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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執⾏行⼤大事記 

 

 時間 主要內容 ⼈人員/地點 

第⼀一 

階段

（期初

審查會

議之

前） 

107.1.4  會議：清泉部落 1 ⽉月固定會議暨計畫說明會 清泉部落林秀菊宅 

107.1.5  活動：南⼭山⼈人壽⼤大發通訊處 20 ⼈人⼀一⽇日遊 ⽩白蘭部落 

107.1.16 會議：⽩白蘭部落 1 ⽉月固定會議暨計畫說明會  ⽩白蘭部落尤外⼭山莊 

107.1.17 活動：⽩白蘭部落篝⽕火屋換⼯工活動  ⽩白蘭部落璞真⼭山居 

107.1.22 上午 課程： 

1. 社區⽣生態巡守隊的重要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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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蘭部落部落⼯工場 

107.1.22 下午 課程：清泉部落⽣生態旅遊路線監測與紀錄實地

操作演練—環⼭山步道 

清泉部落環⼭山步道 

107.1.23 上午 課程：⽩白蘭部落⽣生態旅遊路線監測與紀錄實地

操作演練—⽯石頭⽣生態步道 

⽩白蘭部落 

107.1.23 下午 課程：⽩白蘭部落⽣生態旅遊路線監測與紀錄實地

操作演練—⽩白蘭溪古道 

⽩白蘭部落 

107.2.8 會議：清泉部落 2 ⽉月固定會議  清泉部落青年活動中⼼心 

107.2.22 會議：⽩白蘭部落 2 ⽉月固定會議  ⽩白蘭部落裴咔咖啡 

107.3.1 會議：清泉部落 3 ⽉月固定會議（⼀一） 清泉部落藝術之森 

107.3.5 上午 課程： 

1. 林下經濟—不砍樹也能賺錢 

2. 社區產業整合､整併與聯合 

—台東東河的⾹香草傳奇 

民都有部落麗京⼭山莊 

107.3.5 下午 會議：⽩白蘭部落 3 ⽉月固定會議  民都有部落麗京⼭山莊 

107.3.12 上午 課程：⽤用⾷食物說故事 清泉部落影原餐坊 

107.3.12 下午 課程： 

1. 國家公園與⽣生態旅遊 

2. 世界咖啡館⼩小組討論 

清泉部落影原餐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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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20 會議：清泉部落 3 ⽉月固定會議（⼆二） 清泉部落青年活動中⼼心 

107.3.22 活動：⽩白蘭部落篝⽕火屋－社規師成果發表 ⽩白蘭部落璞真⼭山居 

107.3.26 巡守：清泉部落 3 ⽉月⽣生態巡守  清泉部落環⼭山步道 

107.3.27 活動：⽩白蘭部落種樹活動  ⽩白蘭部落 

107.3.27 巡守：⽩白蘭部落 3 ⽉月⽣生態巡守  ⽩白蘭部落⽩白蘭溪古道 

107.3.27 巡守：⽩白蘭部落 3 ⽉月⽣生態巡守  ⽩白蘭部落⽯石頭⽣生態步道 

107.4.9 會議：清泉部落 4 ⽉月固定會議  清泉部落青年活動中⼼心 

107.4.10 會議：⽩白蘭部落 4 ⽉月固定會議  ⽩白蘭部落迦南⼭山莊 

107.4.10 課程：⾏行前研習—螢⽕火蟲⾝身世知多少 ⽩白蘭部落迦南⼭山莊 

107.4.21 活動：清泉響春遊活動—五峰鄉公所舉辦 清泉部落 

107.4.24 巡守：⽩白蘭部落 4 ⽉月⽣生態巡守  ⽩白蘭部落⽯石頭⽣生態步道 

107.4.30 巡守：清泉部落 4 ⽉月⽣生態巡守  清泉部落環⼭山步道 

107.4.30 活動：清泉部落桂⽵竹筍⼩小旅⾏行⽵竹碗、︑､幸運⼿手環

製作  

清泉部落藝術之森 

107.5.1 會議：⽩白蘭部落 5 ⽉月固定會議  ⽩白蘭部落部落⼯工場 

107.5.5-6 ⽣生態旅遊遊客導⼊入操作（第⼀一梯次）： 

清泉部落 A-li 桂⽵竹筍⼩小旅⾏行  

清泉部落 

107.5.6 會議：清泉部落 A-li 桂⽵竹筍⼩小旅⾏行檢討會 清泉部落美⾷食街 

107.5.6 活動：⽩白蘭溪古道⼿手做步道—雪霸處觀霧站  ⽩白蘭部落 

107.5.14 巡守：清泉部落 5 ⽉月⽣生態巡守  清泉部落環⼭山步道 

107.5.22 巡守：⽩白蘭部落 5 ⽉月⽣生態巡守  ⽩白蘭部落⽩白蘭溪古道 

107.5.22 會議：⽩白蘭部落 5 ⽉月會議  ⽩白蘭部落浮雲杉林 

107.522 課程：螢⽕火蟲繁殖箱製作､螢⽕火蟲箱床佈置 、︑､

螢⽕火蟲捕捉及箱養 

⽩白蘭部落部落⼯工場 

107.5.26-27 ⽣生態旅遊遊客導⼊入操作（第⼆二梯次）： 

⽩白蘭部落 Kpagung 螢⽕火蟲⼩小旅⾏行  

⽩白蘭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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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29 會議：⽩白蘭部落會議正式成⽴立 ⽩白蘭部落部落⼯工場 

107.5.31 課程： 

1. 採集原始微⽣生物來分解⽣生廚餘及雜草落葉 

2. 環保酵素及微⽣生物菌液肥操作⽰示範 

3. 循環再利⽤用堆肥環保箱製作 

4. 厚⼟土種植法⽰示範 

5. ⾷食物森林及可⾷食地景建置 

6. 成果分享及討論 

民都有麗京⼭山莊 

107.6.5 會議：清泉、︑､⽩白蘭部落第⼀一次合作會議 清泉部落⽼老王客棧 

107.6.6 會議：期初審查會議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第⼆二階

段（期

中審查

會議之

前） 

 

107.6.26 會議：清泉、︑､⽩白蘭部落 6 ⽉月會議 清泉部落影原餐坊 

107.7.11 會議：清泉、︑､⽩白蘭部落夥伴拜訪蘇美娟校⾧長 清泉部落桃⼭山國⼩小 

107.7.17 會議：清泉、︑､⽩白蘭部落 7 ⽉月會議 ⽩白蘭部落樂哈⼭山露營區 

107.7.17 ⽩白蘭部落網站上架 － 

107.8.14 會議：清泉、︑､⽩白蘭部落 8 ⽉月會議 ⽩白蘭部落璞真⼭山居 

107.8.14 清泉部落網站上架 － 

107.8.24 會議：清泉部落會議正式成⽴立 桃⼭山村辦公室 

107.9.1 活動：五峰鄉泰雅族祖靈祭⽂文化傳承系列活

動—五峰鄉公所舉辦 

清泉部落頭⽬目廣場 

107.9.3 會議：輔導團隊拜訪五峰鄉公所戴⽟玉蘭課⾧長 五峰鄉公所 

107.9.6 會議：清泉、︑､⽩白蘭部落 9 ⽉月會議 清泉部落藝術之森 

第三階

段（期

末審查

會議之

前） 

107.9.12-13 ⽣生態旅遊遊客導⼊入操作（第三梯次）： 

清泉、︑､⽩白蘭部落在哪裡⼩小旅⾏行 

清泉、︑､⽩白蘭部落 

107.9.12-13 公視『南部開講』節⽬目採訪 清泉、︑､⽩白蘭部落 

107.9.26 會議：期中審查會議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107.10.4 會議：清泉、︑､⽩白蘭部落 10 ⽉月會議 ⽩白蘭部落盟約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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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12 公視『南部開講』節⽬目—在地旅⾏行『探訪雪霸

雲上的泰雅部落』播放 

公視頻道 

107.11.13 會議：清泉、︑､⽩白蘭部落 11 ⽉月會議 清泉部落青年活動中⼼心 

107.11.14 會議：五峰鄉公所『擬籌⽴立五峰鄉觀光產業發

展促進協會』會議 

清泉溫泉館 

107.11.18 活動：清泉溫泉館正式開幕 清泉溫泉館 

107.12.4 會議：清泉、︑､⽩白蘭部落 12 ⽉月會議 民都有森依努露營區 

107.12.9 活動：⽩白蘭溪古道⼿手做步道—雪霸處觀霧站，

清泉⾄至⽩白蘭段初步開通 

⽩白蘭溪古道 

107.12.11 會議：期末審查會議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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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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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旅遊，如果單純的就字⾯面意義來解釋，為⼀一種觀察動植物⽣生態及⾃自然環境

的旅遊⽅方式，也可詮釋為具有⽣生態觀念，並能增進⽣生態保育的遊憩⾏行為。︒｡然⽽而，這

個名詞涵蓋了廣泛且模糊的概念，容易導致⼤大眾的誤解，於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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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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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工作進⾏行外，亦提升當地居民的⽣生活福祉。︒｡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近年來對於轄區周圍鄰近的部落，做過許多對鄰近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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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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和平區環⼭山､松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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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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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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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新⽵竹縣五峰鄉清泉､⽩白蘭部落⽣生態旅遊培⼒力計畫 

    觀霧遊憩區屬⾃自然⾵風貌優美､⽣生物多樣性豐富之處，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透過⼈人

才培訓與部落建⽴立夥伴關係，共同發展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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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提昇對前往觀霧遊憩區遊客之服務品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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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對清泉、︑､⽩白蘭部落進⾏行

⽣生態旅遊培⼒力計畫，繼續推動 107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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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 107 年度的培⼒力計畫能夠在現有成果下繼續

努⼒力，培養業者經營永續⽣生態旅遊之能⼒力，再次整合⽣生態旅遊運作機制的⾃自主營運，

達成雪霸國家公園遊客服務品質的提升，兼顧部落⽂文化保存與⽣生態保育的願景。︒｡ 

 



 7 

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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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摺⾴頁設計：摺⾴頁內容設計定稿，以供宣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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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鄰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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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整合部落資源，凝聚部落居民發展⽣生態旅遊的共識，透過⽣生態旅遊運作機制的

建⽴立､社區⽣生態巡守隊的組織以及增能課程的培訓並實際導⼊入遊客體驗⾏行程，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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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永續發展部落⽣生態旅遊事業，達到社區⽣生態保育、︑､⽂文化保存及社區產業發展

三贏的⽬目標。︒｡ 

三、︑､強化民眾參與的意願及強化在地夥伴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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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國家公園與清泉、︑､⽩白蘭兩部落的夥伴關係，讓遊客前往部落旅遊能夠感受

到國家公園的保育理念，並獲得環境教育機會，即以⽣生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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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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前⼈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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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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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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觀光發展的原則與⽅方向，

2000，觀光研究學報，6（2），1-13）根據屬性、︑､⽬目的、︑､可⾏行性與許多研究的發現等

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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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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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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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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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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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這些論述，都將成為我們在執⾏行本次輔導計畫的參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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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地區 

本計畫範圍及⼯工作地點主要在新⽵竹縣五峰鄉清泉及⽩白蘭部落（⾒見圖1），其範圍

皆在雪霸國家公園周邊，相關地理位置請參照下圖所⽰示： 

 

圖 1、︑､清泉、︑､⽩白蘭兩部落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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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方法 

本計畫預期協助整合觀霧遊憩區附近清泉、︑､⽩白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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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持續進⾏行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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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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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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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旗鑑原鄉⽣生態旅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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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教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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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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態旅遊培⼒力⼯工作實施流程如下圖： 

 圖 2、︑､清泉、︑､⽩白蘭部落⽣生態旅遊培⼒力計畫 106 年⾄至 107 年⼯工作實施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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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收費標準
初步擬定

生態旅遊回饋機制
與制價基準研擬與
執行

生態旅遊路線
檢討與修正

生態旅遊路線
細節內容確認

進階增能培訓
落實生態旅遊
運作機制

持續深化 開發
及操作生態旅遊
遊程

啟動及落實生態
旅遊回饋機制

組織社區
生態巡守隊

強化生態旅遊宣傳行銷

第一年

第二年

計畫開始

宣傳
行銷

凝聚        共識

活動
網站

滾動式修正
在地教材/
網路學習平台

專家訪視
/店家輔導

摺頁臉書粉專/Line活動/專屬網站 媒體平台

建立跨部落生態旅遊聯盟

在地教材/
網路學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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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績效評估基準及查核項⽬目 

⼀一、︑､ 績效⽬目標及評估基準 

表 1、︑､績效⽬目標及評估基準表 

 

 

 

 

107

年

度 

新

⽵竹

縣

五

峰

鄉 

清

泉 

、︑､ 

⽩白

蘭

部

落

⽣生

態

旅

遊

培

⼒力

計

畫 

執⾏行⾯面向 績效項⽬目 評估基準 

計畫說明會 辦理計畫說明會 2場次 

落實⽣生態旅

遊運作機制 

建⽴立⽣生態旅遊服務 

作業流程（SOP） 

1式 

定期召開⼯工作會議 每個⽉月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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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月1次 

相 關 課 程 培

訓及⼯工作坊 

辦理強化服務⼈人才 

之專業能⼒力課程 

⾄至少30⼩小時，每場次⾄至少須有

15名學員參加 

⽣生態旅遊 

宣傳⾏行銷 

遊客後續追蹤 1式 

積極使⽤用網路平台 1式 

開發新遊程路線 各部落⾄至少1條 

摺⾴頁設計 1式 

滾動式電⼦子在地教材 1式 

⽣生態旅遊 

遊客導⼊入 

操作 

舉辦遊程體驗及檢討 ⾄至少3梯次，2天1夜 

建 ⽴立 跨 部 落

⽣生 態 旅 遊 聯

盟 

整合鄰近部落 

開發套裝⾏行程 

1式 

跨部落機制串連 1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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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期進度及實際完成進度 

表 2、︑､預期進度及實際完成進度⽢甘梯圖 

⼯工作項⽬目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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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標（106.12.28） V            

完成簽約（107.01.01） V            

辦理計畫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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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課程培訓及⼯工作坊(1/2) V 
 

V V 
        

⽣生態旅遊遊客導⼊入操作 

(第⼀一梯次，搭配桂⽵竹筍季)     
V 

       

期初審查會議（107.06.06） 
     

V 
      

相關課程培訓及⼯工作坊(2/2) 
   

V V    
    

⽣生態旅遊遊客導⼊入操作 

(第⼆二梯次，搭配螢⽕火蟲季)     
V 

       

遊客後續追蹤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積極使⽤用網路平台—FB粉絲專⾴頁    V V V V V V V V V 

積極使⽤用網路平台—專屬網⾴頁       V V     

開發新遊程路線 V V V V V V V V V    

摺⾴頁設計        V V V   

在地教材        V V V   

期中審查會議（107.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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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配公視南部開講節⽬目採訪)         
V 

   

期末審查會議（107.12.11） 
           

V 

結案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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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計畫辦理情形 

⼀一、︑､ 計畫說明會 

    今年的計畫說明會延續去年度為兩部落建置的每⽉月固定會議平台，於⼀一⽉月固定

會議時進⾏行清泉及⽩白蘭部落共兩場次的計畫說明會，並請部落夥伴以過去⼀一年培⼒力

計畫奠定的基礎下，對於今年計畫之內容給予回饋，期能透過不斷的討論，吸取夥

伴意⾒見並調整計畫內容，以達成最符合部落需求的培⼒力模式。︒｡ 

（一） 清泉部落計畫說明會暨 1 ⽉月固定會議 

1. 時間：107 年 01 ⽉月 04 ⽇日(週四)上午 9 點⾄至 10 點 

2. 地點：林秀菊姊姊宅 

3. 主席：葉靜娟 

4. 出席：葉靜娟、︑､何雪華、︑､施英輝、︑､林秀菊、︑､陳鳳嬌、︑､圈⾕谷資訊王榆君 

5. 討論事項： 

(1.) 由培⼒力輔導單位—圈⾕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報告今年度計畫內容。︒｡ 

(2.) 清泉部落夥伴對於今年度計畫內容回饋： 

A. 今年盼望邀請藝術之森的藝術家們及美⾷食街的族⼈人們⼀一同來上課並邀請加

⼊入⽣生態旅遊團隊。︒｡ 

B. 關於三梯次的遊客導⼊入操作，螢⽕火蟲季應在四、︑､五⽉月份推⾏行，桂⽵竹筍季應在

五⽉月份推⾏行，且可加⼊入藝術之森的⼿手作體驗，讓遊客透過報名網站勾選欲參加

的⼿手作課程。︒｡ 

C. 盼望可以找回屬於泰雅族的⾹香草植物且多加利⽤用成部落產業，例如：利⽤用⾺馬

告製成⾺馬告精油。︒｡ 

D. 清泉部落通往⼗十七鄰處有⼀一步道，未來可開發成新遊程路線。︒｡ 

E. 網路媒體應⽤用課程可以運⽤用青年活動中⼼心的電腦教室，讓學員透過實際操作

加深印象。︒｡ 

F. 部落已有多種伴⼿手禮，例如：椴⽊木⾹香菇、︑､桂⽵竹筍、︑､⾺馬告、︑､四季⽔水果、︑､⿊黑⾖豆等，

今年計畫是否可放⼊入關於伴⼿手禮包裝等課程。︒｡ 

G. 建議將課程時間表條列出來，讓學員們可以空出時間出席，且可多加利⽤用部

落內的公佈欄，讓更多部落族⼈人知道課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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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像紀錄： 

  清泉部落⼀一⽉月固定會議暨計畫說明會（⼀一） 清泉部落⼀一⽉月固定會議暨計畫說明會（⼆二） 

（二） ⽩白蘭部落計畫說明會暨 1 ⽉月固定會議 

1. 時間：107 年 01 ⽉月 16 ⽇日(週⼆二)上午 9 點⾄至 12 點 

2. 地點：尤外⼭山莊 

3. 主席：周錦貴 

4. 出席：周錦貴、︑､曾⼤大才、︑､錢珠英、︑､張英妹、︑､曾廣福、︑､江喜悅、︑､⽥田珍妹、︑､陳⾦金泉、︑､

廖英智、︑､陳昱、︑､曾嘉慶、︑､羅桃妹、︑､周碧華、︑､曾馨宇、︑､潘百合、︑､蔡惠蘭、︑､張淑蘭、︑､

許安霖、︑､圈⾕谷資訊：朱珮⽂文⽼老師、︑､陳逸忠⽼老師、︑､王榆君 

5. 討論事項： 

(1.) 由培⼒力輔導單位—圈⾕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報告今年度計畫內容。︒｡ 

(2.) 南⼭山⼈人壽⼤大發通訊處 20 ⼈人⼀一⽇日遊檢討。︒｡ 

(3.) 討論⽩白蘭部落⽣生態旅遊團隊組織架構。︒｡ 

(4.) 是否承接 107 年度壯遊台灣案 

(5.) 影像紀錄： 

  ⽩白蘭部落⼀一⽉月固定會議暨計畫說明會（⼀一） ⽩白蘭部落⼀一⽉月固定會議暨計畫說明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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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落實⽣生態旅遊運作機制 

    ⽣生態旅遊運作機制之建⽴立，須先輔導部落組織⼯工作團隊，並定期召開⼯工作會議，

確定⽣生態旅遊經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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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去年開始⾄至今，經過部落夥伴多次⼯工作會議討論，已擬定⽣生態旅遊

服務之各項⼯工作內容、︑､接團流程、︑､遊客來源定義以及其他配套機制，且針對服務項

⽬目及⼯工作⼈人員配置擬出兩部落⽣生態旅遊團隊之組織架構，並透過落實每⽉月的固定會

議，以滾動共識的⽅方式因應不斷改變的外在環境、︑､市場機制及⼈人員流動，逐漸落實

⽣生態旅遊運作機制。︒｡截⾄至今年底之前，清泉、︑､⽩白蘭部落共已召開 19 次⼯工作會議，尚

有⼀一次未舉⾏行，⽽而當⽣生態旅遊團隊開始凝聚時，其便開始擁有影響⼒力，對內啟發族

⼈人愛部落的⼼心，對外則決定公、︑､私部⾨門是否挹注相關資源，進⽽而產⽣生⽣生態旅遊產業

以外的附加效益，盼望團隊能夠掌握此核⼼心價值，不斷凝聚部落共識，進⽽而達到當

地在⽣生活、︑､⽣生產、︑､⽣生態三⾯面向共榮共存的⽬目標。︒｡ 

（⼀一） ⽣生態旅遊服務作業流程（SOP） 

1. 各項⼯工作內容說明 

(1.) 固定會議召集⼈人： 

A. 負責召集⽣生態旅遊團隊開會，並維持團隊運作。︒｡ 

B. 接團時，依照窗⼝口提供的遊客資訊表格以及團隊⼈人員安排順序進⾏行各項。︒｡⼯工

作崗位⼈人員安排及確認。︒｡ 

C. ⼯工作⼈人員確認後，回報⽂文書⼈人員處理後續書⾯面資料。︒｡ 

(2.) 固定會議副召集⼈人： 

協助召集⼈人處理各項事務及協助⼯工作執⾏行的最後確認。︒｡ 

(3.) ⾏行政組： 

A. 【窗⼝口】：擔任⽣生態旅遊團隊對外之聯絡⼈人，詳細⼯工作內容如下。︒｡ 

I. 外向內的聯絡 

    遊客聯絡部落窗⼝口的⽅方式分為網站表單及電話聯絡兩種。︒｡網站表單：遊

客由部落網站平台獲得旅遊資訊，並透過表單製作客製化遊程，勾選各個欲

參加的部落亮點組成套裝⾏行程，資料送出後則⾃自動傳輸為遊程表格，窗⼝口須

時常注意是否有新進遊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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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電話聯絡 

窗⼝口需清楚瞭解⽣生態旅遊團隊各個服務項⽬目之詳細內容，以提供

遊客完整資訊。︒｡ 

ii. 詢問遊客從何得知部落旅⾏行資訊 

當窗⼝口接到遊客詢問電話，無論什麼問題或者是否成團皆需詢問，

此資訊將成為部落⾏行銷⽅方向的分析資料。︒｡ 

若接洽團客，需按照遊程表格詢問遊客資料，並將之填⼊入表格。︒｡ 

（⾒見附件三） 

II. 內向內的聯繫 

i. 向召集⼈人：將遊客資料交由召集⼈人做⼯工作安排及確認。︒｡ 

ii. 向⽂文書：將遊客需求之細節向⽂文書確認。︒｡ 

iii. 向出納：確認遊客旅費是否已⼊入帳，並回報遊客已收到款項。︒｡ 

B. 【出納】： 

I. 確認遊客旅費是否已⼊入帳，並回報窗⼝口。︒｡ 

II. 在遊程結束前事先提領夥伴⼯工資，並於遊程結束後的檢討會議進⾏行結

帳。︒｡ 

C. 【會計】： 

I. 詳細紀錄每筆團隊出⼊入的⾦金費，並建⽴立⽣生態旅遊記帳本。︒｡（⾒見附件三） 

II. 每次接團時需與召集⼈人確認各項⽀支出之經費細項及領取⼈人，並於每次

結帳前將經費細項提供給出納，以便出納進⾏行結帳。︒｡ 

III. 每⽉月固定會議時報告當⽉月之總收⽀支。︒｡ 

D. 【⽂文書】：處理團隊相關書⾯面資料。︒｡ 

I. 遊程 

i. 接團前書⾯面⼯工作 

! 遊程細流：包含詳細⾏行程、︑､參與⼈人員、︑､⼯工作⼈人員連絡資訊、︑､住宿分

配…等，以便領隊掌握狀況。︒｡（⾒見附件三） 

! 遊客名單：詳細紀錄每次⼩小旅⾏行遊客的聯絡資訊及特殊狀況，除了

讓領隊掌握遊客狀況外，亦是建⽴立部落的遊客資料庫，以便未來的

⾏行銷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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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客保險：將遊客之姓名、︑､⽣生⽇日、︑､⾝身份證資料交由負責⼈人員。︒｡ 

ii. 向窗⼝口確認遊客細節，並記錄在遊程細流裡。︒｡ 

iii. 將遊程細流及遊客名單提供給領隊，並與領隊確認當⽇日細節。︒｡ 

II. ⽣生態巡守隊 

   將巡守組每⽉月固定巡守記錄的物候資料整理及建檔。︒｡（⾒見附件三） 

E. 【領隊】： 

I. 為執⾏行遊程時串聯各個環節者，須清楚掌握各項活動之執⾏行地點，掌

控時間並做點到點的聯繫及確認。︒｡ 

II. 全程看顧遊客狀況及安全，引導遊客參與活動，並提醒廁所和裝⽔水位

置。︒｡ 

III. 領隊亦是⼀一個說故事的⼈人，帶領遊客進到部落體驗、︑､感受及了解族⼈人

的⽂文化與⽣生活，並利⽤用故事說明部落規矩，透過故事，部落的限制與

缺點亦可轉變為特⾊色與優點。︒｡ 

IV. 依遊客的交通⽅方式不同，領隊的跟團⽅方式亦會不同，詳細說明如下： 

i. 遊客搭乘遊覽⾞車前往 

! 散客：當部落主動舉辦遊程活動期間，從各地來的遊客在新⽵竹

⽕火⾞車站或新⽵竹⾼高鐵站集合，並⼀一同搭乘遊覽⾞車前往，領隊需⾄至

集合點接駁，且全程⾞車上陪同。︒｡（★需安排司領住宿） 

! 團客：⾃自⾏行包⾞車前往部落之團客，例如：同學會出遊、︑､同鄉會

出遊、︑､旅⾏行社…等，領隊需在頭⽬目廣場接駁，並全程⾞車上陪同。︒｡

（★需安排司領住宿） 

ii. 遊客為⾃自⾏行開⾞車前往： 

呈上之說明，不管是散客或是團客，⾃自⾏行開⾞車前往的遊客皆在

頭⽬目廣場集合，領隊需⽤用⾃自⼰己的交通⼯工具在⾞車隊前帶領。︒｡ 

V. 領隊需準備物品 

i. 集合牌：集合時清楚讓遊客找到領隊位置 

ii. ⾏行程細流 

iii. 遊客名單及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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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餐飲組 

A. 餐⾷食 

I. 餐⾷食負責⼈人需依遊客⼈人數及葷、︑､素餐準備餐⾷食，並向遊客介紹菜⾊色。︒｡ 

II. 餐⾷食共分為三種⾵風味： 

i. 泰雅⼿手抓飯 

ii. 部落⾵風味餐 

iii. 農家料理 

III. 為求環保，皆不提供遊客⼀一次性餐具及杯⽔水、︑､罐裝⽔水，需預備⼀一壺⽩白

開⽔水提供給客⼈人補⽔水。︒｡ 

B. 美⾷食體驗 

I. 美⾷食體驗之負責⼈人需帶領遊客製作當地特⾊色美⾷食，從採買、︑､備料、︑､教

學皆交由負責⼈人完成，教學的部分則需清楚介紹特⾊色美⾷食與⽂文化、︑､⽣生

活之關係與製作⽅方法。︒｡ 

II. 美⾷食體驗⼜又分為泰雅美⾷食體驗、︑､⾷食農體驗兩種： 

i. 泰雅美⾷食體驗：⾺馬告醃豬⾁肉、︑､⽵竹筒飯 

ii. ⾷食農體驗 

(5.) 導覽解說組 

    負責⼈人負責各解說路線之導覽解說，向遊客分享解說路線在⽣生態、︑､⽣生活及

⽂文化的故事，並須注意遊客是否皆在舒適的狀態下聽到⾃自⼰己說話，掌握解說時

間⾧長短，且須注意遊客安全。︒｡ 

⽽而解說路線⼜又分為六種路線： 

A. ⽩白蘭溪古道 

B. ⽯石頭⽣生態步道 

C. 清泉部落巡禮 

D. 森林夜觀 

E. 賞螢熱線 

F. 孟宗⽵竹林(民⽣生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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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手作組 

A. ⼿手作組需帶領遊客體驗泰雅傳統⼿手作，從前置準備到教學皆交由負責⼈人完成，

教學的部分則需清楚介紹⼿手作項⽬目與⽂文化、︑､⽣生活之關係與製作⽅方法。︒｡ 

B. ⼿手作組⼜又分為五種： 

I. 泰雅童玩 

II. 陷阱體驗 

III. 編織體驗 

IV. 藝術之森藝術家 

i. 亞威藝術⼯工坊（鑲嵌玻璃杯墊、︑､鏡⼦子、︑､⼩小夜燈） 

ii. ⽐比黛原作坊（泰雅染織坊）（編織體驗、︑､⼭山棕⼿手環） 

iii. ⾬雨⽂文⽂文創⼯工坊（⽵竹藝） 

iv. 達燕迷化⼯工坊（薏苡珠⼿手環） 

v. 青梅⼯工作室（⽪皮鞭杯套、︑､串珠吊飾） 

V. 篝⽕火屋體驗 

(7.) ⽣生態巡守隊 

Ａ. 每⽉月固定巡守遊程路線，將路線上之動植物狀態記錄在遊程路線動植物物

候調查表上。︒｡ 

B. 透過每⽉月固定巡守，巡護遊程路線上是否有任何破壞⾏行為，或者有任何需要

修護的地⽅方，並在固定會議中提出，以達守護功能。︒｡ 

C. 巡守隊隊⾧長  

隊⾧長需負責召集各路線組員，並進⾏行每⽉月固定巡守。︒｡ 

維持⽣生態巡守隊的運作。︒｡ 

D. 巡守隊共分為三條巡守路線： 

I. ⽩白蘭溪古道 

II. ⽯石頭⽣生態步道 

III. 清泉部落環⼭山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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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晚會組 

籌備部落晚會，其⼯工作包涵： 

A. 節⽬目內容之總策劃 

B. 器材預備 

C. 晚會主持 

(9.) 住宿組 

針對不同的客群，住宿組⼜又分為民宿與露營區兩種： 

A. 民宿 

I. 住宿需附隔⽇日早餐。︒｡ 

II. 住宿環境以乾淨、︑､整潔為主，但須提供吹⾵風機，且讓客⼈人有可以裝⽔水

的地⽅方。︒｡ 

III. 為求環保，皆不提供⽛牙刷、︑､⽛牙膏、︑､⽑毛⼱巾，由客⼈人⾃自⾏行攜帶。︒｡ 

B. 露營區 

I. 不需附隔⽇日早餐。︒｡ 

II. 僅提供營位、︑､盥洗空間、︑､獨⽴立洗⼿手台，⽽而盥洗空間以乾淨、︑､整潔為主。︒｡ 

 

2. ⽣生態旅遊運作機制接團流程 

 圖 3、︑､⽣生態旅遊運作機制接團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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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遊客來源定義 

(1.) 主動型：部落舉辦特定活動、︑､⼩小旅⾏行 

部落推出多種季節性活動、︑､⼩小旅⾏行，透過網路宣傳，來⾃自各地的遊客以網路表

單及電話報名成團。︒｡ 

(2.) 被動型：⾃自⾏行聯絡窗⼝口之團客 

當部落沒有舉辦特定活動期間，團客⾃自⾏行聯絡窗⼝口報名遊程。︒｡ 

(3.) 團客定義 

Ａ. 私⼈人團客：遊客⾃自⾏行聯絡各家民宿業者住宿、︑､體驗。︒｡ 

B. 公家團客：遊客從部落網站填寫報名表單或聯絡部落窗⼝口報名遊程。︒｡ 

C. 當團隊窗⼝口亦為民宿業者時，要如何避免遊客來源之混淆： 

遊客聯絡窗⼝口時，詳細詢問從何得知部落（住宿）資訊，並記錄下來。︒｡ 

 

4. 其他配套機制 

(1.) 收費機制 

表 3、︑､⽣生態遊程收費細項表 

項⽬目 內容 收費 備註 

領隊 薪資 150$/天/⼈人 

10 ⼈人以下 1000 元/天 

10 ⼈人成團 

25 ⼈人（不含）以上出兩位領隊 

⾞車資 500$/天/位 適⽤用於遊客⾃自⾏行開⾞車時，補貼油錢⽤用 

餐⾷食 餐⾷食費 300$/餐/⼈人  

住宿 民宿 900$/天/⼈人 附早餐 

露營區 160$/天/⼈人 無附早餐 

導覽

解說 

解說費 每⼈人 100$ 

10 ⼈人以下 1000 元/次 

10 ⼈人成團  

25 ⼈人以上（不含）出兩位導覽員 

每次導覽兩⼩小時 

晚會 A 團 1500$/場 10 ⼈人以下 

【演出內容】 

(1). 營⽕火夜談 

(2). 泰雅歌曲教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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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火舞 

(4). ⽵竹串烤⾁肉 

B 團 4000$/場 11-20 ⼈人 

【演出內容】 

(1). 營⽕火夜談 

(2). 泰雅歌曲教唱 

(3). 營⽕火舞 

(4). ⽵竹串烤⾁肉 

(5). 搗⿇麻糬 

C 團 7500$/場 

 

21-30 ⼈人 

【演出內容】 

(1). 營⽕火夜談 

(2). 泰雅歌曲教唱 

(3). 桃⼭山國⼩小合唱團表演 

(4). 營⽕火舞 

(5). ⽵竹串烤⾁肉 

(6). 搗⿇麻糬 

D 團 12000$/場 

 

31-40 ⼈人 

【演出內容】 

(1). 營⽕火夜談 

(2). 泰雅歌曲教唱 

(3). 桃⼭山國⼩小合唱團表演 

(4). 原少樂團 

(5). 營⽕火舞 

(6). ⽵竹串烤⾁肉 

(7). 搗⿇麻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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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

美⾷食

體驗 

⽵竹筒飯 10 ⼈人以下： 1000 元/次 

10-20 ⼈人：100 元/⼈人 

20 ⼈人以上（含）： 

80 元/⼈人。︒｡ 

10 ⼈人成團 

⾺馬告醃

豬⾁肉 

10 ⼈人以下：1500 元/次 

10-20 ⼈人： 150 元/⼈人 

20 ⼈人以上（含）： 

120 元/⼈人 

10 ⼈人成團 

⼿手作

體驗 

陷阱 

體驗 

100$/⼈人 

10 ⼈人以下 1000 元/次 

 

10 ⼈人成團 

每 10 ⼈人出ㄧ導覽員 

最多 20 ⼈人 

泰雅 

童玩 

100$/⼈人 

10 ⼈人以下 1000 元/次 

 

10 ⼈人成團 

每 10 ⼈人出ㄧ導覽員 

最多 20 ⼈人 

編織 

體驗 

100$/⼈人 

10 ⼈人以下 1000 元/次 

10 ⼈人成團 

最多 20 ⼈人 

藝術之

森藝術

家體驗 

150$/⼈人 10 ⼈人成團 

最多 20 ⼈人 

客⼈人⾃自⾏行選擇欲體驗的⼿手作項⽬目 

篝⽕火屋

體驗 

150$/⼈人 

10 ⼈人以下 1500 元/次 

10 ⼈人成團 

最多 20 ⼈人 

保險 旅遊平

安險 

50 元/⼈人  

交通

⾞車 

九⼈人座 單趟：2500 元/趟 

全程隨隊：4000 元/天 

⼀一台九⼈人座需含司機及領隊，最多只能坐

七名遊客 

20 ⼈人 

⼩小巴⼠士 

6500$/天，不含稅 此價錢為全台遊覽公司之報價 

20 ⼈人 

⼩小中巴 

7500$/天，不含稅 此價錢為合正租⾞車之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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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開

⾞車 

若⾃自⾏行開⾞車抵達清泉後

全程隨⾞車則僅需付半價

⾞車費 

 

⼩小孩

收費 

遊程 

收費 

6 歲以上視同⼤大⼈人收費

4-6 歲以下半價 

0-3 歲僅收 100 元保險費 

 

(2.) 結帳與檢討： 

  ⼯工作⼈人員結帳、︑､遊客意⾒見回饋及檢討會議於⽣生態旅遊團隊每⽉月固定會議進

⾏行。︒｡ 

(3.) 回饋機制 

由各項遊程收費（例如：導覽、︑､餐⾷食、︑､體驗…）抽取 3%為回饋基⾦金，並於

結帳前扣除。︒｡ 

(4.) ⼯工作⼈人員⽀支薪機制 

  窗⼝口電話費：以每次遊程收⼊入之 1%⽀支付。︒｡ 

5. ⽣生態旅遊團隊組織架構 

(1.) ⽩白蘭部落 

 圖 4、︑､⽩白蘭部落⽣生態旅遊團隊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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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泉部落 

 

圖 5、︑､清泉部落⽣生態旅遊團隊組織架構圖 

 

6. ⽣生態旅遊團隊⼈人員配置 

(1.) ⽩白蘭部落 

A. 召集⼈人：許安霖 

B. ⾏行政組 

I. 窗⼝口：廖英智 

II. ⽂文書：圈⾕谷資訊 

III. 出納：吳念恩 

IV. 會計：圈⾕谷資訊 

V. 領隊：周錦貴、︑､陳軍、︑､許安霖、︑､周瑀 

Ｃ. 餐飲組 

I. 餐⾷食 

i. 泰雅⼿手抓飯：⽥田珍妹、︑､楊蜜 

ii. 部落⾵風味餐：張淑蘭、︑､羅桃妹、︑､羅智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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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農家料理：廖英智 

II. 泰雅美⾷食體驗 

i. ⾺馬告醃豬⾁肉、︑､⽵竹筒飯：江喜悅、︑､羅⾹香美、︑､羅智怡 

ii. ⾷食農體驗：廖英智 

Ｄ. 導覽解說組 

I. ⽩白蘭溪古道：曾嘉慶、︑､周錦貴､許安霖 

II. ⽯石頭⽣生態步道：錢珠英、︑､曾⼤大才、︑､曾嘉慶 

III. 清泉部落：周錦貴､曾作權 

Ｅ. ⼿手作組 

I. 泰雅童玩：曾嘉慶､曾廣福、︑､張秋⽣生 

II. 陷阱體驗：曾嘉慶、︑､曾⼤大才 

III. 織布體驗：⽥田珍妹 

Ｆ. 晚會組：許安霖 

Ｇ. 住宿組 

I. 民宿：浮雲杉林、︑､巴棍農場、︑､尤外⼭山莊、︑､盟約杉林、︑､⾺馬雅⽵竹軒、︑､璞真

⼭山居、︑､阿秋媽媽泰雅編織⼯工作坊 

II. 露營區：星空下、︑､布魯的家、︑､尤巴⼠士、︑､靜觀、︑､樂哈⼭山、︑､拉哢､⽼老⽜牛、︑､格

布霧、︑､阿秋媽媽泰雅編織⼯工作坊 

(2.) 清泉部落 

A. 召集⼈人：葉靜娟  

B. ⾏行政組 

I. 窗⼝口：葉靜娟 

II. ⽂文書：林秀菊  

III. 出納：葉靜娟 

IV. 會計：圈⾕谷資訊 

V. 領隊：林秀菊 

C. 導覽解說組：林秀菊、︑､葉靜娟 

D. 餐飲組：賴范⾦金蓮、︑､陳鳳嬌、︑､何⽉月娥、︑､王碧珠、︑､美⾷食街族⼈人 

E. ⼿手作組：清泉部落藝術之森藝術家（青梅⼯工作室/⾵風青陽、︑､錢雪梅，⽐比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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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泰雅染織坊）/陳鳳嬌，達燕迷化⼯工坊/張芝綾，⾬雨⽂文⽂文創⼯工坊/陳⽂文成，

亞威藝術⼯工坊/施英輝） 

F. 晚會組：全體夥伴 

G. 住宿組 

I. 民宿—布拉⾕谷民宿、︑､清泉⼭山莊、︑､⾃自然的家 

II. 露營區—⽵竹鷹露營區、︑､森依努露營區 

 

（⼆二） 定期召開⼯工作會議 

1. 107 年度清泉、︑､⽩白蘭部落固定會議內容統整： 

表 4、︑､107 年度清泉、︑､⽩白蘭部落固定會議內容統整表 

⽇日期 名稱 地點 參與⼈人

數 

討論議題 

107.1.4 清泉部落 1

⽉月固定會議

暨計畫說明

會 

清 泉 部 落

林秀菊宅 

6 ⼈人 由圈⾕谷團隊報告今年度的計畫內

容 

107.1.16 ⽩白蘭部落 1

⽉月固定會議

暨計畫說明

會 

⽩白 蘭 部 落

尤外⼭山莊 

21 ⼈人 1. 南⼭山⼈人壽⼤大發通訊處 20 ⼈人⼀一

⽇日遊檢討 

2. 由圈⾕谷團隊報告今年度的計

畫內容 

3. 討論⽩白蘭部落⽣生態旅遊團隊

組織架構 

4. 是否承接 107 年度壯遊台灣案 

107.2.8 清泉部落 2

⽉月固定會議 

清 泉 部 落

青 年 活 動

中⼼心 

6 ⼈人 1. 討論清泉部落⽣生態旅遊團隊

固定聚會時間及推派⽣生態巡守隊

隊⾧長 

2. 搭配部落青少年的⽣生態巡守

隊課程 

3. 清泉部落專屬網站及摺⾴頁，請

夥伴們提出意⾒見與想法 

4. 第⼀一梯次⽣生態遊程體驗粗略



 32 

⾏行程規劃 

107.2.22 ⽩白蘭部落 2

⽉月固定會議 

⽩白 蘭 部 落

裴咔咖啡 

11 ⼈人 1. ⽩白蘭部落網站架構 

2. 第⼆二梯次⽣生態遊程體驗⾏行程

規劃 

3. 討論⽣生態巡守隊固定巡守時

間，並推選各路線巡守隊⾧長 

4. ⽣生態旅遊運作機制 

107.3.1 清泉部落 3

⽉月固定會議 

（ㄧ） 

清 泉 部 落

藝術之森 

10 ⼈人 1. 與藝術之森夥伴整合 

2. 因著有新進的夥伴，⽣生態巡守

的部分希望能再請陳⽼老師帶⼤大家

⾛走過⼀一遍 

3. 第⼀一梯次清泉部落⽣生態遊程

體驗以桂⽵竹筍為主題舉辦（清泉

部落 A-li 桂⽵竹筍⼩小旅⾏行） 

107.3.5  ⽩白蘭部落 3

⽉月固定會議 

民 都 有 部

落 麗 京 ⼭山

莊 

12 ⼈人 1. ⽩白蘭部落網站 

2. 第⼆二梯次⽩白蘭部落⽣生態遊程

體驗以螢⽕火蟲為主題舉辦（⽩白蘭

部落 Kpagung 螢⽕火蟲⼩小旅⾏行） 

3. 固定聚會時間 

107.3.20 清泉部落 3

⽉月固定會議 

（⼆二） 

清 泉 部 落

青 年 活 動

中⼼心 

10 ⼈人 1. 第⼀一梯次⽣生態遊程體驗『清泉

部落 A-li 桂⽵竹筍⼩小旅⾏行』⽇日期、︑､

⾏行程規劃 

2. 請夥伴們協助『清泉部落 A-li

桂⽵竹筍⼩小旅⾏行』網站宣傳 

107.4.9 清泉部落 4

⽉月固定會議 

清 泉 部 落

青 年 活 動

中⼼心 

8 ⼈人 1. 決議將第⼀一梯次⽣生態遊程體

驗『清泉部落 A-li 桂⽵竹筍⼩小旅⾏行』

放⼊入『Accupass 活動通』宣傳 

2. 增加⾼高鐵站接駁點 

3. 第⼆二梯次⽣生態遊程體驗『⽩白蘭

部落 Kpagung 螢⽕火蟲⼩小旅⾏行』⾏行

程規劃 

107.4.10 ⽩白蘭部落 4 ⽩白 蘭 部 落 13 ⼈人 1. 第⼆二梯次⽣生態遊程體驗『⽩白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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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固定會議 迦南⼭山莊 部落 Kpagung 螢⽕火蟲⼩小旅⾏行』⾏行

程確認 

2. 未來可舉辦的各種遊程⽅方案 

107.5.1 ⽩白蘭部落 5

⽉月固定會議 

⽩白 蘭 部 落

部落⼯工場 

10 ⼈人 第⼆二梯次⽣生態遊程體驗『⽩白蘭部

落 Kpagung 螢⽕火蟲⼩小旅⾏行』⼯工作

⼈人員確認 

107.5.6 清 泉 部 落

A-li 桂⽵竹筍

⼩小旅⾏行檢討

會 

清 泉 部 落

美⾷食街 

9 ⼈人 第⼀一梯次⽣生態遊程體驗『清泉部

落 A-li 桂⽵竹筍⼩小旅⾏行』遊程檢討 

107.5.22 ⽩白蘭部落 5

⽉月會議 

⽩白 蘭 部 落

浮雲杉林 

13 ⼈人 最後確認第⼆二梯次⽣生態遊程體驗

『⽩白蘭部落 Kpagung 螢⽕火蟲⼩小

旅⾏行』各事項 

107.6.5 清泉、︑､⽩白蘭

部落第⼀一次

合作會議 

清 泉 部 落

⽼老王客棧 

15 ⼈人 1. 第⼆二梯次⽣生態遊程體驗『⽩白蘭

部落 Kpagung 螢⽕火蟲⼩小旅⾏行』遊

程檢討 

2. 清泉、︑､⽩白蘭部落夥伴關係 

3. 公視『南部開講』節⽬目採訪 

4. ⽵竹科⾏行銷⽅方案 

107.6.26 清泉、︑､⽩白蘭

部落 6 ⽉月會

議 

清 泉 部 落

影原餐坊 

10 ⼈人 1. ⽩白蘭部落召集⼈人正式由周錦

貴交接給許安霖擔任 

2. 夥伴回饋⽬目前部落發展⽣生態

旅遊的⼼心得 

3. 公視『南部開講』節⽬目將會以

隨團跟拍第三梯次⽣生態遊程體驗

的⽅方式採訪部落，初步⾏行程規劃 

107.7.17 清泉、︑､⽩白蘭

部落 7 ⽉月會

議 

⽩白 蘭 部 落

樂 哈 ⼭山 露

營區 

10 ⼈人 1. 回顧上次開會內容 

2. 夥伴回饋⽬目前部落發展⽣生態

旅遊的⼼心得與想法 

3. 確認第三梯次⽣生態遊程體驗

為清泉、︑､⽩白蘭部落共同舉辦，且

以『清泉、︑､⽩白蘭部落在哪裡⼩小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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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主題，並進⾏行⾏行程規劃 

107.8.14 清泉、︑､⽩白蘭

部落 8 ⽉月會

議 

⽩白 蘭 部 落

璞真⼭山居 

8 ⼈人 1. 如何更多宣傳⾏行銷？ 

2. 第三梯次⽣生態遊程體驗『清

泉、︑､⽩白蘭部落在哪裡⼩小旅⾏行』⾏行

程及⼯工作⼈人員確認 

107.9.6 清泉、︑､⽩白蘭

部落 9 ⽉月會

議 

清 泉 部 落

藝術之森 

10 ⼈人 1. 分析這次很少⼈人報名遊程之

原因 

2. 最後確認第三梯次⽣生態遊程

體驗『清泉、︑､⽩白蘭部落在哪裡⼩小

旅⾏行』各事項 

107.10.4 清泉、︑､⽩白蘭

部落 10 ⽉月

會議 

⽩白 蘭 部 落

尤 巴 ⼠士 露

營 區 、︑､ 盟

約杉林 

11 ⼈人 1. 第三梯次⽣生態遊程體驗遊程

『清泉、︑､⽩白蘭部落在哪裡⼩小旅⾏行』

檢討 

2. 運作機制整體討論 

3. 拜訪⽵竹科內容 

4. 周邊⼈人氣商家合作關係 

107.11.13 清泉、︑､⽩白蘭

部落 11 ⽉月

會議 

清 泉 部 落

青 年 活 動

中⼼心 

15 ⼈人 1. ⽩白蘭溪古道清泉⾄至⽩白蘭段初

步開通事宜 

2. 拜訪⽵竹科前需要重新統整兩

部落導覽⼈人才及服務項⽬目菜單 

3. 清泉溫泉館即將開幕，需與部

落店家合作 

4. 應安排社區參訪 

107.12.4 清泉、︑､⽩白蘭

部落 12 ⽉月

會議 

民 都 有 森

依 努 露 營

區 

7 ⼈人 1. 確認⽩白蘭溪古道清泉⾄至⽩白蘭

段初步開通事宜 

2. 重新統整兩部落導覽⼈人才及

服務項⽬目菜單 

3. 新知分享：請輔導團隊分享相

關⽣生態旅遊案例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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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像紀錄： 

  清泉部落 1 ⽉月固定會議暨計畫說明會

（107.1.4） 

⽩白蘭部落 1 ⽉月固定會議暨計畫說明會

（107.1.16） 

  清泉部落 2 ⽉月固定會議（107.2.8） ⽩白蘭部落 2 ⽉月固定會議（107.2.22） 

  清泉部落 3 ⽉月固定會議（ㄧ）（107.3.1） ⽩白蘭部落 3 ⽉月固定會議（1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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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泉部落 3 ⽉月固定會議（⼆二）（107.3.20） 清泉部落 4 ⽉月固定會議（107.4.9） 

  ⽩白蘭部落 4 ⽉月固定會議（107.4.10） ⽩白蘭部落 5 ⽉月固定會議（107.5.1） 

  清泉部落 A-li 桂⽵竹筍⼩小旅⾏行檢討會（107.5.6） 會議：⽩白蘭部落 5 ⽉月會議（10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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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泉、︑､⽩白蘭部落第⼀一次合作會議（107.6.5） 清泉、︑､⽩白蘭部落 6 ⽉月會議（107.6.26） 

  清泉、︑､⽩白蘭部落 7 ⽉月會議（107.7.17） 清泉、︑､⽩白蘭部落 8 ⽉月會議（107.8.14） 

  清泉、︑､⽩白蘭部落 9 ⽉月會議（107.9.6） 清泉、︑､⽩白蘭部落 10 ⽉月會議（107.10.4） 

 清泉、︑､⽩白蘭部落 12 ⽉月會議（107.12.4） 清泉、︑､⽩白蘭部落 11 ⽉月會議（107.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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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落實⽣生態旅遊運作機制產⽣生之附加效益 

表 5、︑､清泉、︑､⽩白蘭部落⽣生態旅遊附加效益統整表 

時間 事件 內容 

106.4-107.3 ⽩白蘭部落凝聚⾏行動共六場次 1. 撿垃圾 

2. 整理⽩白蘭溪古道 

3. 種樹活動 

106.5-107.4 清泉部落凝聚⾏行動共⼋八場次 1. 撿垃圾 

2. 整理步道 

106.8.2-3 ⽩白蘭部落尋根之旅 『孩⼦子們，回到祖先的獵場

吧！』 

107.1.17 新⽵竹縣政府社區規劃師計畫 ⽩白蘭部落篝⽕火屋換⼯工活動 

107.5.6 ⽩白蘭溪古道⼿手做步道—雪霸處觀霧站 1. ⽩白蘭溪古道崩塌段整修 

107.12.9 2. ⽩白蘭溪古道清泉⾄至⽩白蘭

段初步開通 

107.5.29 部落會議成⽴立 1. ⽩白蘭部落 

107.8.24 2. 清泉部落 

107.7 新⽵竹縣政府連結多⽅方機關進⾏行『清泉⾵風

景特定區』通盤檢討 

1. 清泉部落擬擴⼤大市集

區，改設收費停⾞車 

107.7 2. 清泉部落籌設清泉遊客

中⼼心 爭取規劃觀光公⾞車 

107.8 3. 清泉⾵風景特定區五館

舍，統⼀一改由五峰鄉公所營

運管理 

107.10.12 公視『南部開講』節⽬目採訪 南部開講—在地旅⾏行，探訪

雪霸雲上的泰雅部落 

107.11.14 五峰鄉公所『擬籌⽴立五峰鄉觀光產業發

展促進協會』 

結合鄉內之民宿、︑､露營區、︑､

餐飲等等相關觀光產業的

⾏行業，以作政府部⾨門在推動

觀光時的對⼝口 

107.11.18 清泉溫泉館正式開幕 擬籌與周邊部落商家合作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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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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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什麼是「⽣生態巡守隊」 

    台灣⾃自然資源豐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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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系統性的監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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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五點： 

1.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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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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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了部落環境教育（唯有了解，才會有保護⾏行動）： 

環境教育要落實到原住民部落，成⽴立⽣生態巡守隊作物物候調查，是部落族⼈人認

識部落環境的好⽅方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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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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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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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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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辦法做到如科學

研究的規格，所以我們定下列兩個規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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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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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清泉、︑､⽩白蘭部落的⽣生態巡守隊成員 

    清泉、︑､⽩白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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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巡守，則隨時可加⼊入巡

守⾏行列，⼀一起去認識各部落導覽的路線⽣生態。︒｡⽬目前固定成員名單如下： 

1. 清泉⽣生態巡守隊： 

隊⾧長—林秀菊 

隊員—葉靜娟、︑､賴范⾦金蓮、︑､施英輝、︑､陳鳳嬌、︑､陳⽂文成 

2. ⽩白蘭⽣生態巡守隊： 

(1.) ⽯石頭⽣生態步道 

隊⾧長—錢珠英（樂哈⼭山露營區） 

隊員—周錦貴、︑､羅智怡（星空下露營區）、︑､江喜悅（尤巴⼠士露營區）、︑､潘百合（盟

約杉林民宿）、︑､張英妹（尤外露營區）、︑､陳⾦金泉、︑､廖英智（樸真⼭山居民宿）、︑､羅⾹香

美（⽼老⽜牛露營區） 

(2.) ⽩白蘭溪古道 

隊⾧長—許安霖（浮雲杉林民宿） 

隊員—曾嘉慶､羅桃妹（⾺馬雅⽵竹軒露營區）、︑､張光宏、︑､陳美珠（布魯的家露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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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目前清泉、︑､⽩白蘭部落的⽣生態巡守成果 

    清泉、︑､⽩白蘭部落巡守路線主要分為清泉部落的環⼭山步道以及⽩白蘭部落的⽩白蘭溪

古道與⽯石頭⽣生態步道，調查成果內容將成為部落夥伴導覽解說之題材，故精選較常

⾒見或較重要的植物作為定期巡守標的，其中清泉部落環⼭山步道最新調查成果共有23

種植物，⽩白蘭部落⽩白蘭溪古道共有20種植物，⽯石頭⽣生態步道共有33種植物，詳細調

查成果內容如下： 

1. 清泉部落：以環⼭山步道為主要調查路線 

(1.) ⽣生態巡守路線如下圖： 

圖6、︑､清泉部落環⼭山步道⽣生態巡守路線圖 

 

(2.) 1—12⽉月調查結果如下表： 

表6、︑､清泉部落環⼭山步道⽣生態巡守調查表 
 

科名 植物名稱 
⼀一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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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大戟科 茄苳              

榆科 櫸⽊木  
嫩 

葉 
  

結 

果 

結 

果 

結 

果 

結 

果 
     

⾦金縷梅

科 
楓⾹香    

結 

果 
     

落

葉 

落

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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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科 構樹   
開

花 

結

果 
         

杜英科 杜英  
開

花 

結

果 
          

芸⾹香科 ⾧長果⼭山桔   
開

花 

結

果 
         

⿈黃褥花

科 
猿尾藤    

開

花 
 

結

果 
       

殼⽃斗科 青剛櫟        
結

果 
  

落

葉 
  

⼤大戟科 油桐    
開

花 
     

落

葉 
   

棕櫚科 ⿈黃藤    
開

花 

結

果 

結

果 
       

番荔枝

科 
⽠瓜馥⽊木   

開

花 

結

果 
         

樟科 ⼤大葉楠   
嫩

葉 
   

結

果 

結

果 
     

樟科 
⼩小梗⿈黃⾁肉

楠 
  

嫩

葉 
          

⽲禾本科 桂⽵竹    
⽵竹

筍 
         

葫蘆科 青⽜牛膽    
開

花 
      

結

果 
  

胡椒科 ⾵風藤    
開

花 
         

榆科 ⼭山⿈黃⿇麻     
開

花 
   

結

果 
    

紫⾦金⽜牛

科 
⼭山桂花  

開

花 

開

花 
         

開花時是

⼩小⽶米播種

的開始 

⾺馬錢科 駁⾻骨丹    
開

花 
         

⼤大戟科 野桐    
開

花 
         

⾖豆科 ⿂魚藤    
開

花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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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櫚科 ⼭山棕   
開

花 

結

果 
         

蘭科 
台灣梵尼

蘭 
             

 

2. ⽩白蘭部落：以⽩白蘭溪古道為主要調查路線 

(1.) ⽣生態巡守路線如下圖： 

圖7、︑､⽩白蘭部落⽩白蘭溪古道⽣生態巡守路線圖 

(2.) 1—12⽉月調查結果如下表： 

表7、︑､⽩白蘭部落⽩白蘭溪古道⽣生態巡守調查表 

地點 科名 
植物名

稱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備註 

 

 

白 

蘭 

溪 

古 

道 

 

殼斗科 青剛櫟   
嫩

葉 

開

花 

開

花 

結

果 

結

果 

結

果 

結

果 
 

落

葉 
  

木蘭科 烏心石   
嫩

葉 

開

花 

開

花 
   

結

果 
    

棕櫚科 黃藤    
開

花 

結

果 

結

果 
       

榆科 櫸木   
嫩

葉 
          

五加科 江某   
嫩

葉 
         

鵝掌

柴 

槭樹科 樟葉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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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蘭 

溪 

古 

道 

 

漆樹科 
羅氏鹽

膚木 
  

嫩

葉 
          

薔薇科 
單瓣吉

野櫻 
  

開

花 
          

樟科 馬告   
開

花 
         

山胡

椒 

漆樹科 山漆     
開

花 

開

花 
 

結

果 
     

桫羅科 鬼桫欏              

禾本科 桂竹    
竹

筍 
         

蘭科 金線蓮              

天南星

科 

東亞魔

芋 
   

開

花 

結

果 
        

白 

蘭 

原 

古 

道 

 

百合科 
七葉一

枝花 
   

開

花 

開

花 
 

結

果 

結

果 
     

金縷梅

科 
楓香          

落

葉 

落

葉 

落

葉 
 

芭蕉科 
台灣芭

蕉 
             

殼斗科 長尾柯              

樟科 
大香葉

樹 
   

開

花 
        

大葉

釣樟 

五加科 
八角金

盤 
             

赤蛙科 
斯文豪

氏赤蛙 
            

兩棲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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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白蘭部落：以⽯石頭⽣生態步道為主要調查路線 

(1.) ⽣生態巡守路線如下圖： 

圖、︑､ 圖8、︑､⽩白蘭部落⽯石頭⽣生態步道⽣生態巡守路線圖 

(2.) 1—12⽉月調查結果如下表： 

表8、︑､⽩白蘭部落⽯石頭⽣生態步道⽣生態巡守調查表 

科名 
植物名

稱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備註 

木蘭科 烏心石   
開

花 

開

花 
   

結

果 

結

果 

結

果 

結

果 
  

薔薇科 
福爾摩

沙櫻 
 

開

花 

結

果 

結

果 
         

杜英科 杜英   
嫩

葉 
  

開

花 

開

花 
      

杉科 香杉              

石蒜科 文珠蘭              

樟科 香楠   
嫩

葉 

開

花 

開

花 
 

結

果 

結

果 
     

樟科 紅楠   
嫩

葉 

開

花 
  

結

果 
     皮孔 

殼斗科 火燒柯    
開

花 
         

薑科 
島田氏

月桃 
  

開

花 

開

花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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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科 愛玉子  
開

花 

結

果 

結

果 

結

果 
       

pihaw 

比浩 

忍冬科 
台東莢

蒾 
 

開

花 

結

果 

結

果 
         

薯蕷科 薯榔              

豆科 血藤   
開

花 

開

花 
 

結

果 

結

果 

結

果 

結

果 
    

五加科 
三葉五

加 
  

嫩

葉 
     

開

花 

開

花 
   

漆樹科 山漆   
嫩

葉 

嫩

葉 

開

花 

開

花 
 

結

果 
    

野漆

樹 

殼斗科 狹葉櫟   
嫩

葉 
 

開

花 
  

結

果 
     

樟科 瓊楠        
開

花 
    脫皮 

薔薇科 黃土樹              

茜草科 蛇根草   
開

花 

結

果 
         

葡萄科 
台灣崖

爬藤 
             

百合科 黃精   
開

花 
          

粗榧科 
台灣粗

榧 
             

薔薇科 山枇杷    
開

花 
         

虎耳 

草科 
青棉花   

嫩

葉 

嫩

葉 
         

豆科 菊花木             鞦韆 

百合科 萎蕤    
開

花 
         

樟科 
長葉木

薑子 
             

爵床科 
台灣馬

藍 

開

花 

開

花 

開

花 
       

開

花 
  

蘭科 馬鞭蘭   
開

花 

開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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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木科 
阿里山

灰木 
  

開

花 
          

馬兜 

鈴科 
細辛   

開

花 
          

芸香科 
飛龍掌

血 
 

開

花 

結

果 

結

果 
         

百合科 
薄葉蜘

蛛抱蛋 
  

開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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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影像紀錄 

  清泉部落環⼭山步道⽣生態巡守（⼀一） 清泉部落環⼭山步道⽣生態巡守（⼆二） 

  清泉部落環⼭山步道⽣生態巡守（三） ⽩白蘭部落⽩白蘭溪古道⽣生態巡守（⼀一） 

  ⽩白蘭部落⽩白蘭溪古道⽣生態巡守（⼆二） ⽩白蘭部落⽯石頭⽣生態步道⽣生態巡守（⼀一） 

  ⽩白蘭部落⽯石頭⽣生態步道⽣生態巡守（⼆二） ⽩白蘭部落⽯石頭⽣生態步道⽣生態巡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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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相關課程培訓及⼯工作坊 

    服務⼈人才之專業能⼒力培訓課程持續培育遊程導覽解說、︑､餐飲等相關服務體系⼈人

員，並結合⽣生態巡守及產業等相關課程，以課程講解、︑､遊程活動、︑､⼯工作坊、︑､實務操

作等⽅方式辦理，盼望能強化⽣生態旅遊在『⽣生態』、︑､『⽣生產』、︑､『⽣生活』三個⾯面向的發展。︒｡

服務⼈人才之專業能⼒力培訓課程業已完成 30 ⼩小時，所有資料也全數張貼到 Line 通訊群

組記事本讓學員參考及複習。︒｡ 

（⼀一） 課程規劃內容⼤大綱 

表 9、︑､相關課程培訓及⼯工作坊課程規劃內容⼤大綱表 

課程規劃內容 ⽇日期 時數 講師 

1. 社區⽣生態巡守隊培訓課程 

社區⽣生態巡守隊的重要性 107.1.22 1 ⼩小時 陳逸忠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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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22 1 ⼩小時 陳逸忠 

⽼老師 

清泉部落⽣生態旅遊路線監測與紀錄實地操作演練—

環⼭山步道 

107.1.22 2 ⼩小時 陳逸忠 

⽼老師 

⽩白蘭部落⽣生態旅遊路線監測與紀錄實地操作演練—

⽯石頭⽣生態步道 

107.1.23 2 ⼩小時 陳逸忠 

⽼老師 

⽩白蘭部落⽣生態旅遊路線監測與紀錄實地操作演練—

⽩白蘭溪古道 

107.1.23 2 ⼩小時 陳逸忠 

⽼老師 

2. 部落產業發展培訓課程 

林下經濟—不砍樹也能賺錢 107.3.5 2 ⼩小時 趙榮台 

博⼠士 

社區產業整合、︑､整併與聯合— 

台東東河的⾹香草傳奇 

107.3.5 2 ⼩小時 陳⼈人⿍鼎 

理事⾧長 

3. 部落餐飲產業整合分享培訓課程 

⽤用⾷食物說故事 107.3.12 2 ⼩小時 王榆君 

4. 認識國家公園課程 

國家公園與⽣生態旅遊 107.3.12 1 ⼩小時 陳俊⼭山

秘書 

世界咖啡館⼩小組討論 107.3.12 1 ⼩小時 陳俊⼭山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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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友善環境及可⾷食地景實務及操作課程 

採集原始微⽣生物來分解⽣生廚餘及雜草落葉  

環保酵素及微⽣生物菌液肥操作⽰示範   

循環再利⽤用堆肥環保箱製作 

107.5.31 3 ⼩小時 熊利晨

⽼老師 

 

厚⼟土種植法⽰示範   

⾷食物森林及可⾷食地景建置   

成果分享及討論 

107.5.31 3 ⼩小時 熊利晨

⽼老師 

 

6. 螢⽕火蟲復育培訓課程 

⾏行前研習—螢⽕火蟲⾝身世知多少 107.4.10 1 ⼩小時 陳逸忠 

⽼老師 

螢⽕火蟲繁殖箱製作、︑､螢⽕火蟲箱床佈置 、︑､螢⽕火蟲捕捉

及箱養 

107.5.22 7 ⼩小時 陳逸忠 

⽼老師 

（⼆二） 詳細課程內容及紀錄 

1. 此階段課程以社區⽣生態巡守隊培訓課程為主 

課程效益：以課程講解的⽅方式讓部落了解定期巡護並監測記錄⽣生態旅遊路線之⽣生物

資源的重要性，並透過實地演練，有花有果即使⽤用⼿手機拍照，學習如何操作⽣生態巡

護⼯工作，除了讓部落夥伴能更認識在地的⾃自然資源，亦能落實社區保育機制，發揮

在地守護的功能。︒｡ 

(1.) 課程內容 

表10、︑､社區⽣生態巡守隊培訓課程表 

服務⼈人才專業能⼒力培訓課程—社區⽣生態巡守隊培訓課程（共 8 ⼩小時） 

1.22

（⼀一） 

上課地點：室內課—⽩白蘭部落部落⼯工場 

          ⼾戶外課—清泉部落環⼭山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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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谷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總經理 

國⽴立台灣⼤大學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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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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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15:00 

清泉部落⽣生態旅遊路線監測與紀錄實地操作

演練—環⼭山步道 

陳逸忠⽼老師 2 ⼩小

時 

1.23

（⼆二） 

上課地點：⽩白蘭部落⽯石頭⽣生態步道 

          ⽩白蘭部落⽩白蘭溪古道 

10:00-12:00 

⽩白蘭部落⽣生態旅遊路線監測與紀錄實地操作

演練—⽯石頭⽣生態步道 

陳逸忠⽼老師 2 ⼩小

時 

13:00 -15:00 

⽩白蘭部落⽣生態旅遊路線監測與紀錄實地操作

演練—⽩白蘭溪古道 

陳逸忠⽼老師 2 ⼩小

時 

(2.) 影像紀錄 

  室內課—⽣生態巡守的重要性（107.1.22） 室內課—如何運⽤用⼿手機 APP（107.1.22） 

  室外課—清泉環⼭山步道實際演練（107.1.22） 室外課—⽯石頭⽣生態步道演練（10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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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階段以部落產業發展培訓課程為主 

課程效益：透過課程讓部落夥伴認識能顧及環境保育亦能兼具⽣生計的經濟模式，『不

砍樹也能賺錢』讓部落產業發展有更多的可能性，並透過案例的分享，讓夥伴了解，

唯有社區彼此合作，在產業⾯面上做整合、︑､整併與聯合，才有⼀一起創造利多的可能。︒｡ 

(1.) 課程內容 

表11、︑､部落產業發展培訓課程表 

服務⼈人才專業能⼒力培訓課程—部落產業發展培訓課程（共 4 ⼩小時） 

3.5

（⼀一） 

地點： 民都有麗京⼭山莊 

課程內容 講師 時

數 

10:00-12:00 

林下經濟 

—不砍樹也能賺錢 

趙榮台博⼠士 

前林業試驗所副所⾧長 

2 ⼩小

時 

13:00-15:00 

社區產業整合、︑､整併與聯合 

—台東東河的⾹香草傳奇 

陳⼈人⿍鼎理事⾧長 

台東縣東河鄉尚德社

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2 ⼩小

時 

(2.) 影像紀錄 

  林下經濟—不砍樹也能賺錢（107.3.5） 社區產業整合、︑､整併與聯合 

—台東東河的⾹香草傳奇（1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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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階段以部落餐飲產業整合分享培訓課程為主 

課程效益：如何運⽤用在地⾷食材、︑､⽂文化元素、︑､⾃自然資源、︑､⽣生活故事設計出屬於部落的

美⾷食饗宴，透過⾷食物設計案例分享，激發夥伴在餐飲供應⽅方⾯面的創造⼒力，並以⼯工作

坊的⽅方式帶領夥伴討論有故事的創意料理，其中⼀一組以泰雅族及阿美族融合為主題，

運⽤用阿美族的傳統⾷食材藤⼼心及泰雅族的⼭山豬⾁肉，烹煮成藤⼼心排⾻骨湯，⽽而另⼀一組則以

泰雅族及達悟族融合為主題，使⽤用苦花及⾶飛⿂魚為⾷食材，以⾺馬告及刺蔥調味，⾹香蕉葉

包覆成袋，烹煮成蒸⿂魚料理，並命名為『袋袋相傳』，來⾃自蘭嶼的⾶飛⿂魚溯⽔水⽽而上成

為了⼭山上的苦花⿂魚，象徵來⾃自達悟族的泰雅⼥女婿融⼊入部落，更象徵著期盼年輕⼈人洄

游部落，傳承⽂文化。︒｡ 

(1.) 課程內容 

表12、︑､部落餐飲產業整合分享培訓課程表 

服務⼈人才專業能⼒力培訓課程—部落餐飲產業整合分享培訓課程（共 2 ⼩小時） 

3.12

（⼀一） 

地點：清泉部落影原餐坊  

課程內容 分享者 時

數 

10:00-12:00 

⽤用⾷食物說故事 

王榆君 

圈⾕谷資訊專案企畫 

元智⼤大學藝術設計

學系 

2 ⼩小

時 

(2.) 影像紀錄 

  ⽤用⾷食物說故事⼩小組討論（107.3.12） ⽤用⾷食物說故事⼩小組討論（10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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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階段以認識國家公園與⽣生態旅遊培訓課程為主 

課程效益：邀請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陳俊⼭山秘書分享國家公園與⽣生態旅遊，以連結

國家公園與部落之間的夥伴關係，並透過世界咖啡館的⼩小組討論模式，以『⽣生存』、︑､

『⽣生態』、︑､『⽣生產』及『⽣生活』為四階段議題，共同討論出部落發展⽣生態旅遊的可能

性。︒｡ 

(1.) 課程內容 

表13、︑､認識國家公園課程表 

服務⼈人才專業能⼒力培訓課程—認識國家公園課程（共 2 ⼩小時） 

3.12

（⼀一） 

地點：清泉部落影原餐坊  

課程內容 講師 時

數 

13:00-14:00 

國家公園與⽣生態旅遊 

陳俊⼭山秘書 

雪霸國家公園管

理處秘書 

1 ⼩小

時 

14:00-15:00 

世界咖啡館⼩小組討論 

陳俊⼭山秘書 

雪霸國家公園管

理處秘書 

1 ⼩小

時 

(2.) 影像紀錄 

  國家公園與⽣生態旅遊課程（107.3.12） 世界咖啡館⼩小組討論（10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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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階段以友善環境及可⾷食地景實務及操作課程為主 

課程效益：對於部落來說友善環境的農業為⾮非常重要的課題，許多外來的租地者在

種植蔬果時，噴灑⼤大量農藥或是使⽤用雞糞肥造成環境破壞，透過⾃自製廚餘堆肥及可

⾷食地景的課程，讓族⼈人們學習運⽤用週遭⾃自然素材及簡單材料製作菌⽔水和液肥，代替

農藥及化肥的使⽤用。︒｡ 

(1.) 課程內容 

表14、︑､友善環境及可⾷食地景實務及操作課程表 

服務⼈人才專業能⼒力培訓課程—友善環境及可⾷食地景實務及操作課程（共 6 ⼩小時） 

5.31

（四） 

地點：民都有麗京⼭山莊 

課程內容 講師 時

數 

9:00-12:00 

採集原始微⽣生物來分解⽣生廚餘及雜草落葉  

環保酵素及微⽣生物菌液肥操作⽰示範   

循環再利⽤用堆肥環保箱製作 

熊利晨⽼老師 

愛地球農藝⼯工

作坊講師 

3 ⼩小

時 

13:00-16:00 

厚⼟土種植法⽰示範   

⾷食物森林及可⾷食地景建置   

成果分享及討論 

熊利晨⽼老師 

愛地球農藝⼯工

作坊講師 

3 ⼩小

時 

(2.) 影像紀錄 

  廚餘再利⽤用堆肥教學（107.5.31） 可⾷食地景建置教學（107.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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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階段以螢⽕火蟲復育培訓課程為主 

課程效益：需要⼀一整年的好環境才能讓螢⽕火蟲健康成⾧長，綻放美麗的光芒，⽽而在清

泉、︑､⽩白蘭部落螢⽕火蟲亦為重要的⾃自然資源，在此階段的課程中，透過介紹螢⽕火蟲的

⼀一⽣生及其所需的⽣生⾧長環境，並透過實地的觀察、︑､製作飼養箱、︑､培養環境，盼望可以

實際的⾏行動復育更多螢⽕火蟲。︒｡ 

(1.) 課程內容 

表15、︑､螢⽕火蟲復育培訓課程表 

服務⼈人才專業能⼒力培訓課程—螢⽕火蟲復育培訓課程（共 8 ⼩小時） 

4.10 

（⼆二） 

地點：⽩白蘭部落迦南⼭山莊 

課程內容 講師 時

數 

11:00-12:00 

⾏行前研習：螢⽕火蟲⾝身世知多少 

陳逸忠⽼老師 1 ⼩小

時 

5.22

（⼆二） 

地點：⽩白蘭部落部落⼯工場  

課程內容 講師 時

數 

13:00-21:00  

螢⽕火蟲繁殖箱製作 

螢⽕火蟲箱床佈置  

螢⽕火蟲捕捉及箱養 

陳逸忠⽼老師 7 ⼩小

時 

(2.) 影像紀錄 

  螢⽕火蟲⽣生世知多少（107.4.10） 螢⽕火蟲復育培訓課程（10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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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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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使⽤用 Line 群組 

    圈⾕谷團隊在以往三年輔導培⼒力武陵三部落以及近兩年輔導清泉、︑､⽩白蘭兩部落以

來，每⼀一次的遊程試⾏行皆有設計問卷讓遊客填寫，並邀請遊客留下聯絡資訊，以便

後續的追蹤及關⼼心，也使⽤用 Line 軟體建⽴立『Lokah su！部落⼩小旅⾏行』、︑､『⽩白蘭部落玩

不完』群組讓遊客加⼊入，時時發佈部落新訊息，彼此分享與交流，以培養對部落發

展⽣生態旅遊產業有興趣的忠實紛絲。︒｡ 

  圖 9、︑､『Lokah su！部落⼩小旅⾏行』Line 群組 圖 10、︑､『⽩白蘭部落玩不完』Line 群組 

 

2. 使⽤用 Benchmark 電⼦子報⾏行銷⼯工具 

    將以往參與過遊程的遊客電⼦子信箱加以整理，並⽤用運⽤用 Benchmark 電⼦子報⾏行銷

⼯工具統⼀一發佈部落最新活動訊息，與遊客建⽴立穩定互動關係，增加顧客忠實度，並

透過郵件分析資料掌握郵件開啟狀況。︒｡ 

  圖 11、︑､電⼦子報宣傳內容 圖 12、︑､電⼦子報宣傳內容，新增按鈕⽅方便

遊客直接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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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3、︑､電⼦子報郵件分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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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部落專屬網站 

    網站的建置對於部落的⾏行銷⼯工作有其重要性，除了能提供遊客所有的遊憩資訊，

網站內容的豐富度亦能吸引遊客到訪部落，更能打造權威感，就像是部落在網路上

的⾨門⾯面。︒｡⽽而清泉、︑､⽩白蘭部落各⾃自擁有其特⾊色，故分別建置獨⽴立的網站，網站內容架

構請⾒見圖 13、︑､圖 14。︒｡網站需要透過不斷的點閱、︑､分享，以達搜尋最佳化，並時常更

新網站資訊，提供遊客第⼀一⼿手消息，在選⽤用網站製作平台時，則選⽤用簡易操作的網

站平台，⿎鼓勵部落年輕⼈人往後能成為網站管理員，⾃自主網站營運。︒｡在此則提出兩部

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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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清泉、︑､⽩白蘭部落網站架構 

 

圖 14、︑､清泉部落網站架構 

1. 首頁

2. 最新消息

3. 我們的故事

4. 部落小旅行

5. 旅行印記

6. 交通資訊

7. 關於小旅行

8. 聯絡我們

部落亮點

特色行程

部落住宿

部落好禮

故事在山上

記憶在山上

步道巡禮

人文歷史

月亮部落

體驗活動

部落美食

部落日常

部落導覽員

相關影片

一日遊

桂竹筍二日遊

民宿

露營區

清 

泉 

部 

落 

網 

站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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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白蘭部落網站架構 

 

(2.) 清泉部落網站（http://ulay.strikingly.com/） 

    清泉部落網站已於今年⼋八⽉月正式上網，根據九⽉月份截⾄至⼗十⼀一⽉月份之統計資料，

最近3個⽉月約有133位獨⽴立訪客，訪問最多的國家為台灣，訪問最多的網⾴頁為⾸首⾴頁，

其次為部落好禮，訪問設備⽐比例為桌⾯面（電腦）及移動（⼿手機、︑､Ipod）約各半，訪

問來源為直接訪問。︒｡⽽而清泉部落網站在Google搜尋引擎曝光率分析資料中因分析數

據過⼩小，故尚未有完整之統計資料。︒｡ 

  圖 16、︑､清泉部落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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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7、︑､清泉部落網站三個⽉月內造訪⼈人次 

 圖 18、︑､清泉部落網站三個⽉月內其他分析資料 

 

(3.) ⽩白蘭部落網站（http://ruyan.strikingly.com/） 

    ⽩白蘭部落網站已於今年七⽉月正式上網，根據九⽉月份截⾄至⼗十⼀一⽉月份之統計資料，

最近三個⽉月約有209位獨⽴立訪客，訪問最多的國家為台灣，訪問最多的網⾴頁為⾸首⾴頁，

其次為部落住宿，訪問設備⽐比例為桌⾯面（電腦）及移動（⼿手機、︑､Ipod）約各半，訪

問來源為直接訪問。︒｡⽽而根據三個⽉月內Google搜尋引擎曝光率分析資料可得知，⽬目前

由Google搜尋引擎進⼊入網站之累積總點擊次數為57次、︑､曝光總數為1,984次，當網路

使⽤用者在Google搜尋引擎輸⼊入『⽩白蘭部落』關鍵字時，最容易搜尋到本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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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9、︑､⽩白蘭部落網站⾸首⾴頁 

  圖20、︑､⽩白蘭部落網站三個⽉月內造訪⼈人次 

  圖21、︑､⽩白蘭部落網站三個⽉月內其他分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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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2、︑､⽩白蘭部落網站三個⽉月內Google搜尋引擎曝光率分析 

 圖23、︑､⽩白蘭部落網站三個⽉月內Google搜尋引擎關鍵字搜尋點擊、︑､曝光次數 

 

 

 

2. 活動專屬網站 

     部落策劃的每⼀一個⽣生態遊程體驗活動是利⽤用不同的主題性活動專屬網⾴頁來宣

傳⾏行銷，提供遊客完整活動資訊，以及設計 Google 表單接受遊客報名，並可在部落

專屬網⾴頁中連結⾄至活動網⾴頁。︒｡⽽而活動網⾴頁的建置我們選擇了免費的網站⽅方案，作為

短期活動的使⽤用，經濟⼜又實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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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4、︑､清泉部落 A-li 桂⽵竹筍⼩小旅⾏行活動宣傳網⾴頁 

 圖 25、︑､⽩白蘭部落 Kpagung 螢⽕火蟲⼩小旅⾏行活動宣傳網⾴頁 

 圖 26、︑､清泉、︑､⽩白蘭部落在哪裡⼩小旅⾏行活動宣傳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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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B 粉絲專⾴頁 

    在臉書粉絲專⾴頁的宣傳上，各商家皆已擁有⾃自⼰己的粉絲專⾴頁，定期分享部落⾵風

景照、︑､商家現況、︑､⽣生活趣事等⽅方式與粉絲互動，⽽而因部分民宿、︑､露營區有與網路平

台合作，故皆有⼀一定數量的粉絲⼈人數。︒｡⽽而針對每⼀一梯次遊程體驗的宣傳，⽬目前則以

圈⾕谷團隊的公司官⽅方粉絲專⾴頁『圈⾕谷 Trangood』進⾏行⼀一個⽉月的臉書宣傳期，以期讓

遊客認識清泉、︑､⽩白蘭部落不同的樣貌，並以主題的⽅方式，定期發佈宣傳貼⽂文，並邀

請『登峰造極 雪霸之美』粉絲專⾴頁協助分享，亦⿎鼓勵部落夥伴分享⾄至⾃自家的紛絲專

⾴頁上。︒｡⽽而在每個⽉月的固定會議，也⿎鼓勵部落夥伴創辦屬於部落專屬的粉絲專⾴頁，時

常分享部落活動資訊及部落⼤大⼩小事，讓遊客透過粉絲專⾴頁更認識部落，但⽬目前清泉、︑､

⽩白蘭⼯工作團隊仍在尋找合適的⼈人員來穩定經營粉絲專⾴頁，此部分將會在接下來的固

定會議上繼續進⾏行討論，盼望部落的年輕⼈人能⾝身先⼠士卒的承擔此⼯工作，並透過團隊

⼀一步步的協助，讓粉絲專⾴頁能夠永續成為宣傳部落的⼀一⼤大利器。︒｡ 

  圖 27、︑､星空下露營區粉絲專⾴頁 圖 28、︑､浮雲杉林民宿/露營區粉絲專⾴頁 

 

  圖 29、︑､『登峰造極 雪霸之美』協助分享

部落網站訊息 

圖 30、︑､以遊客回饋為主題的粉絲專⾴頁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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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資訊平台 

   將每⼀一梯次⽣生態遊程體驗資訊上傳到『Accupass 活動通』、︑､『環境資訊中⼼心』及『農

村易遊網』等網路媒體平台，增加活動曝光率，並吸引關⼼心⼟土地與喜愛⾃自然環境的

民眾參與。︒｡ 

 

圖 31、︑､清泉部落 A-li 桂⽵竹筍⼩小旅⾏行『Accupass 活動通』宣傳⾴頁⾯面 

 

圖 32、︑､⽩白蘭部落 Kpagung 螢⽕火蟲⼩小旅⾏行『農業易遊網』宣傳⾴頁⾯面 

 

圖 33、︑､⽩白蘭部落 Kpagung 螢⽕火蟲⼩小旅⾏行『環境資訊中⼼心-綠課表』宣傳⾴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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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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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清泉部落：A-li 桂⽵竹筍⼩小旅⾏行（兩天⼀一夜） 

(1.) 遊程路線 

表 16、︑､清泉部落 A-li 桂⽵竹筍⼩小旅⾏行遊程路線表 

第⼀一天 

集合出發—頭⽬目廣場祈福儀式—清泉部落巡禮【尋訪⼭山城的記憶】—泰雅美⾷食街午

餐—清泉部落巡禮【來⾃自⼭山的藝術氣息】—藝術之森⼿手作體驗—⾃自由時間—部落⾵風

味晚餐—部落晚會—泡腳夜遊—接待家庭休息 

第⼆二天 

早餐—泰雅美⾷食⼿手作—⾃自⼰己的 A-li ⾃自⼰己採—A-li 部落原味午餐—桃⼭山步道巡禮—賦

歸 

(2.) 路線特⾊色 

    每年四、︑､五⽉月為桂⽵竹筍冒出⼟土的季節，⽽而對於泰雅族⼈人來說，在⾷食⾐衣住⾏行⽅方⾯面

都與桂⽵竹有著緊密的關係，透過帶領遊客親⼿手採摘桂⽵竹筍、︑､剝⽪皮、︑､殺青以及製作⽵竹

筒飯，並品嚐⽵竹筍原味料理，來認識桂⽵竹在族⼈人⽣生活中的⾓角⾊色，最後帶領遊客⾛走⼀一

趟位在民⽣生部落的夢中⽵竹林秘境，享受幽靜⽵竹林之餘爬上⼩小坡看看⽇日治時期的古炮

台遺跡。︒｡此遊程亦結合清泉部落藝術之森的藝術家⼿手作體驗，薏苡串珠⼿手環、︑､⽪皮編

杯套以及⽵竹製杯墊。︒｡ 

(3.) 遊程亮點 

  ⾛走訪⽵竹林秘境 親⼿手採摘桂⽵竹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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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驗桂⽵竹筍殺青 體驗製作⽵竹筒飯 

  藝術之森藝術家⼿手作體驗 清泉部落巡禮 

2. ⽩白蘭部落：螢⽕火蟲⼩小旅⾏行（兩天⼀一夜） 

(1.) 遊程路線 

表 17、︑､⽩白蘭部落螢⽕火蟲⼩小旅⾏行遊程路線表 

第⼀一天 

集合出發—頭⽬目廣場祈福儀式—清泉部落巡禮—午餐—⽯石頭⽣生態步道巡禮—民宿

Check-in—⼿手作⽵竹餐具—晚餐—夜間賞螢—民宿休息 

第⼆二天 

早餐—⾷食農體驗【⾃自⼰己的午餐⾃自⼰己採】—泰雅篝⽕火屋【⽵竹串烤⾁肉體驗】—午餐—分

享茶會—賦歸 

(2.) 路線特⾊色 

    每年的五、︑､六⽉月時，部落最美的⾵風景就是眾多螢⽕火蟲在夜空中閃爍⾶飛翔，⽩白蘭

部落主要的螢⽕火蟲種類為⿊黑翅螢，⽽而在清泉地區亦有發現脈翅螢等稀有品種。︒｡此遊

程路線帶領遊客來部落賞螢，運⽤用簡報介紹螢⽕火蟲的⼀一⽣生，並實地到⼾戶外，使⽤用紅

⾊色玻璃紙包覆⼿手電筒進⾏行觀察，辨認品種及公母，讓遊客除了享受部落優美環境外

亦能學習⽣生態相關知識，⽽而此遊程亦結合泰雅傳統篝⽕火屋導覽以及親⼿手採摘新鮮蔬

菜及部落野菜等⾷食農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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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遊程亮點 

  認識⽩白蘭部落的螢⽕火蟲 賞螢、︑､觀察螢⽕火蟲 

  認識泰雅篝⽕火屋 親⼿手採摘李⼦子 

  泰雅⼿手抓飯 ⼿手作⽵竹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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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泉、︑､⽩白蘭部落：在哪裡⼩小旅⾏行（兩天⼀一夜） 

(1.) 遊程路線 

表 18、︑､清泉、︑､⽩白蘭部落在哪裡⼩小旅⾏行遊程路線表 

第⼀一天 

集合出發—清泉部落巡禮【尋訪⼭山城的記憶】—藝術之森午餐—清泉部落巡禮【來

⾃自⼭山的藝術氣息】—⽩白蘭部落民宿 Check-in—晚餐【泰雅⼿手抓飯】—部落晚會—森

林夜觀—民宿休息 

第⼆二天 

早餐—⽩白蘭部落⽯石頭⽣生態步道【⼀一窺⼭山中的天然⽯石砌⼩小世界】—午餐—璞真⼭山居【⾷食

農、︑､篝⽕火屋體驗】—回饋分享—賦歸 

 

(2.) 路線特⾊色（⽂文化特⾊色、︑､⾃自然⽣生態、︑､步道巡禮） 

    在部落，夜空中最亮的不是天上的星，⽽而是森林中的星星。︒｡夜⾏行性動物出來覓

⾷食、︑､喝⽔水，頭燈⼀一照，明亮如星的是牠們的眼睛，⿈黃嘴⾓角鴞、︑､⼭山羌、︑､⽩白⾯面鼯⿏鼠等。︒｡

此遊程路線帶領遊客在夜晚認識部落的動物，並以⽬目擊狩獵的⽅方式讓泰雅獵⼈人分享

⾃自⾝身的森林經驗，使遊客了解如何在夜晚找到動物。︒｡此遊程將第⼀一天午餐安排在清

泉藝術之森⽤用餐，享受樹下饗宴，第⼆二天⾏行程結合泰雅傳統篝⽕火屋導覽、︑､⽵竹串烤⾁肉、︑､

親⼿手摘採蔬菜以及認識部落野菜等⾷食農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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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遊程亮點 

  森林夜觀 卡⾞車上享受夜晚的滿天星星 

   部落晚會 親⼿手採摘無毒蔬菜 

  ⽵竹串烤⾁肉體驗 部落⼋八菜⼀一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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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摺⾴頁設計 

    將清泉、︑､⽩白蘭部落摺⾴頁合併為⼀一份，以類似海報的形式呈現部落地圖，圖中內

容繪進清泉、︑､⽩白蘭部落景觀、︑､⼈人⽂文、︑､⾃自然資源等。︒｡ 

1. 設計理念 

    泰雅族的射⽇日傳說中，共有兩顆巨⼤大的太陽⾼高掛在天空中，在此次的設計中則

象徵清泉部落與⽩白蘭部落成為照亮⼤大地的太陽，彼此共同合作發展⽣生態旅遊。︒｡ 

    其中清泉部落插畫的部分，彩虹橋橫越⼭山脈，溪流是泰雅族族群遷徙的重要⾓角

⾊色，最後匯聚成為今⽇日族⼈人泡腳休憩的溫泉池，⼀一座⼀一座的吊橋連結著⼭山與⼭山，編

織成美麗的清泉⼭山城，灰喉⼭山椒⿃鳥、︑､寬尾鳳蝶、︑､拉都希⽒氏⾚赤蛙、︑､穿⼭山甲、︑､臺灣百合、︑､

⼩小⽶米、︑､紅蔾、︑､臺灣杜鵑藏⾝身其中，櫸⽊木及⼩小⽶米則是在清泉可⾒見的特⾊色植物。︒｡ 

⽩白蘭部落插畫的部分，祖先從⾼高處瞭望，看⾒見⼀一⼤大⽚片平緩且豐饒的⼟土地，便定居了

下來，織布成為溪流，流進了織布機內，族⼈人們在上⾯面敲奏著⽊木⿎鼓，雲霧環繞⽩白蘭

部落，是所謂的雲上部落，⽩白⾯面鼯⿏鼠、︑､台灣⾓角⾦金⿔龜、︑､鵂鶹、︑､紅蔾、︑､⼩小⽶米、︑､七葉⼀一枝

花、︑､⼭山芙蓉藏匿其中，柳杉林及⽵竹林則是⽩白蘭常⾒見的植物景觀。︒｡ 

2. 內容 

(1.) 地圖⾴頁 

A. 封⾯面：R’uyan Tribe⽩白蘭部落、︑､Ulay Tribe清泉部落 

B. 清泉、︑､⽩白蘭部落景象插畫 

C. 地圖、︑､標⽰示說明、︑､指北針 

D. 雪霸國家公園英⽂文字樣 

E. ⽣生態旅遊遊憩資訊英⽂文字樣 

(2.) ⽂文字⾴頁 

A. 旅遊諮詢：兩部落窗⼝口、︑､緊急救難、︑､相關單位、︑､遊客中⼼心與服務站、︑､交通

運輸、︑､遊憩場域、︑､官⽅方網站 

B. 交通資訊：⾃自⾏行開⾞車、︑､⼤大眾運輸 

C. 發⾏行單位、︑､摺⾴頁設計單位、︑､出版⽇日期、︑､雪霸國家公園官⽅方字樣 

D. 兩部落官⽅方網站QRcord連結 

E. 我們的故事：部落簡介 

F. 四季特⾊色：春、︑､夏、︑､秋、︑､冬、︑､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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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部落亮點 

H. 特⾊色商家：餐⾷食、︑､住宿、︑､好禮 

I. 特⾊色⾏行程：⼀一⽇日遊、︑､⼆二⽇日遊 

3. 設計檔 

 圖34、︑､清泉、︑､⽩白蘭部落摺⾴頁設計地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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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5、︑､清泉、︑､⽩白蘭部落摺⾴頁設計⽂文字⾴頁 

 

（五） 在地教材 

    將今年資源普查所蒐集的各項資料，加⼊入第⼀一年所編纂的在地教材，以滾動式

修正的⽅方式編寫作為培⼒力使⽤用之教材，強化部落在地特⾊色，並將修正過的在地教材

張貼在共學平台上，供學員隨時學習⽤用。︒｡在地教材分成特⾊色植物、︑､特⾊色動物及泰雅

⽂文化三個部份，並新增楓⾹香、︑､葛藤（⼭山葛）及⿂魚藤（蕗藤）等三種民族植物，臺灣

畫眉、︑､藍腹鷴、︑､⽵竹雞、︑､樹雀等四種⿃鳥類，以及增加泰雅傳統領域分佈、︑､地理⾏行政資

訊、︑､傳說故事、︑､部落記憶等內容（⾒見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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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6、︑､在地教材民族植物新增⾴頁 圖37、︑､在地教材⿃鳥類新增⾴頁 

  圖38、︑､在地教材泰雅族傳統領域 

分佈新增⾴頁 

圖39、︑､在地教材部落記憶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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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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第⼀一梯次 

    今年度的⽣生態遊程體驗第⼀一梯次以清泉部落為主，以桂⽵竹筍作為設計主體，將

清泉部落的⼈人⽂文歷史和部落⽣生活⽇日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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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以『清泉部落A-li桂⽵竹筍⼩小旅⾏行』為遊程主題推出兩天⼀一夜的遊程體驗。︒｡

在⼩小旅⾏行籌備的過程中，輔導團隊提供諮詢並整合此主題遊程的規劃也建置網站資

訊與報名⾴頁⾯面並協助部落進⾏行後端報名業務的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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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主題：『清泉部落A-li桂⽵竹筍⼩小旅⾏行』 

⽂文案： 

“⾵風輕輕吹，⾵風是什麼? 

⾵風是⽵竹⼦子與⽵竹⼦子聊天的聲⾳音 

bux bux bux yan p’ncisal ruma ki ruma 

⾵風輕輕吹，⾵風是什麼? 

⾵風是看不⾒見的聲⾳音 

bux bux bux bux bux bux ini ktay na hngyang 

森林和雲朵在說話 

cyux pkal lahuy ru yulung mha 

他們正在說…… 

cyux pkal mha…… “ 

-----------雲⼒力思與⼤大⼩小朋友 

    部落的⾧長輩總是說：『有桂⽵竹的地⽅方，⼀一定就是祖先們曾經居住過的地⽅方。︒｡』 

在以前的泰雅族部落裡，是以燒墾游耕的⽅方式種植⼩小⽶米等作物，待4－5年地⼒力不⾜足

時便會另尋新地耕種，這時，族⼈人們會在休耕的⼟土地上移植桂⽵竹。︒｡當⽣生⾧長快速的桂

⽵竹茁壯成為⽵竹林時，經年累⽉月的⽵竹落葉成為了最天然的有機肥，滋潤原本地⼒力不⾜足

的⼟土地，⽽而這些⽵竹林就是祖先們曾經開墾的最佳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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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竹雖為排他性⾼高的植物，在桂⽵竹林下只有極少數的低矮植物可以⽣生存，但也

因著如此，桂⽵竹可以在⼟土地下產⽣生強⼤大的地下根系，盤根錯節，向下扎根，越天然

的⽵竹林，根扎得越深。︒｡⽽而泰雅語中的A-li就是桂⽵竹筍的意思，⼤大家也總說桂⽵竹是祖先

送給⼦子孫們最好的禮物，從建築、︑､⽣生活⽤用具到⾷食器都與桂⽵竹息息相關，桂⽵竹筍更是

泰雅⼈人們無法割捨的美味，當然，連⼭山豬、︑､⼭山羌，都是桂⽵竹筍的愛好者。︒｡〖 清泉部

落特別企劃｜A-li 桂⽵竹筍⼩小旅⾏行 〗 

    清泉部落的故事就像桂⽵竹埋在⼟土地下的根系，盤根錯節，越瞭解越深刻，泰雅

族⼈人的堅毅、︑､張學良與趙四的優美愛情還有丁神⽗父與三⽑毛的深刻友誼。︒｡A-li桂⽵竹筍⼩小

旅⾏行將帶⼤大家透過桂⽵竹筍，聽聽來⾃自清泉的聲⾳音、︑､⽵竹⼦子的聲⾳音還有森林和雲聊天的

聲⾳音…… 

2. 內容 

表19、︑､『清泉部落A-li桂⽵竹筍⼩小旅⾏行』⽣生態遊程內容表 

⽇日期 107.5.5-6（六、︑､⽇日） 

⾏行程 第⼀一天 

集合出發—頭⽬目廣場祈福儀式—清泉部落巡禮〖尋訪⼭山城的記憶

〗—泰雅美⾷食街午餐—清泉部落巡禮〖來⾃自⼭山的藝術氣息〗—藝

術之森⼿手作體驗—⾃自由時間—部落⾵風味晚餐—部落晚會—泡腳夜

遊—接待家庭休息 

第⼆二天 

早餐—泰雅美⾷食⼿手作—⾃自⼰己的A-li⾃自⼰己採—A-li部落原味午餐—桃

⼭山步道巡禮—賦歸 

收費 3498$/⼈人 

參與⼈人數 11⼈人 

3. 宣傳層⾯面 

    此次⼩小旅⾏行以建⽴立活動官⽅方網站（http://ulay-ali.strikingly.com/），放置活動主

要相關資訊供遊客參考，並運⽤用臉書粉絲專⾴頁、︑､活動及社團進⾏行活動曝光，透過不

斷分享貼⽂文增加曝光率，且將活動上架於『農村⾵風情網』、︑､『ACCUPASS活動通』等

活動平台上，最後邀請⾃自由時報媒體進⾏行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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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態遊程體驗滿意度分析 

    問卷的問項⽅方⾯面，『2018清泉部落A-li⼩小旅⾏行滿意度問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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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泉部落⽣生態旅遊兩天⼀一夜的套裝⾏行程於107年 5 ⽉月 5、︑､6 ⽇日兩天進⾏行。︒｡遊客

⼤大都是從網路上活動訊息輾轉得知，也有遊客是透過⾃自由時報的活動報導⽽而來，此

次回收之有效問卷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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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得知，遊客男､⼥女性各半，其中有⼀一個家庭有兩位國中以下的孩⼦子，

故各年齡層均有遊客參與，教育程度以⼤大專以上為多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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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四位未婚，七位遊客已婚。︒｡ 

 

表20、︑､清泉部落⽣生態旅遊遊客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 

項⽬目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7 63.64 

⼥女 4 36.36 

年齡 20 歲以下 2 18.18 

21-30 歲 2 18.18 

31-40 歲 0 0.00 

41-50 歲 5 45.45 

51-60 歲 2 18.18 

61 以上 0 0.00 

教育 國中或以下 2 18.18 

⾼高中職 1 9.09 

⼤大專 3 27.27 

研究所以上 5 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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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 學⽣生 3 27.27 

軍公教 1 9.09 

農林漁牧業 0 0.00 

⼯工商業 4 36.36 

服務業 2 18.18 

⾃自由業 0 0.00 

家庭主婦 0 0.00 

退休⼈人員 0 0..00 

其他 1 9.09 

居住地 北部 9 81.82 

中部 2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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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7.27 

兩萬以下 0 0.00 

兩萬以上～四萬（含） 3 27.27 

四萬以上～六萬（含） 2 18.18 

六萬～⼋八萬 1 9.09 

⼋八萬以上 2 18.18 

家庭狀況 未婚 4 36.36 

已婚，尚未有⼦子⼥女 0 0.00 

已婚，⼩小孩尚未獨⽴立 4 36.36 

已婚，⼩小孩皆已獨⽴立 2 18.18 

其他 1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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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1）得知，遊客在遊程之滿意度分析中⼤大多呈現滿意的狀態，其中以領

隊的解說能⼒力平均數最⾼高，有4.82。︒｡對清泉部落巡禮的解說服務及此次旅遊有感受到

親近⾃自然、︑､放鬆⼼心情的部分，平均數也有4.73，皆是呈現⾮非常滿意的狀態。︒｡對於部落

動、︑､植物資源，⼈人⽂文歷史、︑､⽂文化體驗、︑､泡腳池體驗、︑､接待家庭主⼈人的服務態度及早

餐，還有對此次遊程的整體評價也都給予滿意的評價，但對於泰雅美⾷食街的餐飲、︑､

遊程的⾃自然景觀、︑､住宿的整體環境及⽵竹園⾵風味午餐的體驗評為普通，代表必須再做

改進。︒｡雖然此次遊程體驗，遊客感受的部落族⼈人接待的真誠與熱情，但對於部落整

體環境規劃與餐飲、︑､住宿環境的進步仍有成⾧長改進的空間。︒｡ 

 

表21、︑､清泉部落⽣生態旅遊遊客滿意度次數分配表 

滿意度項⽬目 樣本

數 

最⼩小

值 

最⼤大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1.領隊的解說能⼒力 11 3 5 4.82 0.40 

2.清泉部落巡禮的解說服務 11 4 5 4.73 0.47 

3.泰雅美⾷食街的餐飲服務 11 3 5 3.64 0.50 

4.遊程的⾃自然景觀 11 3 5 4.45 0.52 

5.遊程的動物、︑､植物資源 11 4 5 4.36 0.67 

6.遊程的⼈人⽂文、︑､歷史 11 4 5 4.64 0.50 

7.藝術之森⼿手作體驗 11 3 5 3.73 0.79 

8.部落⾵風味晚餐 11 3 5 4.36 0.50 

9.部落晚會和⽂文化體驗 11 4 5 4.00 0.77 

10.泰雅泡腳池體驗 11 4 5 4.45 0.52 

11.住宿的環境整潔 11 3 5 3.73 0.65 

12.我對接待家庭主⼈人的服務態度感到滿意 11 4 5 4.27 0.47 

13.我對部落提供的早餐感到滿意 11 4 5 4.18 0.40 

14.我對採集 A-li 的體驗感到滿意 11 3 4 4.55 0.69 

15.我對⽵竹園⾵風味午餐感到滿意 11 3 5 3.64 0.67 

16.此次旅遊讓我親近⾃自然有放鬆⼼心情的感受 11 4 5 4.73 0.47 

17.此次旅遊讓我學習到在地知識與⽣生態旅遊 11 3 5 4.55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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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 

18.我覺得此次旅遊的花費是值得的 11 3 5 4.36 0.81 

19.我對整體的遊程體驗和服務感到滿意 11 4 5 4.55 0.52 

5. ⽣生態遊程體驗遊客回饋 

(1.) 建議： 

A. 此次⼩小旅⾏行⼈人雖然不多，但感謝主辦單位仍然成團｡來到部落覺得整體遊

程很不錯，但也很驚訝並沒有很多⼈人參與。︒｡這兩天遊覽之後，覺得部落發

展⽣生態旅遊極具意義，應該持續推廣，但也要找出秘境，推出更具特⾊色的

⾏行程，團隊的努⼒力與⽤用⼼心令⼈人感動，希望⼤大家繼續加油！ 

B. 規劃⼩小旅⾏行時可以區分參與的族群｡例如：給⼩小家庭的輕旅⾏行、︑､給熱愛⼭山

林的⼈人探訪秘境、︑､給對友善耕作有興趣的⼈人交流參訪、︑､給學⽣生⼾戶外探索、︑､

學習台灣史的⼩小旅⾏行 

C. 希望在⽵竹園吃午餐時可以有遮陽的棚⼦子。︒｡ 

D. 若是⽵竹園午餐可以移⾄至孟宗⽵竹林來享⽤用，感覺應該很棒，避開摘採桂⽵竹筍

引來的蒼蠅，也更有⾷食慾。︒｡ 

E. 部落環境整潔還需加強。︒｡ 

F. ⽤用餐的地⽅方最好不要有蒼蠅，要如何改善，需要⼤大家費⼼心來思考與⾏行動，

加油！ 

G. 住宿的棉被還需要加強洗曬，有點過敏。︒｡ 

(2.) 讚美： 

A. 每個⼈人都很熱情，讓我感到舒服、︑､放鬆。︒｡ 

B. 這次旅程真的很棒，Happy！ 

C. 民⽣生部落的孟宗⽵竹林散步很清幽，值得發展。︒｡ 

D. 原住民的朋友們在⾃自⼰己的⼟土地上努⼒力，學習⽣生態旅遊產業，很令⼈人感動，

加油！ 

E. 感受到部落⼈人情的單純與熱情。︒｡ 

 

6. ⽣生態遊程體驗檢討會議 

(1.) 時間：107 年 05 ⽉月 06 ⽇日(週六)下午 3 點半⾄至 4 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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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點：清泉部落第⼆二停⾞車場美⾷食街 

(3.) 出席：⿈黃家鳳、︑､傅瑞妹、︑､林秀菊、︑､秋美華、︑､張學志、︑､葉靜娟、︑､圈⾕谷資訊陳逸忠、︑､

朱珮⽂文、︑､王榆君 

(4.) 討論事項： 

A. ⽼老師回饋 

I. 晚會內容仍須再設計，條列出節⽬目表且將表演的⾳音樂準備好。︒｡ 

II. 第⼀一天中餐在第⼆二停⾞車場美⾷食街，第⼀一餐給客⼈人的印象很重要，⽤用餐

環境仍須再慢慢改善。︒｡ 

III. 住宿環境還有進步的空間，被⼦子、︑､床套需確認清洗並曬過。︒｡ 

IV. 民⽣生部落採⽵竹筍的場域環境仍需改善，蒼蠅太多且野地廁所需再整理，

並建議搭設帆布遮陽。︒｡ 

V. 這個季節蒼蠅很多，⽤用餐環境需要注意衛⽣生問題，建議各商家製作補

蠅陷阱，減少蒼蠅滋⽣生。︒｡ 

VI. 美⾷食街業者盡量不要在營業時間喝酒、︑､狂歡，留給客⼈人好印象才能吸

引更多的客⼈人。︒｡ 

VII. 布拉⾕谷民宿可向客⼈人訴說⾃自⼰己的故事，讓遊客更深⼊入瞭解部落，⽽而清

泉應聯結更多在地秘境，越在地越國際，以區隔現在市⾯面上的部落⼩小

旅⾏行。︒｡ 

VIII. 未來領隊盡量還是需要從新⽵竹⽕火⾞車站迎接客⼈人，讓遊客在旅程的開始

到末了都有賓⾄至如歸的感受。︒｡ 

IX. 這次遊客報名未確實確認，未來在團隊中窗⼝口及⾏行政的⾓角⾊色會較為⾟辛

苦，需要來回確認整個遊程細節。︒｡ 

X. 因⽬目前清泉⽣生態旅遊團隊尚未成⽴立法⼈人或協會，在處理保險事務上會

遇到填寫邀保⼈人等問題，未來團隊需思考遊客保險該如何處理。︒｡ 

B. 遊客回饋 

I. 出發前應已確認參加⼈人數，在餐點的配置上，⼯工作⼈人員跟客⼈人其實可

以做同桌，以免得讓客⼈人吃的有壓⼒力，或是直接將餐⾷食分為兩桌。︒｡ 

II. 雖然是原住民⾵風味餐，但衛⽣生⽅方⾯面還是要注意，避免疾病發⽣生。︒｡ 

C. 學員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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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葉靜娟：此次舉辦⼩小旅⾏行感謝圈⾕谷團隊⽼老師們的帶領，這次雖然客⼈人

不多，但是讓族⼈人的⼼心有連結在⼀一起。︒｡ 

II. 林秀菊：清泉部落有許多需要⼀一步⼀一步解決的問題，例如：族⼈人賴以

為⽣生的攤販，盼望鄉公所能更有智慧整合清泉的觀光資源。︒｡ 

III. 喇令猶命：謝謝陳⽼老師團隊協助部落發展，希望未來能在⼀一起努⼒力。︒｡ 

IV. 傅瑞妹（阿妹⼩小吃店）：謝謝⽼老師帶客⼈人來我們這裡⽤用餐，給我們⿎鼓勵，

⽣生意⼀一直不好，都不知道如何⽣生活了。︒｡但我⾼高興有你們⼤大家幫忙。︒｡ 

 

7. ⽣生態旅遊體驗檢討與分析 

    今年於 5 ⽉月 5 － 6 ⽇日配合桂⽵竹筍產業的季節，在清泉部落舉辦⽣生態旅遊客導

⼊入操作，遊程範圍以清泉部落為主，並連結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17鄰及民⽣生部落，

此次共有11位遊客參加。︒｡雖然兩天⼀一夜⾏行程⼀一切愉快順利，但為期⼀一個⽉月的活動宣

傳，並透過各層⾯面平台的曝光推廣，遊客參與的程度不如主辦單位的預期，故作以

下盤點整理與分析，盼能以此作為未來清泉部落發展⽣生態旅遊的⽅方向依據。︒｡ 

(1.) ⾏行程內容與⼈人員配置 

表22、︑､清泉部落⽣生態遊程體驗⾏行程內容與⼈人員配置表 

第⼀一天 5.5（六） 

時間 ⾏行程 說明 

8:00 集合出發 【內容】8:00 新⽵竹台鐵站接駁—8:30 新⽵竹⾼高鐵站接駁  

【⼈人員】司機張博誠/領隊林秀菊 

10:30 頭⽬目廣場祈福儀式 【內容】贈送⼭山棕⼿手環、︑､祈福 

【⼈人員】陳鳳嬌/葉靜娟/林秀菊/陳⽂文成 

10:45 清泉部落巡禮（⼀一） 【內容】尋訪⼭山城的記憶 

【地點】頭⽬目廣場—清泉吊橋—桃⼭山國⼩小—張學良故居 

【⼈人員】解說員林秀菊 

12:00 泰雅美⾷食街午餐 【內容】炒斑鳩、︑､溪蝦、︑､炒桂⽵竹筍、︑､炒椴⽊木⾹香菇、︑､苦花

⿂魚、︑､⾼高麗菜、︑､炒⼭山蘇、︑､椴⽊木⾹香菇湯、︑､⼩小⽶米飯 

【地點】清泉第⼆二停⾞車場 

【⼈人員】阿蘭⼩小吃/阿妹⾵風味/無餓不坐/巴尚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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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 清泉部落巡禮（⼆二） 【內容】來⾃自⼭山的藝術氣息 

【地點】原住民館—清泉天主堂—環⼭山步道—藝術之森 

【⼈人員】解說員林秀菊 

15:30 藝術之森⼿手作體驗 【內容】 

⽵竹編杯墊（⾬雨⽂文⽂文創⼯工坊）：1 ⼈人 

⽪皮編杯套（青梅藝術⼯工作室）：3 ⼈人 

薏苡珠⼿手環（達燕迷化藝術⼯工坊）：3 ⼈人 

【地點】清泉藝術之森 

【⼈人員】陳⽂文成/張芝綾/⾵風青揚/錢雪梅 

17:30 接待家庭放置⾏行李 【地點】布拉⾕谷民宿 

【⼈人員】葉靜娟 

18:00 部落⾵風味晚餐 【內容】涼拌過貓、︑､⽩白斬雞、︑､紅燒⿂魚、︑､烤三層⾁肉、︑､⾹香腸、︑､

涼拌⽊木⽿耳、︑､炒⾼高麗菜、︑､桂⽵竹筍紅燒⾁肉、︑､炒椴⽊木⾹香菇、︑､桂

⽵竹筍湯、︑､紅⾖豆⿇麻糬、︑､西⽠瓜 

【地點】布拉⾕谷葉⾃自然家 

【⼈人員】楊⽉月珠 

19:00 部落晚會 【內容】搗⿇麻糬、︑､部落團康舞蹈、︑､營⽕火 

【地點】布拉⾕谷葉⾃自然家 

【⼈人員】陳鳳嬌/葉靜娟/林秀菊/陳⽂文成 

8:30 泡腳夜遊 【地點】泰雅泡腳池 

【⼈人員】領隊林秀菊 

9:00 接待家庭休息 【地點】布拉⾕谷民宿 

【⼈人員】葉靜娟 

第⼆二天 5.6（⽇日） 

時間 ⾏行程 說明 

8:00 早餐 【內容】清粥⼩小菜 

【地點】布拉⾕谷葉⾃自然家 

【⼈人員】楊⽉月珠 

9:00 ⽵竹園祈福儀式 【地點】民⽣生部落（張芝綾⽵竹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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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張芝綾 

9:15 ⽵竹筒飯體驗 【內容】製作⽵竹筒飯，最後以⿇麻⽵竹葉塞⼝口 

【地點】民⽣生部落（張芝綾⽵竹園） 

【⼈人員】張芝綾/林秀菊 

10:00 ⾃自⼰己的 A-li ⾃自⼰己採 【內容】採集、︑､剝⽪皮、︑､殺青 

【地點】民⽣生部落（張芝綾⽵竹園） 

【⼈人員】張芝綾/林秀菊 

11:00 漫步夢中⽵竹林 【內容】漫步夢中⽵竹林、︑､古砲台探尋、︑､⽵竹林下寒暄 

【地點】民⽣生部落 

【⼈人員】領隊林秀菊 

12:30 A-li 原味午餐 【內容】⽵竹筒飯、︑､烤⾁肉、︑､烤地⽠瓜、︑､涼拌箭⽵竹、︑､涼拌⿓龍鬚

菜、︑､醃⾁肉桂⽵竹筍湯、︑､鹹⿂魚 

【地點】民⽣生部落（張芝綾⽵竹園） 

【⼈人員】張芝綾/林秀菊 

13:30 桃⼭山步道巡禮 【地點】桃⼭山步道 

【⼈人員】解說員林秀菊 

15:00 賦歸 【內容】填寫問卷、︑､贈送⼩小禮 

【地點】清泉真耶穌教會旁 

【⼈人員】領隊林秀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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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動經費 

A. 收費細項 

導覽解說：150$/⼈人 

午、︑､晚餐：300$/餐 

早餐：100$/餐 

藝術之森⼿手作體驗：150$/⼈人 

晚會：100$/⼈人 

住宿：700$/⼈人 

採⽵竹筍體驗：150$/⼈人 

泰雅美⾷食體驗：150$/⼈人 

交通：800$/⼈人 

保險：50$/⼈人 

B. 遊客收費：3498$/⼈人 

(3.) 活動⾏行銷推廣⽅方案 

    此次⽣生態遊程體驗以建⽴立活動官⽅方網站，放置活動主要相關資訊供遊客參考，

並運⽤用臉書粉絲專⾴頁､活動及社團進⾏行活動曝光，透過不斷分享貼⽂文增加曝光率，且

將活動上架於『農村⾵風情網』、︑､『ACCUPASS 活動通』等活動平台上，最後邀請⾃自由

時報媒體進⾏行活動報導。︒｡根據遊客回饋，多由親朋好友、︑､活動官⽅方網站、︑､臉書粉絲

專⾴頁及⾃自由時報上得知此活動訊息。︒｡⽽而依以下資料顯⽰示，⼩小旅⾏行訊息曝光後皆有⾼高

度的瀏覽率，但實際報名的⼈人數卻不如預期多，對於⼩小旅⾏行活動的詢問度也較以往

武陵三部落以及去年⽩白蘭部落⼩小旅⾏行來得低。︒｡ 

A. 建⽴立活動官⽅方網站：活動上線後約有 1272 瀏覽次數。︒｡ 

  圖 40、︑､清泉部落 A-li 桂⽵竹筍⼩小旅⾏行活動

宣傳網⾴頁 

圖 41、︑､清泉部落 A-li 桂⽵竹筍⼩小旅⾏行活動

宣傳網⾴頁上架三個⽉月內已造訪⼈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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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Facebook 臉書粉絲專⾴頁貼⽂文 

I. 『圈⾕谷TranGood』粉絲專⾴頁貼⽂文總表及洞察報告 

    清泉桂⽵竹筍⼩小旅⾏行貼⽂文共⼗十篇，由此洞察報告可看出各篇貼⽂文之觸及⼈人數、︑､貼

⽂文點擊次數及⼼心情、︑､留⾔言、︑､分享⼈人數之⽐比較，如下圖表所⽰示： 

表23､Facebook 臉書粉絲專⾴頁貼⽂文總表 

編號 時間 內容 按讚數 分享數 留⾔言數 

1 107/3/31 20:00 宣傳網站分享 34 30 0 

2 107/3/23 10:00 部落⼭山景 89 37 0 

3 107/3/25 10:00 部落⽇日常 37 2 0 

4 107/3/27 19:28 清泉天主堂 53 20 0 

5 107/3/20 14:01 記憶中的⽼老部落 40 3 0 

6 107/4/5 17:01 桂⽵竹筍冒出頭了！ 29 2 0 

7 107/4/17 11:12 ⼭山棕 21 0 0 

8 107/4/20 11:10 分享農村好讚貼⽂文 8 1 0 

9 107/4/21 16:21 ⽵竹林探勘 23 1 0 

10 107/4/23 15:33 A - li 之 歌 2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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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Facebook 臉書粉絲專⾴頁貼⽂文點閱次數截圖 

 

II. 『登峰造極、︑､雪霸之美』粉絲專⾴頁 

在『登峰造極、︑､雪霸之美』粉絲專⾴頁分享之貼⽂文皆受⾼高度關注。︒｡ 

 

  圖43、︑､清泉部落A-li桂⽵竹筍⼩小旅⾏行『登峰造極 雪霸之美』臉書粉絲專⾴頁宣傳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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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農村好讚』粉絲專⾴頁 

 

圖44、︑､清泉部落A-li桂⽵竹筍⼩小旅⾏行在『農村好讚』粉絲專⾴頁貼⽂文 

IV. 建⽴立活動：主動在臉書的活動選項⾴頁⾯面張貼活動。︒｡ 

 

圖 45､清泉部落 A-li 桂⽵竹筍⼩小旅⾏行建⽴立『臉書活動⾴頁』 

V. 社團分享 

    透過在相同性質的社團分享，鎖定且吸引新⽵竹地區及喜愛旅遊的客群，並在『新

⽵竹⼤大⼩小事』、︑､『旅⾏行好幸福』、︑､『旅遊達⼈人』等臉書社團分享貼⽂文： 

  圖 46､清泉部落 A-li 桂⽵竹筍⼩小旅⾏行『臉書社團』分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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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活動平台 

i. 農村⾵風情網 

 

圖 47､清泉部落 A-li 桂⽵竹筍⼩小旅⾏行『農村⾵風情網』宣傳⾴頁⾯面 

ii. Accupass 活動通 

 

圖 48､清泉部落 A-li 桂⽵竹筍⼩小旅⾏行『Accupass 活動通』宣傳⾴頁⾯面 

 

VII. 媒體報導 

⾃自由時報 

 

圖 49、︑､清泉部落 A-li 桂⽵竹筍⼩小旅⾏行『⾃自由時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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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遊客基本資料分析 

    此次⼩小旅⾏行參與遊客共⼗十⼀一位，其中為⼀一對⽗父母親 31-40 歲、︑､孩⼦子分別就讀國

⼩小及國中階段的⼩小家庭、︑､21-30 歲⼥女性兩位､21-30 歲男性⼀一位以及 41-50 歲男性兩

位、︑､⼀一對⾃自營商⽼老闆夫婦，教育程度多為⼤大學以上，職業以學⽣生及⼯工商業居多，居

住地皆來⾃自北部，每⽉月平均所得⼆二⾄至四萬有三位、︑､四⾄至⼋八萬者有三位，⼋八萬以上有

兩位，其餘皆為學⽣生無固定收⼊入，其中五位未婚、︑､六位已婚。︒｡ 

 

(5.) 清泉部落⽣生態旅遊 SWOT 分析 

    透過第⼀一梯次以清泉部落為主的遊客導⼊入操作，運⽤用 SWOT 分析，找出清泉部

落發展⽣生態旅遊產業的優勢、︑､劣勢、︑､機會及威脅，盼能成為未來清泉部落發展⽣生態

旅遊的⽅方向依據。︒｡ 

 

圖 50､清泉部落⽣生態旅遊 SWOT 分析圖 

  

S

優勢

O

機會

T

威脅

W

劣勢

●	   活動行程範圍小，內容豐
富度有限。	  
●	   部落鄰近竹東、北埔及內
灣等觀光村鎮，遊客多選擇
當日往返，減少住宿、餐食
等消費機會。	  
●	   清泉生態旅遊團隊人力
缺乏且變數多，資源整合
少。	  
●	   部落環境尚需改善，蒼蠅
滋生多。	  
●	   網路行銷觸及不夠廣且
未有效鎖定客群。	  
●	   缺少秘境及獨特性以區
隔其他部落小旅行。	  
	  

●	   泰雅文化、張學良、清泉
天主堂、三毛等人文故事豐
富，透過導覽解說深入了解
部落。	  
●	   活動範圍小，減少車程時
間。	  
●	   天然溫泉成為亮點。	  
●	   藝術之森場域舒適。	  
●	   結合在地當季農產之體
驗學習型活動。	  

	  

●	   清泉部落被劃定為風景特
定區，公部門資源多，而此次
活動將鄉公所規劃之藝術之
森納入行程。	  
●	   部落位置鄰近科學園區，
為新竹市的後花園。	  
●台灣民眾近幾年對深度旅
遊興趣度提升。	  

	  

●	   目前市場上體驗桂竹筍
採集等活動眾多，分散遊客
選擇性。	  
●	   近期全國民眾觀光消費
力低弱。	  
●	   出國機票便宜，降低國內
旅遊意願。	  
●	   近期國民休閒活動多選
擇露營、露營車等自助低消
費模式。	  
●	   公部門與在地族人未達
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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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清泉部落資源盤點 

A. 清泉 + 鄰近部落 

    ⼤大清泉地區除了清泉部落之外亦涵蓋周圍鄰近部落，其中有⽩白蘭部落、︑､民都有

部落、︑､布拉⾕谷、︑､民⽣生部落、︑､松本部落、︑､⽯石⿅鹿部落、︑､⼟土場部落及雲⼭山部落，各部落⽬目

前可合作的資源如下圖： 

 圖 51､清泉部落資源盤點彙整圖 

B. 清泉 + ⾃自然資源 

I. ⼭山系｜清泉部落為通往雪霸國家公園觀霧遊憩區的最佳中繼站，臻⼭山、︑､

檜⼭山及樂⼭山等兩千多公尺⾼高的⼤大⼭山⽐比鄰，更為前往⼤大霸尖⼭山、︑､⼩小霸尖⼭山

登⼭山⼝口的必經區域，⼤大霸尖⼭山為台灣百岳之⼀一，⾼高 3,492 公尺，為許多登

⼭山愛好者必攀登的⾼高⼭山，其中九九⼭山莊為前往⼤大霸沿途必經⼭山屋。︒｡ 

II. 植物資源｜青剛櫟、︑､⽕火燒柯、︑､⼭山胡椒、︑､⼟土⾁肉桂、︑､構樹、︑､⽜牛奶榕、︑､天仙果、︑､

愛⽟玉⼦子、︑､尖葉槭、︑､台灣紅榨槭、︑､青楓、︑､台灣獼猴桃、︑､⼋八⾓角蓮、︑､冇⾻骨消、︑､

⽔水⿇麻、︑､⼭山漆、︑､台灣櫸、︑､桂⽵竹、︑､⼩小⽶米、︑､姑婆芋、︑､羅⽒氏鹽膚⽊木、︑､台灣⼆二葉松、︑､

茄苳、︑､楓⾹香、︑､杜英、︑､⾧長果⼭山桔、︑､猿尾藤、︑､油桐、︑､⿈黃藤、︑､⽠瓜馥⽊木、︑､⼤大葉楠、︑､

⼩小梗⿈黃⾁肉楠、︑､青⽜牛膽、︑､⾵風藤、︑､⼭山⿈黃⿇麻、︑､⼭山桂花、︑､駁⾻骨丹、︑､野桐、︑､⿂魚藤（蕗

藤）、︑､⼭山棕、︑､台灣梵尼蘭、︑､葛藤（⼭山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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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動物資源｜⽩白⽿耳畫眉、︑､冠⽻羽畫眉、︑､五⾊色⿃鳥、︑､⼤大冠鷲、︑､台灣藍鵲、︑､⼩小彎嘴

畫眉、︑､灰喉⼭山椒⿃鳥、︑､繡眼畫眉、︑､台灣畫眉、︑､藍腹鷳、︑､⽵竹雞、︑､樹鵲、︑､⽩白⾯面

鼯⿏鼠、︑､台灣獼猴、︑､⼭山羌、︑､穿⼭山甲、︑､⾚赤尾青⽵竹絲、︑､環紋蝶、︑､台北樹蛙、︑､拉

都希⽒氏⾚赤蛙、︑､苦花。︒｡ 

IV. 溪流｜上坪溪、︑､⾺馬達拉溪、︑､北坑溪、︑､霞喀羅溪、︑､爺巴堪溪、︑､⼟土場溪 

V. 步道｜霞喀羅古道、︑､⽩白蘭溪古道、︑､⽯石頭⽣生態步道 

C. 清泉 + ⽂文化資源 

I. 泰雅傳統⼯工藝 

i. 織布 

ii. ⽵竹編 

iii. 童玩 

II. 泰雅狩獵⽂文化 

III. 泰雅⽕火篝屋 

IV. 泰雅飲⾷食⽂文化 

i. 傳統作物：⼩小⽶米、︑､紅藜 

ii. 傳統野菜、︑､野味 

iii. 泰雅⼿手抓飯 

V. 泰雅古調、︑､⼝口述歷史 

VI. ⽇日治時期駐在所、︑､砲台 

VII. 張學良故居 

VIII. 清泉天主堂 

IX. 桃⼭山國⼩小 

D. 清泉 + 產業資源 

I. 農：甜柿、︑､⽔水蜜桃、︑､蔬菜、︑､椴⽊木⾹香菇、︑､桂⽵竹筍、︑､⼩小⽶米、︑､紅蔾 

II. ⼆二級加⼯工：⼩小⽶米⿇麻糬、︑､紅蔾茶、︑､⾺馬告蜜汁、︑､⼩小⽶米酒 

III. 林：⽵竹材、︑､⽊木材（造林補助）、︑､⼭山林採集（⼭山⽼老⿏鼠） 

IV. 休閒旅遊：民宿、︑､露營區、︑､⽣生態旅遊 

V. 勞⼒力市場：打零⼯工（拔草、︑､砍草）、︑､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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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清泉 + 觀光資源 

I. 張學良故居 

II. 泰雅泡腳池（溫泉） 

III. 原住民館 

IV. 藝術之森 

i. 泰雅編織⼯工作坊 

ii. 亞威藝術⼯工作坊 

iii. 達燕迷化⼯工坊 

iv. ⾬雨⽂文⽂文創⼯工坊 

v. 青梅⼯工作室 

V. 泰雅美⾷食街 

i. 巴尚⾵風味美⾷食 

ii. 阿妹⾵風味美⾷食 

iii. 阿蘭⼩小吃 

iv. 無餓不作 

v. 阿美農特產品 

VI. 泰雅原市集 

(7.) 清泉部落發展⽣生態旅遊消費市場分析 

A. 市場分析 

表 24､清泉部落發展⽣生態旅遊消費市場分析表 

界定區隔變數 描述區隔剖⾯面 

地理細分 城市 因清泉屬於⼭山區部落，且距離⽵竹東鎮約 1

⼩小時⾞車程，距離新⽵竹市約 1.5 ⼩小時⾞車程，

主要以吸引都市族群到⼭山上體驗為主要

⽬目標，⽽而根據主計總處統計資料顯⽰示，全

台可⽀支配所得及消費⽀支出以台北市、︑､新⽵竹

市及新北市依序名列前三名，固清泉部落

客群應以地緣關係最近的新⽵竹市為主，台

北市、︑､新北市其次，北部其他城市居後。︒｡ 



 94 

國家 因廉價航空⾶飛往台灣的航線及航班⽇日益

增多，根據觀光局統計，2018 年 1 ⽉月來台

旅客總計 87.23 萬⼈人次，年增率 5.76%，其

中來⾃自東南亞、︑､⽇日本及韓國的遊客為其⼤大

宗，⽽而 20-39 歲的年輕族群為來台旅客主

⼒力，未來可將國外客群集中在菲律賓、︑､越

南、︑､泰國、︑､⽇日本及韓國等國家。︒｡ 

⼈人⼝口細分 年齡 1. 20-35 歲年輕族群：近年掀起『窮遊』

⾵風潮，以最少錢即可達到旅遊⽬目的，未來

可針對此消費族群舉辦低消費低成本的

體驗型旅遊。︒｡ 

2. 35-45 歲家⾧長族群：近年許多家⾧長皆會

帶領年齡介於國⼩小⾄至國中的孩⼦子親近⾃自

然、︑､參與體驗型活動，未來此類親⼦子家庭

亦成為⽣生態旅遊的強打族群。︒｡ 

3. 60 歲以上退休族群：此族群為實際『有

錢有閒』的⼀一群⼈人，且因張學良故居及泡

腳池受⾧長輩喜愛，⽬目前⾄至清泉觀光的遊客

以此族群為⼤大宗（但多為⼀一⽇日遊）。︒｡ 

職業 新⽵竹科學園區距離清泉部落約 1hr ⾞車程，

⽽而科學園區員⼯工為⾼高收⼊入族群，因其地緣

關係及消費實⼒力充⾜足，未來將成為⽣生態旅

遊的強打族群。︒｡ 

收⼊入 ⽣生態旅遊應針對不同收⼊入的消費族群規

劃不同類型的旅遊模式。︒｡ 

家庭類型 針對國中以下（含）孩童之家庭推出適合

親⼦子的體驗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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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細分 個性 ⽣生態旅遊欲吸引喜愛及愛護⼤大⾃自然、︑､部落

⽂文化，且願意學習新事物的族群，更盼望

吸引需要放鬆⼼心靈、︑､啟發⾃自我的族群。︒｡ 

⽣生活型態 1. 學習型：近年在地職⼈人概念⽇日漸提升，

許多職⼈人舉⾏行⼿手作體驗課程，遊客能深⼊入

了解在地⽂文化外，亦能學習⼿手作技能（例

如：藺⼦子、︑､地⾐衣荒物），未來可吸引此類

學習型組群。︒｡ 

2. 體驗型：此族群為喜愛貼近當地⼈人⽣生

活，從中體驗與⾃自⾝身不⼀一樣的⽣生活型態。︒｡ 

3. 冒險型：此族群具冒險犯難精神，喜愛

從事具挑戰性的體驗遊程。︒｡ 

4. 享受型：此族群⽬目的即來⼭山上享受⾃自

然，欣賞⾵風景，適合放鬆的遊程內容。︒｡ 

5. ⾃自然型：此族群喜愛⼤大⾃自然，想要深⼊入

了解⾃自然⽣生態。︒｡ 

⾏行為細分 時機 盼望部落能成為隨時皆能來訪的休憩地

點，但還須依照部落⽣生態旅遊團隊之⼈人⼒力

及時間分配⽽而定，以達到最⾼高服務品質。︒｡ 

忠誠度 透過定時舉辦各類型活動，讓部落⼀一年四

季皆有亮點吸引遊客來訪，再透過部落族

⼈人的熱情，讓遊客感受旅⾏行溫暖，提升部

落的黏著度及忠誠度，讓遊客想要⼀一再到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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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目標市場 

    依上述市場細分，清泉部落較適合運⽤用『差別性市場策略』，差別性市場策略就

是把整個市場細分為若⼲干⼦子市場，針對不同的⼦子市場，設計不同的產品，制定不同

的營銷策略，滿⾜足不同的消費需求。︒｡⽽而差別性市場策略的舉例說明如下： 

I. 將上述市場細分中的消費者⽣生活型態歸類為以下類型，並舉例各類型可

舉辦之活動。︒｡ 

表 25､消費者⽣生活型態類型可舉辦之活動分析表 

消費者⽣生活型態 可舉辦的活動 

學習型 學習為主，玩樂為輔，可搭配部落傳統⼯工

藝，以完成⼀一作品為⽬目標，舉辦學習型體

驗遊程，但其所需成本相對較⾼高。︒｡例如：

青梅⼯工作室⼿手編牆飾、︑､亞威藝術⼯工作坊鑲

嵌玻璃、︑､泰雅編織、︑､⽵竹簍製作。︒｡ 

體驗型 玩樂為主，學習為輔，舉辦輕鬆的體驗活

動，例如：採⽵竹筍、︑､⾷食農體驗。︒｡ 

冒險型 較為挑戰性的體驗遊程，例如：⼤大窩⼭山野

營。︒｡ 

⾃自然型 深⼊入了解在地⽣生態物種的體驗⾏行程，例

如：認識部落的野⽣生蘭花之旅。︒｡ 

享受型 以步道巡禮、︑､欣賞雲海等輕鬆、︑､發呆⾏行程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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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依欲主打的消費族群，排定其適合的活動類型。︒｡ 

表 26､各類消費族群適合之活動類型分析表 

 

(8.) 結論 

A. 部落需找出更多秘境景點，區隔市⾯面上近飽和的部落旅遊。︒｡ 

B. ⽬目前清泉部落⽣生態旅遊團隊⼈人數少，能整合的資源有限，盼望能更多的整

合⼈人⼼心，擴⼤大團隊規模，並與周邊部落合作，有共識的先⾏行，共同發展⽣生

態旅遊產業。︒｡ 

C. 部分族⼈人尚未明⽩白⽣生態旅遊的核⼼心價值，因彼此的⽿耳語及深⼊入的派系，整

合⼈人⼼心困難。︒｡ 

D. 以⽬目前團隊⼈人⼒力配置狀況，適合發展⼀一團 10 ⼈人上下的⼩小型旅遊模式。︒｡ 

E. 鎖定幾個主打的消費族群，並根據不同族群推出不同的體驗⾏行程。︒｡ 

F. 部落整體環境仍待改善。︒｡ 

G. 在⾏行銷⽅方⾯面鎖定主打消費族群加以宣傳，並持續找出更多訊息曝光管道，

增加曝光度，例如：環境資訊中⼼心、︑､Mata Taiwan 等。︒｡ 

 

 

 

 

 

 

 

  

消費族群 適合活動類型 

20-35 歲年輕族群 學習型、︑､體驗型、︑､冒險型、︑､⾃自然型 

親⼦子族群 體驗型、︑､冒險型、︑､⾃自然型 

退休⼈人⼠士族群 體驗型、︑､享受型、︑､⾃自然型 

科學園區 學習型、︑､體驗型、︑､享受型、︑､⾃自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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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態遊程體驗影像紀錄 

  頭⽬目廣場迎賓、︑､耆⽼老祈福 送上迎賓禮：⼭山棕⼿手環 

  藝術之森⼿手作薏苡珠⼿手環 藝術之森前留影 

  部落晚會搗⿇麻糬活動 親⼿手採摘桂⽵竹筍 

  動⼿手做⽵竹筒飯 賦歸前送上雪霸⼩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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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梯次 

     今年度的⽣生態旅遊體驗第⼆二梯次以⽩白蘭部落為主，以螢⽕火蟲作為設計主體，配

合部落發展協會每年皆會舉辦的螢⽕火蟲季，以及⽣生態旅遊專業能⼒力培訓課程，改變

以往免費的晚會活動，這次以使⽤用者付費的⽅方式推出『⽩白蘭部落 Kpagung 螢⽕火蟲⼩小

旅⾏行』兩天⼀一夜遊程體驗，邀請遊客認識螢⽕火蟲的⼀一⽣生，並透過螢⽕火蟲向遊客傳遞

環境保育的觀念。︒｡在⽣生態遊程體驗籌備的過程中，輔導團隊提供諮詢並整合此主題

遊程的規劃，也協助建置宣傳網站、︑､部落賞螢地圖及報名⾴頁⾯面等，以部落夥伴為對

外聯繫窗⼝口，輔導團隊協助執⾏行後端報名業務的合作⽅方式，完成此次的⽣生態遊程體

驗活動，且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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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主題：『⽩白蘭部落 Kpagung 螢⽕火蟲⼩小旅⾏行』 

⽂文案： 

『嬰兒就要出⽣生， 

從媽媽的肚⼦子裡， 

像河⽔水順暢地滑出來。︒｡ 

很快地，你就要出來， 

⽤用你螢⽕火蟲般的亮光， 

照耀叢林的缺⼝口， 

像⾵風，像⿃鳥翼，像飄雲， 

沒有纏藤能夠阻礙你。︒｡ 

- - - ⽡瓦歷斯・諾幹《出⽣生禱詞》』 

    『泰雅族作家⽡瓦歷斯・諾幹⽤用河⽔水、︑､螢⽕火蟲、︑､⾵風、︑､⿃鳥翼及飄雲，⽐比喻孩⼦子在母

親腹中等待出⽣生時躍動的⽣生命⼒力，更期盼著即將誕⽣生的新⽣生命能像螢⽕火蟲的亮光⼀一

般，照耀叢林的缺⼝口。︒｡ 

    Kpagung（葛叭甕） 是泰雅族語中螢⽕火蟲的意思，螢⽕火蟲的光在夜裡⾶飛翔，如

同天空中的繁星，絢爛的光芒，為的是要孕育下⼀一代的來臨，新⽣生的喜悅閃耀著，

就像告訴著⼈人們，我們都應成為世上的光，照亮萬物，繁衍⽣生命。︒｡ 

    螢⽕火蟲被視為環境指標⽣生物，其幼蟲對於所棲息的環境要求⾼高，溫度與濕度需

剛好外，⽔水質、︑､⼟土壤更不能有化學藥劑的污染，⽇日本學者 Yuma 曾說：「螢⽕火蟲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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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人類的⽔水」，若是保留了螢⽕火蟲能存活的環境，就是保護了⼈人類所居住的環境。︒｡ 

    螢⽕火蟲的⼀一⽣生從卵孵化為幼蟲，到鑽⼊入泥⼟土化為蛹時，需要約半年到⼀一年的時

間，當⽻羽化後的成蟲鑽出⼟土地，展翅⾶飛翔的閃耀卻如同絢爛的煙⽕火，不到幾天便交

配、︑､產卵死亡。︒｡張⽂文亮⽼老師說：『螢⽕火蟲的閃爍，是牠們極短時間內的⽣生命表現。︒｡牠

們在空中閃亮的⾶飛翔，要⼀一整年有理想⽔水域供牠們棲息』，⽽而⼗十九世紀的⾃自然科學與

兒童⽂文學家賴利也美麗的敘述了螢⽕火蟲⼀一⽣生的變化：『螢⽕火蟲像是⿈黃⾦金的種粒，⼀一年

的耕種，結實在夜裡。︒｡成群在低空，或左或右的⾶飛翔。︒｡』就像是夜晚才會出現的森

林精靈，螢⽕火蟲默默守護著⾃自然，保護著⼤大地，閃爍的年歲雖短，卻是精彩，照亮

⿊黑暗。︒｡』 

2. 內容 

表 27、︑､『⽩白蘭部落 Kpagung 螢⽕火蟲⼩小旅⾏行』⽣生態遊程內容表 

⽇日期 107.5.26-27（六、︑､⽇日） 

⾏行程 第⼀一天 

集合出發—頭⽬目廣場祈福儀式—清泉部落巡禮—午餐—⽯石頭⽣生態

步道巡禮—民宿 Check in—⼿手作⽵竹餐具—晚餐—夜間賞螢—民宿休

息/晚安 

第⼆二天 

早餐—⾷食農體驗【⾃自⼰己的午餐⾃自⼰己採】—泰雅篝⽕火屋【⽵竹串烤⾁肉體

驗】—午餐—分享茶會—賦歸 

收費 3500元/⼈人（含交通） 

參與⼈人數 16⼈人 

3. 宣傳層⾯面： 

    此次⽣生態遊程體驗以架設活動官⽅方網站（http://ruyan-kpagung.strikingly.com/）的

⽅方式，提供遊客遊程完整資訊，包含旅⾏行亮點、︑､報名資訊及賞螢地圖等，並運⽤用

Facebook 臉書粉絲專⾴頁、︑､活動及社團進⾏行活動曝光，以不斷發布貼⽂文的⽅方式增加曝

光率，且透過在相同性質的社團分享，鎖定新⽵竹地區、︑､喜愛旅遊及親⼦子等族群，並

將活動資訊發佈在 Line 群組、︑､『農業易遊網』及『環境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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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白蘭部落 Kpagung 螢⽕火蟲⼩小旅⾏行活動宣傳網⾴頁 

 

  圖 53、︑､⽩白蘭部落 Kpagung 螢⽕火蟲⼩小旅⾏行

『環境資訊中⼼心』宣傳⾴頁⾯面 

圖 54、︑､⽩白蘭部落 Kpagung 螢⽕火蟲⼩小旅 

⾏行『農業易遊網』宣傳⾴頁⾯面 

 

  圖 55、︑､⽩白蘭部落 Kpagung 螢⽕火蟲⼩小旅⾏行

臉書粉絲專⾴頁宣傳貼⽂文 

圖 56、︑､⽩白蘭部落 Kpagung 螢⽕火蟲⼩小旅⾏行

臉書『幸福親⼦子團』社團宣傳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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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態遊程體驗滿意度分析 

     遊客滿意度分析的部分，以在遊程的最後階段將問卷發放給每位遊客的⽅方

式進⾏行滿意度調查，並填寫遊客基本資料作為往後客群定位分析數據。︒｡問項⽅方

⾯面，『2018 ⽩白蘭部落 Kpagung 螢⽕火蟲⼩小旅⾏行滿意度問卷』共有 19 題（⾒見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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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點在哪個層⾯面，並加強之。︒｡此梯次遊

客多由親朋好友推薦，亦有透過 Facebook 臉書社團得知活動資訊，此次回收之

有效問卷為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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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得知，遊客多為⼥女性，且年齡分佈集中在 41-60 歲，教育程度以⼤大

專以上為主，職業分佈以⼯工商業為多數，居住地以北部為主，所得為無固定所

得及四萬以上～六萬（含）為多數，家庭狀況以已婚，⼩小孩皆已獨⽴立為多數。︒｡ 

表 28、︑､⽩白蘭部落⽣生態旅遊客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 

項⽬目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6 37.5 

⼥女 10 62.5 

年齡 20 歲以下 2 12.5 

21-30 歲 2 12.5 

31-40 歲 0 0 

41-50 歲 4 25 

51-60 歲 5 31.25 

61 以上 3 18.75 

教育 國中或以下 3 18.75 

⾼高中職 4 25 

⼤大專 8 50 

研究所以上 1 6.25 

職業 學⽣生 2 12.5 

軍公教 1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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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漁牧業 1 6.25 

⼯工商業 5 31.25 

服務業 0 0 

⾃自由業 2 12.5 

家庭主婦 3 18.75 

退休⼈人員 1 6.25 

其他 1 6.25 

居住地 北部 13 81.25 

中部 3 18.75 

南部 0 0 

東部 0 0 

其他 0 0 

每⽉月平均所得 無固定收⼊入 7 43.75 

兩萬以下 0 0 

兩萬以上～四萬（含） 3 18.75 

四萬以上～六萬（含） 5 31.25 

六萬～⼋八萬 1 6.25 

⼋八萬以上 0 0 

家庭狀況 未婚 2 12.5 

已婚，尚未有⼦子⼥女 4 25 

已婚，⼩小孩尚未獨⽴立 2 12.5 

已婚，⼩小孩皆已獨⽴立 7 43.75 

其他 1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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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29）得知，遊客在遊程之滿意度分析中⼤大多呈現滿意的狀態，其中領隊

的服務態度及第⼆二天的⾵風味午餐、︑､下午茶平均數以 4.88 為最⾼高，⽽而對遊程的動物、︑､

植物資源感到滿意、︑､我覺得此次旅遊的花費是值得的及我對整體的遊程體驗和服務

感到滿意的部分亦有良好的評價，平均數皆為 4.81，其他對清泉部落巡禮、︑､⽯石頭⽣生

態步道巡禮及第⼆二天的解說服務皆為滿意的狀態，但對於部落的住宿環境及早餐提

供平均數較低，表⽰示仍需再做改進。︒｡ 

    在此次遊程體驗中，許多遊客皆提到因部落鄰近都市地區，交通⽅方便且容易到

達，可享受⾃自然資源亦可認識原住民⽂文化，並感受到部落族⼈人接待的真誠與熱情，

整體評價皆為良好，但因部落住宿環境建置多年，多少有⽼老舊之處，且在早餐供應

上可再加⼊入更多泰雅傳統特⾊色，以上部分仍有許多成⾧長改進的空間。︒｡ 

表 29、︑､⽩白蘭部落⽣生態旅遊遊客滿意度次數分配表 

滿意度項⽬目 樣本

數 

最⼩小

值 

最⼤大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1.我對領隊的服務態度感到滿意 16 4 5 4.88 0.34 

2.我對清泉部落巡禮的解說服務感到滿意 16 4 5 4.75 0.45 

3.我對影原餐坊的餐飲服務感到滿意 16 3 5 4.31 0.79 

4.我對遊程的⾃自然景觀感到滿意 16 4 5 4.81 0.40 

5.我對遊程的動物、︑､植物資源感到滿意 16 4 5 4.63 0.50 

6.我對遊程的⼈人⽂文、︑､歷史感到滿意 16 4 5 4.56 0.51 

7.我對⽯石頭⽣生態步道的導覽體驗感到滿意 16 4 5 4.69 0.48 

8.我對部落⾵風味晚餐感到滿意 16 3 5 4.50 0.63 

9. 我對螢⽕火蟲簡介和賞螢體驗感到滿意 16 3 5 4.56 0.63 

10.我對住宿的環境整潔感到滿意 16 3 5 3.75 0.86 

11.我對接待家庭主⼈人的服務態度感到滿意 16 3 5 4.06 0.77 

12.我對部落提供的早餐感到滿意 16 4 5 3.75 0.86 

13.我對第⼆二天的導覽解說服務感到滿意 16 4 5 4.69 0.48 

14.我對農園採集體驗感到滿意 16 4 5 4.56 0.63 

15.我對⾵風味午餐及下午茶感到滿意 16 4 5 4.88 0.34 

16.此次旅遊讓我親近⾃自然有放鬆⼼心情的感 16 4 5 4.75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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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17.此次旅遊讓我學習到在地知識與⽣生態旅

遊觀念 

16 3 5 4.63 0.62 

18.我覺得此次旅遊的花費是值得的 16 4 5 4.81 0.40 

19.我對整體的遊程體驗和服務感到滿意 16 4 5 4.81 0.40 

5. ⽣生態遊程體驗遊客回饋 

(1.) 建議 

A. 第⼀一天的清泉導覽林秀菊導覽的很棒。︒｡到⽩白蘭部落後發現部落很有規模，

露營地⾮非常多。︒｡當晚⼊入住巴棍農場，⼩小⽊木屋整潔，但有些⼩小缺失（找不到

電視遙控器、︑､浴室熱⽔水不穩、︑､浴室⾨門無法緊密，⽔水會噴出來、︑､窗⼾戶無法上

鎖、︑､洗臉盆沒塞⼦子不通、︑､找不到民宿主⼈人）可以再改進。︒｡ 

B. 覺得這次的⼩小旅⾏行是定點式的深度旅遊。︒｡整團遊客約 16 ⼈人，卻有 7 位以

上的⼯工作⼈人員。︒｡建議可以設定 25-30 ⼈人成團，較符合主辦⽅方的⼈人⼒力成本。︒｡ 

C. ⾏行前通知建議提醒⼤大家要多帶⽔水（天氣熱）。︒｡遇天氣熱，影響⼾戶外觀賞。︒｡ 

D. 看到麗京⼭山莊的⾵風格很有特⾊色。︒｡建議植物可以加上介紹牌，可以⾃自⼰己認識

更多植物，會再來訪。︒｡ 

(2.) 讚美 

A. 感覺這次⼩小旅⾏行的⼯工作⼈人員快要⽐比遊客還要多，很感謝周錦貴⼤大哥、︑､領隊

Pilin 的陪伴。︒｡ 

B. 這次的⼩小旅⾏行是知性、︑､⽂文化之旅，回去後想要多多廣告讓更多⼈人知道。︒｡尤

其⽩白蘭部落的環境舒適、︑､有年輕⼈人返鄉、︑､距離市區近、︑､⼜又保留原味，並不

像其他的原民部落制式化旅遊，可以向中央申請資源，很有機會整合、︑､發

展。︒｡其他像是住宿空間、︑､早餐是可以再改善的。︒｡ 

C. 平時很少參加旅遊團，這次是因為距離較近所以有意願參加。︒｡第⼀一天的⾏行

程⽩白天很熱，所以有⼀一點中暑。︒｡第⼆二天早上起來看⽇日出的感覺很棒、︑､環境

很舒適，對於吃住也感到滿意。︒｡  

D. 這是第⼀一次體驗原住民部落旅遊的活動，對於部落的環境感到很舒適，半

夜的星星⾮非常多。︒｡  

E. 會參加這次的⼩小旅⾏行是因為從圈⾕谷粉絲專⾴頁得知訊息，過去⾃自⼰己也有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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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旅遊的經驗，但最喜歡這⼀一次的⼩小旅⾏行。︒｡因這次體驗泰雅⽂文化最詳細，

並不是商業旅遊，⾮非常感動。︒｡⼜又看到年輕⼈人回鄉，可以延續產業，希望可

以持續有這樣的活動。︒｡來到部落後就是⼊入境隨俗，體驗當地⼈人的真實⽣生活，

所以並不會特別在意三餐或是住宿環境。︒｡覺得這次⼩小旅⾏行真的⾮非常物超所

值，部落族⼈人和圈⾕谷團隊加油。︒｡ 

F. 這次是因為朋友介紹所以來參加活動。︒｡這兩天完整體驗部落⽣生活，有種反

璞歸真的感覺。︒｡謝謝所有⼯工作⼈人員為部落的努⼒力，希望能夠繼續延續下

去。︒｡ 

G. 這是所參加過的⼩小旅⾏行中最棒的！ 

H. 這是所有⼩小旅⾏行中最棒的⾏行程，部落環境佳、︑､地理位置近，會願意推薦給

親朋好友。︒｡ 

I. 在新⽵竹的親⼦子臉書社團看到，曾經到司⾺馬庫斯、︑､南⼭山、︑､環⼭山部落旅遊，覺

得⽩白蘭部落最棒。︒｡ 

J. ⽩白蘭是很棒的地⽅方，謝謝族⼈人熱⼼心接待。︒｡ 

6. ⽣生態遊程體驗檢討會議 

(1.) 時間：107.06.05（⼆二）早上 9 點⾄至 12 點 

(2.) 地點：清泉部落⽼老王客棧 

(3.) 出席：周錦貴、︑､張秋⽣生、︑､羅桃妹、︑､周碧華、︑､羅智怡、︑､林秀菊、︑､曾⼤大才、︑､張英妹、︑､

曾廣福、︑､錢珠英、︑､楊蜜、︑､張淑蘭、︑､圈⾕谷資訊陳逸忠、︑､朱珮⽂文、︑､王榆君 

(4.) 討論事項： 

A. ⽼老師回饋 

I. 遊覽⾞車 

i. 此次遊覽⾞車無確認清楚⾞車型。︒｡ 

ii. 什麼樣的遊覽⾞車適合部落⼩小旅⾏行？ 

表 30、︑､部落體驗遊程交通接駁種類優、︑､缺點⽐比較圖 

⾞車型 20 ⼈人⼩小巴 20 ⼈人⼩小中巴 9 ⼈人座 

優點 ⾞車型⼩小，在狹⼩小的部

落道路⾏行駛較輕易且

快速。︒｡ 

座位較⼤大較舒適，有

放⾏行李空間。︒｡ 

  

座位最舒適，且機動

性⾼高，最適合在⼭山上

⾏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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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座位⼩小，遊客較不舒

適，無放⾏行李空間。︒｡ 

⾞車型較⼤大，在部落狹

⼩小道路⾏行駛⾏行動慢且

危險性較⾼高。︒｡ 

 （⾞車程時間需拉⾧長） 

費⽤用最⾼高，遊客收費

需提⾼高。︒｡ 

  

II. 領隊 

i. 司領的住宿問題須注意。︒｡ 

ii. 領隊要清楚知道各個導覽員並成為介紹部落族⼈人的⾓角⾊色 。︒｡ 

III. 其他 

i. 是否不適合假⽇日舉辦⼩小旅⾏行？各個民宿、︑､露營區夥伴皆忙碌於⾃自家

客⼈人，且與教會聚會時間衝突，時間上難以分配得當。︒｡  

ii. 螢⽕火蟲出沒之數量及地點調查需再更精準。︒｡ 

iii. 需確認各⼯工作⼈人員抵達⼯工作崗位的時間。︒｡ 

iv. 需擬定⾏行程耽誤後的應對機制。︒｡ 

v. 因接近正中午時刻天氣炎熱，清泉部落巡禮是否需要縮減？  

vi. ⼿手作⽵竹餐具需預備切割機。︒｡ 

vii. 民宿若臨時不能接待遊客之替代⽅方案。︒｡  

viii. ⾷食農體驗完成度不⾼高。︒｡ 

ix. 下午茶時間距離午餐很接近，餐點內容可以再思考。︒｡ 

x. ⾏行前通知需加上民宿聯絡資訊，以便遊客聯絡。︒｡  

B. 清泉、︑､⽩白蘭兩部落夥伴關係 

    清泉部落因擁有天然溫泉､張學良故居、︑､清泉天主堂及藝術之森等歷史⽂文化資源，

且部落族⼈人在停⾞車廣場擺起美⾷食市集，假⽇日遊客眾多，⽽而⽩白蘭部落因周圍群⼭山環繞

且⾃自然資源豐富，時常可⾒見雲海及雲霧繚繞⼭山頭等⾵風景，⼜又因鄰近清泉部落及觀霧

遊憩區，假⽇日吸引許多露營客及遊客拜訪。︒｡兩部落各⾃自擁有其獨特性，⽽而在此次會

議中，夥伴們也看⾒見彼此合作的必要性，在⼈人⼒力配置及部落特⾊色資源定位上互補成

為⼯工作夥伴，共同策劃⼩小旅⾏行，發展⽣生態旅遊產業。︒｡ 

C. 拜訪新⽵竹科學園區公司福利委員會規劃 

    經過第⼀一梯次及第⼆二梯次遊程操作的經驗，夥伴們發現⾏行銷推廣的重要性，⽽而

因新⽵竹科學園區距離清泉、︑､⽩白蘭部落僅約⼀一⼩小時⾞車程，且科學園區許多公司員⼯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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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入族群，因其地緣關係及消費實⼒力充⾜足，將規劃成為⽣生態旅遊的強打族群，透

過親⾃自拜訪⽵竹科公司福委會，提供相關遊程資訊，盼望與其成為夥伴關係，並讓部

落成為⽵竹科員⼯工假⽇日休憩的後花園。︒｡此部分將於期中後開始策劃與執⾏行。︒｡ 

7. ⽣生態旅遊體驗檢討與分析 

(1.) ⽩白蘭部落⽣生態旅遊 SWOT 分析     

    透過第⼆二梯次以⽩白蘭部落為主的遊客導⼊入操作，運⽤用 SWOT 分析，找出⽩白蘭部

落發展⽣生態旅遊產業的優勢、︑､劣勢、︑､機會及威脅，盼能成為未來⽩白蘭部落發展⽣生態

旅遊的⽅方向依據。︒｡ 

圖 57、︑､⽩白蘭部落發展⽣生態旅遊產業 SWOT 分析圖 

(2.) 清泉部落⽣生態旅遊 SWOT 策略分析 

    根據 20 世紀 80 年代初由美國舊⾦金⼭山⼤大學的管理學教授⾱韋⾥里克提出的 SWOT 的

分析法，可進⼀一步進⾏行 SWOT 策略分析，在分析時，應把所有的內部因素（即優劣

勢）集中在⼀一起，然後⽤用外部的⼒力量來對這些因素進⾏行評估，且應在確定內外部各

種變數的基礎上，採⽤用杠桿效應、︑､抑制性、︑､脆弱性和問題性四個基本概念進⾏行這⼀一

模式的分析。︒｡（資料參考/MBA lib 智庫，百科） 

A. 槓桿效應（優勢+機會）。︒｡槓桿效應產⽣生於內部優勢與外部機會相互⼀一致和

適應時。︒｡在這種情形下，部落可以⽤用⾃自⾝身內部優勢撬起外部機會，使機會

與優勢充分結合發揮出來。︒｡然⽽而，機會往往是稍瞬即逝，因此部落必須敏

S
優勢

W
劣勢

O
機會

T
威脅

 自然資源豐富 有多條自然步道及登山路線

 環境優美 時常可見雲海風景

 長輩看重文化傳承 亦有年輕人返鄉傳承

 住宿環境完整 遊客可選擇入住民宿 露營區

 可結合在地當季農產之體驗學習型活動

 發展觀光已久 族人皆具備一定的服務能力

 部落會議成立 有利於部落整合工作

 部落位置鄰近科學園區 為新竹市的後花園

 台灣民眾近幾年對深度旅遊興趣度提升

 為攀登大霸尖山及進入觀霧遊憩區的必經之路

 網路行銷未有效鎖定客群

 尚未找出強打主題以區隔其他部落小旅行

 無大眾運輸工具 遊客較難抵達

為散居行聚落 彼此距離長 較難整合資源

各民宿 露營區夥伴假日皆忙碌於自家客人 且

與教會聚會時間衝突 假日舉辦小旅行有其難度

族人經營民宿 露營區已久 已習慣既定的經營

模式 較難看見發展生態旅遊的願景

部落的族人平日忙於顧及經濟生活

 目前市場上體驗部落等活動眾多

分散遊客選擇性

 近期全國民眾觀光消費力低弱

 出國機票便宜 降低國內旅遊意願

 近期國民休閒活動多選擇自行露營 露營車等

自助低消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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銳地捕捉機會，把握時機，以尋求更⼤大的發展。︒｡ 

B. 抑制性（劣勢+機會）。︒｡抑制性意味著妨礙、︑､阻⽌止、︑､影響與控制。︒｡當環境提

供的機會與部落內部資源優勢不相適合，或者不能相互重疊時，部落的優

勢再⼤大也將得不到發揮。︒｡在這種情形下，部落就需要提供和追加某種資源，

以促進內部資源劣勢向優勢⽅方⾯面轉化，從⽽而迎合或適應外部機會。︒｡ 

C. 脆弱性（優勢+威脅）。︒｡脆弱性意味著優勢的程度或強度的降低、︑､減少。︒｡當

環境狀況對部落優勢構成威脅時，優勢得不到充分發揮，出現優勢不優的

脆弱局⾯面。︒｡在這種情形下，部落必須剋服威脅，以發揮優勢。︒｡ 

D. 問題性（劣勢+威脅）。︒｡當部落內部劣勢與企業外部威脅相遇時，部落就⾯面

臨著嚴峻挑戰，如果處理不當，可能直接威脅到產業的⽣生死存亡。︒｡ 

以此四個基本概念為基礎下，⼜又可以增⾧長策略、︑､移轉策略、︑､多元化策略及防禦策略

等四項策略來解決⽬目前部落所遇問題（資料參考/⼝口袋財經）： 

A. SO 增⾧長策略：部落的內部優勢是否可以運⽤用在這個潮流機會，若可則必

須要把握這個可以快速增⾧長的機會。︒｡（發揮槓桿效應） 

B. WO 移轉策略：劣勢是部落不擅⾧長的部分，當機會與部落的內部資源不符

合時，可尋找其他資源，促進劣勢轉化成優勢，以迎合外部的機會，增加

成功的機會。︒｡（減少抑制性） 

C. ST 多元化策略：當內部的優勢資源，遭到威脅⽽而無法發揮出效⽤用時，要

想辦法克服威脅，或是把威脅的優勢給消除。︒｡（避免展現脆弱性） 

D. WT 防禦策略：當內部劣勢與外部威脅相遇時，就⾯面臨著嚴峻挑戰，是否

有辦法防禦外來的威脅攻擊⾃自⼰己的弱點，會是策略的重點。︒｡（問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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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SWOT 策略分析之基本概念及策略⽅方法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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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以上 SWOT 的基本概念及策略⽅方法，故將⽩白蘭部落發展⽣生態旅遊產業的優

勢、︑､劣勢、︑､機會及威脅進⼀一步進⾏行策略分析： 

A. 優勢(S) + 機會(O) 的增⾧長策略（槓桿效應） 

    ⽩白蘭部落發展觀光產業已久，族⼈人皆具備⼀一定的服務能⼒力，且部落住宿環境完

整，遊客可⾃自⾏行選擇⼊入住民宿及露營區，⼜又加上⾃自然資源豐富、︑､環境優美、︑､⾧長輩看

重⽂文化傳承，已具備發展⽣生態旅遊產業的實⼒力，⽽而⽣生態旅遊團隊及部落會議的成⽴立，

更能助於整合觀霧遊憩區即前往攀登⼤大霸尖⼭山的遊客等資源，並連結新⽵竹科學園區，

發展部落深度旅遊，兼具環境保育、︑､在地居民福祉，朝向部落整體永續經營。︒｡ 

B. 劣勢(W) + 機會(O) 的移轉策略（抑制性） 

I. 從鎖定⽵竹科客群開始，與新⽵竹科學園區成為夥伴關係，慢慢增加曝光度。︒｡ 

II. 觀霧遊憩區假⽇日皆有許多遊客到訪，結合其現有優勢資源，增加部落⽣生

態旅遊的豐富度及吸引⼒力。︒｡ 

III. 部落內無⼤大眾運輸⼯工具抵達，可藉此創造神秘感，找出內部秘境，吸引

⾃自駕遊客到訪。︒｡ 

IV. 因部落為散居型態，點到點的距離拉⾧長，套裝⾏行程應鬆散安排，且讓⾞車

程⾵風景亦成為遊程亮點之⼀一。︒｡ 

V. ⽣生態旅遊應成為為部落產業加分的⼯工具，⽽而⽬目前部落族⼈人的現況及條件，

應以主打平⽇日客群為⽬目標，利⽤用調降平⽇日價格、︑､營造平⽇日遊客較少，遊

憩品質佳的氛圍等⽅方式，吸引在排假制度下的在職⼈人員以及退休⼈人⼠士，

且透過『有共識者先⾏行』的模式，讓明⽩白部落發展⽣生態旅遊的願景之部

落夥伴組成⽣生態旅遊團隊，進⽽而慢慢影響其他部落族⼈人。︒｡ 

C. 優勢(S) + 威脅(T) 的多元化策略（脆弱性） 

I. 找出部落的獨特性，發展『只有這裡有』的體驗⾏行程，例如：踏訪祖先

的獵場—⼤大窩⼭山森林野營，在只有帆布及⽕火堆的夜晚，更能零距離的感

受⼤大⾃自然，並體驗獵⼈人⽣生活及智慧。︒｡ 

II. 轉換體驗遊程模式，針對露營客推出不同主題的遊程活動，⽽而根據露營

客⼼心理，應調鬆遊程內容，讓遊客保留時間享受露營時光，故亦可降低

成本及收費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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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劣勢(W) + 威脅(T) 的防禦策略（問題性） 

    市場上體驗部落活動眾多，分散遊客選擇性及近期全國民眾觀光消費⼒力低弱為

⽬目前部落發展⽣生態旅遊所遇之最⼤大問題，部落若無法隨時掌握市場資訊，並進⾏行內

部的調整與因應則易使產業⾛走向滅亡，故部落組成團隊來解決每⼀一時期所遇的問題

為⾮非常重要的關鍵之⼀一，⽽而找出適合部落的運作機制及在產業上的獨特性亦為⾮非常

重要的⼀一點，來避免當內部劣勢與外部威脅相遇時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8. ⽣生態遊程體驗影像紀錄 

  清泉部落導覽解說 ⽩白蘭部落⽯石頭⽣生態步道導覽解說 

  樂哈⼭山露營區前留影 ⼿手作⽵竹餐具 

  螢⽕火蟲季賞螢活動 ⽵竹串烤⾁肉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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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梯次 

    今年度的⽣生態旅遊體驗第三梯次為清泉部落與⽩白蘭部落共同舉辦，遊程第⼀一天

⽩白天以清泉部落為主要內容，遊程第⼀一天晚上⾄至第⼆二天以⽩白蘭部落為主要內容，其

中清泉部落巡禮結合桃⼭山國⼩小⼩小⼩小解說員，透過孩⼦子的⼝口認識泰雅⽂文化及部落故事，

⽽而第⼀一天晚上的部落晚會邀請已畢業的桃⼭山國⼩小合唱團前來表演，享受泰雅美聲，

更加⼊入森林夜觀⾏行程，帶領遊客聆聽夜晚的聲⾳音，尋找在地上的星星。︒｡     

此次⼩小旅⾏行搭配公視節⽬目『南部開講-在地旅⾏行』的隨團採訪⼯工作，盼望能透過

電視媒體的報導，呈現兩年來清泉、︑､⽩白蘭部落在雪管處的⽣生態旅遊培⼒力成果，傳遞

⽣生態旅遊核⼼心價值並成為部落在宣傳⾏行銷⽅方⾯面的良好⼯工具。︒｡ 

    ⽽而在⽣生態旅遊體驗的過程中，輔導團隊提供諮詢並整合此主題遊程的規劃，也

協助建置宣傳網站及報名⾴頁⾯面等，以部落夥伴為對外聯繫窗⼝口，輔導團隊協助執⾏行

後端報名業務的合作⽅方式，完成此次的⽣生態旅遊體驗，且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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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主題：『清泉、︑､⽩白蘭部落在哪裡⼩小旅⾏行』 

⽂文案： 

在哪裡？！ 

我們⼀一起去尋找看得到⼭山的地⽅方！ 

【 清泉部落｜⽩白蘭部落⼩小旅⾏行 】 

電話那頭 

⽼老⼈人家的⼀一句簡單問候 

『你在哪裡？』 

在哪裡 

在都市、︑､在⼭山上 

哪裏是屬於你的地⽅方？ 

清泉、︑､⽩白蘭部落攜⼿手合 

我們和你 

⼀一起尋找 

尋找看得到⼭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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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容 

表31、︑､『清泉、︑､⽩白蘭部落在哪裡⼩小旅⾏行』⽣生態遊程內容表 

⽇日期 107.9.12-13（三、︑､四） 

⾏行程 第⼀一天 

集合出發—聽聽清泉—藝術之森午餐—⾛走⾛走清泉—⽩白蘭部落民宿

Check-in—晚餐【泰雅⼿手抓飯】—部落晚會—森林夜觀—民宿休息/

晚安 

第⼆二天 

早餐—⽩白蘭部落⽯石頭⽣生態步道【⼀一窺⼭山中的天然⽯石砌⼩小世界】—午

餐—璞真⼭山居【⾷食農、︑､篝⽕火屋體驗】—回饋分享—賦歸 

收費 3800 $/⼈人（含交通） 

參與⼈人數 9⼈人（遊客6⼈人，公視⼯工作⼈人員3⼈人） 

 

3. 宣傳層⾯面 

    此次⼩小旅⾏行以架設活動官⽅方網站（http://whereareyounow.strikingly.com/）的⽅方

式，提供遊客遊程完整資訊，包含旅⾏行亮點、︑､報名資訊等，且在報名資訊上詳細載

明此遊程有媒體隨團採訪，以保障參與遊客之隱私權，並運⽤用Facebook臉書粉絲專

⾴頁、︑､活動及社團進⾏行活動曝光，以不斷發布貼⽂文的⽅方式增加曝光率，且透過在相同

性質的社團分享，鎖定新⽵竹地區、︑､喜愛旅遊及親⼦子等族群，並將活動資訊發佈在Line

群組、︑､『農業易遊網』及『環境資訊中⼼心』綠課表上。︒｡ 

 

  圖59、︑､清泉、︑､⽩白蘭部落在哪裡⼩小旅⾏行專屬

活動網站 

圖60、︑､網站上架三個⽉月內已達1,191點閱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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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1、︑､清泉、︑､⽩白蘭部落在哪裡⼩小旅⾏行

『Accupass活動通』宣傳⾴頁⾯面 

圖62、︑､清泉、︑､⽩白蘭部落在哪裡⼩小旅⾏行『環

境資訊中⼼心』宣傳⾴頁⾯面 

  圖63、︑､清泉、︑､⽩白蘭部落在哪裡⼩小旅⾏行『健

⾏行筆記』宣傳⾴頁⾯面 

圖64、︑､清泉、︑､⽩白蘭部落在哪裡⼩小旅⾏行『農

業易遊網』宣傳⾴頁⾯面 

  圖65、︑､清泉、︑､⽩白蘭部落在哪裡⼩小旅⾏行『圈

⾕谷臉書粉絲專⾴頁』宣傳貼⽂文 

圖66、︑､清泉、︑､⽩白蘭部落在哪裡⼩小旅⾏行『登峰造

極 雪霸之美臉書粉絲專⾴頁』宣傳貼⽂文 

  圖67、︑､清泉、︑､⽩白蘭部落在哪裡⼩小旅⾏行『臉

書活動⾴頁』建⽴立 

圖68、︑､清泉、︑､⽩白蘭部落在哪裡⼩小旅⾏行『⾃自

由時報』報導 



 116 

4. ⽣生態遊程體驗滿意度分析 

    遊客滿意度分析的部分，以在遊程的最後階段將問卷發放給每位遊客的⽅方式進

⾏行滿意度調查，並填寫遊客基本資料作為往後客群定位分析數據。︒｡問項⽅方⾯面，『2018

清泉、︑､⽩白蘭部落在哪裡⼩小旅⾏行滿意度問卷』共有 20 題（⾒見附件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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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整個遊程的缺點在哪個層⾯面，並加強之。︒｡此梯次遊客多由親朋好友推薦，亦有透

過 Accupass 活動通及⾃自由時報得知活動資訊，此次回收之有效問卷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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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得知，遊客多為

⼥女性，且年齡分佈集中在 50 歲以上，教育程度以⼤大專以上為主，職業分佈以軍公教

及家庭主婦為多數，居住地以中部為主，所得為無固定所得及四萬以上～六萬（含）

為多數，家庭狀況以未婚為多數。︒｡ 

 

表 32、︑､清泉、︑､⽩白蘭部落⽣生態旅遊客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 

項⽬目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 14.29 

⼥女 7 85.71 

年齡 20 歲以下 0 0.00 

21-30 歲 1 14.29 

31-40 歲 1 14.29 

41-50 歲 1 14.29 

51-60 歲 2 28.57 

61 以上 2 28.57 

教育 國中或以下 1 14.29 

⾼高中職 1 14.29 

⼤大專 4 57.14 

研究所以上 1 14.29 

職業 學⽣生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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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公教 2 28.57 

農林漁牧業 0 0.00 

⼯工商業 0 0.00 

服務業 1 14.29 

⾃自由業 0 0.00 

家庭主婦 2 28.57 

退休⼈人員 1 14.29 

其他 1 14.29 

居住地 北部 2 28.57 

中部 4 57.14 

南部 1 14.29 

東部 0 0.00 

其他 0 0.00 

每⽉月平均所得 無固定收⼊入 2 28.57 

兩萬以下 1 14.29 

兩萬以上～四萬（含） 1 14.29 

四萬以上～六萬（含） 2 28.57 

六萬～⼋八萬 1 14.29 

⼋八萬以上 0 0.00 

家庭狀況 未婚 4 57.14 

已婚，尚未有⼦子⼥女 0 0.00 

已婚，⼩小孩尚未獨⽴立 0 0.00 

已婚，⼩小孩皆已獨⽴立 3 42.86 

其他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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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3）得知，遊客在遊程之滿意度分析中⼤大多呈現滿意的狀態，其中我對

部落⾵風味晚餐感到滿意、︑､我對住宿主⼈人的服務態度感到滿意及我對⽯石頭⽣生態步道的

導覽體驗感到滿意平均數以4.71為最⾼高，⽽而我對藝術之森午餐的餐飲服務感到滿意、︑､

我對遊程的⾃自然景觀、︑､⼈人⽂文歷史感到滿意、︑､我對⾷食農導覽體驗感到滿意及此次旅遊

讓我親近⾃自然有放鬆⼼心情的感受，平均數皆為 4.54，其他遊程的動物、︑､植物資源、︑､

夜觀及篝⽕火屋的導覽體驗以及住宿早餐皆為滿意的狀態，但對於部落的住宿環境及

清泉部落解說服務平均數較低，表⽰示仍需再做改進。︒｡ 

表 33、︑､清泉、︑､⽩白蘭部落⽣生態旅遊遊客滿意度次數分配表 

滿意度項⽬目 樣本

數 

最⼩小

值 

最⼤大

值 

平均

數 

標準

差 

1.我對領隊的服務態度感到滿意 7 4 5 4.29 0.49 

2.我對清泉部落巡禮的解說服務感到滿意 7 4 5 4.14 0.38 

3.我對藝術之森午餐的餐飲服務感到滿意 7 3 5 4.57 0.53 

4.我對遊程的⾃自然景觀感到滿意 7 4 5 4.57 0.79 

5.我對遊程的動物、︑､植物資源感到滿意 7 4 5 4.43 0.79 

6.我對遊程的⼈人⽂文、︑､歷史感到滿意 7 4 5 4.57 0.53 

7.我對部落⾵風味晚餐感到滿意 7 4 5 4.71 0.49 

8.我對部落晚會感到滿意 7 3 5 4.29 0.49 

9.我對夜觀的導覽體驗感到滿意 7 3 5 4.43 0.53 

10.我對住宿的環境整潔感到滿意 7 3 5 3.86 0.38 

11.我對住宿主⼈人的服務態度感到滿意 7 3 5 4.71 0.49 

12.我對部落提供的早餐感到滿意 7 4 5 4.43 0.53 

13.我對⽯石頭⽣生態步道的導覽體驗感到滿意 7 4 5 4.71 0.49 

14.我對篝⽕火屋導覽體驗感到滿意 7 4 5 4.43 0.53 

15.我對⾷食農導覽體驗感到滿意 7 4 5 4.57 0.53 

16.我對農園⾵風味午餐感到滿意 7 4 5 4.43 0.53 

17.此次旅遊讓我親近⾃自然有放鬆⼼心情的感

受 

7 4 5 4.57 0.53 

18.此次旅遊讓我學習到在地知識與⽣生態旅 7 4 5 4.43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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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觀念 

19.我覺得此次旅遊的花費是值得的 7 4 5 4.29 0.49 

20.我對整體的遊程體驗和服務感到滿意 7 4 5 4.29 0.49 

 

5. ⽣生態遊程體驗遊客回饋 

(1.) 建議 

A. 部落傳統⽂文化可分不同的⾏行程更詳細介紹。︒｡ 

B. 建議導覽的時候可以多說⼀一些原住民傳說故事或部落笑話，讓氣氛更歡樂

輕鬆。︒｡ 

C. 建議藝術之森可以多做⼀一些⽇日常⽣生活⽤用得到且年輕⼈人會喜歡，也可以宣傳

的東西，例如⼿手機殼、︑､記事本、︑､⽂文具、︑､明信⽚片，⽐比較常⽤用到的東西，或是

提供寄明信⽚片的時光商店，或有刻名字的紀念品。︒｡ 

D. ⾏行程可以提供泰雅族輕便⾐衣服給旅客體驗。︒｡ 

E. 建議民宿廁所的設計及衛浴設備⽔水量可以更好。︒｡ 

F. 環境整潔很重要，可以打⼯工換宿的⽅方式，請⼩小幫⼿手幫忙。︒｡ 

G. 坐貨⾞車的體驗還是要依照遊客的需求，提供其他選擇。︒｡ 

H. 夜觀的⾏行前說明很重要，可以看到什麼，亦有看不到動物的可能，⽽而建議

夜觀⾏行程可以規劃為整個晚上，時間更充裕。︒｡ 

I. 建議發下部落地圖提供給遊客⾃自由時間使⽤用。︒｡ 

J. ⽣生態巡守很重要，將整個動植物資源調查清楚，哪裡可以看到亮點。︒｡ 

K. 第⼀一天中餐菜⾊色可以再多⼀一點泰雅特⾊色。︒｡ 

L. 導覽解說內容需注意⾧長短及時間掌控。︒｡ 

M. 對於⼯工作⼈人員來說，晚上的⾏行程太累了。︒｡ 

N. ⽯石頭步道的解說牌若能做後續的整理及清潔會更好。︒｡ 

O. 建議可以規劃讓遊客親⼿手採摘烹煮的體驗。︒｡ 

(2.) 讚美 

A. 很滿意所有流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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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態遊程體驗檢討會議 

(1.) 時間：107.10.04（四）早上 9 點⾄至 12 點 

(2.) 地點：⽩白蘭部落尤巴⼠士露營區 

(3.) 出席：周錦貴、︑､羅桃妹、︑､羅智怡、︑､許安霖、︑､葉靜娟、︑､廖英智、︑､陳⾦金泉、︑､陳⽂文成、︑､

江喜悅、︑､圈⾕谷資訊陳逸忠、︑､朱珮⽂文、︑､王榆君 

(4.) 討論事項： 

A. 夥伴回饋 

I. 夜觀未來可以變成晚上⾏行程的重點，不要晚會和夜觀都要進⾏行。︒｡ 

II. 夜觀可以去觀霧，那是⼀一定可以看到動物的地⽅方，但是相對距離較遠。︒｡ 

III. 碰到耆⽼老說故事說太久時應提早告知耆⽼老或是以⼿手勢提醒。︒｡ 

IV. 桃⼭山國⼩小合唱團孩⼦子們的台⾵風需要再訓練，⽽而將孩⼦子納進晚會內容很

好，孩⼦子們也喜歡加⼊入，但是會產⽣生接駁的問題。︒｡ 

V. 遊客的年齡層可有所區隔。︒｡ 

VI. 未來團隊⽬目標與原民會⼀一起參加旅展，但是部落的能量夠不夠，希望

可以殺出屬於部落⾃自⼰己的⼀一條路。︒｡ 

VII. 五峰DOC.課程將加⼊入⽣生態知識內容，團隊夥伴成為種⼦子教師教導更多

族⼈人。︒｡ 

B. 拜訪⽵竹科福委會⼀一事：將延於下次開會討論。︒｡ 

C. 網站後需經營⽅方案： 

    今年度網站費⽤用及經營由輔導團隊負責，明年度開始交由部落夥伴管理，

若團隊欲委託輔導團隊代為管理，請輔導團隊協助報價，詳細內容與經費如

下。︒｡ 

I. 今年度付費期間：107.06.06-108.06.06 

II. Strikingly網站專業版費⽤用：192$ 美⾦金（5884$台幣）/年 

III. 整體收費（網站+管理）：8000$台幣/年 

D. 周邊合作關係 

    建議未來可和兩部落周邊的外部資源（民宿、︑､餐廳等，EX.觀霧遊憩區、︑､

觀霧⼭山莊、︑､雪霸農場、︑､⼭山上⼈人家）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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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態遊程體驗附加效益 

公視節⽬目『南部開講-在地旅⾏行』採訪： 

    公視節⽬目記者於今年六⽉月份時透過圈⾕谷粉絲專⾴頁聯絡本公司，因從新聞報導中

看到本公司在清泉和⽩白蘭部落執⾏行觀光產業輔導，希望⾄至部落進⾏行⼩小旅⾏行跟拍及採

訪，⽽而此節⽬目的在地旅⾏行系列報導，是帶⼤大家⽤用深度旅⾏行的⽅方式⾛走進台灣各個⾓角落，

所倡導的是社區共利還有⽣生態環境永續概念。︒｡經過三個⽉月多⽅方的聯繫與溝通，公視

採訪團隊於9/12-13完成⼩小旅⾏行跟拍，並於其他時間進⾏行畫⾯面補拍及個⼈人採訪，節⽬目

呈現內容如下： 

(1.) 本集節⽬目主題：『南部開講-在地旅⾏行 探訪雪霸雲上的泰雅部落』 

(2.) 本集節⽬目內容⼤大綱 

    清泉部落和⽩白蘭部落是新⽵竹縣五峰鄉泰雅族聚落區域，也是前往雪霸國家公園

觀霧區的重要據點，因為擁有天然溫泉和雲海，每到假⽇日總是吸引許多遊客尋幽攬

勝，雪霸國家公園有感於早期在園區裡，多屬於部落族⼈人的傳統領域，因此他們結

合泰雅的傳統⽂文化，⼀一起推動部落⽣生態旅遊，這也開啟了雪霸國家公園和部落族⼈人

在資源共享共管上的⽰示範，這⼀一集在地旅⾏行，要帶⼤大家⼀一起去瞭解，跟著族⼈人⼭山中

⽣生活的智慧，來⼀一趟雪霸雲上的部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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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集節⽬目內容 

表34、︑､『南部開講-在地旅⾏行 探訪雪霸雲上的泰雅部落』節⽬目內容 

主題 內容 

⼤大主題⼀一：清泉、︑､⽩白蘭部落概述 

⼤大主題⼆二：清泉部落（跟拍與特別採訪） 

戴著Sabin（⼭山棕）閱讀清泉的泰雅⼈人⽂文 ◎ 迎耆⽼老祈福、︑､贈送⼭山棕⼿手環迎賓禮 

◎ 頭⽬目廣場導覽解說 

體驗泰雅族的⽣生活技藝 ◎ 原住民館導覽解說 

◎ ⼩小⽶米放置⽅方法 

◎ 趕⿃鳥器介紹 

◎ ⽵竹樂器介紹 

看⾒見泰雅族⼯工藝之美 ◎ 藝術之森導覽解說 

◎ ⾬雨⽂文⽂文創⼯工坊採訪 

看⾒見玻璃⼯工藝之美 亞威藝術⼯工坊採訪 

驚⾒見國際藝術⼤大師作品森之蛹 森之蛹導覽解說 

⽤用藝術守護清泉的神職⼈人員 ◎ 清泉天主堂導覽解說 

◎ 丁松青神⽗父採訪 

感受三⽑毛割捨不下的清泉夢 三⽑毛夢屋導覽解說 

⽤用泰雅樂⾳音播下傳承的種⼦子 ◎ 桃⼭山國⼩小⼩小⼩小解說員導覽解說 

◎ 桃⼭山國⼩小校⾧長採訪 

◎ 桃⼭山國⼩小⼩小提琴隊 

⼤大主題三：⽩白蘭部落（跟拍與特別採訪） 

雪霸雲上的泰雅族⽩白蘭部落 ◎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鍾銘⼭山處⾧長採訪 

◎ ⽩白蘭部落簡介 

◎ 雪霸國家公園與⽩白蘭部落⾃自然步道 

閱讀泰雅族的⽣生活⽂文化 ⽯石頭⽣生態步道導覽解說 

體驗天然的遊憩設施 

隱藏著神奇的天然冰箱 ⽩白蘭溪古道冰⼝口 

學習泰雅族的野外求⽣生技能 耆⽼老狩獵陷阱⽰示範 

品嚐⼿手抓飯了解泰雅料理觀念 品嚐泰雅⼿手抓飯 

閱讀泰雅祖先的⽣生活智慧 篝⽕火屋導覽解說 

⼤大主題四：總結 

雪霸雲上的泰雅族部落 雪霸國家公園與清泉、︑､⽩白蘭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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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影像紀錄： 

  清泉、︑､⽩白蘭部落概述 迎耆⽼老祈福、︑､贈送⼭山棕⼿手環迎賓禮 

  桃⼭山國⼩小⼩小⼩小解說員導覽解說 雪霸國家公園與⽩白蘭部落⾃自然步道 

  ⽯石頭⽣生態步道導覽解說 ⾬雨⽂文⽂文創⼯工坊採訪 

  篝⽕火屋導覽解說 丁松青神⽗父採訪 

(5.)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kV1EQrRnq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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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態遊程體驗影像紀錄 

  藝術之森美⾷食饗宴 清泉天主堂前留影 

  桃⼭山國⼩小⼩小⼩小解說員 部落晚會桃⼭山國⼩小合唱團獻聲 

  ⽩白蘭部落⽯石頭⽣生態步道 泰雅篝⽕火屋導覽解說 

  ⽵竹串烤⾁肉體驗 親⼿手採摘無毒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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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遊客基本組成分析 

    此部分主要針對清泉、︑､⽩白蘭兩部落⾃自 106 年起⽣生態遊程體驗之回收問卷，進⾏行

遊客基本組成分析，說明受測者的性別、︑､年齡、︑､教育、︑､職業、︑､居住地、︑､每⽉月平均所

得及家庭狀況等七項之分佈狀況，以了解其組成特徵，作為往後⽣生態遊程體驗主打

客群之參考資料。︒｡⽣生態遊程體驗總計五場次，共回收 62 份有效問卷。︒｡ 

    依（表 35）所⽰示，參與遊客以⼥女性居多，且年齡分佈以 40 歲以上之中⽼老年⼈人⼝口

為主，教育程度以⼤大專以上為主，並以退休⼈人員及從事⼯工商業者居多，且幾乎皆居

住在北部地區，每⽉月平均所得的部分為無固定收⼊入者多，家庭狀況以已婚，⼩小孩皆

以獨⽴立為主。︒｡故綜觀以上分析，參與遊客之組成以北部地區家庭負擔較輕的⼥女性遊

客為主，擁有⾜足夠的能⼒力、︑､⼼心⼒力及時間從事相關遊憩⾏行為。︒｡ 

 

表 35、︑､已舉辦之⽣生態遊程體驗遊客組成特性摘要表 

場次

名稱/

項⽬目 

⽩白蘭部落玩

不完⼩小旅⾏行

第⼀一梯次 

⽩白蘭部落玩

不完⼩小旅⾏行

第⼆二梯次 

清泉部落

A-li 桂⽵竹筍

⼩小旅⾏行 

⽩白蘭部落

Kpagung 螢

⽕火蟲⼩小旅⾏行 

清泉、︑､⽩白蘭部

落在哪裡⼩小

旅⾏行 

⽇日期 106.11.14-15 106.11.28-29 107.5.5-6 107.5.26-27 107.9.12-13 

調查

⽅方式 

現地/量化 

問卷 

現地/量化 

問卷 

現地/量化 

問卷 

現地/量化 

問卷 

現地/量化 

問卷 

有效

問卷

數 

15 份 12 份 11 份 16 份 8 份 

性別 ⼥女性居多

（66.67%） 

男性

（33.33%） 

⼥女性略多

（58.33%） 

男性

（41.67%） 

男性居多

（63.64%） 

⼥女性

（36.36%） 

⼥女性居多

（62.5%） 

男性 

（37.5%） 

⼥女性居多，

（85.71%），

男性

（14.29%） 

年齡 61 歲以上居

多（53.33%） 

，其次為 51

歲⾄至 60 歲

（20%） 

41 歲⾄至 50 歲

居多

（33.33%），

其次為 51 歲

⾄至 60 歲

（25%） 

41 歲⾄至 50 歲

居多

（45.45%），

其次為 20 歲

以下、︑､21 歲

⾄至 30 歲及 51

歲⾄至 60 歲

（18.18%） 

51 歲⾄至 60 歲

居多

（31.25%），

其次為 41 歲

⾄至 50 歲

（25%） 

51 歲⾄至 60 歲

及 61 歲以上

居多（皆為

28.57%），其

次為 21 歲⾄至

30 歲、︑､31 歲

⾄至 40 歲及 41

歲⾄至 5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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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9%） 

教育 ⼤大專居多

（60%），其

次為研究所

以上（20%） 

⼤大專居多

（66.67%），

其次為⾼高中

職（25%） 

研究所以上

居多

（45.45%），

其次為⼤大專

（27.27%） 

⼤大專居多

（50%），其

次為⾼高中職

（25%） 

⼤大專為多數

（57.14%），

其他皆為

（14.29%） 

職業 退休⼈人員居

多

（46.67%），

其次為家庭

主婦

（26.67%） 

退休⼈人員居

多（25%），

其次為服務

業、︑､⾃自由業、︑､

家庭主婦（皆

為 16.67%） 

⼯工商業居多

（36.36%），

其次為學⽣生

（27.27%） 

⼯工商業居多

（31.25%）其

次為家庭主

婦（18.75%） 

軍公教及家

庭主婦居多

（28.57%） 

其次為服務

業、︑､退休⼈人員

及其他

（14.29%） 

居住

地 

以北部為主

（100%） 

以北部為主

（100%） 

北部居多

（81.82），其

次為中部

（18.18%） 

北部居多

（81.25%），

其次為中部

（18.75%） 

中部居多

（57.14%），

其次為北部

（28.58%） 

每⽉月

平均

所得 

無固定收⼊入

居多

（53.33%），

其次為六⾄至

⼋八萬

（26.67%） 

無固定收⼊入

居多

（41.67%），

其次為四⾄至

六萬

（33.33%） 

無固定收⼊入

及兩萬⾄至四

萬居多（皆為

27.27%），其

次為四⾄至六

萬及⼋八萬以

上（18.18%） 

無固定收⼊入

居多

（43.75%），

其次為四⾄至

六萬

（31.25%） 

無固定收⼊入

及四⾄至六萬

居多 

(28.57%)， 

其次為兩萬

以下、︑､兩萬⾄至

四萬及六萬

⾄至⼋八萬（皆為

14.29%） 

家庭

狀況 

已婚⼩小孩皆

以獨⽴立居多

（53.33%），

其次為未婚

及已婚尚未

有⼦子⼥女

（20%） 

已婚⼩小孩皆

以獨⽴立居多

（58.33%），

其次為未婚

及已婚尚未

有⼦子⼥女（皆為

16.67%） 

未婚及已婚

⼩小孩尚未獨

⽴立居多（皆

39.39%），其

次已婚，⼩小孩

皆以獨⽴立

（18.18%） 

已婚⼩小孩皆

以獨⽴立居多

（43.75%），

其次為已婚

尚未有⼦子⼥女

（25%） 

未婚居多

（57.14%）其

次為已婚⼩小

孩皆已獨⽴立

（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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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建⽴立跨部落⽣生態旅遊聯盟 

    整合鄰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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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整合鄰近部落開發套裝⾏行程 

    清泉部落的聚落組成是由周邊各個⼭山頭部落的族⼈人所遷居⽽而成，故應以⼤大清泉

地區之概念作為整體發展計畫，⼤大清泉地區則包含清泉、︑､⽩白蘭、︑､⽯石⿅鹿、︑､民⽣生、︑､民都

有、︑､喜翁、︑､⼟土場等部落。︒｡⽽而在固定會議當中團隊夥伴皆達成共識，雖⽬目前先以清泉

及⽩白蘭部落開始進⾏行⽣生態旅遊培⼒力計畫，但是未來⽬目標是要整合整個⼤大清泉地區共

同發展⽣生態旅遊，甚⾄至是建⽴立五峰鄉的策略聯盟，故此次連結民⽣生部落及民都有部

落開發套裝⾏行程則朝向整合⽬目標向前⾛走了⼀一步，詳細規劃⾏行程如下： 

1. 清泉部落＋民⽣生部落兩天⼀一夜⾏行程 

    以清泉部落為主要⾏行程，第⼀一天⾏行程⾛走訪清泉部落，此部分由清泉部落導覽解

說員負責，晚上夜宿清泉部落，第⼆二天進⼊入位在民⽣生部落的⽵竹林體驗⼿手作⽵竹筒飯及

採摘桂⽵竹筍，並漫步於孟宗⽵竹林、︑､認識隱藏在樹林中的民⽣生古砲台，此部分由清泉

部落導覽解說員及民⽣生部落⽵竹林擁有著共同合作。︒｡ 

 

圖69、︑､清泉部落結合民⽣生部落兩天⼀一夜⾏行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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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蘭部落+清泉部落＋民都有部落兩天⼀一夜⾏行程 

   以⽩白蘭部落為主要⾏行程，第⼀一天上午⾛走訪清泉部落，此部分由清泉部落導覽解說

員負責，第⼀一天下午則進到⽩白蘭部落進⾏行步道巡禮、︑､⼿手作體驗以及部落晚會或森林

夜觀，此部分由⽩白蘭部落導覽解說員負責，晚上夜宿⽩白蘭部落，第⼆二天與民都有部

落森依努露營區及民都有麗京⼭山莊共同合作，體驗⾷食農與泰雅篝⽕火屋後賦歸。︒｡ 

 圖70、︑､⽩白蘭部落結合清泉部落、︑､民都有部落兩天⼀一夜⾏行程⽰示意圖 

 

 

3. 清泉部落+⽩白蘭部落兩天⼀一夜⾏行程 

    以清泉部落、︑､⽩白蘭部落各⼀一天的⾏行程，第⼀一天⽩白天⾏行程⾛走訪清泉部落，晚餐時

間進到⽩白蘭部落享⽤用晚餐及進⾏行部落晚會或森林夜觀，晚上夜宿⽩白蘭部落，第⼆二天

早上漫步⽩白蘭部落⾃自然步道，午餐後於⽩白蘭部落璞真⼭山居體驗⾷食農與篝⽕火屋後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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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71、︑､清泉部落結合⽩白蘭部落兩天⼀一夜⾏行程⽰示意圖 

 

 

 

（⼆二） 跨部落機制串連 

    清泉、︑､⽩白蘭部落⽣生態旅遊團隊於106年4⽉月正式各⾃自成⽴立，分別獨⽴立運作，召開

每⽉月固定會議及籌擬⽣生態旅遊運作機制，⾏行政作業之遊程費⽤用出⼊入帳⼾戶由夥伴⾃自⾏行

管理，及⾄至107年2⽉月，因⽩白蘭部落永續發展協會組織改選，故⽩白蘭部落⽣生態旅遊團

隊正式納進⽩白蘭部落永續發展協會之下，遊程費⽤用之出⼊入帳⼾戶改由協會管理，其他

運作機制皆無改動。︒｡⽽而⾄至107年6⽉月，因⽩白蘭部落⽣生態旅遊團隊成員流動率⾼高，清泉

部落⽣生態旅遊團隊成員⼈人數少，再加上族⼈人信仰因素，常導致⼯工作時間無法配合，

在雙⽅方團隊急需⼈人⼒力調配的情況下，正式合併成為⼀一⼯工作團隊，共同召開每⽉月固定

會議及發展⽣生態旅遊產業。︒｡ 

     ⽬目前清泉、︑､⽩白蘭⽣生態旅遊團隊由許安霖擔任⽩白蘭部落之召集⼈人，負責聯繫⽩白蘭

部落⽣生態旅遊之相關事務，由葉靜娟擔任清泉部落之召集⼈人，負責聯繫清泉部落⽣生

態旅遊之相關事務，廖英智擔任⽩白蘭部落端之窗⼝口，葉靜娟擔任清泉部落之窗⼝口，

負責對外的聯繫，並由曾嘉慶、︑､周錦貴、︑､羅桃妹、︑､林秀菊、︑､陳⾦金泉擔任核⼼心成員，

由核⼼心團隊成為主要籌劃⼈人員，當⽣生態遊程需要遊程服務時，再由召集⼈人做向下的

聯繫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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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72、︑､清泉、︑､⽩白蘭部落⽣生態旅遊團隊運作狀況演繹圖 

      

 
圖73、︑､清泉、︑､⽩白蘭部落⽣生態旅遊團隊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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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論與建議 

 

⼀一、︑､本計畫成果結論 

（⼀一）計畫說明會： 

共計兩場計畫說明會，參與⼈人數清泉部落6⼈人、︑､⽩白蘭部落22⼈人。︒｡ 

（⼆二）落實⽣生態旅遊運作機制：  

    建⽴立⽣生態旅遊服務作業流程（SOP），包含⽣生態旅遊服務之各項⼯工作內容、︑､接團

流程、︑､遊客來源定義以及其他配套機制（收費機制、︑､回饋機制、︑､⽀支薪機制），且針對

服務項⽬目及⼯工作⼈人員配置擬出兩部落⽣生態旅遊團隊之組織架構，並落實每⽉月的固定

會議，統計⼀一⽉月⾄至⼗十⼀一⽉月共計19場。︒｡ 

（三）組織社區⽣生態巡守隊： 

   清泉、︑､⽩白蘭部落⽣生態巡守隊隊⾧長為曾嘉慶，⽽而⽣生態巡守路線共分為三條路線，分

別為清泉部落環⼭山步道，組⾧長為林秀菊，⽩白蘭部落⽩白蘭溪古道，組⾧長為許安霖，⽩白

蘭部落⽯石頭⽣生態步道，組⾧長為錢珠英。︒｡⽣生態巡守成果資料從⼆二⽉月截⾄至九⽉月，其中環

⼭山步道最新調查成果共有23種植物，⽩白蘭溪古道共有20種植物，⽯石頭⽣生態步道共有

33種植物。︒｡ 

（四）相關課程培訓及⼯工作坊： 

    培訓課程總計30⼩小時，共分為社區⽣生態巡守隊、︑､部落產業發展、︑､部落餐飲產業

整合分享、︑､認識國家公園、︑､友善環境及可⾷食地景實務及操作、︑､螢⽕火蟲復育培訓等六

⼤大主題，已於今年五⽉月底全數完成培訓，所有課程資料也全數張貼到Line通訊群組

記事本讓學員參考及複習。︒｡ 

（五）⽣生態旅遊宣傳⾏行銷 

1. 遊客後續追蹤：  

    留存曾經參與過部落⽣生態遊程體驗的遊客資料，透過Line軟體在『Lokah su！部

落⼩小旅⾏行』、︑､『⽩白蘭部落玩不完』群組發布最新消息，並使⽤用Benchmark電⼦子報⾏行銷

⼯工具，統⼀一發布最新消息電⼦子郵件。︒｡ 

2. 強化網路宣傳：  

    建置兩部落專屬網⾴頁共兩式，三梯次⽣生態遊程體驗活動專屬網⾴頁共三式，並多

⽅方透過FB粉絲專⾴頁（臉書貼⽂文、︑､臉書社團、︑､臉書活動）、︑､活動資訊平台（Accu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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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通、︑､農業易遊網、︑､環境資訊中⼼心）及新聞報導（⾃自由時報）進⾏行網路媒體⾏行銷

⼯工作。︒｡ 

3. 開發新遊程路線： 

    共開發三條兩天⼀一夜遊程路線，包含以桂⽵竹筍為主題的清泉部落A-li桂⽵竹筍⼩小旅

⾏行，以賞螢活動為主題的⽩白蘭部落Kpagung螢⽕火蟲⼩小旅⾏行，及以森林夜觀為主題的

清泉、︑､⽩白蘭部落在哪裡⼩小旅⾏行。︒｡ 

4. 摺⾴頁設計：  

    延續第⼀一年之摺⾴頁所呈現兩部落的資源盤點內容，今年將清泉、︑､⽩白蘭部落摺⾴頁

合併為⼀一份設計，其中包含⽂文字⾴頁及地圖⾴頁正反兩⾯面，並以插畫繪盡清泉、︑､⽩白蘭部

落特⾊色景觀，做為整份摺⾴頁之主視覺。︒｡ 

5. 在地教材：  

    延續第⼀一年在地教材內容，分為特⾊色植物、︑､特⾊色動物及泰雅⽂文化三部份主題，

並新增楓⾹香、︑､葛藤（⼭山葛）及⿂魚藤（蕗藤）等三種民族植物，臺灣畫眉、︑､藍腹鷴、︑､

⽵竹雞、︑､樹雀等四種⿃鳥類，以及增加泰雅傳統領域分佈、︑､地理⾏行政資訊、︑､傳說故事、︑､

部落記憶等內容。︒｡更新之在地教材已上傳⾄至Line群族共學平台上供學員使⽤用。︒｡ 

（六）建⽴立跨部落⽣生態旅遊聯盟：  

   今年清泉、︑､⽩白蘭部落結合民⽣生部落及民都有部落開發新遊程路線，且共同舉辦⼀一

梯次的⽣生態遊程體驗活動，⽽而兩部落之⽣生態旅遊團隊已於六⽉月份時正式合併為⼀一團

隊，其中核⼼心幹部及成員共8⼈人，清泉部落2⼈人、︑､⽩白蘭部落6⼈人，共同籌劃⽣生態旅遊產

業事宜。︒｡ 

（七）⽣生態旅遊遊客導⼊入操作：  

   今年共舉辦三梯次之⽣生態遊程體驗，包含第⼀一梯次107.5.5-6『清泉部落A-li桂⽵竹筍

⼩小旅⾏行』、︑､第⼆二梯次107.5.26.27『⽩白蘭部落Kpagung螢⽕火蟲⼩小旅⾏行』及第三梯次

107.9.12-13『清泉、︑､⽩白蘭部落在哪裡⼩小旅⾏行』，透過網路報名招收客⼈人，並利⽤用遊客

回饋問卷資料進⾏行遊程檢討與分析，⽽而其中第三梯次有公視節⽬目南部開講採訪團進

⾏行隨團跟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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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落現況結論 

（⼀一）⽩白蘭部落為維持⽯石頭⽣生態步道及⽩白蘭溪古道之遊憩品質，已建⽴立起分區商家

共同認養的管理⽅方式，但⽬目前部落族⼈人的管理⼯工作僅⽌止於砍草及維修，尚未

看⾒見⽣生態巡守物候調查之效益，且族⼈人之植物相關知識尚未充⾜足，時常遺忘

植物名稱及樣貌便就此放棄巡守，需要更多的提醒與陪伴，且更深的傳遞⽣生

態巡守的重要性，以落實四季之資源盤點及在地守護功能，並實際運⽤用在⽣生

態旅遊遊程體驗上。︒｡ 

（⼆二）部落夥伴實際使⽤用網路媒體⾏行銷的能⼒力依然較⽋欠缺，也較被動透過網路分享

部落⽣生態遊程體驗之相關資訊，再加上市場上同質性⾼高的活動多，故主動詢

問及接洽部落的遊客少，尚未看⾒見⽣生態遊程體驗實質收⼊入之成⾧長效益。︒｡但發

展⽣生態旅遊為⼀一⾧長遠計畫，⾮非短期及能促成，需要透過⾧長期的經營與發展，

才能看⾒見其產⽣生的效益。︒｡ 

（三）雖然清泉、︑､⽩白蘭部落⽣生態旅遊團隊已開啟合作模式，但詳細的合作經營管理

及運作機制仍為模糊，且清泉部落⽣生態旅遊團隊與⽩白蘭部落⽣生態旅遊團隊合

併後，與⽩白蘭部落永續發展協會之關係尚未界定清楚，需要往後繼續推動每

⽉月固定會議的⼯工作模式，以確⽴立⽣生態旅遊運作機制。︒｡ 

（四）⽩白蘭部落發展民宿、︑､露營區產業已久，且已趨近成熟，故部落夥伴平⽇日、︑､假

⽇日皆忙於管理⾃自⼰己的家業，尚未看⾒見部落發展⽣生態旅遊之永續性，⽽而⽬目前清

泉、︑､⽩白蘭部落⽣生態旅遊團隊僅剩少數核⼼心成員，故時時將部落夥伴連結起的

那股⼒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一旦中斷了，便⼜又回到族⼈人各⾃自經營各⾃自⽣生活的狀

態，需要⾧長期的陪伴以建⽴立⼀一個完整且成熟的團隊。︒｡ 

（五）部落欲發展⽣生態旅遊產業，必須回到最根本的位置解決問題，故社區營造為

勢在必⾏行的⼯工作，才能真正顧及到整體結構的問題，且必須重視部落內⼀一級

產業的完整性，⾮非單獨依靠觀光產業，⽽而在⽣生態旅遊的概念裡，部落內的⼀一

級、︑､⼆二級、︑､三級產業與其息息相關，故部落應以產業六級化之概念經營，已

達部落產業整體且永續發展。︒｡ 

（六）因著清泉溫泉會館已閒置已久，⼜又加上⼀一直存在著的清泉攤販區問題，新⽵竹

縣政府與五峰鄉公所已開始為清泉部落進⾏行通盤檢討，並開始研擬『籌⽴立五

峰鄉觀光產業發展促進協會』，⽽而除了部落內部的整合⼯工作外，公部⾨門（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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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林管處、︑､新⽵竹縣政府、︑､五峰鄉公所、︑､部落會議）之橫向溝通及整體規劃

⼯工作亦為⾮非常重要的，盼望透過公部⾨門、︑､私部⾨門、︑､學術單位及在地部落之間

的溝通與合作，活絡地⽅方產業，並為年輕⼈人鋪⼀一條回家的路。︒｡ 

 

三、︑､建議 

    原住民部落⽣生態旅遊培⼒力計畫之推動，除可發展臺灣⼭山林的環境體驗，讓遊客

感受臺灣之美外，更能提升原住民⽣生活⽂文化展現與活絡部落的經濟發展，增進雪霸

國家公園管理處與部落之夥伴關係，惟囿於計畫經費及時程限制，後續仍有未盡事

宜有待努⼒力，故提出發展建議如下，以為後續⼯工作之參考。︒｡ 

（⼀一）深化輔導培⼒力⽣生態旅遊產業團隊之組織及專業經理⼈人，以落實單⼀一窗⼝口及⾃自

主營運之機制運作。︒｡ 

（⼆二）強化部落社區的環境⽣生態綠美化，並延伸客製化⽣生態旅遊之遊程規劃與相關

遊憩服務之提供。︒｡ 

（三）持續辦理遊客導⼊入的遊程，藉由參與經驗的累積與配套認證機制，逐步提升

⽣生態旅遊產業鏈相關服務項⽬目的專業養成與服務品質。︒｡ 

（四）將已建置完成的⽣生態旅遊網站，更積極有效的曝光與推廣，並培訓部落網路

管理⼈人才。︒｡ 

（五）⽣生態旅遊產業鏈相關服務項⽬目持續開發與培⼒力，如以接待家庭提供住宿服務、︑､

以社區接駁提供深度交通服務，及參與式的體驗活動、︑､農特產品、︑､伴⼿手禮之

研發。︒｡ 

（六）透過產業升級與加乘，結合綠⾊色經濟、︑､⽣生態旅遊、︑､環境教育等綠⾊色產業，以

環境永續為原則，形成⾃自然及⼈人⽂文保育和部落社區經濟的平衡。︒｡ 

（七）藉由出版計畫的輔助，紀錄部落周邊和觀霧地區的⾃自然與⽂文史，可傳承泰雅

族原民⽂文化，提升效益。︒｡（如摺⾴頁及在地教材印製，成為學員導覽解說之基本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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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每⽉月固定會議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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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相關課程培訓及⼯工作坊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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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生態旅遊服務作業流程（SOP）之各式表格範例 

 

接團遊客資料表格範例 

基本資料 

聯絡

⼈人姓

名 

 天數  ⼈人

數 

 

⽇日期  聯絡電話  

從何

得知

訊息 

 

服務項⽬目 

【⽇日期】DAY1 

導覽解說 

◎清泉部落巡禮 ◎⽩白蘭溪古道 ◎⽯石頭⽣生態步道 

◎森林夜觀 ◎賞螢 ◎孟宗⽵竹林 

⼿手作體驗 

◎陷阱體驗 ◎泰雅童玩 ◎編織體驗 ◎篝⽕火屋 

藝術之森藝術家 

◎亞威藝術⼯工

坊 

◎⽐比黛原作坊 ◎⾬雨⽂文⽂文創⼯工

坊 

◎達燕迷化⼯工

房 

◎青梅⼯工作室 

美⾷食體驗 

◎⾺馬告醃豬⾁肉 ◎⽵竹筒飯 ◎⾷食農體驗 

部落晚會 

◎A 團（10 ⼈人） ◎B 團（20 ⼈人） ◎C 團（30 ⼈人） ◎D 團（40 ⼈人） 

餐⾷食                                                        

【葷⾷食】_____⼈人【素⾷食】_____⼈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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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手抓飯 ◎午 ◎晚 泰雅⾵風味餐◎午 ◎晚 農家料理 ◎午 ◎晚 

住宿 

◎民宿 ◎露營區 

分房需求： 

交通 

◎搭乘遊覽⾞車 ◎⾃自⾏行開⾞車 

⾏行程安排 

 

收費  

備註 

 

⽣生態旅遊團隊記帳本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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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程細流範例 

2017 ⽩白蘭部落玩不玩⼩小旅⾏行＿第⼆二梯次＿⾃自⾏行開⾞車 

時間：106 年 11 ⽉月 28-29 ⽇日（週⼆二、︑､週三） 

地點：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白蘭部落 

Day1（11/28 週⼆二） 

清泉部落頭⽬目廣場集合—清泉部落巡禮—午餐—⽩白蘭溪古道巡禮—民宿 Check-in—

晚餐—部落晚會—民宿休息/晚安 

Day2（11/29 週三） 

早餐—⽂文化體驗 1【部落美⾷食 DIY】—午餐—⽂文化體驗 2【陷阱體驗】—⽂文化體驗 3 

【阿秋媽媽泰雅編織坊】—體驗回饋分享—賦歸 

Day1 時間 內容    地點 ⼈人員 備註 

9:30 清泉部落頭⽬目廣場集合 頭⽬目廣場 

 

領隊： 

張榮⽣生 

周錦貴  

原攤販位置前

停⾞車場 

10:00-12:00 清泉部落巡禮 

（張學良故居 10:30-11:00） 

頭⽬目廣場 

清泉吊橋 

桃⼭山國⼩小 

張學良故居 

清泉天主堂 

導覽員： 

張光宏 

張學良故居後

頭⽬目廣場開⾞車

到天主堂 

12:00-13:00 午餐 

相⾒見歡 ⾃自我介紹 

影原餐坊 張淑蘭 

張榮⽣生 

17 位葷⾷食（遊

客 13/⼯工作⼈人員

4） 

13:30-15:30 ⽩白蘭溪古道巡禮 ⽩白蘭溪古道 導覽員： 

錢珠英 

1.浮雲杉林集

合 

2.提醒遊客攜

帶隨⾝身物品

（⽔水、︑､⾬雨具….） 

16:00 民宿 check-in 巴棍農場 

阿秋媽媽 

⾺馬雅⽵竹軒 

巴棍農場 

阿秋媽媽 

⾺馬雅⽵竹軒 

發下簡易部落

地圖 

18:00-19:00 晚餐 浮雲杉林 浮雲杉林 17 位葷⾷食（遊

客 13/⼯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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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00-20:30 部落晚會 浮雲杉林 許安霖 1. 30 分鐘簡報。︒｡ 

! ⽩白蘭介紹 

! ⾃自然介紹 

! 哪裏可以

看雲海 

2. 1 ⼩小時晚會。︒｡ 

20:30- 民宿休息/晚安 巴棍農場 

阿秋媽媽 

⾺馬雅⽵竹軒 

巴棍農場 

阿秋媽媽 

⾺馬雅⽵竹軒 

 

 

Day2 時間 內容 地點 ⼈人員 備註 

民宿⾃自訂 早餐 巴棍農場 

阿秋媽媽 

⾺馬雅⽵竹軒 

巴棍農場 

阿秋媽媽 

⾺馬雅⽵竹軒 

1.拿⾏行李

check-out 

2.阿秋媽媽早

餐在⾺馬雅⽵竹軒

吃。︒｡ 

10:00-11:30 ⽂文 

化 

體 

驗 

（⼀一） 

【部落美⾷食 DIY】 

⾃自製⽵竹筒飯、︑､ 

泰雅童玩 

⾺馬雅⽵竹軒 羅⾹香美、︑､

曾嘉慶 

桌椅擺放位置。︒｡ 

12:00 午餐 ⾺馬雅⽵竹軒 

 

羅⾺馬雅 17 位葷⾷食（遊

客 13/⼯工作⼈人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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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4:30 ⽂文 

化 

體 

驗 

（⼆二） 

【陷阱體驗】 ⾺馬雅⽵竹軒  

 

許雲祥 

 

 

14:40-15:30 ⽂文 

化 

體 

驗 

（三） 

【阿秋媽媽】 

 

阿秋媽媽泰雅

編織坊 

阿秋媽媽 要有⼈人可以幫

忙阿秋媽媽（從

佈置、︑､講解、︑､試

穿…….） 

15:30-16:00 體驗回饋分享 阿秋媽媽泰雅

編織坊 

周錦貴 發問卷 

16:00 賦歸    

 

參與⼈人員 

(3) 楊 XX、︑､楊 XX、︑､范 XX 

(1) 劉 XX 

(1) 彭 XX 

(2) 張 XX、︑､吳 XX 

(6) 陳 XX、︑､陳 XX、︑､王 XX、︑､陳 XX、︑､陳 XX、︑､林 XX 

(2) 陳逸忠、︑､王榆君（圈⾕谷） 

報名遊客 11 ⼈人 雪霸 2 ⼈人 領隊 2 ⼈人 圈⾕谷 2 ⼈人 

遊客共 13 ⼈人 ⼯工作⼈人員共 4 ⼈人 

共 17 ⼈人 

⾞車輛 

共五台⼩小客⾞車 

⼯工作⼈人員名單 

姓名 電話 姓名 電話 

張榮⽣生 0966-870-380 周錦貴 0911-107-640 

張淑蘭 0917-994-820 錢珠英 0932-742-480 

周碧華 03-5856351 張明光 0910-170-544 

羅桃妹 0988-517-051 曾家慶 0965-17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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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珍妹 0928-637-557 楊蜜 0975-270-319 

許安霖 0917-168-752 羅⾹香美 0975-776-215 

張光宏 0910-296-918  

 

11/28 住宿分配 

四⼈人房 a 陳 XX（⼥女 24）、︑､陳 XX（男 24） 巴棍農場 

四⼈人房 b 陳 XX（⼥女 59）、︑､林 XX（男 48） 巴棍農場 

四⼈人房 c 陳 XX（⼥女 49）、︑､王 XX（男 57） 巴棍農場 

 

四⼈人房 a 劉 XX（男 62）、︑､彭 XX（男 50） 阿秋媽媽 

四⼈人房 b 張 XX（⼥女 55）、︑､吳 XX（男 60） 阿秋媽媽 

 

四⼈人房 a 楊 XX（⼥女 52）、︑､楊 XX（⼥女 35）、︑､范 XX（⼥女

36） 

⾺馬雅⽵竹軒 

共 13 ⼈人 

 

 

 

 

 

11/28-11/29 ⽩白蘭玩不玩⼩小旅⾏行費⽤用細項（13 ⼈人） 

餐費：300 $/餐/⼈人 

住宿：900$/晚/⼈人（含早餐） 

領隊：2000$/⼈人 

部落晚會：3000$/次 

⽩白蘭溪古道導覽：1000$/次 

清泉部落導覽：1000$/次 

⽂文化體驗-美⾷食 DIY：2000$/次 

⽂文化體驗-陷阱：1000$/次 

⽂文化體驗-阿秋媽媽：1000$/次 

保險：37$/⼈人 

收費 

⾃自⾏行開⾞車：2700 元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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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程路線植物物候調查表 

＿＿＿＿部落⽣生態巡守隊  遊程路線植物物候調查表  記錄者：＿＿＿＿＿＿＿ 

 

⽇日期 植物名稱 開

花 

結

果 

嫩

葉 

落

葉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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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在地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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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生態遊程體驗遊客滿意度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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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期初、︑､期中、︑､期末審查會議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 
 

「107 年度新⽵竹縣五峰鄉清泉、︑､⽩白蘭部落⽣生態旅遊培⼒力計畫」 

期初審查會議紀錄及意⾒見回覆表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一、︑､劉⾦金⿓龍課⾧長 

1. 巡守監測的相關成果未呈現，請補

充。︒｡ 

2. 部分課程未依⼯工作計畫書辦理，變更

項⽬目請通知管理處。︒｡ 

3. 兩部落參與⽣生態旅遊之⼈人員很不均

等，請受託單位對清泉部落再多加費

⼼心。︒｡                           

4. 關於遊客意⾒見回饋，請進⼀一步深度分

析，例如可將去年與今年之意⾒見做對

照⽐比較。︒｡ 

1. 補充內容請⾒見內⽂文表 6、︑､表 7、︑､表 8。︒｡ 

2. 已將課程調整內容發⽂文⾄至管理處。︒｡ 

3. ⽬目前清泉、︑､⽩白蘭部落⽣生態旅遊團隊已

於六⽉月份合併為⼀一⼯工作團隊，透過彼

此不同的旅遊特⾊色定位，彼此合作成

為豐富多元的團隊，亦補⾜足了部落參

與產業發展⼈人⼒力及⼈人才資源薄弱等

問題。︒｡ 

4. 因著每⼀一梯次的遊客體驗皆嘗試以

不同遊程內容呈現，以及由不同的⼯工

作⼈人員負責，故每⼀一則遊客意⾒見回饋

皆會有所差異，⽽而透過附件七的遊客

意⾒見⽐比較表可得知：住宿⽅方⾯面，部落

住宿環境因建置多年，多少有⽼老舊之

處，固皆以乾淨、︑､整潔為⽬目標，且民

宿主⼈人需⽤用⼼心接待，此部分待努⼒力加

強。︒｡餐⾷食⽅方⾯面，⼤大致評價皆為良好，

份量的拿捏已在今年做調整，且將野

菜特⾊色加⼊入農家午餐當中，⽽而在清泉

部落的⽤用餐環境整潔仍需努⼒力改

善。︒｡導覽⽅方⾯面，部落⽣生態及⽂文化故事

的解說皆已納⼊入解說內容中，⽽而⿆麥克

⾵風的使⽤用亦已做改善。︒｡整體⾏行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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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遊客皆建議可規劃⼀一年四季的遊

程特⾊色，並找出秘境，推出特⾊色⾏行

程，且依照不同族群規劃遊程。︒｡其他

回饋⽅方⾯面，活動中讓遊客補⽔水的地點

需多增加，並加以提醒遊客攜帶⾃自⼰己

的⽔水壺。︒｡ 

⼆二、︑､劉憶萱辦事員 

1. ⽬目前兩個部落已建⽴立⽣生態旅遊產業

團隊，關於去年期末報告時提到希望

由合法⽴立案之社團組織做為負責單

位以保障消費者的權益，部落是否與

相關協會已建⽴立合作模式？ 

2. 清泉部落因⼀一般遊客容易到達，因此

在推清泉⼩小旅⾏行時反應不如預期，該

如何因應？ 

1. ⽩白蘭部落於今年正式將⽣生態旅遊團

隊納進⽩白蘭部落永續發展協會之

中，故相關收費程序已由協會代理，

⽽而清泉部落亦與⽩白蘭部落建⽴立合作

模式，成為同⼀一團隊，相關收費程序

亦由⽩白蘭部落永續發展協會協助處

理。︒｡ 

2. 清泉部落應將資源範圍擴及到整個

⼤大清泉地區，找出不同的秘境納進遊

程當中，並結合⽩白蘭部落以及觀霧遊

憩區的資源，增加遊程豐富度，且針

對不同層⾯面的客群規劃遊程，提供遊

客更多選擇。︒｡ 

三、︑､彭⽂文禮約聘解說員 

1. ⽬目前兩部落的凝聚⼒力很強，發展⽣生態

旅遊將很有可為，建議未來遊程能將

清泉、︑､⽩白蘭兩部落做整合，讓兩部落

的特⾊色互補有無。︒｡ 

2. 建議未來可和兩部落周邊的外部資

源（民宿、︑､餐廳等）做整合。︒｡ 

1. ⽬目前清泉、︑､⽩白蘭部落已於六⽉月份合作

成為⼀一⽣生態旅遊團隊，透過彼此不同

的旅遊特⾊色定位，彼此合作成為豐富

多元的團隊，亦補⾜足了部落參與產業

發展⼈人⼒力及⼈人才資源薄弱等問題。︒｡ 

2. 兩部落鄰近觀霧⼭山莊、︑､雪霸農場及⼭山

上⼈人家等知名場域，互相連結能提升

彼此的豐富度，亦能成為堅強的在地

策略聯盟，此建議將會納進兩部落的

固定會議議程當中，提供給夥伴們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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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盼望能連結更多外部資源。︒｡ 

四、︑､邱滄明課⾧長 

1. ⽬目前部落成員的參與程度如何？如

何讓更多⼈人加⼊入？ 

2. 未來預計鎖定的客群是依據遊客問

卷分析的結果⽽而推知嗎？ 

1. ⽬目前部落團隊成員因著每⼀一梯次遊

程舉辦的⼯工作⼈人員⽽而有所變動，但皆

有固定⼗十位左右的核⼼心⼈人員共同推

動⽣生態旅遊產業，⽽而團隊秉持著『有

共識的⼈人先⾏行』的價值觀，透過持續

努⼒力的推廣⽣生態旅遊產業，讓未加⼊入

團隊的族⼈人看⾒見部落發展⽣生態旅遊

的好處及願景，進⽽而讓越來越多⼈人參

與其中。︒｡ 

2. ⽣生態旅遊遊程預計鎖定的客群依據

來⾃自於遊客回饋問卷，以及分析部落

內部資源與所在位置等相關資訊，並

參考市場上所推出的遊程體驗活

動，進⽽而歸納出鎖定客群。︒｡ 

五、︑､柯武勇辦事員 

1. 兩部落培⼒力可看到初步成果，相信能

慢慢帶動年輕⼈人回鄉，帶來正⾯面效

應。︒｡ 

2. 建議可將部落所⾯面臨的環境清潔問

題提報⾄至部落會議討論，並將討論結

果適時向相關機關表達。︒｡ 

1. 謝謝柯武勇辦事員的正⾯面⿎鼓勵。︒｡ 

2. 因兩部落的部落會議才剛成⽴立，尚未

成熟且完整，⽽而部落⽣生態旅遊團隊⽬目

前未與部落會議進⾏行整合，盼望未來

能適時的掌握機會，將相關部落公共

議題提報⾄至部落會議當中，由部落⼀一

起同⼼心解決。︒｡ 

六、︑､五峰鄉公所戴⽟玉蘭課⾧長 

1. 受 託 單 位 對 於 兩 部 落 有 深 ⼊入 的 了

解，計畫執⾏行所召開的相關會議，除

了⽣生態旅遊團隊成員外，希望能廣邀

其他的部落族⼈人參與。︒｡ 

2. 建議未來可納⼊入其他周邊的部落共

同合作發展⽣生態旅遊。︒｡ 

1. 部落族⼈人因常需顧及⽣生計與⽣生活的

問題，無暇參與⽣生態旅遊團隊相關事

務，盼望透過⽬目前團隊持續努⼒力的推

廣⽣生態旅遊產業，讓未加⼊入團隊的族

⼈人看⾒見部落發展⽣生態旅遊的好處及

願景，進⽽而讓越來越多⼈人參與其中。︒｡ 

2. 盼望透過清泉、︑､⽩白蘭部落發展⽣生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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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 所 希 望 和 受 託 單 位 建 ⽴立 合 作 關

係，讓公所的活動與部落團隊做連

結。︒｡ 

遊的案例，且透過團隊夥伴不斷整合

部落資源，進⽽而帶動鄰近部落共同合

作發展⽣生態旅遊。︒｡ 

3. ⽬目前兩部落的⽣生態旅遊團隊已建

⽴立，⽽而若要使⽣生態旅遊產業在部落永

續發展，與鄉公所的穩定合作關係是

⾮非常重要的，亦盼望未來團隊可推出

更多⾃自主的活動能與鄉公所共同舉

辦，建⽴立雙⽅方的夥伴關係。︒｡ 

七、︑､陳俊⼭山秘書 

遊客問卷回饋普遍對於清泉泰雅美⾷食街

的滿意度較差，建議公所對整體區域再予

規劃改善。︒｡ 

⽬目前新⽵竹縣政府與五峰鄉公所已對於清

泉⾵風景特定區做通盤的檢討，亦盼望與清

泉部落會議加以整合，對整體區域再予規

劃改善。︒｡ 

⼋八、︑､鄭瑞昌副處⾧長 

1. 藉由部落⼩小旅⾏行，如何讓⼀一般遊客與

國家公園有所連結？ 

2. 離本處觀霧站最近的雲⼭山部落未來

是否有機會發展⽣生態旅遊？ 

1. 透過部落導覽解說員及領隊向遊客

分享雪霸國家公園與部落的夥伴關

係，並在遊程體驗上結合觀霧遊憩區

的資源，更深的傳遞國家公園環境保

育的理念。︒｡ 

2. 距離雪霸處觀霧站最近的雲⼭山部落

最為⼈人知名的是位在 15 公⾥里處的觀

景台，可遠眺對⾯面⼭山景，⽽而每當到了

雲海季節，更是能看⾒見壯觀的雲海⾵風

景，⽽而部落內已有開設民宿，且鄰近

雪霸農場，周邊資源豐富，但因部落

居民⼈人數較少，需鏈結清泉、︑､⽩白蘭部

落等周邊資源，共同發展⽣生態旅遊產

業。︒｡ 

九、︑､鍾銘⼭山處⾧長 

1. ⽬目 前 的 ⽣生 態 旅 遊 運 作 機 制 架 構 完

1. ⽬目前清泉、︑､⽩白蘭⽣生態旅遊團隊由許安

霖擔任⽩白蘭部落的召集⼈人，林秀菊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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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實際操作的情形如何？⼈人員是否

固定且配合度⾼高？ 

2. 兩部落的⽣生態旅遊運作機制與當地

的協會互動情形如何？ 

3. 社區⽣生態巡守的執⾏行情形請再詳細

說明，相關成果未來應與遊程結合。︒｡ 

4. 清泉、︑､⽩白蘭兩部落條件不同，應該因

地制宜，找出各⾃自的培⼒力重點。︒｡ 

5. 建議公所與受託單位做連結，⽴立基於

現有的培⼒力基礎，提供部落更進⼀一步

的協助。︒｡ 

任清泉部落的召集⼈人，負責主要⼯工作

事項聯繫並召集固定會議，⽽而其他參

與的夥伴會因著⼯工作分配的狀況有

所增減，⽬目前參與在團隊的固定班底

約有⼗十⼈人左右。︒｡當舉辦遊程活動時，

由招集⼈人召集固定會議，確認遊程細

節及負責⼯工作⼈人員，窗⼝口負責對外的

聯繫，並進⾏行遊客匯款完成回報，最

後再由⽩白蘭部落永續發展協會的出

納將匯款費⽤用交給團隊進⾏行分帳，⽽而

窗⼝口的電話費從總收⼊入的 1%補貼，

夥伴則以⾃自⼰己收⼊入的 3%回饋為公基

⾦金，並在遊程結束後召開檢討會議，

⽽而部分⾏行政⼯工作如遊程細流整理、︑､保

險名單整理等則由團隊協助處理。︒｡     

2. ⽩白蘭部落⽣生態旅遊團隊已於今年正

式納進⽩白蘭部落永續發展協會之

中，團隊的經費進出都由協會代理，

⽽而若遇到需要提供領據的遊客，亦由

協會協助提供。︒｡ 

3. ⽬目前清泉部落⽣生態巡守以環⼭山步道

為主，⽩白蘭部落⽣生態巡守以⽩白蘭溪古

道及⽯石頭⽣生態步道輪流巡守為主，⽽而

清泉部落的部分，夥伴們會定時聚集

清掃部落，並進⾏行⽣生態巡守，但對於

監測紀錄⽅方⾯面執⾏行能⼒力仍較薄弱，需

要花更多⼼心⼒力的輔導及陪伴，⽽而⽩白蘭

部落的部分，⽣生態巡守的成果成為導

覽解說員的解說題材，但因部落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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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距離較為分散，⼜又礙於族⼈人平時

皆忙於⽣生計，再加上部分族⼈人認為⽣生

態巡守⼯工作⾮非⾃自⼰己所擅⾧長且⾮非⼰己

任，故雖已時常傳遞⽣生態巡守重要性

及利他為部落付出的觀念，但因現實

問題，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盼望未

來待團隊公基⾦金累積到⼀一定程度

時，巡守⼯工作能成為有給職，從公基

⾦金裡⽀支付，並和夥伴們持續討論最適

合部落的團隊運作機制，⾮非⼀一蹴可

及。︒｡ 

4. 清泉部落因是由各個⼭山頭的泰雅族

⼈人遷居下來⽽而成的，故組成複雜，在

整合的⼯工作上較為困難，雖有幾位核

⼼心的夥伴願意⼀一起共同發展⽣生態旅

遊，但若要整合更多族⼈人共同參與需

要更⾧長遠及花⼼心⼒力的培⼒力⼯工作，⽽而⽩白

蘭部落因著地緣關係、︑､⾎血緣關係及信

仰關係較為親近，⼜又加上⽩白蘭部落永

續發展協會已成⽴立多時，在整合的⼯工

作上相對完整，但因著各個族⼈人在民

宿、︑､露營區上經營多時，已習慣既定

的經營模式，在共同發展⽣生態旅遊的

整合⼯工作上，仍需繼續努⼒力。︒｡⽬目前清

泉、︑､⽩白蘭部落夥伴已合作成為⼀一⼯工作

團隊，因⽩白蘭部落的夥伴⼈人數較多，

故以⽩白蘭的夥伴為主⼒力，清泉的夥伴

合作配搭，⽽而清泉部落主推⼈人⽂文、︑､歷

史、︑､族⼈人⽣生活記憶及溫泉，⽩白蘭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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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推⾃自然資源及泰雅傳統⽣生活的⽅方

式，主打各⾃自的特⾊色，共同發展⽣生態

旅遊產業。︒｡   

5. 輔導培⼒力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便是協

助部落整合公、︑､私部⾨門的資源，其中

與鄉公所的合作更是重要，以達在地

整體發展，盼望公所能在⽬目前培⼒力成

果的基礎下，繼續與部落團隊連結，

共同關注鄉⾥里事務與⽣生態旅遊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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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新⽵竹縣五峰鄉清泉、︑､⽩白蘭部落⽣生態旅遊培⼒力計畫」 

期中審查會議紀錄及意⾒見回覆表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一、︑､劉⾦金⿓龍課⾧長 

1. 在地教材⼈人⽂文地理資料少，可將部落

組成結構資訊整合摺⾴頁中，使遊客可

深⼊入了解。︒｡ 

2. 建議將地圖摺⾴頁 2018 字樣刪除，避

免時效性；另可再補充已開放之吊

橋、︑､步道、︑､桃⼭山國⼩小及藝術之森等景

點，及⼈人⽂文故事於摺⾴頁中。︒｡ 

1. 謝謝課⾧長的建議，在地教材初期是以

部落較缺乏之在地動植物資源資料

設計，將會再補充加⼊入部落⼈人⽂文歷史

資料，於 10/30 以前提出修正及新增

在地教材及摺⾴頁內容，並於期末報告

中定稿。︒｡ 

2. 謝謝課⾧長的建議，在地教材及摺⾴頁內

容將會再做修正及新增。︒｡ 

⼆二、︑､伍珍曄技佐 

1. 報告中提到⽵竹科是具潛⼒力的開發族

群，並希望拜訪⽵竹科福委會，想了解

具體規劃，及是否有本處可配合之

處？ 

2. P.38 SWOT 分析劣勢：網路⾏行銷未有

效鎖定客群，請問這部分的改進⽅方

式？本處如何配合？ 

3. 地圖摺⾴頁所列住宿或餐飲地點皆是

培⼒力計畫夥伴成員？⽬目前⽣生態旅遊

發展嶄露成果，如果有其他部落業者

想加⼊入，將如何因應？ 

4. 收費是否與其他類似的部落旅⾏行費

⽤用⽐比較？遊客到部落之交通如何安

排？ 

1. 關於拜訪⽵竹科福委會，⽬目前將安排拜

訪南⼭山⼈人壽以及聯電福委會，詳細內

容還需在後續共識會議中研議，歡迎

貴處同仁⼀一同前往拜訪，相信也能同

時宣揚國家公園教育保育的理念。︒｡ 

3. ⽬目前網路⾏行銷尚未廣泛觸及各樣屬

性的群眾，這個部分需要⾧長時間經營

與⾏行銷。︒｡盼望透過持續不斷的在臉書

粉絲專⾴頁、︑､媒體平台上分享，增加曝

光度，並針對不同族群規劃套裝⾏行

程，⽽而異業結盟亦是⾮非常重要的⾏行銷

⽅方式，透過與不同的商家、︑､場域、︑､平

台與組織合作，擴展⾏行銷廣度，盼望

可將這樣的概念傳遞給部落夥伴，讓

部落⾏行銷⼯工作能更獨⽴立⾃自主，⽽而團隊

將會整理相關臉書貼⽂文題材提供給

管理處，再請管理處協助宣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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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前網站及摺⾴頁上的店家皆是曾經

參與課程的部落夥伴，⽽而部落⽣生態旅

遊培⼒力以「有共識先⾏行」之核⼼心概念

進⾏行，後續如有部落其他夥伴想加

⼊入，皆歡迎接洽部落窗⼝口。︒｡ 

5. ⽬目前遊程的收費定價皆是由部落夥

伴共同討論訂出，⽽而輔導團隊則透過

以往的經驗、︑､市場價格以及參考類似

的部落旅⾏行費⽤用從旁給予意⾒見，但最

後仍會尊重夥伴之決議。︒｡交通的部分

則分為兩個部分，⼀一是遊客⾃自⾏行開

⾞車，以遊客全程跟⾞車的⾞車隊⽅方式進

⾏行，⼀一是搭乘接駁⾞車，以租訂遊覽⾞車

為主，⽽而若當遊客⼈人數較少時，則以

部落夥伴⾃自⾏行派⾞車接駁的⽅方式進⾏行。︒｡ 

三、︑､彭⽂文禮約聘解說員 

1. 部落網站為⼊入⼝口意象，於計畫結束後

將如何維護管理？ 

2. 平⽇日遊客建議採費⽤用分流⽅方式，遊程

設 計 宜 保 留 ⼩小 旅 ⾏行 之 彈 性 及 機 動

性，減少陪同⼈人⼒力等開銷成本，再請

團隊協助評估。︒｡ 

1. 網站皆以簡單易操作之軟體建置，應

可交由部落年輕⼈人進⾏行維護，如後續

尚未有年輕⼈人出來承接，且有需要更

新內容，本團隊亦可協助。︒｡ 

2. 泰雅族⼈人是樂於分享的民族，⽽而部落

夥伴希望透過熱情的招待及陪伴展

現對於遊客的看重，但確實在⼈人⼒力成

本上，夥伴多是犧牲，為達往後永續

發展，⼈人⼒力分配上會再進⾏行調整與安

排。︒｡ 

四、︑､張美瓊課⾧長 

1. 在地教材建議將動植物連結在地部

落⽣生活，轉化成可以說的故事；教材

亦建議再加⼊入賽夏語。︒｡ 

1. 謝謝課⾧長的建議，在地動植物的⽂文化

⽣生活知識會再整理進在地教材中，⽽而

因⽬目前培⼒力之部落皆為泰雅族部

落，盼望還是以泰雅族語的內容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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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材中有關學名部分建議以斜體表

現。︒｡ 

為主。︒｡ 

2. 謝謝課⾧長的建議，會再進⾏行修正。︒｡ 

五、︑､陳俊⼭山秘書 

1. 建議可往「⾃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思

考，透過確認部落意願，⾃自主發起建⽴立公

約，兼顧⽂文化維繫與環境保護，亦符合國

家公園宗旨。︒｡ 

2. 報告書除了 SWOT 分析，建議增加

對策章節，分析如何利⽤用優勢與機會克服

弱勢與威脅。︒｡ 

 

1. ⽩白蘭部落的夥伴曾經在共識會議當

中討論部落可規劃出⼀一區「⾃自然⽣生態

保護區」，透過棲地的維護，讓物種

繁衍眾多，更能透過在地導覽解說員

的帶領，達到環境教育的⽬目的，但有

待部落團隊更為強壯且須與部落協

會、︑､部落會議進⾏行意⾒見整合，⽅方才有

實⾏行的可能性。︒｡ 

2. 謝謝秘書的建議，會再整理進報告書

當中。︒｡ 

六、︑､鄭瑞昌副處⾧長 

1. 新⽵竹消費能⼒力可觀，且鄰近培⼒力之部

落，受託單位主動出擊拜訪⽵竹科福委

會應可擴展潛⼒力族群。︒｡ 

2. 請受託單位再評估於假⽇日與平⽇日遊

客導⼊入對於部落整體之效益。︒｡ 

3. 摺⾴頁建議於適當版⾯面加上「雪霸國家

公園管理處」字樣，以利民眾瞭解國

家公園的努⼒力。︒｡ 

1. 盼望可以透過⽵竹科福委會的拜訪，共

同建⽴立夥伴關係，或許除了員⼯工旅遊

的遊程提供，更能合作成為⽵竹科員⼯工

的特約商店，永續彼此的合作模式。︒｡ 

2. 本團隊在計畫期間亦在不同客群、︑､時

間及費⽤用等⽅方⾯面做不同嘗試，但近來

因國內整體觀光產業蕭條，平⽇日遊程

旅⾏行社亦難招募遊客，將持續探討其

他可能性，⽽而在與部落的共識會議當

中，團隊亦向部落夥伴分析及說明假

⽇日與平⽇日的遊客效益差異，但遊程的

導⼊入仍需依照夥伴們實際的⼯工作狀

況⽽而訂定。︒｡ 

3. 謝謝副處⾧長的建議，摺⾴頁內容將會再

做修正及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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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新⽵竹縣五峰鄉清泉、︑､⽩白蘭部落⽣生態旅遊培⼒力計畫」 

期末審查會議紀錄及意⾒見回覆表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 

⼀一、︑､彭⽂文禮約聘解說員 

1. 摺⾴頁建議增加清泉溫泉標⽰示。︒｡ 

2. 建議規劃可以多利⽤用雪霸國家公園

的資源。︒｡ 

3. ⽬目前摺⾴頁設計很不錯，後續規劃可以

放置在張學良故居、︑､民宿等發揮作

⽤用。︒｡ 

4. FB、︑､網站後續該如何延續，圈⾕谷能

否提供更具體建議。︒｡ 

1. 謝謝建議，已增加標⽰示。︒｡ 

2. 謝謝建議，這兩年來，輔導團隊和學

員夥伴們⼀一直把觀霧放在⼼心上，未來

清泉、︑､⽩白蘭、︑､觀霧是⼀一個⾦金三⾓角的關

係，族⼈人們很清楚計畫是由雪霸發

包，也很清楚為什麼要執⾏行這個計

畫，因部落培⼒力要耗時間跟⼼心⼒力，所

以這⼀一兩年⼤大家還看不到我們連結

上觀霧，因為部落到觀霧有⼀一段路

程，⽬目前⼤大家的能量已經內部整合，

未來將連結整體⾃自然景觀跟國家公

園的資源，甚⾄至⼭山椒⿂魚的教育中⼼心。︒｡ 

3. 謝謝⿎鼓勵。︒｡ 

4. 清泉、︑､⽩白蘭兩部落的官⽅方網站已完成

建置，部落族⼈人也都有⾃自⼰己商家的粉

絲專⾴頁，未來希望能夠有進階的培⼒力

計畫，以期落實部落⼈人才網站管理及

使⽤用能⼒力的深化。︒｡ 

⼆二、︑､盧奕秀辦事員 

1. 在地教材⽬目前偏重⼀一般性的知識，在

地⽣生活的連結性較不⾜足，像是提到⽂文

⾯面，是否有在地的⽂文⾯面故事或是像是

在地的藝術、︑､⼯工藝的資訊。︒｡ 

2. 建議可搭配團隊調查出來的遊客族

1. 清泉、︑､⽩白蘭兩部落漢化的早，⽂文⾯面的

傳說較少聽聞，⾄至於清泉部落在地藝

術家的資訊，已彙整⾄至在地教材中。︒｡ 

2. 謝謝建議。︒｡分眾⾏行銷的部分，我們已

經有利⽤用網路上各個不同的社團，像

是親⼦子團、︑､登⼭山團或是退休族群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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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如 50 歲以上、︑､軍公教、︑､家庭主婦、︑､

未婚或已婚/⼩小孩已獨⽴立)搭配分眾

的媒體操作。︒｡ 

3. 摺⾴頁建議也可以放置在本案主要遊

客來源的新⽵竹縣市、︑､新北市、︑､臺北市

的遊憩據點。︒｡ 

團，我們都有搜尋，將部落⼩小旅⾏行的

活動資訊放到這些社團中，過去⼩小旅

⾏行也有遊客是透過這樣的⾏行銷來玩

的。︒｡ 

3. 謝謝建議。︒｡透過⼩小旅⾏行分眾的問卷可

看出北部地區、︑､新⽵竹是我們的⼤大宗，

如果摺⾴頁可以放⾄至到這些地點，對於

⾏行銷是很⼤大的幫助。︒｡ 

三、︑､劉⾦金⿓龍課⾧長 

1.  報告書 P.148-189 請補上⾴頁碼。︒｡ 

2.  請補上加⼊入⽣生態旅遊 SOP 流程圖。︒｡ 

3.  步道調查請補上 10-12 ⽉月資料。︒｡ 

4.  P.41 及 P.208 步道調查表及步道調

查成果不⼀一致，請再確認調整。︒｡ 

5. 摺⾴頁、︑､解說教材上的動植物資料，與

調查結果不⼀一致，如⿃鳥類提到台灣畫

眉、︑､樹鵲、︑､⽵竹雞，植物部分如姑婆芋、︑､

臺灣⼆二葉松、︑､葛藤、︑､⼋八⾓角蓮、︑､冇⾻骨消

等，在調查成果中皆未呈現，調查結

果與解說資料應⼀一致，請再檢查及確

認。︒｡ 

6. 摺⾴頁⼆二⽇日遊資訊可跟季節性農特產

品配合；螢⽕火蟲的部分，如果不只 5、︑､

6 ⽉月份有，也可補充其它季節的螢⽕火

蟲資訊。︒｡ 

7. 摺⾴頁地圖，⽩白蘭溪古道的兩條路無端

點，建議可以拿掉或將路連結起來，

以免民眾⾛走⼊入死巷中。︒｡ 

1. 已修正。︒｡請⾒見成果報告書第 150 ⾴頁⾄至

160 ⾴頁。︒｡ 

2. 已修正。︒｡請⾒見成果報告書第 14 ⾴頁。︒｡ 

3. 已修正。︒｡請⾒見成果報告書第 41 ⾴頁。︒｡ 

4. 已修正。︒｡請⾒見成果報告書第 41 ⾴頁。︒｡ 

5. 已修正。︒｡謝謝建議。︒｡在地教材內的

動、︑､植物介紹為整個清泉、︑､⽩白蘭部落

內可⾒見的⾃自然資源，步道內不⼀一定可

⾒見，⽽而⽣生態巡守隊調查表內的動、︑､植

物調查結果僅限於步道內的⾃自然資

源，兩者相輔相成，更增加參考價

值。︒｡ 

6. 謝謝建議。︒｡⽬目前⽩白蘭部落 4 ⾄至 5 ⽉月的

螢⽕火蟲⾏行程是⼀一個已發展成熟可對

外營運的遊程，其他⽉月份雖有螢⽕火

蟲，但還需要進⾏行更深⼊入的⽥田野調

查，期盼未來有機會開發成有特⾊色的

⽣生態旅遊⾏行程之⼀一。︒｡ 

7. 謝謝建議。︒｡已修正。︒｡ 

8.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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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摺⾴頁內合法單位才放⼊入，請調整⼀一

下。︒｡ 

9. 三⽑毛的傳說，請補充⾄至教材中。︒｡ 

9. 謝謝建議。︒｡已增加。︒｡ 

 

四、︑､鄭瑞昌副處⾧長 

1. 期中報告時，有提及要去⽵竹科接洽推

廣，不知⽬目前進度如何。︒｡ 

2. ⽩白蘭及清泉部落結合的相關資料，能

否更具體補充。︒｡ 

1. 謝謝副座的提問，關於拜訪⽵竹科的部

分，我們⼀一直有在規劃，部落⽬目前的

規劃⾏行程都是兩天⼀一夜的安排，但發

現現在遊客在規劃旅遊經費上有受

限，多傾向⼀一⽇日遊遊程，⽬目前部落夥

伴將主推⼀一⽇日遊⾏行程，等到這些安排

都確認完成，就會前往拜訪⽵竹科。︒｡ 

2. 清泉、︑､⽩白蘭合作部分，希望管理處可

以再做討論，針對這兩個部落未來的

輔導計畫後續，⽬目前部落⽣生態旅遊核

⼼心團隊相當有向⼼心⼒力，有⾧長輩、︑､年輕

⼈人，未來若在部落能持續輔導，我會

樂⾒見其成。︒｡ 

五、︑､五峰鄉公所桂麗婷 

1. 聽完簡報了解到五峰境內的觀光資

源，資源不是個體，⽽而是資源的整

合，需要居民⾃自發性參與，加上公部

⾨門間的挹注，及私⼈人專業團隊的共同

努⼒力下，才能讓部落發展成熟。︒｡ 

2. 在圈⾕谷團隊的努⼒力下，五峰清泉⽩白蘭

的⽣生態旅遊已逐漸萌芽，公部⾨門如何

持續讓它推動下去是我們下⼀一個努

⼒力的⽅方向，會將看到的感動及想法帶

回去，讓課⾧長及鄉⾧長知道。︒｡ 

1. 謝謝⿎鼓勵。︒｡ 

2. 謝謝⿎鼓勵與⽀支持。︒｡ 

六、︑､⽩白蘭部落許安霖理事 1. 謝謝許安霖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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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謝處⾧長及雪霸國家公園及圈⾕谷團

隊對於⽩白蘭部落的付出，⾧長輩告訴我

們，「哪怕是⼀一個⼈人都還有在動，就

有機會」，他們⿎鼓勵我們參與這樣的

事務，在他們⾝身上學習到要對部落參

與奉獻，我也有這樣的使命，現在計

畫結束了，但好像也還剛開始，現在

的社會就是我們的社會，我們⾃自⼰己要

準備好，再來就是要曝光，就是透過

網路⾏行銷很重要，因為部落對這⽅方⾯面

⽐比較缺乏。︒｡ 

2. 拜訪⽵竹科的部分，我們⼀一直有在規

劃，本來是兩天⼀一夜的安排，但發現

現 在 的 ⼈人 規 劃 旅 遊 在 經 費 上 有 受

限，⼀一⽇日遊就可將遊程精緻，⽬目前主

推⼀一⽇日遊⾏行程，等到這些安排可以

了，就會去找⽵竹科了。︒｡ 

3. 如果沒有團隊，我們就會各做各的，

其實沒有團隊我們也可以⾃自⼰己推銷

⾃自⼰己，但這樣就沒辦法好好推銷⾃自

⼰己，這樣的凝聚我覺得是好的。︒｡像桃

⼭山國⼩小的校⾧長也打電話來，想推廣他

們的專輯，將⼩小旅⾏行當作平台，希望

可以⼀一起合作，透過⼩小旅⾏行可以結合

很多，就可以突顯部落的特點。︒｡ 

4. 像是透過「孩⼦子們，我們來去祖先的

獵場」，我們才知道透過網路讓⼤大家

看到，這個是我們之後⾧長期想做的，

2. 謝謝許安霖的回應。︒｡ 

3. 謝謝許安霖的回應。︒｡ 

4. 謝謝許安霖的回應。︒｡盼望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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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年輕⼈人發展，關於⽣生態及部落⽂文化

資產，去了解⼭山上有什麼，如何在⼭山

上⽣生活，後續的⽣生態旅遊。︒｡ 

七、︑､鍾銘⼭山處⾧長 

1. 透過圈⾕谷團隊兩年的⽤用⼼心，讓部落看

到後續還可以做些什麼，這部分也是

我們的期待。︒｡ 

2. 在地教材、︑､摺⾴頁，這些都可以交給地

⽅方 去 運 ⽤用 推 廣 ， 像 是 ⽣生 態 巡 守 的

LINE 群組、︑､網⾴頁、︑､在地教材等是否

能夠移交給部落，讓他們學習操作，

不然會難以接續，⼯工作⼩小組策略聯盟

能否接起來，找⼈人訓練，先維持住，。︒｡ 

3. 建議部落要系統化創造議題、︑､創造亮

點，可以藉⼀一些名稱，如⽔水果季、︑､梅

季，讓它知道甜柿季節開始了。︒｡⽬目前

部落像是賽夏族祖靈祭、︑､阿美族豐年

祭，花東沿線都會透過媒體報導形成

遊客焦點，甚⾄至遊客組團參加，類似

此類的推廣，看團隊能否給⼀一些建

議。︒｡ 

1. 謝謝處⾧長的⿎鼓勵。︒｡ 

2. 謝謝處⾧長的建議。︒｡ 

3. 謝謝處⾧長的⿎鼓勵。︒｡本團隊將秉持著夥

伴關係，持續關⼼心部落，並提供必要

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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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遊客問卷回饋意⾒見⽐比較表 

項⽬目 106 年度遊客回饋 107 年度遊客回饋 

住宿 

讚美 

⽬目前部落內的廁所皆以乾淨、︑､

簡單為主，但若要以渡假的⼼心

態來說的話，廁所的設備可再

更新。︒｡ 

讚美 對於吃住感到滿意。︒｡ 

建議 無 建議 

住宿的棉被還需要加強洗

曬，有點過敏。︒｡（布拉⾕谷民宿） 

當晚⼊入住巴棍農場，⼩小⽊木屋整

潔，但有些⼩小缺失（找不到電

視遙控器、︑､浴室熱⽔水不穩、︑､浴

室⾨門無法緊密，⽔水會噴出來、︑､

窗⼾戶無法上鎖、︑､洗臉盆沒塞⼦子

不通、︑､找不到民宿主⼈人）可以

再改進。︒｡ 

住宿空間可以再改善。︒｡ 

餐⾷食 讚美 早餐吃⼩小⽶米粥、︑､雞酒和⼭山⾁肉很

開⼼心。︒｡ 

（負責⼈人：⽥田珍妹） 

讚美 對於吃住感到滿意。︒｡ 

很多沒吃過的菜，很放鬆。︒｡ 

巴棍農場邊喝花草茶邊賞⾵風景

很棒。︒｡ 

喝咖啡的⾏行程很棒，空間很舒

服還可以賞⾵風景，以後⼀一定要

加⼊入⾏行程。︒｡ 

（裴卡咖啡） 

這次的體驗很棒，在⼾戶外⽤用原

住民餐點很特別。︒｡ 

建議 建議餐⾷食的份量可以再減少⼀一

些。︒｡（影原餐坊、︑､浮雲杉林、︑､江

喜悅） 

建議 希望在⽵竹園吃午餐時可以有

遮陽的棚⼦子。︒｡（清泉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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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將在地『野菜』的價值凸顯

和包裝。︒｡ 

若是⽵竹園午餐可以移⾄至孟宗

⽵竹林來享⽤用，感覺應該很棒，

避開摘採桂⽵竹筍引來的蒼

蠅，也更有⾷食慾。︒｡ 

（清泉部落） 

可以讓整趟旅程的餐⾷食再更⼀一

體化，每⼀一餐都能展現最純粹

的泰雅⽂文化，從餐具的使⽤用、︑､

⾷食材到吃法等，像⼿手抓飯就很

棒，但還是要準備碗筷讓不適

應的遊客使⽤用。︒｡ 

⽤用餐的地⽅方最好不要有蒼

蠅，要如何改善，需要⼤大家費

⼼心來思考與⾏行動。︒｡ 

（清泉部落） 

若餐具可以使⽤用最原始的⾵風味

是最好的，像是⽊木頭或⽯石頭，

甚⾄至是⽤用葉⼦子、︑､野菜包起來都

很棒。︒｡ 

住宿早餐可以再改善。︒｡ 

導覽 讚美 張學良故居的導覽解說很棒。︒｡

（導覽員：林秀菊） 

讚美 第⼀一天的清泉導覽的很棒。︒｡ 

（導覽員：林秀菊） 

這次的體驗很棒，每位導覽⼈人

員也解說得很清楚。︒｡ 

曾奶奶導覽很好，笑話講的很

好笑。︒｡ 

（導覽員：錢珠英） 

建議 張學良故居的導覽解說很棒，

若能多保留⼀一點時間讓旅客⾃自

由瀏覽會更棒。︒｡ 

（導覽員：林秀菊） 

建議 

無 如果能有更深⼊入的⽣生態介紹會

更棒。︒｡ 

可再增加介紹在地⽂文化，講述

部落歷史⽼老故事，讓遊客更認

識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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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故事，要會說故事很重

要。︒｡ 

步道可進⾏行路線分級，像是⼀一

般路線、︑､⾼高⼿手路線，讓⽼老⼈人家

或體⼒力較不好的 

客⼈人可以選擇。︒｡ 

建議導覽員使⽤用⿆麥克⾵風。︒｡（導覽

員：錢珠英） 

在清泉的導覽可再增加多⼀一點

故事，⽽而因著這天剛好有部落

的其他活動，導覽員有時候遇

到⾧長官或熟⼈人時都會打招呼，

但遊客有被晾在⼀一邊的感覺。︒｡ 

（導覽員：張光宏） 

領隊 讚美 領隊周先⽣生好棒！ 

（領隊：周錦貴） 

讚美 

無 今天⼀一整天真的很棒，很歡

樂，領隊很照顧、︑､⼜又貼⼼心。︒｡（領

隊：陳軍） 

建議 無 建議 無 

部落

標⽰示 

 

讚美 無 讚美 無 

建議 建議提供部落的雲霧地圖，標

⽰示部落內最佳雲海觀賞點。︒｡ 

建議 

無 

建議增設部落內⽣生態動植物的

標⽰示牌。︒｡ 

建議⼯工作⼈人員攜帶吊牌，寫上

中⽂文和泰雅語的名字。︒｡ 

集合地點可以再表⽰示更清楚的

地標或地址。︒｡ 

可在⾏行前通知或部落地圖上新

增 QR cord，寫上更多詳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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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景點介紹、︑､各點的聯絡⼈人…

等。︒｡ 

體驗 讚美 阿秋媽媽的⼩小⽶米酒與織布體驗

時，後來在⼆二樓的平台上體驗

就很棒，陰涼且可看⾒見遠⽅方的

⼭山景，不然那時的太陽太⼤大，

會讓⼈人昏昏欲睡。︒｡ 

讚美 

無 

建議 體驗陷阱的動線可以再多加規

劃，因為道路為狹⾧長型的，有

時候會有⼈人被擠在後⾯面無法看

到，⽽而那時太陽⼜又很⼤大，怎麼

樣可以⾛走起來不危險⼜又舒服是

可以再去思考的。︒｡ 

建議 

無 阿秋媽媽的⼩小⽶米酒與織布體驗

時，若 Yaki ⼀一開始就穿漂亮的

族服迎接⼤大家會更棒。︒｡ 

陷阱的體驗在原始林中是最棒

的。︒｡ 

農事體驗建議在⼀一個地⽅方體驗

即可，遊客會有⽐比較⼼心態。︒｡ 

晚會 讚美 無 讚美 無 

建議 晚會可再增加多⼀一點活動。︒｡ 建議 無 

整體

⾏行程 

讚美 

無 

讚美 來到部落覺得整體遊程很不

錯，但也很驚訝並沒有很多⼈人

參與。︒｡ 

民⽣生部落的孟宗⽵竹林散步很

清幽，值得發展。︒｡ 

早上起來看⽇日出的感覺很

棒、︑､環境很舒適，對於吃住也

感到滿意。︒｡ 

但最喜歡這⼀一次的⼩小旅⾏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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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體驗泰雅⽂文化最詳細，並

不是商業旅遊，⾮非常感動，⼜又

看到年輕⼈人回鄉，可以延續產

業。︒｡ 

這是所有⼩小旅⾏行中最棒的⾏行

程，部落環境佳、︑､地理位置

近，會願意推薦給親朋好友。︒｡ 

建議 希望未來能看到⽩白蘭部落⼀一年

四季的遊程特⾊色。︒｡ 

建議 找出秘境，推出更具特⾊色的⾏行

程。︒｡ 

展現部落⾃自⼰己的⽂文化、︑､族⼈人們

⼩小時候的⽣生活⽅方式，甚⾄至是穿

著⼀一致的泰雅族服，好好的分

享與傳承在地故事。︒｡ 

規劃⼩小旅⾏行時可以區分參與

的族群。︒｡例如：給⼩小家庭的輕

旅⾏行、︑､給熱愛⼭山林的⼈人探訪秘

境、︑､給對友善耕作有興趣的⼈人

交流參訪、︑､給學⽣生⼾戶外探索、︑､

學習台灣史的⼩小旅⾏行。︒｡ 

建議未來應做遊客的總量限

制，部落有多少的能量就接多

少的客⼈人，發展精緻旅遊。︒｡ 

部落環境整潔還需加強。︒｡ 

（清泉部落） 

增加『⽣生態』的相關觀念於部

落中，並教育來此旅遊的客⼈人

共同維護，減少垃圾及污染的

產⽣生。︒｡ 

覺得這次的⼩小旅⾏行是定點式

的深度旅遊。︒｡整團遊客約 15

⼈人，卻有 7 位以上的⼯工作⼈人

員。︒｡建議可以設定 25-30 ⼈人成

團，較符合主辦單位的⼈人⼒力成

本。︒｡ 

維護原始環境，以『減法原則』

來建設部落。︒｡ 

參考國外案例，做好部落⽣生態

⽥田野調查，留下珍貴資料。︒｡ 

部落是否能限制打獵的季節，

利⽤用部落的⾃自然資源創造觀光

價值。︒｡ 

可思考和雪霸國家公園的連

結，觀霧還是有很棒的⽣生態資



 187 

源。︒｡ 

其他 讚美 像回到家鄉的感覺，部落很美

麗。︒｡ 

讚美 ⽩白蘭部落的環境舒適、︑､有年輕

⼈人返鄉、︑､距離市區近、︑､⼜又保留

原味，並不像其他的原民部落

制式化旅遊。︒｡ 

雲中的部落、︑､美麗的⾵風景、︑､怡

⼈人的氣候、︑､舒適的環境、︑､⽂文化

的部落、︑､充滿愛⼼心熱情接待，

令⼈人流連忘返，期待下次再

會。︒｡ 

曾經到司⾺馬庫斯、︑､南⼭山、︑､環⼭山

部落旅遊，覺得⽩白蘭部落最

棒。︒｡ 

這是所有⼩小旅⾏行中最棒的⾏行

程，部落環境佳、︑､地理位置

近，會願意推薦給親朋好友。︒｡ 

建議 部落的農產品可在⾏行程中不經

意的⾏行銷。︒｡ 

建議 ⾏行前通知建議提醒⼤大家要多

帶⽔水（天氣熱）。︒｡ 

建議提供杯⽔水、︑､礦泉⽔水，或是

讓⼤大家有可以加⽔水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