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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娜娜蕭娜娜 NA NA HSIAONA NA HSIAO

學學學學學學學學 歷歷歷歷歷歷歷歷/ / 逢甲大學經濟系逢甲大學經濟系逢甲大學經濟系逢甲大學經濟系逢甲大學經濟系逢甲大學經濟系逢甲大學經濟系逢甲大學經濟系

靜宜大學管理碩士靜宜大學管理碩士靜宜大學管理碩士靜宜大學管理碩士靜宜大學管理碩士靜宜大學管理碩士靜宜大學管理碩士靜宜大學管理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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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現現現現現現現 任任任任任任任任/  /  康晴統合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康晴統合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康晴統合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康晴統合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康晴統合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康晴統合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康晴統合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康晴統合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負負負負負負負負 責責責責責責責責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臺中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中市政府 市政顧問市政顧問市政顧問市政顧問市政顧問市政顧問市政顧問市政顧問

逢甲大學中區校友總會逢甲大學中區校友總會逢甲大學中區校友總會逢甲大學中區校友總會逢甲大學中區校友總會逢甲大學中區校友總會逢甲大學中區校友總會逢甲大學中區校友總會 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常務理事常務理事

國際青年商會總會國際青年商會總會國際青年商會總會國際青年商會總會國際青年商會總會國際青年商會總會國際青年商會總會國際青年商會總會 參參參參參參參參 議議議議議議議議 員員員員員員員員

勞委會多元就業方案勞委會多元就業方案勞委會多元就業方案勞委會多元就業方案勞委會多元就業方案勞委會多元就業方案勞委會多元就業方案勞委會多元就業方案 輔導委員輔導委員輔導委員輔導委員輔導委員輔導委員輔導委員輔導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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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are  youWho ar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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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觀光旅遊競爭力臺灣觀光旅遊競爭力臺灣觀光旅遊競爭力臺灣觀光旅遊競爭力臺灣觀光旅遊競爭力臺灣觀光旅遊競爭力臺灣觀光旅遊競爭力臺灣觀光旅遊競爭力



忘憂森林忘憂森林忘憂森林忘憂森林忘憂森林忘憂森林忘憂森林忘憂森林

臺彎觀光的競爭優勢在那裡臺彎觀光的競爭優勢在那裡臺彎觀光的競爭優勢在那裡臺彎觀光的競爭優勢在那裡？？？？臺彎觀光的競爭優勢在那裡臺彎觀光的競爭優勢在那裡臺彎觀光的競爭優勢在那裡臺彎觀光的競爭優勢在那裡？？？？ ？？？？？？？？ ？？？？？？？？



台南四草漁塭風情台南四草漁塭風情台南四草漁塭風情台南四草漁塭風情



官田的烏山頭水庫官田的烏山頭水庫官田的烏山頭水庫官田的烏山頭水庫



二寮日出二寮日出二寮日出二寮日出



台南曾文水庫台南曾文水庫台南曾文水庫台南曾文水庫台南曾文水庫台南曾文水庫台南曾文水庫台南曾文水庫



阿里山入口阿里山入口阿里山入口阿里山入口



南投縣採茶人家南投縣採茶人家南投縣採茶人家南投縣採茶人家



日月潭景觀日月潭景觀日月潭景觀日月潭景觀日月潭景觀日月潭景觀日月潭景觀日月潭景觀--------11111111



日月潭景觀日月潭景觀日月潭景觀日月潭景觀日月潭景觀日月潭景觀日月潭景觀日月潭景觀--------22222222



清境農場遠眺清境農場遠眺清境農場遠眺清境農場遠眺清境農場遠眺清境農場遠眺清境農場遠眺清境農場遠眺



太魯閣砂卡礑溪太魯閣砂卡礑溪太魯閣砂卡礑溪太魯閣砂卡礑溪



砂卡礑步道砂卡礑步道砂卡礑步道砂卡礑步道



太魯閣水石之美太魯閣水石之美太魯閣水石之美太魯閣水石之美‥‥‥‥大理岩層的褶皺變化大理岩層的褶皺變化大理岩層的褶皺變化大理岩層的褶皺變化



東北角蜜月灣東北角蜜月灣東北角蜜月灣東北角蜜月灣



宜蘭蘇澳港宜蘭蘇澳港宜蘭蘇澳港宜蘭蘇澳港



蘇花公路東澳海灣蘇花公路東澳海灣蘇花公路東澳海灣蘇花公路東澳海灣



蘇花公路清水斷嘊蘇花公路清水斷嘊蘇花公路清水斷嘊蘇花公路清水斷嘊



金針花海金針花海金針花海金針花海



野柳滑翔傘野柳滑翔傘野柳滑翔傘野柳滑翔傘



野柳美人頭野柳美人頭野柳美人頭野柳美人頭



台東綠島台東綠島台東綠島台東綠島



綠島燈塔綠島燈塔綠島燈塔綠島燈塔



小琉球像一尾可愛的小魚小琉球像一尾可愛的小魚小琉球像一尾可愛的小魚小琉球像一尾可愛的小魚，，，，在屏東外海悠游在屏東外海悠游在屏東外海悠游在屏東外海悠游。。。。



小琉球美麗的小琉球美麗的小琉球美麗的小琉球美麗的" " " " 裙礁裙礁裙礁裙礁""""



澎湖桶盤柱澎湖桶盤柱澎湖桶盤柱澎湖桶盤柱澎湖桶盤柱澎湖桶盤柱澎湖桶盤柱澎湖桶盤柱



西嶼石柱西嶼石柱西嶼石柱西嶼石柱



臺灣旅遊市場概況臺灣旅遊市場概況臺灣旅遊市場概況臺灣旅遊市場概況臺灣旅遊市場概況臺灣旅遊市場概況臺灣旅遊市場概況臺灣旅遊市場概況

99999999 OUTBOUNTOUTBOUNTOUTBOUNTOUTBOUNT

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41.23%



•• 臺灣臺灣臺灣臺灣臺灣臺灣臺灣臺灣20102010觀光旅遊人數總計觀光旅遊人數總計觀光旅遊人數總計觀光旅遊人數總計觀光旅遊人數總計觀光旅遊人數總計觀光旅遊人數總計觀光旅遊人數總計5,567,2775,567,277萬人次萬人次萬人次萬人次。。。。萬人次萬人次萬人次萬人次。。。。

•• 去年成長率達去年成長率達去年成長率達去年成長率達去年成長率達去年成長率達去年成長率達去年成長率達26.67% 。。。。。。。。

•• 中國大陸總人次中國大陸總人次中國大陸總人次中國大陸總人次中國大陸總人次中國大陸總人次中國大陸總人次中國大陸總人次1,630,735 1,630,735 。。。。。。。。

•• 日本總人次日本總人次日本總人次日本總人次日本總人次日本總人次日本總人次日本總人次1,080,1531,08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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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總人次日本總人次日本總人次日本總人次日本總人次日本總人次日本總人次日本總人次1,080,1531,080,153
•• 從客源來看，前三名分別為：日本、中國大陸、港澳。而從成長率來看，從客源來看，前三名分別為：日本、中國大陸、港澳。而從成長率來看，

呈正成長的包括港澳（呈正成長的包括港澳（16.19%16.19%）、中國大陸（）、中國大陸（195.30%195.30%）、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7.19%7.19%）等。）等。



55.2%55.2%55.2%55.2%55.2%55.2%55.2%55.2%

4,0814,0814,0814,0814,0814,0814,0814,081

44.8%44.8%44.8%44.8%44.8%44.8%44.8%44.8%

34



76.2%)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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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35.7%)

(50%)(50%)(50%)(50%)(50%)(50%)(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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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Opportunity)(Opportunity)(Opportunity)(Opportunity)(Opportunity)(Opportunity)(Opportunity)(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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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x休程x休臺中太陽餅臺中太陽餅臺中太陽餅臺中太陽餅臺中太陽餅臺中太陽餅臺中太陽餅臺中太陽餅//原創原創原創原創原創原創原創原創//工廠外銷工廠外銷工廠外銷工廠外銷工廠外銷工廠外銷工廠外銷工廠外銷//元明元明元明元明元明元明元明元明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休休台灣禮品館網頁台灣禮品館網頁台灣禮品館網頁台灣禮品館網頁台灣禮品館網頁台灣禮品館網頁台灣禮品館網頁台灣禮品館網頁



(( ))

39版權所有，請保持著作完整性，歡迎自由分享。版權所有，請保持著作完整性，歡迎自由分享。�� 2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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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品牌價值創造品牌價值創造品牌價值創造品牌價值

§§§§品牌的價值就是創新乘以規模，一個是深度，一個是廣度。品牌的價值就是創新乘以規模，一個是深度，一個是廣度。

經常推出新商品或服務，帶動生活變革。經常推出新商品或服務，帶動生活變革。

§§創新與有效溝通；創新與有效溝通；

47

在資訊爆炸時代，有效溝通，成為創新行銷的主要關鍵。在資訊爆炸時代，有效溝通，成為創新行銷的主要關鍵。

§§《《波浪理論波浪理論》》；不管商品開發或廣告行銷，都必須像海浪；不管商品開發或廣告行銷，都必須像海浪

般，一大波，一小波，這是跟消費者持續溝通的最佳方法般，一大波，一小波，這是跟消費者持續溝通的最佳方法

§§§§§§§§苗栗縣的品牌價值是什麼苗栗縣的品牌價值是什麼苗栗縣的品牌價值是什麼苗栗縣的品牌價值是什麼？？？？苗栗縣的品牌價值是什麼苗栗縣的品牌價值是什麼苗栗縣的品牌價值是什麼苗栗縣的品牌價值是什麼？？？？ ((((桐花祭桐花祭桐花祭桐花祭？？？？))))





��

就地取材式就地取材式就地取材式就地取材式、、、、創新思考創新思考創新思考創新思考就地取材式就地取材式就地取材式就地取材式、、、、創新思考創新思考創新思考創新思考

��每個業者都在為自己的業績每個業者都在為自己的業績每個業者都在為自己的業績每個業者都在為自己的業績每個業者都在為自己的業績每個業者都在為自己的業績每個業者都在為自己的業績每個業者都在為自己的業績傷腦筋傷腦筋傷腦筋傷腦筋，，，，傷腦筋傷腦筋傷腦筋傷腦筋，，，，

或是削價競爭或是削價競爭或是削價競爭或是削價競爭或是削價競爭或是削價競爭或是削價競爭或是削價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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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產品創新產品創新產品創新產品創新產品創新產品創新產品創新產品--沙龍攝影與蜜月旅行沙龍攝影與蜜月旅行沙龍攝影與蜜月旅行沙龍攝影與蜜月旅行沙龍攝影與蜜月旅行沙龍攝影與蜜月旅行沙龍攝影與蜜月旅行沙龍攝影與蜜月旅行

31



創新創新創新創新產品產品產品產品-銀髮族懷舊旅遊銀髮族懷舊旅遊銀髮族懷舊旅遊銀髮族懷舊旅遊
將台灣日治時代遺跡整合包裝將台灣日治時代遺跡整合包裝將台灣日治時代遺跡整合包裝將台灣日治時代遺跡整合包裝，，，，以歷史文化情結以歷史文化情結以歷史文化情結以歷史文化情結，，，，以故事性以故事性以故事性以故事性
之方式之方式之方式之方式，，，，結合懷舊結合懷舊結合懷舊結合懷舊、、、、溫泉溫泉溫泉溫泉、、、、美食美食美食美食，，，，規劃以樂活步調規劃以樂活步調規劃以樂活步調規劃以樂活步調，，，，並以舉並以舉並以舉並以舉

辦國寶級蒸氣火車遊台灣活動辦國寶級蒸氣火車遊台灣活動辦國寶級蒸氣火車遊台灣活動辦國寶級蒸氣火車遊台灣活動，，，，以吸引國際銀髮族等旅客以吸引國際銀髮族等旅客以吸引國際銀髮族等旅客以吸引國際銀髮族等旅客來台來台來台來台

旅遊旅遊旅遊旅遊。。。。

太子賓館太子賓館太子賓館太子賓館

文學館文學館文學館文學館

蒸氣火蒸氣火蒸氣火蒸氣火車車車車 33
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



蒸氣火車蒸氣火車蒸氣火車蒸氣火車蒸氣火車蒸氣火車蒸氣火車蒸氣火車

復復復復駛勝興車站駛勝興車站駛勝興車站駛勝興車站

• 台鐵局運用台鐵局運用台鐵局運用台鐵局運用城從124蒸汽老蒸汽老蒸汽老蒸汽老
火車火車火車火車，，，，結合鐵道及懷舊二結合鐵道及懷舊二結合鐵道及懷舊二結合鐵道及懷舊二
大元素大元素大元素大元素，，，，開發特色遊程開發特色遊程開發特色遊程開發特色遊程。。。。

34
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



創新產品創新產品創新產品創新產品創新產品創新產品創新產品創新產品--醫療保健旅遊醫療保健旅遊醫療保健旅遊醫療保健旅遊醫療保健旅遊醫療保健旅遊醫療保健旅遊醫療保健旅遊

35
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



創新創新創新創新產品產品產品產品-追星哈台旅遊追星哈台旅遊追星哈台旅遊追星哈台旅遊

36
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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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威荖講故事認識不老部落聽威荖講故事認識不老部落聽威荖講故事認識不老部落聽威荖講故事認識不老部落

60三代同堂恢復傳統織布的部落生活文化三代同堂恢復傳統織布的部落生活文化三代同堂恢復傳統織布的部落生活文化三代同堂恢復傳統織布的部落生活文化））））









客家美食可說是台灣客家文化的代表項客家美食可說是台灣客家文化的代表項客家美食可說是台灣客家文化的代表項客家美食可說是台灣客家文化的代表項

目目目目，，，，早期有早期有早期有早期有「「「「粑粑粑粑」，」，」，」，近期則是擂茶近期則是擂茶近期則是擂茶近期則是擂茶，，，，這這這這

提到客家美食提到客家美食提到客家美食提到客家美食，，，，一般人的第一印象一般人的第一印象一般人的第一印象一般人的第一印象提到客家美食提到客家美食提到客家美食提到客家美食，，，，一般人的第一印象一般人的第一印象一般人的第一印象一般人的第一印象

不外乎是擂茶不外乎是擂茶不外乎是擂茶不外乎是擂茶、、、、客家小炒客家小炒客家小炒客家小炒、、、、麻糬麻糬麻糬麻糬、、、、不外乎是擂茶不外乎是擂茶不外乎是擂茶不外乎是擂茶、、、、客家小炒客家小炒客家小炒客家小炒、、、、麻糬麻糬麻糬麻糬、、、、

薑絲炒大腸這幾樣有名的料理薑絲炒大腸這幾樣有名的料理薑絲炒大腸這幾樣有名的料理薑絲炒大腸這幾樣有名的料理。。。。薑絲炒大腸這幾樣有名的料理薑絲炒大腸這幾樣有名的料理薑絲炒大腸這幾樣有名的料理薑絲炒大腸這幾樣有名的料理。。。。

兩項兼具美味與現場表演雙重效益的飲兩項兼具美味與現場表演雙重效益的飲兩項兼具美味與現場表演雙重效益的飲兩項兼具美味與現場表演雙重效益的飲

食文化食文化食文化食文化，，，，讓許多人對客家文化更有興趣讓許多人對客家文化更有興趣讓許多人對客家文化更有興趣讓許多人對客家文化更有興趣

也更有參與感也更有參與感也更有參與感也更有參與感。。。。



聽故事認識原住民聽故事認識原住民聽故事認識原住民聽故事認識原住民聽故事認識原住民聽故事認識原住民聽故事認識原住民聽故事認識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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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現採原木香菇烤現採原木香菇烤現採原木香菇烤現採原木香菇烤現採原木香菇烤現採原木香菇烤現採原木香菇烤現採原木香菇

66



這個餐廳是完全原始的這個餐廳是完全原始的這個餐廳是完全原始的這個餐廳是完全原始的，，，，所以無電所以無電所以無電所以無電，，，，也沒冷氣也沒冷氣也沒冷氣也沒冷氣，，，，這就是這個景這就是這個景這就是這個景這就是這個景
觀大師利害的地方了觀大師利害的地方了觀大師利害的地方了觀大師利害的地方了..)



慢食主義的不老部落慢食主義的不老部落慢食主義的不老部落慢食主義的不老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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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H. Gilmore    
1998



日月潭旅遊線日月潭旅遊線日月潭旅遊線日月潭旅遊線日月潭旅遊線日月潭旅遊線日月潭旅遊線日月潭旅遊線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成為成為成為成為「「「「明湖山色伴杵音明湖山色伴杵音明湖山色伴杵音明湖山色伴杵音」，」，」，」，休閒寧適之渡假基地休閒寧適之渡假基地休閒寧適之渡假基地休閒寧適之渡假基地成為成為成為成為「「「「明湖山色伴杵音明湖山色伴杵音明湖山色伴杵音明湖山色伴杵音」，」，」，」，休閒寧適之渡假基地休閒寧適之渡假基地休閒寧適之渡假基地休閒寧適之渡假基地

•課題課題課題課題課題課題課題課題 如何讓遊客便利的到達如何讓遊客便利的到達如何讓遊客便利的到達如何讓遊客便利的到達、、、、悠遊地親水環湖悠遊地親水環湖悠遊地親水環湖悠遊地親水環湖？？？？如何讓遊客便利的到達如何讓遊客便利的到達如何讓遊客便利的到達如何讓遊客便利的到達、、、、悠遊地親水環湖悠遊地親水環湖悠遊地親水環湖悠遊地親水環湖？？？？

如何強化當地休閒與文化特色如何強化當地休閒與文化特色如何強化當地休閒與文化特色如何強化當地休閒與文化特色？？？？如何強化當地休閒與文化特色如何強化當地休閒與文化特色如何強化當地休閒與文化特色如何強化當地休閒與文化特色？？？？

•完成那些基礎建設來達成目標完成那些基礎建設來達成目標完成那些基礎建設來達成目標完成那些基礎建設來達成目標？？？？

1.景點風貌融入湖光山色景點風貌融入湖光山色景點風貌融入湖光山色景點風貌融入湖光山色
文武廟文武廟文武廟文武廟

九族文化村九族文化村九族文化村九族文化村1.景點風貌融入湖光山色景點風貌融入湖光山色景點風貌融入湖光山色景點風貌融入湖光山色

2.環湖步道與碼頭整建環湖步道與碼頭整建環湖步道與碼頭整建環湖步道與碼頭整建

3.深化邵族文化旅遊深化邵族文化旅遊深化邵族文化旅遊深化邵族文化旅遊

4.增加住宿設施增加住宿設施增加住宿設施增加住宿設施

5.集集鐵道及木業懷舊文化集集鐵道及木業懷舊文化集集鐵道及木業懷舊文化集集鐵道及木業懷舊文化

6.質高安全的遊湖體驗質高安全的遊湖體驗質高安全的遊湖體驗質高安全的遊湖體驗

21

九族文化村九族文化村九族文化村九族文化村

龍鳳宮龍鳳宮龍鳳宮龍鳳宮
拉魯島拉魯島拉魯島拉魯島

玄光寺玄光寺玄光寺玄光寺
日月潭纜車日月潭纜車日月潭纜車日月潭纜車
系統路線系統路線系統路線系統路線

車埕車埕車埕車埕
慈恩塔慈恩塔慈恩塔慈恩塔

玄奘寺玄奘寺玄奘寺玄奘寺

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



1.建構環潭步道系統建構環潭步道系統建構環潭步道系統建構環潭步道系統-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14條步道及條步道及條步道及條步道及3條自行車道條自行車道條自行車道條自行車道

(1.5者臺)涵碧步道涵碧步道涵碧步道涵碧步道(1.5者臺)

水濱步道水濱步道水濱步道水濱步道(1.5者臺) 22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



2.完善碼頭景觀與設施完善碼頭景觀與設施完善碼頭景觀與設施完善碼頭景觀與設施-

水社水社水社水社、、、、伊達邵伊達邵伊達邵伊達邵、、、、朝霧朝霧朝霧朝霧、、、、玄光碼頭景觀與設施改善及玄光碼頭景觀與設施改善及玄光碼頭景觀與設施改善及玄光碼頭景觀與設施改善及
伊達邵伊達邵伊達邵伊達邵、、、、水社預備浮排設施興建水社預備浮排設施興建水社預備浮排設施興建水社預備浮排設施興建

改善前改善前改善前改善前 改善後改善後改善後改善後
德化碼頭德化碼頭德化碼頭德化碼頭

23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



立體觀光立體觀光立體觀光立體觀光 •日月潭日月潭日月潭日月潭-九族文化村纜車系統九族文化村纜車系統九族文化村纜車系統九族文化村纜車系統

24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



產業觀光產業觀光產業觀光產業觀光 •車埕木業展示館車埕木業展示館車埕木業展示館車埕木業展示館

廠房舊址廠房舊址廠房舊址廠房舊址

25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資料參考觀光局簡報檔



創新產品創新產品創新產品創新產品1-登山健行之旅登山健行之旅登山健行之旅登山健行之旅

台灣第一高山海拔台灣第一高山海拔台灣第一高山海拔台灣第一高山海拔3952395239523952公尺公尺公尺公尺

2中

玉山雲海玉山雲海玉山雲海玉山雲海玉山雲海玉山雲海玉山雲海玉山雲海



阿里山觀日出阿里山觀日出阿里山觀日出阿里山觀日出



阿里山日出雲海阿里山日出雲海阿里山日出雲海阿里山日出雲海



南湖大山雲海南湖大山雲海南湖大山雲海南湖大山雲海



南橫天池南橫天池南橫天池南橫天池



奇萊雲瀑奇萊雲瀑奇萊雲瀑奇萊雲瀑奇萊雲瀑奇萊雲瀑奇萊雲瀑奇萊雲瀑



南華山奇萊南峰雲海南華山奇萊南峰雲海南華山奇萊南峰雲海南華山奇萊南峰雲海



南華山奇萊南峰南華山奇萊南峰南華山奇萊南峰南華山奇萊南峰



中橫夫妻樹中橫夫妻樹中橫夫妻樹中橫夫妻樹中橫夫妻樹中橫夫妻樹中橫夫妻樹中橫夫妻樹



中橫中橫中橫中橫--------夜觀雲海夜觀雲海夜觀雲海夜觀雲海



合歡山主峰合歡山主峰合歡山主峰合歡山主峰合歡山主峰合歡山主峰合歡山主峰合歡山主峰



中橫太魯閣之美中橫太魯閣之美中橫太魯閣之美中橫太魯閣之美



中橫燕子口鬼釜神工中橫燕子口鬼釜神工中橫燕子口鬼釜神工中橫燕子口鬼釜神工



福壽山波斯菊福壽山波斯菊福壽山波斯菊福壽山波斯菊





95



96



97

&& (DAY)(DAY)



��

98



----

99

••



1.1. (( -- ))

2.2. (( )&)&

3. 3. (( ))

4.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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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



1.1.經典行程創新行銷經典行程創新行銷經典行程創新行銷經典行程創新行銷經典行程創新行銷經典行程創新行銷經典行程創新行銷經典行程創新行銷

規劃首次規劃首次規劃首次規劃首次規劃首次規劃首次規劃首次規劃首次來苗栗必來苗栗必來苗栗必來苗栗必來苗栗必來苗栗必來苗栗必來苗栗必看看看看、、、、必吃必吃必吃必吃、、、、必玩行程之宣傳必玩行程之宣傳必玩行程之宣傳必玩行程之宣傳看看看看、、、、必吃必吃必吃必吃、、、、必玩行程之宣傳必玩行程之宣傳必玩行程之宣傳必玩行程之宣傳

2.2.規劃多元旅遊產品開發規劃多元旅遊產品開發規劃多元旅遊產品開發規劃多元旅遊產品開發規劃多元旅遊產品開發規劃多元旅遊產品開發規劃多元旅遊產品開發規劃多元旅遊產品開發

針對重遊者之深度旅遊之創新行銷針對重遊者之深度旅遊之創新行銷針對重遊者之深度旅遊之創新行銷針對重遊者之深度旅遊之創新行銷針對重遊者之深度旅遊之創新行銷針對重遊者之深度旅遊之創新行銷針對重遊者之深度旅遊之創新行銷針對重遊者之深度旅遊之創新行銷針對重遊者之深度旅遊之創新行銷針對重遊者之深度旅遊之創新行銷針對重遊者之深度旅遊之創新行銷針對重遊者之深度旅遊之創新行銷針對重遊者之深度旅遊之創新行銷針對重遊者之深度旅遊之創新行銷針對重遊者之深度旅遊之創新行銷針對重遊者之深度旅遊之創新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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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w foodslow foodslow foodslow food cittacittacittacitta slowslowslows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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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w foodslow foodslow foodslow food cittacittacittacitta slowslowslowslow



•• 車不入城，人潮反多。車不入城，人潮反多。

•• 齊米奇是慢食主義發起人之一，他一本慢的哲理，排齊米奇是慢食主義發起人之一，他一本慢的哲理，排

斥速食和連鎖店，在奧維亞斥速食和連鎖店，在奧維亞 托，店鋪開始賣傳托，店鋪開始賣傳 統統

地方特色的東西地方特色的東西，如，如有機香腸、手有機香腸、手工巧工巧克力，甚至克力，甚至一一

103

地方特色的東西地方特色的東西，如，如有機香腸、手有機香腸、手工巧工巧克力，甚至克力，甚至一一

些獨些獨立少量製的立少量製的起司，令起司，令

商家商家驚訝的驚訝的是，是，生意愈生意愈來來

愈好，觀光客愈好，觀光客購買量大增。購買量大增。



發現在地特發現在地特發現在地特發現在地特發現在地特發現在地特發現在地特發現在地特
色文化色文化色文化色文化色文化色文化色文化色文化

文創文創文創文創文創文創文創文創
價值價值價值價值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104

創意企劃創意企劃創意企劃創意企劃創意企劃創意企劃創意企劃創意企劃
行銷行銷行銷行銷行銷行銷行銷行銷

價值價值價值價值價值價值價值價值

ENDENDENDENDENDENDENDEND 謝謝指教謝謝指教謝謝指教謝謝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