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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生態旅遊培⼒力最重要的基礎⼯工作，就是整合⼈人⼼心，建⽴立共識，增進居民所缺

少的智識與能⼒力，繼⽽而整合當地的各式資源，達成遊憩品質的提升，產業永續發

展、︑､資源永續利⽤用，居民安居樂業，同時兼顧聚落⽂文化保存與⽣生態保育的願景。︒｡ 

環⼭山、︑､松茂及南⼭山部落位於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武陵遊憩區周邊，⼈人⽂文暨⾃自

然資源豐富多樣，是推展⽣生態旅遊的極佳據點。︒｡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為配合⽣生態

旅遊政策以及與部落建⽴立良好夥伴關係，同時提昇對前往武陵遊憩區遊客之服務

品質，促進鄰近地區的產業發展，故推動⽣生態旅遊培⼒力計畫；另擬藉由本計畫協

助部落規劃⽣生態旅遊⾏行程，並輔導當地居民及業者，建⽴立⽣生態旅遊服務之永續經

營模式。︒｡ 

106年是此培⼒力計畫第三年階段，⽴立基於過去培⼒力的基礎與成果，以部落（社

區）組織經營及社區資源調查為起步，帶領社區居民採取組織分⼯工，有策略地具

體⾏行動，逐步落實⽣生態旅遊各項⼯工作；並且透過巡守監測、︑､妥善的遊程規劃、︑､環

境教育等保育作為，永續利⽤用⽬目前所擁有的珍貴⾃自然及⼈人⽂文資產。︒｡同時為了使社

區組織能穩定健全運⾏行，建⽴立各項公約及規則，做為團隊組織經營管理及⼈人員的

規範依據，使⽣生態旅遊步⼊入常軌、︑､穩定發展。︒｡ 

    環⼭山、︑､松茂以及南⼭山部落透過⽣生態旅遊培⼒力計畫的輔導與執⾏行，規劃部落⽣生

態旅遊遊程、︑､設計解說服務、︑､訂定承載量、︑､建⽴立服務作業皆有很好的成果。︒｡三部

落⽣生態旅遊團隊將秉持著運作機制和組織架構⾃自主營運，在此，對於三部落發展

⽣生態旅遊有七項核⼼心⼯工作項⽬目的建議：⼀一、︑､定期召開⼯工作會議。︒｡⼆二、︑､持續進⾏行教

育訓練，增加參與⼈人員。︒｡三、︑､落實遊客服務、︑､提升服務品質。︒｡四、︑､⾏行銷推廣。︒｡五、︑､

遊程開發。︒｡六、︑､雪管處活動的參與。︒｡七、︑､社區營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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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st fundamental work of Eco-tourism training is to integrate 
people, to build the consensus, and to enhance residents’ relative 
acknowledge and ability. Then, we can integrate various local resource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use of resources. The residents can still live happily 
while having the vision of the culture pre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Huan Shan, Song Mao and Nanshan tribes are located in the 
vicinity of Wuling Recreation Area of the Shei-Pa National Park's 
Management Department. With abundant 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this place is an excellent site for promoting eco-tourism. In response to 
the ecotourism polic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ood partnership with 
the tribe, Shei-Pa National Park Service promotes the quality of service 
to tourists in the Wuling Recreation Area and promotes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ighboring areas. Therefore, it is planned to 
promote the eco-tourism. The project assists the tribe in planning 
eco-tourism itineraries and counseling local residents and businesses to 
establish a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 for eco-tourism services. 
    In 2017,we held the third training program. the previous foundation 
and achievements, trib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community 
resource survey was our start. Throughout the community's 
communication, reaching consensus, we led the residents in taking clear 
work division, strategic approach, and  continuous concrete action to 
implement all the aspects of ecotourism.Through grasping and 
organizing the tribal core resources, we plan tribal eco-tourism trip, 
designing commentary services, setting the carrying capacity, and 
establishing service operations.  
    The triad eco-tourism team will uphold its own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Here, for the three Tribal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has seven core work proposals: First, to hold 
regular working meetings. Second, continu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crease participation. Thir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ourist services, 
improve service quality. Fourth, marketing promotion. Five, run 
development. Sixth, snow tube office activities. Seven, the community to 
create a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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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隨著經濟的發展，近幾年來國民旅遊的⾵風氣⽇日盛，⼈人們越來越重視休閒活動，

再加上政府推⾏行週休⼆二⽇日政策，使得全國各地休閒活動的推展⾵風起雲湧，間接帶

動國內整體觀光產業的快速發展，國⼈人休閒遊憩⽅方式也隨著整體觀光產業的發展

⽽而改變，從早期的⼤大眾旅遊的型態，逐漸蛻變成⾛走向⼩小眾化、︑､⽂文化與⽣生態結合、︑､

精緻化且深度化的遊憩模式。︒｡⽽而在眾多的旅遊型態中，⼜又以⽣生態旅遊最能兼具環

保與觀光雙贏之特質。︒｡ 

    ⽣生態旅遊（Eco-tourism）是⽣生態（Ecology）和旅遊（Tourism）⼆二詞的組合。︒｡

在國際⽣生態旅遊協會(The Ecotourism Society)及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的⼤大⼒力

推動下，明確的將⽣生態旅遊定義為：「⽣生態旅遊是⼀一種負責任的旅遊，顧及環境

保育，並維護地⽅方住民的福利」，逐漸改變世⼈人對旅遊型態的樣貌。︒｡ 

    ⽣生態旅遊不是僅讓遊客到具有觀光吸引⼒力的⽣生態地點從事旅遊活動⽽而已，其

最重要的意義，是藉由讓遊客在具⽣生態特⾊色之處旅遊的過程中，同時喚起遊客對

⽣生態環境的尊重與愛護，旅遊活動中所產⽣生的經濟利益（觀光消費），除了活絡

並提升當地經濟體系外，並挪⽤用部分經濟收益，在維護當地⽣生態資源與環境上。︒｡

⽽而任何觀光遊憩之開發與利⽤用，均須以對環境與資源造成最⼩小之衝擊為依歸。︒｡ 

    臺灣地區在最近幾年來，也開始重視發展⽣生態旅遊的觀念及實務。︒｡從產、︑､官、︑､

學界三者⽽而⾔言，國內學界於1990年左右開始陸續探討⽣生態旅遊的概念、︑､發展策略、︑､

規劃⽅方法、︑､選址標準、︑､實務推展經驗及旅遊⾏行程。︒｡⾏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在綜合

了國內、︑､外學者的意⾒見後，於2003年底提出的「⽣生態旅遊⽩白⽪皮書」中進⼀一步定義

⽣生態旅遊為：「⼀一種在⾃自然地區所進⾏行的旅遊形式，強調⽣生態保育的觀念，並以

永續發展為最終⽬目標」。︒｡以兼顧國家公園的保育與發展的前提下，教育遊客秉持

著尊重⾃自然、︑､尊重當地居民的態度，並且提供遊客直接參與環境保育⾏行動的機會，

在積極貢獻的過程中，得以從⼤大⾃自然中獲得喜悅、︑､知識、︑､與啟發。︒｡符合此定義的

⽣生態旅遊，必須要透過解說引領遊客瞭解並欣賞當地特殊的⾃自然與⼈人⽂文環境，提

供環境教育以增強遊客的環境意識，引發負責任的環境⾏行動，並將經濟利益回饋

造訪地，除藉以協助當地保育⼯工作的進⾏行外，亦提升當地居民的⽣生活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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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目標 

    本計畫的主要⼯工作項⽬目有六項，包括： 

⼀一、︑､落實⽣生態旅遊運作機制：輔導部落定期召開⼯工作會議，確定⽣生態旅遊經營組

織之⼈人員分⼯工⽅方式，建⽴立⽣生態旅遊服務作業流程（SOP），朝向⾃自主經營發展。︒｡ 

⼆二、︑､組織社區⽣生態巡守隊：定期巡護並監測記錄⽣生態旅遊路線之⽣生物資源，落實

社區保育機制，發揮在地守護的功能。︒｡ 

三、︑､相關課程培訓及⼯工作坊：強化服務⼈人才之專業能⼒力(⾄至少30⼩小時，每場次⾄至少

須有15名學員參加)。︒｡持續培育遊程導覽解說、︑､餐飲、︑､住宿及⽂文創商品相關服務體

系⼈人員，以課程講解、︑､遊程活動、︑､⼯工作坊、︑､實務操作等⽅方式辦理。︒｡ 

四、︑､⽣生態旅遊宣傳⾏行銷 

   (⼀一)、︑､遊客後續追蹤：提供活動訊息及優惠措施，創造忠實顧客。︒｡ 

   (⼆二)、︑､強化網路宣傳：積極使⽤用網路平台(專屬網⾴頁及 FB 粉絲專⾴頁)定期更新

內容增加吸睛度。︒｡ 

  (三)、︑､開發新遊程路線：各部落須開發⾄至少 1 條新遊程路線，包含⽂文化特⾊色、︑､

⾃自然⽣生態、︑､步道巡禮。︒｡ 

  (四)、︑､宣傳摺⾴頁：視推廣需求規劃並印製摺⾴頁500份。︒｡ 

  (五)、︑､在地教材：第⼀一年所彙編的在地教材視情況增修(滾動式修正)將電⼦子檔提

供給部落學員，以電⼦子載具運⽤用學習。︒｡ 

五、︑､建⽴立跨部落⽣生態旅遊聯盟：整合三部落的資源開發套裝⾏行程，擴⼤大遊程⾯面向，

並透過串連的機制讓部落彼此合作、︑､互相⽀支援。︒｡ 

六、︑､⽣生態旅遊遊客導⼊入操作：針對設計的遊程開放網路報名(⾄至少3梯次，2天1夜)，

透過實際帶遊客體驗⾏行程及問卷調查，逐次檢視⽣生態旅遊之執⾏行內容、︑､遊客反應，

進⽽而修正遊程設計之各項活動項⽬目、︑､導覽內容或服務品質。︒｡ 

    我們預期達成的⽬目標包括： 

⼀一、︑､使受輔導之業者，具備發展⽣生態旅遊之能⼒力，達到促進地⽅方產業、︑､提升旅遊

服務品質、︑､維護⽣生態環境、︑､保存原住民⽂文化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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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環⼭山、︑､松茂及南⼭山等三部落，成為參訪武陵的遊客之絕佳中途休憩點，讓

遊客優先感受到國家公園的保育理念，並獲得環境教育的機會 。︒｡ 

三、︑､強化民眾參與的意願，並強化在地夥伴關係，國家公園夥伴關係的建⽴立是國

家公園⾧長遠經營管理與保育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透過發展⽣生態旅遊的輔導培

⼒力，促進社區及民眾參與國家公園所推動之經管及保育活動機制，追求彼此的融

合。︒｡ 

四、︑､整合部落資源，凝聚部落居民發展⽣生態旅遊的共識，透過在地教材的編撰、︑､

相關課程培訓及成功社區的參訪、︑､主題遊程的開發設計及推廣，永續發展部落⽣生

態旅遊事業。︒｡讓⽣生態、︑､⽣生產、︑､⽣生活三者共⽣生共榮，達到社區⽣生態保育、︑､⽂文化保存

及社區產業發展三贏、︑､永續發展的整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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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及⼯工作地點包括了臺中市和平區環⼭山、︑､松茂部落及宜蘭縣⼤大同鄉

南⼭山部落等三個部落（⾒見圖⼀一），其範圍皆在雪霸國家公園週邊，相關地理位置

請參照下圖所⽰示： 

 

圖⼀一、︑､南⼭山、︑､環⼭山、︑､松茂三部落相對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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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計畫⽅方法 

    本計畫預期協助整合武陵遊憩區附近環⼭山、︑､松茂及南⼭山部落⽣生態旅遊之結構，

提昇區域內、︑､外整體服務品質與環境保育觀念提倡，整體規劃核⼼心⽅方針，乃是透

過持續不斷的社區會議建⽴立⽣生態旅遊運作機制的架構、︑､以現有遊程資源建⽴立社區

⽣生態巡守隊更深⼊入掌握⽣生物物候資訊以期研發出新的遊程路線。︒｡透過專業⼈人才培

訓課程達成部落學員增能的⽬目的，並持續進⾏行三部落網路⾏行銷的能⾒見度藉以宣傳

部落並促成各部落的策略聯盟以期進⾏行各類產業提升，強化區域觀光競爭潛⼒力，

厚植觀光永續發展之基⽯石。︒｡計畫具體實施⽬目標如下： 

⼀一、︑､導⼊入專家學者輔導⽣生態旅遊業者，針對主要問題進⾏行深⼊入瞭解與問題排除，

並可即時導⼊入相關資源，減少部落產業發展過程中所衍⽣生的阻礙因⼦子。︒｡ 

⼆二、︑､⿎鼓勵並協助部落學員定期召開會議，落實已建⽴立的⽣生態旅遊運作架構期使更

臻成熟可獨⽴立運作。︒｡ 

三、︑､辦理⽣生態旅遊培⼒力課程及三部落互訪分享座談會，灌輸部落⽣生態旅遊正確觀

念，並協助建⽴立跨部落策略聯盟運作機制，打造原鄉⽣生態旅遊的模範。︒｡ 

四、︑､規劃系列課程進⾏行產業⼈人才培訓，活化現有組織與培訓適當⼈人才，強化並且

延續部落產業經營⼈人⼒力。︒｡ 

五、︑､實地操作⽣生態旅遊遊程，並學習運⽤用網路、︑､部落地圖、︑､多媒體、︑､解說⼿手冊等

媒介，辦理⽣生態旅遊遊程體驗，培⼒力社區居民，促進社區產業發展，提供在地就

業機會。︒｡ 

六、︑､與地⽅方居民共同規劃、︑､執⾏行，研發差異性產品、︑､承載量規劃、︑､遊客導⼊入規劃、︑､

服務品質管控、︑､策略聯盟及成效評估。︒｡ 

七、︑､建⽴立⽣生態旅遊服務體系、︑､培養⾃自主運作、︑､服務品質管控、︑､新活動課程的研發、︑､

與各級產業之整合。︒｡⽣生態旅遊可視為⼀一種社區永續發展的策略，亦是社區營造與

環境教育的過程，引導社區居民參與社區⾃自然及⼈人⽂文資源保育，避免因過度開發

與不當利⽤用造成的資源衰退與環境破壞；同時⽣生態旅遊可以培⼒力社區居民，促進

社區產業發展，提供在地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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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文獻回顧 

    雪霸國家公園近年來對於轄區周圍鄰近的部落，做過許多對鄰近部落協助建

設的研究，並推動許多共營共榮的政策，且積極與部落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並

加強提升遊客的服務品質。︒｡這些研究及輔導培⼒力案包括： 

89年 雪⾒見地區發展⽣生態⽂文化旅遊運作模式之研究 

92年 原住民觀光休憩產業永續經營之研究：以雪霸國家公園雪⾒見地區為例 

93年 雪⾒見周邊地區（苗栗縣泰安鄉南三村）部落整體意象規劃 

93年 雪霸國家公園雪⾒見地區原住民民宿發展可⾏行性之調查與規劃 

93年 原住民觀光休憩產業永續經營之研究：以雪霸國家公園雪⾒見地區為例(⼆二) 

94年 雪霸國家公園⽣生態旅遊整體規劃研究 

94年 雪霸國家公園雪⾒見地區發展民宿評估之研究 

95年 ⼆二本松交通轉運服務站設⽴立可⾏行性評估暨興辦事業計畫 

96年 雪霸國家公園雪⾒見地區遊客轉運服務規劃 

98年 雪⾒見地區⽣生態旅遊相關業者之專業輔導及象⿐鼻部落之培⼒力 

100、︑､101年 雪⾒見地區⽣生態旅遊培⼒力計畫 

101、︑､102年 新⽵竹縣五峰鄉⽩白蘭部落⽣生態旅遊培⼒力計畫 

103、︑､104年度 臺中市和平區環⼭山、︑､松茂部落及宜蘭縣⼤大同鄉南⼭山部落⽣生態旅遊培

⼒力計畫 

105年度 臺中市和平區環⼭山、︑､松茂部落及宜蘭縣⼤大同鄉南⼭山部落⽣生態旅遊培⼒力計

畫 

    武陵遊憩區享負盛名，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同時希望透過⼈人才培訓與部落建

⽴立夥伴關係，共同發展週邊部落⽣生態旅遊事業，同時也扶助部落社區的⽣生活與⽣生

計得到提升與幫助。︒｡為配合國家公園重視的⽣生態旅遊政策，以及與部落建⽴立良好

的保育夥伴關係，促進國家公園鄰近地區的產業發展，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繼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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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4年、︑､105年對環⼭山、︑､松茂及南⼭山部落進⾏行⽣生態旅遊培⼒力計畫之後，繼續推

動106年環⼭山、︑､松茂及南⼭山部落⽣生態旅遊培⼒力計畫，透過培⼒力計畫對部落的旅遊民

宿、︑､餐飲業者及其他居民，進⾏行專業的輔導，並提供專業諮詢，期待經由適當遊

程的規劃、︑､居民社區意識的凝聚、︑､部落⽣生態旅遊運作能⼒力的提升，⼀一起來整合部

落資源，並形塑部落旅遊特⾊色，培養業者經營永續⽣生態旅遊之能⼒力，達成雪霸國

家公園遊客服務品質的提升，同時兼顧部落⽂文化保存與⽣生態保育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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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主題背景及有關研究之探討 

    近年來在全球氣候變遷⽇日益加劇下，有關環境保育與永續發展議題持續受到

國際關注、︑､如何建⽴立國家公園與原住居民之良好夥伴關係、︑､並推動公私領域互利

共贏局⾯面，也成為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策略與計畫之重要發展理念。︒｡為了使國家公

園轄區之⼟土地管理、︑､永續利⽤用、︑､經營管理及執⾏行計畫等更契合在地保育及環境整

體發展，達成園區住民與環境共存共榮的⽬目標，故推動以輔導轄區原住民經營⽣生

態旅遊為起點，進⽽而達到促進地⽅方產業發展、︑､提升旅遊服務品質、︑､維護⽣生態環境、︑､

保存原住民⽂文化等效益。︒｡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鑑於⽣生態旅遊對臺灣當今整體發展之重要意義，

且臺灣在全球化激烈競爭下亦須有效推展⽣生態旅遊，故從國⼟土資源保育⾓角度修訂

「⽣生態旅遊⽩白⽪皮書」，其定義⽣生態旅遊為：「⼀一種在⾃自然地區所進⾏行的旅遊形式，

強調⽣生態保育的觀念，並以永續發展為最終⽬目標」。︒｡符合此定義的⽣生態旅遊，必

須要透過解說，引領遊客瞭解並欣賞當地特殊的⾃自然與⼈人⽂文環境，提供環境教育，

以增強遊客的環境意識，引發負責任的環境⾏行動，並將經濟利益回饋當地，除藉

以協助當地保育⼯工作的進⾏行外，亦提升當地居民的⽣生活福祉。︒｡ 

    對臺灣的國家公園⽽而⾔言，國家公園之發展，應以整體國⼟土永續發展之典範為

其定位，其最優先⽬目標為：⼀一、︑､國家公園為國⼟土保育的核⼼心區。︒｡⼆二、︑､國家公園應

為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典範。︒｡三、︑､國家公園應為世界接軌知識平台。︒｡所以國家公

園，亦賦有推⾏行以環境保育為宗旨的⽣生態旅遊之責任，但在推動⽣生態旅遊時，需

整合「基於⾃自然」、︑､「環境教育與解說」、︑､「永續發展」、︑､「喚起環境意識」及

「利益回饋」等五個⾯面向，才能顯現⽣生態旅遊的精神。︒｡ 

    然⽽而在推動⽣生態旅遊的同時，要兼顧三個構⾯面，亦即穩定度，接受度及容許

度等，McCool（1995）從穩定度（Stability）、︑､接受度（Acceptability）與容許度

（Capacity）詮釋永續觀光的內涵。︒｡所謂穩定度是指⼀一個地⽅方整體環境呈現的穩

定狀態，其可從⾃自然與社會兩個層⾯面描述。︒｡⾸首先，從⾃自然環境的層⾯面⽽而⾔言，各種

⾃自然環境因⼦子（例如景觀、︑､林相、︑､⽔水體、︑､動植物、︑､地形、︑､⼟土壤、︑､地質、︑､空氣、︑､寧

靜、︑､視野⋯⋯）的組成、︑､分布、︑､交互作⽤用及循環均未受到顯著的變化。︒｡⾄至於社會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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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穩定性則是指傳統⽂文化、︑､社會⾵風氣、︑､社會秩序、︑､社會規範與社會結構的維持

與不劇變、︑､政治權⼒力分布均勻、︑､合理的貧富差距、︑､適宜的⼟土地利⽤用、︑､民⽣生物價穩

定、︑､就業機會公平、︑､合理的⼯工作所得。︒｡接受度則是指當地居民或觀光遊憩管理者

對於因觀光發展或活動造成整體環境受到⼲干擾或改變所能接受或忍受的程度，在

這之前必須先要有共識，也就是共同認知的⽬目標，例如要怎樣的⽣生活品質？要怎

樣的⾃自然環境與空間？要怎樣的經濟⽔水平？要盡什麼責任與義務？要留給下⼀一

代什麼？⾄至於容許度則是指環境承受觀光發展或活動的能⼒力，在此承受能⼒力下環

境所受到的改變是可以回復的。︒｡照McCool(1995)的觀點，在進⾏行⽣生態旅遊規劃與

推動時，若能顧及上述穩定度、︑､接受度與容許度三項構⾯面，則環境保護與觀光利

⽤用應可達到平衡並具適宜性。︒｡ 

    另外，為了有效的推展與規劃⽣生態旅遊，宋秉明(2000)根據屬性、︑､⽬目的、︑､可

⾏行性與許多研究的發現，提出五類⼗十三項原則供推展時之參考，分述如下： 

⼀一、︑､尺度與順序類（development scale and priority） 

  (⼀一)、︑､推展的政策⾯面應該從⼤大尺度也就是整體性來考量。︒｡ 

  (⼆二)、︑､推展的實⾏行⾯面則必須從⼩小尺度也就是地⽅方或社區著⼿手。︒｡ 

  (三)、︑､採⽤用由下⽽而上（from the bottom up）的⽅方式，從地⽅方社區做起，待累積

正⾯面的經驗後再逐漸擴展⾄至更⼤大範圍之區域。︒｡以臺灣為例，可考慮的尺度順序依

次為：社區（村）→鄉（鎮）→縣（市）→區域→全島。︒｡ 

⼆二、︑､參與組成與程度類（development participation） 

  (⼀一)、︑､參與者應包括地⽅方各階層領域之代表。︒｡ 

  (⼆二)、︑､參與的程度應以參與到或影響到決策之形成為原則。︒｡ 

三、︑､成⾧長規模與速率類（development growth） 

  (⼀一)、︑､成⾧長的規模與速度應由內部因⼦子⽽而定，⽽而⾮非由外⼒力決定—所謂內部因⼦子

是指當地環境及資源、︑､社會與⽂文化、︑､經濟、︑､居民共識。︒｡ 

  (⼆二)、︑､成⾧長的規模應以維持資源多樣性為指標。︒｡ 

四、︑､⽬目標⽅方向類（goals and directions） 

  (⼀一)、︑､確保當地⼀一定程度的⽣生活品質（含環境、︑､⽂文化與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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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使後代⼦子孫仍保有同現代等級的⽣生態特性。︒｡ 

  (三)、︑､建⽴立地⽅方居民的⾃自信與⾃自理能⼒力。︒｡ 

  (四)、︑､經濟⽬目標應以謀求最適⽽而⾮非最⼤大利益為導向。︒｡ 

  (五)、︑､不以消費者的需求為導向。︒｡ 

五、︑､⽅方法與⽅方式類（methods） 

  (⼀一)、︑､以公平性與合理性處理社會⾯面事務。︒｡ 

  (⼆二)、︑､避免對⾃自然環境直接粗暴的破壞與變動。︒｡ 

    以上這些論述，都將成為我們在執⾏行本次輔導培⼒力計畫的參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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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計畫辦理情形 

    本年度完成辦理之⼯工作項⽬目有落實⽣生態旅遊運作機制、︑､組織社區⽣生態巡守隊、︑､

強化服務⼈人才之專業能⼒力，共完成30⼩小時課程，每場次⾄至少有15名學員參加，持

續培育遊程導覽解說、︑､餐飲、︑､住宿及⽂文創商品相關服務體系⼈人員，以課程講解、︑､

遊程活動、︑､⼯工作坊、︑､實務操作等⽅方式辦理。︒｡持續進⾏行⽣生態旅遊宣傳⾏行銷⼯工作，透

過『松茂部落Tabuk⼩小旅⾏行』、︑､『環⼭山部落Sqoyaw⼩小旅⾏行』、︑､『南⼭山部落Pyanan

⼩小旅⾏行』的網站及三部落各店家的粉絲專⾴頁定期更新內容增加吸睛度，不定期提

供活動訊息及部落旅遊資訊，創造忠實顧客。︒｡印製三部落⽣生態旅遊摺⾴頁共計⼀一萬

五千份，彙編在地教材並持續滾動式修正內容，並提供電⼦子檔給學員利⽤用⼿手機載

具即時性的學習。︒｡ 

    今年度三部落也開發新的遊程路線，其中內涵包括⽂文化特⾊色、︑､⾃自然⽣生態及步

道巡禮，並整合三部落的資源開發套裝⾏行程，擴⼤大遊程⾯面向，並透過串連的機制

讓部落彼此合作、︑､互相⽀支援。︒｡舉辦三梯次兩天⼀一夜的遊程路線套裝⾏行程體驗活動，

針對設計的遊程開放網路報名，透過實際帶遊客體驗套裝⾏行程及採⽤用問卷調查分

析，逐次檢視⽣生態旅遊之執⾏行內容、︑､遊客反應，進⽽而修正遊程設計之各項活動項

⽬目、︑､導覽內容或服務品質。︒｡ 

本計畫辦理各項⼯工作時程如下： 

⼯工作項⽬目 106 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計畫說明會 V            

始業式  V           

落實⽣生態旅遊運作機制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組織社區⽣生態巡守隊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服務⼈人才專業能⼒力培訓課程(1/2)  V V V V        

⽣生態旅遊遊客導⼊入操作(第⼀一梯次)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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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審查會議     V        

服務⼈人才專業能⼒力培訓課程(2/2)      V V V     

⽣生態旅遊遊客導⼊入操作(第⼆二梯次)         V    

⽣生態旅遊宣傳⾏行銷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期中審查會議         V    

建⽴立跨部落⽣生態旅遊策略聯盟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生態旅遊遊客導⼊入操作(第三梯次)           V  

期末審查會議            V 

結案            V 

表⼀一、︑､ 本計畫辦理各項⼯工作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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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落實⽣生態旅遊運作機制 

    為了達到⽣生態旅遊運作機制的實現與永續經營，原住民部落以部落（社區）

為主體來推動旅遊是必須的。︒｡從整合⼈人⼼心、︑､建⽴立共識為部落發展⽣生態旅遊的基礎

共識下，提升社區居民⽣生活與產業共榮、︑､對環境品質提升有感、︑､減低負⾯面觀光衝

擊以及維繫社區產業永續發展來建構以社區為核⼼心之⽣生態旅遊發展模式，部落定

期召開⼯工作會議，確定⽣生態旅遊經營組織之⼈人員分⼯工⽅方式，建⽴立⽣生態旅遊服務作

業流程（SOP），朝向⾃自主經營發展⽣生態旅遊之⽬目標為最重要之核⼼心價值與⼯工作。︒｡ 

    南⼭山、︑､環⼭山、︑､松茂三部落⾃自103年7⽉月起⾄至今接受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本

公司進⾏行⽣生態旅遊培⼒力計畫案的輔導，從1.掌握社區核⼼心資源價值、︑､2.資源保育觀

念的建⽴立、︑､3.社區居民的整合與溝通、︑､4.組織與機制的建⽴立、︑､5.⽣生態旅遊產業的操

作，總量管制、︑､6.回饋機制的實踐，六個⾯面向進⾏行操作。︒｡三部落因各部落組成份

⼦子學習與認知的差異以及部落所處地理位置和產業經濟模式所展現的成果各有

不同，三部落分別從『現況與成果』、︑､『組織分⼯工』、︑､『總量管制』、︑､『回饋機

制』分述如下： 

⼀一、︑､ 松茂部落 

（⼀一）、︑､現況與成果：松茂部落每⽉月第⼀一週週⽇日固定進⾏行遊程路線巡守和召開⼯工

作會議，以團隊之⼒力共同承擔⽣生態旅遊產業的發展，也將培⼒力課程所學落實在各

家粉絲專⾴頁的經營上，共同⾏行銷部落，⽬目前透過網站的⾏行銷與摺⾴頁的發放，還有

遊客⼝口⽿耳相傳，經常有旅⾏行社業者、︑､遊覽⾞車司機、︑､九⼈人座司機前來接洽部落⽣生態

旅遊套裝⾏行程事宜，促使松茂部落的⽣生態旅遊產業蒸蒸⽇日上，⽬目前朝向穩定成⾧長

的⽅方向前進。︒｡ 

（⼆二）、︑､組織分⼯工： 

窗⼝口：張鳳英、︑､施妤瑾 

出納：張有⽂文 

住宿組：蔡英孝（梨⼭山牧耀.巴雅斯）、︑､張鳳英（梨⼭山春發休閒農園）、︑､張有⽂文（⾕谷

慕的家）、︑､吳星妹（妮杜星星）、︑､張惠美（張⾬雨⽣生之家）、︑､胡陳淑美（Yungay

胡媽媽接待家庭）共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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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組：張鳳英、︑､施妤瑾、︑､何秋菊、︑､吳星妹、︑､曾聖茹、︑､連邱美麗、︑､林莉芳、︑､胡陳

淑美、︑､張惠美（⽣生態旅遊團隊成員中的婦⼥女，會透過分⼯工⼀一起張羅遊客的餐⾷食，

包括備餐、︑､主餐及善後等⼯工作） 

導覽解說組：張有⽂文 

⽂文化表演組：蔡⾧長管、︑､張有⽂文、︑､胡春發、︑､連邱美麗、︑､張惠美、︑､吳星妹、︑､張鳳英、︑､

胡陳淑美、︑､何秋菊、︑､曾聖茹、︑､施妤瑾、︑､宋⽟玉蓮（團隊成員皆⼀一起參與，泰雅烤⾁肉、︑､

古調吟唱、︑､泰雅歌謠、︑､迎賓舞蹈、︑､才藝表演、︑､泰雅傳說與笑話、︑､搗⿇麻糬，也經常

邀請松茂⾧長⽼老教會伊雅各牧師、︑､師母⼀一起參與，祈福祝禱與⽤用餐） 

⼿手⼯工藝組：連邱美麗、︑､宋⽟玉蓮 

（三）、︑､總量管制： 

松茂部落總共有六家接待家庭，⼗十五位成員。︒｡⼀一次最多可以接待兩輛⼤大型遊覽巴

⼠士，共計遊客⼋八⼗十⼈人次。︒｡⽬目前以此⼈人數為部落發展⽣生態旅遊的總量管制上限，以

期維護旅遊品質。︒｡ 

（四）、︑､回饋機制： 

⽣生態旅遊收益的 10%撥出為公基⾦金，其中 5%納⼊入松茂社區發展協會，5%納⼊入松

茂部落⽣生態旅遊團隊基⾦金。︒｡松茂部落⽣生態旅遊團隊公基⾦金⽬目前累積有 10250 元。︒｡ 

⼆二、︑､ 環⼭山部落 

（⼀一）、︑､現況與成果：環⼭山部落夥伴成員年齡分佈廣，有年輕⼈人也有年⾧長者，本

是⼀一件美事，但因部落⽂文化和缺乏良好的互動與溝通，反⽽而形成代溝。︒｡但經過輔

導團隊努⼒力的溝通整合，已逐步化解彼此的⼼心結與嫌隙，終於在 11 ⽉月 4-5 ⽇日環⼭山

⼩小旅⾏行檢討會後再次開展沈寂已久的固定會議。︒｡⼤大家願意再次整合，把團隊運作

起來，不致辜負雪霸處與輔導團隊多年培⼒力的苦⼼心與⽤用⼼心。︒｡⽬目前透過網站的⾏行銷

與摺⾴頁的發放，還有遊客⼝口⽿耳相傳，經常有旅⾏行社業者、︑､遊覽⾞車司機、︑､九⼈人座司

機及教會團體前來接洽部落⽣生態旅遊套裝⾏行程事宜，⽣生態旅遊業務也逐漸成⾧長。︒｡ 

（⼆二）、︑､組織分⼯工： 

窗⼝口：圈⾕谷資訊、︑､胡⽉月桂、︑､童齡儀 

出納：林夢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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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組：胡⽉月桂（銀杏蘭莊）、︑､⿈黃家芳（歌瑟亞農莊）、︑､吳張阿英（希瑪農莊）、︑､

張幸汝（屋頂的天空）、︑､弗代莫拿（空野原）、︑､宋勝雄（詩歌謠的天空）、︑､林夢

婷（瑪岱夢接待家庭）、︑､童齡儀（波波的家，新加⼊入成員）共⼋八家。︒｡ 

餐飲組：胡⽉月桂、︑､吳張阿英（餐飲由兩位婦⼥女各⾃自負責，皆使⽤用⾃自家的廚房與⽤用

餐空間接待團客，⽬目前尚無共同分⼯工的機制，還需努⼒力。︒｡） 

導覽解說組：莊建和、︑､宋進⽟玉、︑､羅以撒（宋進⽟玉、︑､羅以撒為基督教安息⽇日會環⼭山

教會的⾧長⽼老和牧師，週六為安息⽇日，以教會⼯工作為主，不接導覽⼯工作），若遇週

六接待遊客，導覽⼯工作都由莊建和負責。︒｡ 

⽂文化表演組：基督教安息⽇日會環⼭山教會會友（天空樂團） 

⼿手⼯工藝組：楊寶惠、︑､張幸汝 

（三）、︑､總量管制： 

環⼭山部落總共有⼋八家接待家庭，⼗十⼋八位成員。︒｡⼀一次最多可以接待兩輛⼤大型遊覽巴

⼠士，共計遊客⼋八⼗十⼈人次。︒｡⽬目前以此⼈人數為部落發展⽣生態旅遊的總量管制上限，以

期維護旅遊品質。︒｡ 

（四）、︑､回饋機制： 

⽣生態旅遊收益⼀一成撥出為公基⾦金，全數納⼊入環⼭山社區發展協會。︒｡由於環⼭山社區發

展協會與團隊連結不多，僅協助團客領據的開⽴立，團隊夥伴將於11⽉月的固定會議

中提出回饋機制的再議與分配，已交由團隊中成員，⽬目前任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宋勝雄帶回社區發展協會進⾏行討論，後續再議。︒｡⽬目前⽣生態旅遊團隊由參與夥伴每

⼾戶繳納2000元以充實公基⾦金，⽬目前公基⾦金有16000元。︒｡ 

三、︑､ 南⼭山部落 

（⼀一）、︑､現況與成果：南⼭山部落⾼高麗菜產業⾮非常龐⼤大，全區幾乎都採取慣⾏行栽種、︑､

施放⽣生雞糞，有農藥氣味和蒼蠅漫⾶飛的狀況。︒｡以致⽣生態旅遊產業和現⾏行產業經常

拉扯，部落夥伴疲於奔命。︒｡南⼭山部落雖擁有極具⽣生態特⾊色的羅葉尾溪、︑､檜⽊木林道，

但都距離部落有 30 分鐘的⾞車程，所以夥伴們每⽉月進⾏行巡守需耗費⾞車程時間與油料

費，意願不⾼高。︒｡團隊中有夥伴經常不遵守運作機制的共識，若遇遊客砍價就妥協，

時常造成窗⼝口的困擾，也因此產⽣生嫌隙無法共同運作。︒｡雖偶爾透過輔導團隊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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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輔導化解嫌隙，但因共識不強，夥伴常因私事耽誤公事，或遇種植⾼高麗菜農

事繁複，綜觀前述之因，南⼭山部落團隊⽬目前⾛走⾛走停停，尚需時⽇日溝通整合。︒｡ 

（⼆二）、︑､組織分⼯工： 

窗⼝口：顏美珠、︑､張念君 

出納：古清志 

住宿組：⿈黃天財（魯刹民宿）、︑､伊⾼高夏（拿住接待家庭）、︑､林春勇（哈勇都利的

家）、︑､⿈黃千蓉（莎韻民宿）共四家。︒｡ 

餐飲組：顏美珠（古家⽜牛⾁肉麵）。︒｡（餐⾷食的預備和⽤用餐場地皆在古家⽜牛⾁肉麵，由

顏美珠負責，其家⼈人協助，其他夥伴會協助善後的整理⼯工作。︒｡） 

導覽解說組：林春勇、︑､⿈黃天財 

⽂文化表演組：⿈黃天財、︑､林春勇（搗⿇麻糬） 

⼿手⼯工藝組：聶曼⽐比令、︑､李陳淑媛 

（三）、︑､總量管制： 

南⼭山部落總共有四家接待家庭，⼗十⼀一位成員。︒｡⼀一次最多可以接待⼀一輛⼤大型遊覽巴

⼠士，共計遊客四⼗十⼈人次。︒｡⽬目前以此⼈人數為部落發展⽣生態旅遊的總量管制上限，以

期維護旅遊品質。︒｡ 

（四）、︑､回饋機制：⽣生態旅遊收益撥⼀一成納⼊入團隊公基⾦金。︒｡公基⾦金累積為5854元。︒｡ 

四、︑､⼩小結： 

    根據三部落三年來計畫成果評估，以松茂部落最穩健發展，故特別針對松茂

部落之『運作⽅方法』、︑､『成員特質』、︑､『松茂部落單⼀一窗⼝口接團統計及收益表』

及『解決⽅方案』四個⽅方⾯面加以說明如下： 

（⼀一）、︑､運作⽅方法： 

 1、︑､松茂部落⽣生態旅遊團隊每個⽉月召開固定會議，討論團隊⼤大⼩小事、︑､經驗分享、︑､

遊客接待及會後檢討。︒｡ 

 2、︑､運作機制是由窗⼝口對外負責接聽電話、︑､聯絡客⼈人，了解客⼈人需求、︑､客製化

遊程安排及各項⼊入住細節，對內則統籌接團相關事宜，成團後通知各組⼈人員開

會討論流程、︑､分配⼯工作，並召開檢討會議。︒｡餐飲組負責部落⾵風味餐；⽂文化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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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負責迎賓接待及晚會表演；⼿手⼯工藝組負責提供泰雅⼿手⼯工藝品及 DIY 教學；

導覽解說組負責景點導覽解說；出納負責各項收⽀支及保管。︒｡ 

3、︑､承接旅⾏行社的團客，對外報價加收⼀一成，⽀支付旅⾏行社的服務費。︒｡ 

（⼆二）、︑､成員特質 

姓名 張鳳英 

職位 ⽣生態旅遊團隊窗⼝口、︑､住宿組⼈人員、︑､餐飲組⼈人員、︑､松茂部落社區發展協會

監事 

特質 個性負責、︑､有號召⼒力，對於餐飲料理有實⼒力及創意，具有對外接洽應對

技巧及組織團隊能⼒力，因此擔任窗⼝口及餐飲組⼈人員。︒｡ 

  

姓名 施妤瑾 

職位 住宿組⼈人員、︑､餐飲組⼈人員 

特質 ⽣生態旅遊團隊窗⼝口、︑､個性溫和、︑､友善，為團隊中年輕成員。︒｡⽀支援各項團

隊活動，也參與課程學習、︑､⽣生態巡守隊等。︒｡ 

 

姓名 張有⽂文 

職位 ⽣生態旅遊團隊出納、︑､導覽解說⼈人員、︑､⽂文化表演組⼈人員、︑､松茂部落護⿂魚隊

隊員 

特質 極富專業在地動植物知識及深厚的泰雅⽂文化涵養，松茂部落耆⽼老，因此

擔任⽣生態巡守隊隊⾧長及導覽解說員。︒｡⽂文化表演活動時常擔任引⾔言⼈人及主

持⼈人的⾓角⾊色。︒｡ 

 

姓名 蔡英孝 

職位 住宿組⼈人員、︑､松茂部落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松茂護⿂魚隊隊員 

特質 團隊中的年輕成員，同時也是社區發展協會成員之⼀一，是團隊與協會中

間良好的溝通橋樑，具有新思維且對於網路操作較為熟悉。︒｡ 

 

姓名 吳星妹 

職位 住宿組⼈人員、︑､餐飲組⼈人員、︑､⽂文化表演組、︑､松茂⾧長⽼老教會⾧長⽼老 

特質 個性溫柔、︑､和善，團隊中配合度最佳。︒｡同時為松茂教會⾧長⽼老，使團隊有

更多與教會連結的機會。︒｡ 

 

姓名 張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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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住宿組⼈人員、︑､餐飲組⼈人員、︑､⽂文化表演組、︑､松茂⾧長⽼老教會⾧長⽼老 

特質 張⾬雨⽣生母親，個性親切、︑､害羞，需要夥伴們從旁⿎鼓勵。︒｡熟悉泰雅傳統舞

蹈，因此擔任⽂文化表演組成員。︒｡ 

 

姓名 胡陳淑美 

職位 住宿組⼈人員、︑､餐飲組⼈人員、︑､⽂文化表演組⼈人員、︑､松茂⾧長⽼老教會⾧長⽼老 

特質 個性勤奮、︑､擅⾧長泰雅傳統歌唱及舞蹈，因此擔任⽂文化表演組成員。︒｡同時

為松茂教會⾧長⽼老，使團隊有機會與教會更多連結。︒｡ 

 

姓名 蔡⾧長管 

職位 ⽂文化表演組⼈人員、︑､松茂⾧長⽼老教會⾧長⽼老 

特質 為⼈人熱⼼心，具備泰雅⽂文化涵養、︑､致⼒力於⽂文化保存及泰雅族語歌曲創作，

因此擔任⽂文化表演組成員。︒｡ 

 

姓名 胡春發 

職位 ⽂文化表演組⼈人員、︑､松茂部落社區發展協會監事、︑､松茂部落護⿂魚隊隊員 

特質 部落耆⽼老，熟悉部落歷史、︑､傳統狩獵技巧及泰雅古調吟唱。︒｡同時積極參

與部落事物，擔任松茂部落護⿂魚隊隊員。︒｡ 

 

姓名 林莉芳 

職位 住宿組⼈人員、︑､餐飲組⼈人員 

特質 個性熱情、︑､活潑⼤大⽅方，團隊中年輕成員、︑､有想法。︒｡對於餐飲有想法和創

意，也願意嘗試。︒｡ 

 

姓名 何秋菊 

職位 住宿組⼈人員、︑､餐飲組⼈人員、︑､⽂文化表演組⼈人員 

特質 個性和善、︑､溫柔，對於餐飲及擺盤有經驗，因此擔任餐飲組⼈人員。︒｡擅⾧長

舞蹈表演，也為⽂文化表演組⼈人員。︒｡ 

 

姓名 曾聖茹 

職位 住宿組⼈人員、︑､餐飲組⼈人員 

特質 個性溫和、︑､友善，為團隊中年輕成員。︒｡⽀支援各項團隊活動，也積極參與

課程學習、︑､⽣生態巡守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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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連邱美麗 

職位 ⼿手⼯工藝組⼈人員、︑､⽂文化表演組⼈人員 

特質 個性善良、︑､客氣，擁有⾃自⼰己的⼿手⼯工藝⼯工作坊，製作泰雅圖騰布包及服飾，

提供社區展⽰示及銷售。︒｡擅⾧長泰雅舞蹈，因此為⽂文化表演組⼈人員。︒｡ 

 

姓名 宋⽟玉蓮 

職位 ⼿手⼯工藝組⼈人員、︑､⽂文化表演組⼈人員 

特質 專⾧長泰雅⼿手⼯工織布，作品有有⼿手⼯工編織包及傳統服飾、︑､配件。︒｡擅⾧長製作

泰雅傳統⾷食物，如醃⾁肉、︑､飯⾷食等。︒｡有泰雅傳統歌謠表演經驗，因此擔任

⽂文化表演組⼈人員。︒｡ 

（三）、︑､松茂部落單⼀一窗⼝口接團統計及收益表 

表⼆二代表團體遊客透過部落⽣生態旅遊單⼀一窗⼝口參與⽣生態旅遊⾏行程。︒｡由表⼆二可知，

松茂部落的旅遊旺季為⼀一⽉月、︑､七⽉月、︑､⼋八⽉月、︑､⼗十⾄至⼗十⼆二⽉月。︒｡這些季節分別是櫻花季、︑､

暑期避暑及⽔水蜜桃季節、︑､從⼗十⽉月開始就有⽔水梨、︑､甜柿、︑､雪梨等知名的⾼高⼭山溫帶⽔水

果產季，揭⽰示吸引遊客前來旅遊的原因，遊客來到部落都是兩天⼀一夜⾏行程，⼀一定

會住宿、︑､⽤用餐，⽽而使⽤用導覽服務及欣賞⽂文化表演則是該團需求⽽而定。︒｡這些數據將

提供給松茂部落作為參考依據，從這些基礎上，未來松茂部落⽣生態旅遊產值應該

還有成⾧長很⼤大的空間。︒｡值得期待。︒｡ 

⽇日期 ⼈人數 

(⼈人次) 

住宿 

(900 元/⼈人) 

⾵風味晚餐 

(350 元/⼈人) 

導覽解說 

(100 元/⼈人) 

⽂文化表演 

(150 元/⼈人) 

⾦金額 

(元) 

1/29 15 ü    ü    ü     20250 

7/22 45 ü    ü    ü     60750 

8/2 27 ü    ü    ü    ü    40500 

10/2 30 ü    ü     ü    42000 

10/28 45 ü    ü      56250 

11/18 44 ü    ü    ü     59400 

11/25 55 ü    ü      68750 

12/2 28 ü    ü      35000 

12/3 23 ü    ü     ü    32200 

12/16 23 ü    ü     ü    32200 

總數 335 301500 117250 10400 15450 447300 

表⼆二、︑､106 年度松茂部落單⼀一窗⼝口接團統計及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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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決⽅方案（以三年來，部落發展⽣生態旅遊，團隊遭遇的問題提出解決⽅方

案整理如下） 

問題 1：⽣生態旅遊團隊成員彼此不信任，無法成為彼此的幫助。︒｡ 

⽅方案 1：透過每個⽉月不斷開共識會議，溝通、︑､討論、︑､增加彼此感情及信任度。︒｡團

隊中任何活動之細節、︑､流程、︑､收⽀支流向都需要經由成員討論並透明且公開。︒｡ 

問題 2：接待家庭⽬目前房間皆為雅房，但報價不⼀一，造成客⼈人混淆、︑､團隊困擾。︒｡ 

⽅方案 2：再次在會議中討論是否需要更動價格並聲明統⼀一價格，⽬目前協議價格為

雙⼈人雅房 1800 元含早餐；單⼈人⼊入住⼀一⼈人 1500 元；加床⼀一⼈人 500 元；⾵風味餐 350

元，請成員遵守協議，並把價位放上⼩小旅⾏行網站，公開且透明。︒｡ 

問題 3：⽬目前部落專業導覽解說⼈人員不⾜足，僅有⼀一位俱有導覽經驗與實⼒力。︒｡ 

⽅方案 3：⽣生態巡守隊持續進⾏行，⿎鼓勵成員們多帶客⼈人去景點練習導覽解說，建⽴立

⾃自⼰己的解說點與解說能⼒力。︒｡團隊接待客⼈人時也可以讓其他夥伴有練習機會，與導

覽解說員配搭並學習。︒｡ 

問題 4：部落⽬目前很少年輕⼈人返鄉並參與⽣生態旅遊團隊，⽣生態旅遊產業缺乏創新

且無法永續經營，形成斷層。︒｡ 

⽅方案 4：團隊成員需透過共同經營，發展出⼀一套屬於部落的⽣生態旅遊產業。︒｡期間

也透過各項活動（⽂文化傳承、︑､尋根、︑､參與⼩小旅⾏行活動等等），讓年輕⼈人有機會回

來部落，看⾒見部落的可發展性，並願意回鄉奉獻於部落，也能透過⽣生態旅遊與傳

統產業的結合供應⽣生活所需、︑､落地⽣生根。︒｡ 

問題 5：⽣生態旅遊團隊仍屬於部落裡的⼀一⼩小群⼈人，⼤大部份族⼈人能沒有參與在其中，

因此部落中會有不同的聲⾳音出現。︒｡  

⽅方案 5：團隊成員以⾝身作則，透過良好的⾔言⾏行讓部落族⼈人感受到團隊的團結。︒｡每

次團隊會議可以邀請部落族⼈人、︑､其他團體⼈人員⼀一同參與，不斷地讓族⼈人們了解團

隊運作，並在適合的活動中邀請族⼈人們⼀一同參與、︑､發揮專⾧長，讓更多⼈人參與在團

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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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松茂、︑､環⼭山、︑､南⼭山部落⽣生態旅遊營運模式⼀一覽表彙整說明 

名稱 服務營運主體 部落參與⽅方式 外部組織⾓角⾊色 營運模式 可供參考之處 

松茂

部落 

松茂社區⽣生態

旅遊接待家庭

產業聯盟 

‧提供旅遊服務  

‧參與環境監測  

‧成⽴立單⼀一窗⼝口 

‧固定召開會議 

‧接團後固定檢

討 

‧⾧長期輔導陪

伴，並協助導⼊入

專業資源。︒｡  

‧營造社區特⾊色

亮點。︒｡  

‧參與社區⽣生態

旅遊營運、︑､提供

旅遊服務。︒｡ 

團隊主導 ‧由專業團隊以系統性的培⼒力凝

聚社區共識，並使社區居民積極

參與環境監測。︒｡ 

‧由專業團隊陪伴、︑､培⼒力社區，

創造經濟收益同時也帶動居民參

與保育⼯工作。︒｡ 

‧社區固定巡守監測與固定召開

會議，持續穩健發展。︒｡ 

環⼭山

部落 

環⼭山部落⽣生態

旅遊團隊 

‧提供旅遊服務  

‧參與環境監測  

‧成⽴立單⼀一窗⼝口 

‧固定召開會議

尚須觀察是否持

續 

‧⾧長期輔導陪

伴，並協助導⼊入

專業資源。︒｡  

‧營造社區特⾊色

亮點。︒｡ 

 ‧參與社區⽣生

態旅遊營運、︑､提

供旅遊服務。︒｡ 

團隊主導 ‧由專業團隊以系統性的培⼒力凝

聚社區共識，並 使社區居民積極

參與環境監測。︒｡ 

‧由專業團隊陪伴、︑､培⼒力社區，

創造經濟收益同 時也帶動居民

參與保育⼯工作。︒｡ 

 

南⼭山

部落 

南⼭山部落⽣生態

旅遊團隊 

‧提供旅遊服務  

‧參與環境監測  

‧成⽴立單⼀一窗⼝口 

‧固定召開會議

⽬目前停擺 

‧⾧長期輔導陪

伴，並協助導⼊入

專業資源。︒｡  

‧營造社區特⾊色

亮點。︒｡  

‧參與社區⽣生態

旅遊營運、︑､提供

旅遊服務。︒｡ 

團隊主導 ‧由專業團隊以系統性的培⼒力凝

聚社區共識，並使社區居民積極

參與環境監測。︒｡ 

‧由專業團隊陪伴、︑､培⼒力社區，

創造經濟收益同時也帶動居民參

與保育⼯工作。︒｡ 

 

表三、︑､松茂、︑､環⼭山、︑､南⼭山⽣生態旅遊營運模式⼀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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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組織社區⽣生態巡守隊 

⼀一、︑､什麼是「⽣生態巡守隊」 

  臺灣⾃自然資源豐富，⽽而原住民部落幾乎囊括了⼭山川、︑､地景、︑､植物、︑､動物等⼤大

⾃自然資源，如果善⽤用部落⼈人⼒力加以整合培訓，就可以就近成為環境的守護者、︑､資

源的管理者或運⽤用者，創造多贏的局⾯面。︒｡為了保護⽣生態環境，為了認識動、︑､植物

的物候概況，每個⽉月針對特定路線或物種，作系統性的監測，所成⽴立的巡守隊伍，

稱為⽣生態巡守隊。︒｡ 

⼆二、︑､為何要成⽴立「⽣生態巡守隊」 

    成⽴立⽣生態巡守隊的原因，有以下五⼤大⽬目標： 

 （⼀一）、︑､為了要了解及看顧部落周遭的⽣生態資源：沒有⽣生態就沒有⽣生態旅遊，為

了要瞭解及看顧部落周遭的⾃自然⽣生態，定期性的巡守是必要的⼯工作。︒｡ 

 （⼆二）、︑､為了要監測及保護部落周遭的環境：部落周圍的環境，經常遭受外來遊

客或盜採的⼭山⽼老⿏鼠危害，原住民就住在這些⾃自然環境的旁邊，讓原住民來監督管理

這些⾃自然資源會⽐比公家機關的監督來得容易，建⽴立起適當的規則及團隊，可得事半

功倍的效果。︒｡成⽴立社區⽣生態巡守隊，與林務局「結合社區加強森林保護⼯工作的計畫」

得以結合，可名正⾔言順管理保護部落周遭的⽣生態環境。︒｡ 

 （三）、︑､為了部落環境教育(唯有了解，才會關⼼心、︑､唯有關⼼心、︑､才有⾏行動)：環境

教育要落實到原住民部落，成⽴立⽣生態巡守隊作物候調查，是部落族⼈人認識部落環境

的好⽅方法。︒｡ 

 （四）、︑､在地守護與永續利⽤用：⽣生態旅遊運⽤用周圍環境中的⼤大⾃自然⽣生態導覽，就

可以讓部落賺錢，⽽而且這些⼤大⾃自然⽣生態，它是⾃自⽣生⾃自有，只要我們保護得當、︑､運⽤用

得當，就可以⽣生⽣生不息，成為部落永續的產業，所以運⽤用的部落就要巡守保護它。︒｡ 

 （五）、︑､為更⾧長遠的⽬目標(傳統領域共治)：政府的政策，將朝向傳統領域共治的

⽬目標前進，如果部落族⼈人能夠熟悉周圍的⽣生態環境，將來才更有能⼒力與政府共治傳

統領域。︒｡ 

三、︑､如何操作「⽣生態巡守隊」 

  ⽬目前初期的⽣生態巡守隊，還是以植物的物候調查為主，未來希望可以包括動

物及植物。︒｡植物物候學(plant phenology)主要是在描述隨著時間進⾏行，植物外貌的

規律變化週期，外貌的特徵包括植物的發育(花芽、︑､開花、︑､結果、︑､種⼦子散播)與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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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長(抽芽、︑､展葉、︑､落葉)。︒｡植物物候調查則是調查氣候環境因⼦子之季節性變化

的程序以及植物變化週期性之關係，但在初期學員連植物都不認識的情形下，並

沒有辦法作到如科學研究的規格，所以我們定下下列兩個規範： 

 （⼀一）、︑､定期定路線：每個⽉月固定在⽣生態旅遊導覽的路徑上作調查。︒｡ 

 （⼆二）、︑､有花有果拍照：⽬目前⼿手機的數位相機相當⽅方便，使⽤用⼿手機拍照，⼀一來

可以作植物的辨認憑據，⼆二來可以將照⽚片當成類似採集的植物標本存檔，當資料

累積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把整條路徑的植物物候調查清楚。︒｡ 

四、︑､三部落「⽣生態巡守隊」成員 

    三部落⽬目前都各有固定隊員，包括隊⾧長及隊員，每個⽉月由隊⾧長帶隊定期巡守

步道，如果其他學員在巡守隊巡守的時間，有空可以⼀一起巡守，則隨時都可以加

⼊入巡守⾏行列，⼀一起去認識各部落導覽的路線⽣生態。︒｡⽬目前三部落的固定成員名單如

下： 

 （⼀一）、︑､南⼭山⽣生態巡守隊：隊⾧長林春勇，隊員⿈黃天財、︑､伊⾼高夏、︑､張念君、︑､顏美

珠。︒｡ 

 （⼆二）、︑､環⼭山⽣生態巡守隊：隊⾧長莊建和，隊員宋進⽟玉、︑､弗代莫拿、︑､⿈黃家芳、︑､羅

以撒、︑､宋哲恩、︑､宋⾱韋恩、︑､胡⽉月桂。︒｡ 

 （三）、︑､松茂⽣生態巡守隊：隊⾧長張有⽂文，隊員胡春發、︑､張鳳英、︑､施妤瑾、︑､吳星

妹、︑､張福全、︑､胡陳淑美。︒｡ 

五、︑､三部落⽣生態巡守成果 

 （⼀一）、︑､南⼭山部落：以羅葉尾溪為調查路徑，⼆二⾄至⼗十⼆二⽉月調查結果如下表： 

科名 植物名稱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三尖杉科 臺灣粗榧                       

五加科 臺灣⼋八⾓角⾦金盤                       

⽊木賊科 ⽊木賊                       

⽔水⿓龍⾻骨科 廬⼭山⽯石葦                       

⽔水⿓龍⾻骨科 波⽒氏星蕨                       

⽞玄參科 臺北⽔水苦賈 開花                     

⽞玄參科 海螺菊 開花                     

忍冬科 呂宋莢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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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冬科 松⽥田⽒氏莢蒾     開花                 

杜鵑花科 臺灣⾺馬醉⽊木 開花 開花                   

杜鵑花科 臺灣杜鵑 花苞 花苞 開花   結果             

杜鵑花科 西施花 花苞 花苞 開花   結果             

杜鵑花科 ⽩白珠樹                       

杜鵑花科 ⾦金⽑毛杜鵑                       

杉科 柳杉                       

⾞車前草科 ⼤大⾞車前草                       

昆蘭樹科 昆蘭樹                       

松科 臺灣⼆二葉松     開花                 

松科 臺灣⿈黃杉                       

虎⽿耳草科 臺灣嗩吶草                       

虎⽿耳草科 ⼤大葉溲疏                       

唇形科 夏枯草     開花 開花               

烏⽑毛蕨科 東⽅方狗脊蕨                       

烏⽑毛蕨科 頂芽狗脊蕨                       

茶科 厚葉柃⽊木                       

⾺馬兜鈴科 ⽩白斑細⾟辛                       

茜草科 無刺伏⽜牛花 花苞                     

茜草科 伏⽜牛花                       

茜草科 涼喉茶           開花           

旌節花科 通條⽊木   開花                   

堇菜科 台灣堇菜     開花                 

殼⽃斗科 毽⼦子櫟                       

紫堇科 刻葉紫菫   開花                   

菊科 臺灣款冬 開花 開花                   

菊科 艾草                       

菊科 ⽟玉⼭山薊   花苞   開花 開花             

樟科 ⼭山胡椒   開花                   

樟科 臺灣⽊木察樹                       

槭樹科 臺灣紅榨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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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足蕨科 臺灣瘤⾜足蕨                       

蓼科 ⽕火炭母草                       

蕁⿇麻科 短⾓角冷⽔水⿇麻   開花                   

薔薇科 羅⽒氏懸鉤⼦子                       

薔薇科 ⽟玉⼭山假沙梨 結果 掉果                   

薔薇科 臺灣薔薇       開花 開花             

獼猴桃科 臺灣⽺羊桃     新芽                 

蘭科 直⽴立⼭山珊瑚           開花           

報春花科 台灣排⾹香           開花           

唇形科 紫花⿏鼠尾草           開花           

薔薇科 台灣繡線菊           開花           

胡頹⼦子科 藤胡頹⼦子           結果           

安息⾹香科 烏⽪皮九芎           開花           

⾖豆科 ⽩白花三葉草       開花               

表四、︑､羅葉尾溪植物物候調查結果 

 （⼆二）、︑､環⼭山部落：以獵⼈人步道為調查路徑，⼆二⾄至⼗十⼆二⽉月調查結果如下表： 

科名 植物名稱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毛茛科 亨利⽒氏鐵線蓮                       

⽔水⿓龍⾻骨科 ⽯石葦                       

⽔水⿓龍⾻骨科 絨⽑毛⽯石葦                       

安息⾹香科 烏⽪皮九芎     開花     結果           

百合科 台灣百合 開花                     

百合科 桔梗蘭     開花                 

夾⽵竹桃科 絡⽯石                       

忍冬科 台東莢蒾     結果                 

忍冬科 呂宋莢蒾     花苞     結果           

杜鵑花科 ⾦金⽑毛杜鵑     花謝                 

杜鵑花科 南燭     結果     結果           

杜鵑花科 紅⽑毛杜鵑     開花                 

杜鵑花科 ⾺馬銀花   開花 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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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鵑花科 ⾺馬醉⽊木   開花                   

杜鵑花科 細葉杜鵑                       

⾖豆科 ⿈黃椒草 開花                     

芸⾹香科 ⾶飛⿓龍掌⾎血                       

虎⽿耳草科 ⼤大葉溲疏 結果                     

虎⽿耳草科 華⼋八仙     開花                 

虎⽿耳草科 落新婦           開花           

虎⽿耳草科 臺灣溲疏     開花     結果           

柏科 紅檜                       

胡桃科 化⾹香樹 結果                     

胡桃科 臺灣胡桃     開花     結果           

海桐科 疏果海桐 結果                     

茶科 ⼤大頭茶                       

⾺馬鞭草科 紫珠 結果                     

商陸科 ⽇日本商陸     開花     結果           

粗榧科 台灣粗榧                        

堇菜科 喜岩堇菜   開花                   

堇菜科 臺灣堇菜   開花                   

牻⽜牛兒苗

科 
漢紅⿂魚腥草                       

殼⽃斗科 青剛櫟 冒芽                 結果   

殼⽃斗科 栓⽪皮櫟     開花                 

紫⾦金⽜牛科 鐵⾬雨傘   結果 結果                 

菊科 ⼭山⽩白蘭                       

菊科 苦滇菜 開花                     

菊科 破傘菊                       

楊梅科 楊梅   開花 結果 結果 結果 結果           

榆科 朴樹                       

葡萄科 臺灣崖爬藤                       

漆樹科 ⼭山漆 冒芽                     

漆樹科 羅⽒氏鹽膚⽊木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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鳶尾科 台灣鳶尾 開花                     

樟科 ⼭山胡椒 開花                     

槭樹科 尖葉槭 落葉                     

槭樹科 臺灣紅榨槭                       

衛⽭矛科 光果南蛇藤 開花                     

蕁⿇麻科 西南冷⽔水⿇麻                       

薑科 普來⽒氏⽉月桃     開花                 

薔薇科 ⼭山枇杷   開花                   

薔薇科 ⼭山櫻花 開花                     

薔薇科 吉野櫻 開花                     

薔薇科 笑靨花     開花                 

薔薇科 ⿁鬼懸鉤⼦子 開花                     

薔薇科 臺灣懸鉤⼦子             結果         

蘭科 ⾺馬鞭蘭     開花                 

紫草科 琉璃草           開花           

忍冬科 冇⾻骨消           花苞           

衛⽭矛科 厚葉衛⽭矛           結果           

芸⾹香科 臭辣樹                       

蘿藦科 薄葉⽜牛⽪皮消             開花         

⽑毛茛科 ⼩小⽊木通                 開花 開花   

野牡丹科 深⼭山野牡丹           開花           

⾺馬鞭草科 海洲常⼭山           開花           

蓼科 ⽕火炭母草           花果           

蕁⿇麻科 咬⼈人貓                       

莧科 ⽜牛膝                       

裏⽩白科 芒萁                       

⾖豆科 合歡           開花           

⽊木犀科 ⽇日本⼥女貞           開花           

菊科 ⼭山⽩白蘭             開花         

苦苣苔科 台灣⽯石吊蘭             開花         

桑科 ⽜牛奶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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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子科 北五味⼦子             結果         

表五、︑､獵⼈人步道植物物候調查結果 

 （三）、︑､松茂部落：以希利克步道為調查路徑，⼆二⾄至⼗十⼆二⽉月調查結果如下表： 

科名 植物名稱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大⾵風⼦子科 ⼭山桐⼦子 冒芽               結果 結果   

五加科 虎刺蔥⽊木                       

五加科 臺灣⼋八⾓角⾦金盤 結果                     

五加科 臺灣常春藤                       

天南星科 海芋 開花                     

天南星科 蓬萊天南星                       

⽊木通科 台灣⽊木通                       

⽑毛茛科 ⼩小⽊木通 結果                     

⽑毛茛科 禺⽑毛茛 開花                     

⽔水⿓龍⾻骨科 廬⼭山⽯石葦                       

⽲禾本科 五節芒                       

⽲禾本科  棕葉狗尾草                       

百合科 薄葉蜘蛛抱蛋 開花                     

忍冬科 冇⾻骨消                       

⾞車前科 ⼤大⾞車前草                       

芸⾹香科 臭辣樹                       

虎⽿耳草科 ⾼高⼭山藤繡球 結果                     

柏科 紅檜                       

胡桃科 臺灣胡桃                       

胡椒科 ⾵風藤                       

苦⽊木科 臭椿                       

桔梗科 普刺特草 結果                     

桑科 阿⾥里⼭山珍珠蓮                       

桑寄⽣生科 ⼤大葉桑寄⽣生                       

海桐科 疏果海桐 結果                     

烏⽑毛蕨科 東⽅方狗脊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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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毛蕨科 頂芽狗脊蕨                       

⾺馬鞭草科 紫珠 結果                     

茜草科 刺果豬殃殃                       

商陸科 ⽇日本商陸                       

旌節花科 通條⽊木   開花                   

殼⽃斗科 狹葉櫟                       

菊科 ⼭山⽩白蘭 結果                     

菊科 台灣蒲公英     開花                 

菊科 蔓⿈黃菀                       

葡萄科 臺灣崖爬藤 結果                     

⿏鼠李科 台灣⿈黃鱔藤                       

五味⼦子科 北五味⼦子             結果         

樟科 ⾧長葉⽊木薑⼦子                       

槭樹科 青楓                       

衛⽭矛科 光果南蛇藤 結果                     

蓼科 ⼤大⽺羊蹄 結果                     

樺⽊木科 阿⾥里⼭山千⾦金榆                       

蕁⿇麻科 ⽔水⿇麻                       

蕁⿇麻科 咬⼈人貓                       

薔薇科 ⼭山枇杷                       

薔薇科 ⽯石楠                       

蘿摩科 臺灣⽜牛彌菜                       

蘿藦科 薄葉⽜牛⽪皮消                       

樺⽊木科 川上⽒氏鵝⽿耳櫪                       

茄科 雙花⿓龍葵                       

⾺馬鞭草科 杜虹花                   結果   

⽑毛茛科 串⿐鼻⿓龍             開花         

表六、︑､希利克步道植物物候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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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結 

    為期⼀一年的遊程路線⽣生態巡守，唯有松茂部落每⽉月固定進⾏行梨⼭山希利克步道

巡守，⼜又有資深的部落耆⽼老張有⽂文帶領，夥伴們受益匪淺，增加⾃自信⼼心，⾯面對遊

客詢問也能應對如流，從下圖（松茂部落遊程路線⽣生態巡守解說點）可以看出松

茂部落夥伴的⽤用⼼心，當此圖完成標記後，張鳳英（窗⼝口）還委託社區發展協會總

幹事蔡英孝協助將此圖印出，發給夥伴們，並囑咐⽣生態巡守時帶在⾝身上以利學習。︒｡        

⽽而環⼭山部落夥伴常以⼯工作、︑､農事繁忙為藉⼝口，經常只有莊建和隊⾧長持守巡守⼯工作，

並經常向陳逸忠⽼老師求教，⽬目前導覽解說能⼒力已達專業解說員程度。︒｡南⼭山部落遊

程路線位置離部落有 30 分鐘⾞車程距離，若遇農忙、︑､下⾬雨、︑､路況不佳等問題，經常

阻礙巡守的進⾏行，若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持續輔導部落⽣生態旅遊的發展，若可以

為其補貼交通油料費，應能激發夥伴們學習的動⼒力。︒｡整體⽽而⾔言，⽬目前⽣生態巡守達

成的⽬目標，在前幾次因為有⽼老師的帶領，還能完成植物物候調查，但後來⾃自主運

作之後，還僅停留在讓學員認識植物，熟悉解說環境，及列出路線植物名錄的階

段，如果要達到我們所設定⽣生態巡守隊的五⼤大⽬目標，還有待更多的部落族⼈人被培

育，還有經驗及資料的累積，才有可能可以達成。︒｡  

松茂部落：以梨⼭山希利克步道為主要調查路徑，解說路線解說點如圖⼆二。︒｡ 

圖⼆二、︑､松茂部落遊程路線⽣生態巡守解說點_梨⼭山希利克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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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相關課程培訓及⼯工作坊 

    今年度課程培訓⽬目標持續以培育遊程導覽解說(以社區⽣生態巡守隊為基礎)、︑､

餐飲、︑､住宿及⽂文創商品相關課程為主軸，以課程講解、︑､遊程活動、︑､⼯工作坊、︑､實務

操作等⽅方式辦理。︒｡培訓課程供分為兩階段進⾏行： 

⼀一、︑､第⼀一階段 

（⼀一）、︑､社區⽣生態巡守隊培訓 

課程內容： 

（⼆二）、︑､餐飲、︑､住宿培訓 

課程內容： 

2/6(⼀一)上課地點：武陵管理站、︑､梨⼭山希利克步道 

課程內容 講師 時數 

10:00-11:00 

社區⽣生態巡守隊的重要性 

 

陳逸忠⽼老師 

本計畫主持⼈人 

圈⾕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講師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系、︑､森林所 

1 ⼩小時 

11:00-12:00 

社區⽣生態巡守隊的實務技巧 

（遊程路線⽣生態監測與紀錄） 

陳逸忠⽼老師 

 

1 ⼩小時 

12:00 午餐  

13:50-16:00 

松茂部落⽣生態旅遊路線監測與紀錄

實地演練（希利克步道） 

陳逸忠⽼老師 

松茂部落學員 

2 ⼩小時 

2/7(⼆二)  上課地點：環⼭山部落獵⼈人步道、︑､南⼭山部落羅葉尾溪 

課程內容 講師 時數 

9:00-11:00 環⼭山部落⽣生態旅遊路線

監測與紀錄實地演練（獵⼈人步道） 

陳逸忠⽼老師 

環⼭山部落學員 

2 ⼩小時 

13:00-15:00 

南⼭山部落⽣生態旅遊路線監測與紀錄

實地演練（羅葉尾溪） 

陳逸忠⽼老師 

南⼭山部落學員 

2 ⼩小時 

5/1(⼀一)上課地點：宜蘭縣⼤大同鄉逢春園度假別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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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落餐飲產業整合分享培訓 

課程內容： 

⼆二、︑､第⼆二階段 

（⼀一）、︑､⽂文創商品相關及研發 

    邀請⾃自創品牌的年輕設計師廖怡雅與學員分享，可以刺激部落學員發展⽂文創

的課能性，最重要的是在地性，因著越在地越能發展出獨特性。︒｡透過這次的課程，

松茂部落學員就在 9 ⽉月舉辦的⽔水梨季⼩小旅⾏行活動將在地的植物融⼊入，發展出植物

拓印明信⽚片，並發展松茂專屬的橡⽪皮章（松茂教會、︑､張⾬雨⽣生肖像）增添⼩小旅⾏行活

動的趣味感與創意。︒｡ 

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 講師 時數 

9:00-11:00 

民宿整體設計與規劃 

（在我的家說⾃自⼰己的故事） 

1.   參觀逢春園整體景觀與房間規

劃（室外） 

2.   逢春園的故事分享、︑､點⼼心享⽤用

（室內） 

許麗華⼥女⼠士 

『逢春園度假別墅』⼥女主⼈人 

『逢春園度假別墅』獲得 2011

年觀光局 10 ⼤大幸福旅宿獎的

『最感動民宿』 

2 ⼩小時 

11:00-13:00 

⽤用⼼心做出在地的幸福料理 

（午餐體驗與分享） 

許麗華⽼老師及其團隊 

 

2 ⼩小時 

5/15(⼀一)上課地點：武陵農場 

課程內容 分享者 時數 

11:00-13:00 在花樹下的午餐 

（三部落學員⼀一家預備⼀一道料理） 

三部落學員 2 ⼩小時 

13:00-14:00 吃在部落 

松茂部落的美⾷食伴⼿手禮 

環⼭山部落的點⼼心好滋味 

南⼭山部落的傳統美⾷食 

三部落學員 

 

1 ⼩小時 

服務⼈人才專業能⼒力培訓課—⽂文創商品研發與培訓課程（共 7 ⼩小時） 

6/1(四)  上課地點:武陵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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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傳⾏行銷與網路媒體應⽤用 

    免費具有效益的網路媒體平台，三部落學員從第⼀一年計畫之初就已設⽴立粉絲

專⾴頁。︒｡此次課程教導⼤大家學習網路平台後台管理的奧秘，透過解讀這些數據，即

可清楚掌握客⼈人的相關背景、︑､客⼈人來訪的淡旺季及客⼈人對貼⽂文的喜好度，可以藉

此調整經營⽅方針成為有利的參考。︒｡ 

課程內容： 

課程內容 講師 時數 

10:00-12:00 

部落⽂文創產業分享—延續傳統、︑､創新設計 

廖怡雅 

藺⼦子⼯工作室創辦⼈人 

2 ⼩小時 

12:00 午餐  

13:00-16:00 

⽂文創⼯工作坊 

部落⽂文創商品的可能性 

1.   傳統、︑､創新蹦出新⽕火花 

2.   加⼊入當地故事（⽣生態、︑､⽂文化） 

3.   ⼿手作體驗、︑､⽂文創商品與包裝結合 

王榆君 

圈⾕谷資訊專案企畫 

元智⼤大學藝術與設

計學系 

3 ⼩小時 

⼿手作課程：⼿手作絹板拓印明信⽚片 

⼩小組討論：找出部落可能發展的⽂文

創商品。︒｡ 

（以明信⽚片為例）商品：明信⽚片 

功能：讓旅客透過⼩小張明信⽚片的內

容認識部落、︑､可做紀念、︑､寄送給朋

友。︒｡ 

媒介：繪畫、︑､影像、︑､植物敲拓染… 

主題：特⾊色動植物、︑､部落⽇日常⾵風景、︑､

⽂文化故事、︑､⼈人物故事… 

（以提袋為例）商品：⼩小布袋 

功能：環保購物袋（可裝少量部落

商品，代替塑膠袋使⽤用） 

媒介：植物敲拓染、︑､絹版拓印、︑､染

布… 

主題：部落意象、︑､特⾊色動植物、︑､⽂文

化故事… 

服務⼈人才專業能⼒力培訓課—宣傳⾏行銷與網路媒體應⽤用(共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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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生態巡守隊實務驗收 

    透過每⽉月固定巡守遊程路線，每位學員都有⽐比較熟悉有感的解說題材，在此

次驗收課程中，能夠感受到多⽉月來成果的累積，令⼈人欣慰。︒｡特別是松茂部落張有

⽂文、︑､環⼭山部落莊建和、︑､南⼭山部落林春勇，⾝身為⽣生態巡守隊隊⾧長，除了負起每⽉月巡

守聯絡之責，從他們⾝身上也可看出⾃自⼰己的⼭山林⼟土地從⼼心⽣生出愛護之情，實在可

貴。︒｡ 

課程內容： 

7/3(⼀一)  上課地點:武陵管理站 

課程內容 講師 時數 

11:00-12:00 

多元的網路新平台 

王榆君 

圈⾕谷資訊專案企畫 

元智⼤大學藝術設計學系 

1 ⼩小時 

13:00-14:00 

善⽤用網路平台累積忠實粉絲 

（以梨⼭山春發休閒農園為例） 

胡⼼心瑀 

梨⼭山春發休閒農園⼩小編 

1 ⼩小時 

14:00-15:00 

各店家粉絲專⾴頁⾏行銷與分享 

三部落學員 1 ⼩小時 

15:00-16:00 

申請民宿輔導說明會（臺中市政府觀

光旅遊局） 

環⼭山、︑､松茂部落學員及居

民 

 

服務⼈人才專業能⼒力培訓課程—社區⽣生態巡守隊實務驗收課程（共 9 ⼩小時） 

8/20(⽇日)上課地點：希利克步道 

課程內容 講師 時數 

14:00-17:00 

松茂部落⽣生態旅遊路線監測與紀錄

實務驗收（希利克步道） 

陳逸忠⽼老師、︑､三部落學員 3 ⼩小時 

8/21(⼀一)上課地點：獵⼈人步道 

9:00-12:00 

環⼭山部落⽣生態旅遊路線監測與紀錄

實務驗收（獵⼈人步道） 

陳逸忠⽼老師、︑､三部落學員 3 ⼩小時 

8/21(⼀一)上課地點：羅葉尾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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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今年度30⼩小時的⽣生態旅遊服務⼈人才專業課程培訓，將⾯面向提升⾄至遊程路線⽣生

態巡守，建⽴立物候資料庫，增加解說內容的多元性，還有⽂文創產業的構思與實作、︑､

網路宣傳⾏行銷的實踐，在課程中，夥伴們學習到部落資源保育觀念的建⽴立，產業

結合創意與包裝⾏行銷。︒｡例如松茂部落春發休閒農園的春發嫂⾺馬告辣椒醬、︑､果醬和

環⼭山部落歌瑟亞農莊的果乾，透過創意研發、︑､設計包裝，⽬目前銷售的狀況都有不

錯的成果。︒｡ 

 

 

 

 

 

 

 

 

 

 

 

 

 

 

 

 

 

 

課程內容 講師 時數 

13:00-16:00 

南⼭山部落⽣生態旅遊路線監測與紀錄

實務驗收（羅葉尾溪） 

陳逸忠⽼老師、︑､三部落學員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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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生態旅遊宣傳⾏行銷 

    三部落接受⽣生態旅遊輔導培⼒力計畫，三年來建⽴立了運作機制，遊客也從各地

進⼊入部落進⾏行⽣生態旅遊活動，其中宣傳⾏行銷⼯工作扮演極⼤大和重要的⾓角⾊色。︒｡⽣生態旅

遊宣傳⾏行銷⼯工作從103年⾄至今，協助三部落建⽴立部落⼩小旅⾏行網站及各店家粉絲專⾴頁，

每年皆舉辦遊程試⾏行活動都是透過網站建置活動專⾴頁來進⾏行宣傳⾏行銷⼯工作及接

受網路報名相關事宜，並透過遊客後續追蹤、︑､強化網路宣傳、︑､開發新遊程路線、︑､

宣傳摺⾴頁、︑､在地教材的相互幫補，達到⽣生態旅遊宣傳⾏行銷相輔相成的成效。︒｡ 

⼀一、︑､遊客後續追蹤 

    圈⾕谷團隊每年協助三部落各舉辦⼀一次的部落⼩小旅⾏行試⾏行，除了將遊客導⼊入外

也讓部落族⼈人更有經驗⾃自主舉辦部落⽣生態旅遊。︒｡遊客參加⼩小旅⾏行後，除了設計問

卷讓遊客填寫外，也使⽤用 Line 軟體建⽴立『Lokah su！部落⼩小旅⾏行』群組讓遊客加

⼊入，以⽅方便後續追蹤及關⼼心，時時將部落新訊息放上群組更新，彼此分享與交流。︒｡

以期培養對部落發展⽣生態旅遊產業有興趣的忠實粉絲。︒｡ 

圖三、︑､時時更新部落資訊及活動     圖四、︑､部落族⼈人與遊客們分享、︑､交流 

⼆二、︑､強化網路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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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路⾏行銷的課程中，讓學員們了解利⽤用網路、︑､社群媒體宣傳的重要性。︒｡協

助學員建⽴立屬於⾃自⼰己商家的臉書粉絲專⾴頁、︑､Google 地標，也建⽴立屬於整個部落的

粉絲專⾴頁，⿎鼓勵當地青年參與，時時更新關於部落的⼤大⼩小事。︒｡利⽤用網路⾏行銷學員

們累積屬於⾃自⼰己商家的忠實粉絲，帶動部落整體⽣生態旅遊及週邊觀光景點發展。︒｡

這三年培⼒力計畫中，網路建置與⾏行銷⼀一直都是重點⼯工作，我們從三部落中最配合

計畫的松茂部落粉絲專⾴頁來呈現此項⼯工作的成果。︒｡⽽而南⼭山部落、︑､環⼭山部落都還需

要再加強粉絲專⾴頁的經營與管理。︒｡ 

    另外，輔導團隊為部落策劃⼩小旅⾏行活動是利⽤用網站建置來宣傳⾏行銷以及設計

Google 表單接受遊客報名，我們選擇了⼀一個免費的網路平台，作為短期活動的使

⽤用，經濟實惠。︒｡在此則提出環⼭山部落⼩小旅⾏行、︑､南⼭山部落⼩小旅⾏行及松茂部落⼩小旅⾏行

的網站建置後台數據來輔助說明網路宣傳使⽤用的軌跡及成效。︒｡ 

 

圖五、︑､松茂部落 Tabuk Tribe 臉書粉絲專⾴頁貼⽂文觸及⼈人數圖/季 

 

圖六、︑､松茂部落 Tabuk Tribe 臉書粉絲專⾴頁按讚⼈人數穩定成⾧長 



40 
 

 

圖七、︑､環⼭山部落⼩小旅⾏行網站 1424 次造訪/季 

 

圖⼋八、︑､環⼭山部落⼩小旅⾏行網站訪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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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南⼭山部落⼩小旅⾏行網站 320 次造訪/季 

 

圖⼗十、︑､南⼭山部落⼩小旅⾏行網站訪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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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松茂部落⼩小旅⾏行網站 390 次造訪/季 

 

圖⼗十⼆二、︑､松茂部落⼩小旅⾏行網站訪客分析 

三、︑､開發新遊程路線 

松茂部落：呷梨嗨⼩小旅⾏行⾏行程（兩天⼀一夜） 

第⼀一天 

出發—抵達松茂部落—部落耆⽼老祈福—部落⾵風味餐—前往接待家庭放置⾏行李—

認識松茂—⾼高⼭山採果體驗—當季⽔水果創意下午茶—DIY 植物拓印明信⽚片—體驗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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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傳統射箭—部落傳統烤⾁肉晚餐/⽂文化交流—接待家庭說故事 / 晚安 

第⼆二天 

農家早餐—福壽⼭山農場巡禮—參觀梨⼭山耶穌堂/梨⼭山賓館—部落⾵風味餐—拜訪張

⾬雨⽣生之家—賦歸回到溫暖的家 

⾏行程簡介（⾃自然資源、︑､步道巡禮、︑､⼈人⽂文之美） 

第⼀一天 

此遊程由當地青年解說，帶領遊客認識松茂。︒｡部落巡禮進⼊入部落族⼈人的果園進⾏行

採果體驗，透過親⾃自採收、︑､包裝深⼊入體驗當地農業⽂文化。︒｡下午享⽤用部落婦⼥女們的

創意下午茶，將新鮮⽔水果變成美味創新餐點。︒｡利⽤用部落週邊植物拓印明信⽚片成為

⽂文創紀念品，也帶領遊客進⼀一步認識部落常⾒見植物及週邊植物資源。︒｡體驗傳統射

箭前聆聽部落耆⽼老講述泰雅狩獵⽂文化、︑､祖先狩獵故事及不同種類⼸弓箭之應⽤用，在

更了解泰雅⽂文化後親⾝身體驗射箭活動，對於泰雅⽂文化有更深的認識。︒｡晚餐體驗傳

統⽊木杵⾅臼打⿇麻糬、︑､烤⾺馬告三層⾁肉，搭配原住民傳統主⾷食—⽟玉⽶米、︑､地⽠瓜，晚餐後進

⾏行⽂文化交流之夜，由耆⽼老們表演傳統樂器⼝口簧琴、︑､吟唱古調、︑､說⽼老故事，帶遊客

們⼀一起圍圈唱歌、︑､跳舞，體驗泰雅⽂文化之美。︒｡ 

第⼆二天 

農家早餐享⽤用原住民傳統地⽠瓜⼩小⽶米粥及當地時蔬。︒｡前往福壽⼭山農場，由部落導覽

員帶領遊客認識週邊植物資源及植物傳統應⽤用。︒｡透過參觀梨⼭山耶穌堂及梨⼭山賓館

更認識⼤大梨⼭山地區不同時期之歷史及⽂文化之美。︒｡午餐後拜訪張⾬雨⽣生之家，張媽媽

細細介紹關於⾬雨⽣生的故事，最後⼀一起合唱「我期待」，留下松茂獨特美好回憶。︒｡ 

環⼭山部落：漫步在雲端（兩天⼀一夜） 

第⼀一天 

出發—部落⾵風味午餐—登⾺馬武霸⼭山（⽣生態導覽）—獵⼈人⾵風味晚餐（搭建獵寮、︑､原

住民⽂文化體驗）—⼭山頂⼩小平台觀星（認識星座、︑､動物資源)—晚安（住宿接待家庭） 

第⼆二天 

部落早餐—遠眺⿈黃⾦金⼭山、︑､⿔龜⼭山—環⼭山部落巡禮（詹秀美⽂文物館、︑､泰雅瞭望台、︑､泰

雅糧倉、︑､泰雅⽯石板屋）—午餐—泰雅⼿手作體驗—部落耆⽼老祈福—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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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簡介（⾃自然資源、︑､步道巡禮、︑､⼈人⽂文之美） 

第⼀一天 

享⽤用完部落⾵風味餐後登⾺馬武霸⼭山，由部落解說員⽣生態導覽，認識⼭山中動植物資源。︒｡

傍晚體驗泰雅勇⼠士⽂文化搭建傳統獵寮、︑､⽣生⽕火野炊，享受⼭山林裡的營⽕火。︒｡晚上到⼭山

頂⼩小平台觀星，除了認識星座外，也聆聽、︑､辨認動物叫聲，認識⼭山中動物資源。︒｡ 

第⼆二天 

享⽤用部落早餐後，帶領遊客欣賞部落⾃自然景觀（⿈黃⾦金⼭山、︑､⿔龜⼭山）、︑､透過部落巡禮

認識泰雅傳統⽂文物及⽂文化之美。︒｡⼿手作體驗利⽤用⼭山林中的⼭山胡桃樹種⼦子⼿手作⼭山胡桃

吊飾，成為專屬於⾃自⼰己的紀念品。︒｡部落耆⽼老祈福後，踏上歸途。︒｡ 

南⼭山部落：羅⾺馬縱⾛走深度⼩小旅⾏行（兩天⼀一夜） 

第⼀一天 

出發—南⼭山部落相⾒見歡—泰雅在地美⾷食—認識南⼭山部落—泰雅⼿手⼯工藝傳承—部

落巡禮—泰雅⾵風味餐—部落交流—住宿於部落接待家庭 

第⼆二天 

部落早餐—部落耆⽼老祈福儀式(羅葉尾溪⼊入⼝口) —羅⾺馬縱⾛走起登(探訪羅葉尾溪-遇

⾒見櫻花鉤吻鮭)—中餐(⼭山林獵寮) —下⼭山(⾺馬鰣橋、︑､⼤大甲溪畔⽣生態導覽)—賦歸 

⾏行程簡介（⾃自然資源、︑､步道巡禮、︑､⼈人⽂文之美） 

第⼀一天 

午餐享⽤用部落族⼈人所栽種的當地⾷食蔬料理後，族⼈人向遊客介紹南⼭山部落並體驗泰

雅傳統⼿手⼯工藝—⼿手繪⽵竹筆筒，由部落⼯工藝師在⽵竹筒親⼿手刻上每個遊客的名字，再

讓遊客利⽤用泰雅三原⾊色（紅、︑､⽩白、︑､⿊黑）⾃自⾏行彩繪。︒｡部落巡禮帶著遊客認識南⼭山部

落環境、︑､產業、︑､⼈人⽂文及⾃自然資源。︒｡晚餐後遊客與部落族⼈人進⾏行⽂文化交流，⾧長⽼老講

述泰雅三兄弟故事、︑､打傳統⿇麻糬，歌舞表演，體驗泰雅⽂文化之美。︒｡ 

第⼆二天 

享⽤用早餐後，⾄至羅葉尾溪準備羅⾺馬縱⾛走（羅葉尾⼭山-⾺馬武佐野郡⼭山）。︒｡進⼊入⼭山林後，

探訪羅葉尾溪，尋找臺灣櫻花鉤吻鮭的蹤影，講解部落護溪之理念。︒｡沿路導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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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資源，享受⼭山林之美。︒｡午餐在⼭山林中獵⼈人⾵風味餐，⽣生⽕火野炊，體驗泰雅⼭山林

智慧及⽂文化。︒｡午餐後下⼭山⾄至⾺馬鰣橋，認識⼤大甲溪河畔植物資源及⽣生態。︒｡ 

四、︑､宣傳摺⾴頁 

    請參閱三部落摺⾴頁實體，每⼀一部落印製摺⾴頁 5000 份，共計 15000 份。︒｡摺⾴頁設

計包括部落地圖和相關解說內容，除能增加部落能⾒見度外，亦便於⽇日後遊客安排

⾃自助式⽣生態旅遊。︒｡這套摺⾴頁設計架構在第⼀一年部落地圖設計的基礎上，整合三部

落⼈人⽂文、︑､地產、︑､景及交通與相關部⾨門資訊，以在地⽣生態資源，及形塑綠⾊色保育標

章的概念，分別為三部落各設計⼀一份摺⾴頁，將三份摺⾴頁連結起來，設計出獨特意

象也符合本計畫的核⼼心價值『鋪⼀一條送⼩小櫻回家的路』也期許著部落有更多新⽣生

的⼒力量，回鄉共同為⽣生態旅遊和產業發展盡⼀一份⼼心⼒力。︒｡三個部落共同的保育⽣生物，

就是國寶⿂魚櫻花鉤吻鮭，我們⽤用鮭⿂魚返鄉的概念連結三部落的地圖，希望藉由培

⼒力三部落⽣生態旅遊的計畫，能夠促動部落年輕⼈人，在部落找到認同與⼯工作機會，

⽽而能如鮭⿂魚返鄉，為家鄉貢獻⼼心⼒力。︒｡⽽而鮭⿂魚的⽣生活環境，是需要乾淨的溪⽔水，⾃自

然的環境，願部落的⽣生態旅遊推廣，讓部落的族⼈人，更願意共同重視環境保護與

⽣生態保育。︒｡ 

 

圖⼗十三、︑､南⼭山部落⽣生態旅遊摺⾴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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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環⼭山部落⽣生態旅遊摺⾴頁設計 

 

圖⼗十五、︑､松茂部落⽣生態旅遊摺⾴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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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南⼭山環⼭山松茂部落摺⾴頁地圖⾴頁所呈現之⽣生態意象 

五、︑､在地教材 

    將第⼀一年所彙編的在地教材，第⼆二年及第三年持續更新與修正內容(滾動式修

正)並將電⼦子檔提供給部落學員，以電⼦子載具運⽤用學習。︒｡學員可以隨時利⽤用⼿手機或

是電腦學習。︒｡內容可分成特⾊色動物、︑､特⾊色植物及泰雅⽂文化三個部份。︒｡ 

    特⾊色動物及特⾊色植物兩單元編撰的⽅方法，除了利⽤用本公司去年資源普查所拍

攝的照⽚片及所調查的資料來編撰之外，並採⽤用讓部落的夥伴共同來紀錄⾃自⼰己的部

落的⽅方式，請他們⽤用各式相機，拍攝⾃自⼰己的家鄉特⾊色⽣生物及景物，所有⽣生物(包括

動物及植物)，不管認識或不認識，⼀一律張貼到共學平台，統⼀一由我們來整理並解

說，⼀一來讓每個⼈人都能主動學習，再者也希望部落的在地教材，讓部落的夥伴參

與編撰，如此才是增強部落夥伴知識和能⼒力的好⽅方法。︒｡ 

    ⽂文化的部份，我們除了參考相關書籍及相關網站的內容，並請部落夥伴中的

耆⽼老、︑､⽂文化⼯工作者，⼀一起參與編撰，這是⼀一個⾃自⼰己的⽂文化⾃自⼰己紀錄的概念，但因

為⽬目前計畫僅進⾏行到期初階段，照⽚片及內容還有待後續慢慢補⾜足及修正，盼能達

到真實及貼近夥伴在學習上的需求為⽬目標。︒｡⽬目前列出的項⽬目包括： 

1.泰雅族起源說（Kinhulang）2.地理位置 3.⼈人⼝口、︑､語系 4.⽂文⾯面（Ptasan）⽂文⾯面分

直紋和橫紋兩種 5.樂器 6.編織 7.開墾儀式（M-nayang）8.播種（Tmubux）9.收割

（Kmluh）10.狩獵（Qmalup）11.巫醫 12.嫁娶祭祀 13.殯葬等單元。︒｡（請⾒見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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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建⽴立跨部落⽣生態旅遊聯盟 

    今年度計畫中要建⽴立跨部落⽣生態旅遊聯盟，⽬目標是整合三部落的資源開發套

裝⾏行程，擴⼤大遊程⾯面向，並透過串連的機制讓部落彼此合作、︑､互相⽀支援。︒｡今年在

培訓課程中透過接待家庭互相訪視及遊程路線導覽解說驗收，三部落學員彼此建

⽴立了夥伴關係。︒｡並在今年舉辦三梯次遊客導⼊入的遊程體驗⼩小旅⾏行⾏行程中，都將週

邊部落的農特產品、︑､⼿手⼯工藝品結合進⾏行⾏行銷販售，除了讓遊客在當地部落進⾏行遊

程體驗之外，也可以在餐⾷食中體驗到周邊部落的農特產品及購買伴⼿手禮。︒｡摺⾴頁印

製完成後，三部落除了擁有⾃自⼰己部落的摺⾴頁，也同時將另兩部落的摺⾴頁⼀一併⾏行銷，

當有遊客下榻⾃自⼰己部落時，也同時分享另外兩部落的⽣生態旅遊。︒｡ 

    但是對於南⼭山、︑､環⼭山、︑､松茂三部落⽽而⾔言，外部資源的引進與各⾃自部落內部需

求的對應若要配搭還需時間磨合，因為三部落⽣生態旅遊產業雖已建⽴立起運作機制

與操作模式，但部落內部組織運作還在磨合調整的階段，這時三部落尚未具備建

⽴立跨部落⽣生態旅遊聯盟的能⼒力。︒｡在此，我們也進⼀一步思考，跨部落的合作除了遊

程服務之外，能否有其他更深、︑､更重要的意義？⽽而⽬目前三部落內部整合的需求及

對外發展⽣生態旅遊產業還須經歷⾃自主營運的磨練操作階段，⽽而且部落⽣生態旅遊平

台的運作將⾯面對以下三項課題：1.如何平衡各部落發展差異，建⽴立互信合作、︑､資

源共享的平台？2.如何藉由外部資源的挹注，使部落擁有獨⽴立⾃自主經營的能⼒力？

3.如何透過⽣生態旅遊發展，協助部落因應未來環境變化的衝擊？這都是部落發展

⽣生態旅遊及建⽴立跨部落聯盟需要⾯面對的思考⾯面向與課題。︒｡我們期許在未來的⼀一年

中由三部落⾃自主營運，再視狀況給予建議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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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生態旅遊遊客導⼊入操作 

    今年度的⽣生態旅遊遊客導⼊入操作規劃三梯次，遊程體驗分別前往南⼭山、︑､松茂、︑､

環⼭山三部落，將部落四季美景、︑､特⾊色亮點及經濟產業溫帶⽔水果納⼊入遊程規劃並透

過網⾴頁設計進⾏行宣傳及報名事宜，分別在106年5⽉月6-7⽇日舉辦『2017  Insuna'南⼭山

杜鵑花季花漾⼩小旅⾏行』、︑､106年9⽉月2-3⽇日舉辦『Insuna’系列—松茂部落呷梨嗨⼩小旅

⾏行』、︑､106年11⽉月4-5⽇日舉辦『2017⼭山秋甜柿季環⼭山部落⼩小旅⾏行』。︒｡今年三梯次的

⼩小旅⾏行活動，遊客分別是從雪霸國家公園『雪霸之美登峰造極粉絲專⾴頁』、︑､⾏行政

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的『農村⾵風情網』、︑､『農村好讚粉絲專⾴頁』、︑､『圈⾕谷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粉絲專⾴頁』、︑､三部落各店家粉絲專⾴頁、︑､Line通訊軟體個⼈人及群組轉貼

分享⽽而報名參加。︒｡三梯次的⽣生態旅遊遊客導⼊入都讓每⼀一梯次參與的遊客得到不同

層次的滿⾜足，感受到部落的美景、︑､亮點與族⼈人熱情的招待。︒｡值得⼀一提的是松茂部

落仍然延續團隊好學的態度，將⽔水梨⼊入菜並開發⽔水梨派、︑､甜湯創意下午茶和植物

拓印⼿手作體驗，因松茂也是張⾬雨⽣生的故鄉，也利⽤用張⾬雨⽣生肖像和具有特⾊色的松茂

⾧長⽼老教會建築發展橡⽪皮章，讓遊客蓋章在明信⽚片上留念，讓遊程⽣生⾊色不少，也讓

遊客留下⾮非常深刻美好的印象。︒｡遊程結束後進⾏行檢討會希冀透過遊客問卷回饋意

⾒見成為部落發展⽣生態旅遊更具體的參考。︒｡ 

⼀一、︑､南⼭山部落『2017  Insuna'南⼭山杜鵑花季花漾⼩小旅⾏行』 

（⼀一）、︑､宣傳層⾯面 

    建置活動網⾴頁 http://pyanan-insuna-phpah.strikingly.com/#top。︒｡並透過雪霸

國家公園『雪霸之美登峰造極粉絲專⾴頁』、︑､⾏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的『農村⾵風

情網』、︑､『農村好讚粉絲專⾴頁』、︑､『圈⾕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粉絲專⾴頁』、︑､三部落

各店家粉絲專⾴頁、︑､Line 通訊軟體個⼈人及群組轉貼分享及⼝口語分享與宣傳⽽而報名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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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2017  Insuna'南⼭山杜鵑花季活動網⾴頁主視覺 

（⼆二）、︑､⽣生態遊程體驗滿意度分析 

    問卷的問項⽅方⾯面，『2017  Insuna'南⼭山杜鵑花季花漾⼩小旅⾏行』有19題（附件

四），⼯工作⼈人員在遊程的最後階段將問卷發放給每位遊客填寫並需填寫基本資料。︒｡

本次問卷的問項裡⾯面包括對遊程的資源程度、︑､解說過程、︑､體驗活動、︑､服務態度、︑､

活動價值等層⾯面做滿意度分析，分別依⾮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

同意等五個勾選項，在問卷回收後統計基本資料和滿意度分析的次數分配程度作

為未來之參考，將從遊客所填寫之問卷了解整個遊程之缺點在哪個層⾯面，並加強

之。︒｡ 

    南⼭山部落⽣生態旅遊兩天⼀一夜的套裝⾏行程於106年5⽉月6、︑､7⽇日兩天進⾏行。︒｡遊客從

網路上活動訊息及朋友之間互相分享輾轉得知，此次回收之有效問卷為19份，將

遊客基本資料經過統計軟體SPSS進⾏行問項次數分配如表，從表七得知，遊客以⼥女

性為多數，各年齡層均有遊客參與，但以41-50歲、︑､51-60歲以上為多數，教育程度

以⾼高中職以上為多數，職業分布平均，所得為⼆二萬⾄至四萬及六萬⾄至⼋八萬為多數，

居住地以北部為主，其中三位未婚，⼗十六位遊客已婚。︒｡此⾏行團員中有⼀一位國⼩小三

年級的⼩小朋友與媽媽⼀一同參與⾏行程。︒｡ 

項⽬目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5 26.32  

 
⼥女 14 73.68  

年齡 20 歲以下 1 5.26  

 
21-30 1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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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0 1 5.26  

 
41-50 8 42.11  

 
51-60 3 15.79  

 
61 以上 5 26.32  

教育 國中以下 3 15.79  

 
⾼高中職 10 52.63  

 
⼤大專 4 21.05  

 
研究所以上 2 10.53  

職業 學⽣生 1 5.26  

 
軍公教 2 10.53  

 
農林漁牧業 0 0.00  

 
⼯工商業 3 15.79  

 
服務業 2 10.53  

 
⾃自由業 4 21.05  

 
家庭主婦 2 10.53  

 
退休⼈人員 3 15.79  

 
其他 2 10.53  

居住地 北部 19 100.00  

 
中部 0 0.00  

 
南部 0 0.00  

 
東部 0 0.00  

 
其他 0 0.00  

每⽉月平均所得 無固定收⼊入 1 5.26  

 
⼆二萬以下 0 0.00  

 
⼆二 - 四萬 8 42.11  

 
四 - 六萬 8 42.11  

 
六 - ⼋八萬 2 10.53  

 
⼋八萬以上 0 0.00  

家庭狀況 未婚 3 15.79  

 
已婚，尚未有⼦子⼥女 4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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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小孩尚未獨⽴立 2 10.53  

 
已婚，⼩小孩皆已獨⽴立 10 52.63  

 
其他 0 0.00  

表七、︑､南⼭山部落⽣生態旅遊遊客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 

    由表⼋八得知，遊客在遊程之滿意度皆呈現滿意的狀態，其中解說員解說能⼒力、︑､

部落⼈人⽂文歷史、︑､整體⾏行程規劃、︑､遊覽⾞車⾞車內清潔、︑､住宿環境、︑､服務態度、︑､活動價

值也都給予滿意的評價，但在部落⾃自然景觀、︑､⽣生物資源的解說、︑､整體環境、︑､⼿手繪

⽵竹筆筒體驗及⾵風味餐菜量的部分為普通程度，代表必須再做改進，特別是南⼭山部

落的整題環境平均值只有3.95，由此可知，遊客對於雲霧繚繞的南⼭山部落本有期

待，但是因著⼀一級產業盛⾏行⼜又施⾏行慣⾏行農法導致環境品質不佳⽽而感到遺憾。︒｡遊客

對於此次⼩小旅⾏行整體的服務品質雖然給予滿意的評價，但是仍有進步的空間。︒｡ 

滿意度項⽬目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1.解說員的解說能⼒力 19 4 5 4.47  0.51  

2.⾃自然景觀（⾼高⼭山、︑､森林、︑､溪流） 19 3 5 4.42  0.61  

3.⽣生物（動、︑､植物）資源 19 3 5 4.26  0.73  

4.⼈人⽂文（狩獵⽂文化、︑､傳說…） 19 4 5 4.42  0.51  

5.整體⾏行程規劃體驗 19 4 5 4.47  0.51  

6.⽵竹筆筒⼿手繪體驗 19 3 5 4.16  0.76  

7.南⼭山部落的環境整潔 19 3 5 3.95  0.62  

8.對遊覽⾞車內的整潔 19 4 5 4.47  0.51  

9.對遊覽⾞車的⾏行⾞車安全 19 3 5 4.37  0.60  

10.對接待家庭的環境整潔 19 3 5 4.32  0.58  

11.對提供的早餐 19 4 5 4.47  0.51  

12.對部落⾵風味餐菜⾊色 19 4 5 4.47  0.51  

13.對部落⾵風味餐菜量 19 3 5 4.37  0.68  

14.學習到許多在地⽂文化知識 19 4 5 4.47  0.51  

15.達到遠離塵囂放鬆⼼心情 19 3 5 4.63  0.60  

16.收費是合理的 19 4 5 4.47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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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花費是值得的 19 4 5 4.53  0.51  

18.接待家庭服務態度 19 4 5 4.47  0.51  

19.整體的服務 19 4 5 4.47  0.51  

表⼋八、︑､南⼭山部落⽣生態旅遊遊客滿意度次數分配表 

問卷其他建議 

讚美： 

1.   請多多舉辦類似的活動，讓更多⼈人參與這樣有意義的⼩小旅⾏行⾏行程。︒｡ 

2.   ⾮非常感謝有這樣的⾏行程提供給我們。︒｡部落巡禮、︑､⾏行程安排、︑､解說員的知識交

流，有太多太多的收穫。︒｡期盼下次還有機會參與這樣的⾏行程，謝謝你們！ 

3.   部落⾵風味餐很好吃，但量可以少⼀一點，就很完美了！ 

4.   謝謝此次旅⾏行有知性也有感性。︒｡ 

5.   謝謝輔導團隊圈⾕谷公司陪伴部落發展產業轉型，希望你們能夠更加油。︒｡讓臺

灣⽣生態更美好。︒｡ 

6.   第⼆二天武陵農場的⾏行程很棒。︒｡⾛走了夢寐以求的桃⼭山步道終於看到了煙聲瀑布，

圓了年輕的⼼心願。︒｡參觀櫻花鉤吻鮭⽣生態中⼼心覺得很有收穫，覺得雪霸國家公

園很認真為臺灣的⽣生態保育，希望能夠繼續加油。︒｡ 

7.   環⼭山部落耆⽼老哈踴優豹說七家灣溪遺址的故事很動⼈人。︒｡⼈人⽂文歷史體驗很棒！ 

建議： 

1.   古家⽜牛⾁肉麵菜⾊色豐富，但是量太多了吃不完很可惜，可稍微改善。︒｡ 

2.   哈勇都利的家接待家庭洗澡的⽔水壓不穩定忽冷忽熱要改進。︒｡ 

3.   古家⽜牛⾁肉麵味道太鹹需要改進。︒｡ 

4.   解說導覽可設計與遊客互動的⼩小遊戲。︒｡ 

5.   建議找出羅葉尾溪特⾊色亮點，加以定點解說，也要讓遊客在定點駐⾜足停留休

息或拍照。︒｡ 

三、︑､南⼭山部落⼩小旅⾏行遊客導⼊入檢討會 

（⼀一）、︑､時間：106 年 5 ⽉月 7 ⽇日下午 4 點半⾄至七點 

（⼆二）、︑､地點：南⼭山部落古家⽜牛⾁肉麵 

（三）、︑､主席：顏美珠 

（四）、︑､記錄：張念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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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席⼈人員：顏美珠、︑､⿈黃天財、︑､張念君、︑､林美賜、︑､林春勇、︑､張美英、︑､伊⾼高

夏、︑､圈⾕谷資訊陳逸忠、︑､朱珮⽂文 

（六）、︑､討論議題與結論： 

1.   請南⼭山夥伴對⾏行程規劃、︑､餐飲、︑､住宿、︑､解說各⾯面向，⾃自⼰己有參與的部分進⾏行

評⽐比並⾃自我檢討。︒｡1-10 分（滿分為 10 分） 

項⽬目 負責⼈人 ⾃自評 ⾃自我檢討 

餐飲 古家⽜牛⾁肉麵/顏美珠 7 晚餐（⾵風味餐）的量沒有拿捏好，客

⼈人剩下很多。︒｡ 

住宿 哈勇接待家庭/林春勇 5 礙於家裡的設備還有很多需要再改

進，希望⼀一步⼀一步慢慢建置。︒｡ 

哈勇接待家庭/林美賜 6 我有認真打掃房間，希望客⼈人住的滿

意。︒｡但是早餐時還是有些事情疏忽

了，下次要更注意。︒｡ 

魯刹接待家庭/張美英 8 這次⾃自⼰己很努⼒力整理家裡。︒｡覺得有進

步。︒｡ 

魯刹接待家庭/張念君 7 魯刹接待家庭各⽅方⾯面都還要再進步。︒｡ 

拿住接待家庭/伊⾼高夏 6 給⾃自⼰己 6 分但已滿意⾃自⼰己現在的狀

況。︒｡ 

莎韻民宿/顏美珠（代） 7 民宿主⼈人不在住宿現場，無法好好接

待客⼈人需要改進。︒｡ 

解說 解說員/林春勇 5 解說的內涵和深度還要加強。︒｡ 

解說員/⿈黃天財 5 事前的預備、︑､時間的掌控都還需要再

加油。︒｡ 

表九、︑､南⼭山部落杜鵑花季⼩小旅⾏行檢討會⾃自評表 

2.   綜合檢討內容： 

餐飲⽅方⾯面： 

(1).針對客⼈人的屬性去拿捏⾷食材的份量。︒｡ 

(2).上菜的順序也是⼀一⾨門藝術，⾁肉類和蔬菜可穿插變化。︒｡ 

(3).部落⼩小旅⾏行最好都以在地⾷食材為主，並加以變化創新。︒｡ 

(4).每道菜⾊色上菜時可稍做⾷食材的說明與介紹，讓遊客更多認識在地的產業，

與其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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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餐⽜牛⾁肉麵、︑､晚餐的菜⾊色有客⼈人建議味道稍鹹，未來可加以改善，讓⾵風味

餐更具清爽健康導向。︒｡ 

住宿⽅方⾯面： 

(1).各接待家庭主⼈人都很親切、︑､溫暖。︒｡但房間整體的規劃、︑､設施若未來有要增

建時可再改進。︒｡ 

(2).住宿空間的陳設可多加利⽤用當地元素，增加說故事的題材。︒｡  

(3).每家主⼈人與客⼈人互動的狀況可量⼒力⽽而為，也要觀察客⼈人的喜好，適時的讓

客⼈人休息。︒｡  

(4).此次有四家接待家庭參與，每家接待六位遊客，浴室、︑､廁所的空間不夠，

讓客⼈人在洗澡、︑､上廁所時需要等待，未來可列⼊入參考改進。︒｡  

(5).此次⼊入住莎韻民宿的客⼈人在室內吸煙，需要在柔性勸導和教育。︒｡  

解說⽅方⾯面： 

(1).解說員需要有時間觀念，才能避免匆促⽽而遺漏重要物品。︒｡  

(2).解說員保持警醒的⼼心，才可更妥善的照顧遊客的安全。︒｡ 

(3).在羅葉尾溪⼊入⼝口處祈福儀式並講述遷徙的故事，內容應該更要精簡確實。︒｡ 

(4).羅葉尾溪遊程路線確定解說點解說，內容應該要更加熟練精簡，可穿插與

遊客互動的遊戲或內容。︒｡沿途可停留幾個休憩點讓遊客駐⾜足拍照、︑､休息享受

森林的美好。︒｡ 

(5).遊客進⾏行部落巡禮時，解說員要介紹部落整體概況，解說⽬目前南⼭山部落的

產業內容、︑､⼈人⼝口結構。︒｡ 

(6).部落巡禮當天適逢南⼭山村村運，部落環境有些許垃圾，也正逢種植⾼高麗菜

時期，有些農⼾戶正在噴灑農藥。︒｡ 

(7).建議規劃⼩小旅⾏行⾏行程時要特別注意相關細節。︒｡ 

⼿手作體驗： 

(1).使⽤用部落在地素材並結合泰雅⽂文化元素是很好的⽅方向。︒｡ 

(2).帶領者須簡潔說明⼿手作素材的意義與在地產業進⾏行連結，增加這個⾏行程的

附加價值。︒｡ 

3.   遊客回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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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遊客對於此次遊程⼤大致上給予滿意及⾮非常滿意之評價。︒｡唯有在部落環境、︑､

⼿手作體驗上感到普通。︒｡ 

(2).遊客建議菜量要拿捏以免浪費⾷食物，也期待⼝口味可以在清淡⼀一些。︒｡ 

(3).遊客對於羅葉尾溪的解說提出建議。︒｡希望能夠確⽴立解說點解說並提供休憩

點拍照休息。︒｡ 

(4).遊客對於武陵桃⼭山步道及七家灣溪遺址解說和櫻花鉤吻鮭⽣生態中⼼心的知性

解說均感到⾮非常滿意。︒｡ 

4.   結論： 

(1).⽣生態旅遊團隊彼此連結需要更加主動緊密，⼤大家⼀一起穿著傳統服飾（背⼼心）、︑､

佩掛名牌，⼤大家⼀一起迎賓接待客⼈人展現團隊的氣勢與活⼒力。︒｡ 

(2).參與部落⼩小旅⾏行的遊客通知對部落知性（深度）之旅充滿期待，夥伴們要

認真加強在地知識、︑､解說技巧和與遊客互動的能⼒力。︒｡每⽉月固定巡守遊程路線

⾮非常重要，⼤大家要確實前往遊程路線彼此演練，才能夠對於部落的解說內容

熟悉⽽而更有⾃自信展現。︒｡ 

(3).接待團客需要團隊⼀一起合作，夥伴們更應看重團隊運作機制會議，固定聚

會培養默契⼀一同學習成⾧長。︒｡ 

⼆二、︑､松茂部落『Insuna’系列—松茂部落呷梨嗨⼩小旅⾏行』 

（⼀一）、︑､宣傳層⾯面 

    建置 http://tabuk-nasi.strikingly.com/活動網⾴頁。︒｡活動網⾴頁和本公司網站及粉

絲專⾴頁、︑､雪霸國家公園粉絲專⾴頁、︑､三部落各店家之粉絲專⾴頁聯合⾏行銷，並利⽤用Line

通訊軟體宣傳，⾏行政院農委會⽔水保局的農村⾵風情網也協助張貼活動訊息和宣傳。︒｡

Insuna’是泰雅語中『⽣生命、︑､呼吸』的意思。︒｡⼟土地，承載著⽣生命的重量，⽀支持⽣生命

的⼀一切所需。︒｡家庭，賜予我們新⽣生，是我們⽣生命中最美的擁有。︒｡⾼高⼭山果園是⽀支撐

著⾼高⼭山部落⼀一個個家庭的經濟來源，設計概念由家庭出發，以家中牆壁上的磁磚

作為基底，多汁的⽔水梨、︑､枝條、︑､剪枝⼑刀、︑､套袋成為磁磚上的花紋，記錄著農⼈人們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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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松茂部落⽔水梨季⼩小旅⾏行活動網⾴頁主視覺 

（⼆二）、︑､⽣生態遊程體驗滿意度分析 

    問卷的問項⽅方⾯面，『 Insuna'松茂部落.呷梨嗨⼩小旅⾏行』有19題（附件五），⼯工

作⼈人員在遊程的最後階段將問卷發放給每位遊客填寫並需填寫基本資料。︒｡本次問

卷的問項裡⾯面包括對遊程的資源程度、︑､解說過程、︑､體驗活動、︑､服務態度、︑､活動價

值等層⾯面做滿意度分析，分別依⾮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等

五個勾選項，在問卷回收後統計基本資料和滿意度分析的次數分配程度作為未來

之參考，將從遊客所填寫之問卷了解整個遊程之缺點在哪個層⾯面，並加強之。︒｡ 

    松茂部落⽣生態旅遊兩天⼀一夜的套裝⾏行程於106年9⽉月2、︑､3⽇日兩天進⾏行。︒｡遊客皆

從網路上活動訊息輾轉得知，此次回收之有效問卷為19份，將遊客基本資料經過

統計軟體SPSS進⾏行問項次數分配如表，從表⼗十得知，遊客以⼥女性為多數，各年齡

層均有遊客參與，但以41-50歲、︑､51-60歲以上為多數，教育程度以⼤大專以上為多數，

職業分布平均，每⽉月平均所得為各個選項都有，居住地以北部為主，其中⼀一位遊

客為宜蘭⼈人，其中⼋八位未婚，⼗十⼀一位遊客已婚。︒｡ 

項⽬目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8 42.11  

⼥女 11 57.89  

年齡 
20 歲以下 0 0.00  

21-30 3 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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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0 2 10.53  

41-50 6 31.58  

51-60 5 26.32  

61 以上 3 15.79  

教育 

國中以下 0 0.00  

⾼高中職 5 26.32  

⼤大專 11 57.89  

研究所以上 3 15.79  

職業 

學⽣生 2 10.53  

軍公教 3 15.79  

農林漁牧業 0 0.00  

⼯工商業 4 21.05  

服務業 1 5.26  

⾃自由業 2 10.53  

家庭主婦 2 10.53  

退休⼈人員 3 15.79  

其他 2 10.53  

居住

地 

北部 16 84.21  

中部 2 10.53  

南部 0 0.00  

東部 1 5.26  

其他 0 0.00  

每⽉月

平均

所得 

無固定收⼊入 5 26.32  

⼆二萬以下 1 5.26  

⼆二 - 四萬 4 21.05  

四 - 六萬 6 31.58  

六 - ⼋八萬 2 10.53  

⼋八萬以上 1 5.26  

家庭

狀況 

未婚 8 42.11  

已婚，尚未有⼦子⼥女 0 0.00  

已婚，⼩小孩尚未獨⽴立 1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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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小孩皆已獨⽴立 10 52.63  

其他 0 0.00  

表⼗十、︑､松茂部落⽣生態旅遊遊客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 

由表⼗十⼀一得知，遊客在遊程之滿意度皆呈現滿意的狀態，其中解說員解說能⼒力、︑､

部落⼈人⽂文歷史、︑､整體⾏行程規劃、︑､部落⾵風味餐、︑､住宿環境、︑､服務態度、︑､活動價值也

都給予滿意的評價，但在部落⽣生物資源、︑､遊覽⾞車的整潔與安全、︑､接待家庭整體環

境、︑､採果體驗的部分為普通程度，代表必須再做改進。︒｡此次遊程中遊客對於整體

遊程規劃能夠達到遠離塵囂放鬆⼼心情的平均值達到4.89為最⾼高，可⾒見⾼高⼭山的⾃自然

環境與⽣生活以及套裝⾏行程的規劃留給遊客慢活漫遊的體驗。︒｡遊客對於此次⼩小旅⾏行

整體的服務品質給予滿意的評價，也是尚有進步努⼒力的空間。︒｡ 

滿意度項⽬目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1. 解說員的解說能⼒力 19 4 5 4.84  0.37  

2. ⾃自然景觀（⾼高⼭山、︑､森林、︑､溪流） 19 3 5 4.68  0.48  

3. ⽣生物（動、︑､植物）資源 19 3 5 4.42  0.51  

4. ⼈人⽂文（在地產業、︑､遷徙、︑､歷史） 19 4 5 4.58  0.61  

5. 整體⾏行程規劃體驗 19 4 5 4.74  0.45  

6. ⾼高⼭山採果體驗 19 3 5 4.32  0.89  

7. ⽔水梨創意下午茶 19 3 5 4.53  0.70  

8. 植物拓印明信⽚片及射箭體驗 19 4 5 4.58  0.61  

9. 遊覽⾞車的整潔及安全 19 3 5 4.58  0.61  

10. 接待家庭的環境整潔 19 3 5 4.84  0.37  

11. 接待家庭提供的早餐 19 4 5 4.68  0.48  

12. 我部落⾵風味餐菜⾊色 19 4 5 4.74  0.45  

13. 部落⾵風味餐菜量 19 3 5 4.74  0.45  

14. 學習到許多在地⽂文化知識 19 4 5 4.68  0.48  

15. 達到遠離塵囂放鬆⼼心情 19 3 5 4.89  0.32  

16. 收費是合理的 19 4 5 4.74  0.45  

17. 花費是值得的 19 4 5 4.84  0.37  

18. 接待家庭⼈人員的服務態度 19 4 5 4.79  0.42  

19. 整體的服務 19 4 5 4.84  0.37  

表⼗十⼀一、︑､松茂部落⽣生態旅遊遊客滿意度次數分配表 

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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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 

1.   請多多舉辦類似的活動，讓更多⼈人參與這樣有意義的⼩小旅⾏行⾏行程。︒｡ 

2.   ⾮非常感謝有這樣的⾏行程提供給我們。︒｡部落的巡禮、︑､⾏行程的安排、︑､解說員的知

識交流，有太多太多的收穫。︒｡期盼下次還有機會參與這樣的⾏行程，謝謝你們！ 

3.   部落⾵風味餐很好吃⼜又有特⾊色，當季⽔水梨⼊入菜更是⼀一絕。︒｡太完美了！ 

4.   謝謝此次旅⾏行有知性也有感性。︒｡ 

5.   謝謝輔導團隊圈⾕谷公司陪伴部落發展產業轉型，希望你們能夠更加油。︒｡讓臺

灣⽣生態更美好。︒｡ 

6.   感謝⾕谷慕的家接待家庭熱情的招待以及得天獨厚的美景，謝謝。︒｡ 

7.   應該廣為推廣部落⼩小旅⾏行，加辦幾梯次讓更多⼈人可以參加。︒｡謝謝⾕谷慕的家張

爸爸談古說今超讚！更是感謝圈⾕谷團隊對部落的輔導！加油。︒｡ 

8.   期望部落⽂文化、︑､⽣生態永續發展。︒｡願主耶穌的慈愛與⼤大家同在。︒｡祝福圈⾕谷資訊

公司⽣生意興隆，⼀一切順利！ 

9.   ⼀一開始在台北⾞車站集合時，因為天氣狀況不好，陰⾬雨綿綿的，再加上松茂⼩小

旅⾏行的牌⼦子有點⼩小，所以花了⼀一點時間才找到。︒｡但是旅⾏行中感受到所有⼯工作

⼈人員的細⼼心，接待家庭的熱情，很開⼼心參加這次⼩小旅⾏行。︒｡以後，還會想找其

他朋友⼀一起來。︒｡ 

10.  主賜平安，願上帝帶領部落進⼊入更豐盛、︑､成功的部落⽂文化之旅。︒｡ 

11.  棒！太感動了。︒｡部落的⼈人和輔導團隊。︒｡ 

12.  這⼀一趟旅遊很棒，很難忘。︒｡謝謝您們！ 

13.  ⾮非常好，值得推薦。︒｡ 

14.  謝謝你們⽤用⼼心規劃，我們⼀一家五⼝口（連同肚⼦子中的⼩小baby）都玩得很開⼼心。︒｡ 

建議： 

1.   以後可以租⼤大型巴⼠士，讓更多⼈人可以參加。︒｡中巴較晃，⾧長輩較不適應，感謝

你們。︒｡⾟辛苦了！  

2.   採果體驗有兩點建議： 

(1)  ⼀一開始發哥說採了就是要買的，但因為每顆⽔水梨的⼤大⼩小和價格都不⼀一樣，所

以後來把採到的梨⼦子放⼀一邊，有需要購買的還是直接跟發嫂訂購。︒｡這樣總覺

得有些怪怪的，建議這個活動可以再重新規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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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增加看雲海的⾏行程，前年我跟太太到福壽⼭山旅遊，為著壯闊的雲海深深

著迷。︒｡這次我們還刻意多留⼀一天，除了週⽇日在部落旅遊外，週⼀一清晨5:30也

衝上福壽⼭山欣賞雲海，當陽光灑在⼭山⾕谷的村莊、︑､⼀一抹⽩白雲流瀉⽽而過，世外桃

源的美景躍然眼前，⾄至今仍難以忘懷。︒｡所以建議就是將早餐稍微延後，安排

⼤大家早起欣賞雲海，相信絕對不虛此⾏行。︒｡ 

（三）、︑､松茂部落⼩小旅⾏行遊客導⼊入檢討會 

1.   時間：106 年 9 ⽉月 3 ⽇日下午 2 點半⾄至 4 點半 

2.   地點：春發休閒農園交誼廳 

3.   主席：張鳳英 

4.   紀錄：施妤瑾 

5.   出席⼈人員：胡春發、︑､張福全、︑､張有⽂文、︑､何秋菊、︑､林莉芳、︑､邱美麗、︑､胡

陳淑美、︑､吳星妹、︑､圈⾕谷資訊陳逸忠、︑､朱珮⽂文 

6.   討論議題與結論： 

(1). 請松茂夥伴對⾏行程規劃、︑､餐飲、︑､住宿、︑､解說各⾯面向，⾃自⼰己有參與的部

分進⾏行評⽐比並⾃自我檢討。︒｡1-10 分（滿分為 10 分） 

項⽬目 負責⼈人 ⾃自評 ⾃自我檢討 

餐飲 張鳳英、︑､何秋菊、︑､張

福全、︑､施妤瑾、︑､林莉

芳、︑､邱美麗、︑､胡陳淑

美、︑､吳星妹、︑､胡春發 

10 在部落吃⼀一個晚餐、︑､兩個中餐。︒｡都由部落

團隊的婦⼥女分配⼯工作合⼒力完成。︒｡此次由張

鳳英指揮掌廚，不管是菜⾊色、︑､菜量都拿捏

得很好，也結合⽔水梨⼊入菜。︒｡除了讓客⼈人⽿耳

⽬目⼀一新之外，也有飽⾜足感，得到許多讚

賞。︒｡感謝夥伴們彼此合作。︒｡這次是⼀一個很

美好的經驗。︒｡ 

住宿 春發休閒農園/張鳳

英 

7 此次主要負責所有⼩小旅⾏行統籌，分⾝身乏

術，對於客⼈人的接待有⼼心無⼒力，下次還要

再改進。︒｡ 

⾕谷慕的家/張有⽂文 8 與⼊入住的客⼈人有很美好的交誼溝通，晚上

也有時間分享⾃自⼰己的收藏喜好。︒｡客⼈人都給

我很⾼高的評價，讓我⾃自信⼼心增加許多。︒｡ 

妮杜星星接待家庭/

吳星妹 

7 今年第⼀一次參與接待客⼈人，⽬目前先做到乾

淨整⿑齊的環境，還有⼀一些設備需要慢慢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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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我會請教張鳳英，⼀一步⼀一步來改進。︒｡ 

胡媽媽接待家庭/胡

陳淑美 

7 我把家裡整理乾淨整⿑齊，希望客⼈人會喜

歡。︒｡我年紀⼤大了⼜又忙果園，但是有客⼈人

來，辦⽔水梨⼩小旅⾏行我很開⼼心。︒｡ 

牧耀.巴雅斯接待家

庭/林莉芳 

8 謝謝這次安排住宿的夥伴，把有帶⼩小嬰兒

的客⼈人排在我家，剛好我也有⼩小寶寶，所

以很多設備都很⿑齊全，讓客⼈人覺得很⽅方

便。︒｡也有許多話題可以⼀一起分享。︒｡ 

解說 解說員/張有⽂文 9 我很喜歡解說我的故鄉，這次帶領遊客認

識⼤大梨⼭山個知名景點，也有時間讓客⼈人拍

照。︒｡⼤大家都很開⼼心也給我很多很棒的回

饋。︒｡ 

⼿手作 胡⼼心瑀、︑､王榆君、︑､林

莉芳 

8 這次與部落夥伴⼀一起完成『⽔水梨創意下午

茶』、︑､植物拓印明信⽚片、︑､張⾬雨⽣生⼿手作書籤，

雖然花了很多⼼心思與時間，但是看到客⼈人

操作認真的樣⼦子和完成成品開⼼心的表

情，覺得⾟辛苦很值得。︒｡ 

採果 胡春發 8 這次有客⼈人很害怕蟲⼦子，所以對採果⽐比較

不感興趣，但是我可以帶他們去看看雞，

他們也很開⼼心。︒｡ 

胡陳淑美 7 這次天氣不穩定，果園⼜又⽐比較遠⽐比較陡。︒｡

希望客⼈人會開⼼心。︒｡ 

表⼗十⼆二、︑､松茂部落⽔水梨季⼩小旅⾏行檢討會⾃自評表 

(2).綜合檢討內容：這次是第三年培⼒力計畫，感謝雪霸國家公園，更是感謝圈⾕谷

的⽼老師帶領我們，讓我們成⾧長茁壯。︒｡現在來松茂旅遊的⼈人愈來愈多，這次的⼩小

旅⾏行⼤大家展現了團隊合作，⼤大家都很喜歡這樣合作的氣氛，希望以後要繼續努

⼒力下去。︒｡正⾯面思考，不要背後說閒話，讓松茂部落成為來武陵和梨⼭山旅遊的客

⼈人最喜歡停留的住宿區和餐飲區。︒｡ 

三、︑､環⼭山部落『2017⼭山秋甜柿季⼩小旅⾏行』 

（⼀一）、︑､宣傳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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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 http://sqoyaw-persimmon-festival.strikingly.com/活動網⾴頁。︒｡本公司粉絲

專⾴頁、︑､雪霸國家公園粉絲專⾴頁、︑､三部落各店家之粉絲專⾴頁聯合⾏行銷，並利⽤用Line

通訊軟體宣傳，⾏行政院農委會⽔水保局的農村⾵風情網也協助張貼活動訊息和宣傳。︒｡ 

圖⼗十九、︑､環⼭山部落⼭山秋甜柿季⼩小旅⾏行網站主視覺 

（⼆二）、︑､⽣生態遊程體驗滿意度分析 

    問卷的問項⽅方⾯面，『 2017⼭山秋甜柿季環⼭山部落⼩小旅⾏行』有19題（附件六），

⼯工作⼈人員在遊程的最後階段將問卷發放給每位遊客填寫並需填寫基本資料。︒｡本次

問卷的問項裡⾯面包括對遊程的資源程度、︑､解說過程、︑､體驗活動、︑､服務態度、︑､活動

價值等層⾯面做滿意度分析，分別依⾮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等5個勾選項，在問卷回收後統計基本資料和滿意度分析的次數分配程度作為未

來之參考，將從遊客所填寫之問卷了解整個遊程之缺點在哪個層⾯面，並加強之。︒｡ 

    環⼭山部落⽣生態旅遊兩天⼀一夜的套裝⾏行程於106年11⽉月4、︑､5⽇日兩天進⾏行。︒｡遊客皆

從網路上活動訊息輾轉得知，此次回收之有效問卷為22份，將遊客基本資料經過

統計軟體SPSS進⾏行問項次數分配如表，從表⼗十三得知，遊客以⼥女性為多數，各年

齡層均有遊客參與，但以41-50歲、︑､51-60歲以上為多數，教育程度⾼高中職以下有12

⼈人、︑､⼤大專以上有10⼈人，職業以從事⼯工商業為主，也有幾位家庭主婦與退休⼈人⼠士，

每⽉月平均所得各個選項都有，以⼆二⾄至四萬元居多，居住地以北部為主，其中⼀一位

遊客為宜蘭⼈人，其中⼋八位未婚，⼗十四位遊客已婚。︒｡ 

項⽬目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4 18.18  

⼥女 18 81.82  

年齡 20 歲以下 1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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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 3 13.64  

31-40 0 0.00  

41-50 5 22.73  

51-60 7 31.82  

61 以上 6 27.27  

教育 

國中以下 4 18.18  

⾼高中職 8 36.36  

⼤大專 9 40.91  

研究所以上 1 4.55  

職業 

學⽣生 1 4.55  

軍公教 1 4.55  

農林漁牧業 0 0.00  

⼯工商業 10 45.45  

服務業 2 9.09  

⾃自由業 0 0.00  

家庭主婦 6 27.27  

退休⼈人員 0 0.00  

其他 2 9.09  

居住

地 

北部 21 95.45  

中部 0 0.00  

南部 0 0.00  

東部 1 4.55  

其他 0 0.00  

每⽉月

平均

所得 

無固定收⼊入 4 18.18  

⼆二萬以下 1 4.55  

⼆二 - 四萬 7 31.82  

四 - 六萬 8 36.36  

六 - ⼋八萬 1 4.55  

⼋八萬以上 1 4.55  

家庭

狀況 

未婚 8 36.36  

已婚，尚未有⼦子⼥女 4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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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小孩尚未獨⽴立 4 18.18  

已婚，⼩小孩皆已獨⽴立 5 22.73  

其他 1 4.55  

表⼗十三、︑､環⼭山部落⽣生態旅遊遊客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 

由表⼗十四得知，遊客在遊程之滿意度皆呈現滿意的狀態，其中在⾃自然景觀上、︑､整

體⾏行程規劃、︑､部落⾵風味餐、︑､住宿環境、︑､服務態度、︑､活動價值也都給予滿意的評價，

但在部落⽣生物資源、︑､⼈人⽂文歷史的解說、︑､遊覽⾞車的整潔與安全、︑､部落早餐站的早餐

部分為普通程度，代表必須再做改進。︒｡遊客對於此次⼩小旅⾏行接待家庭的整理環境

整潔及服務態度還有此次由由能夠達到遠離塵囂、︑､放鬆⼼心情的⽬目的都給予平均值

4.86的評價，是值得⿎鼓勵的，但其他的項⽬目也有許多待改進的空間。︒｡ 

滿意度項⽬目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1.解說員的解說能⼒力 22 3 5 4.50  0.60  

2.⾃自然景觀（⾼高⼭山、︑､森林、︑､溪流） 22 4 5 4.55  0.51  

3.⽣生物（動、︑､植物）資源 22 3 5 4.41  0.67  

4.⼈人⽂文（狩獵⽂文化、︑､傳說…） 22 3 5 4.36  0.58  

5.整體⾏行程規劃體驗 22 4 5 4.55  0.51  

6.⼭山胡桃吊飾⼿手作體驗 22 4 5 4.59  0.50  

7.環⼭山部落的環境整潔 22 3 5 4.32  0.48  

8.對遊覽⾞車內的整潔 22 3 5 4.36  0.73  

9.對遊覽⾞車的⾏行⾞車安全 22 4 5 4.50  0.51  

10.對接待家庭的環境整潔 22 4 5 4.86  0.35  

11.對部落早餐站提供的早餐 22 3 5 4.50  0.60  

12.對部落⾵風味餐菜⾊色 22 4 5 4.64  0.49  

13.對部落⾵風味餐菜量 22 4 5 4.64  0.49  

14.學習到許多在地⽂文化知識 22 4 5 4.59  0.50  

15.達到遠離塵囂放鬆⼼心情 22 4 5 4.86  0.35  

16.收費是合理的 22 4 5 4.55  0.51  

17.花費是值得的 22 4 5 4.55  0.51  

18.接待家庭服務態度 22 4 5 4.82  0.39  

19.整體的服務 22 4 5 4.68  0.48  

表⼗十四、︑､環⼭山部落⽣生態旅遊遊客滿意度次數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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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 

1.   感謝團隊的⽤用⼼心，加油。︒｡ 

2.   藉由圈⾕谷公司的輔導，部落已經有所成⾧長，由衷希望還是每年定期舉辦⽣生態

旅遊，年年驗收分享部落發展成果，共享喜悅。︒｡還好有遊覽⾞車接送，不然⾃自

⼰己開⾞車來回，真的頗遠呢！ 

3.   ⾏行程完美。︒｡總分若是100分，評給此次⼩小旅⾏行99分，改進的⼀一分（期待下次的

旅⾏行）。︒｡ 

4.   謝謝接待家庭的照顧。︒｡除了下午爬獵⼈人步道太累了，導致晚上參加DIY⾏行程時

很沒精神，其他都令⼈人滿意。︒｡ 

5.   我對採甜柿時，主⼈人給予試吃嚐鮮感到⾮非常滿意。︒｡還有第⼆二天的素⾷食午餐⾮非

常豐盛⼜又有創意感到⾮非常滿意。︒｡ 

建議： 

1.   信仰是部落居民的⽣生活之⼀一，想聽詩歌的演唱在這靜謐的⼭山城。︒｡ 

2.   獵⼈人步道導覽時解說員應該配戴⿆麥克⾵風。︒｡ 

3.   ⼩小旅⾏行⾏行程中的活動可以再多⼀一些。︒｡ 

（三）、︑､環⼭山部落⼩小旅⾏行檢討會 

時間：106 年 11 ⽉月 5 ⽇日下午 3 點 

地點：銀杏蘭莊 

出席：陳逸忠、︑､朱珮⽂文、︑､莊建和、︑､胡⽉月桂、︑､吳張阿英、︑､楊寶惠、︑､宋哲恩、︑､童齡儀  

記錄：楊寶惠 

討論議題： 

 1、︑､雖然我們已有多次接待的經驗，重要的是團隊必需要分⼯工，雖有磨擦但要多

溝通才會進步。︒｡（胡⽉月桂） 

2、︑､很開⼼心，看到客⼈人的笑容回應就是給我們最好的⿎鼓勵。︒｡（吳張阿英） 

3、︑､別忘給⾟辛苦的團隊掌聲，謝謝。︒｡⼩小旅⾏行時間跟教會聚會雖有些抵觸，但是⼜又

⼀一次的成⾧長累積接待經驗，最重要是固定開會⽇日⼀一定要持守，才能從團隊會議中

溝通、︑､及每次經驗的分享當中學習成⾧長。︒｡（宋哲恩） 

4、︑､這是第⼀一次 DIY 初體驗，有些許緊張，但是以接待家⼈人的⼼心態，也就放鬆緩

和了。︒｡（楊寶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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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每次都以學習的⼼心情，不斷的去問去做，造就對每⼀一次接待成為必然的功課，

更重要是團隊的分⼯工及個⼈人的學習是必要的。︒｡（莊建和） 

6、︑､歡迎新的團隊夥伴加⼊入（童齡儀）。︒｡ 

7、︑､⼩小旅⾏行活動已結束，總計費⽤用 64100 元全數交給窗⼝口（胡⽉月桂）統整發給夥伴

們。︒｡ 

8、︑､三年的培⼒力計畫也將結案，期許團隊要定期開會，會議中可達成共識及溝通

改進的管道。︒｡今年利⽤用公基⾦金印製明信⽚片(共 60 張)＋郵票，共花費 648 元，作為

⼩小旅⾏行的活動之⼀一，遊客都感到很有紀念價值也很開⼼心，遊客寫的明信⽚片已貼好

郵票，⿇麻煩⽉月桂拿到梨⼭山寄出（共計 24 張）。︒｡另外剩下的明信⽚片已分給阿英 6

張、︑､歌瑟亞 6 張、︑､夢婷 6 張、︑､弗代 6 張、︑､⽉月桂 4 張、︑､羅牧師 3 張、︑､齡儀 3 張、︑､寶

惠 2 張（共計 36 張）。︒｡團隊資源分享是⽬目的，社區才能永續。︒｡群組的動態要有互

動並回應（逸忠、︑､珮⽂文⽼老師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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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執⾏行成效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本公司團隊進⾏行南⼭山、︑､環⼭山、︑､松茂部落⽣生態旅遊培

⼒力計畫，⾃自103年⾄至今已有顯著的成果，分別從以下⼗十三項彙整執⾏行成效。︒｡ 

⼀一、︑､ ⽣生態資源 

特⾊色動物 

南⼭山部落：林鵰、︑､⼤大冠鷲、︑､⼭山羌、︑､臺灣獼猴、︑､⽩白⾯面鼯⿏鼠、︑､⼤大⾚赤鼯⿏鼠、︑､⼭山豬、︑､

臺灣櫻花鉤吻鮭、︑､苦花、︑､梭德⽒氏⾚赤蛙、︑､曙鳳蝶 

環⼭山部落：臺灣櫻花鉤吻鮭、︑､苦花、︑､⽩白⾯面鼯⿏鼠、︑､⼭山羌、︑､⽩白⽿耳畫眉、︑､繡眼畫

眉、︑､藪⿃鳥、︑､⼤大紅紋鳳蝶 

松茂部落：⽩白⾯面鼯⿏鼠、︑､⼭山羌、︑､⼭山豬、︑､⽩白⽿耳畫眉、︑､繡眼畫眉、︑､冠⽻羽畫眉、︑､⿈黃

腹琉璃、︑､台灣紫嘯鶇 

特⾊色植物 

南⼭山部落：合歡、︑､⾺馬告、︑､紅檜、︑､⾼高⼭山藤繡球、︑､西施花、︑､臺灣杜鵑 

環⼭山部落：青楓、︑､臺灣胡桃、︑､⾺馬銀花、︑､臺灣⾚赤揚、︑､栓⽪皮櫟、︑､羅⽒氏鹽膚⽊木 

松茂部落：臺灣⼆二葉松、︑､⼭山漆、︑､⼟土⾁肉桂、︑､⼭山枇杷、︑､臺灣獼猴桃、︑､⼭山桐⼦子 

四季特⾊色 

南⼭山部落：杜鵑花、︑､西施花（3-5⽉月） 

環⼭山部落：桃花、︑､梨花、︑､蘋果花（3-5⽉月）、︑､櫻花、︑､李花（12⽉月-翌年2⽉月） 

松茂部落：桃花、︑､梨花、︑､蘋果花（3-5⽉月）、︑､楓紅、︑､李花（12⽉月-翌年2⽉月） 

⼆二、︑､ 農特產品 

南⼭山部落：⾼高麗菜、︑､⼤大⽩白菜（全年）、︑､猴頭菇、︑､⽊木⽿耳、︑､⾹香菇、︑､茶葉、︑､彩⾊色

海芋（夏季） 

環⼭山部落：⽔水蜜桃、︑､新世紀⽩白梨（夏季）、︑､蜜梨、︑､蜜蘋果、︑､甜柿（秋季）、︑､

雪梨（冬季） 

松茂部落：蜜李、︑､⽔水蜜桃、︑､新世紀⽩白梨、︑､如⽟玉梨（夏季）、︑､蜜梨、︑､蜜蘋果、︑､

甜柿（秋季）、︑､雪梨（冬季） 

三、︑､ 伴⼿手禮 

南⼭山部落：泰雅⼿手作編織⾯面紙套、︑､編織包、︑､⼿手做吊飾 

環⼭山部落：歌瑟亞農莊季節果乾（蘋果、︑､⽩白梨、︑､甜柿、︑､雪梨）、︑､銀杏果、︑､

臺灣⼭山胡桃吊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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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茂部落：春發嫂⾺馬告辣椒醬、︑､春發嫂季節果醬（橘⼦子、︑､⽔水蜜桃、︑､桑椹）、︑､

櫻桃酒、︑､泰雅編織⼿手機袋、︑､筆袋 

四、︑､ 特⾊色步道 

南⼭山部落： 

1.   羅葉尾溪，海拔約 2000 公尺，河段全⾧長約 4 公⾥里，河寬約 10 公尺，地

處隱密，不易受⼈人為活動⼲干擾，且溪⽔水 pH 值介於 7.19~8.96 之間。︒｡ 

2.   檜⽊木林道，⾛走完全程需要⼀一天時間，有蓊鬱的森林林相和臺灣千年檜⽊木

群。︒｡  

環⼭山部落： 

1.   獵⼈人步道，從部落出發，通過司界蘭溪吊橋就是步道⼊入⼝口，有兩種分級

的爬⼭山路線選擇，獵⼈人教室也在森林步道中，可以體驗陷阱設置的泰雅

傳統⽂文化。︒｡ 

2.   ⾺馬武霸⼭山，從最低點的平等吊橋，海拔⾼高度 1547 公尺，到達⾺馬武霸⼭山

基點，海拔⾼高度為 2497 公尺，⼤大約六公⾥里路程。︒｡ 

松茂部落： 

1.   松茂林道，起始於公路臺七甲線 66K 處，經松茂⽔水⽂文站、︑､仁壽橋，即

可正式進⼊入原始森林。︒｡地⾯面撲滿⼆二葉松松針⾛走起來像踏在絨地毯上⼀一樣

舒服。︒｡ 

2.   希利克步道，總⾧長 541 公尺，步道⾏行經梨⼭山地區保留完整的原始林，林

相及動植物資源豐富，希利克（Siliq）在泰雅族為占⼘卜⿃鳥『繡眼畫眉』

的稱呼。︒｡ 

五、︑､ 解說⼈人員 

南⼭山部落：聶曼⽐比令、︑､⿈黃天財、︑､林春勇 

環⼭山部落：莊建和、︑､羅以撒、︑､宋進⽟玉 

松茂部落：張有⽂文、︑､蔡⾧長管、︑､張鳳英 

六、︑､ 協會及⽣生態旅遊團隊組織 

南⼭山部落：南⼭山社區發展協會、︑､⽐比雅楠⽂文化協會、︑､部落⼩小旅⾏行聯絡窗⼝口：

顏美珠、︑､副窗⼝口：張念君 

環⼭山部落：環⼭山社區發展協會、︑､部落⼩小旅⾏行聯絡窗⼝口：童齡儀、︑､副窗⼝口：

胡⽉月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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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茂部落：松茂社區發展協會、︑､松茂社區⽣生態旅遊接待家庭產業聯盟、︑､部

落⼩小旅⾏行聯絡窗⼝口：張鳳英、︑､副窗⼝口：施妤瑾 

七、︑､ 住宿餐飲 

南⼭山部落：古家⽜牛⾁肉麵、︑､A蜜師母便當店、︑､莎韻民宿、︑､拿住接待家庭、︑､魯

刹民宿、︑､哈勇都利的家接待家庭 

環⼭山部落：幸福銀杏蘭莊接待家庭（⾵風味餐料理）、︑､屋頂的天空接待家庭、︑､

詩歌謠的天空民宿、︑､空野原接待家庭、︑､歌瑟亞農莊接待家庭（早餐站）、︑､

希瑪農莊（⾵風味餐料理）、︑､波波的家接待家庭、︑､瑪岱夢接待家庭、︑､雪⼭山民

宿（詹秀美⽂文物館） 

松茂部落：梨⼭山春發休閒農園接待家庭（⾵風味餐料理）、︑､張⾬雨⽣生之家接待

家庭、︑､⾕谷慕的家接待家庭、︑､Yungay胡媽媽接待家庭、︑､梨⼭山牧耀巴雅斯接待

家庭、︑､梨⼭山妮杜星星接待家庭 

⼋八、︑､ 交通資源 

南⼭山部落：⾃自⾏行開⾞車前往、︑､國光客運（羅東、︑､宜蘭轉運站）、︑､Up To Go觀

光巴⼠士（採網路預約⽅方式） 

環⼭山部落：⾃自⾏行開⾞車前往、︑､國光客運（羅東、︑､宜蘭轉運站）、︑､豐原客運、︑､

Up To Go觀光巴⼠士（採網路預約⽅方式） 

松茂部落：⾃自⾏行開⾞車前往、︑､國光客運（羅東、︑､宜蘭轉運站）、︑､豐原客運、︑､

Up To Go觀光巴⼠士（採網路預約⽅方式） 

九、︑､ ⾏行銷平台 

南⼭山部落：南⼭山部落Pyanan⼩小旅⾏行 http://pyanan.strikingly.com/ 

環⼭山部落：環⼭山部落Sqoyaw⼩小旅⾏行 http://sqoyaw.strikingly.com/ 

松茂部落：松茂部落Tabuk⼩小旅⾏行  http://tabuk.strikingly.com/ 

⼗十、︑､ 解說⼿手冊 

請參閱附件⼗十 

⼗十⼀一、︑､解說摺⾴頁 

請參閱報告書P45.P46.P47 

⼗十⼆二、︑､部落⽣生態旅遊公約 

南⼭山部落： 

本團隊名為『⽐比雅楠⽂文化協會』推展之⽣生態旅遊在「有⽣生態才有⽣生態旅遊」

的理念下，團隊成員共同合作，⽬目前暫不申請正式⽴立案之協會，唯盼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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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能夠和南⼭山社區發展協會整合，在過渡時期，先⾃自⾏行運作。︒｡並為維護⽣生

態旅遊永續發展機制，訂⽴立以下公約為業者共同遵循之依據： 

（⼀一）、︑､成⽴立回饋基⾦金： 

 每位業者繳交 1000 元⼊入會費為公基⾦金。︒｡並提撥⽣生態旅遊收⼊入的 10%作為

團隊公基⾦金之使⽤用。︒｡ 

（⼆二）、︑､單⼀一窗⼝口制： 

設⽴立單⼀一窗⼝口，統籌辦理遊客接洽預訂，並安排全套包括⾷食、︑､住、︑､⾏行及解

說、︑､DIY ⾏行程。︒｡由窗⼝口接案安排之住宿、︑､餐飲、︑､接駁⾞車、︑､導覽解說及⼿手作

等旅遊⾏行程項⽬目。︒｡ 

（三）、︑､每次接團客都需經過團隊會議共同討論，並進⾏行檢討。︒｡ 

（四）、︑､設會計⼀一⼈人，負責管理團隊公基⾦金。︒｡ 

      環⼭山部落： 

為推廣環⼭山社區⽂文化、︑､產業及美⾷食，由臺中市和平區環⼭山社區發展協會統

籌，針對社區接待家庭之管理⽅方針。︒｡採彼此互信互惠之原則，並分享利益

共同成⾧長，臺中市和平區環⼭山社區發展協會與各接待家庭，共同意以下約

定： 

(1)  接待家庭者間應本互利互信，不任意批評他家接待家庭、︑､社區發展協

會。︒｡ 

(2)  接待家庭者應積極符合衛⽣生、︑､消防、︑､等相關規定。︒｡ 

(3)  接待家庭者應視遊客為親友，讓遊客有賓⾄至如歸之感，以建⽴立基本客源，

並注意整體社區經營形象，以不影響遊客住宿品質及社區形象。︒｡ 

(4)  接待家庭者應主動提供遊客相關旅遊資訊、︑､介紹社區特⾊色，並積極參與

協會相關活動，以建⽴立環⼭山社區整體形象。︒｡ 

(5)  協會與接待家庭者本於互惠，應不定期開會分享經營⼼心得，提供新知。︒｡ 

(6)  因應節能減碳政策，本協會提倡遊客個⼈人清潔⽤用品⾃自備所需。︒｡但各接待

家庭應有所預備清潔⽤用品短缺之情形。︒｡ 

(7)  由本社區發展協會統籌規畫之遊程，並主導分配遊客⾄至各接待家庭，其

中實收住宿費百分之⼗十為介紹費，應給予環⼭山社區發展協會，共同分享

利潤，以利會務發展。︒｡ 

(8)  透過本協會規劃之遊程收⼊入，總收⼊入統⼀一由協會會計⼈人員收費，遊程結

束後⼀一周內結算⼄乙次。︒｡ 

松茂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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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松茂部落在地產業、︑､泰雅⽂文化、︑､環境⽣生態、︑､在地飲⾷食及觀光休閒，

由松茂社區⽣生態旅遊接待家庭產業聯盟，針對社區發展⽣生態旅遊之管理⽅方

針。︒｡採彼此互信互惠互助為原則，並分享利益、︑､共同成⾧長。︒｡松茂社區⽣生態

旅遊接待家庭產業聯盟，共同意以下約定： 

(1)經營部落⽣生態旅遊應本互惠互信，不任意批評聯盟成員、︑､社區組織及任

何⼀一位社區居民。︒｡ 

(2)經營部落⽣生態旅遊之接待家庭者、︑､⼯工作坊、︑､部落廚房應積極符合衛⽣生、︑､

消防、︑､等相關法律規定。︒｡ 

(3)經營部落⽣生態旅遊應視遊客為親友，讓遊客有賓⾄至如歸之感，以建⽴立與

遊客之間良好的關係，並注意整體社區經營，以不影響遊客住宿品質及社

區形象為主，創造源源不絕之客源。︒｡  

(4)經營部落⽣生態旅遊應主動提供遊客相關旅遊資訊、︑､介紹社區特⾊色，並積

極參與相關活動，以建⽴立松茂社區整體專業形象。︒｡  

(5)經營部落⽣生態旅遊之夥伴本於互惠，應於每⽉月第⼀一週週⽇日下午兩點進⾏行

⽣生態巡守、︑､晚上七點輪流於各夥伴家開共識會議，除了討論⽣生態旅遊公共

事務，持續認識部落動植物資源、︑､磨練導覽解說之技巧，也能彼此聯絡情

感、︑､分享經營⼼心得、︑､提供新知，不斷求進步。︒｡  

(6)經營部落⽣生態旅遊，期許成為保護環境、︑､節能減碳之綠⾊色部落。︒｡聯盟提

倡遊客⾃自備個⼈人清潔⽤用品、︑､不使⽤用拋棄式之碗筷、︑､⽔水杯，但各接待家庭仍

需備⽤用少許盥洗⽤用具，以利不時之需。︒｡  

(7)經營部落⽣生態旅遊，由聯盟成員共同統籌、︑､規劃遊程，並由窗⼝口接洽遊

客，透過會議分配各項⼯工作給夥伴。︒｡其中透過窗⼝口所得費⽤用需撥出 10%⾄至

聯盟公基⾦金，以利團隊發展。︒｡若需要社區發產協會協助提供領據，即將 10%

中之 5%回饋給社區發展協會。︒｡ 

(8)經營部落⽣生態旅遊應持互惠之精神，彼此幫助。︒｡各接待家庭若有多餘之

私⼈人住客，可⾃自⾏行分配給其他接待家庭，受惠者將回饋當次所得之 10%⾄至

聯盟公基⾦金。︒｡此公基⾦金經由開會討論後可添購聯盟所需之設備等。︒｡ 

(9)經營部落⽣生態旅遊，若由窗⼝口接洽之遊程所得，統⼀一由聯盟會計⼈人員收

費、︑､保管，遊程結束後⼀一周內開檢討會議並結算⼄乙次。︒｡ 

⼗十三、︑､⽣生態旅遊產業進展⼀一覽表（X表⽰示此項⽬目尚未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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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山部落： 

項⽬目/年份 103-104 105 106 

商家成⾧長數量/家 4 6 6 

青年回鄉成⾧長/⼈人 0 1 3 

遊客⼈人數成⾧長/⼈人次 300 400 500 

⼩小旅⾏行網站點閱率/次 X 800 1760 

粉絲專⾴頁點閱率/次 X X 27,389(5 ⽉月始創⽴立) 

      環⼭山部落： 

項⽬目/年份 103-104 105 106 

商家成⾧長數量/家 6 8 9 

青年回鄉成⾧長/⼈人 3      6 9 

遊客⼈人數成⾧長/⼈人次 500 2,000 6,500 

⼩小旅⾏行網⾴頁點閱率/次 X 2,000 4,550 

粉絲專⾴頁點閱率/次 X X X 

      松茂部落： 

項⽬目/年份 103-104 105 106 

商家成⾧長數量/家 3 6 9 

青年回鄉成⾧長/⼈人 0 2 3 

遊客⼈人數成⾧長/⼈人次 400 1,000 8,000 

⼩小旅⾏行網⾴頁點閱率/次 X 1,200 5,140 

粉絲專⾴頁點閱率/次 X 12,966(12 ⽉月始創⽴立) 217,000 

三部落各店家經濟成⾧長⼀一覽表請參閱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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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以部落（社區）組織經營及社區資源調查為起步，透過溝通、︑､共識、︑､培⼒力的

過程，帶領社區居民採取組織分⼯工、︑､有策略⽅方法、︑､持續地具體⾏行動，並且落實執

⾏行⽣生態旅遊各項⼯工作。︒｡並且透過巡守監測、︑､妥善的遊程規劃、︑､環境教育等保育作

為，永續利⽤用⽬目前所擁有的珍貴⾃自然及⼈人⽂文資產。︒｡同時為了使社區組織能穩定健

全運⾏行，建⽴立各項公約及規則，做為團隊組織經營管理及⼈人員的規範依據，使⽣生

態旅遊步⼊入常軌、︑､穩定發展。︒｡ 

    部落發展⽣生態旅遊的產品主要為遊程。︒｡透過對於部落核⼼心資源的掌握及組織

動能，規劃部落⽣生態旅遊遊程、︑､設計解說服務、︑､訂定承載量、︑､建⽴立服務作業。︒｡待

部落⽣生態旅遊⾃自主運作之後，後續的遊程品質維護，以及新遊程的開發，仍需投

注⼤大量⼼心⼒力，同時輔導團隊的輔導陪伴與部落共同實踐，才有助於⽣生態旅遊⾧長期

⽽而穩健的發展，使部落⽣生態旅遊的各項服務能維持品質。︒｡ 

    松茂、︑､環⼭山、︑､南⼭山部落今年完成三年來的培⼒力計畫，以 SWOT 模式分析如下： 

松茂部落： 

S(優勢) —鄰近梨⼭山、︑､福壽⼭山等知名觀光景點，是北部、︑､中部、︑､東部遊客往來必經

之地。︒｡原有在地產業『⾼高⼭山溫帶⽔水果』，經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專業團隊輔

導後發展⽣生態旅遊，住宿、︑､餐飲、︑､伴⼿手禮、︑､導覽解說服務⼀一應俱全。︒｡因腹地限制

建議可以⾛走向⼩小⽽而精緻⾏行程，讓客⼈人有探訪秘境、︑､賓⾄至如歸的感受，也有⾃自⼰己的

獨特性。︒｡ 

W (弱勢) —部落房舍沿公路⽽而建較分散，且青年⼈人⼝口少，⼜又因腹地不⾜足，在辦理

活動上需要考慮到場地及⼈人數的限制。︒｡部分地區有地滑問題，有遷村疑慮，對於

部落事物上族⼈人意⾒見分歧，需要整合達成共識。︒｡  

O(機會) —近幾年來政府部⾨門看重部落⽣生態旅遊，引進軟、︑､硬體資源進⼊入部落。︒｡

並協助復育櫻花鉤吻鮭成為部落亮點。︒｡因著培⼒力成果的呈現，現在有意在此投注

協助的公部⾨門，除了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之外，還包括：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及臺中市政府等單位，部落應該好好把握這樣的時機，努⼒力將部落建設起來，讓

⽣生態旅遊成為部落另⼀一項永續發展的產業。︒｡ 

T(威脅)—因部落位在地滑區域，政府對於松茂硬體建設仍多有考量，遊客前來旅

遊也有安全上的顧慮，因⽽而卻步。︒｡⽬目前接受⽣生態旅遊培⼒力⽽而發展的接待家庭因住

宿問題尚未合法化，公部⾨門各局處還需多⽅方彙整，通盤檢討以期解決產業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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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山部落： 

Ｓ(優勢) —部落住家居住集中，周圍有武陵農場極富盛名，也是北部遊客往梨⼭山

必經之地，可帶動觀光⼈人潮。︒｡部落內有溫帶⽔水果產業及規劃完善的步道，可發展

部落深度旅遊。︒｡ 

W(弱勢) —部落內部組織尚未整合完全，時常⼜又因組織改選造成計畫不易延續，

組織之間需達成共識且合作，才能整合資源永續發展。︒｡ 

O(機會) —為因地理位置佳、︑､部落內也有幾位熱⼼心的居民⼀一起推動，政府資源進

⼊入部落建設、︑､推動觀光。︒｡因此有電視節⽬目、︑､電影場景在此取景，也常有部落客來

踩線報導，曝光率⾼高。︒｡雪霸國家公園協助復育櫻花鉤吻鮭也成為部落亮點。︒｡ 

T(威脅) —許多外界資源投⼊入時並未進⾏行部落共識整合凝聚的⼯工作，⽽而難以保留族

⼈人⼼心⽬目中真正的想法，失去部落主體性，相關建設也流於表象無法突顯部落特⾊色。︒｡

關於接待家庭尚未合法化的問題，也是⼀一個隱憂。︒｡ 

南⼭山部落： 

S(優勢) —居住集中且⼈人⼝口眾多，往來宜蘭市區的路途相較其他兩部落近，有許多

青年⼈人留鄉打拼，也有在地產業⾼高麗菜。︒｡⾃自然資源豐富，週邊有許多登⼭山步道。︒｡

因地理位置關係，⽵竹⼦子、︑､⽊木材資源多，⽵竹、︑､⽊木⼯工藝盛⾏行。︒｡ 

W(弱勢) —部落內部組織繁多，重複性質⾼高，整合不易。︒｡⽣生態旅遊團隊尚在整合

中，住宿品質也還有修正進步的空間。︒｡因著⾼高麗菜的種植，部落使⽤用農藥及⽣生雞

糞的頻率也多，污染當地的環境，造成蒼蠅橫⽣生，影響旅遊品質。︒｡ 

Ｏ(機會) —政府看重部落⽣生態旅遊，投注資源教育、︑､推動觀光產業。︒｡雪霸國家公

園也協助復育國寶⿂魚櫻花鉤吻鮭成為部落亮點。︒｡ 

Ｔ(威脅) —因距市區近，外來⽂文化快速進駐，部落⽂文化易流失。︒｡關於接待家庭合

法化，宜蘭縣政府尚未進⾏行相關輔導的回應。︒｡ 

    綜觀以上分析，特別再提松茂部落⽬目前擔任窗⼝口的張鳳英經營的『春發休閒

農園』，經過雪管處三年來的培⼒力輔導，她好學、︑､負責、︑､認真的態度，可以成為

三部落發展⽣生態旅遊及六級化產業的代表，無論是住宿、︑､餐飲、︑､溫帶⽔水果栽植、︑､

研發⾺馬告辣椒醬、︑､季節果醬，設計包裝、︑､⾏行銷，結合採果、︑､導覽解說、︑､⽂文化表演，

都已朝向休閒觀光產業邁進，經過三年多的培訓，部落族⼈人對於『沒有⽣生態沒有

⽣生態旅遊』環境保育的種⼦子也已植於⼼心中，待⽣生態旅遊產業在松茂部落⾃自主營運

更趨穩健時，相信『春發休閒農園』的案例可成為原鄉發展⽣生態旅遊的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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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部落發展⽣生態旅遊接續下來核⼼心的⼯工作項⽬目如下：  

⼀一、︑､定期召開⼯工作會議：⼯工作會議，不管是共識會議，或是⼯工作團隊業務報告、︑､

進度控管、︑､⼯工作協調、︑､決策溝通、︑､理監事會議、︑､會員⼤大會，都能因著彼此之

間開會⽽而讓整個組織更臻成熟。︒｡ 

⼆二、︑､持續進⾏行教育訓練，增加參與⼈人員：三年的成果，雖然已經建構出⽣生態旅遊

架構，也因著所建⽴立的機制正常運⾏行，各項事務多有分⼯工，但成員⼈人數有限，

⼀一旦組成成員有部分⼈人因為⼀一些原因退出群組，容易造成運作上的阻礙，期

待⽬目前團隊運作，應該要將部落經營⽣生態旅遊的理念發揚，讓更多的族⼈人願

意參與，才能夠讓整體組織更健全。︒｡ 

三、︑､落實遊客服務、︑､提升服務品質：三年的運作，學員對於⽣生態旅遊的服務品質

還有進步的空間，不管是在房務或餐飲及導覽解說服務上。︒｡ 

四、︑､⾏行銷推廣：透過課程講授、︑､經驗交流、︑､實際演練、︑､遊客導⼊入、︑､建⽴立服務作業

流程、︑､協助解說員遊客服務、︑､遊客滿意度調查與分析、︑､駐點協助遊客服務。︒｡

已經建⽴立起⽣生態旅遊運作的基本架構，如何將部落更廣泛的⾏行銷出去，將是

未來要多加進⾏行的功課，可以透過多辦活動來⾏行銷部落，也能因著多辦活動

整合部落不同產業的推廣。︒｡透過⽣生態旅遊摺⾴頁發放、︑､三部落⼩小旅⾏行網⾴頁內容

更新、︑､電視廣播傳媒採訪、︑､與旅遊業者策略聯盟，也都能對部落⾏行銷推廣很

有幫助。︒｡ 

五、︑､遊程開發：隨著⽣生態旅遊業務的興盛，組員應該要多⼀一些遊程路線的開發，

讓遊客來到部落，能有更多遊程的選擇，⽽而⾮非僅有單⼀一選擇，所以遊程路線

踏查、︑､解說資源調查及規劃、︑､遊程討論、︑､權責單位溝通協調與會議也要不斷

進⾏行。︒｡ 

六、︑､雪管處活動的參與：引導居民參與雪管處舉辦之環境教育活動，⼀一來建⽴立管

理處與週邊居民的關係能夠更加熟悉融洽，也能透過活動，將環境教育的理

念落實在週邊部落居民⼼心裏。︒｡ 

七、︑､社區營造計畫：⽣生態旅遊與社區營造是相輔相成的，社區營造計畫之研擬、︑､

申請、︑､規劃、︑､執⾏行也需要同時進⾏行，才能讓⽣生態旅遊被包裝得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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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部落⽣生態旅遊產業逐步發展，夥伴們透過接待家庭接待客⼈人累積服務經驗，

也透過『松茂部落⼩小旅⾏行』、︑､『環⼭山部落⼩小旅⾏行』、︑､『南⼭山部落⼩小旅⾏行』網站接

待團客，⼀一起練習操作運作機制，分⼯工合作，累積更多接團經驗並召開檢討會修

正檢討，以期永續發展⽣生態旅遊產業。︒｡ 

    最後，透過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本公司團隊進⾏行三部落的⽣生態旅遊培⼒力

計畫輔導⼯工作，⾃自103年⾄至今，三部落學員對於⽣生態旅遊、︑､環境保護、︑､動植物保育

的觀念已紮根於⼼心，特別是位在臺中市和平區的環⼭山、︑､松茂部落，兩部落學員經

常⾃自主性的發起部落清掃的⼯工作，但苦於地理環境的限制，⼭山地邊坡的垃圾瀑布

常是部落環境的毒瘤，特別是以松茂部落⽣生態旅遊遊程路線極具特⾊色的松茂林道

⼊入⼝口處邊坡，（此處也是熱⾨門登⼭山路線，⼤大、︑､⼩小劍⼭山的⼊入⼝口處），以及林道內某

些陰暗的⼭山溝處，都傾倒許多果園廢棄資材、︑､家庭垃圾，還請在地主管機關臺中

市政府和平區公所清潔隊協助清運，並請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在

積極建設部落硬體資源外也正視並積極解決這項問題，還給國⼈人民眾⼀一個清淨的

親⼭山路線與⽣生態旅遊環境，也同時兼顧國家積極推動旅遊觀光休閒的國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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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工作執⾏行⼤大事記 

時間 主要內容 ⼈人員/地點 

105.12.15 環⼭山部落固定會議 環⼭山社區發展協會 

105.12.25 環⼭山部落臨時會議 環⼭山社區發展協會 

106.1.8 松茂部落 1 ⽉月固定會議 松茂部落張鳳英宅 

106.1.22 第⼀一場計畫說明會 南⼭山部落許政雄、︑､聶曼⽐比令 

106.1.22 第⼀一場計畫說明會 南⼭山部落學員 

106.1.22 第⼆二場計畫說明會 環⼭山部落學員 

106.1.23 第三場計畫說明會 松茂部落學員 

106.2.5 松茂部落 2 ⽉月固定會議 松茂部落胡連德宅 

106.2.6 始業式及頒發 105 年結業證書 武陵管理站 

106.2.6 上午 社區⽣生態巡守隊培訓課程 武陵管理站 

106.2.6 下午 松茂部落⽣生態旅遊路線監測與紀錄

實地操作演練 

梨⼭山希利克步道 

106.2.7 上午 環⼭山部落⽣生態旅遊路線監測與紀錄

實地操作演練 

環⼭山獵⼈人步道 

106.2.7 下午 南⼭山部落⽣生態旅遊路線監測與紀錄

實地操作演練 

南⼭山羅葉尾溪 

106.2.14 環⼭山部落 2 ⽉月固定會議 環⼭山社區發展協會 

106.2.23 南⼭山部落 2 ⽉月固定會議 南⼭山古家⽜牛⾁肉麵 

106.3.5 下午 松茂部落 3 ⽉月⽣生態巡守 希利克步道 

106.3.5 晚上 松茂部落 3 ⽉月固定會議 松茂部落張有⽂文宅 

106.3.27 上午 環⼭山部落 3 ⽉月⽣生態巡守 獵⼈人步道 

106.3.27 晚上 環⼭山部落 3 ⽉月固定會議 環⼭山社區發展協會 

106.3.30 上午 南⼭山部落 3 ⽉月⽣生態巡守 羅葉尾溪 

106.3.30 下午 南⼭山部落 3 ⽉月固定會議 南⼭山古家⽜牛⾁肉麵 

106.4.16 下午 松茂部落 4 ⽉月⽣生態巡守 希利克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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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16 晚上 松茂部落 4 ⽉月固定會議 松茂部落張福全宅 

106.4.20 上午 環⼭山部落 4 ⽉月⽣生態巡守 獵⼈人步道 

106.4.20 晚上 環⼭山部落 4 ⽉月固定會議 環⼭山部落銀杏蘭莊 

106.4.27 上午 南⼭山部落 4 ⽉月⽣生態巡守 羅葉尾溪 

106.5.3 餐飲、︑､住宿培訓課程 宜蘭縣⼤大同鄉逢春園別墅 

106.5.3 南⼭山部落⼩小旅⾏行驗收會議 南⼭山部落 

106.5.6-7 第⼀一梯次遊客導⼊入體驗 

〖 2017 Insuna'南⼭山杜鵑花季〗 

南⼭山部落 

106.5.7 第⼀一梯次遊客導⼊入體驗檢討會 南⼭山部落 

106.5.11-12 環⼭山部落媒體踩線團 環⼭山部落 

106.5.14 松茂部落 5 ⽉月⽣生態巡守 松茂部落 

106.5.14 松茂部落 5 ⽉月固定會議 松茂部落 

106.5.15 部落餐飲產業整合分享培訓課程 武陵農場茶莊 

106.5.22 上午 環⼭山部落 5 ⽉月⽣生態巡守 獵⼈人步道 

106.5.22 下午 環⼭山部落 5 ⽉月固定會議 環⼭山部落希瑪農莊 

106.5.26 期初審查會議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106.6.1 ⽂文創商品研發課程 武陵管理站 

106.6.4 松茂部落 6 ⽉月⽣生態巡守 松茂部落 

106.6.4 松茂部落 6 ⽉月固定會議 松茂部落 

106.7.2 松茂部落 7 ⽉月⽣生態巡守 松茂部落 

106.7.2 松茂部落 7 ⽉月固定會議 松茂部落 

106.7.2 環⼭山部落 7 ⽉月臨時會議 環⼭山部落 

106.7.3 上午 宣傳⾏行銷與網路媒體應⽤用課程 武陵管理站 

106.7.3 下午 台中市政府⼈人員說明民宿申請的法

規與限制 

武陵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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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20 環⼭山部落 7 ⽉月固定會議 環⼭山部落 

106.8.20 下午 松茂部落遊程路線導覽解說驗收 梨⼭山希利克步道 

106.8.20 晚上 環⼭山部落 8 ⽉月固定會議 環⼭山部落 

106.8.21 上午 環⼭山部落遊程路線導覽解說驗收 環⼭山獵⼈人步道 

106.8.21 下午 南⼭山部落遊程路線導覽解說驗收 南⼭山羅葉尾溪 

106.9.2-3 第⼆二梯次遊客導⼊入體驗 

松茂部落--呷梨嗨⼩小旅⾏行 

松茂部落 

106.9.3 松茂部落.呷梨嗨⼩小旅⾏行檢討會 松茂部落春發休閒農園 

106.9.3 松茂部落 9 ⽉月固定會議 松茂部落 

106.9.29 南⼭山部落 9 ⽉月⽣生態巡守 南⼭山部落 

106.10.1 環⼭山部落 9 ⽉月⽣生態巡守 環⼭山部落 

106.10.1 環⼭山部落 9 ⽉月固定會議 環⼭山部落 

106.10.1 松茂部落 10 ⽉月⽣生態巡守 松茂部落 

106.10.1 松茂部落 10 ⽉月固定會議 松茂部落 

106.10.2 松茂部落接待 37 位台商協會客⼈人 松茂部落 

106.10.25 環⼭山部落甜柿⼩小旅⾏行⾏行前籌備會 環⼭山部落 

106.10.28 松茂部落接待 47 位客⼈人 松茂部落 

106.11.4-5 環⼭山部落甜柿⼩小旅⾏行 環⼭山部落 

106.11.5 環⼭山部落甜柿⼩小旅⾏行檢討會 環⼭山部落 

106.11.12 松茂部落 11 ⽉月固定會議 松茂部落 

106.11.15 環⼭山部落 11 ⽉月固定會議 環⼭山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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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活動照⽚片 

建⽴立運作機制會議 

  

1   松茂部落1⽉月固定會議（106.1.18） 2   松茂部落2⽉月固定會議（106.2.5） 

 
 

3   環⼭山部落 2 ⽉月固定會議（106.2.14） 4   南⼭山部落 2 ⽉月固定會議（106.2.23） 

  

5   松茂部落 3 ⽉月固定會議（106.3.5） 6  環⼭山部落 3 ⽉月固定會議（10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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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運作機制會議 

  

7   南⼭山部落3⽉月固定會議（106.3.30） 8     南⼭山部落3⽉月固定會議（106.3.30） 

 
 

9   松茂部落 4 ⽉月固定會議（106.4.16） 10   環⼭山部落 4 ⽉月固定會議（106.4.20） 

  

11   南⼭山部落 5 ⽉月固定會議（106.5.3） 12  松茂部落 5 ⽉月固定會議（106.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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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生態巡守隊 

  

1    松茂部落遊程路線監測與紀錄（106.2.6） 2     松茂部落遊程路線監測與紀錄（106.2.6） 

 

 

3   環⼭山部落遊程路線監測與紀錄（106.2.7） 4   環⼭山部落遊程路線監測與紀錄（106.2.7） 

 

 

5   南⼭山部落遊程路線監測與紀錄（106.2.7） 6  南⼭山部落遊程路線監測與紀錄（1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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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生態巡守隊 

 
 

7  松茂部落3⽉月⽣生態巡守紀錄表（106.3.5） 8   環⼭山部落3⽉月⽣生態巡守拆除鐵⽪皮（106.3.27） 

 
 

9   環⼭山部落 3 ⽉月⽣生態巡守聚餐（106.3.27） 10   松茂部落 4 ⽉月⽣生態巡守（106.4.16） 

 

 

11   環⼭山部落 4 ⽉月⽣生態巡守（106.4.20） 12  松茂部落 5 ⽉月⽣生態巡守（106.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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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業式及導覽解說⼈人員培訓課程  

服務⼈人才專業能⼒力培訓—社區⽣生態巡守隊培訓課程 

  

1   始業式鍾處⾧長頒發105年結業證書（106.2.6） 2   始業式處⾧長頒發105年結業證書（106.2.6） 

  

3   社區⽣生態巡守隊課程（106.2.6） 4   社區⽣生態巡守隊課程（106.2.6） 

  

5   運作機制的重要性課程（106.2.6） 6   運作機制的重要性課程（1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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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解說⼈人員培訓課程  

服務⼈人才專業能⼒力培訓—餐飲、︑､住宿培訓課程 

  

1   前往逢春園學習餐飲、︑､住宿課程（105.5.3） 2   逢春園住宿空間說明與介紹（105.5.3） 

  

3   逢春園利⽤用在地⾷食材⼊入菜分享（105.5.3） 4   逢春園簡潔整⿑齊的廚房空間（105.5.3） 

  

5   逢春園⼤大廳有許多主⼈人家的故事（105.5.3） 6   學員與逢春園⼥女主⼈人合影（1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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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解說⼈人員培訓課程  

服務⼈人才專業能⼒力培訓—部落餐飲產業整合分享培訓課程 

  

1   三部落學員課程前的佈置（105.5.15） 2   三部落學員課程前的擺盤（105.5.15） 

  

3   三部落學員彼此分享在地⾷食材與料理（105.5.15） 4   三部落學員彼此分享在地⾷食材（105.5.15） 

 

 

5   松茂部落張鳳英介紹團隊與料理（105.5.15） 6   三部落學員踴躍出席此次課程（10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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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服務⼈人才之專業能⼒力—⽂文創商品研發培訓課程 

  

1.   藺⼦子創辦⼈人廖怡雅談⽂文創與品牌（106.6.1） 2.   部落發展⽂文創商品的可能性（106.6.1） 

  

3.   部落⽂文創商品如何融⼊入在地故事（106.6.1） 4.   透過實際動⼿手做激發創意（106.6.1） 

  

5.   環⼭山部落夥伴展現⾃自⼰己的作品（106.6.1） 6.   南⼭山部落夥伴分享⾃自⼰己的⼿手作作品（1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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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服務⼈人才之專業能⼒力—宣傳⾏行銷與網路媒體運⽤用培訓課程 

 

 

1.   分享多元的網路平台（106.7.3） 2.   如何善⽤用粉絲專⾴頁累積忠實客⼾戶（106.7.3） 

  

3.   以春發休閒農園粉絲專⾴頁為範例（106.7.3） 4.   三部落學員出席踴躍（106.7.3） 

  

5.   善⽤用多元的網路平台經濟⼜又實惠（106.7.3） 6.   學員們上課神情專注（10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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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服務⼈人才之專業能⼒力—社區⽣生態巡守隊實務驗收課程 

  

1. 松茂部落學員在希利克步道進⾏行驗收（106.8.20） 2. 松茂部落學員進⾏行遊程路線導覽驗收（106.8.20） 

 
 

3. 環⼭山部落學員進⾏行遊程路線導覽驗收（106.8.21） 4.環⼭山部落學員⽰示範陷阱設置及解說驗收（106.8.21） 

 

 

5. 南⼭山部落學員進⾏行遊程路線導覽驗收（106.8.21） 6. 南⼭山部落學員進⾏行遊程路線導覽驗收（106.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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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導⼊入體驗（第⼀一梯次：南⼭山部落⼩小旅⾏行） 

  

1   南⼭山窗⼝口顏美珠進⾏行部落及⾏行程介紹（106.5.6） 2   遊客享⽤用在地⼩小吃（106.5.6） 

  

3   進⼊入羅葉尾溪耆⽼老祈福儀式（106.5.6） 4   和遊客分享部落美⾷食-醃⾁肉（106.5.6） 

  

5   在橋上尋找櫻花鉤吻鮭的⾝身影（106.5.6） 6   ⽵竹筆筒彩繪體驗（1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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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導⼊入體驗及檢討會（第⼀一梯次：南⼭山部落⼩小旅⾏行） 

  

7   遊客興致盎然的參觀鮭⿂魚⽣生態中⼼心（106.5.7） 8  準備前往桃⼭山步道的⾏行前教育（106.5.7） 

  

9   ⼤大家在櫻花鉤吻鮭⽣生態中⼼心前合影（106.5.7） 10   遊客穿著泰雅傳統服飾初體驗（106.5.6） 

  

11   南⼭山夥伴聚集召開檢討會（106.5.7） 12   南⼭山夥伴進⾏行⼩小旅⾏行的檢討與回饋（1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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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導⼊入體驗（第⼆二梯次：松茂部落⼩小旅⾏行） 

  

1.   松茂⼩小旅⾏行在台北⾞車站集合出發（106.9.2） 2.   抵達松茂享⽤用在地⾵風味餐（106.9.2） 

  

3.   體驗搬運⾞車採果樂（106.9.2） 4.   利⽤用植物拓印明信⽚片寄給⾃自⼰己做紀念（106.9.2） 

  

5.   體驗泰雅射箭（106.9.2） 6.   晚上遊客與族⼈人⼀一起同樂（1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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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導⼊入體驗及檢討會（第⼀一梯次：松茂部落⼩小旅⾏行） 

  

7.   梨⼭山賓館的歷史充滿古意（106.9.3） 8.   張有⽂文⼤大哥在福壽⼭山農場進⾏行導覽解說（106.9.3） 

  

9.   ⼤大家在仁壽松前合影紀念（106.9.3） 10.   遊客爭相和蘋果王合影（106.9.3） 

  

11.   松茂夥伴聚集召開檢討會（106.9.3） 12.   松茂夥伴進⾏行⼩小旅⾏行的檢討與回饋（10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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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導⼊入體驗（第三梯次：環⼭山部落⼩小旅⾏行） 

 
 

1   環⼭山⼩小旅⾏行在台北⾞車站集合出發（106.11.4） 2. 抵達環⼭山部落從⾼高點眺望部落（106.11.4） 

  

3.   參觀詹秀美⽂文物館體驗泰雅⽣生活（106.11.4） 4.   獵⼈人步道導覽解說（106.11.4） 

 

 

5.   泰雅獵⼈人在森林中實地解說陷阱設置（106.11.4） 6.   ⾊色⾹香味俱全的泰雅⾵風味餐與主廚合影（10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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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導⼊入體驗及檢討會（第三梯次：環⼭山部落⼩小旅⾏行） 

  

7.   採甜柿之前園主進⾏行解說（106.11.5） 8  ⾼高⼭山甜柿個個飽滿採果好滿⾜足（106.11.5） 

 
 

8.   ⼤大家寫下明信⽚片寄給⾃自⼰己留做紀念（106.11.5） 9.   第⼆二天的⾵風味餐有不同的⾷食材⼊入菜（106.11.5） 

 

 

10.   ⼤大合照環⼭山部落下次再⾒見（106.11.5） 11.   環⼭山夥伴進⾏行⼩小旅⾏行的檢討與回饋（10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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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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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2017  Insuna'南⼭山杜鵑花季.花漾⼩小旅⾏行 滿意度問卷 
⽇日期：      年     ⽉月     ⽇日 

親愛的朋友您好： 

這是⼀一份 2017 南⼭山杜鵑花季『南⼭山部落花漾⼩小旅⾏行』滿意度問卷，⽬目的是想瞭解

您參與此次旅遊的感受，藉以提供本部落改善服務品質之參考。︒｡問卷填答採無記

名⽅方式，內容不對外公開，敬請安⼼心作答，⾮非常感謝您撥冗答覆此份問卷。︒｡謝謝！ 

第⼀一部分：請按照您的真實感受在下列問題的□內打勾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對解說員的解說能⼒力感到滿意           

2.           我對遊程的⾃自然景觀（⾼高⼭山、︑､森林、︑､溪流）感到滿意           

3.           我對遊程的⽣生物（動、︑､植物）資源感到滿意           

4.           我對遊程的⼈人⽂文（狩獵⽂文化、︑､遷徙、︑､傳說）感到滿意           

5.           我對整體⾏行程規劃體驗感到滿意           

6.           我對⽵竹筆筒⼿手繪體驗感到滿意           

7.           我對南⼭山部落的環境整潔感到滿意           

8.           我對遊覽⾞車內的整潔感到滿意           

9.           我對遊覽⾞車的⾏行⾞車安全感到滿意           

10.      我對接待家庭的環境整潔感到滿意           

11.      我對接待家庭提供的早餐感到滿意           

12.      我對部落⾵風味餐菜⾊色感到滿意           

13.      我對部落⾵風味餐菜量感到滿意           

14.      此次旅遊讓我學習到許多在地⽂文化知識           

15.      此次旅遊讓我達到遠離塵囂放鬆⼼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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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覺得此次旅遊的收費是合理的           

17.      我覺得此次旅遊的花費是值得的           

18.      我對接待家庭⼈人員的服務態度感到滿意           

19.      我對整體的服務感到滿意           

第⼆二部分：請針對您個⼈人的基本資料在下列問項的□內打勾 

20. 性別：□男  □⼥女 
  

21. 年齡：□20 歲以下 □21-30 □31-40 □41-50 □51-60 歲 □61 歲以上  

22. 教育：□國中或以下  □⾼高中職  □⼤大專  □研究所以上 
  

23. 職業：□學⽣生 □軍公教 □農林漁牧業 □⼯工商業 □服務業 □⾃自由業 

         □家庭主婦 □退休⼈人員 □其他 
  

24. 居住地：_____________________縣市 
  

25. 每⽉月平均所得：□⽬目前是學⽣生，無固定收⼊入  □⼆二萬元以下 
  

                 □⼆二萬以上~四萬（含）□四萬以上~六萬（含） 

                 □六萬以上~⼋八萬（含）□⼋八萬以上 
  

26. 家庭狀況：□未婚  □已婚，尚未有⼦子⼥女 
  

             □已婚，⼩小孩未獨⽴立（最⼩小⼦子⼥女未滿 18 歲） 
  

             □已婚，⼩小孩皆以獨⽴立    □其他 
  

27. 若您願意請留下 email 或 Line ID，讓我們可以寄送更多部落訊息給您： 

 

28.您認為還有什麼地⽅方要改進或是有任何的意⾒見請提供我們參考：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幫忙。︒｡敬祝  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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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2017  Insuna'松茂⽔水梨季.呷梨嗨⼩小旅⾏行 滿意度問卷 

⽇日期：      年     ⽉月     ⽇日 

親愛的朋友您好： 

這是⼀一份『2017  Insuna'松茂⽔水梨季呷梨嗨⼩小旅⾏行』滿意度問卷，⽬目的是想瞭解

您參與此次旅遊的感受，藉以提供本部落改善服務品質之參考。︒｡問卷填答採無記

名⽅方式，內容不對外公開，敬請安⼼心作答，⾮非常感謝您撥冗答覆此份問卷。︒｡謝謝！ 

第⼀一部分：請按照您的真實感受在下列問題的□內打勾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對解說員的解說能⼒力及服務態度感到滿意           

2.           我對遊程的⾃自然景觀（⾼高⼭山、︑､森林、︑､溪流）感到滿意           

3.           我對遊程的⽣生物（動、︑､植物）資源感到滿意           

4.           我對遊程的⼈人⽂文（在地產業、︑､遷徙、︑､歷史）感到滿意           

5.           我對整體⾏行程規劃體驗感到滿意           

6.           我對⾼高⼭山採果體驗感到滿意           

7.           我對⽔水梨創意下午茶感到滿意           

8.           我對植物拓印明信⽚片及射箭體驗感到滿意           

9.           我對遊覽⾞車的整潔及⾏行⾞車安全感到滿意           

10.      我對接待家庭的環境整潔感到滿意           

11.      我對接待家庭提供的早餐感到滿意           

12.      我對部落⾵風味餐菜⾊色感到滿意           

13.      我對部落⾵風味餐菜量感到滿意           

14.      此次旅遊讓我學習到許多在地⽂文化知識           

15.      此次旅遊讓我達到遠離塵囂放鬆⼼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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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覺得此次旅遊的收費是合理的           

17.      我覺得此次旅遊的花費是值得的           

18.      我對接待家庭⼈人員的服務態度感到滿意           

19.      我對整體的服務感到滿意           

第⼆二部分：請針對您個⼈人的基本資料在下列問項的□內打勾 

20. 性別：□男  □⼥女 
  

21. 年齡：□20 歲以下 □21-30 □31-40 □41-50 □51-60 歲 □61 歲以上  

22. 教育：□國中或以下  □⾼高中職  □⼤大專  □研究所以上 
  

23. 職業：□學⽣生 □軍公教 □農林漁牧業 □⼯工商業 □服務業 □⾃自由業 

         □家庭主婦 □退休⼈人員 □其他 
  

24. 居住地：_____________________縣市 
  

25. 每⽉月平均所得：□⽬目前是學⽣生，無固定收⼊入  □⼆二萬元以下 
  

                 □⼆二萬以上~四萬（含）□四萬以上~六萬（含） 

                 □六萬以上~⼋八萬（含）□⼋八萬以上 
  

26. 家庭狀況：□未婚  □已婚，尚未有⼦子⼥女 
  

             □已婚，⼩小孩未獨⽴立（最⼩小⼦子⼥女未滿 18 歲） 
  

             □已婚，⼩小孩皆已獨⽴立    □其他 
  

27. 若您願意請留下 email 或 Line ID，讓我們可以寄送更多部落訊息給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8.您認為還有什麼地⽅方要改進或是有任何的意⾒見請提供我們參考：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幫忙。︒｡敬祝  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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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2017 ⼭山秋甜柿季-環⼭山部落⼩小旅⾏行 滿意度問卷 

⽇日期：      年     ⽉月     ⽇日 

親愛的朋友您好： 

這是⼀一份『2017 ⼭山秋甜柿季-環⼭山部落⼩小旅⾏行』滿意度問卷，⽬目的是想瞭解您參與

此次旅遊的感受，藉以提供本部落改善服務品質之參考。︒｡問卷填答採無記名⽅方式，

內容不對外公開，敬請安⼼心作答，⾮非常感謝您撥冗答覆此份問卷。︒｡謝謝！ 

第⼀一部分：請按照您的真實感受在下列問題的□內打勾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對解說員的解說能⼒力及服務態度感到滿意           

2.           我對遊程的⾃自然景觀（⾼高⼭山、︑､森林、︑､溪流）感到滿意           

3.           我對遊程的⽣生物（動、︑､植物）資源感到滿意           

4.           我對遊程的⼈人⽂文（在地產業、︑､遷徙、︑､歷史）感到滿意           

5.           我對整體⾏行程規劃體驗感到滿意           

6.           我對⾼高⼭山採果體驗感到滿意           

7.           我對⼿手作 DIY 感到滿意           

8.           我對部落早餐站提供的早餐感到滿意           

9.           我對遊覽⾞車的整潔及⾏行⾞車安全感到滿意           

10.      我對接待家庭的環境整潔感到滿意           

11.      我對接待家庭提供的早餐感到滿意           

12.      我對部落⾵風味餐菜⾊色感到滿意           

13.      我對部落⾵風味餐菜量感到滿意           

14.      此次旅遊讓我學習到許多在地⽂文化知識           

15.      此次旅遊讓我達到遠離塵囂放鬆⼼心情           

16.      我覺得此次旅遊的收費是合理的           

17.      我覺得此次旅遊的花費是值得的           

18.      我對接待家庭⼈人員的服務態度感到滿意           

19.      我對整體的服務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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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請針對您個⼈人的基本資料在下列問項的□內打勾 

20. 性別：□男  □⼥女 
  

21. 年齡：□20 歲以下 □21-30 □31-40 □41-50 □51-60 歲 □61 歲以上  

22. 教育：□國中或以下  □⾼高中職  □⼤大專  □研究所以上 
  

23. 職業：□學⽣生 □軍公教 □農林漁牧業 □⼯工商業 □服務業 □⾃自由業 

         □家庭主婦 □退休⼈人員 □其他 
  

24. 居住地：_____________________縣市 
  

25. 每⽉月平均所得：□⽬目前無固定收⼊入  □⼆二萬元以下 
  

                 □⼆二萬以上~四萬（含）□四萬以上~六萬（含） 

                 □六萬以上~⼋八萬（含）□⼋八萬以上 
  

26. 家庭狀況：□未婚  □已婚，尚未有⼦子⼥女 
  

             □已婚，⼩小孩未獨⽴立（最⼩小⼦子⼥女未滿 18 歲） 
  

             □已婚，⼩小孩皆已獨⽴立    □其他 
  

27. 若您願意請留下 email 或 Line ID，讓我們可以寄送更多部落訊息給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8.您認為還有什麼地⽅方要改進或是有任何的意⾒見請提供我們參考：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幫忙。︒｡敬祝  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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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盤點三部落整體經濟成⾧長：從商家數量、︑､青年回鄉、︑､遊客⼈人

數、︑､網站點閱率來分析 

    透過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的⽣生態旅遊培⼒力計畫案，從 103 年到 106 年，

三年的時間，很明顯地看到松茂、︑､環⼭山、︑､南⼭山三部落整體數據從商家成⾧長、︑､青年

回鄉、︑､遊客⼈人數及網站點閱率都有逐步的成⾧長。︒｡從三部落各商家農特產銷售、︑､訂

房率、︑､網站點閱率來看，這三年來也都有明顯的成⾧長。︒｡（X 表⽰示此項⽬目尚未發展） 

 松茂部落整體 

項⽬目/年份 103-104 105 106 

商家成⾧長數量/家 3 6 9 

青年回鄉成⾧長/⼈人 0 2 3 

遊客⼈人數成⾧長/⼈人次 400 1,000 8,000 

⼩小旅⾏行網⾴頁點閱率/次 X 1,200 5,140 

粉絲專⾴頁點閱率/次 X 12,966(12 ⽉月始創⽴立) 217,000 

 梨⼭山春發休閒農園 

項⽬目/年份 103-104 105 106 

商家(農特產)銷售成⾧長/成數 1 3 5 

訂房率/成數 2 3 6 

網站點閱率/成數 1 3 5 

 ⾕谷慕的家 

項⽬目/年份 103-104 105 106 

商家(導覽)銷售成⾧長/成數 3 4 5 

訂房率/成數 X 3 4 

網站點閱率/成數 X 1 3 

 梨⼭山 牧耀·巴雅斯 tabuk 部落接待家庭 

項⽬目/年份 103-104 105 106 

商(農產)家銷售成⾧長/成數 1 2 3 

訂房率/成數 X 2 3 

網站點閱率/成數 X 1 2 

 張⾬雨⽣生之家 

項⽬目/年份 103-104 105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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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農產)銷售成⾧長/成數 3 4 5 

訂房率/成數 3 4 5 

網站點閱率/成數 3 4 5 

 Yungay -尤愛胡媽媽接待家庭 

項⽬目/年份 103-104 105 106 

商家(農產)銷售成⾧長/成數 X 1 3 

訂房率/成數 X 1 2 

網站點閱率/成數 X X 1 

 妮杜-星星接待家庭 

項⽬目/年份 103-104 105 106 

商家(農特產)銷售成⾧長/成數 X X 2 

訂房率/成數 X X 2 

網站點閱率/成數 X X 1 

 環⼭山部落整體 

項⽬目/年份 103-104 105 106 

商家成⾧長數量/家 6 8 9 

青年回鄉成⾧長/⼈人 3      6 9 

遊客⼈人數成⾧長/⼈人次 500 2,000 6,500 

⼩小旅⾏行網⾴頁點閱率/次 X 2,000 4,550 

粉絲專⾴頁點閱率/次 X X X 

 幸福銀杏蘭莊 

項⽬目/年份 103-104 105 106 

商家(農產)銷售成⾧長/成數 2 3 5 

訂房率/成數 3 5 7 

網站點閱率/成數 X 1 2 

 屋頂上的天空 

項⽬目/年份 103-104 105 106 

商家銷售成⾧長/成數 X X X 

訂房率/成數 3 5 7 

網站點閱率/成數 3 5 7 

 歌瑟亞農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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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年份 103-104 105 106 

商家(農特產)銷售成⾧長/成數 2 4 7 

訂房率/成數 X X 3 

網站點閱率/成數 3 5 7 

 空野原 

項⽬目/年份 103-104 105 106 

商家銷售成⾧長/成數 X X X 

訂房率/成數 2 2 6 

網站點閱率/成數 2 2 7 

 希瑪農莊 

項⽬目/年份 103-104 105 106 

商家銷售成⾧長/成數 1 2 3 

訂房率/成數 2 3 4 

網站點閱率/成數 1 2 3 

 詩歌謠天空 

項⽬目/年份 103-104 105 106 

商家(農特產)銷售成⾧長/成數 X 1 3 

訂房率/成數 X 3 4 

網站點閱率/成數 X 4 6 

 南⼭山部落整體 

項⽬目/年份 103-104 105 106 

商家成⾧長數量/家 4 6 6 

青年回鄉成⾧長/⼈人 0 1 3 

遊客⼈人數成⾧長/⼈人次 300 400 500 

⼩小旅⾏行網站點閱率/次 X 800 1760 

粉絲專⾴頁點閱率/次 X X 27,389(5 ⽉月始創⽴立) 

 古家⽜牛⾁肉麵 

項⽬目/年份 103-104 105 106 

商家(餐飲)銷售成⾧長/成數 4 5 6 

訂房率 /成數 X X X 

網站點閱率/成數 X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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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剎接待家庭 

項⽬目/年份 103-104 105 106 

商家(農產)銷售成⾧長/成數 5 5 6 

訂房率/成數 X 3 6 

網站點閱率/成數 1 6 7 

 哈勇都利的家 

項⽬目/年份 104 105 106 

商家(⽊木雕)銷售成⾧長/成數 1 3 4 

訂房率/成數 X 1 2 

網站點閱率/成數 X 1 2 

 拿住接待家庭 

項⽬目/年份 103-104 105 106 

商家(織布)銷售成⾧長/成數 2 3 4 

訂房率/成數 X 2 3 

網站點閱/成數率 X 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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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媒體報導 

宜蘭縣⼤大同鄉南⼭山部落 

報導⼀一、︑､【「宜蘭嚴選」⾸首推南⼭山⾼高麗菜 減藥三成兼顧環境】 

 
（截取自：http://e-info.org.tw/node/111603） 

 

報導⼆二、︑､【增進與部落互動  林務局羅東林管處邀泰雅青年彩繪辦公廳舍】 

 

（截取自：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0811/2598587?from=sc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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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和平區環⼭山部落 

報導⼀一、︑､【遙遠原鄉濃濃原味  雪霸部落⼩小旅⾏行】 

 

（截取自：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1027/2633138） 

 

報導⼆二、︑､【探索環⼭山部落系列報導（⼀一）部落⼩小旅⾏行】 

 

 
（截取自：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05-27/87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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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三、︑､【探索環⼭山部落系列報導（⼆二）詹秀美民俗⽂文物館】 

 
（截取自：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05-28/87825） 

 

報導四、︑､【探索環⼭山部落系列報導（⼆二）原住民⾵風味餐】 

 
（截取自：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05-29/87879） 

 

 



118 
 

報導五、︑､【探索環⼭山部落系列報導（四）─獵⼈人步道 百年泰雅「豪宅」】 

 

（截取自：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05-30/87917） 

 

報導六、︑､環⼭山部落青年返鄉報導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694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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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和平區松茂部落 

報導⼀一、︑､【部落⼩小旅⾏行夯 ⼤大梨⼭山接待家庭增】 

 
（截取自：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059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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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期初、︑､期中、︑､期末審查會議會議紀錄 

「106 年度臺中市和平區環⼭山、︑､松茂部落及宜蘭縣⼤大同鄉南⼭山部落⽣生態旅遊培⼒力

計畫」期初審查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6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貳、︑､會議地點：本處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鍾處⾧長銘⼭山                                     記錄：劉憶萱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建議事項（依發⾔言順序） 

 ⼀一、︑､劉⾦金⿓龍課⾧長 

  1.三部落各有特⾊色，應把發展主軸定調，並開始整理相關成果。︒｡ 

  2.是否能將現有的三部落⽣生態旅遊團隊整合成⽴立⼀一個協會，以利永續經營。︒｡ 

  3.三個部落如何加以串連，請受託單位再予以協助。︒｡ 

  4.南⼭山部落的⾼高麗菜⽥田應可發揮觀賞的價值，如同遊客喜歡欣賞⾦金針花海，可 

    善⽤用此特⾊色來⾏行銷部落。︒｡ 

  5.羅葉尾溪的松蘿是很⼤大的亮點，應讓遊客在此增加停留時間，漫步欣賞體驗。︒｡ 

 ⼆二、︑､劉憶萱辦事員 

  1.參加 5 ⽉月初舉辦的南⼭山部落⼩小旅⾏行，認為部落還有幾個⾯面向可再精進：南⼭山 

    部落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羅葉尾溪是⾮非常有特⾊色的解說動線，但解 

    說員的解說能⼒力還有進步空間。︒｡另外在部落巡禮的解說如果適時穿插種植 

    ⾼高麗菜的故事、︑､部落的歷史故事將更能吸引遊客。︒｡ 

  2.南⼭山部落的⽣生態旅遊團隊與社區發展協會對於回饋機制尚未達成共識，所以 

    ⾯面臨無法開⽴立領據的問題，希望輔導團隊協助溝通協調。︒｡ 

  3.問卷的題⽬目設計建議詢問遊客得知⼩小旅⾏行的訊息來源，是網站/FB/朋友介紹 

    等，做為⽇日後加強⾏行銷推廣的參考依據。︒｡ 

 三、︑､潘振彰技正 

  三個部落農業盛⾏行，但仍以慣⾏行農法為主，請受託單位可再多加推廣無毒農 

  業的概念。︒｡ 

 四、︑､和平區公所徐⼩小雅約⽤用⼈人員 

  公所曾帶領踩線團進到環⼭山部落，發現環⼭山部落的導覽解說做得相當不錯。︒｡ 

 五、︑､張燕伶約聘解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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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羅葉尾溪⾮非常有特⾊色，但在導覽解說時未能充分呈現有些可惜，建議可搭配 

    解說⼩小道具或設計互動遊戲。︒｡ 

  2.部落的凝聚⼒力易因協會的幹部改選⽽而出現問題，建議以固定班底來經營⽣生態 

    旅遊較佳。︒｡ 

 六、︑､張美瓊課⾧長 

  1.今年是受託單位最後⼀一年的陪伴，在團隊退場後，部落是否具備⾃自主經營的 

    能⼒力，仍然讓⼈人擔⼼心。︒｡ 

  2.⽣生態旅遊發展最終必須結合環境教育，以符合國家政策的發展⾛走向，請受託 

    單位協助部落多吸收環境教育相關資訊，並⿎鼓勵部落往環境教育場所認證 

    發展。︒｡ 

 七、︑､柯武勇辦事員 

  1.曾參加松茂部落⼩小旅⾏行，部落夥伴的解說相當專業，具備豐富的⾃自然知識與 

    泰雅傳統技能，對於整趟遊程很滿意且印象深刻。︒｡ 

  2.贊成推⾏行無毒有機農業，希望受託單位能輔導部落朝這⽅方向努⼒力。︒｡ 

  3.網路的⾏行銷無遠弗屆，是宣傳部落的利器，請受託單位多加協助。︒｡ 

 ⼋八、︑､陳俊⼭山秘書 

  1.部落耆⽼老解說會是⼀一⼤大亮點，應善⽤用此優勢。︒｡ 

  2.是否有先對遊客進⾏行⾏行前教育，預先告知遊客穿著適當服裝，並使其了解部 

    落狀況。︒｡ 

  3.當遊客進⼊入後是否會造成環境的改變，可透過指標物種的監測來觀察其變 

    化。︒｡ 

  4.三年培⼒力是初步階段，可透過相關數據的追蹤，如：遊客⼈人數有無成⾧長、︑､網 

    站點閱率、︑､有多少年輕⼈人返回部落、︑､部落夥伴的收⼊入有無增加等來檢視培 

    ⼒力的成果。︒｡ 

 九、︑､鄭瑞昌副處⾧長 

  1.三年培⼒力計畫結束後，部落居民有何期盼，有哪些須持續加強之處？ 

  2.三部落的⽣生態旅遊相關資訊，本處可透過粉絲專⾴頁協助宣傳⾏行銷。︒｡ 

 ⼗十、︑､鍾銘⼭山處⾧長 

  1.⽣生態巡守隊和原有的護漁隊有所重疊，如再提撥經費易引起爭議。︒｡部落的運 

    作機制成⽴立後，可以討論每次遊程收⼊入提撥固定⽐比例做為公基⾦金，以⽀支應 

    巡守隊的調查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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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部落依賴受託單位培⼒力了三年，本處未來將透過其他⽅方式和部落維繫夥伴關 

    係。︒｡ 

  3.部落應持續加強實務操作，請受託單位⿎鼓勵部落接團，並在每次遊程結束後 

    召開檢討會，⽴立即找出問題以設法解決。︒｡ 

  4.請受託單位協助部落尋找外部資源挹注，如：⽔水保局、︑､區公所、︑､叄⼭山國家⾵風 

    景區。︒｡ 

  5.三部落仍以各部落有⼀一獨⽴立運作機制較佳，可⽴立基於此往上建構橫向溝通的 

    策略聯盟。︒｡ 

 ⼗十⼀一、︑､受託單位回應 

  1.本團隊對於⽣生態保育負有使命，所以願意承接培⼒力計畫，希望讓部落改變現 

    有模式，能夠不污染環境亦能兼顧收益。︒｡ 

  2.不斷向部落傳達「沒有⽣生態，就沒有⽣生態旅遊」，當旅⾏行社或個⼈人開始向部 

    落接洽時，可能也將帶來危機，要怎麼避免部落被消費、︑､觀光化，這是夥 

    伴們該學習的課題。︒｡ 

  3.要讓部落⾺馬上轉型無毒農業尚有困難，但有持續傳達這樣的理念，⽬目前已做 

    到夥伴們⾃自產的⽔水果是安全無毒。︒｡ 

  4.媒體踩線團在造訪部落後產出的報導有限，希望公所可做後續追蹤，以增加 

    部落的曝光度。︒｡ 

陸、︑､結論 

 ⼀一、︑､本次審查會議原則通過，請受託單位將委員所提建議納⼊入計畫依循及參考。︒｡ 

 ⼆二、︑､請受託單位依委員意⾒見修正期初報告書，再交由遊憩課檢視後併同簽核， 

     以依合約規定辦理撥付第 2 期款相關事宜。︒｡ 

柒、︑､散會：16 時 10 分。︒｡ 

「106 年度臺中市和平區環⼭山、︑､松茂部落及宜蘭縣⼤大同鄉南⼭山部落⽣生態旅遊培⼒力

計畫」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6 年 9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貳、︑､會議地點：本處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鍾處⾧長銘⼭山                                     記錄：劉憶萱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建議事項（依發⾔言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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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和平區公所林雪雲課⾧長 

  1.輔導團隊為部落所建置的網⾴頁很吸引⼈人，能夠打動⼈人⼼心，爾後可以把相關活 

    動網⾴頁連結提供給公所，協助宣傳⾏行銷部落。︒｡ 

  2.關於接待家庭合法化的問題，公所會持續努⼒力向市府都發局溝通。︒｡ 

 ⼆二、︑､柯武勇辦事員 

   感謝受託單位的⾟辛苦付出，讓武陵三部落邁⼊入培⼒力第三年已有不錯的成果。︒｡ 

   ⽣生態旅遊因結合了部落在地產業，有助於產業發展也幫助部落賺錢，對原民 

   部落⽽而⾔言是個很好的契機；部落的產業與⽂文化會是⽣生態旅遊能否永續發展的 

   關鍵。︒｡ 

 三、︑､武陵站書⾯面意⾒見 

  宣傳摺⾴頁已發放給參與培⼒力的學員，另有部分放置於武陵遊客中⼼心協助宣 

  傳。︒｡⽬目前反應熱烈，部落夥伴希望明年能再加印。︒｡ 

 四、︑､劉憶萱辦事員 

  1.南⼭山部落⾃自 5 ⽉月起就沒有進⾏行⽣生態巡守與固定會議，是因為農忙的關係嗎？ 

    還是有其他原因？⽣生態旅遊⼩小組與南⼭山社區發展協會還是無法合作，團隊 

    這邊該怎麼從旁協助呢？ 

  2.參加松茂部落⽣生態旅遊的遊客皆從網路上活動訊息得知，可以進⼀一步說明訊 

    息來源是哪些管道及分析所佔的⽐比重嗎？ 

  3.在看環⼭山部落的宣傳摺⾴頁發現，⽣生態旅遊聯絡窗⼝口改由⼼心瑀擔任，⽽而不是環 

    ⼭山部落的夥伴，有什麼原因嗎？  

五、︑､劉⾦金⿓龍課⾧長 

  1.造訪武陵地區的遊客眾多，週邊部落可持續發展供應登⼭山客住宿，會是很⼤大 

    的商機。︒｡ 

  2.明年團隊即將退場，在放⼿手前部落夥伴應做⾜足哪些準備，請受託單位再叮囑 

    部落夥伴。︒｡ 

  3.在地教材偏向廣泛、︑､⼤大範圍的介紹，希望再深⼊入聚焦在地性的內容。︒｡ 

 六、︑､陳俊⼭山秘書 

  1.建議受託單位做 SWOT 分析，思考如何將部落的劣勢轉化為優勢，並可針 

   對不同的客群，設計差異性遊程及⾏行銷，例如可規劃不同信仰的接待家庭分 

別向天主教、︑､真耶穌教及⾧長⽼老教等教派信徒⾏行銷。︒｡ 

  2.本案固定會議或共識會議⾮非常重要，建議受託單位可運⽤用「世界咖啡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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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模式進⾏行，讓夥伴分桌並由桌⾧長帶領進⾏行，可在短時間讓每個⼈人充分 

發⾔言及提供意⾒見，依經驗其產出⾔言論較易聚焦於公益問題的討論。︒｡ 

 七、︑､鄭瑞昌副處⾧長 

  計畫即將收尾，請受託單位於期末報告時點出部落的問題癥結，未來可往此 

  ⽅方向著⼿手努⼒力。︒｡ 

 ⼋八、︑､鍾銘⼭山處⾧長 

  1.⽬目前部落⽣生態旅遊的運作，仍由受託單位主導，未來退場後，部落該如何⾃自 

    處？各部落的⽣生態旅遊窗⼝口是否具備⾜足夠代表性？ 

  2.⽣生態旅遊運作機制要成熟，必須要找出領頭⽺羊帶領團隊，建議也可讓三部落 

    建⽴立初步連結。︒｡ 

  3.請受託單位將未來⽣生態旅遊發展的⽅方向與相關建議提供給本處。︒｡ 

 九、︑､受託單位回應 

  1.三個部落已有⽣生態旅遊運作機制，窗⼝口皆由部落夥伴遴選出來的，具有⾜足夠 

    表性。︒｡ 

  2.從計畫開始即告知部落，輔導團隊將於今年計畫結束後退場，會將執⾏行層⾯面 

    問題找出解決⽅方案並於期末開出處⽅方箋交予部落。︒｡ 

  3.⽬目前松茂部落的運作機制最佳，未來會帶其他培⼒力之部落學員⾄至松茂參訪 

    學習。︒｡ 

陸、︑､結論 

 ⼀一、︑､本次審查會議原則通過，請受託單位將委員所提建議納⼊入計畫依循及參考。︒｡ 

 ⼆二、︑､請受託單位依委員意⾒見修正期中報告書，再交由遊憩課檢視後併同簽核， 

     以依合約規定辦理撥付第 3 期款相關事宜。︒｡ 

柒、︑､散會：16 時 00 分。︒｡ 

「106 年度臺中市和平區環⼭山、︑､松茂部落及宜蘭縣⼤大同鄉南⼭山部落⽣生態旅遊培⼒力

計畫」期末審查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6 年 12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貳、︑､會議地點：本處第⼀一會議室 

參、︑､主席：鍾處⾧長銘⼭山                                     記錄：劉憶萱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建議事項（依發⾔言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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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潘振彰技正 

   部落內部分歧的問題存在已久，經過這三年圈⾕谷團隊的協助，可以看⾒見部落

 的轉變。︒｡雖然輔導培⼒力的部落皆不在園區內，但卻是遊客前往武陵遊憩區

 的必經之路，如果國家公園週邊的⾃自然環境遭到破壞，將有損國家公園的形

 象。︒｡ 

 ⼆二、︑､張燕伶約聘解說員 

 1.三年培⼒力因著圈⾕谷團隊對部落的⽤用⼼心投⼊入，讓部落開始有好的轉變，部落

   夥伴相當仰賴團隊的陪伴與協助，希望結案後團隊能持續給予關⼼心。︒｡ 

 2.三個部落各有其資源特⾊色，⽬目前南⼭山部落最弱勢，松茂部落因有向⼼心⼒力所

   以發展最好，在實際參加三梯次的遊程後可以很明顯感受到；建議未來可

   邀南⼭山、︑､環⼭山部落的窗⼝口參與體驗松茂部落的遊程活動。︒｡ 

 3.環⼭山部落的獵⼈人步道因地勢起伏具挑戰性，建議準備登⼭山杖供遊客使⽤用。︒｡ 

 三、︑､柯武勇辦事員 

 1.松茂部落的發展最穩健成熟，無論是在解說導覽、︑､住宿接待、︑､⾵風味餐等各

   ⽅方⾯面表現皆持續成⾧長，未來可以松茂部落做為典範，安排其他部落觀摩學

   習。︒｡ 

 2.⽣生態旅遊公基⾦金是如何運作的？ 

 四、︑､劉憶萱辦事員 

 1.在地教材的⽂文化內容，應該要更具在地性，建議把部落專屬的傳說或歷史

   故事列⼊入教材。︒｡ 

 2.三部落的組織運作公約建議納⼊入成果報告書。︒｡ 

 3.臺中市政府觀光局回應關於輔導民宿合法化的最新進展，民宿管理辦法 

   於 106 年 11 ⽉月 14 ⽇日修正，具原住民⾝身分者於原住民地區內之部落範圍   

   申請登記民宿，可暫以結構安全鑑定證明⽂文件代替建照及房屋證明⽂文件，

   結構安全鑑定項⽬目將由觀光局會同都發局討論決定。︒｡ 

 五、︑､劉⾦金⿓龍課⾧長 

   1.建議成果報告新增⼀一章「執⾏行成效」，盤點這三年培⼒力的各項成果，例如：

  輔導的學員⼈人數與店家數量、︑､部落⽣生態資源的季節分布、︑､農特產的季節分    

  布、︑､⾏行銷平台的點閱率、︑､參與遊程的遊客⼈人次等。︒｡ 

   2.松茂林道的垃圾問題，可反應⾄至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六、︑､陳俊⼭山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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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文摘要應將執⾏行重點、︑､結論與建議納⼊入。︒｡ 

   2.SWOT 是問題分析的操作⼯工具，建議可將各部落現有的問題以 SWOT 逐項

  分析，做整體的邏輯性探討。︒｡ 

   3.建議未來可朝劃設⾃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努⼒力，往後遊客進到部落時，須由

  受過培訓的在地解說員陪同，以保障部落居民的權益。︒｡ 

 七、︑､鍾銘⼭山處⾧長 

   1.請受託單位將對部落的協助轉化為⼀一套制度準則，讓部落後續有所依循。︒｡ 

   2.請受託單位構思未來若以顧問⾝身分協助部落，將如何⽴立基於現有成果再往

   前跨出⼀一步。︒｡ 

 ⼋八、︑､受託單位回應 

   1.部落夥伴共同依循的制度準則尚需時間凝聚共識，將先協助建⽴立架構。︒｡ 

   2.將整理這三年的執⾏行成效，讓成果報告書內容更加完整。︒｡ 

   3.回饋機制的運作說明：由窗⼝口統⼀一收費，先扣除每位成員賺取⾦金額 10%作

  為公基⾦金，再將剩餘⾦金額發放予成員。︒｡ 

陸、︑､結論 

  ⼀一、︑､本次審查會議原則通過，請依與會⼈人員意⾒見修正成果報告。︒｡ 

  ⼆二、︑､請於 106 年 12 ⽉月 20 ⽇日前函送修正完成之成果報告書 15 份、︑､全⽂文電⼦子檔

   光碟⽚片 2 份，俟遊憩課完成審查後，依契約規定辦理結案撥款。︒｡ 

柒、︑､散會：16 時 05 分。︒｡ 

 

 

 

 

 

 

 

 

 

附件⼗十、︑､在地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