 協助霧峰地區菇蕈、香米農特產品及休閒
旅遊產業，發展共同經濟利益，塑造高附

姓 名
王金助

加價值及健康的產業形象，以將霧峰建立
成具特色風格之──菇蕈與香米之鄉。
二、 創造及維持在地就業機會300人。

王鴻泰
鄭健平

三、 提升社區產業總體產值達800萬元。
四、 完成產品包裝1式，並加以應用。

蔡慶洲

五、 執行地方特色產業輔導30家次。
六、 辦理嘉年華活動1場，預計吸引五千人次
參與。
七、 發行「霧峰之美」導覽手冊6,000冊。

廠

商

名

閒

稱

劉子銘
彭召博

輔導廠商名錄
一、休

劉俊麟

產

業
姓

名

業

者
電

林章德
話

瑞峰菇蕈教育農場

朱瑞宗

04-23333158

萬豐農產

趙守仁

04-23397012

農林養菌場

趙世民

04-23397965

戴養菌園農場

戴吉隆

04-23390269

田媽媽議蘆餐廳

張淑玲

04-23338818

(假日花市藝術園區)

曾慶堂

04-23303171

湧旺(羊媽媽)觀光農園

莊湧裕

04-23307927

親蜜農家藥草園

李紹昌

04-23390239

桐林觀光果園

林立德

04-23303213

玉蘭谷休閒園區

林錦標

04-23301003

忘憂谷秘密花園

李秋霞

04-23330008

七巧庭園咖啡

周學智

04-23313747

法蔓田園咖啡

黃家宜

04-23391446

陶華園

賴惠美

04-23303559

曼谷花園

戴鴻儒
戴天機

陳錦慧

04-23391727

張煜昌

04-23338654

中正商圈－無毒之家

黃秋玉

04-23337037

摩山莊

鄧伊修

04-23398489

元長土雞城

曾元滄

04-23398100

鼎峰農場

江榮富

04-23307307

阿罩霧休閒山莊

鄭明偉

04-23330409

裕峰休閒園區

黃禪照

04-2330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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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3313168
台中縣霧峰鄉北勢村北豐路202巷12號
04-23392836
台中縣霧峰鄉北勢村北豐路71號
04-23320825
台中縣霧峰鄉北勢村北豐路71號
04-23320825
台中縣霧峰鄉北勢村路北豐318號
04-23302742
台中縣霧峰鄉北柳村柳豐路127號
04-23393378
台中縣霧峰鄉中正路250號
04-23321077
台中縣霧峰鄉樹仁路146號
04-23302409
台中縣霧峰鄉南柳村新厝路116號
04-23390269
台中縣霧峰鄉南柳村新厝路122號
04-23333724

三、香米業者(以產銷班之班長及書記為代表)
姓

名

林振宣

地址－電話
台中縣霧峰鄉北勢村丁台路1000號
04-23351893
台中縣霧峰鄉北勢村丁台路850巷51弄

黃世欽

22 號
04-23313306

陳瑞明
唐耀坤

樹仁商圈
－祥鶴日本料理

台中縣霧峰鄉五福村四德北路95巷8號

輔導廠商名錄

樹仁商圈
－土耳其美食

地址 - 電話

林大根
江文宏

台中縣霧峰鄉五福村五福路412巷14號
04-23398119
台中縣霧峰鄉五福村五福路296號
04-23300592
台中縣霧峰鄉丁台村丁台路557巷49號
04-23394687
台中縣霧峰鄉丁台村丁台路341號
04-23321118

發掘武界部落亮麗新未來
南投縣仁愛鄉武界部落經濟振興輔導計畫

輔 導 背 景

種歲時祭儀和日常食用的食物種類和料理方式。
光復初期國民政府也是輔導布農人種植水

武界，一個很美的地方。位於南投仁愛鄉

稻，但因漢人對中藥材的需求提升，因此部分

偏南與信義鄉為界，從埔里的東邊翻過一座山

布農族人也會兼採金線蓮、肉桂、杜仲等中藥

就到了，武界部落四面環山，東北邊有婆羅間

材料以貼補家用。60年代，孫海為伐木而開闢

山、干卓萬山，東南邊是卓社大山，再往南則

武界林道，當時也有很多部落的青年參與伐木

是卡社溪。

的工作，一部分是部落人比較熟悉地形，一部

這裡住了一群卓社群布農族人，在日本人

分也是為了生計。

還未統治台灣之前，祖先是住在較南邊的山
上，當地海拔500~1500公尺，那時的卓社群布
農族人依偎在卓社大山的懷裡，過著無憂無
慮、與世無爭、自給自足的生活。
武界的產業發展，大致可分為幾個階段，
首先應該從日據時代開始說起，為因應第二次
大戰末期糧食不足的危機，日人開始在山地廣
植水稻。但也因為水稻的引進，改變了傳統布
農人的小米耕作，更影響了因著小米而舉行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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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80年代，孫海伐木工作結束後，武
界失去了很多工作機會，此時武界地區的產業

武界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在地心聲 楊志明

再次轉向農業，亦有人開始種植蔬菜，但因路
況的阻礙與技術的不夠純熟，往往造成血本無
歸的窘境。此時農會也開始輔導稻田轉作，輔
導族人種植飼料玉米。除了玉米之外，部落也
開始栽種李子、梅子，這兩種水果都是生產蜜
餞的主要原料，在武界也是盛極一時，堪稱重
要產業之一；每當春末夏初的時節，就是採李
子、敲梅子的收成期，採收完成之後，再由部
落唯一的卡車運下山交到蜜餞工廠。然而，近
幾年蜜餞工廠一家家結束營業，致使原本頗有

此次的輔導團隊算是破天荒第一個深入武
界部落進行產業輔導的專業團隊，當他們騎著
越野機車深入武界部落的每一角落時，就已經
打動所有部落人心，進而願意鼎力配合各項輔
導工作的推行。在這半年的時間裡，從來訪的
每一個人滿足的笑臉中，我們用行動證明了一
件事---充分發揮民族的自信，才是生存發展
唯一的利基！

身價的梅子、李子荒廢在山田中，殊為可惜！武
界部落未來的發展潛力，值得探究、應該發掘！

輔 導 心 情
近年來台灣地區興起的休閒風氣，讓坐擁
山林溪流的武界人開始思考以深度旅遊做為部
落產業發展的可行性；就在這種因緣際會之
下，我們進駐了武界部落。
整個輔導案的操作，著重於讓部落熟悉深
度旅遊的操作模式，進而提升部落居民參與深
度旅遊的興趣。經過半年的輔導，不論在民
宿、餐飲品質、導覽解說以及遊程安排各方
面，武界部落都有驚人而明顯的進步。這個計
畫雖然只有短短的六個月時間，但對部落的影
響，相信將會很深、很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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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落經濟組織強化
2、產業案例觀摩
3、部落會議與資源探討
4、部落資訊建立
5、通路拓展與產品宣傳
6、原野體驗活動設計規劃
7、經營管理改善
8、擴大特色產業經營縱深

輔導
項目

輔 導 成 果
一、 輔導武界民宿經營，輔導後部落內增家5
家民特色民宿。
二、 原住民民宿訂價調整提昇，業者營收大幅
加。
三、 部落餐業者增加為10人，創造部落就業
機會。
四、 推動套裝旅遊行程，增加部落導覽等相關
工作機會11人。
五、 推動部落套裝遊程，提高遊客人數20％。
六、 輔導後提昇部落產值377,640，
輔導廠商名錄
廠

商

名

稱

武界社區發展協會

聯絡人
楊志明

電

話

049-2977257

缺少這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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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藝術村 放眼全世界
南投縣仁愛鄉清流社區經濟振興輔導計畫

輔 導 背 景

合，更了解到清流部落在國際市場的機會遠比
國內市場大，於是產生了建構
「清流原住民藝

清流社區(部落)，位於仁愛鄉與國姓鄉交

術村」的構想。

界處，係日治時代所謂的川中島，在九二一大

特色產業發展如僅倚靠國內市場，實受惠

地震之後，受到相當大的傷害。當地居民在清

相當有限。最明顯的是，許多地區在週休二日

流社區發展協會的領導下，開始重視泰雅文化

均有不錯的業績，但逢非假日之業績就極為慘

的傳承及推廣，尤其在霧社事件史料及泰雅編

澹。因此，如何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建立國際

織技術等方面，更是用心！輔導團隊在與之接

行銷通路，才是各個重建區特色產業最應努力

觸數回之後，又透過多次國際知性之旅的配

的方向。清流部落在社區發展協會帶領下，未
來願景已經相當清晰，當務之急則是如何協助
在地產業升級轉型，發展觀光休閒產業，進而
推展國際行銷，讓清流社區在世界舞台上發光
發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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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心聲
輔 導 心 情

清流部落

李玉琴

清流社區(部落)就像是未被琢磨的珍貴礦

清流部落是重建區原住民部落之一，921

石，當地居民獨特的奮發精神，實讓我們印象

之後的災情使得交通頻遭阻斷，但我們卻沒有

深刻。這裡的居民大多都受過高等教育，堪稱

因此放棄發展部落產業的夢想，這在努力催生

台灣原住民部落的佼佼者，與這兒的原住民夥

的過程中，我們投資了許多的時間及心力，不

伴們一起努力的過程是相當愉快且充實的！目

斷地培育落裡人才，一起投入這個發展部落產

前部落計畫所要發展的原住民文化工藝藝術村

業的行列。可惜的是，一路走來，我們似乎看

落，的確具備國際化發展的優良條件，尤其為

不到預期的成果。

了這個推動計畫所孕育出的推動小組，其努力

於是，我們開始結合外部資源，希望能達

奮發的精神，更是令人欽佩！藉由輔導計畫的

成更好的效果；尤其是公部門的資源，在這努

推動，能有緣分與機會跟這群樂天認真的夥伴

力的過程中，提供了極大的助力；而外來專業

們相聚，一同為理想打拚，輔導團隊備感榮

人員的輔導，對我們的幫助更是不在話下。由

幸！

於輔導團隊致力於協助我們整合資源及人才，
讓我們這半年來走得更順利、更多元，我們不
再單打獨鬥，開始串聯不同的文化產業、不同
的旅遊性質，帶給消費者更多元化的旅遊點及
截然不同的體驗！然而這些都是過去這幾年來
一直沒想到、沒做到的，可以想見，我們以前
的路真的走得孤單且辛苦。
這半年來威肯公司站在專業及多元的角
度，協助我們進行多方面的調整與改變，讓我
們的觀念煥然一新，而經營方式也有了突破性
的做法。邁向未來，建成國際藝術村將是我們
部落發展的具體方向，今後仍有賴威肯公司團
隊繼續指導，期待早日夢想成真！

輔導
項目

一、強化重建區特色產業經濟發展組織
二、舉辦地方產業間之觀摩交流
三、協助建立行銷通路及辦理產品促銷宣傳展售活動
四、培育產業商品設計及行銷人才，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五、推動地方特色產業相關經營管理改善活動
六、協助建立產品形象、包裝設計及識別系統，塑造企業形象
七、編印產品及導覽手冊

重建地區輔導成果展專輯 93

15

輔 導 成 果
一、 清流社區(部落)產業經濟發展說明會一場
次

九、清流社區(部落)產業經營管理改善一場次
十、 清流社區(部落)產業生產技術改良一場次

二、 清流社區(部落)產業共同願景習作一場次
三、 清流社區(部落)產業管理制度建立

十一、清流社區(部落)產業識別系統創意競賽
一場次

四、 清流社區(部落)產業跨業交流推動一組

十二、清流社區(部落)產業識別系統建立五組

五、 清流社區(部落)產業組織分工六組

十三、清流社區(部落)產業品牌建立二家

六、 關聯產業標竿、國際案例學習二場次

十四、清流社區(部落)產業產品型錄1000份

七、 清流社區(部落)產業、教育團體知性之旅

十五、清流社區(部落)產業導覽手冊500份

行銷二場次

十六、清流社區(部落)產業活動紀實一冊

八、 清流社區(部落)產業商品設計、行銷人才
人才培訓二十人

十八、提升地區產業總體產值達600萬元。

輔導廠商名錄
廠

商

名

稱

聯 絡 人

電

話

清流部落 原住民工藝藝術村推動小組

李玉琴 (049)2941-547

清流部落 原住民工藝藝術村推動小組

李永光 (049)294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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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創造及維持在地就業機會20人

0937-784060

0939-12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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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埔一鄰開展布農新魅力
南投縣信義鄉東埔社區經濟振興輔導計畫

輔 導 背 景

會，支援部落各產業共同行銷，成為對外產業
行銷窗口。

南投縣信義鄉的東埔一鄰位於玉山國家公

為讓當地居民更瞭解實際操作模式，輔導

園區內，是目前僅有的兩個布農村落之一。觀

團隊特別安排了觀摩行程，專程參訪金門地區

諸原住民產業的發展，自有其獨特的魅力，因

農特產品的成功業者，並分享其地方發展經

此，整體的輔導目標不僅要讓現有產業的產銷

驗、店內陳設環境、商品品質維護、特產中心

通路暢行無阻，更要做的是，結合固有的深層

的未來等各項議題。事實上，經過這段時間的

文化，開發出獨具魅力的經營模式，讓產業發

輔導，已經激起社區居民熱情，許多居民都開

展與文化保存並重。

始積極改善目前的經營環境與方法，並對未來

輔導工作推展持續至今，東埔一鄰的發展

的走向有了更清楚的思考與定見！

業已進入另一個轉折點：如何提升產業及強化
商品競爭力，整合社區內各項產業，共同行銷
推廣，已成當前最重要的課題。因此，輔導團
隊將協助東埔一鄰強化商品開發與競爭力，在
與
「布農社區策略聯盟協會」
及
「東埔布農文
化促進會」
等單位合作下，建立
「東埔產業交
流中心」
，活絡部落生機，創造更多就業機

重建地區輔導成果展專輯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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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導 心 情

在地心聲

社團法人南投縣信義鄉東埔
布農文化促進會 理事長

林美秀

由於本計畫的輔導重點是在成立
「東埔產
業交流中心」
，希冀能為吸引東埔溫泉觀光區
每年四十九萬人次的消費者而做準備，再加上
東埔停車場連接部落的吊橋新建落成，更吸引
了不少參訪部落的遊客，因此，
「東埔產業交
流中心」
的成立已是燃眉之急。有鑑於此，在
產業共識會議上，長老、牧師、促進會成員共
同決議，暫時先將部落教室規劃成為
「東埔產
業交流中心」
，打造第一個真正屬於原住民的
產業交流中心。

首先非常感謝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對東埔一

雖然一開始居民信心不足，但在參訪金門

鄰產業輔導的協助，在輔導團隊深入部落推動

特產店的成功經驗後，大家直呼要努力學習，

輔導下，與臨近部落共同進行產業串聯結合，

追過平地人做生意的方式，從學習中成長，慢

將地方上的人員及組織整合起來，增加彼此的

慢摸索經營之道，並已開始積極將新的觀念運

合作機會與空間。再者，部落最需要的是持續

用在產業交流中心上。然而，政府的專案終有

的行銷推廣，將部落的農產品以及遊程不斷地

結束的時候，但透過通路設立的方式，可望持

對外曝光，將原有的產業提昇，增加社區居民

續成為原住民朋友推展產業的助力，相信在所

的收入，提高就業機會。這樣的計畫使我們先

有成員的努力之下，假以時日，一定能讓外界

賺取利潤再回饋社區，讓部落有經費投注在文

刮目相看！

化教育工作上，讓社區居民都能共同享受到政
府的美意。

一、建立社區產業發展共識
1.產業發展研討會
2.社區產業觀摩研討
二、東埔產業交流中心
1.擬定產業中心營運計畫
2.規劃產業中心組織架構
3.制訂產業中心運作規章
4.規畫產業中心商品陳列及動線
三、產業升級，強化商品競爭力
1.提昇農特產品開發
2.設計農特產品包裝
3.工藝品開發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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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養經營管理人才
1.建立財務管理觀念
2.辦理專業人才培訓課程
五、整合行銷推廣
1.媒體宣傳
2.網路行銷
3.台北行銷通路推廣
4.互動式行銷活動

輔導
項目

輔 導 成 果
一、辦理產業發展研討會議12場，凝聚地方組
織共識
二、辦理產業觀摩一場次
三、辦理農特產品加工技術指導二場次
四、商品包裝設計三式
五、舉辦工藝品開發教學課程一場次
六、辦理財務管理課程一場次
七、辦理人才培訓課程一場次
八、媒體獵人體驗行程參訪團一梯次
九、網路行銷發行電子報二式
十、行銷通路推廣獵人體驗行程推廣活動一場
次
十一、推動產業中心成立，開設玉山布農的店
東埔店
輔導廠商名錄
單位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社團法人南投縣信義鄉

林美秀 (049)2702-045

東埔布農文化促進會
社團法人南投縣信義鄉

鄭碧蘭 (02)2764-7766

布農社區策略聯盟協會

重建地區輔導成果展專輯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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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上「水噹噹」的愛蘭台地
南投縣埔里鎮愛蘭台地經濟振興輔導計畫

輔 導 背 景

是，此地也因
「水」
的緣故，得以發展造紙產
業及近期種植的筊白筍產業。

愛蘭台地位於南投縣埔里鎮西邊，也是進

綜觀愛蘭台地地域資源，從埔里盆地遠觀

入埔里鎮的入口，行政分區包括愛蘭里及鐵山

愛蘭台地像是一艘航行在盆地的船隻，東邊醒

里。愛蘭台地長約五公里，南北最寬處2公

靈寺為船頭，西側鐵山里一帶則為船尾；往愛

里，最窄處僅250公尺，是面積約2.5平方公

蘭台地前行，台地上多處低矮的平房與農舍，

里的狹長型台地。由於此台地為貫穿埔里的眉

巷弄分佈錯綜複雜好似迷宮，騎乘自行車徜徉

溪與南烘溪兩條河流切割而成，故台地雖僅海

其間，愜意無限。沿途尚有廣興紙寮、黃家古

拔四百五十公尺高，但已可稱為埔里的高埠瞭

厝、愛蘭教會百年老鐘，大馬璘遺址、紹興水

望台，對內可瞭望埔里全景，對外可守望台中

泉、酒甕步道與涼亭、茭白筍田等，天然景觀

平原。

與人文之美相互輝映，造就了愛蘭台地令人難

「愛蘭台地」
居高臨下、物產豐饒，尤其
水泉質地甚佳，故而成為供應製作酒及礦泉水
原料的產地。陳水扁總統的千金在訂婚宴席上
宴請客人的
「愛蘭囍酒」
，就是本地埔里酒廠
所釀造的酒品，而埔里酒廠之水源即是引自愛
蘭台地上鐵山社區的泉水。特別值得一提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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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的獨有風情！

廣鴻興造紙業

輔 導 心 情
愛蘭台地擁有豐富的旅遊資源，不論自然

在 地 心 聲 黃煥章先生

第一次有公部門資金投入作社區營造，長

（愛蘭台地生態、南烘溪）
、文化
（寺廟、教

期以來，為了讓愛蘭台地的店家都能共同參與

堂、古宅）
、人文
（平埔族）
，或是餐飲、DIY

旅遊發展，花了不少心力，但終究還是需要專

體驗、觀景也都一應俱全，絕對可以提供遊客

業團隊的經驗，如此才能更有效率、更迅速地

豐富、精采的感受與體驗。

加以整合。輔導團隊的進入，確實加快了業者

本計畫輔導的五家店家，包括廣興紙寮、

之間的交流，也為業者解決與改善經營問題。

王家庭園、基立屋、鷺鷥的家與河堤咖啡等，

但因本計畫執行時間過短，期待日後仍有繼續

皆能保持高度的配合熱誠，共同為經營地區旅

輔導的機會，不要讓社區統合又出現斷層，而

遊人潮而努力。透過本計畫，不僅強化了廣興

能積極走向團結合作、長遠發展的康莊大道。

紙寮開發新產品的創新理念，也提升了餐廳業
者的經營特色與美味，同時改善了王家庭園的
經營盲點；此外，在輔導過程中，店家反應的
意見與需求，也個別予以回應及支援。希冀有
效增進店家的產業特色與長久發展的理念，並
配合地區的旅遊資源，豐富遊程的教育性與體
驗感受，增加遊客的到訪率與回遊率。由於在
地店家的努力與用心，使得本計畫執行過程相
當順遂，也冀望日後繼續投入資源，延續輔導
工作，進而穩固本地發展的各項基礎。
一、 強化地方產業經濟
發展組織。

輔導
項目

二、 舉辦地方之間產業
觀摩交流。
三、 協助建立行銷通路及辦理產品促銷宣
傳展售活動。
四、 培育產業產品設計及行銷人才，以提
高產品附加價值。
五、 推動地方特色產業相關經營管理改善
活動。
六、 協助建立產品之形象，包裝設計及識
別系統，塑造企業形象。
七、 編印產品或導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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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導 成 果
一、 產品視覺設計及產品模擬共六式(文具擺
飾盒、文具收納盒、桌曆、窗簾吊飾、燈
罩等)

七、 舉辦生態解說訓練課程舉辦共10場，解
說資料編輯與製作1000本
八、 愛蘭台地生態調查報告一份

二、 製作導覽手札1000份

九、 船山風味食譜企劃與製作100本

三、 設計開發情人節花卡五式，共印製500份

十、 舉辦風味餐訓練10場次

四、 舉辦
「水漾情人節－紙愛你」
活動，共計

十一、舉辦[紙遊愛蘭]活動1場次

有77對情侶參與
五、 茭白筍包裝設計與茭白筍介紹摺頁製作
1000份

十二、舉辦產業診斷課程2場
十三、年度全區提高產值約1,000,000元
十四、年度全區提高就業人數5人

六、 完成船山茭白筍產業文化館暨遊客服務中
心規劃報告一份

輔導廠商名錄
廠商名稱
廣鴻興造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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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
黃煥彰
吳淑麗

電話
049-2913037

鷺鷥的家

郭瑞霞

049-2915599

基立屋

潘偉欽

049-2912477

王家庭園

王榮興

049-2913405

河堤咖啡

張玟瑜

049-2916340

台灣紅茶的故鄉就在魚池
南投縣魚池鄉紅茶特色產業輔導計畫

輔 導 背 景

分場所努力研發出來的新品種
「台茶十八號紅玉」
，具有特殊的肉桂香氣，品質極佳，

民國十四年
（西元1925）
日治時代，日本

色、香、味已臻上乘，堪稱世界頂級紅茶。

人由印度阿薩姆省引進
「阿薩姆紅茶」
大葉種

近年來，在行政院九二一重建委員會、經

茶種，並派遣茶葉專家遍訪全台各地尋找最適

濟部中小企業處、茶業改良場魚池分場以及魚

合栽種紅茶的地點，最後發現日月潭涵碧樓北

池鄉公所的輔導推動下，魚池紅茶已成茶品消

方有一處海拔約八百多公尺之處，不論日夜溫

費市場的新寵兒，不僅創造了
「台灣紅茶故鄉

差情形或氣候濕度都相當適合栽種紅茶，而此

在魚池」
的品牌形象，也為地方特色產業帶來

地就是今日茶業改良場魚池分場的所在地。

蓬勃發展的新契機。

隨著台灣經濟成長的腳步，茶葉勞力成本
不斷增加，又受到外國紅茶價格的衝擊，致使
魚池鄉最重要的紅茶產業失去競爭力，被迫退
出國際市場，逐年沒落；原有茶園則被利潤高
漲的檳榔所取代，導致茶園紛紛廢耕。
九二一過後，魚池農民省思再出發，為了
再度創造世界紅茶之最的榮耀，遂將沈寂已久
的台灣紅茶再度推向市場。由茶業改良場魚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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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導 心 情

和果森林

在 地 心 聲 石茱樺 小姐

魚池紅茶曾經是台灣外匯來源之一，也是
日本人向天皇進貢的
「御用珍品」
；在國際市

非常感謝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給予魚池地區

場上更能與錫蘭紅茶、大吉嶺紅茶相提並論。

的輔導與協助，有了這次的輔導，對於我們紅

隨著台灣經濟成長的腳步，茶葉勞力成本不斷

茶產業幫助相當大，尤其是在行銷拓展及品牌

增加，台灣茶業景況丕變，紅茶產業漸次凋

塑造方面，這部份是我們一般小型業者比較不

零，紛紛走向茶園廢耕的命運。

好推動、執行的工作，但在這次的輔導過程

九二一過後，魚池農民們決定將沈寂已久

中，卻讓我們獲益良多。在此次的輔導計畫

的台灣紅茶再度推向市場。歷經這些年來的努

下，不管是紅茶文化季、商品的推展、空間的

力，目前業已奠定基本的市場基礎。現階段的

塑造等等，在在提昇了我們產業本身的體質，

任務則是將企業經營理念予以導入，希冀建立

並增進業者之間的合作機會，藉此共同打造台

產業永續經營的基礎。在此期間，輔導團隊積

灣紅茶的名號，讓更多人得以品嚐擁有80年

極協助業者塑造自有品牌形象，建立多元化的

歷史的台灣紅茶。希望藉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產品特色，提供消費者更多選擇機會。同時運

的輔導與協助，能讓魚池紅茶再次登上國際舞

用餐飲的專業知識，研發出別具特色的茶點及

台，這不僅是我們年輕人夢想，更是老一輩長

茶餐，再搭配業者多年的製茶經驗，業已成功

者的祈望。

形塑魚池紅茶故鄉獨有的茶道藝術，奠定了
「台灣紅茶故鄉在魚池、世界紅茶之最在台灣」

輔導
項目

的口碑與名號！
一、體質提升
◎個案之診斷與經營建議
◎特色產業觀摩活動
◎顧問個別輔導
◎企業經營、財務講習
◎紅茶餐飲與點心講習
◎茶藝解說講習
二、特色塑造
◎紅茶點心研發
◎特色廠商塑造
◎包裝設計製作
三、整合行銷
◎紅茶文化季活動辦理
◎伴手禮規劃
◎通路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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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導 成 果
一、 自有品牌茶農輔導5家
二、 完成3家廠商營業登記
三、 特色產業觀摩活動二場
四、 產品包裝設計5款—伴手禮禮盒、茶葉
罐、共用提袋、袋茶外袋、袋茶外盒
五、 禮盒設計製作500盒
六、 茶葉罐設計製作4000罐
七、 共用提袋設計製作1500個
八、 紅茶點心開發6款
九、 魚池紅茶手札製作600份
十、 配合鄉公所辦理文化季活動一場
十一、年節伴手禮推動 泡茶杯組
（1壺、1杯、
茶葉）400套
十二、拓展外部行銷據點1處
輔導廠商名錄
廠商名稱

聯絡人

電話

膨鼠紅茶

邱金鍊

049-2897127

和果森林

陳彥權

04-22536692

香山農場

許堂坤

049-2896369

澀水社區發展協會

蘇水定

049-2895938

森林紅茶

葉金龍

049-2895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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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來 FUN TRAVEL
921重建區主題式特色產業輔導計畫(一)

輔 導 背 景

振興問題。雖然目前各項硬體條件仍嫌不足，
但在持續的改善與修正之後，重建區特色產業

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區委員會，在
歷經多年的重建輔導後，發現定點式的區域輔

愈來愈有信心，並將進一步推動國際行銷，期
能與國際接軌，大步走向全世界。

導，有其先天瓶頸，故有策略聯盟計畫的產
生，希冀以帶狀區塊的整合行銷，來增加配套

輔 導 心 情

旅遊的特色魅力。為了達成此一目標，輔導團
隊致力於協助地方政府及重建區產業組織資源

本年度台灣 FUN TRAVEL重建區特色產業

整合、建立重建區特色產業異業結盟分工機

輔導計畫，經由委員們甄選出來的廠商都是地

制、健全組織運作，並促使其積極參與國際交

方產業的頂尖廠商。當初歷經競爭激烈的徵選

流活動。

過程，原先預定七個名額的主題特色輔導，在

此外，由各地方政府協助重建區特色產業

委員難以割愛的情況下，建議入選八家，並另

進行整合，化單打獨鬥為團隊，化競爭為競

外增加了一般特色的輔導廠商四家，共輔導十

合，互補資源長短，各自創造發揮區域的獨特

二家廠商：主題特色輔導八家：大禾竹藝、璞

性，並整合出具有國際吸引力的遊程，如此才

園竹藝、鹿鼎莊、孟宗山莊、沉潭荷花田陶工

能有效發揮團體力量，創造出行銷共效及產業

坊、狙擊手漆彈場、真古意客棧、地球村民

高附加價值，並真正解決地方人口失業及產業

宿；一般特色輔導四家：松原山莊、林吉園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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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全成茶行、竹山商圈棉紙撕畫。

在地心聲

璞園 負責人

林安澤

此外，主題式的FUN TRAVEL策略聯盟，是
以帶狀區塊的整合行銷，來增加配套旅遊的特

璞園自創立以來, 秉持著自然、環保、健

色魅力，並且整合地方特色產業，互補資源長

康的經營理念, 一步步走來, 雖艱辛, 但心中

短，各自創造發揮區域的獨特性，推出具國際

卻踏實又滿足, 看到竹子在我們手中有那麼豐

吸引力的遊程，展現團體力量，帶動且創造出

富的變化, 並廣受消費者喜愛, 深感欣慰。

行銷共效及產業高附加價值，期望藉此真正解
決地方人口失業及產業振興等問題。
我們在逐步地朝著這個方向努力的過程
中，與這些優秀的地方特色產業業者

在參與商圈的活動中，認識威肯公司呂博
士, 在其指導下慢慢改善經營理念，除了加強
地方特色及服務品質外，產品與國際市場的開
發都有新的認識與方向。威肯公司更規劃一系

互動，除了引導業者們整合與策略聯盟，

列富有在地文化特色的台灣FUN TRAVEL主題式

並強化本身的獨特特色之外，我們更因此而受

旅遊行程，讓遊客親自體驗在地的文化，在其

益良多，相信這樣好的開始與互相激盪及大家

用心推廣下已形成一股風潮。璞園有幸成為行

的共同努力，不僅今年獲致了許多具體且豐盛

程中的一個點，以前假日幾乎沒甚麼遊客，現

的成果，未來也能朝向理想的目標邁進。

在假日可忙哩！當然生意也有起色，為了讓遊
客來璞園有更好的感覺、更豐富的體驗，璞園
最近建造了DIY 教室、景觀步道、化石園區、
特色招牌及夜景，讓環境更美麗、更吸引人，
希望每一位遊客來之後都滿意。

荷花田陶工房 負責人

在地心聲 張舒嵎

九二一地震後，有感於竹山故鄉受創甚
重，而且人口大多外流謀生。於是想結合祖父
輩務農的傳統及個人的書畫陶藝創作，為社區
盡一份心力，將文化藝術與農產業休閒相結
合，正當苦無資源門路時，威肯輔導團隊適時
地加入災區的重建行列，給予我們極大的幫助。
經過這幾年來不斷地輔導，確實讓此地的
文化產業注入了生機，並透過串連整合，引進
新的觀念，給予地方全新的風貌。在此誠心地
表達感激之意，同時也希望威肯輔導團隊能夠
繼續照料及看顧這塊熟悉的土地，讓她不斷地
成長、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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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新營運模式建立
1.重建區特色產業診斷
2.特色優勢及廠商定位報告
3.地方特色廠商徵選

輔導
項目

4.協助建立創新營運模式
二、建立特色主題導覽解說系統
1.彙編特色產業導覽解說資料
2.建立特色主題導覽解說系統
3.經營者及企業家第二代培訓
4.專職觀光導覽人員培訓
5.規劃產業主題展示及內容

輔 導 成 果
一、重建區特色產業訪廠及診斷十五家
二、特色優勢及廠商定位報告七份
三、地方特色廠商徵選一場次
四、協助建立創新營運模式七家
五、建立特色主題導覽解說系統七家
六、經營者及企業家第二代培訓一場次
七、辦理專職觀光導覽人員培訓一場次
八、進行廠區空間藝術化佈局七家

6.導覽解說及設備建立
三、幫助個別廠商休閒觀光系統建立
1.進行廠區空間藝術化佈局
2.觀光休閒服務設施建立
3.觀光休閒設施安全機制建立
4.觀光導覽動線規劃

九、觀光導覽動線規劃七家

5.廠商休閒觀光系統建立
四、規劃區域整合主題式活動
1.設計國內外整體配套旅遊行程
2.規劃個別廠商特色主題
3.擬定觀光動線作業

十四、商品研發及包裝設計三組

4.主題式特色產業旅遊分工機制建立
五、區域廠商建立異業結盟運作模式
1.異業結盟組織建立
2.跨業交流及實質合作運作
3.規劃製作共同識別系統
4.建立異業結盟運作模式
5.共同商品研發及包裝設計
六、國內外廣宣及行銷
1.結合地方節慶活動規劃體驗行程
2.結合地方節慶活動促銷特色商品
3.拓展國內外主題式特色配套旅遊
4.國內外電子及平面媒體廣宣及行銷
5.重建區特色產業國際網路行銷
七、重建區特色產業振興
1.建立地方政府及產業組織國際合作推廣
2.培養優秀重建區特色產業幹部 30 人
3.創造重建區特色產業就業人口 100 人
4.創造重建區特色產業產值 40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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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設計國內外整體配套旅遊行程
十一、規劃個別廠商特色主題七家
十二、跨業交流及實質合作運作一組
十三、規劃製作共同識別系統三組

十五、結合地方節慶活動規劃體驗行程
十六、推展國內外主題式特色配套旅遊
十七、國內外電子及平面媒體廣宣及行銷二場
次
十八、重建區特色產業國際網路行銷

輔導廠商名錄
廠商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鹿鼎莊

陳甘露

049-2750100~3

孟宗山莊

林漢崇

049-2612131~3

大禾竹工藝

劉文煌

049-2642508

荷花田陶工房

張舒嵎

049-2631318

璞園竹藝

林安澤

049-2653205

狙擊手漆彈場

余偉智

05-5891531

真古意客棧

張漢臣

049-2676800

地球村民宿

洪秋宗

049-2462052

竹山形象商圈

林世明

049-2643020

松原山莊

林戴辦

049-2755236

林吉園茶行

陳欣怡

049-2753480

全成茶行

黃蒼典

049-2752130

擁抱希望 打造黃金傳奇
重建區主題式特色產業輔導計畫（二）

輔 導 背 景

勢，必需思考將地方性且具文化與創意的
「經
濟型社區產業」
，拉動成為足以讓大眾消費的

這是發生在台灣中部地區的傳奇故事，它

「體驗型產業」
。然而，這樣的產業發展型態，

不是神話，不是傳說；它不是天方夜譚，更不

除了從
「區域活化」
為思考導向外，亦可從
「特

是魔幻寓言。它曾經擁有繽紛絢麗的日子，它

色魅力強化」
加以發展，並在區域型的特色產

也曾經歷大地無情的變遷。但在天堂的滋潤與

業中，精粹出更具爆炸力的經典企業；將區域

地獄的淬煉下，它毅然堅強地走出了過去的歡

特色產業作為資源面，並以主題魅力企業引動

樂與悲傷。

消費，創造出經典企業的品牌化、輸出化與市

為了讓重建區能以嶄新的風貌呈現在世人

場規模化。如此一來，便能為在地的
「經濟型

面前，在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輔導計畫下，由

社區產業」
提供良好的發展機會，甚至創造出

中衛發展中心結合各界專業人士及學者組成輔

得以永續經營的明日之星！

導顧問團隊，提供專業且多元的輔導手法與行
銷操作，希冀為重建區打造一個亮麗的未來！
重建區的產業是極具多元面向，尤其在地
方特色產業的基礎下，經由過去產業再造的歷
程，其所奠下的基礎相當可觀。而在創新的年
代，為了因應消費品味的提升與顧客喜好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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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彙整重建區所具有的相關資源，輔導
團隊與在地居民精選出最具地方特色的產業，

達拉灣工藝坊

在 地 心 聲 黃文志

我們將以
「竹、花、酒、茶、藝、泉、原」
等
七大類為主軸，積極投入輔導資源全力發展，
並取其
「真金不怕火煉」
的寓意，把這七個傳
奇故事，定名為
「黃金傳奇」
，希望透過精心
安排的遊程，邀請所有民眾一起重回你我記憶
中的美麗新世界！

謝謝中小企業處與中衛發展中心此次對我
們提供的輔導與協助，藉由這項輔導計畫的推
動，不僅讓我們改善了硬體上的設施與空間，
更重要的是，我們獲得了心靈上的成長與歷
練；特別是在輔導過程當中，我們有幸能夠向
外走出去，有機會觀摩與學習其他六家商店老

輔 導 心 情

闆的經營理念，這不但帶給我們很多經營上的

輔導計畫推展至今，雖已達成計畫推動之
目標，然而，為了更長遠的發展著眼，在地企
業本身應持續發展建構，以期創造出更多、更

啟示，也讓我們結交了許多好朋友！相信未來
的前景一定是光明燦爛的，且讓大家一起努力
吧！

高的效益。此外，根據輔導期間的審視與觀
察，由於本計畫為企業個案輔導，實可與中小
企業處現行所推動之特色產業、聚落產業或實
質合作等計畫互相輝映，藉此提高計畫間的關
聯影響效益。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參與輔
導的企業均有配合款投入，如此確可強化計畫
實施成果，因此，配合款模式應可繼續加以推
動，如此定能在最短的時間之內，獲致最大的
發展效益！

輔導
項目
一、主題輔導
1.六大主題專案輔導
2.主題特色遊程設計
3.資訊交流機制規劃
4.型錄DM設計製作
5.識別系統設計改善
6.導覽解說系統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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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訓練
1.凝聚共識策略會議
2.交流觀摩訓練
3.導覽人材養成訓練
三、行銷推廣
1.個別廣告媒宣作業
2.節慶創意行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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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觀摩
1.成果觀摩之旅活動
2.成果交流發表會

輔 導 成 果
一、諮詢訪視與診斷15家
二、六大主題專案輔導7家
三、主題特色遊程設計1式
四、資訊交流機制規劃1 式
五、型錄DM設計製作1 式
六、識別系統設計改善1 式
七、導覽解說系統規劃1 式
八、凝聚共識策略會議2 場次
九、交流觀摩訓練2 場次
十、導覽人材養成訓練15 小時
十一、節慶創意行銷活動1 次
十二、成果觀摩之旅活動1 場次
十三、成果交流發表會1 場次

輔導廠商名錄
廠

商

名

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黃文志

037-962349

陳靖賦

049-2623928

添興磁器工廠

林清河

049-2781130

石壁自然農場

林淑莉

037-821255

石圍牆酒庄

巫建旺

04-29879197

東江農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佾康

037-825285

信義鄉農會食品加工廠

張勝正

049-2791949

達拉灣工藝坊
有限責任南投縣竹山鎮
青竹生產合作社

重建地區輔導成果展專輯 93

31

古坑咖啡香 華山正繁榮
雲林縣古坑鄉華山社區特色產業暨經濟振興輔導計畫

輔 導 背 景

經濟、產業發展，以及觀光活動等，增加在地
工作機會，藉此吸引人潮回鄉，提高地方競爭

近年來
「地球村」
的概念有如風行草偃般

力。

席捲全球，然而，就在台灣積極與世界接軌的

多年來，古坑鄉透過在地組織的多方努

過程當中，無可避免地，深受全球化經濟變遷

力，與在地住民共同勾勒發展願景，進而成就

的影響，產生了地方弱化與產業空洞化的危

了地區榮景！以華山社區發展協會為例，從納

機，帶給在地產業莫大的衝擊！尤其隨著人口

莉颱風造成的土石流災難為濫觴，村民們重新

的老化與外移，城鄉差距日益嚴重，這是今天

思索聚落發展的方向，終能以
「華山咖啡」
、

各個地方鄉鎮所面臨的空前危機，當然，在古

「台灣咖啡的故鄉」
等願景為號召，帶動地方產

坑鄉發生了同樣的窘境！
值得慶幸的是，
「社區總體營造」
的觀念
卻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逆勢成長，許多政府部門
也感受到了這股力量，藉由
「民眾參與」
、
「在
地自決」
、
「由下而上」
的方式，漂亮地完成
了許多公共議題的建設。而
「地方經營」
就是
本計畫的核心思想，亦即由在地的住民共同參
與，強調以當地的獨特性出發，致力提振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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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發展。如今，更要以
「華山共榮圈」
的經
驗，帶動古坑其他地方組織，創造在地住民的
福祉。

華山休閒產業促進會 會長

輔 導 心 情

在 地 心 聲 蔡顯勇

為了達到社區自主發展的目標，也就是在

自從九二一地震與納莉風災以來，雖然造

輔導團隊離開之後，社區組織依然可以健全地

成環境的破壞，卻更緊緊地連繫了社區居民的

運作，在這次的輔導工作上，特別強調組織的

心。近年來，我們找到了社區發展的方向，再

分工與訓練，並以
「華山休閒產業促進會」
的

加上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與其他政府單位給予的

會員作為我們的輔導目標，希望能透過相關資

一切協助，確實讓社區發展更臻成熟與完美！

源的挹注，加強會員對於組織的認同與向心
力。
本輔導計畫的另一個重點在於如何輔導同
質性過高的業者，使其能夠各展風華！由於華
山在地業者的經營形態多以庭園景觀咖啡為
主，這使得遊客的選擇性較少，店家亦無法展
現特色。因此，我們依照各個店家的特色與屬
性，將主題式餐飲經營概念導入，例如將
「喜
拉朵庭園咖啡」
的咖啡豆烘焙空間佈置為適合
遊客參觀的地方，並結合烘焙解說的行程，塑
造出獨特且不同其他店家的特色。又如
「隨心
所遇庭園咖啡」
，因為夜景不若其他商家來得
出色，所以輔導其強調在用餐氛圍的營造，以
及明確地鎖定客層：例如以童話故事為餐廳主
題，並將親子設定為主要客層，巧妙擷取童話
故事中的元素，融入餐廳的物件
（南瓜造型的
餐具）
等等。種種的努力，都是希望彰顯店家
的特色，並帶給遊客更多樣化的選擇！

輔導
項目

1. 組織訓練課程

7. 產品專賣店成立

2. 標竿案例觀摩

8. 推動優良企業認證標章

3. 經營管理與社區商品開發課程

9. 建立網路行銷平台

4. 空間經營課程

10. 地方特色商品開發製作

5. 企業體診斷

11. 辦理地方產品及形象推廣活動

6. 示範點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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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導 成 果
1. 組織訓練課程3場

輔導廠商名錄
廠商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河岸咖啡民宿

李春梅

05-5900212

華山美食餐廳

吳永?

05-5901870

2. 標竿案例觀摩1場、課程3場

銘傑交趾陶

蔡顯勇

05-5901249

3. 經營管理與社區商品開發課程4場

華山小吃部

李水松

05-5900252

4. 空間經營課程2場

螢火蟲餐館

蔡顯勇

05-5900328

喜拉朵咖啡

賴松志

05-5900399

天秀山莊

廖有利

05-5901978

重點咖啡

劉慶松

05-5900130

7. 產品專賣店成立1件

雲頂咖啡坊

徐美幼

05-5900369

8. 建立企業認證標章機制

金咖啡

陳超俊

05-5901370

9. 網路行銷平台建立

松園咖啡秀

陳茂建

05-5900359

桂竹林休閒農場

李海珍

05-5901938

山海觀休閒農場

張景科

05-5900486

華麗山景民宿

李淑貞

05-5901408

仙地休閒大場所

陳學毅

05-5901989

大自然民宿

李德忠

05-5900200

茶園居民宿

沈世欽

05-5900361

山中茅廬

沈成印

05-5901700

阿比加精品咖啡園

高坤林

05-5824548

十一石庭園咖啡館

黃碧珍

05-5827546

日盛點心食品

張和賢

05-5828868

錦福園民宿

李英男

華山農特產休閒廣場

吳耀坤

桃 @源咖啡坊

葉惠美

05-5900493

長盛酒莊(隆義食品)

陳長威

05-5265859

老吳咖啡莊園

黃麗卿

05-5901341

綠色大地

吳榮芳

05-5901769

隨心所遇

李芳君

05-5900211

森野原味咖啡

韓坤象

05-5900127

一鄉民宿咖啡

沈菁霞

05-5901548

微風山林

王文宗

05-5901925

頂田生活茶坊

林明諒

05-5901823

哈拉美食

李壽全

05-5900383

歐堤萌庭園咖啡

楊蕙蔘

05-5901888

慈園咖啡

吳新敬

05-5827585

華山咖啡生活館

邱世忠

05-5335582

李金增

05-5901253

5. 企業體診斷20家
6. 示範點輔導4家

10. 地方特色商品開發製作3件
11. 辦理地方產品及形象推廣活動1場
12. 編印導覽手冊1000份

（金斯敦咖啡）
桃源土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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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來吉 領略鄒族魅力
嘉義縣阿里山鄉來吉部落特色產業暨社區經濟振興輔導計畫

輔 導 背 景

他試著種植小米作物，收成不錯，獵人便攜家
帶眷遷移至此定居。不久後，許多越來越多的

來吉，一個位於
「聖山」
─塔山下的鄒族

族人也到此落地深根，一同開墾這沃土，形成

部落，依傍著美麗的阿里山溪，有著美麗豐富

聚落。原本的山坡地經由族人辛勤建造，成為

的內涵與神祕的氣息。

景緻動人的梯田。

塔山，是鄒族傳統中的聖山，也是大阿里

如今的來吉部落，正如同當年被獵者所發

山最具代表性之原始風景區，相傳
「塔山」
是

現的時候一樣，充滿令人驚艷的迷人魅力，豐饒

鄒族人死後靈魂的歸宿，而這山成為了鄒族的

的資源，無窮的活力與生命力，來到這裡，並定

歷史、神話傳說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題材。而位

可以感受到最原始與自然的感動。發現來吉、發

於塔山下的部落－來吉，更有著其獨特的魅

現塔山下的部落，發掘出他的魅力與吸引力，展

力。

現原住民不畏艱難與勇敢樂觀的生活態度。
關於來吉，有一個特別的傳說。相傳古老

的時候，鄒族先賢狩獵維生，獵者經常離鄉背
井，每次出巡狩獵，常常耗時曠日才能回家，
往返途中費時又勞身。有一位特富野社的獵
人，在靠近聖山塔山的地方，發現一塊氣候宜
人，水源充沛、土質肥沃的地方，大為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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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導 心 情

來吉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在地心聲 梁宗賢

首先非常感謝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給予元大
企管這個機會，對我們重建區之一的阿里山來

來吉部落位處於大阿里山地區，蘊藏有豐

吉部落作規劃與輔導，在輔導這半年以來，跟

富的景觀天然資源、鄒族原住民傳統文化以及

縣府、鄉公所、發展協會密切接觸，使得彼此

具發展性之特色產業，但長期以來並未受到政

的互動關係更加良好，尤其是來吉社區發展協

府相關單位重視，除阿管處、鄉公所以及嘉義

會與當地居民，我們早已變成相當要好的朋友！

縣府所提供的硬體方面補助與規劃外，在軟體

雖然輔導過程困難重重，但看到來吉部落特色產

部分的輔導鮮少受到注意；此次非常經濟部中

業能夠完整的展現在大眾面前，亦實際地促進了

小企業處的輔導計畫，提供我們完整的規劃與

部落產業發展與升級，讓我們覺得所有的辛苦是

輔導，特別要感謝執行單元大企管不辭辛勞盡

值得的！不過，由於時間短促，輔導只是一個

心盡力為來吉部落貢獻，讓我們來吉部落在特

開端，為部落植入產業升級的觀念與方向，未

色產業、民宿以及旅遊行程，得以完整呈現與包

來還有許多地方必須持續加強與努力，希冀政

裝，以達到促進吉部落產業發展與升級之最終目

府相關單位能更加重視我們原住民的特有文化

標，再次感謝中小企業處以及元大企管的投入與

產業發展，共同為部落特色產業加油打氣！

輔導，萬分感謝！

一、釋放在地動能
1.產業發展小組輔導
2.產業發展會議
3.產業發展觀摩
4.工藝師培訓
5.行銷人才培訓
二、特色產業價值鏈
1.套裝行程規劃
2.地方產業輔導機制
3.魅力商家輔導機制
4.特色民宿輔導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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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合行銷策略
1.朴子商圈結盟行銷
2.中山北路商圈結盟行銷
3.網際網路配套銷售
4.小米藝術祭
5.創意記者會
6.塔山下的部落手冊

輔導
項目

輔 導 成 果
一、 完成套裝行程規劃6種
二、 舉辦商圈結盟行銷2場次
三、 製作塔山下的部落手冊2000冊
四、 輔導開發咖啡商品3種、茶葉商品3種
五、 導入藝術多元化觀念，成功創造5人就業
機會，包括來吉工藝館解說員2名、 工作
室工作人員3名。
六、 參觀霧台民宿藝術村，並與當地業者進行
交流，將成功範例導入來吉特色民宿，目
前尚屬開發階段，已成功協助部落民宿約
10名就業機會。
七、 民宿來客數增加，創造部落民宿產業經營
達雙倍以上價值，預計每年可達1000萬
元。
八、 開發來吉優豆咖啡商品，塑造產品形象，
成功創造來吉咖啡商品價值，預計創造每
年達200萬元以上的產值。
九、 辦理產業發表記者會，媒體報導篇數達5
篇以上。
十、 小米祭活動吸引約100名遊客數，為當地
特產及民宿業者帶入約100萬的產業價值
效益。
輔導廠商名錄
廠 商 名 稱
不舞作坊

聯絡人

電

話

不舞．阿古亞那

05-2661804

雅慕伊小吃

陳月英

05-2661414

塔山咖啡屋

梁志明

05-2661849

來吉渡假村

石信添

05-2661886

蘭后山莊

陳

葉

05-2661172

阿古亞納民宿

鄭秀琴

05-2661585

窩民宿

陳美惠

05-2661615

惠珍民宿

武惠珍

05-2661755

拉拉吉民宿

鄭意暄

05-2661111

勇士之家

陳敏雄

05-266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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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山瑞峰訴說「茶香傳奇」
嘉義縣梅山鄉瑞峰地區茶葉與香糖特色產業暨社區經濟振興輔導計畫

輔 導 背 景

聲十分響亮，屢次獲得多項評茶比賽的大獎，
目前種植面積約150公頃。而此地的香糖更是

梅山鄉地處嘉義縣的東北角，面積有119.

台灣目前唯一的高山手工黑糖，使用品質極佳

7571平方公里，北緯在23.6至23.0之間，東

的高山白甘蔗，不加任何添加物，以人工熬

經在120.4至120.1之間，東西相差0.13，海

製，製作一斤香糖約需十斤的甘蔗。香糖帶著

拔自90公尺起至1,815公尺；北接雲林縣古坑

濃濃的甘蔗香味，加水便可還原成甘蔗汁，目

鄉，南與竹崎鄉為鄰，東接阿里山鄉，西與大

前年產量約12,000公斤。

林鎮、民雄鄉為界。瑞峰村地屬嘉義縣梅山

瑞峰人雖然能製造出優質的高山茶與香

鄉，位於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的西部，海拔在一

糖，但因不諳行銷，未能建立自有品牌，茶葉

千至二千公尺之間，年平均溫度為攝氏二十

與香糖均以批發為主，袛能賺取微薄的生產利

度，氣候涼爽宜人、空氣清新。
瑞峰人常說：
「瑞峰是阿里山的後花園，
跨過雲端便到瑞峰。」
瑞峰村位於嘉義縣梅山
鄉海?1,300公尺的雲端深處，常年為雲霧所繚
繞，土地屬古老的沖積土壤，十分肥沃，生產
優質的「高山茶」與「香糖」，這便是瑞峰村
「茶香傳奇」
的由來。瑞峰茶在阿里山茶區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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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相當可惜！尤其921震災時，居民受到不

在地心聲

竹林休閒小木屋

簡金生

小的災害損失，亟需政府協助重建，並輔導他
們建立茶與香糖的自有品牌並拓展行銷，進而
賺取更合理的銷售利潤，藉此活絡當地經濟發
展。

瑞峰村在接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輔導
後，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過去我們生
產的優質高山茶與香糖都是以批發為主，
僅能賺取些微的生產利潤；在中小企業處的協

輔 導 心 情

助下，我們開始著手建立自己的品牌與包裝，
以及開發全新的銷售通路
（如網路、設立展售

瑞峰村的村民十分的淳樸，做事實在，待
人誠懇，對輔導計畫的參與十分積極，

中心、參與外界推廣活動...）
。另一方面，透
過辦理推廣活動、發行導覽圖、建議網站、規

每次辦活動時，都會全員參與，讓顧問們

劃套裝行程等等，將瑞峰的好山好水與農特產

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家對於教育訓練的投入與

品向外界推廣，前來瑞峰休閒旅遊的遊客，一

重視，上課時的專注與討論時熱烈，讓人深深

季比一季多，帶動了整個社區的經濟發展。在

體會他們對於吸收經營管理資訊的渴望，與提

此，深深感謝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為瑞峰帶來的

昇產業競爭力的企圖心。政府的輔導工作為他

種種協助！

們打開了通往外界的一扇窗，我們相信日後在
他們的努力之下，加上瑞峰的好山好水、優質
之高山茶、讓人再三回味的香糖、甜美的水蜜
桃及甜柿...瑞峰的美好發展前景，指日可
待！

一、 強化地方產業經濟發
展組織

輔導
項目

二、 舉辦地方之間產業觀
摩交流
三、 培育產業商品設計及行銷人才
四、 推動地方特色產業相關經營管理改善
活動
五、 協助建立行銷通路及辦理產品促銷宣
傳展售活動
六、建立產品形象、包裝設計及識別系統
七、製作促銷宣傳印刷品與促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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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導 成 果
一、質的效益
(一)建立共同願景與合作機制，強化地方
經濟發展組織。
(二)將瑞峰高山茶與香糖塑造成具歷史性
及獨特性之產業，發展共同經濟利
益，塑造高品質產品形象，以輔導建
立具特色風格之地區性產業。
(三)輔導提供經營管理之績效。
(四)協助當地導入品牌行銷的機制，以賺
取行銷利潤。
二、量的效益
(一)藉由行銷與包裝設計將茶葉售價每斤
提高200元，創造550萬元附加價值。
(二)藉由行銷與包裝設計將香糖售價每斤
提高80元，創造80萬元附加價值。
(三)創造及維持在地就業機會50人。
(四)提升社區產業總體產值達630萬元，
以活絡在地經濟之發展。

輔導廠商名錄
廠 商 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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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聯絡電話

會計的窩

林月霞

05-2501216

賴坤陽的家

賴坤陽

05-2501578

松興茶業

賴相穎

05-2501127

崧園休閒農場

賴燕輝

05-2501608

賴記高山茗茶

賴燕翔

05-2501005

雅芳渡假木屋

賴坤桂

05-2501747

竹林休閒小木屋

簡金生

05-2501483

瑞峰谷茗茶園

葉旭紋

05-2501384

含瑄廷御農莊

郭芳再

05-2501500

瑞峰高山茗茶

盧明郎

05-2501097

萬壽山茶園

鍾茂松

05-25013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