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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計畫緣起與理念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是純樸的泰雅族原住民部落，座落於雪霸國家

公園雪見遊憩區周邊，人文暨自然資源豐富多樣，是推展生態旅遊的極

佳據點。本處為配合生態旅遊政策以及與部落建立良好夥伴關係，同時

提昇對前往雪見遊憩區遊客之服務品質，促進鄰近地區的產業發展，故

推動生態旅遊培力計畫；另擬藉由本計畫協助部落規劃生態旅遊行程，

並輔導當地居民及業者，建立生態旅遊服務之永續經營模式。105 年已

辦理第一年培力，106 年將接續第一年基礎，規劃進階之增能培訓並落

實生態旅遊遊程，期能實現由部落自主經營生態旅遊之目標。 

 

二、計畫目標 

（一）使受輔導之業者具備發展生態旅遊之能力，達到促進地方產業、

提升旅遊服務品質、維護生態環境、保存原住民文化等效益。 

（二）整合部落資源，凝聚部落居民發展生態旅遊的共識，達到生態

保育、文化保存及社區產業發展三贏的目標，落實生態旅遊事

業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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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範圍 

梅園村在泰安鄉南三村，屬於泰雅北勢群的族人。梅園村有兩個部

落一是梅園部落與天狗部落，梅園村的土地面積佔整個泰安鄉面積的二

分之一強，北東鄰新竹縣大霸尖山為界，東鄰台中縣和平區以雪山、大

雪山為界，西鄰象鼻村為界。此次計畫範圍以泰安鄉梅園村行政區域為

範圍，面積約 934.54 公頃。 

 
圖 1-1 梅園社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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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績效評估基準及查核項目 

一、績效目標及評估基準 

表2-1 績效目標及評估基準表 

106

年

苗

栗

縣

泰

安

鄉

梅

園

村

部

落

生

態

旅

遊

培

力

計

畫 

發展面向 績效項目 評估基準 

計畫說明會 辦理計畫說明會 2場次 

部落關懷訪談 部落關懷訪談 每週至少訪視1家戶 

相關課程培訓及工作坊 

導覽解說人員增能培訓 40hrs 

特色店家輔導 至少5家 

網路媒體應用工作坊 
網路媒體應用課程 

9 小時 

建置專屬網頁及成立FB

粉絲專頁 
1式 

專家診斷共識會 2場次 

績優社區參訪研習 舉辦觀摩研習活動 
1場次 

（2天1夜） 

主題遊程開發設計及推廣 

生態遊程設計 
2式 

（1日遊&2日遊） 

宣傳摺頁設計及印製 500份 

在地教材E化 1式 

遊程體驗與檢討 生態遊程遊客導入活動 
2梯次 

（2天1夜） 

建立生態旅遊運作機制 建立生態旅遊運作機制 1式 

備註：底色區塊為本次期末報告完成之工作項目及評估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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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期末實施期程查核表 

表2-2 計畫期末工作時程及查核表 

計畫查核點 

辦理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完成簽約（106.01.16）及工作

計畫書。 
ˇ            

2.辦理計畫說明會2場次。   ˇ          

3.部落關懷訪談（每週至少訪視1

家戶）。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4.導覽解說人員增能培訓40 hrs。   ˇ  ˇ ˇ       

5.特色店家輔導（至少5家）。   ˇ ˇ ˇ        

6.網路媒體應用工作坊應用課程

9小時 
      ˇ      

7.建置專屬網頁及成立FB粉絲

專頁1式 
     ˇ ˇ ˇ     

8.專家診斷共識會2場次       ˇ ˇ     

9.績優社區參訪觀摩研習1場次       ˇ      

10.生態遊程設計2式        ˇ ˇ    

11.宣傳摺頁設計及印製500份         ˇ ˇ ˇ ˇ 

12.在地教材E化1式      ˇ ˇ ˇ ˇ ˇ ˇ  

13.生態遊程遊客導入活動2梯次         ˇ ˇ ˇ  

14.建立生態旅遊運作機制1式         ˇ ˇ ˇ ˇ 

備註：底色區塊為本次期末報告完成之工作項目及評估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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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辦理情形 

一、計畫說明會 

（一）梅園部落 

1.時間：106年03月02日（星期四）下午18：00 

2.地點：都瑪斯民宿（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1鄰梅園12-1號） 

3.出席人員：長官來賓9人（含工作人員）、參與居民23人（詳見下

列簽到表） 

4.會議記錄： 

（1）由輔導團隊典創國際有限公司報告今年度計畫推動重點與內

容。 

（2）今年度的導覽解說人員增能培訓課程，課程規劃重點有別於往，

較針對部落資源認識（部落歷史、傳統文化、部落植物、部落

景觀）以及解說技巧與肢體訓練、戶外實地研習等實務訓練課

程，鼓勵部落居民踴躍參加。 

（3）導覽解說人員增能培訓及特色店家輔導並無侷限產業屬性，都

歡迎報名參加，加強及提升自我及店家價值。 

（4）協調今年度課程開課時間，三月份將優先安排部落講師先行授

課，四月份則進入桂竹筍採收農忙時期故不排課，五月份初則

安排外聘講師課程。 

（5）績優社區參訪研習名額，將依據導覽解說人員增能培訓課程出

席狀況給予優先參加對象，鼓勵居民踴躍參加及維持良好出席

率。 

5.活動照片（含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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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園部落計畫說明會現況1 梅園部落計畫說明會現況2 

 

梅園部落計畫說明會簽到表 

 

（二）天狗部落 

1.時間：106年03月06日（星期一）下午18：00 

2.地點：天狗解說導覽室（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4鄰9之2號對面） 

3.出席人員：長官來賓5人（含工作人員）、參與居民12人（詳見下

列簽到表） 

4.會議記錄： 

（1）由輔導團隊典創國際有限公司報告今年度計畫推動重點與內

容。 

（2）梅園村目前有三個在地協會： 

A.苗栗縣泰安鄉梅園社區發展協會（鄭吉泰理事長） 

B.麥路豐休閒農業發展協會（賴國雄理事長） 

C.苗栗縣泰安鄉吾望．巴霸哇阿文化產業觀光協會（柯武泉理

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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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初步拜訪後，理事長們也承諾願意協助與推動今年度計畫，

並廣邀部落居民踴躍參與。 

（3）柯武泉理事長表示，自己與協會第一年開始都有全程參與此計

畫，今年度已經是第二年了，部落應該要先充實自我而非先看

利益，有心才有辦法發展後續，部落自己要先自力更生，而非

一昧仰賴政府資源。部落準備好了，才有辦法因應後續到部落

的觀光人潮，期許部落居民一起加入學習。 

5.活動照片（含簽到表）： 

  

天狗部落計畫說明會現況1 天狗部落計畫說明會現況2 

   

天狗部落計畫說明會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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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落關懷訪談 

計畫自完成簽約及工作計畫書後，透過每週訪視拜訪，目前已完成

45 位居民的訪視，主要目的為希望挖掘紀錄部落在地特色資源（舉凡

部落推薦自然景觀、代表性人物如部落耆老、傳說故事、特色地標、部

落代表性事件、其他原住民文化等內容），透過文字及影像紀錄傳達在

地觀點，保存部落在地珍貴的文化與故事。 

（一）部落關懷訪談受訪對象 

表3-1 部落關懷訪談彙整表 

序 受訪對象 部落 受訪日期   內容 

1 
柯偉峰 天狗部落 106.02.04   ▓原住民文化 ▓其他:觀光產業 

備註：雪見遊憩區原住民解說員、天狗部落健康管理站督導員 

2 
柯舒桓 天狗部落 106.02.13   ▓部落特色地標 

備註：雪見遊憩區保育巡查員 

3 
高惠子 天狗部落 106.02.22   ▓其他：運用在地特色發展小吃 

備註：雪見遊憩區清潔工 

4 
鄧堂正 天狗部落 106.03.03   ▓原住民文化 

備註：雪見遊憩區原住民解說員、長老的店負責人（輔導商家之一） 

5 
陳阿貴 梅園部落 106.03.07   ▓部落傳說故事▓原住民文化 

備註：梅園部落頭目 

6 陳國雄 梅園部落 106.03.16   ▓代表性人物 

7 
賴美蘭 梅園部落 106.03.21   ▓部落特色地標 

備註：雜貨商店老闆娘 

8 高英妹 梅園部落 106.03.30   ▓其他：觀光 

9 
陳盈祺 天狗部落 106.04.05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備註：梅園國小幼兒園司機 

10 
賴馨惠 梅園部落 106.04.13   ▓原住民文化 

備註：梅園國小幼兒園廚工 

11 
田梅花 天狗部落 106.04.21   ▓其他：部落市集 

備註：梅園國小幼兒園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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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馮香珍 天狗部落 106.04.26   ▉其他：部落商家輔導 

備註：天狗 33 咖啡館老闆娘（輔導商家之一） 

13 王伯元 天狗部落 106.05.02   ▊代表性人物 ▓原住民文化 

14 柯宏盛 天狗部落 106.05.08   ▉其他：部落解說人才 

15 
詹月夏 天狗部落 106.05.16   ▉其他：部落商家輔導 

備註：小麻雀小吃店老闆娘（輔導商家之一） 

16 
柯雅妮 天狗部落 106.05.24   ▓原住民文化 

備註：雪見工作站原住民解說員 

17 
柯武宏 天狗部落 106.06.01   ▉部落傳說故事 

備註：大湖地區農會代表 

18 
柯武泉 天狗部落 106.06.07   ▉代表性人物 

備註：大湖地區農會理事、吾望．巴霸哇阿文化產業觀光協會理事長 

19 
賴國雄 梅園部落 106.06.15   ▉部落傳說故事▉部落特色地標 

備註：都瑪斯民宿負責人、麥路豐協會理事長 

20 鍾嘉陵 梅園部落 106.06.21   ▉部落自然景觀 

21 羅淑娟 梅園部落 106.06.29   ▉其他 

22 
陳慶明 梅園部落 106.07.05   ▉部落傳說故事 

備註：部落耆老 

23 林沐恩 梅園部落 106.07.13   ▓原住民文化▉其他 

24 
葉湖雄 梅園部落 106.07.19   ▉其他 

備註：梅園村村長 

25 
賴宜溱 梅園部落 106.07.25   ▉其他 

備註：計畫中期後，已於縣內原民中心就職 

26 
鄭吉泰 天狗部落 106.08.03   ▉其他 

備註：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27 蔣恩慈 天狗部落 106.08.10   ▉其他 

28 鍾 杰 天狗部落 106.08.15   ▉其他 

29 詹書馨 天狗部落 106.08.22   ▉其他 

30 蔣仁豪 天狗部落 106.08.30   ▉其他 

31 王秀金 天狗部落 106.09.05   ▉其他 

32 田瑞華 天狗部落 106.09.13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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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詹婷妮 天狗部落 106.09.18   ▉其他 

34 詹金明 天狗部落 106.09.26   ▉部落代表性事件 

35 鍾秀蘭 梅園部落 106.10.05   ▉部落自然景觀▉部落特色地標 

36 柯武城 天狗部落 106.10.11   ▉部落傳說故事▉部落代表性事件 

37 
黃培恩 梅園部落 106.10.19   ▉其他 

備註：麥路豐教會傳道師 

38 
田秀蓮 天狗部落 106.10.24   ▉其他 

備註：天狗部落長老 

39 
尤 命 天狗部落 106.10.31   ▉其他 

備註：傳道師 

40 柯雄風 天狗部落 106.11.08   ▉部落代表性事件 

41 陳美麗 梅園部落 106.11.14   ▉其他 

42 田幸雨 天狗部落 106.11.16   ▉其他▉部落特色地標 

43 王美瑩 天狗部落 106.11.17   ▉其他 

44 秋秀梅 天狗部落 106.11.22   ▉其他 

45 
柯玉嬌 天狗部落 106.11.28   ▉其他 

備註：阿嬌小吃店負責人 

 

（二）部落關懷訪談受訪45位對

象，33%梅園部落、67%

天狗部落，其中22位身兼

其他職務或是協會主要

幹部、23位則是有留在部

落的年輕人，有的是家管

或是農民。而受訪內容雖

然一開始計畫訂定七大

分類，執行過程期間，會依照委員建議意見加以調整受訪內容，或

是宣傳計畫相關理念及事宜。（部落蹲點訪談紀錄詳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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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導覽解說人員增能培訓 

導覽解說人員增能培訓課程規劃，經由計畫初期拜訪以及計畫說明

會，依據部落需求規劃符合其需求之專業知識和戶外實地訓練課程。（至

少 40 小時，每堂課程至少須有 15 名學員參加） 

（一）課程規劃內容 

表3-2 導覽解說人員增能培訓課程規劃表 

課程規劃內容 日期 時數 授課師資 

梅園村泰雅族部落歷史文化、產業暨

生態資源旅遊資源盤點（1） 
3/13 3 Hrs 鄧堂正 

梅園村泰雅族部落歷史文化、產業暨

生態資源旅遊資源盤點（2） 
3/17 3 Hrs 柯雅妮 

梅園村泰雅族部落觀光景點 3/21 3 Hrs 柯偉峯 

梅園村泰雅族部落生態文化創意 5/4 4 Hrs 吳雲天 

解說技巧與肢體基礎訓練 5/5 3 Hrs 高光德 

解說技巧與肢體進階訓練 5/17 3 Hrs 詹榮富 

部落特色美食開發及行銷推廣 5/2 3 Hrs 謝秉翰 

部落動線植物解說（1）－天狗部落 
5/9 

3 Hrs 楊智凱 

部落動線植物解說（2）－二本松 3 Hrs 楊智凱 

導覽解說人員戶外實地研習 

第一階段：梅園村學員實際導覽 

第二階段：二本松學員實際導覽 

5/19 

5/20 
12 Hrs 詹榮富 

授課時數合計 -- 40 Hrs -- 

（二）授課師資簡歷 

表3-3 導覽解說人員增能培訓授課師資簡歷表 

授課講師 簡歷 授課名稱 

柯偉峯 ◎雪見遊憩區泰雅族解說員 
◎梅園村泰雅族部落觀光

景點 

鄧堂正 ◎雪見遊憩區泰雅族解說員 ◎梅園村泰雅族部落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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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產業暨生態資源

旅遊資源盤點(1) 

柯雅妮 ◎雪見遊憩區泰雅族解說員 

◎梅園村泰雅族部落歷史

文化、產業暨生態資源

旅遊資源盤點(2) 

謝秉翰 

◎2013 世界首屆(粵菜)廚皇菁

英爭霸賽  特金獎  團體  銀

牌 

◎2013 大馬"食全食美"美食嘉

年華 國際金廚爭霸賽 

◎現任苗栗縣泰安鄉達拉灣民

宿附設「葉鑲原滋味」餐廳

的廚藝總監 

◎部落特色美食開發及行

銷推廣 

吳雲天 

◎台北市出去玩戶外生活分享

協會理事長 

◎台灣山岳雜誌特約企畫編輯 

◎雪霸國家公園高山保育志工 

◎梅園村泰雅族部落文化

創意 

高光德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

學系講師 

◎中國電視公司導播、主控導

播、企劃師、製作人，世新

大學廣播電視電影系兼任助

理教授 

◎解說技巧與肢體基礎訓

練 

楊智凱 

◎現任台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

學院實驗林管理處研究助理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

人員 

◎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志工 

◎部落動線植物解說 

詹榮富 

◎雪見遊憩區泰雅族解說員 

◎雪霸國家公園第 10 期解說志

工 

◎解說技巧與肢體訓練 

◎導覽解說人員戶外實地

研習 

https://www.facebook.com/outdoorsfun/
https://www.facebook.com/outdoors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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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紀錄 

1.梅園村泰雅族部落歷史文化、產業暨生態資源旅遊資源盤點(1) 

（1）時間：106年3月13日(星期一)18:00-21:00 

（2）地點：天狗社舞繞長老教會 

（3）紀錄與說明： 

  

說明：授課中 說明：學員實戰分享 

  

說明：學員實戰分享 說明：學員實戰分享 

  

說明：學員實戰分享 說明：學員實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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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梅園村泰雅族部落歷史文化、產業暨生態資源旅遊資源盤點(2) 

（1）時間：106年3月17日(星期五)18:00-21:00 

（2）地點：苗栗縣梅園社區活動中心 

（3）紀錄與說明： 

  

說明：泰雅族文化資源說明 說明：授課中 

  

說明：泰雅族文化與傳承說明 說明：學員實戰分享 

  

說明：學員實戰分享 說明：學員實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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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梅園村泰雅族部落觀光景點 

（1）時間：106年3月21日(星期二)18:00-21:00 

（2）地點：苗栗縣梅園社區活動中心 

（3）紀錄與說明： 

  

說明：部落觀光景點介紹 說明：學員實戰分享 

  

說明：部落特色介紹 說明：學員實戰分享 

  

說明：學員實戰分享 說明：恭喜學員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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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落特色美食開發及行銷推廣 

（1）時間：106年5月2日(星期二)18:00-21:00 

（2）地點：苗栗縣梅園社區活動中心 

（3）紀錄與說明： 

  

說明：課前佈置 說明：開場說明 

  

說明：簡單擺飾教學 說明：實務操作 

  

說明：實務操作 說明：利用部落常見植物入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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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梅園村泰雅族部落文化創意 

（1）時間：106年5月4日(星期四)13:00-17:00 

（2）地點：苗栗縣梅園社區活動中心 

（3）紀錄與說明： 

  

說明：案例分享 說明：討論發想 

  

說明：學員實戰分享 說明：學員實戰分享 

  

說明：學員實戰分享 說明：學員實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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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解說技巧與肢體基礎訓練 

（1）時間：106年5月5日(星期五)18:00-21:00 

（2）地點：苗栗縣梅園社區活動中心 

（3）紀錄與說明： 

  

說明：特別實務授課中 說明：授課中 

  

說明：實際練習與指導，如何表

現第一眼印象接待遊客（行為指

導） 

說明：抽道具即興表演 

  

說明：為藉由動物牌小道具～帶

團時可示範山上常見動物聲音

或是動作，較為生動有趣 

說明：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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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部落動線植物解說（1） 

（1）時間：106年5月9日（星期二）9:00-12:00 

（2）地點：苗栗縣梅園村天狗部落 

（3）紀錄與說明： 

  

說明：用葛根做玩具，可與遊客

互動。 

說明：其他部落案例分享~構樹

藝品。 

  

說明：構樹說明與應用。 說明：口簧琴解說表演。 

  

說明：部落植物認識中。 說明：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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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部落動線植物解說（2） 

（1）時間：106年5月9日（星期二）13:00-16:00 

（2）地點：苗栗縣梅園村二本松 

（3）紀錄與說明： 

  

說明：趣味示範-植物做布袋戲。 說明：以姑婆芋做成帽子。 

  

說明：與遊客互動之趣味髮飾。 說明：蕨類植物 DIY 互動。 

  

說明：二本松植物解說。 說明：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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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解說技巧與肢體進階訓練 

（1）時間：106年5月17日(星期三)  18:00-21:00 

（2）地點：苗栗縣天狗部落小麻雀小吃店 

（3）紀錄與說明： 

  

說明：大合照。 說明：學員實際演練。 

  

說明：上課情形。 說明：學員實際演練。 

  

說明：學員實際演練。 說明：學員實際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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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導覽解說人員戶外實地研習（1） 

（1）時間：106年5月19日(星期五)  09:00-15:00 

（2）地點：苗栗縣梅園村二本松 

（3）紀錄與說明： 

  

說明：分組老師示範指導中。 說明：分組老師示範指導中。 

  

說明：趣味實用姑婆芋做面具。 說明：分組實際演練。 

  

說明：分組演練後實際檢討。 說明：分組演練後實際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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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導覽解說人員戶外實地研習（2） 

（1）時間：106年5月20日(星期六)  09:00-15:00 

（2）地點：苗栗縣梅園村二本松 

（3）紀錄與說明： 

  

說明：指導老師趣味示範。 說明：實戰演練分組帶遊客。 

  

說明：實戰演練分組帶遊客。 說明：實戰演練分組帶遊客。 

  

說明：實戰演練分組帶遊客。 說明：實戰演練分組帶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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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即時通訊群組建立： 

導覽解說人員增能培訓即時通訊群組建立，以利即時通知訊

息、解說教材資源分享及相關諮詢問題。 

 

圖3-1 導覽解說人員增能培訓即時通訊群組建立 

   

（五）導覽解說人員增能培訓課程簽到表如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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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色店家輔導 

在本工作項目執行之前，集合有意願被輔導之特色店家召開輔導前

說明會，一方面說明輔導方式，另一方面了解各店家輔導需求，以利後

續實際面對面診斷諮詢，可確實瞭解店家需求，更可精準協助改善其內

容。 

（一）特色店家輔導說明會 

1.時間：106年03月21日（星期二）18：00-19:00 

2.地點：33咖啡館（苗栗縣泰安鄉6鄰33號） 

3.出席人員：參與店家8家業者、輔導團隊2人、蹲點人員1人（詳見

下列簽到表） 

4.會議記錄： 

（1）由輔導團隊典創國際有限公司報告今年度計畫特色店家輔導方

式與內容。希冀透過面對面訪談，了解各店家營運現況及瓶頸，

並給予輔導建議。 

（2）透過各店家輔導調查表，了解店家機營營運資訊以及輔導需求，

安排各店家實際拜訪時間。 

（3）後續結合事項說明，如宣傳摺頁、遊客導入等內容。 

5.活動照片（含簽到表）： 

  

特色店家輔導說明會1 特色店家輔導說明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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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店家輔導說明會簽到表 

 

特色店家輔導即時通訊群組建立，以利即時通知及諮詢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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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店家輔導內容表 

►╠ 33 號咖啡 ╣◄ 

1.基本資料 

店家名稱 33 號咖啡 統一編號  

電    話 0976-506249 傳   真  

地    址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天狗 6 鄰 33 號 

店家網址 FB：天狗 33 號咖啡 

負責人 馮香珍 聯絡人 馮香珍 

E-mail ak15760@yahoo.com.tw 聯絡電話 0976-506249 

主要產品 

或 

經營特色內容 

1.泰雅馬奧（山胡椒）咖啡 

2.原住民特色風味餐（以山產為主） 

營業時間 
周一至周五採預約制 

週六至周日 09:00-21:00 

其他或輔導需求 
1.具廚師丙級執照 

2.輔導需求：特色塑造、文宣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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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面全景照片、地理位置簡圖 

民宿、實業或店舖正面全景照片： 

  

  

民宿、實業或店舖地理位置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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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訪談記錄 

日期 106.03.24 地點 33 號咖啡 

對象 馮香珍 

內容

說明 

一、營運調查 

1.營收狀況 

105 年 1 月經營至今，33 號咖啡主要搭配店家旁媽媽所經

營的阿嬌小吃店為主（小吃店已經營 4-5 年），小吃店主要以

預約式風味餐桌餐（3,000 元/桌），店面可容納 5 桌座客數，而

考量用完餐的客人都會想喝杯咖啡或是其他飲品，所以才會在

旁邊另外設立咖啡館。 

目前平日一至五採預約式開店，假日六至日都會正常營

業。小吃店平均月營收為 1-2 萬左右，咖啡店月營收為 5,000

元上下。 

2.人力投入 

平日 1 人，假日 2 人（負責人與其妹妹）。 

3.新投資項目 

以往以桌餐及咖啡為主，現在也開放預約一人簡餐，售價

200 元。 

4.客源說明 

咖啡經營主要以散客為主，連假桌餐預約較熟客（回流客）

居多。 

5.行銷方式 

目前僅透過經營 FB 粉絲專頁（天狗 33 號咖啡）為主，主

要營運者為負責人女兒，但頁面顯少更新。 

二、經營問題 

1.店面位於派出所對面，但店家位置位於道路轉角處，指標不清

楚且遊客容易直接上山而錯過。 

2.目前僅透過臉書 FB 粉絲專頁宣傳，整體曝光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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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 

1.建議沿路設置多處店家指標於明顯處，例如前 1 公里、前 500

公尺等距離設置。 

2.店家整體環境雖有用一些原住民元素或是工藝品布置環境，可

以再加強塑造更具在地原住民特色，營造更具「原味」氛圍，

可讓到訪民眾或是遊客更感受置身於原住民部落及文化。 

四、輔導資源投入 

1.場域環境特色元素塑造。 

2.招牌及指標設計。 

3.建立 google 地圖商家地標及店家資訊。 

輔導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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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輔導成果與說明 

 

說明：結合店家 LOGO 規劃設計招牌（可結合夜光燈飾） 

 

說明：google 地圖店家資訊及地標建立 



106 年度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部落生態旅遊培力計畫-成果報告書 

32 

►╠ 都瑪斯民宿 ╣◄ 

1.基本資料 

店家名稱 都瑪斯民宿 統一編號 25205178 

電    話 037-962102 傳   真  

地    址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 1 鄰 27 號 

店家網址 
http://yulaodumas.myweb.hinet.net/（舊） 

http://domas.strikingly.com/（新） 

負責人 賴國雄 聯絡人 賴天恩 

E-mail  聯絡電話 0911-919936 

主要產品 

或 

經營特色內容 

1.民宿、露營區 

2.風味餐、梅子酒、小米酒、梅醋 

3.休閒釣魚 

營業時間 依住宿情況，主要集中在周五、週六日，8:00-24:00 

其他或輔導需求 
目前使用網站資訊內容已是多年前資料，且無法更新。

是否可有其他網路行銷輔導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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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面全景照片、地理位置簡圖 

民宿、實業或店舖正面全景照片： 

  

  

民宿、實業或店舖地理位置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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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訪談記錄 

日期 106.03.17 地點 都瑪斯民宿 

對象 賴國雄、賴天恩 

內容

說明 

一、營運調查 

1.營收狀況 

（1）住宿類：目前有新舊兩棟，新民宿棟 10 房間*4 人，舊民宿

棟 4 房間*4 人，露營區目前約 12 組,住房率約每周有 1.5 天

新民宿棟會有遊客入住，每月營業額約 12 萬元。 

（2）餐飲類：採預訂方式營業，或有住宿者臨時訂餐，亦會依狀

況如食材存量等，而決定是否加供餐，住宿通常會詢問是否

增訂晚餐等，餐飲主要以服務住宿客為主，每月營業額較不

穩定約 3 至 5 萬元。 

（3）農產品及加工品：包含季節性蔬果及醃製梅，但營業額不高。 

2.人力投入 

（1）主要工作人力有 4 位，全部是家庭成員，包括賴國雄夫妻及

兒子賴天恩媳婦。 

（2）工作內如主要是環境清潔打掃，住宿後房間清潔及床被單清

洗日曬、廚房餐菜工作及客人用餐服務等。餐廳訂桌生意好

時，會加請臨時人員協助服務工作。 

（3）桂竹筍等農業經營，亦是季節性人力投入工作內容。 

3.新投資項目 

增加新露營區設置，目前籌備中。 

4.客源說明 

主要依靠以往來過遊客電話預約，或偶有旅行社訂餐團

客，但團客住宿非常少。 

5.行銷方式 

網站已多年未更新，且因為忘記密碼，無法更新，其他主

動行銷方式幾無，完全被動依靠客人主動打電話前來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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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營問題 

1.人力不足 

（1）家族成員共同經營，習慣於舊有模式，難以完全分工，特別

是對於主動動行銷或導入新顧客的基本日常工作全無進行。 

（2）日常園區清潔或民宿房間清潔等日常工作，或因缺乏足夠洗

衣烘乾設備，隨興式處理，缺乏效率。 

2.經營目標與主動投入資源落差 

新投入資源以增加露營區設置，但目前最大問題在園區內

管理效能低且精緻度不夠，加上客源不足，每周僅有 1~2 天來

客量。 

三、建議 

1.需重新思考整體經營發展目標：目前民宿似以家庭生活+農

業衍生出民宿和周邊經營，但民宿等產業發展的市場要求會

隨消費者的優質化要求而成長，從以往有地方過夜或可以吃

到熱食等供應，就可以做生意起家，如果無法提升服務品

質，則來客數很難成長，甚至會遞減。 

2.增加外聘人力：建議增加外聘人力，進行日常園區清潔或民

宿房間清潔等日常工作，如此才能讓家庭成員有時間進行其

他提升服務品質和主動行銷帶入新遊客的機會。如果以 1 年

進行嘗試性人力投資，增加一名清潔事務人員，而由第二代

的天恩，每周至少五個半天，投入主動行銷工作以帶入新遊

客做為目標，再進行評估「帶入新遊客」的增額利潤是否可

以長期負擔外聘人力，再考慮進行人力再增加或減少。 

四、輔導資源投入 

1.經營重點諮詢輔導。 

2.協助建立簡單網頁，以增加能見度和經營者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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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

紀錄 

  

4.輔導成果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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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部落生態旅遊培力計畫-成果報告書 

38 

 

 

說明：網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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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跋ㄚ諾乎露營區 ╣◄ 

1.基本資料 

店家名稱 跋ㄚ諾乎露營區 統一編號  

電    話 0937-745139 傳   真  

地    址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天狗 6 鄰 20 號 

店家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baanohu/（粉絲團） 

負責人 柯新來 聯絡人 柯沐霖（主要經營者） 

E-mail toptuttyt@hotmail.com 聯絡電話 0923-803636 

主要產品 

或 

經營特色內容 

露營 

營業時間 
一律採粉專私訊先後順序訂位 

預約時間：早上 07:00～晚上 23:00 

其他或輔導需求 
1.該店家主要經營者為第二代。 

2.輔導需求：文宣設計。 

  

http://share.here.com/r/mylocation/e-eyJuYW1lIjoiXHU4ZGNiXHUzMTFhXHU4YWZlXHU0ZTRlXHU5NzMyXHU3MWRmXHU1MzQwIiwiYWRkcmVzcyI6Ilx1ODJkN1x1NjgxN1x1NWUwMlx1ODJkN1x1NjgxN1x1N2UyM1x1NmNmMFx1NWI4OVx1OTEwOVx1Njg4NVx1NTcxMlx1Njc1MVx1NTkyOVx1NzJkNzZcdTkxMzAyMFx1ODY1ZiIsImxhdGl0dWRlIjoyNC4zOTE5LCJsb25naXR1ZGUiOjEyMC45Nzc3MSwicHJvdmlkZXJOYW1lIjoiZmFjZWJvb2siLCJwcm92aWRlcklkIjozODk5MTkzMzgwMTI0NDB9?link=addresses&fb_locale=zh_TW&ref=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baano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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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面全景照片、地理位置簡圖 

民宿、實業或店舖正面全景照片： 

  

  

民宿、實業或店舖地理位置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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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訪談記錄 

日期 106.03.31 地點 跋ㄚ諾乎露營區 

對象 柯新來、柯沐霖（主要經營者） 

內容

說明 

一、營運調查 

1.營收狀況 

跋阿諾乎（Ba-A-No-Hu）原名泰雅語：意為地勢平坦，是

一處崇山峻嶺內的平坦地。自 106 年 2 月正式營運，該區海拔

約 900 公尺，總營位 20 帳，費用 1,000 元至 1,100 元／帳。 

營區為階梯式共 20 帳分為(ABCDEF)區，每區容納帳數及

景觀不同，可依需求選擇營位，也可依團體人數多寡分層包場

露營。營內設施：停車場、衛浴設備、看台區。經營至今將近

四個月，一個月入住露營客約 40 帳，平均月營收 4 萬元左右。 

2.人力投入 

3-5 位（含假日臨時人員聘用）。現在主要經營者為負責人

第二代。 

3.新投資項目 

目前園區內正規劃施工「遊戲區」，提供到訪營客小朋友

可遊玩場所之一。主要經營者表示逐步規劃各細項當中。 

4.客源說明 

主要營客客源為家庭團體、親子團體或是朋友為主要客

群。 

5.行銷方式 

主要行銷方式為經營臉書粉絲團，也是主要預約訂位管

道。經營至今將近 5 個月為止（含試營運），粉絲團人數已有

1,043 人，非常不容易。與主要經營者為年輕第二代有很大的

關係。（經營粉絲團管理及維護皆為主要經營者：柯沐霖） 

而配合部落農產季節，如桂竹筍產季，營主也會提供竹筒

飯體驗或是特製的桂竹筍酸菜湯讓營客享用。另也配合賞螢季

節導覽活動或是母親節活動優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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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營問題 

經營至今，雖然與網路地圖 Google 有合作明顯標出位置，

並於粉絲團也有提供文字交通方式，但營客反應還是不太清楚

如何到達營區，且沿路指標也不多，未來會再思考增設沿路指

引指標。 

三、建議 

目前經營者第二代主要與女朋友一起經營，相關網站經營

及行銷都不成問題，未來想結合路線地圖設計製作名片，目前

本團隊將著手協助設計路線圖。（店家目前僅有文字路線） 

四、輔導資源投入 

1.路線地圖規劃與設計。 

輔導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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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輔導成果與說明 

 

說明：規劃設計店家交通地圖（EDM） 

 

 

說明：規劃設計店家名片式交通地圖（正面、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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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麻雀小吃店 ╣◄ 

1.基本資料 

店家名稱 小麻雀小吃店 統一編號 38987920 

電    話 0985-360612 傳   真 -- 

地    址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天狗 9-2 號 

店家網址 -- 

負責人 柯武泉 聯絡人 詹月夏 

E-mail  聯絡電話 0985-360612 

主要產品 

或 

經營特色內容 

便當、小吃、風味餐 

營業時間 6:00-20:00，周二公休（不一定） 

其他或輔導需求 
1.食品業者登錄字號：K-200037681-00000-4 

2.輔導需求：特色塑造、網站需求（一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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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面全景照片、地理位置簡圖 

民宿、實業或店舖正面全景照片： 

  

  

民宿、實業或店舖地理位置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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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訪談記錄 

日期 106.04.07 地點 小麻雀小吃店 

對象 柯武泉 

內容

說明 

一、營運調查 

1.營收狀況 

民國 104 年 2 月開始營運，8 月正式商業登記。營業項目

除了店內招牌小吃之外，可預約風味餐（簡餐或桌餐），簡餐

100-150 元、桌餐 1,500-2,000 元左右。主要以當地食材、蔬菜

以及山產（自養雞或是山豬肉）為主。 

2.人力投入 

1-2 人。主要為負責人及聯絡人夫妻倆。而詹月夏也是主

要掌廚者，但近期月夏腦部開刀，需要復健休息，目前請女兒

幫忙。 

3.新投資項目 

營運至今已投入 30 萬資本額（硬體部分），未來朝向投入

軟體部份，如文宣或是網站部分。 

4.客源說明 

主要客源為部落族人（平日以及假日）或是散客（假日較

多）。 

5.行銷方式 

目前無任何行銷方式，但店面位於部落道路主要幹道上，

能見度高，路過遊客需要用餐都會停留下來。 

二、經營問題 

經營內容多以經營小吃為主，內容多與平地小吃點雷同，

較無原住民或是部落特色。至於預約風味餐（簡餐或桌餐），

一般民眾至此也難以發現可預約享用，非常可惜。 

三、建議 

針對原住民風味餐部分著手，包含原住民菜單規劃設計或

文宣 EDM，或是增加幾道單點式原住民料理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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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輔導資源投入 

1.原住民菜單規劃設計。 

輔導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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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輔導成果與說明 

  

 

說明：原住民風味餐菜單規劃設計、美編及輔導產出泰雅英雄餐 

 

說明：google 地圖店家資訊及地標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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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老的店 ╣◄ 

1.基本資料 

店家名稱 長老的店 統一編號 49783873 

電    話 0978-878698 傳   真  

地    址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 4 鄰天狗 10 號 

店家網址 臉書粉絲團：天狗部落慢活輕旅遊 

負責人 鄧高月嬌 聯絡人 鄧堂正 

E-mail alangmuw601@yahoo.com.tw 聯絡電話 0978-878698 

主要產品 

或 

經營特色內容 

手工藝品、餐飲（手工養生饅頭、臭豆腐）、農特產品如當

季蔬果 

營業時間 8:00-21:00 

其他或輔導需

求 

1.主要營運者鄧堂正為雪霸國家公園原住民導覽解說志工 

2.輔導需求：場域改善、特色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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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面全景照片、地理位置簡圖 

民宿、實業或店舖正面全景照片： 

  

  

民宿、實業或店舖地理位置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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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訪談記錄 

日期 106.03.24 地點 長老的店 

對象 鄧堂正 

內容

說明 

一、營運調查 

1.營收狀況 

103 年營運至今，目前僅營運六、日及連續假期，遊客較

多。營收狀況約 7,000-8,000 元／0.5 月。（臭豆腐一份 50 元、

手工饅頭一顆 20 元、工藝品及蔬果青菜不一定。） 

2.人力投入 

2 人，未來考慮聘用工讀生。 

3.新投資項目 

未來考慮新增加品項：咖啡、私房菜套餐。 

4.客源說明 

部落朋友介紹，主要以散客為主。 

5.行銷方式 

目前僅透過經營 FB 粉絲專頁（天狗部落慢活輕旅遊）為

主，平均頁面一個月更新一次。另一管道則經由部落族人推薦。 

二、經營問題 

1.該店家位置為天狗部落裡面，而非主要車子所經過的道路旁，

能見度較低，走進部落的散客才會看到長老的店。 

2.部落可看性高如原住民文化、竹屋等資源，每逢假日，經過部

落的團車很多，但鮮少停留於部落，非常可惜。 

3.店家早期經營為在自己的住家，為活化鄰近一閒置空間，如今

將營業位置遷移至部落轉角處，店面整體環境需重新整理及塑

造更具特色之風格。 

三、建議 

1.建議於部落主要道路幹道上，作一店家指引指標，使經過之民

眾更能注意店家位置。 

2.該閒置空間雖已大致上整理試營運，但目前外觀尚未看見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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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或相關招牌，且店家外觀主題目前為粉色系較無原住民特

色元素，以及該建築物部分磚塊鋼筋裸露，建議整體塑造較更

具原住民風格（如原住民風格招牌－木雕或木板彩繪店家招

牌、或彩繪空白處牆面）。 

3.建議販售項目增加原住民元素，而非與平地一樣較無特色，如

臭豆腐可研發具原住民相關食材如馬告或是刺蔥風味的沾

醬，增加其產品特色。 

四、輔導資源投入 

1.場域環境特色元素塑造設計。 

2.建立 google 地圖商家地標及店家資訊。 

3.經營環境拍攝。 

輔導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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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輔導成果與說明 

 

說明：場域環境特色元素塑造設計。 

 

說明：google 地圖店家資訊及地標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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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ㄠ嶩民宿 ╣◄ 

1.基本資料 

店家名稱 ㄠ嶩民宿 統一編號 21430977 

電    話 
037-962128 

0919-827190 
傳   真 037-962093 

地    址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 2 鄰 23 號 

店家網址 
店家網站：http://aw-naw.emiaoli.tw/?ptype=info 

臉書：ㄠ嶩民宿露營 tayal 映象園區 

負責人 高榮盛 聯絡人 張秋英 

E-mail 
Kwesi128@yahoo.com.tw 

botu0916@gmail.com 
聯絡電話 0919-827190 

主要產品 

或 

經營特色內容 

高腳屋特色民宿、庭園式露營、餐飲（獵人餐）、咖啡、

營區生態導覽解說 

營業時間 8：00~22:00，露營區 24 小時預約開放，全年無休。 

其他或輔導需

求 

1.合法民宿登記編號：42 號。 

2.輔導需求：文宣設計、特色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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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面全景照片、地理位置簡圖 

民宿、實業或店舖正面全景照片： 

  

  

民宿、實業或店舖地理位置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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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訪談記錄 

日期 106.03.31 地點 ㄠ嶩民宿 

對象 高榮盛 

內容

說明 

一、營運調查 

1.營收狀況 

「ㄠ嶩」意指以前傳統領域的舊部落，又意貧瘠之地，暗

指不要放棄祖先留給我們寶貴資源之意。民國 84 年開始規劃，

自民國 93 年開始對外經營民宿及露營區，營業項目：獨棟民

宿 2 間（3,600 元~4,600 元）、高腳屋（古倉）通鋪 2 間（1,380

元~1,880 元），露營區 A 區~E 區共五區，總營位可容納 30-35

帳（露天 900 元／帳、雨棚 1,000 元／帳）。 

店家另一經營特色為生態文化與環境教育步道導覽：(1)

園區步道(2)桂林生態(3)園區植物(4)陷阱教學，可讓住宿民眾

多停留並了解在地文化。其他加值服務：營火、特色餐點、搗

風味麻糬、縣級解說員、夜遊活動、賞螢活動、傳統舞蹈教學、

烤肉食材備料。 

2.人力投入 

6 人。（都是自家人，夫妻倆+大兒子夫妻倆+小兒子） 

3.新投資項目 

主打露營區為主，民宿為配套部分。近期聘請水泥工、木

工、鐵工、水電工以及草皮植栽，維護更新及新增營區硬體設

備（營區衛浴設備）。 

4.客源說明 

4 成回流客+ 6 成經由網路訂房民眾。例如清明連假期間，

回流客包場三天兩夜露營。 

5.行銷方式 

ㄠ嶩自我定位為知性住宿及露營區，主要透過網站（美美

網）及粉絲團（1,058 位粉絲）宣傳為主。另一行銷重點為口

碑轉介，透過口碑行銷再回流或是吸引新客群，也是店家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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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之一。 

二、經營問題 

1.店家經營至今已 13 年，客群穩定，特色顯明，由於經營許久，

店家也持續更新及維護硬體環境，提供給民眾更優質的環境。

整體園區包含民宿區（3.5 分地）、露營區（7 分地）、種植菜園

區（3 分地）、觀景區以及竹林步道區等體驗區（2 甲 5 分地），

占地廣大但園區內各項指標較不清楚。 

2.網站上雖有提供詳細服務資訊，但最新消息、部分照片及連結

須更新，粉絲團經營許久也有上千位粉絲，但鮮少在其中看見

服務資訊與項目。 

三、建議 

1.建議製作園區各區域指標，友善提供到訪民眾指引。 

2.輔導前店家需求為文宣設計，經由實際訪談拜訪後，建議製作

店家 EDM 可於網站、粉絲團或是 LINE 通訊軟體使用宣傳。 

四、輔導資源投入 

1.EDM 規劃與設計 

2.經營環境拍攝。 

輔導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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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輔導成果與說明 

 

說明：EDM 文宣規劃與設計 1 

 

說明：EDM 文宣規劃與設計 2 

  



106 年度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部落生態旅遊培力計畫-成果報告書 

59 

►╠ 百芙灡民宿 ╣◄ 

1.基本資料 

店家名稱 百芙灡民宿 統一編號 47602405 

電    話 0975-650532 傳   真  

地    址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天狗 27-1 號 

店家網址 
店家網站：http://pei-bu-lan.strikingly.com/ 

臉書：百芙灡民宿手作餐飲（社團） 

負責人 林家儀 聯絡人 姚又溱 

E-mail Vivian_sida@yahoo.com.tw 聯絡電話 0911-919936 

主要產品 

或 

經營特色內容 

1.百芙灡風味套餐（如：鹹豬肉，小米醃肉及在地食材等

無菜單料理） 

2.咖啡/特色飲品（選用當地農特產自製，如：李子醋，李

子酒，洛神花茶，小米露，馬奧茶，還有配合當令水果

製成果汁，果醬） 

營業時間 周末假日為主 

其他或輔導需

求 

1.部落新設立合法民宿。 

2.輔導需求：網站需求（一頁站） 

  

http://pei-bu-lan.striking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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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面全景照片、地理位置簡圖 

民宿、實業或店舖正面全景照片： 

  

  

民宿、實業或店舖地理位置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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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訪談記錄 

日期 106.03.18 地點 百芙瀾民宿 

對象 姚又溱、林家儀 

內容

說明 

一、營運調查 

1.營運規劃狀況 

百芙瀾民宿預計四月份開始營業，初步規劃營業項目為住

宿及輕食下午茶，目前已申請合法民宿通過。 

（1）住宿類：目前有新民宿棟 4 房間*4 人，舊民宿棟 4 房間*4

人外部並增設，露營區 6 組，一樓屬客廳開放空間，二樓則

為客房及自住房共用。 

（2）輕食下午茶類：民宿外庭院處已規劃並設置吧檯，預計推出

輕食甜點糕餅或茶點搭配咖啡。 

2.人力投入 

（1）主要工作人力有 2 位，林家儀及其女兒，全部是家庭成員。 

（2）工作內如主要是環境清潔打掃，住宿後房間清潔及床被單清

洗日曬、廚房餐菜工作及客人用餐服務等。 

3.新投資項目 

初步拜訪時並無設立網站。 

二、經營問題 

初訪時尚未正式營運，無相關經營問題。 

三、建議 

1.營業項目簡化：目前營業項目規劃包含民宿、露營、輕食下

午茶項目較多，如以初期 1~2 人經營，則難應付高峰期人力

負擔，建議可以住宿為主，但因吧檯區幾乎已完成設置，可

考慮以自助式小 Bufe 方式，讓住宿者自行取用。如此可降

低人力高峰期負擔，而輕食下午茶價錢也可訂低，並採預收

或含入住宿費中。 

2.業主期待以外地朋友為營業對象，但亦應考慮經營持續力問

題，建議初期先增加網站資訊，以提高能見度，並創造遊客



106 年度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部落生態旅遊培力計畫-成果報告書 

62 

詢問和設備解釋說明的圖像吸引力。 

四、輔導資源投入 

1.協助建立簡單網頁，以增加能見度和經營者信心。 

2.建立 google 地圖商家地標及店家資訊。 

輔導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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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輔導成果與說明 

 

說明：網站示意圖 

 

說明：網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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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麵食館 46 號 ╣◄ 

1.基本資料 

店家名稱 假日麵食 46 號 統一編號  

電    話 0978-589856 傳   真  

地    址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天狗 46 號 

店家網址 臉書：假日麵食 46 號 

負責人 柯月枝 聯絡人 柯月枝 

E-mail  聯絡電話 0978-589856 

主要產品 

或 

經營特色內容 

麵食 

營業時間 周五晚上、假日白天 

其他或輔導需

求 
特色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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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面全景照片、地理位置簡圖 

民宿、實業或店舖正面全景照片： 

  

民宿、實業或店舖地理位置簡圖： 

 

 

  



106 年度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部落生態旅遊培力計畫-成果報告書 

66 

3.訪談記錄 

日期 106.04.15 地點 假日麵食 46 號 

對象 柯月枝 

內容

說明 

一、營運調查 

假日麵食，由柯月枝及其弟弟共同經營，兩人目前皆有正

職工作，柯月枝在泰安鄉公所、弟弟在看守所上班，麵店只有

周六日經營。營運歷史約有 5~6 年，原本在部落外環道的雜貨

店旁經營，租約到期後遷至天狗部落內自有住家門口。天狗原

本僅有其一家販賣麵食，後來小麻雀麵店開幕後，經營狀況多

少受影響，因為並非全職經營，營收並非主要經營目的。 

1.營運規劃狀況 

（1）以麵食類如陽春麵、什錦麵、豆干、海帶等家常口味麵食為

經營內容，位於天狗部落內自有住家門口經營，銷售對象也

是以部落內居民或熟悉朋友為主。 

（2）賣場面積小，僅能容納 1~2 桌，販賣對象又侷限於部落內，

外來遊客能見度低。 

2.人力投入 

主要工作人力有 2 位，柯月枝及其弟弟，全部是家庭成員。 

二、行銷方式 

目前該店家有臉書粉絲團，但更新次數少。假日主要客源

為部落族人。 

三、建議 

1.麵店賣場小、地點能見度低，遊客探詢不易、營業時間又僅

限於周末假日，因此過多的產品發想，如業主有意開發定食

套餐或其他特色餐等，比較不切實際，容易失敗。 

2.建議以泰雅文化為主軸，開發「雪霸(柯咪)泰雅麵」，透過在

地素材和泰雅傳統食物的運用，如泰雅桂竹酸筍、昭和菜、

部落周邊野菜、泰雅煎豬肉等，調整入菜，口味需以一般民

眾可接受為主，不能太”泰雅”口味，如生醃肉等建議先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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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採用，另野生動物肉品，考量法令問題及來源穩定性問

題，也建議先不採用。 

3.特色麵名稱，可再發想討論，建議先試做幾個樣式的「雪霸(柯

咪)泰雅麵」，再試菜調整口味。 

四、輔導資源投入 

1.場域環境改善與建議。 

2.特色餐點研發與建議。 

輔導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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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色店家盤點資源彙整表 

店家名稱 服務項目 容納人數 

小麻雀小吃店  餐飲（簡餐、桌餐等） 約 50 位 

33 號咖啡 
 咖啡等飲品 

 吐司類點心 
約 10~20 位 

長老的店 

 餐飲（臭豆腐、麵食） 

 手作饅頭 

 部落文化導覽 

約 30-40 位 

都瑪斯民宿 

 住宿 

 露營 

 釣魚 

 特色風味餐 

 營火晚會 

 套裝行程規劃 

 遮雨式(涼亭)營區，

18 個營位。 

 草皮 14 個營位。 

 木屋套房 5 間。 

 歐式套房 5 間。 

 通鋪 4 間。 

總共約可睡 60 人。 

ㄠ嶩民宿露營 tayal

映象園區 

 露營 

 民宿 

 風味餐 

 文化體驗 

 導覽解說 

 套裝旅遊規劃 

 景觀露營區：A、B、

C、D 四區共計 24 個

營位。 

 獨立露營區：1 營位。 

 獨棟渡假民宿：1 間，

可入住 2～6 人。 

 高腳屋通鋪：2 間，

小間 2～4 人、大間 2

～7 人 

民宿總共約可睡 17人。 

跋ㄚ諾乎露營區  露營區 20 帳 

假日麵食館 46 號  麵食 約 35~40 人 

百芙灡民宿 

 住宿 

 百芙灡風味套餐（在

地食材等無菜單料

理） 

 咖啡/特色飲品（選用

當地農特產自製，

如：李子醋，李子酒，

洛神花茶，小米露） 

 2 人房 2 間 

 4 人房 1 間 

 通鋪 1 間/6 人 

總共約可睡 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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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網路媒體應用工作坊 

依據計畫要求，辦理內容初步規劃為產業數位行銷工作坊與數位生

活應用工作坊，為不受硬體設備的限制，以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為教

學主體，搭配租借 WIFI 分享器，補強學習環境的不足。 

（一）目的 

帶領居民學習網路媒體基本知識，瞭解其重要性，並利用部落資

源普查的內容建置專屬網頁及成立 FB 粉絲專頁。 

（二）課程規劃 

1.產業數位行銷工作坊 

透過課程學習瞭解數位行銷所帶來的效益，引導民眾善用

網路並瞭解產業如何利用社群平台行銷宣傳，如 FB 粉絲專頁的

建置與維護，提升學員數位行銷的能力，增加在地產業的曝光與

能見度。 

課程內容 授課日期 時數 授課地點 

FB 社群介紹與粉絲專

頁建置 

7/4（二）

18:00-21:00 
3 小時 

小麻雀 

小吃店 
FB 行銷應用 

7/6（四）

18:00-21:00 
3 小時 

2.數位生活應用工作坊 

課程內容以生活應用並結合數位學習，提高民眾對資訊的

參與度，如透過 APP 軟體下載與實際操作感受數位資訊所帶來的

生活便利。 

課程內容 授課日期 時數 授課地點 

好用 APP 大集合 
7/10（一）

18:00-21:00 
3 小時 

社區 

活動中心 

（三）授課師資--吳浚瑋 

1.學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位內容科技系碩士、東京設計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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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 

2.經歷 

在巨匠跟聯成有 9 年多的補教經驗，隨時可掌握學生學習

狀況，除了 3DMAX 為自己的專長教學外，還可教平面美工軟體

Photoshop、Illustrator、CorelDRAW、After Effects、premiere 等內

容。（教育部偏鄉數位應用計畫師資） 

3.專業領域 

電腦繪圖、影像處理、網頁設計製作。 

（四）課程紀錄 

1. FB社群介紹與粉絲專頁建置 

（1）時間：106年7月4日(星期二)18:00-21:00 

（2）地點：小麻雀小吃店 

（3）紀錄與說明： 

  

說明：上課情形。 說明：上課情形。 

  

說明：互動分享。 說明：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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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B行銷應用 

（1）時間：106年7月6日(星期四)18:00-21:00 

（2）地點：小麻雀小吃店 

（3）紀錄與說明： 

  

說明：上課情形。 說明：互動分享。 

  

說明：上課情形。 說明：上課情形。 

 

3.好用APP大集合 

（1）時間：106年7月10日(星期一)18:00-21:00 

（2）地點：苗栗縣梅園村社區活動中心 

（3）紀錄與說明： 

  

說明：上課情形。 說明：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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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屬網頁及FB粉絲專頁 

 

說明：部落生態旅遊小組專屬網頁（http://meiyuan.strikingly.com/） 

 

說明：部落生態旅遊小組專屬FB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Walis0507/） 

 

（六）網路媒體應用工作坊課程簽到表如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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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辦理專家診斷共識會 

邀集具推動部落生態旅遊經驗專家學者或業者組織之代表，針對本

案執行項目提供具體建議。 

（一）場次規劃 

場次 邀請對象 辦理日期 時數 授課地點 

一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 -

徐銘謙副執行長 

7/24（一）

09:00-16:00 
6 小時 

室內-梅園社區

活動中心 

室外-部落步道

實地勘察 

二 

台北市永康商圈訪視

委員、雪霸國家公園

解說志工-高光德老

師 

8/21（一）

09:00-12:00 
3 小時 

室內-ㄠ嶩休閒

露營民宿 

室外-輔導店家

實地訪視 

（二）活動內容 

1. 專家診斷共識會第一場次 

（1）時間：106年7月24日(星期一) 09:00-16:00 

（2）地點：室內-梅園社區活動中心／室外-部落步道實地勘察 

（3）說明： 

A.鑒於期初報告委員建議找出部落在地的導覽步道，作為遊程

解說的重點。本團隊共識會前6/27先與梅園社區發展協會鄭

啟泰理事長、吾望巴霸哇阿協會柯武泉理事長討論，目前

想要施作範圍為梅園村的天狗部落至二本松丸田砲台該段

步道，此為日據時期的警備步道，也是部落以前獵人並經

之路，部落族人稱為獵徑。由於手作及修護步道工程非常

浩大，且欲施作步道目前部落只剩下少數耆老才知道怎麼

走，所以想要藉由專業團隊與部落族人至現場場勘探討可

施作的可能性。故邀請目前國內以手作步道方式的台灣千

里步道協會來分享與現勘。 

B.由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徐銘謙副執行長簡報分享該協會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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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內容，以及國內外案例分享。 

C.生態旅遊、社區陪伴與志工工作假期概念分享。 

D.由部落柯金源耆老帶領之下，與徐銘謙老師實地勘察後，柯

武泉理事長表示，在山上生活60幾年以來，第一次走完這

條獵徑、警備道一直到部落，非常感動，也盼未來可以帶

部落更多年輕人走過這段歷史。 

E.徐銘謙老師利用手機APP紀錄走過軌跡，全長約6公里，必

須搭配好幾次的工作假期來施作，建議逐年分階段來施作。

而建議山上的步道盡量維持原貌，利用就地取材來施作，

更貼近部落原貌及大自然。 

F.徐銘謙老師另建議部落可以以社區名義向林務局申請社區

林業補助計畫，藉由每年申請小額補助計畫（一年可申請

上限15萬），一方面可凝聚部落情感，另一方面可藉由計畫

作基礎資料調查。 

G.步道現勘後，藉由徐銘謙老師協助之下，8/23部落於都瑪斯

民宿與新竹林區管理處育樂課楊淑瀚承辦、大湖工作站林

如森主任、陳正倫承辦共同討論後續可配合事項，討論如

下： 

由於申請社區林業計畫經費較少，大湖工作站希望能一次

到位，編列較多預算來完成施作步道。而第一階段：藉由

台灣千里步道協會陪伴輔導帶領之下，初期調查、藉由工

作假期方式來施作到一定的階段，社區再來申請社區林業

計畫逐步手作其他步道。 

而第二階段，可朝向部落手繪地圖，結合規劃活動方式來

推動部落生態之旅。 

林務局非常希望能促成部落此次步道施作，希冀能將隘勇

線（新北、新竹、苗栗）串聯起來。 

H.新竹林區管理處處長將於10/19邀集部落協會理事長、生態

旅遊小組與台灣千里步道協會討論後續配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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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本松（柏里洪）步道現勘： 

A.目的：對部落耆老來說，這是一條充滿故事的步道，唯有將

空間場域保存下來，才有機會向後代繼續訴說祖先在這塊

土地上的血淚。因此期待與專業團隊透過手作步道的方式，

一方面重現耆老對歷史獵徑、二本松攻防戰史及部落舊址

的憶往，也希望持續調查步道人文史蹟、挖掘故事，一步

一步喚起部落族人對二本松（柏里洪）步道所代表的歷史

文化資產價值的共識。 

B.基本資料： 

土地權屬：古道主要位於國有林班地（大安溪-28林班地），

為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管轄，並無私有地。 

步道長度：踏勘全長總計6.75公里，海拔介於951至1,339

公尺之間，平均坡度為14.1％。然而，由警備道至丸田砲

台一路陡上，長約561公尺，平均坡度達40.5％。 

C.現勘軌跡圖： 

 

圖3-2 二本松（柏里洪）步道現勘軌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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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家診斷共識會第二場次 

（1）時間：106年8月21日(星期一) 09:00-12:00 

（2）地點：室內-ㄠ嶩休閒露營民宿／室外-輔導店家實地訪視 

（3）說明： 

A.室內靜態分享行銷新密技： 

Step1－能力：由內而外，從核心能力與專長出發，做到「外

化而內不化」。（用心） 

Step2－定位：由外而內，設法突破產業限制，發展出獨特

的定位與差異化優勢。 

Step3－簡則：善用經驗，發展簡單規則，從複雜環境中即

時抓取機會，持續穩定前進。 

Step4－整合：發揮團隊力量，透過業內合作、資源互補，

來突圍脫困。 

Step5－開放：跳脫熟悉的產業與社群環境，向外界尋求或

引入新想法、新資源與新技術。（思想、觀念） 

Step6－賦名：運用說服技巧，發展新的詮釋架構，來贏得

相關群體對變革的認可與支持。（說服力） 

B.互動問答：試問各參與店家核心專業為何？人際關係為何？

如果人生可以選擇，會選擇什麼？誰可以幫助自己？ 

店家 內容 

百芙灡民宿 理家&土地專才／不夠開放／家庭／以進為退 

假日麵食館46號 
活出自己／先喜歡別人，讓對方喜歡自己／自

己／選自己喜歡的 

長老的店 
用自己的快樂感染他人／因為時代環境不同，

不太能掌握／家人&在座的大家 

小麻雀小吃店 
具有行動力／有好的朋友，也有不好的朋友／

健康／家庭，但以自己為主 

都瑪斯民宿 影片的腳本創作及畫面呈現概念／選輕鬆的 

ㄠ嶩民宿 天時地利人和／用行動改變經營環境 

跋ㄚ諾乎露營區 酒肉朋友／要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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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動態訪視： 

店家 訪視建議 

百芙灡民宿 

 百芙瀾的故事由來很棒，設計原住民說故事

時間（晚上）。 

 以小家庭為主，走原民文學，文學風格，友

善／溫馨民宿。 

 準備部落李子醋可以讓客人一來就喝到。 

 價格：散客－雙人房2,500、四人房3,500，

網路訂價可以便宜一些。 

 門面： 

－看板不明顯，建議製作人型看板，歡迎的 

 感覺。 

－門若無禁忌，用原鄉色或原鄉化，看起來 

 比較有特色，紡織布條點綴。 

 內部： 

－可以放全家福表示溫馨歡迎，像家一樣。 

－樓梯需加防滑條。 

－房內要加入感動的元素，生命力的感覺， 

 簡單的感覺。 

 主打特色餐：當季Special。 

假日麵食館46號 

 門面： 

－開心的大照片，招牌一定要給人歡樂開心 

 的感覺。 

－門口可作浮雕樣麵碗意象，吸引民眾。 

－入口可加藤蔓類植物。 

－多處需裝潢，地板很不OK。 

 菜單少「假日麵」，特別的訂價、麵量。 

 建議桌椅、餐具與原鄉作結合，麵碗的樣貌

做成原鄉造型。 

 建議用心經營粉絲專頁與試直播方式宣

傳，註明限假日。 

長老的店 

 屬於人情味小吃。 

 由於店家外觀外牆屬於粉紅色，可用可愛的

玩偶裝飾或壁畫，營造民眾可停留拍照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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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如情侶粉紅泡泡般的感覺。 

 店家外觀： 

－原鄉裝潢，必須整修整理！ 

－天涼季節可提供外圍座位，紅磚部分放置 

 公仔與鑲入LED燈。 

 門口種植桂花等植物，增加綠美化感覺。 

 客群除了部落民眾之外，可鎖定騎車的民眾

或情侶。 

 建議用心經營粉絲專頁與試直播方式宣

傳，註明採預約制。 

小麻雀小吃店 

 門口： 

－需要整理的一目了然，充滿英雄生命感的  

 鳥之居，讓人一眼就想進入。 

－太亂！不宜出現打掃用具或是垃圾桶在   

 門面。 

－招牌位置更改，歡迎的指示。 

－前面小景觀可以放鳥聲音、小麻雀和LED 

 燈，製造小景觀吸引目光。 

 內部：多種植特別的果樹，四季皆要有景，

讓人置身於果中，向外看有樹灌層（EX:種

甲山林，還能吸引鳥來）。 

 底下空間不要浪費，很隱密無人打擾，設成

情侶專屬座位區，Special包廂。 

 環境需多裝飾，廁所標示改變，不可以出現

布簾（特別是早餐店的收攤布條） 

 菜單： 

－主打生啤酒，很少原住民會有生啤酒。 

－主打產品如英雄餐及公主湯。 

都瑪斯民宿 

 門面： 

－左右都要燈，左右都需要招牌，設計亮麗 

 明顯一點。 

－車一進入的第一面牆需要作彩繪或是其 

 他的設計，給客人好的第一印象及待客的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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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區裡面的路都要重新整理，左右的設計很

重要，走起來的感覺會不一樣。 

 水泥地改成原鄉木頭，棚子換成原鄉風格造

型（較能呈現活潑的感覺）。 

 整理紅磚部分（以前的倉庫），變成柴房的

樣子，景會變不同。 

 感覺餐點有媽媽的味道，可以此特色主打。 

ㄠ嶩民宿 

 加强各項空間景觀藝術的設計規劃，尤其是

正門和地景配合。 

 突顯自我特色和價值觀，如部落咖啡的主

軸、行銷部落美食的多元食安。 

 從友善營區的觀點以客為尊的視角，建立舒

適多助力的營區配套和親子共娛的場境或

節目結合。 

 以原鄉情境和現代趨勢潮流，美化建築雨棚

和内裝。 

跋ㄚ諾乎露營區 

 目前第二代經營者夫妻倆經營粉絲團非常

用心，而且評論滿意度頗高，建議繼續保持

下去。 

 停車場建議舖碎石地，以利方便停車，並免

下雨泥濘。 

 建議繼續用心經營粉絲專頁與試直播方式

宣傳。 

33咖啡館 

 建議沿路設置多處店家指標於明顯處。 

 建議整體環境布置可再加強塑造更具在地

原住民特色。 

 建議假日一定要營業，而避免讓遊客撲空，

並用心經營粉絲專頁與試直播方式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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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紀錄 

1. 專家診斷共識會第一場次 

  

說明：室內分享課程 說明：徐銘謙副執行長分享 

  

說明：國內外實例分享手作步道 說明：賴國雄理事長提問 

  

說明：柯武泉理事長提問 說明：戶外步道勘查前討論 

  

說明：戶外步道勘查前合影 說明：部落耆老帶領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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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步道勘查中途休息 說明：部落耆老分享 

  

說明：步道勘查後討論與分享 說明：步道勘查後合影 

  

說明：後續與林務局等單位開會 說明：後續與林務局等單位開會 

 

2. 專家診斷共識會第二場次 

  

說明：室內課程分享 說明：室內課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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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百芙灡民宿現地訪視 說明：假日麵食館現地訪視 

  

說明：長老的店現地訪視 說明：小麻雀小吃店現地訪視 

  

說明：英雄餐享用 說明：都瑪斯民宿現地訪視 

 

（四）專家診斷共識會簽到表如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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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透過上述兩場次專家診斷共識會建議結果以及特色商家輔導建議

，綜合性針對梅園村進一步作SWOT分析，期以將部落的劣勢轉

化為優勢，透過整體發展得以走出自己部落獨特的特色。分析如

下所示： 

表3-4 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部落發展SWOT分析表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1. 擁有豐富自然景觀資源及鄰

近知名國家公園遊憩區及二

本松丸田砲台等觀光景點旁

，以及豐富的泰雅族原住民傳

統文化特色，具備發展生態旅

遊之潛力。 

2. 生態環境保持良好，水岸自然

景觀秀麗，有豐富的生態資源

。 

3. 部落內無重大汙染產業，擁有

清新的水資源、土壤及空氣，

為優質的居住環境，清淨如世

外桃源。 

4. 部落民風淳樸，居住環境寧靜

清幽。且部落族人天性樂觀且

熱誠，熱情接待外來遊客。 

5. 部落產業、四季景觀（賞楓、

賞櫻、賞梅或是大安溪景色）

與農特產（桂竹筍、泰安李、

甜柿等）及原住民工藝等文化

特色，增加遊客體驗機會。 

6. 傳統泰雅慶典文化、語言與藝

術的持續傳承。 

1. 整體性規劃不足，部落特色不

突出。 

2. 泰雅產業發展缺乏創意與行

銷。 

3. 年輕人回歸比例少，人力資

源不足。 

4. 傳統文化逐漸式微，文化保

留困難逐漸流失。 

5. 人口老化，醫療體系缺乏，

健康照顧資源少。（目前部落

僅有老人關懷健康站） 

6. 閒置空地未作適當規劃之利

用，導致許多空間雜草叢生

。或經過輔導改善後，並為

持續維護及管理。 

7. 網路資訊及工具運用少，缺

乏行銷宣傳概念。 

8. 雖然部落特產多，但店家運

用在地食材或是原生植物於

自家產品上少，產品缺乏部

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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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部落具備足夠接待住宿空間

及餐飲空間，如本培力計畫所

輔導實際營運店家有住宿類4

家（民宿兼露營2家、純民宿1

家、純露營區1家）、飲食類4

家（小吃店3家、咖啡館1家）

。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1. 將部落傳統產業結合休閒及

生態，定期舉辦部落體驗活

動，帶動部落發展。 

2. 山區環境，未遭受破壞，可觀

賞的最原始的風景生態。 

3. 與周邊的部落串聯，資源共

享，形成塊狀生態旅遊區。 

4. 特有泰雅部落原住民少數民

族文化，對都市居民有吸引

力。 

5. 生態旅遊及深度體驗旅遊型

態深受國人喜愛，部落正非常

適合朝此發展。 

1. 鄰近部落特色同質性過高。 

2. 工作機會較缺乏。 

3. 缺乏行銷品牌建立之能力，

部落產品行銷困難。  

4. 山區坡地、河川，每逢大雨

必有災情，對外交通常受影

響。 

5. 交通易達性不佳，且部落無

大眾運輸工具，影響遊客旅

遊意願。 

6. 外來遊客進入社區後之停

車、噪音、垃圾及安全等相

關管理問題，可能影響社區

居民生活作息及生態之衝

擊。 

7. 遊客對於生態旅遊認知及教

育不足，容易導致部落發展

生態旅遊的環境及文化破

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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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績優社區參訪研習 

（一）目的 

透過實地參訪研習其他社區或部落餐飲、住宿，觀摩在地特色

產業並體驗當地導覽解說，借用周遭最好的構想，學習成功案例的

堅持與用心經營，以及學習生態旅遊與創意文化的經營策略，進而

創造自己最佳的能力，以提昇生產力、產品品質及服務水準。 

培養解說人員培育種子學員欣賞、分享、觀摩的學習態度並吸

收新知；期望藉著實地參訪，進行經驗交流，透過實務經驗之解說

與導覽，深入且愉悅的學習互動過程中，有效汲取成功案例之經驗，

並應用嶄新的觀念，協助推動地方產業之發展。 

（二）時間與地點 

1.時間：106年7月20日（四）至106年7月21日（五） 

2.地點：南投縣仁愛鄉--南豐社區眉溪部落、南投縣埔里鎮--好筊情

吟詩綠曲體驗農場。 

（三）活動對象：泰安鄉梅園村解說人員培育種子。（簽到表詳見附錄五） 

（四）規劃行程 

07 月 20 日（四）第一天：南投縣仁愛鄉南豐村眉溪部落 

時間 項目 內容 學習重點 

08:00-10:30 出發 車程 -- 

10:30-11:00 眉溪文化園區 

接駁至眉溪文化

園區(南投縣仁愛

鄉中正路 87-1 號) 

-- 

11:00-12:00 認識眉溪 
認識南豐社區眉

溪部落 

(1) 部落凝聚向心力與

部落發展的重要 

(2) 部落生態資源發

掘、建立與維護 

(3) 部落導覽解說人員 

(4) 地方產業結合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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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異業結盟部分 

12:00-13:30 午餐 賽德克風味餐 風味餐內容特色 

13:30-15:00 

勇士巴萊與編

織彩虹夢 (分

組) 

傳 統 弓 射 箭 體

驗、編織 DIY 文化

體驗 

傳統文化互動體驗教

育(學習如何解說帶領) 

15:00-17:00 部落特色導覽 

眉溪生態、綠生農

場、賽德克族傳統

文化導覽活動 

(1) 生態發展 

(2) 自然農業 

(3) 解說內容與技巧 

17:00-18:30 晚餐 賽德克風味餐 餐點內容特色 

18:30-19:30 交流與分享 
經驗交流與分享

座談會 

部落發展與參訪交流 

19:30- 星空夜語 
埔里箱根溫泉會

館 

住宿環境觀察與體驗 

07 月 21 日（五）第二天：好筊情吟詩綠曲體驗農場(一新社區發展協會) 

時間 項目 內容 學習重點 

07:00-08:00 早餐 享用早餐 餐點特色 

08:00-08:30 
好筊情吟詩綠

曲體驗農場 

接駁至埔里活動

中心(埔里鎭永興

路 29 號) 

-- 

08:30-09:30 認識一新社區 認識一新社區 

(1) 過程發展與定位 

(2) 解說員培訓與分享 

(3) 農村再生 x綠色保育 

(4) 生態體驗小旅行 

(5) 社區合作契機(聯盟) 

09:30-11:00 
漫步茭白筍田

中 
茭白筍農事體驗 

(1)生態體驗與學習 

(2)生態保育與有機產業 

11:00-12:00 
好 茭 情 泡 菜

DIY 體驗 

手作 DIY 美人腿

泡菜 

體驗活動設計內容 



106 年度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部落生態旅遊培力計畫-成果報告書 

87 

12:00-13:30 午餐 茭白筍田園餐 
(1)在地百哩當季食材 

(2)風味餐內容特色 

13:30- 賦歸 賦歸 -- 

（五）觀摩學習單－學員參訪學習紀錄一覽表 

觀摩項目 學習重點 特色或亮點 可學習之處 

南豐社區

眉溪部落 

換車接駁－遊客

量掌控與接駁 

(1) 從下車地點至目

的地皆由接駁方

式接送。 

(2) 解說員的傳統服

裝。 

(3) 接駁模式、GaGa

的重視及傳承。 

(4) 用當地人來接送

服務，覺得很溫

馨。 

(5) 來到南豐社區猶

如自己的故鄉一

般。 

(6) 親和力強，解說很

詳細。 

(1) 傳統文化的記

憶。 

(2) 合作互助。 

(3) 往後我們要加強

解說員的傳統服

裝。 

(4) 利用當地可用資

源。 

(5) 待人很親切熱

情。 

(6) 看見南豐社區接

駁的人親切，態

度有禮，迎人微

笑，詢問園區

事，和善答應。 

(7) 說話的能力。 

(1) 部落凝聚向心

力與部落發展

的重要 

(2) 部落生態資源

發掘、建立與

維護 

(3) 部落導覽解說

人員 

(4) 地方產業結合

或其他異業結

盟部分 

(1) 蝴蝶的竹屋。 

(2) 傳統家屋。 

(3) 竹屋。 

(4) 著重生態保育及

資源的發掘。 

(5) 生態保育的非常

好。 

(6) 生態教育、蝴蝶

谷。 

(7) 合作。 

(8) 部落的用心，維護

自然生態，家屋尊

(1) 如何就地取材。 

(2) 部落導覽解說人

員。 

(3) 結合地方產業，

尊重培養青年人

才。 

(4) 我們要加強在部

落生態保育。 

(5) 部落生態原有樣

貌，部落結合。 

(6) 凝聚部落合作。 

(7) 先從維護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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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當地風俗禮儀。 

(9) 凡事謝恩，蝴蝶飛

舞，空氣清新。 

(10) 人力的支配很充

裕值得學習。 

環境保護再來部

落周邊種種花草

吸引蝴蝶、蜻

蜓、烏龜、螢火

蟲等。 

(8) 山林溪水在這

裡，如何用人的

智慧，力量打造

更有價值，更復

育好每一個有生

命的物種來和諧

尊重共存。 

(9) 團結很重要，有

共同的理念和想

法。 

第一天中

餐 

餐點內容特色 (1) 在地種的食材搭

配原木來呈現。 

(2) 都選用在地食材。 

(3) 餐盤的特色。 

(4) 善用地方當地素

材。 

(5) 賽德克風味在擺

盤很有風味 。 

(6) 食材新鮮、原住民

食材馬告好吃。 

(7) 木製菜盤。 

(8) 色香味都算俱全

了，只是內容食材

最好是就地取材

會更好!  

(9) 賽德克風味，有醃

肉烹飪，當地有機

無毒葉菜。 

(10) 擺盤的技巧很精

(1) 擺盤技巧。 

(2) 餐點的素材及擺

盤方式(器具)都

是我學習的方

針。 

(3) 賽德克及泰雅族

在風味餐有所不

同在以食材的的

運用不同。 

(4) 可結合原住民特

色馬告，可自給

自足、種植新鮮

蔬果。 

(5) 除了色香味都有

了，就是擺盤的

部分可以學習，

還有烹調之方

式。 

(6) 近來國人追求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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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 生，去農藥的飲

食法，可從媒體

網路得知，人生

就應該必然該自

然天然食材，以

助身體清淨健

康。 

(7) 出菜的速度很

快，服務態度良

好。 

傳統弓射

箭體驗、

編織 DIY

文化體驗 

傳統文化互動體

驗教育 (學習如

何解說帶領) 

(1) 原有傳統弓，原有

原味的服裝。 

(2) 傳統服飾、圖騰。 

(3) 文化互動教育。 

(4) 傳統射箭的弓與

泰雅族不同。 

(5) 解說員本身特色。 

(6) 服裝、傳承、態

度。 

(7) 看到賽德克族傳

統射箭、服裝、勇

士精神、弓箭、配

刀等。 

(8) 手拿弓箭，身穿

tayan 服，勇士形

象，傳承成就。 

(9) 弓箭的製作及族

人射箭的方式，很

吸引人學習。 

(1) 推廣傳統弓，服

裝發展。 

(2) 在使用的竹子為

主及服裝不同在

以配件不同。 

(3) 本身服裝整套，

服裝儀容完整

性。 

(4) 表達流暢度，對

傳承的重視度。 

(5) Tayan 原住民的

文化，必須找回

來，文化中的狩

獵季就少不了弓

箭，如果弓箭的

主人，沒有經過

他准許，不得亂

處碰獵人的器

具。 

(6) 第一次體驗射

箭，很新鮮是不

錯的一項技能。 

眉 溪 生

態、綠生

(1) 生態發展 

(2) 自然農業 

(1) 在導覽解說員身

上的服飾裝備。 

(1) 蒐集在地的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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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賽

德克族傳

統文化導

覽活動 

(3) 解說內容與技

巧 

(4) 探索與蒐集在

地智慧 

(5) 導覽路線規劃 

(2) 自然農業。 

(3) 綠生農。 

(4) 生態發展及部落

農業。 

(5) 導覽路線規劃明

切及文化蒐集如

實。 

(6) 無毒蔬菜。 

(7) 生態，自然農業。 

(8) 自然農產的技術。 

(9) 王理事的解說介

紹分享。 

(10) 自然農業的發

展。 

(2) 可試著將所學習

到帶到部落做分

享。 

(3) 我們要加強在文

化生態解說內容

的技巧。 

(4) 可以學習無農藥

無肥料新鮮蔬

果。 

(5) 大自然的法則。 

(6) 種植農特蔬果或

是菜類為了健

康，最好不要再

打農藥了。 

(7) 想要留住遊子在

外求學，結合地

方產業農特產品

以及未來的部落

發展做思考，說

而做不如起而

行。 

(8) 用心的耕耘，必

有收穫。 

第一天晚

餐 

賽德克風味餐內

容特色 

(1) 獨特的風味。 

(2) 清爽不油膩，善用

地方素材。 

(3) 賽德克的風味餐

在擺盤上有厚生

的特色。 

(4) 自己種植新鮮蔬

菜，獨特烹飪。 

(5) 原味餐、盤飾。 

(6) 比午餐還要更好。 

(7) 樹豆湯。 

(1) 作法。 

(2) 擺盤器具、食材

的運用。 

(3) 我們要加強在泰

雅風味餐的擺盤

上的學習。 

(4) 可以自己種植新

鮮蔬菜，學習烹

飪。 

(5) 色香味還有盤子

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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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服務態度良好。 (6) 一樣就地取材，

主動介紹每一道

菜的故事起源。 

(7) 解說料理的方

式。 

經驗交流

與分享座

談會 

(1) 部落發展與參

訪交流 

(2) 社區發展生態

旅遊的架構與

運作 

(3) 窗口的角色與

責任 

(4) 生態旅遊的利

益與回饋機制 

(1) 起點，工作分配，

目標。 

(2) 從接駁到現場即

帶領的團隊及解

說所有的在地的

文化傳承。 

(3) 他們的生態旅遊

的運作架構。 

(4) 工作人員的服務

態度都很熱忱。 

(5) 社區發展生態及

利益回饋機制。 

(6) 團隊有向心力，分

工合作，結合部落

各資源。 

(7) 找出部落人的需

要、多元。 

(8) 理事長說明的內

容架構，以及未來

的趨勢說的有條

理! 

(9) 生態架構已算成

熟，至少是成功案

例之一。 

(10) 分享心路歷程很

棒。 

(1) 我要學習的窗口

與責任。 

(2) 社區發展的各項

運作都很踏實。 

(3) 我們要在部落加

強與部落的年輕

人多參與部落生

態教育。 

(4) 每個人各有各的

責任，改正部落

年輕人的觀念，

從興趣開始，希

望大家有共識，

一起參與小組活

動，互相幫助。 

(5) 創造部落特色，

將其擴大，太過

多元無法凸顯部

落。 

(6) 把部落之特色，

如何把年輕人帶

到部落，然後訓

練成像山林老師

這樣專業，不多

只要有老師的七

分這樣就夠了。 

(7) 生態旅遊做的

好，回饋到的也

是我們人自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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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如今大自然

已遭到危害，物

種漸漸減少，當

山林水源都遭到

汙染迫害，那地

球的氧氣減少，

人如何生存。 

(8) 多問、多聽、多

看。 

住宿 住宿環境觀察與

體驗 

(1) 環境。 

(2) 溫泉會館在環境

很優。 

(3) 住在綠山擁抱的

箱根，感覺心情愉

悅舒暢。 

(4) 環境很舒適。 

(1) 溫泉會館有的沒

有電梯，對行動

不便之長者有不

便之處。 

(2) 可以學習的是，

服務態度超好。 

(3) 乾淨。 

(4) 與一般溫泉館該

有的基本設施。 

(5) 像箱子盒的特色

溫泉館，別有一

番風格，而當星

空乍現時，老師

邀請幾位學員

team，思考討論

觀摩時的感想分

享，而學習心總

是不分年齡不分

地位，總是孜孜

不倦，教學相

長。 

(6) 硬體設備健全。 

第二天早

餐 

餐飲內容與特色 (1) 早餐在用餐時環

境很優。 

(2) 菜色多，米粉湯有

(1) 早餐吃的飽，中

午要吃的好。 

(2) 可結合資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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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椿味。 

(3) 採 自 助 式 的 早

餐，有客家閩南綜

合食材。 

(4) 自助式的調配很

順暢。 

作。 

(3) 某些菜是可教原

住民的三寶提

味。 

(4) 吃東西就是要懂

得享受、分享，

愉悅的心情吃東

西才可消化好，

消化好，消化酶

發生作用，到胃

裡頭可盡情把營

養分佈均衡平衡

於此，就這樣身

體便無時無刻達

到和諧，又如何

不健康呢。 

(5) 環境的整潔。 

好筊情吟

詩綠曲體

驗 農 場

（認識一

新社區發

展協會） 

(1) 過程發展與

定位 

(2) 解說員培訓

與分享 

(3) 農村再生 x 綠

色保育 

(4) 生態體驗小

旅行 

(5) 社區合作契機

(聯盟) 

(1) 筊白筍扇子、桂竹

筍水壺、泡菜半

碗。 

(2) 社區協會能給遊

客體驗的機會。 

(3) 友善栽種。 

(4) 解說員表達流暢

度、台風。 

(5) 產筊白筍，種植培

育白魚。 

(6) 特有物種白魚，筊

白筍的手中植。 

(7) 有做才有珍惜每

一次擁有。 

(1) 利用筊白筍的葉

子做成扇子。 

(2) 培訓及發展。 

(3) 回去分享並創造

價值。 

(4) 我們要加強解說

員與遊客間的信

賴互動。 

(5) 有趣的體驗。 

(6) 山上有土地可試

栽培(筍、魚)，如

要開發第一要有

用地水源，第二

是學習種植，第

三是試種一些看

看。 

(7) 愛自己的土地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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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利用和友善的

對待，更要讓它

有價值，解說過

程中，游總幹事

介紹他們為了筊

白筍的產量和品

質，除了用 LED

燈，也擅長養

殖。 

(8) 用心做好每一件

事。 

茭白筍農

事體驗 

(1)生態體驗與學

習 

(2)生態保育與有

機產業 

(1) 親身體驗，有趣的

怎麼看是成熟的

筊白筍。 

(2) 下田體驗採筊白

筍。 

(3) 筊白筍要如何採

收及種植。 

(4) 體驗在地農產。 

(5) 即便採收，有小孩

的可以隨大人一

起採，因小朋友可

坐橘色的大水桶

裡。 

(6) 親身體驗下筊白

筍田的心情，也在

田中尋找可採收

的筊白筍。 

(7) 體驗過程很豐富。 

(1) 珍惜每一次學習

機會。 

(2) 部落因地形及氣

候不同應要有替

代的方法 (如桂

竹筍等) 

(3) 生態與有機結

合。 

(4) 想想一新社區是

種植白筍，我們

是桂竹筍，是否

可以要尋求梅園

社區的未來可

能，創造發展，

如桂竹加工，太

空包，或市場裡

有行銷伴手禮

等，如果人家做

得到，我們為何

做不到，我們梅

園本身條件不會

比人差，就是不

用心推行，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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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看到的是眼

前，而沒有看見

未來更有意義的

實質的益處和回

饋，不納悶著。 

(5) 伴手禮很重要。 

DIY 美人

腿泡菜 

體驗活動設計內

容 

(1) 製作 DIY 泡菜。 

(2) 實際操作。 

(3) 體驗活動設計有

所不同。 

(4) DIY 實用性可以

吃。 

(5) 醬汁的部分還有

切刀、貼紙、包裝

等。 

(6) 當地食材加上醬

汁美味，新鮮又安

全。 

(7) 伴手禮。 

(1) DIY 的特色。 

(2) 運用在自己部分

素材。 

(3) 加強對不同的植

物解說有解說的

技巧。 

(4) 提高 DIY 的東西

實用性。 

(5) 商品設計及包

裝。 

(6) 就地取材用筊白

筍醃製比醃製韓

國泡菜來的簡

單，只是醬汁的

部分沒有實際操

作，可能每一位

學員回去自己做

會有落差。 

(7) 回來一直想我們

也可以用小米配

醃肉，聽榮富老

師說，他 DIY 醃

肉用小米，一個

人收 350，不就

是活生生的例子

嗎。 

(8) DIY 製作流暢。 

茭白筍田 (1)在地百哩當季 (1) 以當地自種的食 (1)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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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中餐 食材 

(2)風味餐內容特

色 

材來做料理。 

(2) 筊白筍泡菜。 

(3) 很棒。 

(4) 筊白筍做食材的

方法有所不同。 

(5) 自助風味多在地

美食。 

(6) 筊白筍全餐。 

(7) 自助式，分量剛

好，使用當地食

材，不鹹、不油

膩。 

(8) 筊白筍多種料理

方式。 

(2) 採取當地食材。 

(3) 加強對各種食材

的料理要有不同

的想法及做法在

食料的用心。 

(4) 都是在地農業生

產出來的新鮮美

食。 

(5) 運用當地農特產

結合料理。 

(6) 七道菜、一湯、

一甜點 (真的吃

很飽)，特別的是

七道菜還有三道

是筊白筍，還有

客家的料理 (炒

米粉、滷豬肉醃

的麻筍、醃的芒

果乾有甜味、醃

泡 菜 炒 洋 蔥

筍)，除了下飯，

非常具有客家純

料理的味道。 

(7) 想到午餐的菜

餚，就想到我們

有山芹菜、山茼

蒿、有過貓、有

龍葵。 

(8) 醃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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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回饋意見單 

1.滿意度調查 

績優社區研習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請問您對於本次
活動規劃之行程
滿意度？ 

60% 40% 0% 0% 0% 

請問您對於本次
活動導覽解說滿
意度？ 

50% 50% 0% 0% 0% 

請問您對於本次
活動餐飲準備滿
意度？ 

50% 50% 0% 0% 0% 

請問您體驗本次
活動後，整體滿
意度？ 

50% 50% 0% 0% 0% 

 

2.最喜愛之處 

績優社區研習 

眉溪部落

分享、導

覽與體驗 

眉溪部

落風味

餐 

好筊情社

區分享與

導覽 

茭白筍

農事體

驗 

茭白筍

田園餐 

住

宿 

請問您最喜歡本
次活動哪個安排
項目？ 

24% 20% 12% 16% 24% 4% 

 

3.其他意見 

（1）希望有下一次的機會再次參與這次的活動與參訪學習，讓我們

更有機會所學帶入部落。 

（2）希望能有下一次觀摩機會，多看多學，吸收到很多東西，非常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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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紀錄 

  

說明：王嘉勳理事長介紹。 說明：王嘉勳理事長介紹。 

  

說明：祈福儀式。 說明：導覽人員解說。 

  

說明：體驗當地美食。 說明：體驗賽德克風味餐。 

  

說明：傳統建築介紹。 說明：傳統屋內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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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導覽人員解說。 說明：編織體驗完成大合照。 

  

說明：體驗傳統射箭。 說明：綠生農場解說。 

  

說明：自然農法養殖解說。 說明：自然農法秘方。 

  

說明：大家一起拍大合照。 說明：交流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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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筊白筍農事體驗。 說明：體驗完大合照。 

  

說明：著裝準備下田。 說明：體驗筊白筍田園餐。 

  

說明：美人腿泡菜 DIY。 說明：美人腿泡菜 DIY。 

 

（八）活動保險資料詳見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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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題遊程開發設計及推廣 

（一）生態遊程設計 

結合泰安鄉南三村之一【梅園村】在地自然景觀、原住民文化

及特色產業等豐富資源，串聯部落深度導覽、部落特色 DIY 及部落

美食等活動，藉由帶領民眾深度體驗部落生態之美，提升部落生態

旅遊知名度。 

1.規劃行程內容 

（1）一日遊 

時間 項目 內容 

08:30-09:00 集合 麻必浩部落市集集合 

09:00-10:00 車程 出發至雪見遊憩區 

10:00-12:00 
變身 Tayal 泰雅服飾換裝及紋面體驗 

雪見遊憩區 享受慢走森林步道 

12:00-13:00 午餐~部落美食 竹筒飯餐 

13:30-14:30 打開記憶的抽屜 二本松解說站 

14:30-16:30 
天狗部落巡禮 認識部落傳統建築~竹屋園區 

成為泰雅勇士 泰雅傳統射箭體驗 

16:30~ 賦歸 有緣再相會！ 

備註：若自行開車者，20 人即可成團，每人 600 元。若選擇搭乘接駁車

體驗部落行程者，每人收費 1,100 元。 

（2）二日遊 

Lokah！Fun 遊部落生態之旅～第一天 

時間 項目 內容 

09:40-10:00 集合 象鼻國小操場旁廣場 

10:00-11:30 象鼻部落巡禮 象鼻古道、象鼻吊橋 

11:30-12:00 車程 出發至梅園村 

12:00-13:30 午餐~部落美食 
天狗部落【泰雅英雄餐】，享受早期泰

雅獵人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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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4:30 變身 Tayal 泰雅服飾換裝及紋面體驗 

14:30-15:30 天狗部落巡禮 認識部落傳統建築~竹屋園區 

15:30-16:30 成為泰雅勇士 
泰雅傳統射箭體驗、神射小勇士趣味小

競賽之我最棒 

16:30-18:00 成為泰雅織女 
前往都瑪斯民宿，工藝 DIY~編織及串

珠體驗 

18:00-19:30 午餐~部落美食 都瑪斯民宿 

19:30-21:00 泰雅晚會 
祈福＋鳴砲＋泰雅舞蹈教學＋竹桶飯

製作＋搗麻吉體驗 

21:00-22:00 烤火小語望星空 
分享當天體驗心得，體驗泰雅族烤火、

聊天望星空 

Lokah！Fun 遊部落生態之旅～第二天 

07:00-08:30 
嘰~嘰~嘰 

Morning call 

藉由部落早起的鳥鳴聲，喚起沉睡中的

你。盥洗+整理行李+早餐。 

08:30-09:30 車程 出發至二本松 

09:30-12:00 打開記憶的抽屜 
二本松解說站、享受慢走森林步道至丸

田砲台遺址 

12:00-13:00 午餐~竹筒飯 

由於山上食物取得不易，午餐則安排享

受前一晚自己 DIY 的竹筒飯，參加遊客

請自備其他零食小物或可現場加點湯

品(自費) 

13:00-14:30 部落伴手禮 

市集選購部落農特產及伴手禮～正逢

部落甜柿節採收，雪霸甜柿甜滋滋，自

用送人兩相宜喔！ 

14:30~ 賦歸 有緣再相會！ 

備註：20 人即可成團，收費：1,950 元／人。第二天提供接駁車（九人

巴），如需搭乘接駁車前往二本松，每人須加收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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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主題行程 

主題 月份 季節 

豐A-Li（桂竹筍） 3月-5月 春 

規劃行程：象鼻吊橋 → 梅園國小 → 泰雅風味餐(預約) → 射箭

體驗(預約) → 竹屋生活文化園區 → 桂竹筍文化導覽及採筍體驗

(預約) → 部落市集採購伴手禮品 → 賦歸 

螢光閃爍（賞螢） 4月-6月 春、夏 

規劃行程：象鼻吊橋 → 梅園國小 →泰雅風味餐(預約)→ 天狗天

主堂 → 天狗部落至高點或至旁邊的 33 咖啡館品嘗馬告咖啡 → 

編織 DIY&射箭體驗(預約) →泰雅風味餐(預約)→ 生態導覽賞螢

火蟲(預約) →賦歸或住宿 (第二天可上雪見遊憩區以及至部落市

集採購伴手禮品) 

泰安李紅通通（李子） 5月-6月 春、夏 

規劃行程：二本松丸田砲台 → 傳統泰雅文化體驗(紋面&射箭需預

約) → 部落風味餐(預約) → 泰安李果醬 DIY(預約) → 梅園國小 

→ 部落市集採購伴手禮品 → 賦歸 

柿柿如意（甜柿） 10月-12月 秋 

規劃行程：竹屋生活文化園區 → 傳統泰雅文化體驗(紋面&射箭需

預約) → 泰雅風味餐(預約) → 柿柿如意DIY → 二本松丸田砲台 

→ 部落市集採購伴手禮品 → 賦歸 

2.注意事項 

（1）防蚊蟲、防曬和水份補充不可少！請準備防蚊液、保溫水壺（水

杯）。 

（2）請注意自身身體狀況，穿著好走的服裝、鞋子*勿穿著短褲皮

鞋。 

（3）建議攜帶個人身份證、健保卡、藥品（暈車藥）、雨具（高山

易遇午後雷陣雨）、手電筒、後背包。 

（4）因社區推動環保，不提供拋棄式盥洗用具（牙刷、牙膏、毛巾

等）及餐具，請自備環保餐具，不便之處請見諒。 

（5）如遇陰雨天、天災等因素以致活動無法進行時，為維護參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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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安全，主辦單位保有更改活動地點與活動進行時間及內容等

權利。 

3.文宣設計 

 

一日遊（生態旅遊小組自行設計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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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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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傳摺頁設計及印製 

1.規格 

（1）尺寸：A3（297x420mm） 

（2）份數：1000張。 

（3）磅數：120G。 

（4）材質：道林紙／彩色雙面印刷。 

（5）加工部分：長邊對摺再包2摺（摺後99x210mm） 

2.內容 

（1）封面：梅園村部落生態旅遊遊憩資訊+雪霸國家公園LOGO。 

（2）部落亮點：部落景點、泰雅文化體驗介紹。 

（3）特色商家：今年計畫輔導商家圖片+資訊+QR code連結。 

（4）四季特色：春夏秋冬特色圖片+文字註記。 

（5）旅遊資訊／貼心提醒：遊客中心、服務站聯絡資訊、貼心提醒

文字、生態旅遊小組QR code連結（網站及粉絲專頁）。 

（6）行程推薦：一日遊、二日遊行程推薦。 

（7）梅園村地圖：輔導特色商家、部落景點等內容。 

（8）交通方式：提供北上、南下交通方式文字內容。 

（9）特色商家戳章互動設計：設計各特色店家戳章，增添互動趣味。 

（10）單位：主辦單位、協辦單位、聯絡單位等文字資訊。 

3.特色店家戳章 

 

戳章已交由各特色店家自行保管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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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設計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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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地教材E化 

依據第一年所彙編的在地教材內容重新檢視與分類，並加以滾

動式增修，強化部落在地特色教材，內容如下： 

1.前言：起源、地理與人口。 

2.泰雅文化：GAGA、傳說故事與禁忌、習俗與祭儀、泰雅三寶、傳

統建築與殯葬、山林的智慧。 

3.部落景點：天狗鼻大安溪追逐戰、女兒溪、二本松丸田砲臺遺址。 

4.部落產業：產業節令、特色商家。 

5.動植物：11種動物、16種植物。 

6.其他：生態旅遊小組架構圖 

7.編輯群、參考文獻。 

今年所編列的在地教材，主編詹榮富（瓦歷斯．吉娃斯）同時

也是本計畫蹲點人員，本身為雪霸國家公園導覽解說培訓人員，編

列過程中，除了跟蹲點人員隨時討論調整及撰寫之外，更透過參考

文獻及相關書籍，還有部落頭目及耆老的口述一起參與編撰而成，

後續將其轉化成電子檔，E 化方式提供至 LINE 群組，以供相關學

員運用學習。在地教材內容請參閱附錄七。 

  

             在地教材目錄                       LINE 群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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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遊程體驗與檢討 

今年度的生態遊程體驗規劃以兩天一夜為主，而在籌備期間也

將生態旅遊小組運作機制導入，由小組輔導老師及組長主導召集籌

備會議及檢討會議，特色商家及在地協會扮演協助角色，輔導團隊

則提供諮詢並整合主題遊程的規劃及建置網站與報名頁面，並協助

小組執行後端報名等行政作業。遊程辦理後進行檢討會，希冀透過

遊客問卷的回饋意見來逐步調整服務內容，以及部落生態旅遊發展

的一個重要參考依據。 

（一）宣傳層面 

藉由主要網頁、生態旅遊小組粉絲團、雪霸國家公園粉絲專頁、

相關地區社團群組（如苗栗大小事、台中大小事）、Line 通訊軟體

宣傳。 

 

Lokah！Fun遊部落生態之旅網頁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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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報名系統 

 

苗栗大小事社團分享（8,196 人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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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大小事社團分享（5,605 人粉絲） 

 

臉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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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態遊程體驗度滿意度分析 

今年實際遊客導入梯次共計三梯次，而在遊程最後階段，由工

作人員發問卷給予參與遊客填寫，而本次問卷分為三部分（附錄八，

經委員意見建議已增加修正版），第一部分包含對遊程的解說過程、

體驗活動、餐點滿意度、活動價值等層面做滿意度分析，分別以非

常滿意、滿意、尚可、不滿意、非常不滿意等 5 個勾選項，而第二

部分則為遊客基本資料，最後第三部分則讓遊客開放式填寫回饋意

見。各梯次分析如下： 

1.第一梯次 

此活動於 10 月 28、29 日進行。多數遊客是由親友告知或

是 FB 粉絲團得知活動消息，此次回收的有效問卷為 20 份，將

遊客的基本資料分析後如下表，從表中得知，遊客以女性為主，

年齡平均分布在 40-60 歲，教育程度多為大專且職業以家庭主

婦及退休人員為多數，居住地以中部為主。 

表3-5 生態遊程體驗第一梯次遊客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 10 % 

女 18 90 % 

年齡 

20 歲以下 0 0 % 

21-30 歲 0 0 % 

31-40 歲 2 10 % 

41-50 歲 5 25 % 

50-60 歲 6 30 % 

61 歲以上 7 35 %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1 5 % 

高中職 3 15 % 

大專 15 75 % 

研究院以上 1 5 % 

職業 
學生 0 0 % 

軍公教 2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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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漁牧業 0 0 % 

工商業 4 20 % 

服務業 0 0 % 

自由業 1 5 % 

家庭主婦 7 35 % 

退休人員 6 30 % 

其他 0 0 % 

居住地 

北部 2 10 % 

中部 17 85 % 

南部 1 5 % 

東部 0 0 % 

其他 0 0 % 

從何得知 

本活動訊息 

FB 粉絲團 9 45 % 

傳真 0 0 % 

親友告知 11 55 % 

其他 0 0 % 

由下表得知，第一梯次的遊客對於導覽解說服務、住宿環

境、收費及花費皆呈現非常滿意；體驗活動在泰雅晚會、射箭、

紋面及傳統服飾也都相當滿意，唯有搗麻吉及編織串珠，有部

分遊客不甚滿意，需再改進；餐飲方面皆有部分遊客提出建議，

表示仍需針對問題改善。遊客在整個行程的滿意度呈現很滿意

的狀態，顯示遊客在活動中相當的滿足。 

表3-6 生態遊程體驗第一梯次遊客滿意度次數分配表 

題項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解說員的解說能力? 20 4 5 4.90 0.31 

對提供的早餐? 20 4 5 4.65 0.49 

對第一天中午部落風味餐菜色? 20 3 5 4.30 0.80 

對第一天中午部落風味餐菜量? 20 3 5 4.25 0.79 

對第一天晚上部落風味餐菜色? 20 4 5 4.75 0.44 

對第一天晚上部落風味餐菜量? 20 3 5 4.55 0.60 

對第二天的竹筒飯? 20 4 5 4.60 0.50 

對住宿的環境整潔? 20 4 5 4.75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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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搗麻吉的體驗? 20 3 5 4.45 0.60 

對射箭 DIY 的體驗? 20 3 5 4.80 0.52 

對編織串珠 DIY 的體驗? 20 4 5 4.65 0.49 

對紋面體驗的安排? 20 4 5 4.70 0.47 

對傳統服飾的體驗? 20 4 5 4.80 0.41 

對泰雅晚會的安排? 20 4 5 4.90 0.31 

行程的收費是合理的? 20 4 5 4.95 0.22 

行程的花費是值得的? 20 5 5 5.00 0.00 

其他建議 

讚美： 

(1) 整體行程很悠閒。 

(2) 非常棒的活動，下次想再參加。 

(3) 物超所值的慢活旅遊。 

(4) 志工非常親切，幽默。 

(5) 慢活的體驗是這次活動讓人感到很舒服的最大收穫。 

(6) 希望能常常舉辦活動讓我們參加。 

(7) 接待、導覽非常棒，謝謝！ 

(8) 活動豐富，人員親切。 

建議： 

(1) 餐點部分：菜量須加量、建議青菜量可增加、菜太鹹、餐點份量

稍少。 

(2) 素食者反應：第一天中午素食的炒蛋有魚腥味。（但經由確認，

配合業者是更換新油料理，並且無與葷食混合處理） 

(3) 住宿部分：203的蓮蓬頭須重換、住宿熱水不夠熱，洗澡很冷。 

(4) 建議增加野桐工坊了解紋路的意義，成本與收費比例要考量，未

來推廣時候的價格成團的人數。 

(5) DIY時間是否可依手作項目而有些調整，對部落的歷史文化能否

有更多更廣的解說，總覺得部落應有更多的歷史文化還沒了解。 

(6) 集合地點可以多設幾個，方便年紀大的長者方便參加；例如火車

站、公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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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串珠來不及做完，建議活動順序可更動。 

(8) 晚會暖場教舞不夠清楚（分解動作），學多一點部落的帶動唱。 

2.第二梯次 

此活動於 11 月 04、05 日進行。多數遊客是由親友告知或

是傳真訊息得知活動消息，此次回收的有效問卷為 19 份，將遊

客的基本資料分析後如下表，從表中得知，遊客以女性為主，

年齡平均分布在 30-50 歲，教育程度多為高中職及大專且職業

以工商業、軍公教及學生為多數，居住地以中部為主。 

表3-7 生態遊程體驗第二梯次遊客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3 16 % 

女 16 84 % 

年齡 

20 歲以下 3 16 % 

21-30 歲 2 11 % 

31-40 歲 6 32 % 

41-50 歲 6 32 % 

50-60 歲 2 11 % 

61 歲以上 0 0 %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2 11 % 

高中職 4 21 % 

大專 12 63 % 

研究院以上 1 5 % 

職業 

學生 3 16 % 

軍公教 3 16 % 

農林漁牧業 0 0 % 

工商業 7 37 % 

服務業 3 16 % 

自由業 1 5 % 

家庭主婦 2 11 % 

退休人員  0 0 % 

其他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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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 

北部 1 5 % 

中部 16 84 % 

南部 2 11 % 

東部 0 0 % 

其他 0 0 % 

從何得知 

本活動訊息 

FB 粉絲團 2 11 % 

傳真 7 37 % 

親友告知 8 42 % 

其他 2 11 % 

備註：上述「從何得知本活動訊息」的其他，遊客表示為 BECLASS 網站。 

由下表得知，第二梯次的遊客在導覽解說服務、住宿環境、

餐飲菜色菜量及體驗活動上，皆呈現滿意的狀態，唯有早餐部

份滿意度較低，表示必須再做改進；在行程的收費及花費方面，

遊客呈現滿意狀態，表示仍有進步空間。 

表3-8 生態遊程體驗第二梯次遊客滿意度次數分配表 

題項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解說員的解說能力? 19 3 5 4.42 0.69 

對提供的早餐? 19 2 5 3.68 0.95 

對第一天中午部落風味餐菜色? 19 3 5 4.42 0.61 

對第一天中午部落風味餐菜量? 19 3 5 4.37 0.68 

對第一天晚上部落風味餐菜色? 19 3 5 4.26 0.87 

對第一天晚上部落風味餐菜量? 19 3 5 4.37 0.76 

對第二天的竹筒飯? 19 3 5 4.26 0.73 

對住宿的環境整潔? 19 3 5 4.37 0.68 

對搗麻吉的體驗? 19 3 5 4.32 0.67 

對射箭 DIY 的體驗? 19 4 5 4.58 0.51 

對編織串珠 DIY 的體驗? 19 3 5 4.37 0.68 

對紋面體驗的安排? 19 3 5 4.32 0.75 

對傳統服飾的體驗? 19 3 5 4.37 0.60 

對泰雅晚會的安排? 19 3 5 4.21 0.63 

行程的收費是合理的? 19 3 5 4.00 0.82 

行程的花費是值得的? 19 3 5 4.05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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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議 

讚美： 

(1) 體驗穿著泰雅族傳統服飾與紋面，手做DIY作品，非常開心與值

得的原住民部落體驗。 

(2) 喜歡主持人互動的感覺，主持的很棒！ 

(3) 人數控制剛好，走路行程不會太累。若能與解說員一起用餐聊天

，更親近，更好。 

(4) 回饋一下第二天的感覺，早上行程路程剛好，講解的部分也不錯

。 

建議： 

(1) 第二天早餐時間沒有提前告知，提早到也不讓早到者先吃。 

(2) 因為大家起床時間不一樣，建議將早餐改成自助式的。 

(3) 導覽隊伍太長，後面的人聽不到導覽解說，是否在此部分引導做

改善。EX使用小蜜蜂導覽之類的。 

(4) 活動流程控制不佳，太鬆散，解說內容太膚淺，但勇氣可嘉。 

(5) 營火晚會的互動活動部分，舞蹈及唱歌太複雜，導致互動效果不

佳。 

(6) 缺乏行前解說，EX要上山需要加滿油及體驗服裝何時回收，可再

加強，貼心一點。 

(7) 房間地板微沙，且熱水器熱水供應不穩定。 

(8) 可惜中午的吃飯地點沒有講好，不然換個地方應該也不錯。然後

就是拍照，講解員可以適時的請大家合照，可以凝聚團隊感。下

午的市集可惜沒廁所。 

3.第三梯次 

此活動於 11 月 11、12 日進行。多數遊客皆是由親友告知

及少數是由 FB 粉絲團得知活動消息，此次回收的有效問卷為

12 份，將遊客的基本資料分析後如下表，從表中得知，遊客以

男性為主，年齡平均分布在 20-30 歲，教育程度多為大專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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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以上，且全數為學生（聯合大學國際學生），皆來自於外國，

包含日本、馬來西亞、法國、德國、柬埔寨、西班牙。 

表3-9 生態遊程體驗第三梯次遊客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0 83% 

女 2 17% 

年齡 

20 歲以下 3 25% 

21-30 歲 9 75% 

31-40 歲 0 0 % 

41-50 歲 0 0 % 

50-60 歲 0 0 % 

61 歲以上 0 0 %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0 0 % 

高中職 0 0 % 

大專 9 75 % 

研究院以上 3 25 % 

職業 

學生 12 100 % 

軍公教 0 0 % 

農林漁牧業 0 0 % 

工商業 0 0 % 

服務業 0 0 % 

自由業 0 0 % 

家庭主婦 0 0 % 

退休人員 0 0 % 

其他 0 0 % 

居住地 

北部 0 0 % 

中部 0 0 % 

南部 0 0 % 

東部 0 0 % 

其他 12 100 % 

從何得知 

本活動訊息 

FB 粉絲團 1 8 % 

傳真 0 0 % 

親友告知 11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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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0 0 % 

由下表得知，遊客對於導覽解說服務、泰雅晚會、收費及

花費皆呈現非常滿意；體驗活動在搗麻吉、射箭、編織串珠及

傳統服飾也都相當滿意，唯有射箭及紋面體驗上，有部分遊客

不甚滿意，需再改進；餐飲方面多數遊客皆是非常滿意，但仍

有部分遊客僅尚可接受，表示仍需針對問題改善。遊客在整個

行程的滿意度呈現很滿意的狀態，顯示遊客在活動中相當的滿

足。 

表3-10 生態遊程體驗第三梯次遊客滿意度次數分配表 

題項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解說員的解說能力? 12 4 5 4.83 0.39 

對提供的早餐? 12 2 5 3.67 0.89 

對第一天中午部落風味餐菜色? 12 3 5 4.67 0.65 

對第一天中午部落風味餐菜量? 12 3 5 4.67 0.65 

對第一天晚上部落風味餐菜色? 12 3 5 4.67 0.65 

對第一天晚上部落風味餐菜量? 12 3 5 4.75 0.62 

對第二天的竹筒飯? 12 4 5 4.75 0.45 

對住宿的環境整潔? 12 2 5 4.50 0.90 

對搗麻吉的體驗? 12 2 5 4.33 0.98 

對射箭 DIY 的體驗? 12 3 5 4.17 0.83 

對編織串珠 DIY 的體驗? 12 3 5 4.25 0.87 

對紋面體驗的安排? 12 3 5 3.58 0.79 

對傳統服飾的體驗? 12 4 5 4.58 0.51 

對泰雅晚會的安排? 12 4 5 4.83 0.39 

行程的收費是合理的? 12 4 5 4.67 0.49 

行程的花費是值得的? 12 4 5 4.92 0.29 

其他建議 

讚美： 

(1) Good Trip！ 

(2) Merci！(法語：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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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 衛生間花灑水溫不好調，沒找到空調遙控。 

(2) 我們這個梯次的女生有點少。 

4.公部門跟團心得與建議 

(1)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遊憩服務課－劉憶萱承辦 

行程 改善建議 

導覽解說 

1. 解說員的導覽解說能力與專業知識有待加

強，必須抓住遊客的目光，而非自顧自地講。

解說導覽可以設計與遊客互動的小遊戲，增加

趣味性。 

2. 解說路線附近有機具施工干擾解說，解說員的

音量不夠，建議可攜帶隨身型麥克風（小蜜

蜂），視情況使用。 

3. 遊客隊伍拖太長，解說員未能適時留意後方的

遊客，動線的引導應再重新規劃，或可考慮安

排 2 名解說員（狹長的步道動線，1 名解說員

帶 10 位遊客較佳）。 

4. 部落巡禮應強化在地文化特色，結合部落的歷

史/老故事。 

餐飲 

（小麻雀-泰

雅風味餐） 

1. 出餐速度應確實掌握，避免讓遊客等待；在用

餐前應向遊客介紹風味餐的特色。 

2. 中午的部落風味餐由店家盛好飯菜擺盤，份量

對部分遊客來說太多，形成廚餘的問題，建議

可以採自助式讓遊客依需求取用。 

射箭、紋面體

驗 

1. 將遊客分批進行不同體驗，動線有些混亂。 

2. 建議可捨去紋面體驗，因用眼線筆描繪臉部肌

膚，有個人衛生問題，亦有可能沾染到遊客的

衣服，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串珠 DIY 

使用針線十分耗費眼力，對年長者來說很吃力。

未來應事先檢視報名遊客的年齡層分布，來決定

適合安排哪種 DIY。 

餐飲(都瑪斯 1. 可運用在地食材開發創意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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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晚餐） 2. 料理的擺盤應再精緻化以增加賣相。 

綜合面向 

1. 部落缺乏公共廁所供遊客使用，應積極思考如

何因應。 

2. 第 1 天最後的行程原規劃「烤火小語望星

空」，卻未照原訂計畫辦理，流程的掌控不夠

確實，且沒有先提醒遊客隔天用早餐的時間地

點。 

3. 竹筒飯的用餐地點未事先與餐廳老闆確認，當

天才得知未營業，應避免再次發生。 

4. 未來可考慮規劃安排接駁車輛，讓未能自行開

車的遊客亦能報名參加，觸及更多遊客。 

(2)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雪見管理站－張凱瑮解說員 

行程 改善建議 

導覽解說 

1. 解說導覽員有兩位同時帶領，不知道該聽誰

的，應該一個為主一個為輔。 

2. 第二梯次解說有點太淺，建議可以再下功

夫，增加文化或是生態面。 

3. 建議解說員推廣整體產業，而非僅自家甜柿

喔！ 

4. 解說導覽時，例如在竹屋時，並沒有帶遊客

繞一圈，解說員會說等一下，建議可以直接

說明，不要賣關子的感覺 

5. 解說員應該視隊伍狀況駐留解說，第二梯次

隊伍有點拖太長。第一梯次解說導覽員常會

被遊客問問題之後，就終止原本的解說內

容，建議解說完應該要講解的內容，再開放

遊客問問題。 

6. 解說導覽員避免講到政治立場問題。 

餐飲 

(都瑪斯民宿) 

1. 吃飯時如早餐時間，沒有聯絡清楚，早到者

無法先開動用餐，建議採自助式。 

晚會 

1. 參與遊客年齡層考量(男女老幼)。 

2. 晚會舞步太難繁瑣，建議簡化。晚會歌曲教

唱時，可以解說族語內容與意境。 

3. 晚會流程不順暢，依參與遊客反應應流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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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下去。 

綜合面向 

1. 本次活動為國家公園與部落合辦，但相關連

性太淺。易流於像一般旅行團，可以再思考

一下。 

(1) 活動一開始或是過程可以多次強調， 

活動辦理主要目的。 

(2) 我們這次活動主要是打著國家公園所培

訓出來的解說員，應該更謹慎一點，強調

活動主軸及特色，應與一般旅行社區分。 

2. 整體感覺，時間點不清楚，雖然每一位遊客

吊牌有詳細流程表，但建議還是每個流程都

能預告提醒，避免遊客走來走去。 

3. 本次推廣梅園村生態旅遊，非常可惜無法停

留在部落消費，僅能在二本松或是士林壩購

買伴手禮品。或是走象鼻吊橋時消費水果或

是香腸攤。（第一梯次買氣較佳，第二梯次沒

有停留） 

5.生態遊程體驗三梯次簽到表&保險收據請參閱附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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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態遊程體驗活動照片 

1.第一梯次10/28-29 

  
說明：集合處與導覽員相見歡 說明：象鼻吊橋大合照 

  

說明：紋面意涵說明與體驗 說明：換裝變身完成 

  

說明：射箭體驗及教學 說明：編織 DIY體驗 

  

說明：豐盛的部落風味餐 說明：泰雅晚會與夜景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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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排灣族爸爸體驗泰雅族 

      的揹新娘 

說明：二本松丸田砲臺入口處 

      大合照 

  

說明：丸田炮臺遺址 說明：享用竹筒飯及熱食 

2.第二梯次11/04-05 

  

說明：泰雅族的掌聲教學 說明：慢遊象鼻部落與解說 

  

說明：象鼻吊橋大合照 說明：英雄風味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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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天狗部落合影 說明：紋面體驗及換裝中 

  

說明：泰雅射箭體驗 說明：部落教會前合影 

  

說明：天狗部落至高點 說明：泰雅胸針 DIY 

  

說明：泰雅晚會動動唱跳 說明：體驗泰雅族揹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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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竹筒飯 DIY 說明：搗麻吉 DIY 

  

說明：二本松步道解說中 說明：二本松解說站 

  

說明：竹筒飯敲敲敲！ 說明：部落市集消費中 

3.第三梯次11/11-12 

  

說明：國際學生消費囉！ 說明：帶領遊客至丸田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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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射箭體驗。 說明：泰雅胸針 DIY 

  

說明：泰雅晚會體驗中 說明：置身於雲霧繚繞之中 

  

說明：二本松步道沿途解說 說明：二本松步道沿途解說中 

  

說明：二本松步道沿途解說 說明：非常開心的國際學生 

（四）檢討會議 

1.時間：106年11月13日（星期一）下午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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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點：雪山坑 

3.出席人員：指導老師1位、輔導單位1位、學員6位(詳見下列簽到表) 

4.討論與回應 

序 建議或改善事項 討論與回應 

1 體驗穿著泰雅族傳統服飾與紋

面，手做DIY作品，非常開心與

值得的原住民部落體驗。 

服裝是可以代表解說員自我文

化象徵，小組培育出部落導覽

員日後也會注重在配件搭配與

解說品質提升。 

2 第二天早餐時間沒有提前告

知，提早到也不讓早到者先吃。 

行程規劃確認後會特別叮嚀小

組解說員告知遊客行程用餐時

間，部落早餐備材不易無法讓

遊客個別用餐，會在行程規劃

附加叮嚀事項。 

3 因為大家起床時間不一樣，建

議將早餐改成自助式。 

因民宿業者取得食材不易，如

果自助式備食材的方式會過於

浪費食材。而部落旅遊行程規

劃單為基準擬定起床與早餐時

間，帶團過程中會再與遊客叮

嚀。 

4 導覽隊伍太長，後面的人聽不

到導覽解說，是否在此部分引

導做改善。EX使用小蜜蜂導覽

之類的。 

非國家公園場域使用小蜜蜂解

說，解說方式採定點式解說。

國家公園場域盡量不使用小蜜

蜂解說。 

5 活動流程控制不佳，太鬆散，

解說內容太膚淺，但勇氣可嘉。 

小組日後會擬定解說員自我訓

練評比，製作解說教材並改善

提升解說內容。 

6 營火晚會的互動活動部分，舞

蹈及唱歌太複雜，導致互動效

果不佳。 

晚會舞蹈部份會選擇簡單易學

的動作，唱歌的部份採用遊客

現場點唱模式。 

7 喜歡主持人互動的感覺，主持

的很棒！ 

晚會主持按晚會流程進行，所

有活動90分鐘完成。 

8 數控制剛好，走路行程不會太

累。若能與解說員一起用餐聊

天，更親近，更好。 

解說員無法與遊客一起用餐，

這是小組的規範，如遊客有需

要會配合。而行程規劃前調查

年齡層安排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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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缺乏行前解說，EX要上山需要

加滿油及體驗服裝何時回收，

可再加強，貼心一點。 

行程規劃單增加備註事項叮

嚀。泰雅服飾回收除用口頭叮

嚀外，會註記於旅遊掛牌。 

10 房間地板微沙，且熱水器熱水

供應不穩定。 

水壓及水量關係影響，小組已

與民宿業者溝通，業者會改

善。而開團前住宿安排會再由

小組住宿組加強叮嚀。 

11 回饋第二天感覺，早上行程路

程剛好，講解的部分也不錯。

可惜中午的吃飯地點沒有講

好，不然換個地方應該也不

錯。然後就是拍照，講解員可

以適時的請大家合照，可以凝

聚團隊感。下午的市集可惜沒

廁所。 

1. 行程流程小組解說員必須按

照行前會議規定事項確實辦

理。 

2. 廁所目前是小組推廣旅遊最

大課題，會爭取公部門支

持。 

12 導覽解說 

1. 解說員的導覽解說能力與專

業知識有待加強，必須抓住

遊客的目光，而非自顧自地

講。解說導覽可以設計與遊

客互動的小遊戲，增加趣味

性。 

2. 解說路線附近有機具施工干

擾解說，解說員的音量不

夠，建議可攜帶隨身型麥克

風（小蜜蜂），視情況使用。 

3. 遊客隊伍拖太長，解說員未

能適時留意後方的遊客，動

線的引導應再重新規劃，或

可考慮安排 2 名解說員（狹

長的步道動線，1 名解說員

帶 10 位遊客較佳）。 

4. 部落巡禮應強化在地文化特

色，結合部落的歷史 /老故

事。 

 

1. 小組解說員的導覽能力為新

手，訓練課程有限，會繼續

自我強加訓練，與精進訓練

課程內容。 

2. 解說過程中小組會設計遊戲

與遊客互動。 

3. 解說員未能適時留意後方的

遊客，此部分最再加強解說

員自主訓練，也會依遊客人

數考量評估解說員人數。 

4. 小蜜蜂會準備，如果需要才

會使用。 

5. 解說部落會加強在地文化部

落解說，希望未來能給予小

組解說員更多訓練的機會。 

13 餐飲（小麻雀-泰雅風味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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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餐速度應確實掌握，避免

讓遊客等待；在用餐前應向

遊客介紹風味餐的特色。 

2. 中午的部落風味餐由店家盛

好飯菜擺盤，份量對部分遊

客來說太多，形成廚餘的問

題，建議可以採自助式讓遊

客依需求取用。 

1. 小組會要求商家餐點送餐結

束後，再由解說員介紹餐點

特色。 

2. 餐點份量會先以遊客在行程

中討論。 

14 射箭、紋面體驗 

1. 將遊客分批進行不同體驗，

動線有些混亂。 

2. 建議可捨去紋面體驗，因用

眼線筆描繪臉部肌膚，有個

人衛生問題，亦有可能沾染

到遊客的衣服，造成不必要

的困擾。 

 

1. 本次行程的缺失，小組討論

之後，之後安排行程會以過

關遊戲為主。（第一關涼亭區

體驗紋面→第二關頭目館體

驗弓箭→第三關廣場由解說

員帶領解說→第四關陷阱教

學與解說，將依體驗時間來

設計關卡） 

2. 小組會與遊客領隊討論是否

捨去紋面體驗。或是以印章

式紋面替代。 

15 串珠DIY 

使用針線十分耗費眼力，對年

長者來說很吃力。未來應事先

檢視報名遊客的年齡層分布，

來決定適合安排哪種 DIY。 

 

1. 小組會將所有DIY行程事先

與遊客溝通並了解年齡層對

DIY 做調整與分配。 

2. 目前小組可供遊客選擇 DIY

項目： 

(1) 泰雅胸針 

(2) 竹藝小弓箭 

(3) 季節性食材沙拉製作 EX

甜柿沙拉 

(4) 小米醃肉或馬告鹹豬肉

體驗 

16 餐飲（都瑪斯民宿-晚餐） 

1. 可運用在地食材開發創意料

理。 

2. 料理的擺盤應再精緻化以增

 

小組會與業者通盤討論與建

議。會要求出菜完畢，由主廚

來說明餐點特色。而擺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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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賣相。 份，會建議民宿予以精進以增

加賣相。 

17 綜合面向 

1. 部落缺乏公共廁所供遊客使

用，應積極思考如何因應。 

2. 第 1 天最後的行程原規劃

「烤火小語望星空」，卻未照

原訂計畫辦理，流程的掌控

不夠確實，且沒有先提醒遊

客隔天用早餐的時間地點。 

3. 竹筒飯的用餐地點未事先與

餐廳老闆確認，當天才得知

未營業，應避免再次發生。 

4. 未來可考慮規劃安排接駁車

輛，讓未能自行開車的遊客

亦能報名參加，觸及更多遊

客。 

 

1. 公共廁所會積極與公部門反

應。 

2. 行程中未完成的內容小組會

改進。 

3. 解說員會事先與民營餐廳確

認用餐地點與是否營業。 

4. 小組未來方向會安排接駁車

輛提供與遊客更多服務。 

5.活動照片（含簽到表）： 

  

檢討會現況1 檢討會現況2 

                  檢討會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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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建立生態旅遊運作機制 

（一）生態旅遊小組 

自 106 年 7 月 7 日開會討論正式成立部落生態旅遊小組，組織

運作分工如下： 

【指導單位】 協助推動在地協會等組織。 

【生態旅遊窗口】 主要對外聯絡窗口及協調各組安排事項。 

【住宿組&餐飲組】 負責協助安排住宿單位，以及負責風味餐及早

餐（由實際住宿單位負責）。 

【導覽解說組】 依活動人數需求負責安排派遣小組解說員。 

【工藝組&活動組】 負責 DIY 體驗器材與派遣講師，以及負責規

劃設計各住宿單位如民宿、露營區晚會活動或

安排文化表演。 

【企劃設計組】 負責專案企劃及美編設計。 

【會計組】 負責相關收費等細節，包含回饋機制處理。 

圖10-1 泰安鄉北勢群推廣部落文化生態旅遊小組運作機制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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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泰安鄉北勢群推廣部落文化生態旅遊小組運作狀況及帶來商機 

1.目標 

由分享去創造機會，在由機會能量轉換成經濟附加價值。 

2.運作狀況 

時間 內容 對象 人數 
負責窗口 

或人員 
費用 

8/10 晚會 一般遊客 15 位 生態小組 5,300 元 

8/12 解說 一般遊客 20 位 生態小組 8,100 元 

8/27 英雄餐 同學會 20 份 小麻雀 5,000 元 

8/28-8/29 

營隊 泰 安 國

小、泰安

國中 

29 位 

生態小組 60,000 元 

9/2 
解說 一般遊客 60 人 解說員：楊信

義、謝敏旻 

4,000 元

（解說員 2

天 1 人）、

射箭體驗

1800/場 

15 人 

9/3 

解說、射

箭體驗 

一般遊客 60 人 解說員：楊信

義、楊蘭英 

射箭體驗：賴

天恩 

15 人 

09/18 
傳統弓射

箭體驗 

露營區遊

客 
20-30 人 

旅遊小組 1,800 元 

09/18 

遊程上架

洽談 

欣亞鵬旅

行社有限

公司 

30-40 人 

旅遊小組 洽談中 

9 月-11 月 

射箭傳承

文化課程

(10 堂課) 

梅園國小 
5、6 年級

15 人 

詹榮富、賴天

恩、楊信義、

李雅馨 

30,000 元 

10/21-10/22 

部落之旅 在地生活

俱 樂 部

( 台 中 及

各地) 

40 人 

小組 5 位 2,800/人，

112,000 元 

10/27-10/28 
族語文化

體驗營 

象鼻國小 
100 人 

小組講師 5 位 36,000 元 

10/28-10/29 本計畫遊 不拘，公 20 人 旅遊小組 9 人 19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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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導入活

動 1 

開招募 (解說員 2 人+ 

體驗 2+晚會 4

人+ Diy1 人) 

39,000 元 

11/04-11/05 

本計畫計

畫遊客導

入活動 2 

不拘，公

開招募 
20 人 

旅遊小組 9 人

(解說員 2 人+ 

體驗 2+晚會 4

人+ Diy1 人) 

1950/人， 

39,000 元 

11/05 

解說導覽 苗栗縣公

廟聯誼會 29 人 

旅遊小組 4 人 

(解說員 2 人+ 

體驗 2) 

14,850 元 

11/11-11/12 

本計畫計

畫遊客導

入活動 3 

聯合大學

國際學生 
12 人 

旅遊小組 9 人

(解說員 2 人+ 

體驗 2+晚會 4

人+ Diy1 人) 

1950/人， 

39,000 元 

11/12 

導覽解說 台中都會

公園聯誼

會 

47 人 

旅遊小組 2 人 4,200 元 

11/24 
導覽解說 五校聯運 150-200

人左右 

旅遊小組 3 人 4,800 元 

11/25-26 

行程規劃

導覽解說 

一般遊客 

40 人 

旅遊小組 9 人

(解說員 2 人+ 

體驗 2+晚會 4

人+ Diy1 人) 

57,000 元 

12/2 

本計畫遊

客導入之

行程內容 

聯合大學 

20 人 

旅遊小組 9 人

(解說員 2 人+ 

體驗 2+晚會 4

人+ Diy1 人) 

39,000 元 

合計 847 人 -- 499,050 元 

3.其他 

(1) 學員擔任相關導覽文化講師 

序 名稱 單價 數量 金額 

1 
臺中市和平區自達線旅遊小組

課程講師 
1,600元 15節／6人 2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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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苗栗縣士林國小大界兒童課後

輔導文化課程講師 
1,600元 10節／1人 16,000元 

3 
苗栗縣梅園國小傳統文化課程

講師 
800元 12節／4人 28,800元 

4 
苗栗縣士林國小傳統文化課程

講師 
800元 8節／2人 12,800元 

5 
苗栗縣梅園村露營區傳統體驗

課程講師 
2,000元 8場／1人 16,000元 

6 
臺中市和平區遊客導入傳統體

驗課程講師 
2,000元 6場／2人 24,000元 

合計 121,600元 

 

(2) 學員擔任相關導覽文化體驗作品行銷 

序 名稱 單價 數量 金額 

1 創意泰雅胸針 200元 100個 20,000元 

2 創意泰雅弓箭 250元 30支 7,500元 

合計 27,500元 

 

(3) 學員擔任相關導覽農產置入式行銷 

序 名稱 單價 數量 金額 

1 馬告香腸 250元 150斤 37,500元 

2 
優質農特產甜柿(農友至民宿定

點銷售) 
15,000元 3場 15,000元 

3 
部落市集農產置入式行銷 

(士林壩、麻必浩、二本松) 
10,000元 約10場 100,000元 

合計 152,500元 

今年度部落旅遊生態小組促進部落商機約800,6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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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活動紀錄 

  

說明：紋面及服飾體驗。 說明：帶領遊客至丸田砲台。 

  

說明：射箭體驗。 說明：陷阱傳承與教學。 

  

說明：小組會議時間。 說明：洽談合作討論中。 

  

說明：象鼻國小文化體驗營 說明：洽談合作討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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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泰安鄉北勢群推廣部落文化生態旅遊小組公約、回饋機制及未來

發展方向 

1.公約 

(1) 任何活動必須在與客人約定好的時間前半小時抵達約定之場所。 

A. 不可只因一位遊客之利益而損害團體遊客的權利。 

B. 如中途有任何事情行程更改之前，以遊客安全第一為考量。 

C. 小組成員活動所需器材必須完整不可缺一。 

(2) 小組成員導覽解說與體驗個人傳統服裝以及配備必須穿戴完整。 

(3) 小組成員派遣擔任導覽時任務時，一週前會在FB、LINE群組發

布。工作任務分配會議時，再派遣小組工作成員。 

(4) 行程規劃中住宿部分會採用分散住宿模式輪流配額給搭配本會

之民宿業者，(當日民宿業者拒絕除外)。 

(5) 行程規劃中餐部分會排定搭配本會之部落商家輪流。(當日商家業

者拒絕除外)。 

(6) 行程規劃中露營部分會規劃採用輪流模式配額給搭配本會之露

營業者，(當日露營業者拒絕除外)。 

(7) 小組成員如被客訴，需虛心接受與自我學習。 

(8) 小組成員需參加活動優缺失會議。 

2.回饋機制及運用方向 

(1) 回饋機制（10%回饋至小組運作基金） 

A.導覽解說費每場2,000元抽取200元回饋小組運用。  

B.體驗活動費每場1,800元抽取180元回饋小組運用。  

C.DIY體驗活動費每人200元，每人抽取20元回饋小組運用。  

D.活動餐費每桌2,500元，每桌抽取250元回饋小組運用。  

E.住宿介紹費每間抽取100元回饋小組運用。 

F.晚會每場6,000元，每場抽取600元回饋小組運用 

(2) 運用方向 

A.購買小組推廣文化生態旅遊相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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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回饋部落辦理相關文化生態旅遊活動。 

C.奉獻部落老人機制關懷。 

3.未來方向 

(1) 籌組自主營運之社團組織Tayal推廣文化生態旅遊協會。 

(2) 找尋網羅大安溪線青年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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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其他工作事項補充說明 

一、手作步道工作假期啟動 

新竹林區管理處處長、副處長於10/19邀集部落協會理事長、

生態旅遊小組與台灣千里步道協會討論後續配合內容（其他與會

人員包含育樂課課長與承辦、大湖工作站 2 位技正）。 

依據 7/24 現地探勘走過軌跡，全長約 6 公里，全程軌跡圖如

下所示。 

 

10/19 會議結果將於 12 月 16 日、17 日、18 日由台灣千里步道

協會承辦三天兩夜工作假期，後續追蹤內容： 

（一）走在天狗鼻樑上～二本松（

Blihun）步道工作假期【簡章】 

「日本人把警備線推進到

二本松後，在山頂建起了石塊

圍牆工事，同時也在向下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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稜線上構築戰壕做為護衛。儘管日本人武器精良，火力強大，

但部落戰士仍利用對地形的熟悉，趁夜對二本松發動奇襲。雖

然最終無法強攻拿下二本松據點，但在僅犧牲一名勇士的情況

下，擄獲 17 顆首級和 13 支村田步槍，槍彈一千多發，安全撤

退…」 

位於泰安鄉梅園村的雪霸國家公園雪見遊憩區，在日本殖

民時代設有二本松駐在所，用以監控大安溪畔的泰雅族北勢群

族人。如今遊憩區的二本松解說站每到假日前來健行賞景的遊

客絡繹不絕，但不為人知的是，距離解說站約 700 公尺的丸田

砲台遺址，往天狗鼻方向的稜線曾發生過一段激烈的戰役，故

事的來龍去脈則早已湮沒在荒煙蔓草中。 

近年來為了發展生態旅遊帶動地方產業，當地天狗部落及

周邊社區共同組成了「泰安鄉北勢群推廣部落文化生態旅遊小

組」，成員包括國家公園解說員、民宿業者等，希望能一步一步

挖掘、展現部落文化特色，吸引遊客目光。 

在部落文史故事的採集及耆老訪談過程中，小組成員得知

二本松（族語地名「Blihun」，門的意思）步道的故事。對部落

耆老來說，這是一條充滿故事的步道，唯有將空間場域保存下

來，才有機會向後代繼續訴說祖先在這塊土地上的血淚。因此

部落族人期待透過手作步道的方式，一方面重現耆老對歷史獵

徑、二本松攻防戰史及部落舊址的憶往，也希望持續調查步道

人文史蹟、挖掘故事，一步一步喚起部落族人對二本松（柏里

洪）步道所代表的歷史文化資產價值的共識。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 

承辦單位：台灣千里步道協會 

協辦單位：泰安鄉北勢群推廣部落文化生態旅遊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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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2017年12月16日（星期六）- 12月18日（星期一） 

活動地點：苗栗縣泰安鄉梅園天狗部落 

活動對象：年滿18歲，對步道工作與環境守護行動有熱情的夥伴 

活動名額：18人為限，僅接受邀請報名 

活動費用：1,600元（包含食宿、解說、體驗活動、社區內接駁等 

          費用，交通接駁與講師助教費用則由計畫支應） 

報名方式：一律採取線上報名，線上報名後敬請等候通知，並請 

          詳閱繳費方式 

集合時間：2017年12月16日（星期六）上午 10：00-10：30 

集合地點：台中豐原火車站 

活動聯絡人：陳朝政 02-5593-3965 / tmitrail2006@hibox.hinet.net 

活動流程： 

12/16（六） 

10:00-10:30 集合報到→10:50-12:00 前往部落→12:00-13:30

始業式→13:30-16:30部落巡禮與文化體驗→16:30-17:00前往

民宿→17:00-1800 晚餐→18:00-20:00 室內講座→20:00 休息

就寢 

12/17（日） 

06:30-07:30 晨喚起床→07:30-08:00 前往步道→08:00-08:05 入

山儀式→08:05-08:40 工具使用及安全講解→08:40-12:00 步道

分組施作→12:00-13:00 午餐→13:00-17:00 步道分組施作→

17:00-17:30 返回民宿→17:30-20:30 晚餐與晚會→20:30-休息

就寢 

12/18（一） 

07:00-08:00 晨喚起床→08:00-08:30 前往二本松解說站→

08:30-10:30 步道生態導覽解說→10:30-11:30 頒發證書、心得

回饋→11:30-12:00 拍照留念、返回民宿→12:00-13:00 午餐→

13:00-賦歸 

  

mailto:tmitrail2006@hibox.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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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落辦理說明會及分配工作項目 

1.部落說明會 

  

說明：說明會會議宣傳與張貼 說明：說明會會議宣傳與張貼 

 

說明：部落耆老分享與帶動願意付出的志工。 

 

2.部落說明會內容 

(1) 由部落小組詹榮富老師（瓦歷斯）召集說明二本松（柏里洪）步

道手作步道意義。 

(2) 7/24步道現勘基本資料說明。 

(3) 預計辦理時間及參與對象、人數說明。 

(4) 部落整備與動員： 

由苗栗縣泰安鄉吾望巴霸哇阿文化產業觀光協會召集動員 

A. 招募志工10名(內含柯金源，另徵求2位耆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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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發財車3部車號與駕駛員。 

C. 募集當地菜色伙食員提供工作假期志工餐點。 

D. 耆老祈福(柯金源)，當然部落志工隊長。 

(5) 生態旅遊小組準備事項： 

A. 配置3名手作步道解說員。 

B. 預備活動餐點茶水與送達手作地點。 

C. 安排所有工作假期志工活動事宜。 

(6) 其他說明 

A. 這次步道規劃起頭相當不容易，未來希望可移交給天狗部落社

團繼續完成。(12/16-18為試驗階段施作，未來需要分好幾次工

作假期繼續施作) 

B. 部落社團：梅園村社區發展協會、苗栗縣泰安鄉吾望巴霸哇阿

文化產業觀光協會若能繼續承接，生態旅遊小組賴天恩會長會

協助提供相關窗口訊息。 

3.工作假期部落志工分配內容--召集人前鄉長柯武勇 

第一隊耆老兼隊長 

柯金源 

部落志工：陳漢、高蘭香、田幸雨 

接駁車輛：柯金源 

旅遊小組步道解說員：詹榮富(瓦歷斯) 

第二隊耆老兼副隊長

柯武泉 

部落志工：王美瑩、柯舒桓 

接駁車輛：柯武泉 

旅遊小組步道解說員：李雅馨 

第三隊耆老 

游金基 

部落志工：高重孝、柯武城 

接駁車輛：高重孝  

旅遊小組步道解說員：楊信義 

(1) 募集餐點菜色補給旅遊小組賴天恩、小麻雀小吃部詹月夏。 

(2) 所有活動編排旅遊小組(按活動流程規劃)。 

(3) 12/13前發放活動流程給所有參與人員。 

 



106 年度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部落生態旅遊培力計畫-成果報告書 

145 

4.工作假期執行情況與說明 

  
說明：坐著接駁車抵達施作點 說明：向志工群說明步道歷史 

  
說明：手工搬運在地材料製作 說明：耆老帶隊施作搬運石塊 

  
說明：砍除竹子及搬運堆砌 說明：專業志工帶領部落志工施

作 

  
說明：大湖工作站林如森主任說  

      明與分享 

說明：準備出發囉!步道生態導覽 

     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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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工作假期第一階段尾聲，感 

      謝各位志工的參與 

說明：前往二本松路途中的觀景平 

     台，志工群合影 

  
說明：部落志工 說明：部落志工 

    

說明：工作假期第一期小成果--二本松(柏里洪)手作步道與志工 

 

二、部落具有潛力穿越型農路 

（一）梅興農路：現今的梅興道，已拓寬為貨車可行走之農路。 

（二）天狗至二本松農路：又稱松安農路。 

（三）梅園部落至ㄠ嶩部落舊址農路。 

上述農路後續可納入未來解說教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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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瓶頸與建議 

一、結論 

（一）計畫說明會 

兩場說明會參與人數統計：梅園部落 32 位、天狗部落 17

位參與。 

（二）安排部落蹲點人員 

自計畫展開後，截止目前為止（106.11.30）共拜訪部落 45

位居民。 

（三）導覽解說人員增能培訓（40小時） 

1.該工作項目已於今年五月底全數完成培訓。  

2.計畫初期報名人數：35位學員，16位梅園村＋19位外村學員。 

（四）特色店家輔導 

計畫接受輔導店家共 8 家，計畫期初實際參與及完成輔導

共 6 家、計畫期中實際參與及完成輔導共 2 家。後續於網路媒

體應用工作坊、專家診斷共識會、主題遊程串聯及宣傳摺頁持

續媒合輔導。 

（五）網路媒體應用工作坊 

透過 9 小時課程實際運用臉書社群及好用 APP，提升導覽

人員及店家臉書粉絲團／社團經營能力，及實際教學運用好用

APP 美編自家產品或美景，並結合臉書行銷以提升能見度。參

與人次總計 48 人。 

（六）辦理專家診斷共識會 

透過邀集專家學者現身分享與現訪，給予部落／社區及店

家實質建議，甚至媒合公部門其他單位合作機會及可申請補助

計畫資源，如林務局後續將透過計畫輔導方式，施作手作步道

以恢復部落傳統獵徑。兩場次參與人次共計 36 人次。 

（七）績優社區參訪研習 

經由規劃兩天一夜至南投縣仁愛鄉及埔里鎮觀摩研習，透

過面對面經驗交流及分享座談，了解在地協會／部落如何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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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運用自我優勢資源（生態資源、部落人力）的自主經營、及

如何遇到困難及突破困境，並實際參與系列體驗活動。本次研

習活動搭配觀摩學習單，讓學員觀察學習紀錄，期以回到部落

得以實際運用。參與人次共計 21 人。 

（八）主題遊程開發設計及推廣 

透過今年計畫完成生態遊程設計 1 日遊、2 日遊以及其他

主題行程（豐 A-Li：桂竹筍、螢光閃爍：賞螢、泰安李紅通通：

李子、柿柿如意：甜柿），並擇所規劃之 2 日遊部分來辦理遊客

導入活動三梯次。 

另宣傳摺頁設計及印製，參考第一年度成果設計，重新與

梅園村兩部落協會、商家等單位，討論並重新設計更符合部落

意象之文宣品，後續再透過主辦機關及雪見工作站二次校稿、

調整、改版及修正，業已完成該工作項目。 

在地教材 E 化，參考第一年度在地教材成果，並結合今年

度部落關懷訪談內容，編撰定稿完成今年度在地教材成果，並

美編 E 化共享於 Line 通訊群組，以利學員學習使用。 

（九）遊程體驗與檢討 

今年度生態遊程遊客導入活動共辦理三梯次，遊客參與總

人數共計 51 人，其中更包含國際生，生態旅遊小組檢討會議自

評第一梯次表現較佳、第二梯次表現尚可，第三梯次勇氣可嘉，

由於小組成員很多都是第一次上場帶團，已經勇氣可嘉，透過

遊客回饋意見、主辦機關提供的建議改善內容與檢討會議，該

小組已明確了解需要加強與改善部份，期許小組每一位學員日

益精進且未來能透過更多帶團的機會更加進步。 

（十）建立生態旅遊運作機制 

泰安鄉北勢群推廣部落文化生態旅遊小組最終成員共計 14

位（包含來自天狗部落 2 人、梅園部落 6 人其中 3 位已就業、

大安部落 1 人、象鼻部落 1 人、司馬限部落 1 人、蘇魯部落 2

人、中間部落 3 人、士林部落 1 人），小組成員雖來自南三村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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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但都是凝聚願意加入一起發展部落生態之旅的部落成員，

透過訂定小組公約、回饋機制，期許未來更能獨立自主營運。 

 

二、瓶頸與建議 

（一）訓練課程人數少：學員上課意願較無法持續，或因經濟誘因不

足及學習意願本性等問題，期初至期中執行期間，透過關懷訪

談持續了解，學員或是在旁遠觀之族人因經濟等因素且未能較

長遠看待，導致培訓課程參與人數無法增加。故本計畫所輔導

之生態旅遊小組，發展主軸希冀串聯南三村生態及導覽解說資

源，目前小組主要幹部為梅園村學員擔任，而成員則為囊括南

三村有意願參與者，一同來努力推廣南三村部落生態之旅。另

值得一提，該小組自七月份正式成立，運作自今也有成功吸引

部分年輕人持續加入並參與運作，如輔導店家之一「跋ㄚ諾乎

露營區」第二代經營者夫妻倆，後續盼能藉由成功運作來吸引

部落旁觀者更多人加入。 

【建議方案】部落人口老化及減少趨勢（部落人員架構分布老年人居

多外，青年人職業又相當特殊，留在部落青年經濟壓力大，對

推動旅遊這區塊沒有太大興趣），上述現象如短期不可逆，且各

公部門在部落的課程又很多，或可將培訓方式，調整為總時數

較少，或降低單位課程學員數量的課程要求，並規劃以”做學”

課程，取代”教學” 課程。如導入遊客後，老師或學長，帶幾個

年輕學員一起做、一邊學的 ”做學 ”課程，類似 ”ON JOB 

TRAINING”概念。由上述得知，部落對於課程講解式訓練，參

與度較低，而對以遊程活動或實務操作方式之 O J T 訓練方式參

與度較高，但遊程活動或實務操作方式之可容許參與人數，無

法像課堂授課到達 15 人數以上的「數量」，其基本上較類似師

徒制的傳授，因此如能因應不同授課方式，來彈性調整訓練人

數目標，應可較為符合部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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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店家輔導改善成效不易彰顯：計畫期初時，藉由現地訪視

輔導各店家並給予輔導建議，或協助美編及架設網站。期中時，

藉由辦理診斷共識會，邀請專家學者現身分享及現訪各店家實

際運作狀況並給予改善建議，經由期初與期中輔導改善建議，

部分建議內容其實重疊，店家也清楚了解，可能部落有些店家

並非全職經營較無全心經營，且部分輔導店家需要進行硬體投

資改善，需要較長工期或是經費等因素，本輔導團隊後續持續

追蹤改善成效，但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一方面得靠店家

自主及自發性的意願去改變，才有可能突破現況。另一方面則

需倚靠”總消費量”提升，透過量變，就會質變。目前泰安鄉至少

有千餘個露營位，等同周末假日有千餘個家庭到達，如何能讓

這些露營家庭”知道”部落內有哪些特色店家，則只要有部分走進

部落，就有機會讓店家自主改善意願提升。 

【建議方案】建議製作梅園村特色店家文宣或 EDM，透過放置露營區

及汶水遊客中心或是雪見遊憩區，以供遊客或是露營客取得曝

光使用。而 EDM 也可透過南三村露營區業者的網站或粉絲團曝

光宣傳，給予限定優惠，鼓勵遊客走入店家以刺激提升自我經

營品質。 

（三）網路媒體應用程度少：在台灣每個人至少都有 1 個以上的臉書，

而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後，連不使用臉書的人也開始使用了，

Facebook 公布最新數據，台灣月活躍用戶數達 1700 萬人，每天

划手機看臉書的也有 1300 多萬人，在所有亞洲國家中，以人口

比例來看台灣有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在使用臉書，是亞洲第一。

而該項實際執行時，透過專業講師介紹社群軟體臉書及實際運

用操作之外，了解各店家雖然目前都有經營臉書及粉絲團，但

更新次數分常少，較少花心思在營運，而粉絲專頁建立後，必

須靠其他方式連結行銷，勿認為有了粉絲專頁後就可以賺大錢，

網路行銷必須要整合起來去做行銷，且不斷在網路上更新打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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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度，不然就算建立粉絲專頁，也不會有任何效果，盼學員後

續能持續應用及活用。 

【建議方案】隨著資訊普及與智慧裝置越來越方便，建議後續課程可

規劃 LINE@店家經營與行銷或是直播方式等實務操作課程，增

加店家了解市場現況及熱門工具，提高及熟悉使用網路媒體資

訊工具，行銷自我經營的店家及提升曝光率。 

（四）部落協會、社團組織或商家合作機會少：由小而大，帶動部落

相關組織跟進及合作，目前社區發展協會幾乎停擺不支持，其

他社團則以本身社團計劃為主，另梅園村共有民宿 2 家、露營

區 8 家，投入興趣不高，無法擬聚共識（均以本身賺錢為前提）；

目前有效配合民宿 2 家、露營區 2 家、商家 2 家。今年透過蹲

點人員在部落努力溝通與協調，有意想創造出聯盟合作機會但

成效不彰。 

【建議方案】建議未來可朝朝向跨部落合作，逐漸誘導如能強化生態

旅遊經營組織的「市場經營」能量，則可由下而上，讓旅遊聯

盟強化。或是未來國家公園朝管制自由行人數或生態旅遊團體

預先審查制方式，則或可透過「授權」方式，讓生態旅遊聯盟

成員或導覽人員之旅遊方案可以被篩選，進而朝跨部落發展。 

（五）活用所學加以運用，串聯合作機會：小組成員自從參與培力計

畫解說導覽課程後，透過課中與課後實務運作與練習，數位學

員已能獨當一面並順利於台中市和平區自達線課程擔任講師、

大安溪線國小五校聯運擔任解說員、苗栗縣部落大學課程（導

覽解說、原住民傳統工藝行銷）擔任講師，藉由授課、辦理活

動與行銷部落農特產等活動，網羅有意願加入小組的人，一起

來推動部落生態之旅。另未來目標更希望能將學員的產品上架

於民宿、露營區及咖啡廳，擴大聯盟合作機會。 

【建議方案】建議公部門單位如主辦機關、苗栗縣政府及泰安鄉公所

等縣內單位，若有相關部落導覽活動，可以優先指定或是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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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給予部落這群有志青年更多發揮空間的舞台，提升充實

自我，並自主串聯更多單位、計畫或是店家，以達聯盟發展之

可能性。 

（六）鄉公所生態旅遊活動無法順利配合：泰安鄉公所每年都會辦理

文化及生態旅遊推廣計畫，今年度為鄉公所第三年度執行遊客

導入等活動內容，原希望本計畫所培力的解說導覽人員可以實

際上場解說擔任鄉公所計畫的解說員，本團隊也提報推薦本培

力計畫解說導覽員名單給予挑選，經溝通協調及了解後，疑為

政治色彩因素影響，故鄉公所計畫中的解說員無法順利配合，

全由鄉公所他們自己指定派任。上述內容為今年執行過程所遇

瓶頸之一，盼未來能更有進一步的合作機會。 

【建議方案】上述問題已向泰安鄉公所文化觀光課黃課長反應，建議

明年可部分改善及嘗試性合作。 

（七）露營區產業之發展建議：目前雪霸周邊露營區產業蓬勃發展，

實有必要進行了解及調查，並對後續可能因過度發展所造成環

境生態傷害，進行分析或提出可因應對策。 

（八）設立社區生態巡守隊：巡守隊成立目的是定期巡護並監測記錄

生態旅遊路線之生物資源，落實社區保育機制，發揮在地守護

的功能。建議是否可嘗試性採買數套「頭套式」攝影機、麥克

風組等，並搭配直播方式，讓巡守人員過程中，可進行網路直

播，並宣導國家公園生態巡守之推廣教育功能，或創造「網紅」

國家生態巡守隊之可能性。或是建議可嘗試性採買統一制服，

以增加榮耀感。 

（九）發展具部落特色之生態旅遊：原住民部落發展生態旅遊與一般

生態旅遊的差別在於擁有豐富的人文資源，透過今年的培力計

畫帶領討論及規劃設計部落體驗行程，更可以思考如何設計更

精緻的互動體驗行程，如透過原住民工藝體驗活動向遊客介紹

傳統文化及背景故事，也可以透過解說員及儀式體驗傳遞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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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精神。今年度成果已成立生態旅遊小組，未來更希望能合法

立案來對外經營，另在發展原住民部落文化生態之旅的同時，

更能利用產業來帶動觀光，亦能利用觀光來帶動產業（如桂竹

筍季、甜柿節）。 

（十）萬事起頭難，唯有堅持持續做下去才有出路：部落發展文化生

態旅遊是一條漫長且艱辛的歷程，部落不但得面臨先天不足的

因素，還必須接受部落內部及外來競爭的挑戰，如今年的生態

旅遊小組輔導成立起頭相當不容易，而且部落中也會有些眼紅

的聲音與耳語，常讓實際有努力的人產生挫折與無力感，這些

較為負面聲音都是需要輔導團隊以及部落較成熟學員來溝通協

調及討論，部落發展過程之中，從個人到組織到團隊甚至是跨

部落發展，都會遇到「人」的問題，唯有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溝

通輔導、多凝聚多溝通，增進彼此信任與情感交流，才有辦法

繼續往前走。小組目前成員雖然散居各部落，但值得參考年輕

化小組成員架構都有特定文化專才，再日後推動過程有很大助

益。小組希望未來能夠繼續堅持下去，完成部落不想做的工作。

希冀未來能自主自強發展，提高部落生態旅遊附加價值，透過

實際行動來感動部落旁觀者，進而給予支持與鼓勵甚至是加入，

一起用行動力來發展部落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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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部落關懷訪談受訪對象部落蹲點訪談紀錄 

編碼：01－柯偉峰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02.04 

電話 0975-695521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___觀光產業______ 

內容 

1.天狗部落健康管理站督導員。 

2.天狗部落早期皆以傳統農業為生活所導向，時至

今日雪霸國家公園挹注入大量觀光遊客，相形之

下傳給產業，所以個人希望能夠將傳統農業精進

觀光農業，以利部落製造更大的商機。 

3.建請相關部門輔導。 

編碼：02－柯舒桓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02.13 

電話 0976-399829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_________ 

內容 

1.雪見遊憩區保育巡查員。 

2.部落下方泰雅族建築地標至今為止

遊客導入數量不足，長久以來枉費

了，部落能夠實質導覽的人員也缺

乏。 

3.部落協會應與鄰近公部門合作擬定設置觀光景點，增加部落重要

停留站，並以 9 人座車隊協議如何導入遊客。 

編碼：03－高惠子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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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0989-980958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運用在地特色發展小吃 

內容 

1.雪見遊憩區清潔工。 

2.回鄉半年看到部落被漢人漸漸承租或濫伐濫

墾，無奈部落人為了生計不得已的結果，雖然政

府有相關資源或課程等，但也要靠自己是否能運

用加上個人的積極性。 

3.民以食為天，深感覺得遊客來此，在食方面沒有

很多選項或選擇性，尤其沒有在地特色，希望課程多增加能運用

到在地農作物汁風味餐或特色小吃等等。 

編碼：04－鄧堂正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03.03 

電話 037-9622168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____________ 

內容 

1.雪見遊憩區員工。 

2.部落文化景點，可帶來遊客吸引力和

發展，部落文化生態和產業推動。 

3.導覽解說可提升部落青年在地發

展，提升部落經濟能力。 

編碼：05－陳阿貴 

部落別 梅園部落 受訪日期 106.03.07 

電話 0919-076148 居住地 梅園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其他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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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頭目。 

2.黑熊的故事：部落道司馬限林道 20K 處雪霸有

設置一處觀景點，可以觀賞對面山的稜線，其

中又以老松山至小雪山之稜線，被早期部落獵

人稱隻為黑熊的故鄉，也是部落獵人行經打獵

地止步區哦。 

編碼：06－陳國雄 

部落別 梅園部落 受訪日期 106.03.16 

電話 037-962106 居住地 梅園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____________ 

內容 

1.農民。 

2.梅園部落陳姓家族原本在日治時期就是頭目之

家，其當年日治時期時，日本為了可以分辨部落

頭目，便利用服飾來辨認，頭目上衣黑色為主，

給予勳章，長老以上衣以米色為主無勳章(有圖

片為證)。 

3.應建立頭目之家旅遊重點回憶錄。 

編碼：07－賴美蘭 

部落別 梅園部落 受訪日期 106.03.30 

電話 037-962218 居住地 梅園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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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商店老闆娘。 

2.梅園部落上方有條通往大湖道路(梅興道路)，可

以定點觀景大安溪風貌和對岸大安部落，各季早

晨可觀賞大安溪雲海。 

3.建議雪霸國家公園投入勘查並協助設置觀景台。 

編碼：08－高英妹 

部落別 梅園部落 受訪日期 106.03.30 

電話 037-962330 居住地 梅園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觀光   

內容 

1.農民。 

2.梅園部落基本上是最小的部落，早期部落因種植

梅樹而得名，然而現今部落已無當年的特色。 

3.如果可以重現當年部落梅花重現，可建議在行道

樹上重新種植梅樹，以利觀光帶動部落。 

編碼：09－陳盈祺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04.05 

電話 0931-574317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內容 

1.梅園國小幼兒園司機。 

2.部落僅剩一位紋面國寶，希望得到很

好的醫療照顧。 

3.部落特色地標，希望可以做大一點明

顯一點。 

4.解說人員越多越好，帶動部落發展和觀光。 

編碼：10－賴馨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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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別 梅園部落 受訪日期 106.04.13 

電話 0981-484793 居住地 梅園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內容 

1.梅園國小幼兒園廚工。 

2.原住民文化要繼續傳承喔！尤其是下一代的孩

子，例如：族語、舞蹈或部落解說人員栽培。 

編碼：11－田梅花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04.21 

電話 0937-323341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部落市集    

內容 

1.梅園國小幼兒園教師。 

2.部落若有假日市集，我相信可以提升

部落經濟，期待！ 

3.應由相關部門重新輔導社區。 

編碼：12－馮香珍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04.26 

電話 0976-506249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部落商家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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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33 號咖啡館負責人。 

2.天狗部落商家很多都是心情商家也缺乏輔導，造成

遊客前往雪見遊憩區旅遊時，車輛幾乎部會停留在

部落，希望能夠得到相關單位重視。 

3.希望藉由此計劃得到雪霸國家公園輔導。 

編碼：13－王伯元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05.02 

電話 0975-045986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內容 

1.農民。 

2.天狗部落目前僅存一位文面國寶，文

化保存與實際推廣是相當重要提供遊

客旅遊重點文化應該佔比列多一些。 

3.希望能藉由此計劃設置文面國寶戳

章，提供給遊客認識泰雅文面文化。 

編碼：14－柯宏盛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05.08 

電話 0976-358939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部落解說人才 

內容 

1.農民。 

2.我覺得解說訓練是部落非常需要的功課，我們部落

如夠能夠有幾位解說人才相信對部落日後發展有

發展並帶動觀光。 

3.建議解說訓練教材能夠以當地實材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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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15－詹月夏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05.16 

電話 0985-360612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部落商家輔導 

內容 

1.天狗小麻雀小吃店。 

2.天狗部落小吃店幾乎都尚未接受過政府部門輔

導，應該實地了解部落有營業之部落小吃店給予輔

導。 

3.應安排課程輔導相關原住民特色小吃資訊，作為部

落日後發展空間。 

編碼：16－柯雅妮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05.24 

電話 0963-302307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內容 

1.本身為雪見遊憩區泰雅族原住民解說員。 

2.天狗部落有相當豐富的人文特色及旅遊景觀，若大

家能藉者齊心的力量，相信能打造出具有創新及佈

施原味的部落面貌。 

3.希望課程有實地參訪彼此交流學習。 

編碼：17－柯武宏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06.01 

電話 0905-065145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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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本身為大湖地區農會代表。 

2.希望能夠將此類文化編定成部落導覽手冊。 

編碼：18－柯武泉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06.07 

電話 0934-485621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內容 

1.本身為大湖地區農會理事、協會理事長。 

2.部落早期有位文學工作者(田敏忠先生)，曾著作『高

砂王國』一書。書中描述部落再日據時期點點滴

滴，如果可以成為部落解說教材一定能給解說學員

一番風貌。 

3.希望能夠將此類文化編定成部落導覽手冊。 

編碼：19－賴國雄 

部落別 梅園部落 受訪日期 106.06.15 

電話 0911-919936 居住地 梅園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內容 

1.本身為都瑪斯民宿負責人、麥路豐協會理事長。 

2.部落女兒溪：原說法可能有二種(1)部落下游田地都需要靠這條溪

流灌溉水田，有意謂者人們撫養兒女成長顧稱為女兒溪。(2)部落

過去兒女滿月時，都要待嬰兒到這條溪受洗(宗教信仰)顧稱為女

兒溪。 

3.女兒溪危部落就有古道，落能修護可供遊客行走部落故事步道，

可提供部落創新休閒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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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20－鐘嘉陵 

部落別 梅園部落 受訪日期 106.06.21 

電話 0903-825605 居住地 梅園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內容 

1.農民。 

2.部落自然景觀應設要更多變。主要景觀要部落的特

色才能吸引更多人潮。 

3.應要設立觀景台。 

編碼：21－羅淑娟 

部落別 梅園部落 受訪日期 106.06.29 

電話 0930-290038 居住地 梅園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內容 

1.農民。 

2.梅園部落大致上有種植短期蔬果和甜柿，但部落農

業行銷相當不得其門而入，未來解說員種培訓如

果可以加強協助部落農民，日後必定有相當的助

益。 

3.請雪霸國家公園讓解說員協助部落農民。 

編碼：22－陳慶明 

部落別 梅園部落 受訪日期 106.07.05 

電話 0987-532260 居住地 梅園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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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農民。 

2.梅園部落有一個女兒溪。故事由來:從前部落有

一個長者，因為小女兒早逝，因此長者將其女

兒埋葬在溪邊，每逢小女兒忌日便會前往祭

拜，但因天災造成洪水氾濫，沖到了小女兒墓

地，其長者傷心之餘，將部落旁邊的溪流與名

為女兒溪。 

3.如雪霸國家公園有經費應該將部落旁之溪流增設步道，讓女兒溪

部落故事，讓來訪的民眾知道。 

編碼：23－林沐恩 

部落別 梅園部落 受訪日期 106.07.13 

電話 0975-974662 居住地 梅園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內容 

1.農民。 

2.部落是充滿文化的地方。希望所

有族人能夠同來參與部落之環

境整潔維持好的形象。 

3.加強部落環境改善整潔，及人員

輔導工作之能力，如農業專門之事項。。 

編碼：24－葉湖雄 

部落別 梅園部落 受訪日期 106.07.19 

電話  居住地 梅園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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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現任村長。 

2.部落的年輕人為何不願意學習二技能如：導覽。 

 部落青年不願意參加公部門所舉辦的課程是有幾個原因： 

(1) 金錢價值觀（看不到收入） 

(2) 價值觀（認為活著用不到） 

3.您周邊的部落青年大概從事什麼工作性質呢?大多的年輕人從事 

 是務農為主。 

4.部落在未來您有什麼樣的期待?部落

必須要自己站起來，自己舊部落必要

找出部落的亮點。 

編碼：25－賴怡溱 

部落別 梅園部落 受訪日期 106.07.25 

電話 0988-255442 居住地 梅園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內容 

1.知道雪霸正在辦理解說計畫嗎？知

道有培力計畫。 

2.請問本人對解說導覽有興趣嗎？本

人自己對導覽解說沒興趣，因為大

部分時間在外。（後續有實際參與本年度部分解說導覽課程） 

3.對部落有什麼未來的期評語看法？部落缺乏參與度是事實，整合

相當困難。 

編碼：26－鄭吉泰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08.03 

電話 0981-484793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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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梅園村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2.請問理事長為何不參加這次梅園村培

力計畫呢？本人工作繁忙，實在抽不出

時間參加。 

3.知道雪霸這個案子嗎？知道。 

4.協會幹部參與度不踴躍。本理會監視成員多數為年輕人，都有工

作所以幾乎都是以工作為主。 

編碼：27－蔣恩慈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08.10 

電話 0989-591305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內容 

1.請問你會想參加部落的培力計畫

嗎？想參加但是要顧小孩。 

2.有些年輕人為何覺得受訓需要輔助

費呢？沒有學習課程中的輔助費

用。因為過去陪訓參與課程受訓會領輔助費(生活費)。 

編碼：28－鐘杰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08.15 

電話 0979-699707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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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請問鐘先生對導覽這項工作有興趣

嗎？我對部落導覽沒興趣，個性較為

內向。 

2.可以請教您怎麼讓部落年輕人對觀

光的期評？部落年輕人大多數是農民，部落要發展觀光，說實在

年輕人幾乎都不知道方向在哪裡，年輕人關心的是家庭收支問

題。 

編碼：29－詹書馨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08.22 

電話 0938-492294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內容 

1.家管。 

2.對於導覽工作有沒有興趣？沒有興

趣，因為讀書。 

3.知道雪霸這計畫嗎？知道。 

編碼：30－蔣仁豪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08.30 

電話 0938-492294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內容 

1.農民。 

2.對於雪霸辦理的培育計畫知道嗎？

知道。 

3.有興趣從事導覽工作嗎？沒有興

趣，因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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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31－王秀金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09.05 

電話 0988-425893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內容 

1.農民。 

2.請問王小姐對雪霸國家公園辦理的培力課程有興趣參與，你參與

是什麼原因呢？本人因為工作及年紀無法參加培育計畫。 

3.對於未來部落開發步道是否有興趣參與呢？如果有這類志工，本

人一定會參與。 

編碼：32－田瑞華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09.13 

電話 0925-350925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內容 

1.農民。 

2.Q.對於部落步道人力開發是否有興趣參加義務工作呢？A.實在是

因為工作無法參與此類的工作。 

3.Q.對於部落導覽工作是否有興趣加入呢？A.非常贊同雪霸對部落

的付出。 

編碼：33－詹婷妮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09.18 

電話 0918-012611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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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農民。 

2.Q.希望你能多加入我們梅園村生態旅遊培力計畫？A.我們家生活

狀況不允許，因為小孩子還小，家中又沒長輩。 

3.Q.是否對部落發動義務工作步道整治計畫有興趣加入？A.非常支

持。 

編碼：34－詹金明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09.26 

電話 0977-065163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內容 

1.農民。 

2.舊時的梅隧道是日治時期的警備道（為現今已拓寬的梅象道路），

提供給日軍馬車經過，其用途是日軍山砲移動的補給線，並把所

有火藥集中在象鼻。 

編碼：35－鍾秀蘭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10.05 

電話 0978-023027 居住地 梅園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內容 

1.農民。 

2.Q.部落是否有從前部落兒時走過

的步道或古道呢？A.不太清楚部

落是否有步道只知道梅園部落女

兒溪步道。 

3.Q.對於雪霸推廣部落生態旅遊有什麼看法呢？A.覺得很好！部落

市集是否也可以納入輔導。 

編碼：36－柯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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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10.11 

電話 0975-131118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內容 

1.Q.請問一下柯大哥如果將來在部落長輩帶領下，用志工方式手作

重現部落步道是否願意參加？A.願意參加當義工。 

2.Q.柯大哥是否知道一些部落傳說故事呢？A.傳說故事我不太清

楚。 

3.Q.對於我們的培力導覽訓練是否有興趣參加？A.我是職業農人，

所以無法參加。 

編碼：37－黃培恩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10.19 

電話 0975-557-172 居住地 梅園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內容 

1.麥路豐教會傳道師。 

2.Q.請問傳道有看過我們的部落步道手作的文宣海報嗎？是否可以

請傳道在教會聚會禮拜時，協助我們宣傳並鼓勵部落人參與。A.

我很樂意也會在聚會時告訴我們教友，有一群青年正在做推廣部

落文化生態以及手作步道等事情。 

編碼：38－田秀蓮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10.24 

電話 0976-945-519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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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天狗部落長老。 

2.Q.請問田長老有看過我們的部落步道手作的文宣海報嗎？是否可

以請田長老幫忙在教會聚會禮拜時，也跟傳道共同協助我們宣傳

並鼓勵教友參與。A.我很樂意也會在聚會時告訴我們教友，至於

我因為年紀有點大謝謝你們的邀約參與手作步道，雖然我無法參

與我一定會廣為宣傳。 

編碼：39－尤 命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10.31 

電話 0983-515-923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內容 

1.傳道師。 

2.Q.請問尤命傳道有看過我們的部落步道手作的文宣海報嗎？是否

可以傳道幫忙在教會聚會禮拜時，也跟傳道共同協助我們宣傳並

鼓勵教友參與。也請問您知道梅園村旅遊小組嗎？A.我很高興你

們會來與我談這些話題，當然我也會在聚會時告訴我們教友，多

多參與手作步道，我知道有一群年輕人正在推部落旅遊活動，我

覺得這樣很好是正面的能量。 

編碼：40－柯雄風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11.08 

電話 0937-734385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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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Q.針對部落旅遊小組將來要辦

千里步道協會、大湖林務局工

作站合作，利用手作方式重現

部落步道是否願意參加？A.

如果步道整理在部落長輩號

召下，我們一定會參加義工隊。 

2.Q.請問柯先生對於導覽解說有興趣嗎？A.個人事務繁忙，所以對

於解說導覽並無興趣。 

編碼：41－陳美麗 

部落別 梅園部落 受訪日期 106.11.14 

電話 0985-157775 居住地 梅園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內容 

1.農民。 

2.Q.請問一下陳大姐，最近梅園村培力計畫的部落年輕人成立了，

推動部落生態旅遊小組，如果有機會這小組接管市集的經營是否

會支持？A.市集已經停辦多年了，如果由部落年輕人接管是一件

很好的事，我支持。 

3.Q.對於導覽是否有興趣呢？A.年紀大了，我自己對導覽較沒興趣。 

編碼：42－田幸雨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11.16 

電話 0982-989242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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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農民。 

2.Q.可以請教一下田大哥對於部落文化特色地標，關於射日的意像

有什麼建議嗎？因為部分部落長老都對於這意像有意見。A.部門

在增設地標應該多召開部落會議，爭取部落長輩意見的，才知道

是否可以增設。 

3.Q.可否邀請您加入培力導覽計畫人員呢？A.因為我是職業農人，

沒有多的時間參加。 

編碼：43－王美瑩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11.17 

電話 0903-142549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內容 

1.農民。 

2.Q.請問王小姐知道部落友成立

推動部落生態旅遊的小組嗎？

A.我們部落都知道有幾位年輕

人在推動部落觀光，我覺得很

好。 

3.Q.請問王小姐，部落年輕人留在部落的人對於推動部落觀光的意

願是否濃厚？A.部落的年輕人在家的很少，幾乎都在外地工作，

留在部落的都在務農，且對於推動觀光的興趣沒有很大，所以協

調也相當困難。 

編碼：44－秋秀梅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11.22 

電話 0970-732211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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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農民。 

2.Q.最近部落有個推廣部落生態文化旅遊小

組，您知道這個組織嗎？A.我知道有一群年輕

人在帶部落活動。 

3.Q.小組於 106 年 11 月 20 日會召開部落說明

會，知道嗎？A.知道，我自己年紀大了，交給

年輕人吧！ 

編碼：45－柯玉嬌 

部落別 天狗部落 受訪日期 106.11.28 

電話 0919-045388 居住地 天狗部落 

訪談 

主題 

□部落傳說故事 □部落自然景觀 □代表性人物 □部落特色地標 

□部落代表性事件 □原住民文化 ▓其他             

內容 

1.農民。 

2.Q.最近部落有召開手作步道的

部落會議，您會想要了解這個步

道修護的意義嗎？A.這個應該

要叫公部門處理比較好喔！有

經費公部門就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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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導覽解說人員增能培訓課程簽到表 

3/13梅園村泰雅族部落歷史文化、產業暨生態資源旅遊資源盤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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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梅園村泰雅族部落歷史文化、產業暨生態資源旅遊資源盤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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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梅園村泰雅族部落觀光景點 

 
  



106 年度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部落生態旅遊培力計畫-成果報告書 

177 

5/2部落特色美食開發及行銷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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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梅園村泰雅族部落文化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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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解說技巧與肢體基礎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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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部落動線植物解說（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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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解說技巧與肢體進階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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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導覽解說人員戶外實地研習--第一階段：梅園村學員實際導覽 

5/20導覽解說人員戶外實地研習--第二階段：二本松學員實際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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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網路媒體應用工作坊課程簽到表 

7/4 FB社群介紹與粉絲專頁建置 7/6 FB行銷應用 

  

7/10好用APP大集合 
 

 

 



106 年度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部落生態旅遊培力計畫-成果報告書 

184 

附錄四、專家診斷共識會簽到表 

7/24 第一場次 8/21 第二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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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績優社區參訪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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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績優社區參訪保險資料 

    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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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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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在地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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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生態遊程體驗問卷（含修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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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生態遊程體驗簽到表&保險收據 

第一梯次106/10/28-29簽到表 

  

 

第一梯次106/10/28-29保險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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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梯次106/11/04-05簽到表 

  

 

第二梯次106/11/04-05保險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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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梯次106/11/11-12簽到表 

 

 

第三梯次106/11/11-12保險 

由於是聯合大學國際學生，保險部份已依照學校要求交由學校自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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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梅園村生態旅遊內涵及部落現有資源盤點表 

 生態旅遊內涵 部落現有資源 符合生態旅遊內涵盤點 

食 

1-1 使用在地食材 

1-2 使用食材具備無(低)生態環

境傷害 

1-3 具部落文化特色之餐飲 

1-4 環保餐飲方式(Ex.不用免洗

碗筷) 

百芙灡民宿手作餐

飲、小麻雀小吃店、ㄠ

嶩映象園區、假日麵食

館、都瑪斯民宿、阿嬌

小吃、長老的店、雪松

客棧小吃店 

百芙灡民宿手作餐飲

(1-1、1-3、1-4)、小麻

雀小吃店(1-3)、都瑪斯

民宿(1-3)、ㄠ嶩映象園

區(1-1、1-3、1-4) 

住 

2-1 綠色(建材)建築 

2-2 環保住宿規範(Ex.旅客自備

盥洗用具、提供環保清潔

用品等) 

2-3 生態保護住宿規範(Ex.旅客

自行帶走垃圾等) 

百芙灡民宿、ㄠ嶩映象

園區、都瑪斯民宿、星

光山岳露營驛站、瓦浪

露谷露營區、生健農技

生態園、二本松露營

區、跋ㄚ蹃呼露營區 

無 

行 

3-1 公共運輸資源 

3-2 共乘運輸資源(Ex.車隊) 

3-3 環保車 

九人巴在地車隊、部落

自主接駁車 

九人巴在地車隊(3-2)、

部落自主接駁車(3-2) 

育 

4-1 生態教育場域或設施 

4-2 部落文化教育資源、場域或

設施 

4-3(合格)生態教育導覽人員 

4-4 社區生態監測組織 

天狗部落入口意象（射

箭勇士）、部落彩繪意

象牆面、國寶之家、原

住民解說員(約 8 人)、

跋阿蹃呼生活園區(竹

屋園區&展演廣場)、ㄠ

嶩映象園區、賞螢環

境、二本松（柏里洪）

步道 

天 狗 部 落 入 口 意 象

(4-2)、部落彩繪意象牆

面 (4-2) 、 國 寶 之 家

(4-2)、原住民解說員

(4-3)、跋阿蹃呼生活園

區(4-2)、ㄠ嶩映象園區

(4-1)、賞螢環境(4-1) 

購 

5-1 健康農業或有機產品 

5-2具部落文化特色且「Made in 

部落」工藝品或特產品 

5-3 無包裝產品 

山產野菜、梅子醋、馬

告、DIY 工藝品、樹

豆、季節性蔬果(桂竹

筍、甜柿、泰安李) 

山產野菜 (5-1)、馬告

(5-3) 、 DIY 工 藝 品

(5-2、5-3)、樹豆(5-3)、

季節性蔬果(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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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 

【期初審查】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 

一、劉金龍課長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蹲點人員針對部落的訪談尚

未結束，希望受託單位屆時將

訪談成果彙整，並進一步將部

落特色/亮點納入生態旅遊規

劃當中。 

透過計畫進行每一週的關懷訪談，將逐

一彙整訪談內容記錄於附錄一（P.57- 

P.63），並謹遵委員意見將部落特色或亮

點納入生態旅遊規劃之中。 

2.受託單位協助店家進行網站

規劃是很不錯的方式，例如都

瑪斯民宿已營運多年，該如何

提升民宿的經營管理還請團

隊進一步思考。長老的店是新

的營運據點，有很大的發揮空

間善加規劃，亦請團隊予以協

助。 

1.都瑪斯民宿已協助重新設置網站，後

台操作也已上手(第二代)，由於經營

管理權還是在第一代，後續將進一步

溝通建議提升該店家整體經營方

針，並將行銷等工作交由第二代負

責，以增加民宿經營管理的提升切入

口。 

2.長老的店主要為遷移至一處原為閒置

空間處，初期已協助店面外觀設計，

後續將追蹤持續建議改善。 

3.希望受託單位找出部落在地

的導覽步道，作為遊程解說的

重點。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後續將拜訪部落耆

老或組織，另亦可透過部落關懷訪談管

道，試圖尋找部落遊程重點導覽步道。 

4.績優社區參訪研習請留意勿

淪為觀光旅遊，請受託單位設

計課程學習單，列出學習項目

納入本次參訪，參訪回來後應

請參加學員回饋學習心得。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在規劃行程過程

中，將各觀摩據點之學習重點明列出，

並搭配設計學習單，以利學員研習後回

饋分享。 

二、劉憶萱辦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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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希望在規劃導覽解說的路

線，應該找出部落裡有特色的

景點或步道做為重點行程，像

是梅園部落有一處私房景點

女兒溪瀑布，或許能成為解說

亮點。 

1.計畫初期已探訪梅園部落女兒溪瀑

布，並無完整步道可行走，後續將試

圖另尋路線，將進一步評估是否可成

解說一景點。 

2.後續將透過部落關懷訪談，繼續挖掘

部落可能其他特色景點或亮點。 

2.關於特色店家輔導，應該進一

步讓店家之間建立互動關

係，可以安排互相觀摩學習形

成良性競爭，讓他們彼此熟悉

也有助於未來整合。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後續各特色店家輔

導內容部分將持續追蹤，並安排互相觀

摩學習機會，形成合作聯盟關係，以利

後續整合一起共同發展部落生態旅遊。 

3.期初報告書附錄的訪談紀錄

與課程簽到表請再清楚呈現。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訪談紀錄與課程簽

到表將重新彙整至附錄一、附錄二。 

三、泰安鄉公所田梅玲書記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本培力計畫對於梅園村部落

而言有很大的助益，梅園村有

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族人若

能具備經營生態旅遊的能

力，即可與環境共生共存共

榮。 

感謝委員鼓勵，藉由培力計畫輔導之

下，本團隊將盡力協助梅園村培養部落

解說導覽人員，使其具備經營生態旅遊

的能力。 

四、張美瓊課長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請受託單位在期末結案時，整

理一份受輔導店家名單，提供

解說課服務台人員適時推薦

遊客參考。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期末結案時將彙整

受輔導之特色店家名冊，並依其特色分

類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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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于淑芬課長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受託單位是如何選擇受輔導

店家？所投入的輔導資源面

向是店家所要求的嗎？ 

特色店家輔導採開放式自主報名，依有

意願接受輔導之店家為主要輔導對

象。而輔導資源面向則是透過輔導前會

議及諮詢訪談時，依據核心需求而投入

相關輔導資源。 

2.希望受託單位將所輔導的店

家依特色分類並列表。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期末結案時將彙整

受輔導之特色店家名冊，並依其特色分

類列表。 

六、吳宗穎主任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希望受託單位針對期初執行

的各工作項目，提出一總體的

期初檢討。 

詳如報告書 P.55- P.56。 

2.培力課程兩部落的參與人數

有遞減趨勢，反而外部落的人

數較多；另外，在培育新人方

面仍較為薄弱。 

解說導覽人員培訓課程，到後期課程受

訓學員的確有遞減趨勢，目前梅園村 2

部落培育學員共計 7 位。後續將針對培

育學員進行鼓勵，並邀請其參加觀摩活

動，以增加培育學員信心。 

3.建議受託單位可參考清泉、白

蘭部落培力計畫該輔導團隊

的執行方式，思考如何鼓勵部

落積極參與。 

期初會後曾諮詢參考清泉、白蘭部落培

力計畫執行實際情形，參與學員對象主

要多為民宿及露營區業者，相對梅園村

來說民宿及露營區業者參加比例佔少

數，其主要參加培訓對象為務農為主或

平日有其他在外地之主業工作。後續將

透過參加培育學員的互動與參與，讓學

員帶動潛在學員方式，來鼓勵部落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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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 

4.參訪的時程安排可考慮提早

辦理，藉由參訪受到外界刺

激，或許可讓部落夥伴萌發強

烈的動機。 

今年計畫初期規劃以參訪為由，鼓勵學

員多參與培訓課程，但吸引效果不如預

期，建議未來年度可規劃優先績優社區

參訪研習後，再安排相關培訓課程，提

升部落夥伴學習動機。 

5.本案的蹲點人員與部落有良

好的互動關係，也或許因為與

部落太熟，有些事務不易推

動，還須再多費心。 

本案蹲點人員與部落關係熟悉良好，故

協助計畫相關事務推動上大有幫助，且

較能實際了解部落心聲。（輔導團隊畢

竟屬於外來人士） 

七、柯武勇辦事員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受託單位很積極用心地經營

與部落的互動關係，課程的安

排亦相當不錯，但部落的心態

仍趨於保守，因此對於培力計

畫的參與度不高。該如何強化

部落夥伴參與的信心，請受託

單位再努力。 

感謝委員肯定，後續將搭配其他如績優

社區參訪研習、專家診斷共識會、主題

遊程開發設計及推廣等工作事項，提高

主要成員參與度，以及強化部落夥伴參

與的信心。 

2.要讓部落夥伴充分瞭解參訪

的學習目的，勿抱持觀光心態

參加，參訪後應提出心得報

告。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在規劃行程過程

中，將各觀摩據點之學習重點明列出，

並搭配設計學習單，以利學員研習後回

饋分享。 

 八、潘振彰技正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部落有四季的變化，具有桂竹

筍、紅肉李、螢火蟲、甜柿等

季節性的特色，在遊程規劃方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後續主題遊程開發

設計將依部落四季季節性特色融入規

劃，除了實際遊客導入體驗之外，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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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應隨季節變換而設計不同

遊程，農家的參與度也會提

高，將各個點串成一條完整的

動線；另外部落在提供用餐方

面比較缺乏，後續的培訓可再

加強。 

特色店家也一併納入規劃，並置入宣傳

摺頁中推廣行銷。 

九、邱滄明課長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參與的學員人數較少，是否有

設定目標績效以檢視培力的

成效。 

本計畫工作計畫書中，已完成設定各工

作項目之目標績效，本團隊並於執行過

程中致力達成各評估基準。後續包含績

優社區參訪研習等工作，將持續電話通

知潛在學員等，鼓勵其參與計畫。 

2.國家公園所推動的是小眾旅

遊，希望藉由生態旅遊可以增

加部落居民的收益。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後續將搭配其他如

績優社區參訪研習、專家診斷共識會、

主題遊程開發設計及推廣等工作事

項，提高主要成員及各店家參與度，並

期望部落以聯盟合作方式，推廣小眾生

態旅遊，增加部落居民的收益。 

 十、陳俊山秘書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生態旅遊培力不容易，需要十

年磨劍，但還是有基本的目標

可以做到，像是民宿、餐飲經

營保持窗明几淨，乾淨是最基

本的要求。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後續特色店家輔導

將持續追蹤及加強宣導基本要求。並針

對民宿、餐飲潔淨度較高業者，強化行

銷推薦等工作，以創造標竿學習的帶動

效益。 

2.可以學習墾丁的培力，善用老

年人做為生態旅遊發展的主

感謝委員建議，今年計畫導覽人員培訓

部分，梅園村 2 部落培訓共有 7 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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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老年人的時間彈性較好配

合，亦無沉重的經濟壓力。 

員，且已有實際上場帶領遊客解說之實

務經驗。至於部落其他年輕人因工作或

照顧家庭而無法積極參與之情形，團隊

這邊會設法找出退休人力來參與培力

計畫。 

3.本處未來可針對輔導的解說

員、店家等做認證，將認證的

名單放在網站上。 

感謝委員建議，後續期末結案時將彙整

受輔導之特色店家及解說人員名冊，以

供主辦機關使用。並建議可形成認證辦

法，年度評鑑後，增減放置於管理處推

薦網站中，以創造部落榮譽感。 

十一、鄭瑞昌副處長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受託單位應先盤點去年的執

行成果，在今年接續時能予以

延續。今年培力結束後希望受

託單位提出相關建議給本

處，做為明年執行計畫的     

參考。 

執行本計畫前，已與主辦機關（1/26 遊

憩課及 1/20 雪見工作站）分別討論去

年第一年計畫執行成果可繼續延續的

項目（含在地教材、摺頁電子檔），以

及今年執行重點部分，規劃更貼近部落

且能實際輔導部落之核心項目與需

求。後續期末結案時，本團隊將提出相

關建議等內容，以供主辦機關作為明年

執行計畫的參考。 

2.部落中不少店家未辦理商業

登記，爾後會面臨開立收據的

問題，希望受託單位能輔導店

家取得合法的營業登記。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後續特色店家將持

續追蹤輔導內容，以及協助有意願合法

化之店家取得合法的營業登記，並明確

告知，未來對於無商業登記店家或業

者，恐無法列名於主辦機關官網推薦名

單中。 

3.部落所供應的餐點缺乏在地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特色店家輔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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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應開發具有原民特色的

餐點，另關於住宿方面，應加

強房務整理的能力。 

分，後續將針對餐飲業者如小麻雀小吃

店發具有原民特色的餐點，而住宿相關

業者則持續追蹤及加強房務整理的能

力。 

4.屆時可將接受培力並達標準

的解說員、商家資料上傳公布

於本處現有的雪見生態旅遊

網站。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後續期末結案時將

彙整受輔導之特色店家及解說人員名

冊，以供主辦機關使用。 

十二、鍾銘山處長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本處規劃三年期程的培力計

畫，盼協助部落人力善用現有

環境資源以發展生態旅遊，發

展獨立之生態旅遊運作機

制，落實部落自主經營的目

標。 

今年培力計畫已邁入第二年，由於第一

年與第二年執行團隊不同，部分工作項

目期許今年能繼續延續。而今年計畫重

點則協助部落建立生態旅遊運作機

制，落實部落自主經營的目標。 

2.培力的各年度工作是具有延

續性的，請遊憩課將去年培力

的相關成果（含在地教材、摺

頁）提供給受託單位。 

執行本計畫前，已與主辦機關（1/26 遊

憩課及 1/20 雪見工作站）分別討論去

年第一年計畫執行成果可繼續延續的

項目（含在地教材、摺頁電子檔），以

及今年執行重點部分，規劃更貼近部落

且能實際輔導部落之核心項目與需求。 

3.關於遊程開發設計、遊程體

驗、建構生態旅遊運作機制等

工作項目應及早拋出讓學員

們一同集思廣益。可將這些工

作項目設計成參訪的學習標

的。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後續將透過績優社

區參訪研習，將各觀摩據點之學習重點

明列出，並搭配設計學習單，以利學員

研習後回饋分享。另將協助籌組【梅園

村推廣部落生態旅遊委員會 /名稱暫

訂】，從旁協助建構生態旅遊運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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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並集思廣益構想與執行部落生態旅

遊相關內容。 

4.蹲點人員在訪視部落時應清

楚傳達發展生態旅遊的願

景，讓部落居民瞭解進而願意

參與。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後續部落關懷訪視

將清楚加強傳達發展生態旅遊的願

景，期許能讓部落居民瞭解進而願意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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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審查】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 

一、陳明發技士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本案課程培訓課程包含 FB 粉

絲專頁經營，建議後續可考量

google map 我的商家經營課

程，我的商家經營及維護相較

FB 粉絲專頁更為簡單及容

易，相信對培力商家應有良好

效益。 

感謝委員的建議，今年度所輔導之特色

商家都有協助在 google 地圖建立地

標，成功能讓民眾搜尋到進而聯絡到店

家（今年輔導店家之一長老的店所反

應），至於 google 我的商家經營課程建

議後續可考量規劃於明年度培力計畫

中。 

2.案內建置之專屬網頁，伺服器

設於何處？建議結案後仍應

定期維護，以維持建置成效，

或協助受輔導單位自主管理

維護。 

目前協助建置之專屬網頁為使用

strikingly 一頁站網站資源，屬於網路免

費空間。網站架構清晰簡潔，操作使用

簡單方便，更與所有裝置相容。結案之

後本團隊將持續定期維護一年，後續則

將協助移轉至生態旅遊推動小組自主

管理及維護。 

二、張凱瑮約僱解說員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經過近 2 年的培力，部落已形

成一股力量，開始有所轉變，

感謝團隊的用心與蹲點人員

的傾囊相授。 

感謝委員的肯定，本團隊與蹲點人員會

持續努力。 

2.請受託單位思考，未來部落生

態旅遊的經營型態，是否以一

條龍模式較佳。 

如部落生態旅遊要達自主經營，則會自

然發展成一條龍，其經營效益、規模效

益才會發生。因此在發展階段可考慮讓

生態旅遊小組自然、自願的發展。等一

條龍可以有利潤的自主經營，其多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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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第二條龍出現。公部門再進行評估

或扶持或評鑑制度的建立。 

3.受託單位在本計畫中所編列

的講師費偏低，如果要尋求好

的師資，應該要編列合理的鐘

點費。 

由於計畫編列及減價比率調整，的確講

師費偏低，謹遵委員意見辦理後續其他

計畫。 

三、吳宗穎主任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受託單位很認真地執行計

畫，但報告書中未提出執行面

所遭遇的問題以及後續的分

析。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針對期中執行狀況

補充說明詳如 p109.-p.111，爾後將於期

末報告提出更完整執行面所遭遇的問

題以及後續的分析。 

2.當遊客導入後，隨即會面臨資

源分配的問題，建議未來將團

車納入運作機制。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目前生態旅遊小組

所規劃皆為遊客自行開車行程，也有提

供遊客第二天搭乘團車選擇方案，後續

生態旅遊小組操作也會實際與團車互

相搭配合作。（配合在地車隊：老酋長

生態旅遊服務團隊，該車隊隸屬天宇小

客車租賃有限公司，屬於合法車隊） 

3.未來計畫結束後，生態旅遊運

作機制該如何持續運作，請受

託單位與部落要儘早思考因

應。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生態旅遊運作機制

後續將與生態旅遊小組討論訂定小組

公約（含回饋機制、操作手冊）等內容。 

四、柯武勇辦事員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部落夥伴對於培力計畫有無

深刻感受，與自身投入的程度

息息相關；如何讓部落能夠賺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本團隊與蹲點人員

會持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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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錢，同時兼顧生態環境的品

質，請受託單位再努力。 

2.部落的文化祭典是很重要的

特色，可以納入相關遊程設計

予以宣傳。 

感謝委員提供參考，關於部落文化祭典

「祖靈祭」後續將由生態旅遊小組討論

納入相關遊程設計當中。 

五、楊國華課長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相關的 FB 粉絲專頁，未來可

與雪霸的粉絲專頁做串連，增

加曝光度。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目前「泰安鄉北勢

群推廣部落文化生態旅遊小組」粉絲專

頁正積極管理中，後續可請主辦單位協

助串聯，增加其曝光度。 

2.應盤點出部落不同季節的資

源特色，在遊程規劃方面隨著

季節變換而設計不同遊程。 

梅園村每逢 1-2 月為櫻花季、3-5 月為

桂竹筍季、4-6 月為螢火蟲季、5-6 月為

紅肉李季、10-12 月為甜柿季；目前小

組規劃一日及二日遊行程為全年度皆

可實施的方案，會隨著各季節及農產季

靈活調整其行程內容。初步規劃其他主

題行程如期中報告書 p.99。 

六、劉憶萱辦事員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現有的生態旅遊運作機制

中，涵蓋了數個協會，以這次

推出的遊程來說，參加的遊客

如果需要開立收據，將如何因

應？ 

規劃行程中，若遇開收據部分，飲食部

份則由民宿或是小吃店處理、體驗及解

說導覽部份則以簽收個人領據處理、車

資部份則由團車九人巴統一處理。 

2.生態旅遊小組已接洽過不少

團的遊客，在每次的活動結束

後，小組成員是否有立即召開

生態旅遊小組目前所接洽活動，皆會召

開行前討論會議，討論各項目負責人員

及細部內容，活動辦理完成當下立即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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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會，檢視整體的運作流

程。 

開檢討會，檢視整體運作之缺失及改善

之處。 

3.結論過於簡單，請再進一步敘

明執行所遭遇之困難並提出

相關改善建議。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針對本計畫執行至

期中部分，補充說明所遭遇之困難及相

關 改 善 建 議 。 詳 如 期 中 報 告 書

p109.-p.111。 

七、劉金龍課長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過去曾參訪過的部落/社區皆

不約而同提到，不要有仰賴政

府的念頭才會成功，請受託單

位應傳達這樣的理念讓部落

瞭解。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後續將積極傳達此

理念給予實際操作之生態旅遊小組、部

落/社區，而後續部落關懷訪談也會傳

達此觀念給受訪者。 

2.在執行關懷訪談時建議可以

拜訪教會，透過牧師的力量協

助宣傳行銷。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後續部落關懷訪談

將拜訪教會，尋求後續行銷與合作機

會。 

3.請就各執行項目提出相關建

議及未來努力方向。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針對各執行項目之

建 議 補 充 說 明 如 期 中 報 告 書

p109.-p111.。 

4.建議將輔導之民宿、餐飲店家

做盤點並整理出詳細資訊（房

間數、桌數、可容納人數等）。 

感謝委員建議，已補充說明特色店家盤

點資源彙整表，詳如期中報告書p.67。 

5.部落中有些穿越型農路也有

潛力發展為導覽解說的動線。 

感謝委員建議，此部分將與部落生態旅

遊小組討論及盤點，並納入未來可導覽

解說資源。 

6.紋面國寶是部落很重要的文

化資產，應藉由影像拍攝予以

記錄保存。 

感謝委員建議，此部分建議納入未來年

度工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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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鄭瑞昌副處長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各部落皆是獨特的有機體，無

法以一成功經驗直接複製到

其他部落；部落必須要有獨立

自主的觀念、有自己的特色、

以及願意共享共好，這些都是

成功的必要條件。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後續將積極傳達此

理念給予實際操作之生態旅遊小組、部

落/社區，而後續部落關懷訪談也會傳

達此觀念給受訪者。 

2.距計畫結案還有 3 個月，受託

單位在輔導過程中遭遇哪些

問題應提出討論，並進一步探

討未來該如何著手努力。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針對本計畫執行至

期中部分，補充說明所遭遇之困難及相

關 改 善 建 議 。 詳 如 期 中 報 告 書

p109.-p.111。 

九、鍾銘山處長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部落所主打的特色是什麼，是

生態、文化或是其他，須找出

部落的定位。 

透過主辦機關兩年的培力計畫輔導之

下，今年正式成立「泰安鄉北勢群推廣

部落文化生態旅遊小組」，希望串聯南

三村泰雅族北勢群的觀光資源，目標讓

到訪遊客「食當季、用當地」包含部落

餐及導覽人員，打造優質部落文化生態

之旅環境。 

2.當利益出現後，部落會因資源

分配問題而有衝突，請受託單

位協助訂立小組公約，以解決

回饋機制及工作配置等相關

問題。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後續將協助生態旅

遊小組訂立小組公約，以利小組得以順

利運作。 

3.講師費標準仍須符合規定，未

來編列該筆經費時應註明不

由於計畫編列及減價比率調整，的確講

師費偏低，謹遵委員意見辦理後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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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減價比例調整。 計畫。 

4.培力計畫的首要目標在於協

助部落建構獨立之生態旅遊

運作機制，而非以辦活動做為

計畫目標，期末報告時請受託

單位將各委員所關注的執行

層面問題找出解決方案。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後續期末報告將補

充說明及呈現各工作項目所遭遇之困

難及相關改善建議。 

5.請受託單位思考如何創造部

落特色、結合現有資源，以及

如何和雪霸連結，在操作時須

把雪霸此一元素注入。 

建議可先建構或區分雪霸(核心)元素，

如生態、人文(歷史)文化等元素項目，

或僅以生態為核心元素，再逐年盤點部

落內或鄉內具有雪霸元素的明確資源

點。未來在結合現有資源的政策操作

上，則不管是產業、旅遊、部落社區等

工作，逐步將核心元素注入或要求呈

現，如補助公所(或組織)不管辦旅遊、

訓練或產業活動，則可要求其涵蓋幾個

部落內的” 雪霸元素”。這樣國家公園

專注在雪霸(核心)元素上，就比較不會

越管越雜，而且雪霸元素也會逐年明確

且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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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審查】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 

一、吳宗穎主任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報告中所指出的困境與建

議，未能進一步提出具體的解

決方案以突破 癥結點。有些部

落事務單靠雪霸的力量是不

夠的，應積極尋求相關公部門

協助。 

具體解決方案說明詳如成果報告書

P.149- P.153。部落事務牽涉到的公部門

單位如縣府原民中心、公所等，就部落

生態旅遊項目，將會在推動小組組織化

過程，邀請原民中心、公所等參與，或

由推動小組適時與相關公部門討論，以

增加協助的力量，或至少降低政策資源

重疊或浪費。 

2.本計畫共訪談了 45 名部落成

員，在選擇訪談對象時，是依

設定主題來尋找還是隨機選

擇？ 

訪談對象的選擇一開始是從部落的幹

部、社區協會的負責人開始著手，之後

依審查會議委員意見再逐步找尋相關

適合人選。補充備註如成果報告書 P.8- 

P.10。 

3.摺頁所列的特色店家皆是合

法立案嗎？ 

宣傳摺頁目前特色店家為今年所輔導

之店家，其中三家尚未有合法立案，包

含跋ㄚ蹃乎露營區、假日麵食館、33

咖啡館，將於摺頁標題改為「輔導商

家」，持續鼓勵未合法立案之店家作商

業登記。 

4.希望透過培力計畫建置出運

作成熟的一條龍模式，當帶來

足夠的利潤後 自然會有第二

條、第三條龍的出現，這是比

較務實的作法。 

感謝委員建議，培力計畫會朝此方向推

動。 

二、于淑芬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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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摺頁中特色店家的 QR Code

所連結的內容是什麼？ 

摺頁中特色店家的 QR Code 為連結各

店家所經營之網站或是粉絲團，已再重

新確認連結網址正確與否。 

2.「長老的店」是一家餐飲店，

但從文字介紹看不出與餐飲

有關，店家簡介應該突顯特

色。 

感謝委員建議，已重新調整該店家簡

介，請參閱宣傳摺頁輔導店家之介紹。 

3.地圖所標示的交通路線應標

註公里數，讓遊客瞭解距離長

短。 

感謝委員建議，已增加地圖部分標註公

里數，請參閱宣傳摺頁地圖部分。 

三、柯武勇辦事員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輔導團隊很用心地網羅各部

落優秀人才，當團隊離開後，

部落是否有足夠的自主性持

續運作，這必須盡早思考因

應。 

感謝委員讚美與建議，在今年培力計畫

輔導成立生態旅遊小組後，本輔導團隊

除了在一旁溝通協調與討論之外，也鼓

勵該小組自主獨立承接各式課程與導

覽相關活動，未來將鼓勵將其組織朝向

成立合法立案之社團組織，更有目標的

來推動大安溪線部落生態旅遊。 

2.摺頁中各特色店家的介紹應

該更清楚明瞭並突顯各自特

色。 

感謝委員建議，由於版面有限關係，目

前輔導商家部分除了簡短介紹各店家

之簡介，另設計各店家自主經營的 QR 

Code 網站或是粉絲團，讓民眾可藉由

QR Code 連結店家更詳細資訊。 

四、劉憶萱辦事員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 P.99 其他主題行程中有一項 感謝委員建議，已修改於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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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螢行程，但行程設計卻是一

日遊，不太合 理。 

P.103。 

2.遊程體驗第三梯次參加者皆

為外國學生，是如何填寫問卷

的。 

遊程體驗第三梯次為聯合大學國際

生，該團隨行有翻譯人員，已協助將其

問卷備註說明英文版本，故得以順利取

得參與人員之回饋問卷並加以分析。 

3.未來將有可能籌組自主營運

之社團組織 Tayal 推廣文化生

態旅遊協會， 我認為可朝此

方向努力，希望由合法立案之

社團法人團體做為負責單

位，才能保障消費者之權益。 

感謝委員建議，由於今年籌組的生態旅

遊小組係屬於未合法立案之組織，雖然

為自主成立之旅遊推動組織，為能更順

利推動及開立收據或發票，已鼓勵且該

小組目前已籌備進行規劃成立合法立

案之組織。 

4.關於遊程體驗問卷設計需要

再調整： 

(1) 解說員的解說能力這題，因

兩天遊程有安排不同的解說

員導覽不同的路線，可以再

更細緻地設計問題。 

(2) 行程的收費與行程的花費這

兩題，感覺是重複性的問題。 

(3) 可以請遊客留下後續的聯絡

方式(如 LINE ID)，以便不時

提供活動訊息讓遊客知道。 

(1) 感謝委員建議，針對遊程體驗問卷

已重新調整更細緻版的問卷內容，

請參閱成果報告書 P.195- P.196。 

(2) 「行程的收費是合理的」主要想詢

問了解遊客參與這樣的套裝行程收

費偏高或是偏低。而「行程的花費

是值得的」主要是想詢問了解遊客

參與後感覺的 CP 值，為避免混淆，

該題項將修改為「你覺得參加此遊

程的 CP 值」。 

(3) 感謝委員建議，今年度參與遊客已

建立名單資料庫，將提供小組未來

宣傳其他活動可使用。後續若辦理

相關活動時，建議小組可成立 Line@

或是群組來經營宣傳。 

五、劉金龍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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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建議摺頁應將天狗、梅園兩部

落切割，各別介紹。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已以顏色區塊區分

宣傳摺頁地圖部分的兩部落。 

2.關於舊有古道探勘的過程，未

在報告書中呈現。 

關於二本松（柏里洪）步道現勘資料與

過程，已補充說明如成果報告書 P.75、

P.80。 

3.有關遊客所提出的回饋意

見，應提出更具體的改善方

案。 

針對遊客所提出意見，已依檢討會議紀

錄修改提出更具體之改善建議，如成果

報告書 P.129- P.132。 

六、陳俊山秘書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蹲點人員在現場執行所遭遇

的問題，受託單位將如何因

應？ 

蹲點人員在執行過程所遭遇的問題，主

要是部落居民的參加意願較低，所反應

的情況，所以在「推」過程很吃力的動。

未來如能以「吸」的方式，扶持一條龍，

並創造小組的商機盈餘，則會吸引部落

的人跟上來。雖無法解決長期政治性結

構問題，但能讓部落比以前好，比現在

好，就能讓年輕人可以在部落生根，成

為好的力量。 

2.建議學習墾丁的培力，善用老

年人做為生態旅遊發展的主

力，讓老人家透過導覽解說傳

承部落的文化。 

感謝委員建議，今年執行培力計畫時，

重點在於挖掘部落可持續投入及參與

之年輕人，後續將透過生態旅遊小組合

法立案後，尋找部落有意願加入老人家

一起來努力傳承部落的文化。 

3.專家診斷共識會只看到過程

的呈現，建議將診斷結果進一

步做 SWOT 分析，思考如何

感謝委員建議，已綜合性針對梅園村進

一步作SWOT分析，如成果報告書P.83- 

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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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部落的劣勢轉化為優勢。 

4.建議受託單位可運用「世界咖

啡館」的開會模式進行，讓夥

伴分桌並由桌長帶領進行，可

在短時間讓每個人充分發言

及提供意見，依經驗其產出言

論較易聚焦於公益問題的討

論。 

感謝委員建議，未來課程設計可朝向工

作坊或是「世界咖啡館」的開會討論模

式來辦理，充分讓每一位參與者發言及

提供意見，藉由此模式盼能確實聽到每

一位心聲。 

七、鄭瑞昌副處長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各部落皆是獨特的有機體，蹲

點人員在現場執行所遭遇的

問題，受託單位將如何回應？ 

感謝委員建議，意見回覆與說明詳如上

述 6-1。 

2.摺頁設計應更細緻，像是道路

的呈現，主要道路與次要道路

應有所區隔。 

感謝委員建議，宣傳摺頁地圖部分已將

主要道路與次要道路以大小條來區

分，並增加景點之間的里程數標示，請

參閱宣傳摺頁之地圖。 

八、鍾銘山處長 

委員意見 意見回覆與說明 

1.培力計畫的首要目標在於協

助部落建構獨立之生態旅遊

運作機制，未來才能持續運

作。過程中一定會遭遇不少衝

突，遇到問題透過共同協商再

凝聚共識繼續往前走。 

感謝委員建議，未來會朝此方向進行。 

2.生態旅遊應有其內涵，不僅只

是旅遊，應先訂出一架構，逐

項尋求部落現有資源予以結

感謝委員建議，補充說明如 P.200 梅園

村生態旅遊內涵及部落現有資源盤點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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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3.摺頁應增加前言介紹。 

謹遵委員意見辦理，已增加前言介紹文

字於宣傳摺頁中，請參閱宣傳摺頁內

容。 

4.生態旅遊小組未來要如何籌

組社團組織以及如何尋求其

他公部門資源，請將這兩部分

納入結論。 

生態旅遊小組未來會朝協會或商號立

案方式進行推動。合法立案及推動過程

中並邀請或拜會原民中心及公所，並協

助協會或商號，進行「生態旅遊」類的

公部門計劃執行或提案。 

5.現有的生態旅遊小組公約偏

向教條式不甚完善，應該訂定

清楚的運作規 則。 

針對生態旅遊小組公約，已重新訂定其

內容，希冀透過小組實際運作狀況逐步

調整而訂定更符合之規則。重新修正之

公約請參閱成果報告書 P.138- P.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