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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子計畫定名為「客家文化觀光遊程之評估與規劃」，旨在對現有的

客家文化相關遊程進行檢討評估，並依據遊程規劃的理論和實務，進行

客家文化觀光遊程的規劃。提出本子計畫的理由，在於觀光是當代的重

要現象，觀光不再是有錢人、少數人的專利，而是幾乎每一個人日常生

活的一部份。因此透過觀光的實踐，傳揚客家文化，透過觀光的實踐，

讓更多人瞭解客家文化，已經是一個重要的策略和手段。但是要在觀光

的過程中，避免浮光掠影、甚至刻板印象式的傳播客家文化，則又是一

件不容易的事情。 

所謂的遊程（itinerary），指的是將一系列的旅遊景點加以組合，安

排成一個有意義的組合，使觀光客在其中可以滿足其旅遊動機和需求。

因此「客家文化遊程」指的是包含客家文化相關景點、古蹟、歷史建築、

文化資產、語言、食物、觀光工廠、族群產業等元素之運用，透過文化

傳播的設計理念加以規劃設計。除了「什麼是客家文化」這個大哉問之

外，遊程中要包含多少比重的客家文化相關景點，才算是客家文化遊程？

傳達怎樣的客家文化才算是「客家文化」遊程？這些都是必須加以探討

的。 

本子計畫為兩年期計畫，主要有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第一年）

是搜尋檢視目前各大旅行社所推出的套裝行程當中，符合客家文化觀光

要件之遊程，加以彙整統計並分析其內容，以及宣傳文案中所包括之文

化元素。其中，包括前往大陸的遊程，分為國內和國外兩個部分。第二

年則為訪談業者有關客家文化遊程的意象、看法和市場評估。第二年的

另一個重要部分，則是實際跟隨國內和國外的客家文化遊程，進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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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觀察，瞭解觀光客的體驗，以及業者對遊程的評估。最後，則用「評

估研究法」對這些旅遊路線進行評估，並提出規劃客家文化觀光遊程的

準則。 

貳、執行情形： 

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本計畫（子計畫四）為兩年期計畫，依照計畫書所規劃，第一年主

要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內容分析法，具體作法是透過網路、遊程產品

DM，蒐集國內主要旅行社業者（預定二十家左右）的遊程資料，分析

其景點結構組成、主題文案、各景點文案等。在實際執行上，由於原訂

二十家旅行社的數量太小，並且國內主要旅行社業者未必都有推出客家

文化遊程，因此乃調整作法，第一個是在網路上大規模蒐集客家文化遊

程。第二個是利用11月4日至7日在台北世貿舉辦的「2016台北國際旅展」

期間，曾參展業者直接蒐集客家文化相關遊程。 

計畫書中也提到第一年和第二年都將使用「深度訪談法」。第一年使

用此方法訪談旅行社業者，主要是負責規劃設計遊程的部門主管和遊程

規劃師，必要時訪問旅行社負責人。第二年則主要訪問觀光客，並結合

遊程上實地的參與觀察。在實際執行上，由於必須先知道哪些旅行社有

規劃並販售客家文化遊程，因此乃透過問卷調查，瞭解旅行社推出遊程

的情況。由於在問卷上有要求填寫者填寫旅行社名稱，因此可以透過問

卷調查蒐集規劃並販售客家文化遊程的業者，作為第二年深度訪談之對

象。 

在旅行社資料方面，向「中華民國旅遊品質保障協會」購買紙本會

員名冊，作為問卷寄發對象。由於會員旅行社有 3,500家之多，而主要

旅行社多半集中在北部，因此首批先以北部（包括基隆、台北、新北、

桃園四市）為寄發對象，共有將近600家，也就是寄發了600份問卷（附

有回郵）。由於旅遊品質保障協會的會員名冊並無電話資料，無法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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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進行催收，第一波回收有效問卷為26份。第二年計畫將持續進行其餘

縣市問卷資料的寄發，並透過回收的問卷發掘有開發、規劃及販售客家

文化遊程的旅行社，進一步進行深度訪談。 

二、預算支用情形： 

本計畫（子計畫四）為兩年期計畫，第一年核給經費17萬元整，第

二年（106年度）核給經費17萬元整。第一年經費包括計畫主持人和兼

任研究助理之人事費138,000元，業務費包括臨時工資和補充保費9,901

元，材料費雷射印表機碳粉匣2,000元，包括文具紙張郵資等的雜支費

3,099元，行政管理費17,000元，皆依照編列科目執行完畢，執行率100%。 

第二年經費包括計畫主持人和兼任研究助理之人事費138,000元，業

務費包括臨時工資、補充保費、碳粉匣、文具紙張郵資及補充保費等

15,000元，行政管理費17,000元，皆依照編列科目執行完畢，執行率

100%。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１）首次對客家文化觀光遊程進行總體蒐集和分析，透過網路上資料

和旅展中的客家遊程資料的蒐集，以及聯繫旅行社獲得其提供之

資料，初步瞭解國內旅行社推出客家遊程之情形。 

（２）瞭解對旅行社業者對客家文化觀光遊程的認知和規劃理念，透過

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瞭解旅行社業者對客家文化遊程的推廣和

認知。第一年計畫先以問卷調查進行初步探討，第二年持續發放

問卷，並以深度訪談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１）本計畫大體依照預定進度執行，與原訂計畫之第一項落差，乃是

原訂計畫是要針對國內二十家主要旅行社，蒐集其遊程資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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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其景點結構組成、主題文案、各景點文案等，以瞭解國內旅行

社規劃客家文化遊程之情形。其後發現如依照國內旅行社之規模

大小，只蒐集規模較大的前二十家，並不符合實際，於是改採全

面蒐集的方式。一方面在網路上大量蒐集所有旅行社的客家文化

相關遊程，另一方面透過實地參加「2016台北國際旅展」，在旅

展中蒐集客家文化相關遊程。而第二年則篩選回覆的問卷中填答

「有客家遊程」的旅行社，以電話聯繫請其提供相關遊程資料。。 

（２）在「深度訪談」這個研究方法部分，原訂第一年開始執行，但由

於尚未能掌握那些旅行社有推出客家文化遊程，因此第一年先改

為問卷調查，透過問卷調查瞭解國內旅行社推出客家文化相關遊

程的總體情形，再從其中有推出客家文化遊程的旅行社，挑選出

作為第二年「深度訪談」的對象，而第二年即以這些實際上有推

出客家遊程的旅行社，作為深度訪談的對象。 

（３）縱上所述，第一年執行情形與計畫書雖有些微落差，主要為研究

方法上之調整，經調整後之執行方法和步驟，更能符合實際需要。

而第二年則主要為持續發放問卷，以「中華民國旅遊品質保證協

會」所出版的將近3,500家會員旅行社名冊，以郵寄問卷方式發送，

限於經費只能  發送一波郵寄問卷，回收率不甚理想，其中不少會

員旅行社因地址有問題或者已經歇業，郵寄出去的問卷因此遭到

退回。另外，第二年原訂進行相關遊程的實際參與觀察，預定到

遊覽車隨車同行，進行隨車參與觀察、問卷調查以及深度訪談。

但是由於聯繫之旅行社業者多不願配合，因此無法執行本項預定

之研究方法。 

三、建議事項： 

（１）就現有蒐集到之客家文化相關遊程來看，在數量上雖不乏和客家

文化相關之遊程，或者結合、包含客家景點的遊程，但整體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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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家文化為訴求的旅遊行程並不多。這顯示整個旅遊市場尚未

注意到客家文化和客家景點在旅遊市場的潛力以及在多元文化上

的重要性。 

（２）從在台北世貿舉辦的「2016台北國際旅展」來看，原住民委員會

的攤位極大，也推出了部落觀光的遊程，而在旅展會場，也實際

發現有一家旅行社是專門從事「部落觀光」，主要三條原住民部

落觀光遊程。農業委員會也有極大攤位，推出農業生態遊程。反

觀並沒有專屬的客家遊程攤位，除了少數參展旅行社有推出客家

文化相關遊程之外，客家遊程也有的是出現在縣政府的攤位上，

由縣政府所推出的遊程，但這些遊程未必是客家文化為訴求，而

是以區域性的在地觀光為訴求而提出。 

（３）部份致力於推廣客家文化遊程或客家「聚落觀光」的地方業者或

社區營造地方人士不斷努力，但仍屬小眾層次。而部分旅行社業

者雖有心想推動客家文化遊程，受限於對客家文化瞭解有限，以

及開發客家地方景點不易，因此未能有系統地推出客家文化遊程。 

（４）未來客家委員會如能結合以上兩者，加上學者研究成果之配合，

建議可在全國規模最大、品牌最凸顯的「台北國際旅展」上推出

客家遊程專屬攤位，透過旅展讓一般民眾進一步瞭解客家文化。 

四、結論： 

（１）從網路蒐集到的遊程資料和台北國際旅展蒐集到的資料都顯示，

直接以「客家文化」為遊程名稱的並不多，在客家文化遊程當

中最多佔四分之一。而在被歸類為客家文化遊程的行程路線當

中，主要是以客家美食以及客家園區、客家大院等這類景點，

使遊程和客家文化產生連結。 

（２）而在地方性景點當中，北埔和美濃是最具有鮮明的客家意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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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庄雖然是客家庄，旅行社業者的聯想反而以原住民文化為主，

其次是多元文化和族群融合，旅行社業者較少以南庄為客家文

化之代表景點。 

（３）在國外遊程的部分，過去認為土樓是客家的代表建築，但在觀

光旅遊的實務操作上，土樓並不完全和客家文化連結在一起，

而較多是和「永定」這個地名連結。在遊程的規劃上，由於地

緣和交通的關係，土樓也較多和廈門、鼓浪嶼這些知名景點連

結在一起，而較少和較為內陸的梅州客都連結在一起。 

（４）透過問卷調查得到的結果，也和網路上的遊程以及旅展的遊程

觀察分析所得，有類似的發現。旅行社業者主要是應客戶要求

而規劃客家文化遊程，並且配合桐花祭活動，「市場有需求」佔

第三原因。至於遊程如何凸顯客家文化，主要有五個元素，分

別是「客家食物」、「客家古蹟、歷史建築」、「客家博物館」

和「客家節慶（如桐花祭）」這四項，而「客家工藝」則是較

出乎意料之外的元素。 

（５）業者認為在規劃階段最主要的困難是缺乏具有亮點的客家景點

和對客家觀光資源欠缺瞭解，對客家文化瞭解不足並非首要因

素。但是在遊程的執行階段，業者認為最欠缺的是「深入瞭解

客家文化的導遊人員」以及「相關人員對客家文化瞭解不足」

和「相關人員對客家景點欠缺瞭解」，全都集中在軟體和人員

的層面，則是一個相當重要而耐人尋味的發現。 

 

（本格式得視計畫需要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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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如下。 

一、前言 

本子計畫定名為「客家文化觀光遊程之評估與規劃」，旨在對現有的客家文化相

關遊程進行檢討評估，並依據遊程規劃的理論和實務，進行客家文化觀光遊程的規劃。

提出本子計畫的理由，在於觀光是當代的重要現象，觀光不再是有錢人、少數人的專

利，而是幾乎每一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因此透過觀光的實踐，傳揚客家文化，透

過觀光的實踐，讓更多人瞭解客家文化，已經是一個重要的策略和手段。但是要在觀

光的過程中，避免浮光掠影、甚至刻板印象式的傳播客家文化，則又是一件不容易的

事情。甚至於，觀光的發展，帶來的雖然是人潮和商機，但卻帶來種種負面的後果，

譬如垃圾和交通擁擠、對環境的破壞、對當地居民生活的干擾等，但更嚴重的，卻可

能是文化的破壞。舉例來說，因為遊客的湧入，造成的不是遊客對當地客家文化的欣

賞，反而是當地客家人遷就遊客，不再使用客語。在觀光地進行觀光設施投資活動的，

可能是外來的投資者，部分當地人可能賺到了店面租金，但外來投資經營者帶來的是

商業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商業文化的進入，使得當地看起來慢慢地和其他地方沒有差

別，也就逐漸喪失了原有的客家文化。這是一般對客家觀光地區如北埔和南庄所常聽

到的批評和擔憂。透過觀光的手段，可以將客家文化行銷出去，但是在另一方面，觀

光卻同時也可能造成客家文化更快速的流失。 

觀光不但在成為當代人類生活中越來越重要的一個現象，觀光的性質，也從以往

純粹看風景的觀光，進入到文化觀光。從走馬看花式的觀光，進入到深度的觀光，全

面的觀光。甚至可以說，觀光的本質其實就是文化。而在文化觀光的發展當中，對不

同族群、對少數族群的觀光，是其中重要的一環。而在當代的文化觀光，則發展出會

議、展覽等文創型態的觀光，以及對重要節慶活動，也就是「事件」（events）的觀光。

台灣早期對原住民文化的觀光，由於當時原住民被稱為「山胞」，到原住民地區的觀

光（文化觀光）稱為「山胞觀光」，由於建立在漢族對原住民「櫥窗式」的「觀看」，

因此引來學者的批評。（謝世忠，1994）在發展觀光的同時，如何維持對當地居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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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的尊重，乃成為重要的課題。而隨著商業化的發展，為了「將文化賣出去」，迎

合觀光客的喜愛，原有的文化乃受到改變和修正、創造，乃有人質疑觀光客所看到的

文化，到底是不是真實的文化？或者只是一種「表演」？有人認為只要能賣出去，能

夠賺錢，只要觀光客高興，對原有文化加以調整改變並無不可。但有人則堅持因為這

樣的改變而使傳統變質，處於矛盾的掙扎當中。 

客庄地區在發展觀光的過程中，一方面有了原住民「山胞觀光」的經驗，另一方

面一般人不會質疑客家人屬於漢族，客家人也以正統中原漢族自居，在發展文化觀光

的過程中，看似經歷不一樣的經驗。譬如說，早期「山胞觀光」，遊客到烏來和穿著

傳統泰雅族服飾的年輕女性合照，而原住民女性賺取微薄的「拍照費」，這種場景也

出現在中國大陸少數民族地區的觀光當中。客庄地區的文化觀光，至少並沒有出現過

年輕的客家女性穿著傳統客家藍衫，和外來遊客合影拍照賺取拍照費的畫面。這固然

是由於客家人的經濟條件並沒有像原住民那樣差，另外一方面則應該是客家人以正統

中原漢人自居，不會從事這樣的觀光商業行為，不會讓自己的文化被這樣消費，或者

說，這樣消費自己的客家文化。 

但是在另一方面，在發展文化觀光的同時，客家人自己正在被遊客「觀看」，自

己的客家文化，譬如藍衫，在被觀光客「觀看」的同時，客家人又是如何「觀看」自

己？如何觀看自己的文化？在發展文化觀光的同時，客庄地區和客家人是怎樣和主流

文化做區別，以便吸引外來觀光客？但是同時，又不希望自己和主流文化離開太遠，

模糊了自身的族群身份和族群位置？意思是說，作為文化觀光的主體，客家族群必須

讓別人知道自己是某種「異文化」，如此才有被觀光的價值，如果和主流文化完全一

樣，就不會有人要來觀光。就如同三、四十年前，觀光客到原住民地區從事「山胞觀

光」，乃因「山胞」是很鮮明的異文化，是一般人不瞭解的文化，因此具有觀光的價

值和吸引力。但是當時一般人到了原住民地區觀光，並不會真的想要瞭解原住民文化。

作為異文化的原住民，其標誌是非常鮮明的，一個圖騰符號，一個古老的木雕，編織

的服飾，就足以凸顯民住民的異文化。 

客家人固然也有鮮明的符號，如藍衫和油紙傘，但常遭質疑並非客家人所獨有。

透過「桐花季」的舉辦，桐花成為台灣客家人的象徵，但也有人質疑桐花和客家的關

係。擂茶成功地建立成為台灣客家的代表符號，但擂茶的文化意涵模糊不明，甚至有

陷入刻板印象的危險。透過這些符號的建構，客家人試圖讓自己和主流社會有所區別，

並且顯示客家文化具有觀光的價值，但是客家人的內心是否存有某種焦慮：自己是否

也會被認為是「少數民族」？幸好，當代的氛圍已經朝向「多元文化主義」，台灣由

「四大族群」構成的論述，也已經大體建構完成。但是因為發展觀光而被「觀看」，

仍是一個事實。因為四大族群的論述，而理所當然地具有觀光的價值，或者是透過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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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的手段和策略，觀光的價值才被顯示出來？ 

在發展觀光的過程中，必須透過各種主體的互動和合作，實際的觀光行為才得以

實現。這當中包括旅行社業者、旅館/餐飲業者、觀光地的業者、觀光客等，其中，

旅行社業者居於關鍵性地位。旅行社業者透過旅遊行程的規劃，決定了觀光客要去哪

裡觀光，觀看什麼內容、如何觀看。旅行社業者決定了那些地區、那些文化內容具有

觀光的價值。旅行社決定了觀光地區將如何被觀看。 

所謂的遊程（itinerary），指的是將一系列的旅遊景點加以組合，安排成一個有意

義的組合，使觀光客在其中可以滿足其旅遊動機和需求。依據美洲旅遊協會

(American Society of Travel Agents 簡稱 ASTA)對遊程定義的解釋為：「遊程是事先計

劃妥當之旅行節目，通常以遊程為目的，它包括交通、旅館、遊覽及其他相關的服

務」。旅客購買的遊程，既要安全，也要精緻，既要經濟，又要實惠，但因旅遊產品

不能預先看貨，旅客自然存有許多疑慮心態，旅行業者在安排遊程設計時，必須了解

旅遊產品的特性、旅客的需求及市場的走向，極盡週詳及多方考量才能設計出優良旅

遊產品。（引自 http://blog.udn.com/darrenlin123/6874707） 

旅遊的產品分為現成的遊程和訂製的遊程。現成的遊程即所謂「套裝遊程」，猶

如成衣一樣，製作完成後拿到市場販售。訂製遊程也如量身訂做的衣服一樣，根據遊

客的需要而規劃設計。通常是一群臨時招募組成的團體，或者公司、學校根據特殊的

目的，如會議、展覽、獎勵員工以及學校的校外教學等等目的，而規劃設計。依照觀

光客的區域來源，分為國民旅遊和國際旅遊，國民旅遊指的是同一個國家之內的觀光

客在自己國家之內從事的觀光行為，而國際旅遊則是跨越國界，到另外一個國家從事

的觀光行為。然而，由於觀光的「效用」並不像購買一部（新）汽車、一台（新）電

腦那樣明確，是屬於「風險商品」，消費者購買之前無法確定是否值得購買、如何判

定價格是否合理，因此需要一套說辭（甚至是較為深度的論述）說服消費者願意來購

買。 

「客家文化遊程」指的是以文化觀光為本質，到客家地區所進行的觀光行為。由

於文化的範圍極為廣泛，包含古蹟、歷史建築、文化資產、語言、食物、工藝、產業

等，乃至於當代最新的觀光工廠和文化創意產業等，「客家文化遊程」就是以上這些

元素之運用，透過文化傳播的設計理念加以規劃設計。除了「什麼是客家文化」這個

大哉問之外，遊程中要包含多少比重的客家文化相關景點，才算是客家文化遊程？傳

達怎樣的客家文化才算是「客家文化」遊程？這些都是必須加以探討的。而以上這些

問題都牽涉到前述所說的更為基本的問題：為什麼客庄地區具有觀光價值？如何說服

觀光客（消費者）到客家地區觀光是值得去的行程？和其他的遊程比較起來，何以要

選擇到客家地區觀光、購買客家文化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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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所說，觀光遊程是具有風險性的「風險商品」，因為商品（遊程）所包含

的內容無法像製造業的商品一樣，「明確」標示其成分並且進行檢驗。儘管遊程中通

常可以標示住宿等級是「五星級飯店」或「喜來登飯店或同等級飯店」，但是遊程當

中的景點為何是值得一遊，乃至於到實際的景點旅遊之後，因為每個人對觀光的效益

和遊程本身的期待有極大落差，每個觀光客所具備的「前備知識」不同（因此對於導

覽解說的感受評價不同，更何況導覽解說的好壞更是事先無法標示或者分等級），對

於每一個觀光客來說都充滿不確定性。但是和其他的「風險商品」比較起來，譬如和

購買中古屋、購買中古汽車，這些具有風險的耐久財來說，一旦購買品質不好的產品，

將會遭受極大損失。又譬如念大學，也具有極大風險，選錯了學校、選錯了學系，可

能是一輩子的影響。觀光遊程的購買，充滿風險性，但購買不當的結果，通常是時間

和金錢的損失，依然可以有下一次的機會重新選擇。 

由於到目前為止，旅行社掌握了絕大部分的觀光客觀光行為，因此本子計畫所要

研究的「客家文化遊程」，乃是針對旅行社所設計販售的「套裝行程」，並不包括個別

觀光客所自行規劃的「自由行」行程，而且個別觀光客自行規劃之自由行行程差異極

大，且未必留有資料可供研究。另一方面，旅行社為特定公司團體規劃設計的遊程，

則和套裝遊程一樣，通常可能會留有資料，因此在能夠蒐集到的情況下，也是本子計

畫研究分析的對象。 

本子計畫為兩年期計畫，主要有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第一年）是搜尋檢視目

前各大旅行社所推出的套裝遊程當中，符合客家文化觀光要件之遊程，加以彙整統計

並分析其內容，以及宣傳文案中所包括之文化元素。其中，包括前往大陸的遊程，分

為國內和國外兩個部分。第二年除了持續對旅行社進行問卷調查之外，則為訪談業者

有關客家文化遊程的意象、看法和市場評估。第二年原本預定執行的另一個重要部分，

則是實際跟隨國內和國外的客家文化遊程，進行參與式觀察，瞭解觀光客的體驗，以

及業者對遊程的評估。但是因為無法取得業者的配合，這一部份實際上未能執行。 

 

二、文獻探討 

觀光業是二十一世紀最具爆發力、成長最快的產業。觀光行為從有錢、有閒的特

定人士的特權，變成所有平民百姓都有能力從事的活動，甚至是必須從事的活動，否

則便和他人沒有話題，而且很可能在社會階層的客觀位置和主觀認同上，都會受到影

響。觀光已經成為二十一世紀當代重要的社會和經濟活動，重要到英國知名都市社會

學家 John Urry 都寫了一本《觀光客的凝視》（Urry, 2007），罕有地從社會學的角度探

討當代觀光的發展和演變。社會學從早期探討工業革命之後造成的問題，集中到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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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現象，當二十世紀轉而探討消費領域問題，到二十一世紀開始注意觀光現象，

不能不說又是學科裡的重大研究領域和研究視野的轉移。 

楊正寬（2010：3-16）先從文化的定義和觀光的定義著手釐清，但是又特別強調，

認為「文化觀光」被望文生義，直覺的以為就是從事與文化有關的觀光活動。楊氏強

調文化觀光並不是新興的觀光旅遊方式，其實是自古就已經存在，但是「文化觀光」

這個名詞卻是很晚才發展，國內學者依循國外之發展趨勢，大約也是在1990年代開始

引進文化觀光這個概念，並且舉辦研討會成立相關社團組織加以推廣。楊正寬引用世

界觀光組織的定義，並且認為「文化觀光就像一把傘一樣，成了各種各樣相關旅遊活

動的總名詞，包括歷史觀光、族群觀光、藝術觀光和博物館觀光。」（楊正寬，2010：

14）透過這四個分類的說明，讓人很容易掌握到文化觀光究竟是什麼。而文化觀光則

包含了四個要素：旅遊業、對文化資產的用途、經驗和產品的消耗量以及觀光客。 

世界各地觀光發展的趨勢，已經從早期對純粹自然風景的觀光，進入到文化觀光。

文化觀光的定義在學術上發展出較為成熟的論述，大約是在1980年代，聯合國世界觀

光組織於1985年提出的定義為「文化觀光本質上是指人們居於滿足某些文化動機，實

際從事受文化的鼓勵而進行或研究如何參加觀賞表演藝術、觀看嘉年華、節慶及慶典，

造訪某些遺跡或紀念景點，或去旅行學習自然、觀賞自然地景、參觀民俗藝術，以及

朝聖等觀光活動的文化旅遊團。」（黃英哲，2014：110）事實上，近代觀光的重要起

源是宗教朝聖。中世代時期人們到宗教信仰中心朝聖以強化信仰，是人們離開居住地

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經歷了以自然風景的觀賞為主的觀光之後，進入到以文化觀光由

主要趨勢之後，朝聖被歸類為文化觀光的其中一環，說明了宗教在觀光當中的角色始

終歷久不衰。從台灣的進香團的盛況來看，宗教及廟會文化和觀光的關係更是顯而易

見。 

當時的文化觀光在於族群性與歷史性的觀光，以及無形文化資產存在的目擊現場，

透過參觀博物館、考古現場、歷史地點與宗教性建築物，使文化觀光客能更親近在地

的人民與其生活型態（黃英哲，2014：110）。這裡所說的族群性，就是到一個觀光客

所不熟悉的「異文化」群體/民族裡去，透過歷史性的文物、博物館、古蹟遺址等等，

去瞭解這個異文化群體/民族的文化。而這裡所說的文化，指的生活型態，亦即人類

學家通常對文化所下的定義，及是為了生存所留下的任何有形和無形的產物。文化觀

光的發展開端，乃是由於1990年代對於文化資產的重視，文化資產成為文化觀光共構

的產業，文化資產讓遺址所在地轉化為觀光目的地，而觀光則讓這些所在地透過可視

性的展示產生經濟價值，所在地本身則有機會成為博物館發展成為觀光產業（黃英哲，

2014：110）。 

前述這一段透露了兩個重要訊息。首先，文化觀光的發展始於文化資產的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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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的觀賞又和古蹟遺址和博物館有密切關係。歷史性的古蹟遺址和博物館的觀

賞，主要是瞭解特定人民的生活型態，可能是觀光客自身的群體，也可能是其他群體，

通常是對異文化群體的瞭解認識。博物館原先只是單純博物館，但博物館和觀光的結

合，則是當代的趨勢。進一步則發展出生態博物館和「類博物館」的觀念。再更進一

步，博物館不再單純以館內的展覽品吸引遊客，博物館的建築本身亦成為參觀觀光的

對象，透過建築的設計造型吸引觀光客。台灣近二十年來發展文化觀光的重要策略之

一便是大量興建各種規模不等的博物館，有地方性的，有國家級的。有的博物館/文

物館被譏為「蚊子館」，但也有若干成功的案例，例如宜蘭的「蘭陽博物館」因為其

獨特的傾斜二十度斜屋頂造型，有了話題性，多數遊客主要是去觀光博物館建築，而

後入內參觀內部的展品。並且，由於其建築物造型靈感來自於宜蘭海邊的岩石，因此

和宜蘭在地有了連結，有了故事性。反觀來看，座落於苗栗縣銅鑼鄉的國家級客家文

化園區，由於其博物館建築造型未能創造話題，因此單靠館內展示品吸引觀光客，便

需要投入更多心力。 

文化觀光的發展，從早期的古蹟遺產，到最近的更為多樣性，成為觀光旅遊的主

流，主要包括三大類型。分別是機構，如博物館，再來是生活風格，如遺產、街道古

蹟、風俗語言食物，也就是宗教民俗的觀光。第三是事件，如節慶、展覽、會議競賽

等。後者這一類也常常和文創觀光劃上等號，被認為是文化觀光當中最新近的類型。

也有學者認為文化觀光不一定要從觀光的型態和組織機構來定義，而是從觀光者的心

態、興趣和需求來界定（張淑娟，2010：106）。換句話說，如果觀光者的心態和需求

是文化性的，就可以說是文化觀光。換句話說，也可能同一個景點，某一個觀光客看

到的是它的自然風景，另外一個觀光客看到的是文化的層面，依照觀光客的需求和認

知而有不同結果。 

從世界遺產觀光的角度來看，跟隨著世界各國的趨勢，我國目前也正在加強申請

世界遺產的腳步，而我國觀光客出國參與遺產觀光之後，總有別的國家可以保護並運

用其文化遺產，相較之下我國的努力似乎仍有待加強。認為比我國小、落後的國家，

似乎都可以做的比我們好。而遺產觀光需要的除了教育扎根之外，還需要保存在地多

元文化和深度永續經營。（張淑娟，2011：121-122）客家文化作為台灣多元文化的一

環，近年來客家委員會也進行多年期的客家文化資源普查，有助於台灣整體的文化觀

光，更是推展客家文化觀光的重要環節，不但要調查出更多潛在的客家文化資產，尤

其是要將既有的文化資源當中蘊含的客家文化元素加以釐清，並將調查成果和訊息傳

遞給旅遊業者，讓旅遊業者在規劃遊程時，更能夠掌握到客家文化的所在。 

在遊程設計方面，導覽也是重要的部分。對於生態觀光來說，通常需要依靠良好

的導覽才能實現生態觀光的目的（林秀茹，2012）。嚴格來說，所有類型的文化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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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需要依賴良好的導覽。這是因為文化通常是看不到的，儘管在文化觀光當中，透

過可視的物品，傳遞抽象的文化內容，但依然有許多內容是需要透過導覽來完成。此

所以導覽在文化觀光當中更顯重要。同樣一個景點或文物，如果完全沒有導覽或者缺

乏良好的導覽，觀光客可能完全體會不出該景點或文物的價值與內涵。旅行業者在規

劃客家文化相關遊程時，是否意識到導覽的重要性，從而在遊程設計時將此一要件列

入考量，也是觀察旅行社遊程設計的重要項目之一。 

在有關客庄文化觀光的相關文獻方面，目前蒐集到的非常有限。江清松和郭訓德

（2008）合著的〈客庄文化觀光發展滿意度分析——以六堆地區為例〉一文，是少數

檢討反省客庄地區文化觀光的研究。該文採用問卷調查法，並配合模糊德爾菲法聚斂

受訪者的想法，指出受訪民眾認為最需要發展的文化觀光項目分別是文化節慶、歷史

景點與戶外休閒設施，民眾對於節慶事件的高度重視，和客委會目前推動的客家十二

大節慶，有著不謀而合的關係。而觀光造成的負面影響方面，則主要是「社區遊客的

增加將使居民與遊客的衝突增加」、「觀光發展將製造更多的交通問題」和「遊客將會

是社區服務的負擔」，受訪者意識到的主要還是在外在生活層次，至於觀光發展對文

化的衝擊，則似乎尚未被意識到。 

三、研究方法 

類似管理學、觀光學、教育學和新聞學等學科，由於強調應用性，因此其研究往

往具有政策性，通常在研究論文的最後會提出結論和建議。但是由於社會科學和自然

科學的研究對象有極大差異，因此在研究發現的「實然面」和提出建議的「應然面」

之間的落差，並非想當然爾的可以直接跳躍。自然科學所依循的「解釋、預測、控制」

的邏輯，對於自然現象的研究來說，幾乎已經是不證自明了，而這也是社會科學量化

研究依循自然科學邏輯的理由。譬如我們研究一個氣體容器何以爆炸，找到合理的解

釋是因為被太陽照射，溫度升高，以致於造成爆炸（解釋），所以我們可以預期，如

果將氣體容器放在太陽底下，將會造成爆炸這一結果（預測）。如果不想要出現這一

結果，就不要做出將氣體容器放在太陽底下的這一行為（控制）。但是對於社會現象

的研究來說，研究蒐集資料、分析資料所得到的解釋，卻未必能夠直接得出預測的結

果，也未必能直接得出何種有效控制的手段（即，給予個人的建議或者給政府的建

議）。 

譬如說，我們蒐集資料得出教育程度低者比較容易遭受家庭暴力，但此時我們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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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出建議給教育程度較低者：想要避免受到家庭暴力，就要去多讀點書，提高自己

的教育程度。也無法建議政府，提高全體國民的教育程度，是避免家庭暴力的良方。

這個例子看起來有點荒謬，但事實上常常是這樣的。有些研究者，其實是站在某種價

值立場上，對所研究的現象獲得的研究發現提出進一步的建議，但有時更可能是以常

識的方式提出建議，譬如說，建議政府應該更重視觀光產業，或者建議政府應該編列

更多經費在觀光產業的發展上。這類建議都是用常識提出來的建議，和其論文的研究

「發現」並沒有任何關係。 

雖然自然科學並沒有所謂的質性研究，但如果以社會科學獨有的質性研究來說，

也有類似的情形。研究者透過參與觀察或者是深度訪談，對現象有了一定瞭解之後，

在論文的結論部分提出了建議，這些建議也常常是用常識的方式提出來，或者是基於

某種沒有被說出來的價值立場而提出建議。譬如說「客家人生性保守」，因此建議客

家人要摒棄保守性格、積極開創冒險等等。這些建議不但是以常識而提出，甚至於是

帶有刻板印象、意識形態的成分。對於一個不願冒險的人來說，也許他現在的選擇是

最合乎理性的，或者，冒險的代價是什麼？願不願意、能不能承受這樣的代價，也都

是需要被討論、被分析的。如果不能最到這個層次，所謂的質性研究，也有相當的危

險性。 

準此，本研究在提出「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之前，必須要先思考一個方

法論的問題：當我們透過蒐集到的資料，瞭解目前客家文化觀光遊程的現況時，我們

要站在何種價值立場與立基點提出分析和建議？我們最後的結論會不會是「建議旅行

社業者要多多放入客家文化景點？」這類的建議？或者批判旅行社業者不懂客家文化，

要教育旅行社業者多多瞭解客家文化，然後才能多多設計客家文化觀光遊程？從方法

論來說，本研究課題面臨三個層次。現象層次（事實上）的描述、分析層次（立基在

某種價值立場和分析架構）、規劃層次（規劃出具有經濟產值、並且能夠保存文化的

遊程設計方案）。第一次層次是對「事實」的描述，包括客家文化觀光遊程的現況

（旅行社業者、景點業者和遊客以及路線的組成元素本身）。接下來，對這些「事實」

的分析絕對不是沒有價值立場的，只有採取了、提出了明確的價值立場，才有辦法對

這些現況進行分析。例如純然採取「經濟產值」的，是一種立場。採取保存文化的，

是另一種立場。採取促成地方發展的，又是另外一種立場。規劃也是依據同樣的價值

立場和架構，進行旅遊行程的設計，從而對其所可能產生的後果進行可能的評估。因

此這樣的文化觀光遊程設計，不可能是純然沒有價值立場，只是單純地從對「現況」、

「事實」的描述就可以提出來的。 

本子計畫為兩年期計畫，主要有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第一年）是搜尋檢視目

前各大旅行社所推出的套裝行程當中，符合客家文化觀光要件之遊程，加以彙整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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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分析其內容，以及宣傳文案中所包括之文化元素。其中，包括前往大陸的遊程，分

為國內和國外兩個部分。在本計畫的執行過程中，第一年實際也到「2016台北國際旅

展」蒐集資料。第二年則為訪談業者有關客家文化遊程的意象、看法和市場評估。而

第一年和第二年持續進行的，則是對全台灣將近3,500家旅行社業者寄發問卷請其負

責人或主管填寫，由此蒐集各旅行社規劃客家文化遊程之概況。 

在第一年的研究方法和進行步驟方面，本計畫大體依照預定進度執行，但為因應

實際狀況的需要，原訂計畫第一年是要針對國內二十家主要旅行社，蒐集其遊程資料，

分析其景點結構組成、主題文案、各景點文案等，以瞭解國內旅行社規劃客家文化遊

程之情形。其後發現如依照國內旅行社之規模大小，只蒐集規模較大的前二十家，並

不符合實際，於是改採全面蒐集的方式。一方面在網路上大量蒐集所有旅行社的客家

文化相關遊程，另一方面透過實地參加「2016台北國際旅展」，在旅展中蒐集客家文

化相關遊程，以作為第二年研究之基礎。 

另外，在「深度訪談」這個研究方法部分，原訂第一年開始執行，但由於尚未能

掌握哪些旅行社有推出客家文化遊程，因此第一年先改為問卷調查，透過問卷調查瞭

解國內旅行社推出客家文化相關遊程的總體情形，再從其中有推出客家文化遊程的旅

行社，挑選出作為第二年「深度訪談」的對象，實際上訪問了四家旅行社，分別位於

台中市兩家、桃園市平鎮區一家、竹南一家。 

 

四、研究發現 

以下分成網路旅行社遊程、旅展觀察以、問卷調查以及深度訪談四個部分逐一討

論。 

（一）網路上蒐集到之旅行社客家文化遊程 

目前從網路上蒐集到的客家文化相關遊程一共有76條（如附錄）。如果依照涵蓋

的區域來看，可分為「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和「西部」五大類。如果依

照行程所涵蓋的日數，則有一日遊、二日遊、三日遊、五日遊、七日遊和八日遊。推

出遊程的單位，除了旅行社之外，還包括有客家委員會、縣市政府、台灣高鐵公司、

租車公司、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民宿業者或其他觀光旅遊業者以及地方文化館等，

可以說非常多元。換句話說，推出客家文化行程的機構不限於旅行社，還有其他政府

機構或者業者。但是這裡衍生出一個重要的課題，旅行社以外的這些公私機構所推出

的客家文化行程，有些是建議行程，實際上並非在線上銷售，其實際情形如何，則有

待進一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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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點名稱方面，很少遊程是直接以「客家文化」為遊程的名稱，也就是說，直

接訴求客家文化的遊程，在比例上是很低的。在蒐集到的76條遊程路線當中，只有18

個遊程是在名稱上有出現「客家」兩字，佔23.68%，將近四分之一，如表1所示。而

這些名稱上有「客家」的遊程，也未必全都是以客家文化為訴求。 

表1  名稱上直接有「客家」字樣的遊程 

遊程名稱 規劃單位 主要景點 主題特色 天數 

童 趣 遊 、 美 食

遊、哈客遊 

新北市客家文

化園區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

區 

 一日遊 

苗栗桐花公園客

家大院、花露休

閒農場一日遊 

台灣高鐵和東

南旅遊合作 

客家大院  一日遊 

苗栗客家庄桐花

飛舞一日遊 

喜鴻假期 銅 鑼 客 家 文 化 園

區、客家大院、勝

興車站 

 一日遊 

客家泰雅賽夏南

庄之美 

LaTour 南庄老街等 多元文化之美 一日遊 

花漾苗栗、南庄

客家風華一日遊 

可樂旅遊康福

旅行社 

南庄老街 族群融合之風

味 

一日遊 

飛牛牧場、客家

文化園區一日遊 

鳳凰旅行社和

交通部觀光局 

客家文化園區、飛

牛牧場 

 一日遊 

三義木雕客家文

化之旅 

Travel 台 灣

Go!! 

苗 栗 客 家 文 化 園

區、三義木雕博物

館、勝興車站、(客

家擂茶體驗、鴨箱

寶木鴨彩繪 DIY) 

苗栗客家文化

與產業體驗 

 

一日遊 

客家藍染．自然

風情．三義一日

遊 

燦星旅遊 勝興火車站、卓也

小屋、自然風情草

原 

 一日遊 

【客家風情˙騏

雞蛋生】一日健

康之旅 

山板樵休閒農

場 

 

當地農場、民宿 三義客家服飾

DIY、客家美食

手作與品嚐體

驗 

一日遊 

客庄・訪勝・品

茗香(A) 

HAKKA TOUR 客

庄慢慢遊 

百茶文化園區、巴

巴 坑 道 、 南 庄 老

街、紅磚屋、苗栗

除知名客家景

點外，也安排

客家風味餐、

二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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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程名稱 規劃單位 主要景點 主題特色 天數 

客家文化園區、美

之味、隆源餅行、

璞鈺商行、北埔老

街 

各類客家體驗

活動及入住溫

馨客風民宿，

可讓遊客充分

體驗客家的多

樣風情。 

客庄・訪勝・品

茗香(B) 

HAKKA TOUR 客

庄慢慢遊 

 

來食茶打嘴鼓、巴

巴坑道、金椿茶油

工坊、益新茶園、

山林雅境、苗栗客

家文化園區、龍騰

斷橋、勝興車站、

錦泰觀光茶廠 

客家茶文化(酸

柑 茶 調 配

DIY)；不一樣

的客家風情，

帶給遊客全新

的感受 

 

二日遊 

東勢客家文化園

區客製化行程 

大富旅行社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探索客家食衣

住 行 育 樂 文

化、參觀客家

展覽 

一日遊 

台 中 － 客 家 酒

莊．谷關一日遊 

 

華府旅行社股

份有限公司 

 

土牛客家文化館、

石圍牆酒莊、谷關

(泡湯區&溫泉文化

館)、溫泉公園 

探索台中大埔

客家文化 

一日遊 

高雄【古風小鎮

客家文化體驗一

日遊】 

發現 Taiwan 美濃客家文物館、

美濃老街、原鄉緣

紙傘文化村、田寮

月世界、嘉新採石

場土雞城 

南台灣的客家

文化風貌 

 

一日遊 

8大森林、六堆

客家一日 

 

山富旅遊 

 

8大森林樂園、萬金

聖母聖殿、萬巒豬

腳街、台灣青啤龍

泉觀光啤酒廠、六

堆客家文化園區 

體驗六堆客家

文化 

 

一日遊 

高雄－美濃客家

&原住民文化生

態單人一日遊 

金建旅行社 

 

美濃小鎮(美濃民俗

村)、美濃老街、台

灣原住民文化園區

(休週一) 

體驗客家與原

住民文化，品

嘗美濃客家美

食 

一日遊 

品客自由行  

 

屏東縣政府觀

光傳播處 

霧臺岩板巷、青島

街眷村、六堆客家

文化園區 

以體驗原住民

與外省(移民)文

化為主，客家

為輔 

二日遊 

花蓮客家風情一

日遊 

東南旅行社 豐田移民村、大農

大 富 平 地 森 林 園

花蓮懷舊慢活

氛圍、客家人

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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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程名稱 規劃單位 主要景點 主題特色 天數 

區、富興客棧、富

源 客 庄 花 蓮 好 物

館、舊蔗工村店仔

街(大富老街)、北

迴歸線地標、掃叭

石柱、舞鶴茶園 

文；遊客可感

受人文與自然

薰陶 

這些遊程多數為「一日遊」，只有三個遊程是二日遊，顯示多數規劃者無法規劃

出深度的客家文化遊程，或者可能認為純粹的客家文化遊程不具有市場潛力。在這些

客家文化遊程的規劃單位方面，不乏規模大、知名度高的旅行社，如東南旅行社、燦

星旅遊、山富旅遊、鳳凰旅遊、可樂旅遊、喜鴻假期，還有台灣高鐵公司。可見這些

知名度高的旅行社對客家文化遊程還是有一定的興趣。 

在遊程的景點方面，有規劃到客家美食、客家料理、客家園區、客家大院、客家

圓樓、南庄、北埔、美濃、六堆客家文化園區，這些構成了名稱上有「客家」字樣的

遊程（姑且稱為「純客家文化遊程」）主要的景點，而其中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和六堆

客家文化園區則是更重要的景點。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以「客家」為名的遊程當中，

也不是整個行程都是和客家文化有關。比較典型具有深度客家文化旅遊的，例如「客

庄・訪勝・品茗香(A)」和「客庄・訪勝・品茗香(B)」，整個行程全都和客家文化有

關，或者是客家地區的景點和產業，並且又是二日遊的行程，是很少有的遊程。 

在其他遊程名稱沒有「客家」字眼的遊程方面，之所以在搜尋時被列入客家文化

遊程，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行程中安排了「客家美食」、「客家料理」，這是最

常見的情況。譬如客家美食 DIY、客家風味餐、柿餅、椪風茶（東方美人茶）、客家

粄食（但卻寫成客家粿）等等。第二個則是在行程中規劃了客家的景點，但是名稱上

沒有客家字樣，主要訴求也不是客家文化。經常被規劃到的經典景點是北埔、南庄老

街、美濃、勝興車站、龍騰斷橋以及客家大院、客家圓樓和客家文化園區等。也就是

說，不論是否名稱上冠有「客家」兩字，從旅行社這類規劃者而言，能夠代表客家文

化，或者（即便不冠上客家字樣）能夠去體驗客家文化的地方，是相當有限，相當集

中的。在另一方面，即便客委會近年大力發展客家產業，縣市政府也積極推動觀光工

廠，但是在旅遊行程的規劃中，客家產業相對上較沒有受到注意的。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屬於客家大縣的新竹縣政府，在遊程規劃上也未

必以客家文化為訴求。譬如在這76個遊程當中，新竹縣政府（好客竹縣）規劃了「春

季山野尋幽二日遊」，強調的是「山野尋幽」，其行程景點包含了「竹東之心、竹東中

央市場(客家美食尋味趣)、張學良故居園區、清泉部落、雪霸休閒農場、觀霧國家森

林遊樂區」，其中「竹東之心」是竹東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是童話故事的裝置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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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客家文化無關，只有「竹東中央市場(客家美食尋味趣)」，是從日常生活的菜市場

發現客家美食，是和客家文化直接有關而且比較有創意的景點旅遊。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由於賽夏族矮靈祭（巴斯達隘大祭，105年適逢十年

大祭，南庄鄉向天湖已於11月11至13日舉行）名氣太大，在行程景點中有規劃到南庄

鄉的，大多數訴求原住民文化，比較少訴求客家文化。而有一部份則是訴求「多元文

化之美」或者「族群融合」。換句話說，作為客家人為主要人口的南庄鄉，在旅遊的

意象上，很少以「客家文化」作為凸顯的代表。如果和北埔相較之下，新竹北埔的客

家文化意象非常鮮明，只要提到北埔就想到客家文化，或者可以說，即使名稱上沒有

冠上「客家」兩字，到北埔旅遊就等於是到客家庄旅遊，就等於是去體驗客家文化。 

在出國（outbound）遊程方面，目前查詢到的旅行社推出的出國遊程可以做成如

下表2。 

表2  旅行社所推出的客家文化國外遊程 

規劃單位 行程名稱 天數 

候鳥旅遊網 廣東客家尋根八日遊 八日 

大同國際旅行社 梅州、潮州、汕頭、南澳島五日 五日 

寶馬旅行社 金廈新玩法~廈門+潮州+梅州+土樓夜

遊+長泰小黃山五日 

五日 

大都會旅遊 金廈新玩法五日—廈門+潮州+梅州+

土樓夜遊 

五日遊 

任意門旅遊網 世界客家村--梅縣、永定客都溫泉5

日之旅 

五天 

永安旅遊 梅州於老式圍屋「萬秋樓」品嚐晚餐 

【客家養生酒釀雞宴】【傳統客家九

大簋】【大埔馳名八大小食宴】暢遊

梅州千年古寺千佛塔風景區(重本包

門票)美食純玩 

3天團 

永安旅遊 《梅州坪山風景名勝+客家地道風味

宴》坪山梯田(重本包門票，保證逗

留2小時) 【東江鹽焗雞宴】【巧手客

家炒米粄宴】【滋味客家宴(保證一人

一盅雞湯)】梅州美景純玩 

3天團 

喜鴻假期 《廣東梅州祭祖、廈門》永定土樓六

日遊 

六日遊 

五福旅遊 金廈小武夷永定雙土樓五日 五日 

五福旅遊 世界雙遺產(客家土樓+武夷山)、海

上花園鼓浪嶼、五★日航高鐵六日 

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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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單位 行程名稱 天數 

森森旅遊網 全程五星土樓王子金廈潮汕梅州五日 五日 

中天旅行社 ★廣州直航★潮汕梅縣番禺客家尋根

之旅八日 

八日 

旺達旅行社 中國金門小三通 廈門、潮汕、華安

土樓精選五日 

五日 

金廈旅行社 含稅無自費~全程五星土樓王子金廈

潮汕梅州五日 

五日 

金廈旅行社 永定客家土樓民俗文化村一日遊 一日 

雄獅旅遊 福建閩西～寧化客家祖地、連城九龍

湖、長汀客家首府.龍岩動車體驗6日

遊 

六日 

雄獅旅遊 《台中出發》閩粵雙星～福建閩南文

化、廣東梅縣客家風情、永定土樓泡

湯5日遊 

五日 

雄獅旅遊 《線上旅展》廣東.梅州.湛江深度文

化之旅7天 

七天 

天海旅行社 廈門、泉州、永定土樓直航全覽四日 四天 

山富旅遊 廈門鼓浪嶼土樓王子４日(送金門)直

+小 

四天 

樺一旅行社 金廈鼓浪嶼土樓溫泉閩南神韻秀豪華

五星四天 

四天 

飛寶假期(和昌旅

行社) 

金廈小三通-廈門.漳州.梅州土樓  

旅天下(雄獅關係

企業) 

《台中拍檔假期》廈門鼓浪嶼、永定

土樓4日遊●無購物、客家土樓王子

住一晚 

 

ezTravel易遊網 金廈小三通～鼓浪嶼、老院子民俗文

化風情園、客家土樓豪華4日 

 

力馬國際旅行社 廈門好康 GO～鼓浪嶼、永定雙土樓、

普羅旺斯香草園４日 

四天 

帝寶假期 廈門、鼓浪嶼、永定土樓四日(含稅) 四天 

福客旅行社 享趣金廈華安土樓4天 四天 

天海旅行社 五星金廈溫泉華安土樓、鼓浪嶼四日

(含稅無自費) 

四天 

志洋旅遊 金門廈門鼓浪嶼永定土樓五日 五天 

行家旅遊 金廈小三通土樓五日遊 五天 

環宇國際 金廈閩西風情4日遊 四天 

吉祥旅行社 福建~深度之旅 連城-龍岩-雙土樓-

溫泉豪華六日 

六天 

立榮假期 金廈小三通~廈門.永定【土樓】、漳

州五日遊 

五天 

藍天假期旅行社 金門.廈門華安土樓+鼓浪嶼4天 四天 

由表2看出，在這34條出國行程中，由於地緣的接近性，典型的四天行程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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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廈門鼓浪嶼、土樓」，或者「廈門、鼓浪嶼、土樓」。雖然有所爭議，有學者認為

「土樓」並非客家人的代表性民居，「圍龍屋」才是客家人的代表性民居，但至少目

前為止，土樓仍舊被認為是客家的代表性建築，最鮮明的客家文化，同時因為土樓列

入世界文化遺產，知名度高，因此客家文化之旅必然少不了參觀永定土樓或者閩西其

他土樓群。但是，行程中有參觀土樓的，未必有標示為客家土樓，整個行程也未必會

以客家為行程名稱。在34條行程中，只有10條行程有標示「客家」為名稱或者在景點

提示中。至於景點當中提到土樓的有23 條行程，而在土樓其面加上「客家」兩字的

（包括一條是冠上「永定客家土樓」），只有4條路線，其餘多數是冠上「永定土樓」。

所以，在旅遊實務上，土樓連結到的是「永定」這個地名，並非絕對連結到「客家」。

除了學術上的爭辯之外，即便在旅遊實務上，土樓也不是很確切地代表客家建築。 

比較特別的是「候鳥旅遊網」推出的「廣東客家尋根」，喜鴻假期推出的「《廣東

梅州祭祖、廈門》永定土樓六日遊」，雄獅旅遊的「福建閩西～寧化客家祖地、連城

九龍湖、長汀客家首府.龍岩動車體驗6日遊」，中天旅行社的「★廣州直航★潮汕梅

縣番禺客家尋根之旅八日」，比較明顯可能是為客籍人士規劃，「任意門旅遊網」推出

「世界客家村--梅縣、永定客都溫泉5日之旅」，雄獅旅遊推出的「閩粵雙星～福建閩

南文化、廣東梅縣客家風情、永定土樓泡湯」，是稍微比較深入客家文化的遊程，其

他有9條遊程有到梅州市探訪客家文化。永安旅遊推出的兩條遊程有「老式圍屋」和

「坪山梯田」，深入到梅州市和大埔縣，是比較深度的遊程。 

總的來說，由於交通上的限制，以及可能是旅遊業者和民眾對客家文化的瞭解有

限，因此多數的遊程從廈門、鼓浪嶼規劃到永定土樓，是最受歡迎交通時間也較節省

的旅遊路線。由於從永定到梅州市高速公路車程還需要兩個小時，因此到永定參觀土

樓的遊程，未必會再往西到梅州體驗客家文化。而閩西的龍岩、上杭也是客家地區，

也可以體驗客家文化，因此也可以看到部分路線停留龍岩，但由於行程緊湊，大體上

不多。 

（二）2016台北國際旅展觀察 

每年秋季在台北世貿中心舉辦的「台北國際旅展」，由「台灣觀光協會」主辦，

在每年眾多旅展當中，是品牌最鮮明、規模最大的旅展。在這個展覽中，除了旅行社

之外，中央部會如原民會、農委會，包括各縣市政府，也都有展示攤位，並且推出旅

遊行程。以往苗栗縣政府單獨推出攤位，今年則和幾個中部縣市推出聯合展示攤位。

在旅展中發現的國內客家文化相關遊程，大體上可以整理如下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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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6台北國際旅展」中發現之國內客家文化遊程 

遊程名稱 規劃單位 主要景點 天數 

苗栗三義木雕

客家文化之旅 

山富旅遊（與

台 灣 高 鐵 合

作） 

高鐵苗栗站(車站導覽)→苗栗客

家文化園區→三義午餐→三義木

雕博物館→勝興車站→龍騰斷橋

→清安豆腐街→高鐵苗栗站(伴手

禮採購) 

一日遊 

橘鄉客庄知性

行 

農委會、華府

旅行社 

新社菇寮、新社花海、石圍牆酒

庄、土牛客家文化館、柑橘採果

體驗 

一日遊 

南江兩日遊 苗栗縣政府 南庄老街、南江休閒農業區、春

谷養鱒場、南江區鱒魚餐、蓬萊

溪護魚步道、八卦力部落、小東

河登山步道、賞花、採果、特色

農場、客家餐廳、向天湖或神仙

谷。 

二日遊 

新竹縣政府 台灣好行獅山

線 

北埔、擂茶、客家美食、姜阿新

古宅、金廣福，慈天宮等。 

一日遊 

農業委員會 台中東勢山城

離鄉金黃花海 

新社莊園古堡、沐心泉休閒農

場、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擁葉生

態農場。 

一日遊 

苗栗縣政府文

化觀光局 

山城苗栗  好山

好水好人情 

福興南和休閒農業區飛螢農莊、

古道探索、賞螢、野溪抓蝦、泡

茶聊天、戲水、看夕陽日落、客

家料理品嚐及 DIY。 

 

苗栗縣政府文

化觀光局 

苗栗．公館．

銅鑼．西湖─陶

色窯藝之旅 

客家圓樓、苗栗縣城市規劃館，

苗栗特色館、陶瓷博物館、桐花

樂活公園、銅鑼客家文化園區。 

 

從表3來看，雖然旅行社、農委會和縣市政府均有推出客家文化行程，但旅行社

只有三富旅遊推出的「苗栗三義木雕客家文化之旅」，是和台灣高鐵合作，其內容主

要是標準車廂對號座來回車票+午餐1次+三義木雕博物館門票+人員導覽，接近於半自

由行。其他縣市政府或農委會推出的遊程，主要推廣地方景點或者地方產業，除了北

埔具有鮮明的客家意象之外，客家文化主要表現在客家美食、客家園區、客家圓樓、

客家大院等硬體建築和其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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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16台北國際旅展」中發現之國外客家文化遊程 

遊程名稱 規劃單位 主要景點 天數 

玩美廈門 山富旅遊 風帆雙子星塔、田螺坑土樓

群、老院子、閩南傳奇秀、溫

泉 

五日 

福廈世界雙遺產 山富旅遊 武夷山、永定土樓、圓山溫

泉、麟隱石林、淘金山 

八日 

福廈之旅 雄獅旅遊 鼓浪嶼、漳州、華安土樓 四日 

世界遺產福建土

樓之旅 

福建省旅遊局 田螺坑土樓群、裕昌樓、探訪

永定高頭「圓樓之王」承啟樓

以及品嘗客家風味特色菜。 

 

溫馨家園 龍岩旅遊 參觀福建永定客家土樓、培田

古村落客家大庄園。 

 

清新福建 小林旅遊 廈門、鼓浪嶼、南靖、永定、

田螺坑土樓群、裕昌樓、閩南

周莊「塔下村」、永定高頭承啟

樓、品嘗客家風味特色菜、土

樓王子「振成樓」、「奎聚樓」

等。 

 

從表4 看出，具有世界文化遺產地位的土樓，除了大陸的龍岩旅遊標示為「永定

客家土樓」之外，在這些行程中，多半不會被標示為「客家土樓」，而多冠上地名，

成為「永定土樓」。而除了「培田古村落客家大庄園」之外，其他遊程中所呈現的客

家文化，多半就是品嚐客家特色菜（風味餐）。當然，這些遊程本來就不是特別為客

家文化而設計。只不過，一向被稱為「客家土樓」的建築，在實際的旅遊實踐中，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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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以客家建築的面貌而呈現，那麼它是否能夠作為客家文化的承載者，也就有了疑問。 

 

  

圖1 原住民委員會的旅展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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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原住民委員會的旅展攤位，主題全都是「部落旅遊」 

 

圖3  苗栗、台中、彰化和南投四縣市推出的「中台灣聯合行銷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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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新竹縣政府結合「台灣好行」，推出五條遊程。 

 

 

圖5  桃園館主推觀光工廠遊程 

從圖1至圖5看出，原住民委員會的展覽攤位，主推「部落觀光」，加上一些原住

民特色手工文創作品。而客家文化相關遊程，除了山富旅行社和台灣高鐵合作推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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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遊程之外，主要靠農委會和縣市政府。農委會推廣的是水果旅遊，縣市政府推廣的

主要還是各地景點。這些景點當中最直接、最常用來呈現客家文化的，還是在客家美

食、客家園區這類景點。 

（三）問卷調查初步結果 

本計畫在去第一年設計了一份調查問卷（參見附錄二），透過「中華民國旅遊品

質保障協會」之會員名冊，第一年先行寄發基隆、新北、台北和桃園四個市的將近

600家旅行社業者，一共回收了31份有效問卷。第二年持續進行問卷寄發，全部寄完

將近3,500家旅行社，總共回收99份有效問卷，回收率不甚理想。由於經費有限，也

考慮到效益可能不大，因此沒有進行第二波問卷寄發和催收。 

回覆問卷的99家旅行社，成立時間有長達94年，也有最近才成立，雇用員工數

（規模）有1人，也有高達650人。在業務方面，其中有81家的業務有「安排國民旅

遊」，有80家的業務有「組團到國外旅遊」，有80家有「設計國內遊程」，有62家有

「設計國外遊程」。 

在這99家旅行社當中，有31家完全沒有規劃設計過客家文化相關遊程，68家有規

劃設計客家遊程的業者，規劃設計客家遊程所包含的客家元素如下表5。 

 

表5  旅行社所推出的遊程中所包含的客家文化元素 

 個數 百分比 

 (1)客家語言 5 5.1% 

 (2)客家食物 48 48.5% 

 (3)客家古蹟、歷史建築 46 46.5% 

 (4)客家工藝 27 27.3% 

 (5)客家產業 14 14.1% 

 (6)客家博物館 39 39.4% 

 (7)客家節慶（如桐花祭） 40 40.4% 

 (8)客家展覽 14 14.1% 

 (9)客家伴手禮 23 23.2% 

合計 256 258.6% 

因為問卷中的這一題是多選題，所以表5中的百分比總和超過100%。從上表可以

發現，除了「客家工藝」比較出乎意料之外的，其他四項「客家食物」、「客家古蹟、

歷史建築」、「客家博物館」和「客家節慶（如桐花祭）」，可以說都在意料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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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旅行社業者推出國內客家文化遊程的原因 

  個數   百分比 

(1)市場有需求 28 28.3% 

(2)應客戶要求規劃行程 50 50.5% 

(3)推廣客家文化 17 17.2% 

(4)配合政府政策 9 9.1% 

(5)配合桐花祭等活動 31 31.3% 

總計 135 136.3% 

這一題也是多選題，旅行社主要是因為「應客戶要求規劃行程」所以才會規劃這

類客家文化行程。其次是配合桐花祭活動，在其次才是市場有需求。至於「推廣客家

文化」則不是很重要的因素。至於「應客戶要求規劃行程」為什麼會規劃含有客家文

化元素的行程？則是另一個有待進一步探討的課題。 

表7  旅行社業者規劃國內客家文化遊程時最大的困難 

 個數 百分比 

(1)對客家文化瞭解不足 17 17.2% 

(2)對客家觀光資源欠缺瞭解 33 33.3% 

(3)缺乏具有亮點的客家景點 43 43.4% 

(4)相關業者無法配合 11 11.1% 

(5)沒有利潤 25 25.3% 

(6)其他（請說明） 3 3.0% 

總計 132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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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旅行社業者執行國內客家文化遊程時最大的困難 

 個數 百分比 

(1)相關人員對客家文化瞭解不足 18 18.2% 

(2)相關人員對客家景點欠缺瞭解 22 22.2% 

(3)缺乏深入瞭解客家文化的導遊人員 35 35.4% 

(4)遊客沒有興趣 17 17.2% 

(5)景點業者無法配合 17 17.2% 

總計 109 110.1% 

 

表7和表8合起來看，則顯示旅行社在規劃遊程時，絕大多數業者認為最大的困難

是「缺乏具有亮點的客家景點」，以及「對客家觀光資源欠缺瞭解」，而「對客家文

化瞭解不足」反而有較低比例。也就是說，業者較少認為自己對客家文化瞭解不足，

反而是對客家觀光資源欠缺瞭解，以致於認為欠缺具有亮點的客家景點。那麼，究竟

是確實欠缺具有亮點的客家景點，還是業者因為瞭解不足以致於認為觀光資源不夠呢？ 

在執行的層面，業者認為最欠缺的是「深入瞭解客家文化的導遊人員」以及「相

關人員對客家文化瞭解不足」和「相關人員對客家景點欠缺瞭解」，全都集中在軟體

和人員的層面。 

表9  旅行社業者推出國內客家文化遊程的客戶反應 

 次數 百分比 

非常受歡迎 5 7.9% 

還算受歡迎 53 84.1% 

不太受歡迎 4 8.3% 

完全不受歡迎 1 1.6% 

總和 6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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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旅行社業者自陳推出國內客家文化遊程 

對於增進遊客對客家文化瞭解的幫助 

 次數 百分比 

非常有幫助 9 14.3% 

有一些幫助 48 76.2% 

不太有幫助 6 9.5% 

總和 63 100.0% 

 

由於客家文化遊程主要是應客戶要求而規劃，以及配合桐花祭而規劃，在欠缺亮

點而人員訓練也不足的情況下，旅行社回答客家文化遊程非常受歡迎的並不多，多數

屬於「還算受歡迎」，可能也是因為類似的因素，所以業者認為這些國內遊程對於增

進遊客對客家文化瞭解有一些幫助，認為「非常有幫助」的業者並不多。 

（四）深度訪談分析 

和旅行社業者進行深度訪談的結果，大致上有幾項發現如下。 

1. 導覽解說的重要性。這一點又可以分成實做、景點和博物館三個方面來討論。

在各種遊程當中，常常會有 DIY 體驗，客家遊程也是如此。客家遊程最常安

排的 DIY 體驗是擂茶和福菜實做。但是受訪者表示，實做雖然吸引遊客，但

是光有實做，並未能瞭解其中的客家文化，因此需要有好的解說才能在有趣

的 DIY 體驗之後，真正瞭解客家文化。景點也是如此，北埔因為有較多的古

蹟和文化資產，因此在受訪的業者當中幾乎都會提到北埔，作為客家文化的

代表景點，但是不是能夠說得上是「亮點」，則就有所保留。但是北埔之所以

被業者稱讚，主要還是因為有良好的解說。當地的解說協會提供了良好而深

入的解說，旅行社業者如果有需要，和解說協會聯繫之後，通常可以獲得滿

意的服務，包括解說人員的提供和解說的品質。 

另一方面，受訪業者也都提到，因為北埔具有「故事性」，因此很好操作。

有硬體方面的古蹟，加上姜家武裝移墾的歷史，加上有擂茶體驗，以及良好

的解說組織提供解說服務，使得北埔持續受到旅行社業者的青睞。反過來說，

南庄雖然在近幾年來持續爆紅，但是業者的評價就不是太好，而且如同前面

對遊程所進行的內容分析所指出，南庄和客家文化的連結極弱，業者在遊程

中排入南庄，不一定會認為這是客家文化的景點，更多的是將南庄和原住民

31



 

文化連結。有的業者知道南庄也有解說組織，便可以聯繫到提供解說服務，

但有的業者並不知道，將遊客帶到南庄之後只能走馬看花。而由於南庄的文

化資產和故事性都無法和北埔相比，因此當旅行社業者在平日帶遊客到南庄，

由於店家都不營業，只能隨意看看草草結束。而在假日則因為過於擁擠而影

響旅遊品質。構成了兩難。整體來說，景點如果具有客家氛圍，遊客也容易

便是客家和領略客家文化，而這正是北埔和南庄的對照。在解說服務方面，

又可以分為領團人員和當地解說人員。領團人員可以說是擔任「全陪」任務，

如果領團人員對客家文化有基本認識，並且具有解說客家文化的能力，那麼

可以增加客家景點的生動性和吸引力。但是到了像北埔這樣的地方，則需要

依賴當地的解說人員，提供較為深入的解說服務。如果領團人員不具有客家

文化的解說能力，又沒有提供當地解說服務，只是把遊客帶到景點，那麼遊

客極容易感到無聊而抱怨。 

博物館方面，主要是銅鑼的「台灣客家文化館」（原來的「客家文化園

區」）和客家大院。「台灣客家文化館」前幾年剛開幕時，由於新鮮感和不收

費，因此旅行社幾乎都會安排到行程裡。旅行社如果是有固定客源的，就會

因為新鮮感消失而不再安排到台灣客家文化館。台灣客家文化館裡有專業的

解說人員，提供良好的解說服務，但仍有旅行社業者認為裡面的展覽是固定

的，如果沒有新的操作手法，很難安排到遊程裡，和說服遊客再次到訪。但

也有受訪業者表示，原本安排到台灣客家文化館只是填補行程空檔，順便讓

遊客進去吹吹冷氣，但是因為館內提供的解說服務，反而讓遊客有意外驚喜。 

在另一方面，由於旅行社安排遊程通常採取「一動配一靜」的策略，因

此如果遊程當天有一個較為動態的景點，那麼便會安排一個靜態的景點，如

果交通動線沒有太突兀的話，台灣客家文化館是一個很好的選擇。這可以說

明在問卷調查中，台灣客家文化館作為客家文化遊程最主要的元素。客家大

院原本也具有這樣的功能，尤其是四月份桐花祭的時候，可以到公園內欣賞

桐花。但是自從改為收費之後，旅行社便不再安排到遊程裡。可見對於旅行

社安排遊程來說，景點收費與否的成本考量，還是非常重要。 

2.在問卷調查中，客家飲食是客家文化遊程當中，最常被提到的客家文化元素。

但是實際情形卻可能不是那麼美好。客家飲食在旅行社業者眼中，其實呈現

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客家餐飲代表廉價，尤其是苗栗所處的位置，往往是

一日遊或二日遊的接近晚餐時間，旅行社業者往往安排在苗栗吃過晚餐後，

回到集合地解散。除了地緣因素之外，苗栗提供的團體餐通常在2,000元左右，

甚至於1,500元，對於考慮成本的旅行社來說非常划算，尤其對於低價團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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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類餐飲通常在半小時內結束，遊客匆匆解決晚餐準備回家，對於客家

文化能有多少體驗，可能就值得懷疑。而在另一方面，走較為精緻路線的餐

廳，如陳師傅、鶴山飯館、棗莊和紅棗食府，則受到業者高度的評價，認為

客家餐飲非常有特色，會帶遊客前往。但這類餐廳會被納入遊程，自然不是

屬於低價團的範圍。 

3.在問卷調查中，觀光工廠作為客家文化遊程的元素，在整體中所佔的比例並

不是最高，但應該是相當具有潛力。台灣的觀光工廠相當多，而且仍持續增

加中，但是真正成功的觀光工廠並不多，有許多甚至是以觀光工廠為名，實

質上仍舊是賣場，以銷售為主。成功的觀光工廠如何傳遞產業文化，本身就

不是容易的事，更何況如何定義客家產業，從而在產業中了解欣賞客家文化，

則更為困難。而在另一方面，經營觀光工廠的業者，是否認識到產業也可以

傳遞客家文化，是否想要透過產業傳遞產業文化，則是另外一個問題。而從

更積極的面向來說，在產業中注入族群文化，是否有助於行銷該產業的相關

產品，或者在業者的認知中，反而是無助或者有礙於產品的行銷，則是另一

個更有待探討的課題。 

五、結論 

本研究以網路上蒐集行程資料、台北國際旅展蒐集行程資料、問卷調查旅行社業

者對客家遊程的看法等三種方法，蒐集客家遊程加以分析，並透過旅行社業者的角度，

瞭解客家遊程在規劃與執行階段的主要問題所在。從網路蒐集到的遊程資料和台北國

際旅展蒐集到的資料都顯示，直接以「客家文化」為遊程名稱的並不多，在客家文化

遊程當中最多佔四分之一。而在被歸類為客家文化遊程的行程路線當中，主要是以客

家美食以及客家園區、客家大院等這類景點，使遊程和客家文化產生連結。而在地方

性景點當中，北埔和美濃是最具有鮮明的客家意象的，南庄雖然是客家庄，旅行社業

者的聯想反而以原住民文化為主，其次是多元文化和族群融合，旅行社業者較少以南

庄為客家文化之代表景點。在國外遊程的部分，過去認為土樓是客家的代表建築，但

在觀光旅遊的實務操作上，土樓並不完全和客家文化連結在一起，而較多是和「永定」

這個地名連結。在遊程的規劃上，由於地緣和交通的關係，土樓也較多和廈門、鼓浪

嶼這些知名景點連結在一起，而較少和較為內陸的梅州客都連結在一起。因此，透過

參觀土樓能夠對於瞭解客家文化有多少幫助，是一個值得持續探討的課題。何況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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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上，土樓是否代表客家建築，仍仍然有爭論。 

透過問卷調查得到的結果，也和網路上的遊程以及旅展的遊程觀察分析所得，有

類似的發現。旅行社業者主要是應客戶要求而規劃客家文化遊程，並且配合桐花祭活

動，「市場有需求」佔第三原因。至於遊程如何凸顯客家文化，主要有五個元素，分

別是四項「客家食物」、「客家古蹟、歷史建築」、「客家博物館」和「客家節慶

（如桐花祭）」，而「客家工藝」則是較出乎意料之外的元素。業者認為在規劃階段

最主要的困難是缺乏具有亮點的客家景點和對客家觀光資源欠缺瞭解，對客家文化瞭

解不足並非首要因素。但是在遊程的執行階段，業者認為最欠缺的是「深入瞭解客家

文化的導遊人員」以及「相關人員對客家文化瞭解不足」和「相關人員對客家景點欠

缺瞭解」，全都集中在軟體和人員的層面，則是一個相當重要而耐人尋味的發現。 

在深度訪談方面，從旅行社業者的深度訪談中得知，解說對於遊程的成敗有很重要的關

鍵。不論是、景點、博物館、實做 DIY 體驗，乃至於觀光工廠，如果沒有良好的導覽解說，

遊客未必能夠領略、瞭解客家文化。而在客家飲食方面，雖然各種客家文化遊程常常以客家

飲食為主要的融入元素，但客家飲食是否真的作為文化的載體，擔負傳承客家文化的功能，

或者只是旅行社基於成本考量，而做出的一種安排，則是有待觀察反省。而在另一方面，較

為精緻創意的客家餐飲，則又受到旅行社業者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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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網路上蒐集到的客家文化遊程 

一、北部地區 

1日遊   

編號   

遊程名稱 童趣遊/美食遊/哈客遊 

規劃單位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 

遊程天數 半天 

團員人數 (不限，但針對遊客人數在導覽服務上會做不同安排) 

價格 僅需 DIY之材料費，$150或$200 

主要景點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內 

主題特色 
固定行程有「文化園區之簡報與導覽」、「童玩」；其他選項視不同遊程安排而

定，如 DIY桐花文創產品、擂茶或童謠教唱等。 

交通方式 (不限) 

住宿類型 (不需) 

備註 

結合多元選擇，可預約套裝或單一體驗項目；每個套裝時間僅約2小時左右，可

跟 其 他 景 點 合 併 成 更 完 整 的 套 裝 行 程 。 

以上資料均參考園區提供之線上報名表，可供旅行社使用參考。 

參考網址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8&ved=0ahUKE

wiQ-IfYi8TMAh-

WEoJQKHXnWDu84FBAWCD8wBw&url=http%3A%2F%2Fwww.hakka.ntpc.gov.tw%2F

UploadFiles%2Fdownload%2F201330129052533_1.doc&usg=AFQjCNGCP-

boyW8V__Z93T4b2f_oQzn1mRQ&sig2=GSZXFmorLKxD9RzF7gghYw 

編號   

遊程名稱 桃源仙谷桐花夜遊螢河豐富行一日遊 

規劃單位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高鐵假期) 

遊程天數 1天 

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未記載) 

主要景點 金勇 DIY休閒農場、關西彩和山油桐花步道、桃園仙谷 

主題特色 體驗休閒農業、欣賞桐花(自然)與螢火蟲(生態) 

交通方式 高鐵 

住宿類型 (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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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資 料 來 源 ： 台 灣 高 速 鐵 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高 鐵 假 期 

http://tholiday.thsrc.com.tw/TC/index.aspx 

附上完整行成時間表及各景點文字介紹 

參考網址 http://cloud.hakka.gov.tw/Details?p=10382 

編號   

遊程名稱 桃園觀音鄉一日遊套裝行程 

規劃單位 向陽農場 

遊程天數 1天 

團員人數 30人以上(才有以下優惠價格) 

價格 
依 行 程 ( 農 場 組 合 ) 不 同 而 定 

A行程$660/人；B行程$560/人；C行程$460/人 

主要景點 向陽農場、林家古厝蓮花農場/蓮荷園休閒農場、大田農場/翌軒農場、青林農場 

主題特色 桃園農場風光、品嘗客家合菜、DIY 

交通方式 遊覽車 

住宿類型 (不需) 

備註 
有 三 種 不 同 的 農 場 組 合 行 程 可 供 選 擇 ， 中 午 皆 有 客 家 合 菜 

該檔案有註明行程注意事項、費用說明以及農場聯絡方式 

參考網址 本筆資料參考來源為檔案 

編號   

遊程名稱 (無名稱) 

規劃單位 北埔麥克田園 

遊程天數 1天/半天(可與其它形成融合)  

團員人數 (以人頭計) 

價格 $398~$598/人 

主要景點 當地，現有活動 

主題特色 客家美食 DIY、烤肉、控窯 

交通方式 (不限) 

住宿類型 (不需) 

備註 可依需要搭配行程(有附在網頁上) 

參考網址 http://www.mikefarm.com.tw/info_pack.html 

編號   

遊程名稱 旱坑嚐柿一日遊  

規劃單位 好客竹縣(新竹縣政府) 

遊程天數 1天 

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未記載) 

主要景點 
義民廟、柿餅之鄉旱坑里、(涼井、炭窯、)旱北步道、福祥多肉植物園區、產業

資訊交流中心 

主題特色 新竹名產(柿餅)、客家信仰 

交通方式 (不限) 

住宿類型 (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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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該網站仍有其他新竹地區客家相關套裝行程 

參考網址 http://163.29.185.180/page.aspx?wtp=1&wnd=35&id=42 

編號   

遊程名稱 漫遊老街秋意濃一日遊 

規劃單位 好客竹縣(新竹縣政府) 

遊程天數 1天 

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未記載) 

主要景點 綠世界生態農場、膨風茶文物館、北埔老街、南埔農村生態區  

主題特色 客家飲食文化、新竹自然景點 

交通方式 (不限) 

住宿類型 (不需) 

備註 該網站仍有其他新竹地區客家相關套裝行程 

參考網址 http://163.29.185.180/page.aspx?wtp=1&wnd=35&id=50 

編號   

遊程名稱 好客竹縣套裝清旅行 

規劃單位 新竹縣政府 

遊程天數 1天(有限定日期，2015/10/17,18,24,25) 

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599/人 

主要景點 新埔觀光柿餅 DIY 

主題特色 搭配當地特產與台灣國際客家文化嘉年華會(節慶) (2015) 

交通方式 捷運/高鐵 

住宿類型 (不需) 

備註 該網站有其他結合節慶之套裝行程亦可參考 

參考網址 http://www.hsinchutour.com.tw/trip5.html 

編號   

遊程名稱 陽光行程(該網站有系列遊程，自訂名稱) 

規劃單位 老頭擺農莊(新竹北埔) 

遊程天數 1天 

團員人數 (不限，但滿35人以上加贈麵食自助吧) 

價格 $988元/人 

主要景點 當地，現有設施與活動 

主題特色 部分 DIY為客家手作、烤肉 

交通方式 (不限) 

住宿類型 (不需) 

備註 可與更多景點或行程合併為其他套裝行程 

參考網址 http://pei-pu.com.tw/index.php/web/news/363/ 

編號   

遊程名稱 新竹北埔五峰一日遊(客製化行程) 

規劃單位 飛茂通運有限公司 

遊程天數 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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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未記載) 

主要景點 北埔客家村古蹟、五峰鄉巴棍農場 

主題特色 古蹟巡禮、美食；輕鬆品味農場愜意生活風格 

交通方式 遊覽車 

住宿類型 (不限) 

備註 

僅 放 上 特 定 景 點 名 稱 與 圖 片 

該網站亦有北中南部客製化行程，可從中尋找與客家相關之旅遊行程(從地名來

看) 

參考網址 http://www.rentcar888.com/TourItinerary.aspx?ID=33&Type=2(大聯盟租車服務網) 

編號   

遊程名稱 北埔旅遊套裝行程 

規劃單位 北埔膨風茶文物館 

遊程天數 1天 

團員人數 僅接受35人以上團體預約參加排程 

價格 $450/人 

主要景點 當地 

主題特色 客家美食 DIY、參訪北埔古蹟 

交通方式 (不限) 

住宿類型 (不需) 

備註 亦可與其他行程結合成為新的套裝行程 

參考網址 http://www.5657.com.tw/kcft/c03.htm 

編號   

遊程名稱 南庄一日遊行程‧南庄‧向天湖‧綠世界一日遊  

規劃單位 台灣旅遊網 

遊程天數 1天 

團員人數 6人成行，2人即可報名 

價格 平日$1700/人；假日$1900/人 

主要景點 南庄、向天湖、綠世界生態農場 

主題特色 苗栗原住民文化、新竹生態體驗 

交通方式 觀光巴士 

住宿類型 (不需) 

備註 

該 網 站 有 完 整 行 程 表 、 註 明 費 用 相 關 說 明 

僅綠世界生態農場內有客家古厝文物區，行程整體客家特色較不明顯 

主題較為發散 

參考網址 http://crunew.cru.com.tw/tours/Tourview.aspx?rounds=TWK110005 

編號   

遊程名稱 桐花季(四月至五月)桐花秘境‧南庄美食‧護魚步道一日遊  

規劃單位 台灣旅遊網 

遊程天數 1天 

團員人數 6人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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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 平日$1400/人；假日$1600/人 

主要景點 獅山遊客中心、藤坪步道、(客家風味餐)、南庄老街、護魚步道 

主題特色 桐花季美景、體驗客家風味 

交通方式 觀光巴士 

住宿類型 (不需) 

備註 該網站有完整行程表、註明費用相關說明 

參考網址 http://crunew.cru.com.tw/tours/Tourview.aspx?rounds=TWK110004#t3 

編號   

遊程名稱 油桐花季五月飛雪 

規劃單位 LaTour 

遊程天數 1天 

團員人數 36人成行，上限40人 

價格 $1350/人 

主要景點 
客家花布街、八卦力部落、油桐花吊橋、蓬萊溪護魚步道、石灰窯紙寮、桐花山

林、舊百壽國小糯米橋、紙湖農場 

主題特色 配合季節推出客家桐花相關行程 

交通方式 (遊覽車) 

住宿類型 (不需) 

備註 
景 點 文 字 介 紹 用 詞 精 煉 ， 具 有 故 事 性 ， 「 可 能 」 容 易 吸 引 消 費 者 

網站內含其他套裝行程；有註明費用細節 

參考網址 http://www.latour.com.tw/cgi/agent/GP01001.asp 

編號   

遊程名稱 苗栗桐花公園客家大院‧花露休閒農場一日遊 

規劃單位 東南旅遊/高鐵假期 

遊程天數 1天 

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需訂購後才顯示 

主要景點 桐花公園客家大院、大湖酒莊、草莓文化、花露休閒農場、江記永安囍餅店 

主題特色 苗栗客家文化與自然 

交通方式 高鐵 

住宿類型 (不需) 

備註 該網站特別註明訂高鐵票之注意事項 

參考網址 
https://www.settour.com.tw/ec/prod-

line/hrh/step1.html?prodNo=HRH0000000298&_sut=c23-gdg-thmr2016_7101_ 

編號   

遊程名稱 客家鐵道之旅 

規劃單位 客家委員會(客家雲) 

遊程天數 半天至1天 

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為記載) 

主要景點 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客家大院(桐花公園)、勝興車站、龍騰斷橋 

39

http://crunew.cru.com.tw/tours/Tourview.aspx?rounds=TWK110004#t3
http://www.latour.com.tw/cgi/agent/GP01001.asp
https://www.settour.com.tw/ec/prodline/hrh/step1.html?prodNo=HRH0000000298&_sut=c23-gdg-thmr2016_7101_
https://www.settour.com.tw/ec/prodline/hrh/step1.html?prodNo=HRH0000000298&_sut=c23-gdg-thmr2016_7101_


 

主題特色 苗栗重要客家地標 

交通方式 (不限) 

住宿類型 (不需) 

備註 

資 料 來 源 ： 客 家 文 化 旅 遊 資 訊 網

http://thcdc.hakka.gov.tw/tourhakka/topic.htm 

附上各景點介紹之連結，且該網站亦有其他行程可供參考 

參考網址 http://cloud.hakka.gov.tw/Details?p=11560 

編號   

遊程名稱 【2016桐花季】苗栗客家莊桐花飛舞一日  

規劃單位 喜鴻假期 

遊程天數 1天(本行程出發日期為2016年4/16、4/27、5/7、5/11、5/21) 

團員人數 30人成行 

價格 $900/人；平日第二人只要$1；假日第二人只要$450 

主要景點 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勝興車站、客家大院 

主題特色 苗栗著名客家景點(館舍)、體驗客家文化與精神 

交通方式 遊覽車 

住宿類型 (不需) 

備註 該網站有附上完整之景點介紹，以及註明相關辦法、規定、注意事項等 

參考網址 http://www.besttour.com.tw/web/detail_page.asp?travel_no=NTW01BR160420B 

編號   

遊程名稱 客家泰雅賽夏南庄之美 

規劃單位 LaTour 

遊程天數 1天 

團員人數 36人成行，上限40人 

價格 $1200/人 

主要景點 
石壁工作坊、泰雅族傳統編織(DIY)、向天湖、賽夏文化博物館/巴斯達隘祭典

場、南庄老街/桂花巷 

主題特色 多元文化之美 

交通方式 遊覽車 

住宿類型 (不需) 

備註 網站內含其他套裝行程；有註明費用細節 

參考網址 http://www.latour.com.tw/cgi/agent/GP01001.asp 

編號   

遊程名稱 花漾苗栗-南庄客家風華1日遊 

規劃單位 可樂旅遊-康福旅行社 

遊程天數 1天(半自由行) 

團員人數 4人成行，當地併團 

價格 $999或$1199/人 

主要景點 南庄老街 

主題特色 體驗南庄「客家、賽夏、泰雅」三族群融合之風味 

交通方式 巴士(遊覽車) 

住宿類型 (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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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附上行程特色解說、注意事項、參考行程、參考價格等資訊 

參考網址 http://www.colatour.com.tw/C10G_DomTour/C10G04_Feature.aspx?TourNo=2192 

編號   

遊程名稱 花漾苗栗-飛牛牧場&客家文化1日遊 

規劃單位 可樂旅遊-康福旅行社 

遊程天數 1天(半自由行) 

團員人數 4人成行，當地併團 

價格 成人單價$1180起(網路訂購行程) 

主要景點 飛牛牧場、苗栗客家文化園區 

主題特色 苗栗生態與客家人文景觀一日即可滿足 

交通方式 巴士(遊覽車) 

住宿類型 (不需) 

備註 附上行程規格、注意事項、景點介紹、當地遊記等資訊 

參考網址 http://www.colatour.com.tw/C10G_DomTour/C10G04_Feature.aspx?TourNo=2194 

編號   

遊程名稱 飛牛牧場&苗栗客家文化園區一日 

規劃單位 鳳凰旅行社/交通部觀光局 

遊程天數 1天 

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成人平日$1180/人，假日$1280/人；嬰幼兒$200/人 

主要景點 飛牛牧場、苗栗客家文化園區 

主題特色 苗栗生態與客家人文景觀一日即可滿足 

交通方式 遊覽車 

住宿類型 (不需) 

備註 
從台北出發；網站註明此套裝為「【台灣觀光巴士】嚴選路線」；該網站附上行

程、費用、注意事項等詳細說明；另有附上特別安排以符合不同旅客需求 

參考網址 http://www.travel.com.tw/TOU/TOU0020.aspx?Group_no=&TOUR_NO=TNZ0100011 

編號   

遊程名稱 苗栗銅鑼杭菊花開 

規劃單位 LaTour 

遊程天數 1天 

團員人數 36人成行，上限40人 

價格 $1350/人 

主要景點 大場景杭菊花園、九湖農場、(杭菊文化節)、東華傳統樟腦廠、木雕博物館 

主題特色 客家特色產業 

交通方式 (遊覽車) 

住宿類型 (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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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網站內含其他套裝行程；有註明費用細節 

參考網址 http://www.latour.com.tw/cgi/agent/GP01001.asp 

編號   

遊程名稱 自慢木雕三義豐富行一日遊 

規劃單位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高鐵假期) 

遊程天數 1天 

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未記載) 

主要景點 木雕博物館、ㄚ箱寶參觀、勝興車站、龍騰斷橋 

主題特色 以三義木雕為主、探索三義鄉各著名景點 

交通方式 高鐵、火車 

住宿類型 (不需) 

備註 

資 料 來 源 ： 台 灣 高 速 鐵 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高 鐵 假 期  

http://tholiday.thsrc.com.tw/TC/index.aspx 

附上完整行成時間表及各景點文字介紹，以及地圖位置 

參考網址 http://cloud.hakka.gov.tw/Details?p=10381 

編號   

遊程名稱 三義木雕客家文化之旅 

規劃單位 Travel台灣 Go!! 

遊程天數 1天 

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5300/人(最低價) 

主要景點 
苗栗客家文化園區、三義木雕博物館、勝興車站、(客家擂茶體驗、鴨箱寶木鴨

彩繪 DIY) 

主題特色 苗栗客家文化與產業體驗 

交通方式 (包車) 

住宿類型 (不需) 

備註 該網站為簡體中文網站 

參考網址 http://www.traveltaiwango.tw/travel/set 

編號   

遊程名稱 觀止慢活~三義鐵道懷舊之旅 

規劃單位 泰安觀止 

遊程天數 半天(至1天) 

團員人數 4人成行 

價格 包車$900/人；併車$600/人 

主要景點 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勝興火車站、龍騰斷橋、三義木雕街 

主題特色 苗栗著名景點 

交通方式 汽車 

住宿類型 (前一日住)溫泉會館 

備註 

此 天 數 自 泰 安 觀 止 出 發 算 起 ， 可 與 其 他 套 裝 行 程 合 併 

附 上 注 意 事 項 提 醒 

該網站有其他苗栗地區套裝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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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址 http://www.papawaqa.com.tw/tw/nearby-3.asp?page_r=2 

編號   

遊程名稱 客家藍染．自然風情．三義一日遊 

規劃單位 燦星旅遊 

遊程天數 1天 

團員人數 4人以上成團 

價格 $2200/人 

主要景點 勝興火車站、卓也小屋、自然風情草原 

主題特色 網站內有附上景點簡介 

交通方式 遊覽車(集合與上車地點網站上另有公告，台中各地) 

住宿類型 不須 

備註 該網站有註明各項作業細節以及費用詳細說明 

參考網址 
http://www.startravel.com.tw/StarTravel.Web.DGRP.Prod.V2/BBSingle-

Prod.aspx?Prod_No=DGRP000000332&Grp_No=0370111C2115A 

編號   

遊程名稱 苗130線雙潭休閒農業區一日遊(建議行程1) 

規劃單位 茗緣居庭園民宿 

遊程天數 1天 

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未記載) 

主要景點 
木雕博物館、火炎山生態教育館、130線丫箱寶、雙潭社區(親子遊茗緣居)、春

田窯、130線親水公園/漫步雲端…、薑麻園、大湖酒莊 

主題特色 苗栗著名景點以及特色民宿 

交通方式 (不限) 

住宿類型 (不需) 

備註 以苗栗各大景點串聯為主，包含少許有客家特色之景點 

參考網址 http://www.teafate.com.tw/attractions.html 

編號   

遊程名稱 苗130線雙潭休閒農業區一日遊(建議行程2) 

規劃單位 茗緣居庭園民宿 

遊程天數 1天 

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未記載) 

主要景點 
龍騰斷橋、勝興車站(客家擂茶)、山板樵臉譜文化館、春田窯、雙潭社區(親子

遊茗緣居)、三義丫箱寶、火炎山生態教育館、木雕博物館 

主題特色 苗栗著名景點以及特色民宿 

交通方式 (不限) 

住宿類型 (不需) 

備註 以苗栗各大景點串聯為主，包含少許有客家特色之景點 

參考網址 http://www.teafate.com.tw/attractions.html 

編號   

遊程名稱 【客家風情˙騏雞蛋生】一日健康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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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單位 山板樵休閒農場 

遊程天數 1天 

團員人數 此行程適合20人以上團體 

價格 $680/人 

主要景點 當地 

主題特色 三義客家服飾 DIY、客家美食手作與品嚐體驗 

交通方式 (不限) 

住宿類型 (不需) 

備註 該網站亦有提供半日遊與二日遊行程參考 

參考網址 http://sbc.emmm.tw/?ptype=n2p 

編號   

遊程名稱 觀止慢活~大湖-三義130線採果之旅 

規劃單位 泰安觀止 

遊程天數 半天(至1天) 

團員人數 4人成行 

價格 包車$900/人；併車$600/人 

主要景點 
大湖酒莊、苗130旅遊線(賞桐)、三義建中國小彩繪階梯、三義木雕藝術村、雅

聞香草植物工坊 

主題特色 客家特色產業 

交通方式 汽車 

住宿類型 (前一日住)溫泉會館 

備註 
此 天 數 自 泰 安 觀 止 出 發 算 起 ， 可 與 其 他 套 裝 行 程 合 併 

附上注意事項提醒 

參考網址 http://www.papawaqa.com.tw/tw/nearby-3.asp?itinerary_id=I0020 

編號   

遊程名稱 造橋樂園三灣憶古味 

規劃單位 客家委員會(客家雲) 

遊程天數 1天 

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未記載) 

主要景點 
香格里拉樂園、火炭谷休閒農場、鐘山蜜蜂休閒館、來食茶打嘴鼓、神農科技休

閒農場 

主題特色 體驗造橋木炭文化，順道參觀其他客家產業場區 

交通方式 汽車 

住宿類型 (不需) 

備註 
資 料 來 源 ： 客 家 桐 花 祭 

附上各景點文字介紹及地圖位置 

參考網址 http://cloud.hakka.gov.tw/Details?p=10368 

編號   

遊程名稱 『黃金小鎮』優質單車樂活漫活探索之旅1~2日 

規劃單位 苗栗公館黃金小鎮旅遊服務中心(茅香亭) 

遊程天數 1或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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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吃到飽餐飲--$299/人；單車租借--$150元/台；導覽解說--$100 /人 

主要景點 
同一時段多種選擇：茅鄉亭(單車租借)、荷塘居、棗莊、客家石圍牆文化與遺

址、紅棗主題舘、草編文化館、陳教練的咖啡莊園、好客訪(伴手禮店)等 

主題特色 鄉野的優質樂活與慢活、多種客家產業自由選擇體驗(DIY) 

交通方式 (不限)、單車 

住宿類型 民宿(有諸多合作店家) 

備註 

提供午餐--鄉土特餐+傳統客家料理美食+原著民料理+地方特色美食料理，以10

人 為 單 位 訂 桌 

導 覽 限 16 人 以 上 、 40 人 以 下 才 適 用 $100/ 人 價 格 

網站附上黃金小鎮當地諸多參考活動 

參考網址 http://www.dahu.com.tw/goldentown/ 

編號   

遊程名稱   

規劃單位 文昌祠? 

遊程天數   

團員人數   

價格   

主要景點 公館農會→出磺坑油礦博物館→法雲寺→泰安溫泉→公館交流道  

主題特色   

交通方式   

住宿類型   

備註 (待鑑定是否為客家行程) 

參考網址 http://stweb.ydu.edu.tw/~91407788/e.htm 

編號   

遊程名稱 大湖草莓甜蜜蜜 

規劃單位 LaTour 

遊程天數 1天 

團員人數 36人成行，上限40人 

價格 $1350/人 

主要景點 五穀文化村、汶水老街、雪霸國家公園、淋漓坪草莓家、大湖酒莊 

主題特色 大湖在地特色、品嘗在地名產(客家地區景點) 

交通方式 遊覽車 

住宿類型 (不需) 

備註 上有行程推薦月份；網站內含其他套裝行程；有註明費用細節 

參考網址 http://www.latour.com.tw/cgi/agent/GP01001.asp 

2日遊   

編號   

遊程名稱 (無名稱) 

規劃單位 2015台灣國際客家文化嘉年華(客家委員會) 

遊程天數 2天(現已不開放，形成開放時間為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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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未記載) 

主要景點 
新豐紅樹林生態保護區、新埔觀光柿餅、湖口老街、北埔老街、台紅茶業文物

館、金勇番茄農場、關西仙草博物館生態農場 

主題特色 
將新竹自然生態、人文古蹟與客家文化整合在兩天的行程中，搭配豐富多元的柿

染、粢粑、擂茶、仙草凍等客家傳統美食 DIY 

交通方式 (不限) 

住宿類型 (不限) 

備註 
搭 配 2015 台 灣 國 際 客 家 文 化 嘉 年 華 

網站上另有一日遊可參考 

參考網址 
http://dev.creatidea.com.tw/Epaper_HsinChuCarnival/Article/Details/F49F7462-BF44-4600-

8EF6-60B5042DE067 

編號   

遊程名稱 新埔農遊體驗二日遊  

規劃單位 好客竹縣(新竹縣政府) 

遊程天數 2天 

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未記載) 

主要景點 
義民廟、產業資訊交流中心、九芎湖休閒農場、新埔休閒農(場?)、福祥多肉植

物園區、陳家農場 

主題特色 客家信仰與新竹農場風光 

交通方式 (不限) 

住宿類型 (未記載) 

備註 該網站仍有其他新竹地區客家相關套裝行程 

參考網址 http://163.29.185.180/page.aspx?wtp=1&wnd=35&id=43 

編號   

遊程名稱 春季山野尋幽二日遊  

規劃單位 好客竹縣(新竹縣政府) 

遊程天數 2天 

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未記載) 

主要景點 
竹東之心、竹東中央市場(客家美食尋味趣)、張學良故居園區、清泉部落、雪霸

休閒農場、觀霧國家森林遊樂區 

主題特色 客家美食、人文與自然複合 

交通方式 (不限) 

住宿類型 (未記載) 

備註 該網站仍有其他新竹地區客家相關套裝行程 

參考網址 http://163.29.185.180/page.aspx?wtp=1&wnd=35&id=47 

編號   

遊程名稱 歡樂綠夏光明二日遊   

規劃單位 好客竹縣(新竹縣政府) 

遊程天數 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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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未記載) 

主要景點 
奇幻小叮噹科學遊樂區、光明商圈、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富興庄茶葉文物

館、峨眉湖風景區、十二寮休閒農業區 

主題特色 客家文化、人文與自然複合 

交通方式 (不限) 

住宿類型 (未記載) 

備註 該網站仍有其他新竹地區客家相關套裝行程 

參考網址 http://163.29.185.180/page.aspx?wtp=1&wnd=35&id=49 

編號   

遊程名稱 戀戀柿香拾秋二日遊  

規劃單位 好客竹縣(新竹縣政府) 

遊程天數 2天 

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未記載) 

主要景點 
懷舊新埔老街(義民廟)、鳳山溪枋寮庄自行車道、新埔旱坑柿餅區、照門休閒農

業區、福祥多肉植物園、玩味湖口老街  

主題特色 客家信仰與特產 

交通方式 (不限) 

住宿類型 (未記載) 

備註 該網站仍有其他新竹地區客家相關套裝行程 

參考網址 http://163.29.185.180/page.aspx?wtp=1&wnd=35&id=51 

編號   

遊程名稱 (無名稱) 

規劃單位 松緣民宿 

遊程天數 2天 

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未記載) 

主要景點 北埔客家聚落、峨嵋風景區 、向天湖、 蓬萊溪護魚河道、八卦力部落 

主題特色 新竹與苗栗客家 

交通方式 (不限) 

住宿類型 民宿 

備註 
為 北 部 ( 台 北 ) 出 發 者 設 計 ， 第 一 天 晚 上 住 該 民 宿 

該網站仍有其他客家套裝行程 

參考網址 http://www.yshotel.com.tw/package.asp 

編號   

遊程名稱 (無名稱) 

規劃單位 松緣民宿 

遊程天數 2天 

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未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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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景點 
北埔客家聚落、獅頭山風景區、南庄老街、向天湖、蓬萊溪護魚河道、八卦力部

落、仙山攬勝 

主題特色 新竹與苗栗客家 

交通方式 (不限) 

住宿類型 民宿 

備註 

為 北 部 ( 台 北 ) 出 發 者 設 計 ， 第 一 天 晚 上 住 該 民 宿 

與 上 一 行 程 差 別 在 於 景 點 數 量 

該網站仍有其他客家套裝行程 

參考網址 http://www.yshotel.com.tw/package.asp 

編號   

遊程名稱 (無名稱) 

規劃單位 松緣民宿 

遊程天數 2天 

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未記載) 

主要景點 
龍騰斷橋、時光隧道、勝興車站、獅頭山風景區、南庄老街、向天湖、蓬萊溪護

魚河道、八卦力部落、仙山攬勝 

主題特色 遊覽苗栗著名景點、體驗南庄淳樸風情 

交通方式 (不限) 

住宿類型 民宿 

備註 
為 中 南 部 ( 台 中 ) 出 發 者 設 計 ， 第 一 天 晚 上 住 該 民 宿 

該網站仍有其他客家套裝行程 

參考網址 http://www.yshotel.com.tw/package.asp 

編號   

遊程名稱 (無名稱) 

規劃單位 松緣民宿 

遊程天數 2天 

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未記載) 

主要景點 
獅頭山風景區、南庄老街、向天湖、蓬萊溪護魚河道、八卦力部落、仙山攬勝、

泰安溫泉 

主題特色 體驗南庄淳樸風情 

交通方式 (不限) 

住宿類型 民宿 

備註 

為 中 南 部 ( 台 中 ) 出 發 者 設 計 ， 第 一 天 晚 上 住 該 民 宿 

與 上 一 行 程 差 別 在 於 景 點 數 量 

該網站仍有其他客家套裝行程 

參考網址 http://www.yshotel.com.tw/package.asp 

編號   

遊程名稱 (無名稱) 

規劃單位 明湖水漾會館 

遊程天數 2天(自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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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未記載) 

主要景點 客家圓樓、明湖水漾、客家文化園區 

主題特色 親近大自然，順道參觀附近客家文化景點 

交通方式 汽車 

住宿類型 未限定 

備註 
附 上 明 湖 水 漾 館 內 相 關 服 務 與 設 施 解 說 

該網站有其他旅遊行程，以及苗栗觀光景點地圖與簡介，可供參考 

參考網址 http://www.booking-wise.com.tw/younglake/Scenic2.html 

編號   

遊程名稱 汶水老街二日遊 

規劃單位 客家委員會(客家雲) 

遊程天數 2天 

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未記載) 

主要景點 
苗栗客家文化園區、客家大院、苗栗特色館、清安豆腐街、汶水老街、大湖草莓

文化館、虎頭山公園、通霄神社 

主題特色 苗栗客家庄深度體驗 

交通方式 (不限) 

住宿類型 苗栗著名溫泉飯店 

備註 

資 料 來 源 ： 客 家 文 化 旅 遊 資 訊 網 

http://thcdc.hakka.gov.tw/tourhakka/topic.htm 

附上各景點介紹之連結，且該網站亦有其他行程可供參考 

參考網址 http://cloud.hakka.gov.tw/Details?p=11559 

編號   

遊程名稱 客庄・訪勝・品茗香(A) 

規劃單位 HAKKA TOUR客庄慢慢遊 

遊程天數 2天 

團員人數 (不限，團客為主、親子遊與背包客為輔) 

價格 (未記載) 

主要景點 
百茶文化園區、巴巴坑道、南庄老街、紅磚屋、苗栗客家文化園區、美之味、隆

源餅行、璞鈺商行、北埔老街 

主題特色 
除知名客家景點外，也安排客家風味餐、各類客家體驗活動及入住溫馨客風民

宿，可讓遊客充分體驗客家的多樣風情。 

交通方式 汽車或遊覽車(不限) 

住宿類型 民宿 

備註 附上遊程特色介紹及各景點官網或粉絲團連結 

參考網址 
http://www.hakkatour.tw/con-

tents/travel?id=19&route=%E5%8F%B0%E4%B8%89%E7%B7%9A 

編號   

遊程名稱 客庄・訪勝・品茗香(B) 

規劃單位 HAKKA TOUR客庄慢慢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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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程天數 2天 

團員人數 (不限，團客為主) 

價格 (未記載) 

主要景點 
來食茶打嘴鼓、巴巴坑道、金椿茶油工坊、益新茶園、山林雅境、苗栗客家文化

園區、龍騰斷橋、勝興車站、錦泰觀光茶廠 

主題特色 客家茶文化(酸柑茶調配 DIY)；不一樣的客家風情，帶給遊客全新的感受 

交通方式 汽車或遊覽車(不限) 

住宿類型 民宿 

備註 附上遊程特色介紹及各景點官網或粉絲團連結 

參考網址 
http://www.hakkatour.tw/con-

tents/travel?id=20&route=%E5%8F%B0%E4%B8%89%E7%B7%9A 

編號   

遊程名稱 (無名稱) 

規劃單位 茗緣居庭園民宿 

遊程天數 2天 

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未記載) 

主要景點 
雙潭社區、山板樵臉譜文化館(DIY)、茗緣居庭園民宿、三義丫箱寶(DIY)/春田

窯(DIY)、卓也小屋(DIY)、漫步雲端森林廚房、薑麻園、大湖酒莊 

主題特色 民宿在地特色 

交通方式 (不限) 

住宿類型 民宿 

備註 民宿附近景點為主、包含少許有客家特色之景點 

參考網址 http://www.teafate.com.tw/attractions.html 

3日遊   

編號   

遊程名稱 (無特別名稱) 

規劃單位 明湖水漾 

遊程天數 3天 

團員人數 (不限) 

價格 (未記載) 

主要景點 

明德水庫、海棠島(永春宮)、魯冰花農場、明湖水漾、洛雷托客家大院、雪霸國

家公園旅服中心、大湖酒莊、造橋木碳博物館、獅潭蠶寶寶與貓頭鷹之家、南庄

老街、新竹內灣北埔等地、三義木雕博物館、勝興車站、飛牛牧場 

主題特色 可以充分享受到明湖水漾各項設備，順道探訪附近有名客家景點。 

交通方式 (不限) 

住宿類型 會館 

備註 提供可在明湖水漾從事之各式活動，以及離開明湖水漾後建議的行程。 

參考網址 http://www.booking-wise.com.tw/younglake/Scenic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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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調查問卷 

「客家文化觀光遊程之評估與規劃」研究問卷 

敬愛的業界先進： 

    您好，後學目前正在執行客家委員會補助的「客家文化觀光遊程之評估與規劃」專題
研究計畫，這個研究在瞭解目前各旅行社所推出之旅遊行程和客家文化的關係，以便
提供適切的服務給業界，充實旅遊行程，同時也透過旅遊行程推廣客家文化。以下問
題請  貴公司撥冗填寫，俾研究順利進行。研究問卷中的各項資料僅供學術研究用途，
不會對外流通，敬請放心填寫。問卷填寫完成後，請裝入貼好回郵的橫式信封寄回即
可。感謝您的協助。 

 

國立聯合大學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林本炫教授敬啟 

105.10.25 

（本案助理唐同學聯絡電話：0934-329-289） 

 

I.公司基本資料 

1.請問貴公司名稱：___________旅行社，聯絡電話：____________（請填寫以便後續
聯繫） 

2.貴公司成立於哪一年？民國________年。 

3.貴公司目前編制內員工有幾人？ ________人。 

4.貴公司主要業務有以下哪些項目？（可多選） 

□(1)代訂機票        □(2)代辦護照簽證     □(3)接待國外團客來台旅遊    

□(4)安排國民旅遊  □(5)組團到國外旅遊   □(6)代理外國旅行社業務 

□(7)設計國內遊程   □(8)設計國外遊程      □(9)安排導遊、領隊人員 

□(10)提供旅遊諮詢  □(11)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 

II.國內旅遊行程 

 5.貴公司最近三年內經常銷售的國內旅遊行程有幾條？ 

  □(1)有_______條      □(2)沒有這項業務 

 6.貴公司經常銷售的國內旅遊行程當中，有沒有包含下列客家文化元素的行程？（可
多選） 

（如果方便請檢附遊程資料或者提供網址以便參考） 

□(1)客家語言     □(2)客家食物  □(3)客家古蹟、歷史建築   □(4)客家工藝 

□(5)客家產業      □(6)客家博物館    □(7)客家節慶（如桐花祭） □(8)客家展覽 

□(9)客家伴手禮    □(10)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  □(11)都沒有（跳到第12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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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貴公司為什麼會推出這些國內客家文化遊程？（可多選） 

□(1)市場有需求       □(2)應客戶要求規劃行程   □(3)推廣客家文化 

□(4)配合政府政策     □(5)配合桐花祭等活動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 

 8.貴公司在規劃國內客家文化遊程時，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可多選） 

□(1)對客家文化瞭解不足    □(2)對客家觀光資源欠缺瞭解   

□(3)缺乏具有亮點的客家景點  □(4)相關業者無法配合      

□(5)沒有利潤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9.貴公司在執行國內客家文化遊程時，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可多選） 

□(1)相關人員對客家文化瞭解不足     □(2)相關人員對客家景點欠缺瞭解   

□(3)缺乏深入瞭解客家文化的導遊人員   □(4)遊客沒有興趣 

□(5)景點業者無法配合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 

10.貴公司推出的國內客家文化遊程，客戶反應如何？ 

□(1)非常受歡迎    □(2)還算受歡迎  □(3)不太受歡迎  □(4)完全不受歡迎 

11.依貴公司過去經驗，推出國內客家文化遊程，對於增進遊客對客家文化瞭解有沒
有幫助？ 

□(1)非常有幫助    □(2)有一些幫助  □(3)不太有幫助  □(4)完全沒有幫助 

III.國外旅遊行程 

12.貴公司最近三年內經常銷售的國外旅遊行程有幾條？ 

  □(1)有_______條    □(2)沒有這項業務 

13.貴公司經常銷售的國外旅遊行程當中，有沒有包含下列行程？（可多選） 

（如果方便請檢附遊程資料或者提供網址以便參考） 

□(1)到客家原鄉尋根     □(2)到客家原鄉旅遊     □(3)考察客家土樓 

□(4)考察客家圍龍屋     □(5)品嚐客家食物       □(6)旅遊客家景點 

□(7)參觀客家博物館     □(8)參與客家節慶       □(9)購買客家伴手禮 

□(10)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11)都沒有（跳到第19題） 

14.貴公司為什麼會推出這些國外客家文化遊程？（可多選） 

□(1)市場有需求        □(2)應客戶要求規劃行程  □(3)推廣客家文化 

□(4)進行民間交流      □(5)代辦學術活動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 

15.貴公司在規劃國外客家文化遊程時，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可多選） 

□(1)對國外客家文化瞭解不足    □(2)對國外客家觀光資源欠缺瞭解   

□(3)缺乏具有亮點的客家景點  □(4)相關業者無法配合      

□(5)沒有利潤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16.貴公司在執行國外客家文化遊程時，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可多選） 

□(1)相關人員對國外客家文化瞭解不足     □(2)相關人員對國外客家景點欠缺
瞭解   

□(3)缺乏深入瞭解國外客家文化的導遊人員 □(4)遊客沒有興趣 

□(5)國外業者無法配合               □(6) 其 他 （ 請 說 明 ） ：
__________________ 

17.貴公司推出的國外客家文化遊程，客戶反應如何？ 

□(1)非常受歡迎    □(2)還算受歡迎    □(3)不太受歡迎    □(4)完全不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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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依貴公司過去經驗，執行國外客家文化遊程，對於增進遊客對客家文化瞭解有沒
有幫助？ 

□(1)非常有幫助    □(2)有一些幫助    □(3)不太有幫助    □(4)完全沒有幫助 

IV.客家文化 

19.貴公司過去有無舉辦過任何客家文化的相關活動？ 

□(1)經常舉辦    □(2)舉辦過幾次    □(3)從來沒有舉辦過 

20.貴公司自認對客家文化瞭不瞭解？ 

□(1)非常瞭解      □(2)有一些瞭解    □(3)不太瞭解      □(4)完全不瞭解 

21.貴公司瞭解政府現在準備推動的「浪漫台三線」計畫，和客家文化有密切關係嗎？ 

□(1)非常瞭解      □(2)有點瞭解      □(3)不太瞭解      □(4)完全不瞭解     

22.就貴公司的評估，國內客家文化旅遊行程，有沒有市場競爭力？ 

□(1)非常有競爭力  □(2)有一些競爭力  □(3)不太有競爭力  □(4)完全沒有競爭力 

23.就貴公司的評估，國外客家文化旅遊行程，有沒有市場競爭力？ 

□(1)非常有競爭力  □(2)有一些競爭力  □(3)不太有競爭力  □(4)完全沒有競爭力 

24.貴公司未來推出國內客家文化旅遊行程的可能性有多大？ 

□(1)非常可能      □(2)有一些可能    □(3)不太可能      □(4)完全不可能  

25.貴公司未來推出國外客家文化旅遊行程的可能性有多大？ 

□(1)非常可能      □(2)有一些可能    □(3)不太可能      □(4)完全不可能  

V.填答者資料  

26.請問您（填答者）在公司裡是什麼職務？ 

□(1)董事長 □(2)總經理 □(3)部門經理 □(4)一般職員 (5)其他（請說明）：________ 

27.您對本研究的其他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常感謝您的填答！  敬祝鴻圖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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