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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提要內容：

本研究為探索性研究，以回應性評估理論為本研究方法，透過深度訪談與問卷調查類型，
瞭解苗栗縣客家文化政策發展過程與目前執行情況為何？並以苗栗大湖草莓園區為研究個案，
瞭解大湖酒莊與大湖草莓文化館園區發展過程與目前執行情況，以「政策設計妥適性」
「地區行
銷能力」「計畫目標達成度」「顧客滿意度」等政策評估指標，冀藉政策利害關係人之意見，從
政策面的角度去思考，分析出苗栗大湖草莓園區之現況發展結果與未來發展之策略建議，作為
日後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參考。

最後根據訪談結果與遊客意見，歸納整理之意見如下：
壹、園區之未來總體經營策略
未來園區若能朝向「休閒農業＋文化創意＋客家文化」之方向發展
貳、改善園區經營問題之具體作法
一、設置「草莓觀光巴士」，重新規劃交通動線之規劃與標示
二、提供以「文化創意」為主題之園區休憩設施
三、加強無障礙空間之規劃與興建
四、從草莓相關商品的包裝、產品本身到售後服務，應盡量結合當地產業及學術機構合作研
發，以求創新性與精緻化
五、加強媒體與網路行銷，如中國時報的旅遊版、如易遊網，並強化產品故事性，吸引顧客
六、聘請專家學者加強園區工作人員服務水準，如亞都麗緻旅館的嚴長壽總裁
七、與地方文化工作者合作，加強發展客家文物特色，如南庄愛鄉、公館黃金小鎮協進會

八、強化「異業結盟」之溝通管道，提供更多元化觀光旅遊資訊，如 7-11、奇美
九、開放園區週末夜間營業

關鍵字：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回應性評估、苗栗大湖酒莊與草莓文化館

ABSTRACT
A Study of Responsive Evaluation On Hakka Creative Cultural Industries：
A Case Study in the Dahu Strawberry Garden
by
LIN, JIA-ZHEN
September 2005
ADVISOR：Dr. CHIOU, CHANG-TAY
DEPARTMENT:：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MAJOR：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DEGREE:：MASTER OF LAW
Throughout the research that is based on the responsive evaluation theory with
qualitative interview and web questionnaire survey, we would like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execution status of the Hakka culture policy in Miaoli County.
Moreover, four major policy evaluation index, policy suitability, area marketing ability,
goal attainability level,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have been conducted in the case study of
Dahu Strawberry Garden in order to comprehend the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performance
of the Dahu Wine Village and Dahu Strawberry Cultural Zone. Furthermore, by consulting
all parties involved the policy aspect, the study concludes with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results of Dahu Strawberry Garden and strategic suggestions that can be reference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reative industry of Hukka culture.
At last, the outcome from interview and tourists＇ opin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future overall business strategy for the Dahu Strawberry Garden:
Heading the direction of integrating leisure agriculture,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Hakka culture
2. The specific approaches to improve the Garden business operation:
(1)Setting the □Strawberry Tour Bus〃 and re-planning the traffic routes and signs.
(2)Providing the rest and leisure area by the subject of cultural creativity.
(3)Enhancing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ng of disability-free environment.
(4)Cooperation with local industry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to innovate and
elaborate the strawberry related products, packages and post-sale services.
(5)Increasing mass media and internet marketing such as China Time travel edition,
EZ travel and focusing on the storied characteristic of products to attract customers.
(6)Enhancing the service level of Garden employee by consulting subject matter
experts such as the CEO of The Landis Hotel.

(7)Cooperation with local cultural workers to reinforce the specialty of Hakka culture.
(8)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 of horizontal alliances and providing
multi-dimensional tourism information such as 7-11 and CHI MEI.
(9)Extending the business hours during weekend.
Key Words: Hakka Creative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responsive evaluation, Miaoli
Dahu Wine Village and Dahu Strawberry Cutural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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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文化創意產業具有多元意涵，不僅是一項極具開發潛力的經濟與文化資源，
據估計，未來它將佔半導體產業總產值的三分之二；文化創意產業亦為人民生活
共同記憶、歷史文化傳承的場所，如何透過社群組織發展多元價值，將文化融入
生活中，使文化創意產業具有延續地方傳統文化、凝聚社群共識與認同感等功
能，都是我們值得探討的議題（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2004：7；張瓊慧，
2003：6；吳密察，2003：60-61）
。1988 年客家文化自覺運動開始後，歷經 1994
年與 1998 年的台北市長選舉，以及 2000 年的總統大選，客家事務運動訴求之概
念在各候選人競選的互動過程中，變成爭取客家選票的重要政見承諾，也使行政
院客家委員會在 2001 年 6 月 14 日正式掛牌運作，稱得上是客家菁英十多年來從
事社會運動的成果（范振乾，2002：1-6）。從 1988 年的還我母語運動，到 2001
年的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的設置，十多年的持續運動，臺灣客家開啓了一場全球客
家未曾經歷過的文化復興運動。在客家文化自覺運動之啟發下，身為苗栗客家
人，有感於近年來社會環境對客家文化議題之重視，引起本研究欲探討苗栗縣客
家文化相關議題。
在 80 年代前，文化只是少數人研究的、討論的，甚至是翻譯的概念；大多
數的人既不懂文化是什麼，更少有機會感受到「生活就是文化，文化就是生活」
的重要性（劉還月，2001：9）
。然而，客家文化研究慢慢有初步的共識，從羅香
林式的族群中心論走出來，以更寬廣和包容的角度看到客家族群內部的異質性，
更加關注與客家相關族群的歷史與社會互動，也更注意到經濟社會層面對客家文
化的意義；多元文化論的價值與現象論的方法，已越來越成為客家研究和客家運

動的主流（邱彥貴、吳中杰，2001：2）。2002 年行政院於「挑戰 2008：國家發
展重點計畫」中提出政府的十項發展計畫，首次將「文化創意產業」列為重要項
目後，更加明確指引出我國未來經濟型態發展的重要走向。近年來，客家文物館、
客家博物館、客家文化會館、客家藝文活動中心與客家文化園區的營建等，都為
客家文化發展帶來一個契機，也說明我們期待的客家文化是生活與文化相結合。
當「文化」一詞成為國家重要「資本」觀念時，「在地化」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很重要的特質，其強調保存傳統和地方的魅力，發掘地方的創意與特色。一個
具有永續經營特質，以創意與知識經濟尋求地方產業與文化特色，並建構產業發
展平台為地方再發展的另一條出路，才是我們必須重視的問題（陳碧琳，2004：
57；陳永森，2003：14-15；郭麗敏，2003：39；孫華和，2003：43）。
就文化的傳承來看，客家族群對母語流失與文化斷層的問題，一直表現出相
當程度的焦慮，不僅擔心自己的集體認同會逐漸淡化，更憂慮族群的存在要如何
來確保；再由社會地位來看，客家人迫切的文化關懷，更反映出要求認同、取得
公平的地位及參與國家的事務（施正鋒，2002：2）
。從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為落實
「客家政策白皮書」的客家文化政策看來，為積極推動客家文化傳承與振興的任
務，政府積極規劃籌辦「台灣客家文化藝術節」活動（瞿文芳，2001：213）
，希
望藉由大規模文化藝術節的舉辦，讓客家文化重新獲得詮釋與認識。大規模文化
藝術節的舉辦，固然可以吸引大眾的目光，但是，往往活動過後，其所帶來是對
文化的瞭解還是單純的經濟效益呢？這樣的文化藝術節是否正啃食著我們的資
源與深層的文化內涵？我們必須思考客家運動下「主體性與自主性」的重要內
涵，其相關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發展的資源，更被視為積極爭取公平分配
的努力方向（蕭新煌，2001：357-358）
。因此，當客家文化議題越來越受到政治
人物所重視，中央將權力下放使地方有自主性從事文化創造工作來推動相關業務
以推廣客家文化時，在政策資源上的分配是真正有效發揮？讓客家政策有效執行
呢？是否相對的使社區民間團體獲得更多的資源與管道來推展客家文化呢？這
皆為本研究所欲瞭解的。

在國家一系列相關文化政策的推行之下，全國各地皆積極找尋具有地方文化
特色之產業；苗栗以農業立縣，在台灣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後，農業產
業將面臨衝擊，有許多農業人口生計受到影響，而文化與觀光將是傳統農業轉型
的方向之一。本研究個案以苗栗客家地區為研究主體，從其主要經濟結構來看，
選擇傳統休閒農業發展為研究方向，因而挑選苗栗大湖草莓園區為個案研究對
象。然而，過去政策評估是菁英導向的評估，以政策評估者為主體，被評估者則
扮演旁觀者的角色。由園區計畫發展過程來看，其不同於以往是以政府為主軸之
由上而下的政策形成方式，在園區計畫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是扮演著輔導的角
色，強調地方自主性與主體性，政策規劃與執行是由地方農會所主導，其民間機
關團體成為政策發展與執行之關鍵。基此，本研究擬以第四代評估回應性評估
（the responsive evaluation）為研究方法，著重政策利害關係人的內心感受，即
政策利害關係人的訴求（claims）
、關切（concern）
、爭議（issues）
（以下簡稱 CCI）
等回應性觀點，以苗栗大湖草莓園區為個案研究，藉由利害關係人不同意見之發
現，對當前苗栗大湖草莓園區之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給予相關政策建議，此乃
本研究動機。

貳、研究問題
基於前述研究動機，歸納本研究欲探討之問題如下：
第一、本研究欲瞭解苗栗縣客家文化政策發展過程與目前執行情況為何？並
以苗栗大湖草莓園區為研究個案，其包括大湖酒莊與大湖草莓文化館，瞭解園區
發展過程與目前執行情況為何？
第二、探討在「政策設計妥適性」政策評估指標中，政策利害關係人對園區
利用空間或地理資源、符合地方特色及資源分配上之意見回應性為何？
第三、探討在「地區行銷能力」政策評估指標中，政策利害關係人對園區結
合地方特色與服務之策略、促銷地方產品與服務之策略、吸引遊客之策略及增加
地區價值意項程度之意見回應性為何？

第四、探討在「計畫目標達成度」政策評估指標中，政策利害關係人對園區
是否提升當地生活水準、是否促進地方發展與提升當地就業機會之意見回應性為
何？
第五、探討在「顧客滿意度」政策評估指標中，政策利害關係人對園區政策
設計妥適性、地區行銷能力及計畫目標達成度之意見回應性為何？
第六、冀藉政策利害關係人之意見，以政策面的角度去思考，分析出苗栗大
湖草莓園區之現況發展結果與未來發展之策略建議，作為日後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發展之參考。

參、研究目的
綜合言之，本研究目的為：
本研究為探索性研究，以回應性評估理論為本研究方法，透過深度訪談與問
卷調查類型，瞭解苗栗縣客家文化政策發展過程與目前執行情況為何？並以苗栗
大湖草莓園區為研究個案，瞭解大湖酒莊與大湖草莓文化館園區發展過程與目前
執行情況，以「政策設計妥適性」
「地區行銷能力」
「計畫目標達成度」「顧客滿
意度」等政策評估指標，來瞭解政策利害關係人對園區利用空間或地理資源、符
合地方特色及資源分配、結合地方特色與服務之策略、促銷地方產品與服務之策
略、吸引遊客之策略及增加地區價值意象程度、提升當地生活水準、是否促進地
方發展與提升當地就業機會、政策設計妥適性、地區行銷能力及計畫目標達成度
之回應意見，冀以政策面的角度去思考，分析出苗栗大湖草莓園區之現況發展結
果與未來發展之策略建議，作為日後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參考。

第二節

相關文獻檢視

本研究以「文化創意產業」相關論文之角度切入，搜尋國內相關學位論文文
獻資料，以了解目前學術界與實務界對於此類題目的進展狀況。茲將所蒐集之文
獻歸類、整理與分析如下：

壹、文獻檢視過程分析
一、應用全國碩博士論文摘要檢索系統搜尋
2005 年 3 月搜尋國家圖書館之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學位論文，以「文化
創意產業」和「地方文化館」為關鍵字進行文獻搜尋結果，分別有 83 篇與 17
篇，合計為 100 篇；再由其內容實際分析與扣除重覆的論文篇數後，真正與「文
化創意產業政策」相關的主題研究乃為 36 篇。

貳、重要文獻內容分析
一、「文化創意產業」相關博碩士論文分析
與「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相關的主題研究乃為 36 篇。根據研究內容，以理
論焦點、文化的對象與文化創意產業的個案或地區等為內容分析之核心，此三點
論述內容之分析如下說明：
（一）理論焦點
在理論焦點相關之文化創意產業研究上，依其內容分析可歸納出一般政策
性、行銷研究與社區研究等三大類，其分別為：
1. 一般政策性：
以文化創意產業和地方文化館政策現況，作為描述與探索性的研究共有 17
篇，其內容如表 1-1。在杜長青（2004）
、鄭俊彥（2004）
、龐佑欣（2004）
、孫華
翔（2004）
、王嘉玲（2004）
、鄧淑玲（2003）等文章中，主要以探討各國文化創

意產業發展歷史與現況描述為主為初探性研究，提供我國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上更
多方案與策略之參考；在李永豐（2004）、盧本善（2004）、黃素貞（2004）、馬
台平（2004）
、陳昭妙（2004）
、李俊賢（2003）
、謝玫晃（2003）
、林宏澤（2003）、
林陽杰（2003）、池宗憲（2002）等文章中，探討我國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之發展
現況，並藉由個案分析，加以論述當前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發展限制與資源分配
之問題；在劉美枝（2004）文章中，則以第三部門為核心，說明第三部門在文化
創意產業之角色定位。在林桂萍（2004）文章中，探討原住民文化在文化創意產
業政策下之發展。整體歸納分析發現，目前我國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之推行多以社
區重建和社區總體營造為主，其社區地方資源、社區居民和專業規劃人才（包括
政府與第三部門），一同推動地方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也發揮文化傳承之功能。
同時，研究結果也發現在專業人才與資源分配溝通管道上，必須要有更完善的規
劃，才能有效發揮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之目標。
表 1-1
作者
(年份)

「文化創意產業」之一般性政策研究相關論文一覽

題目

研究內容

研究對象

研究途徑

杜 長 青 台灣文化
創意產業
(2004)
發展之探
討---以工
藝類為例

瞭解「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歷史、
現況、整體架構及網絡關係；本研
究以探索性的質化研究方式，企圖
瞭解「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工藝類
的整體發展。

台灣文化 文獻回顧
創意產業 深度訪談
工藝政策
發展

鄭 俊 彥 國家設計
政策規劃
(2004)
執行之研
究

探討國家設計政策推行的重要性，
調查各國國家設計政策的發展與實
行之策略規劃，分析歸納現今台灣
國家設計政策的實行狀況並探索未
來的方向。

國家「全 文獻回顧
面提升工 深度訪談
業設計計
劃」

林 桂 萍 台灣原住
民的藝術
(2004)
表現-以
力馬原住
民生活工
坊為例

透過「力馬原住民生活工坊」了解 力馬原住 文獻回顧
其成立動機與意義，再進一步分析 民生活工 深度訪談
台灣原住民文化與藝術未來的發展 坊
方向。同時，從台灣原住民的日常
生活切入，分析台灣原住民藝術在
文化創意産業政策下發展現况。

劉 美 枝 第三部門 藉由實務與理論、民間與政府的相 文化藝術 文獻回顧

(2004)

在我國文
化創意產
業發展計
畫中的角
色研究

互對照，除了解第三部門對本計畫
的看法外，亦希望找出第三部門在
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中所扮
演的角色、功能與定位，供相關部
門參考。

類第三部 深度訪談
門組織、
官方與學
者

龐 佑 欣 台灣與國
際文化產
(2004)
業現況比
較之研究

對於台灣與國外推行方式分析之結
果加以反思，並對台灣文化產業發
展提出建議，以做為未來建構台灣
文化產業機制的參考。

台灣、
美國、
澳洲、
英國、
紐西蘭

孫 華 翔 文化與產
業間的游
(2004)
移－九十
年代台灣
文化政策
發展脈絡
初探

以文建會文化政策為主軸，瞭解其 九十年代 文獻回顧
發展與執行過程，進而藉由創意城 台灣文化 內容分析
市公民創造性的概念，提供文建會 政策發展
在文化政策上轉向的一個思考，並
釐清文化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差異，
重新思考其應有的定位。

李 永 豐 劇場開門
紅樓有夢
(2004)
-- 紅 樓 劇
場古蹟再
利用執行
報告

以紅樓劇場的重建與再利用為案例 紅樓劇場 文獻回顧
進行「文化創意產業」的分析與執 古蹟
問卷調查
行研究。從紅樓劇場商圈的歷史背
景與建築特色切入、分析，藉以尋
求為紅樓劇場再生契機，作為紅樓
劇場未來經營的借鏡與方向制定。

盧 本 善 論臺北市
文化環境
(2004)
之建構與
發展

就現有之文化環境資源架構與都市 臺北市文 文獻回顧
發展政策作整合性檢視；依現有架 化局
深度訪談
構之發展限制與課題、發展潛力、
發展定位方向等評析，以建構出臺
北市文化局將有限資源作最大功能
與分配。

文獻回顧
內容分析

王 嘉 玲 地方史在 探究歷史展現的定義、方式，觀察 地方史在 文獻回顧
當代博物 史觀如何受到外力的介入而產生不 當代博物 內容分析
(2004)
館的展現 同的展示面向。以「新博物館學」 館發展狀
與「新史學」論述，希望能提供台 況
灣地方歷史類博物館發展事業新的
展示理念與方向。
黃 素 貞 傳統藝術 探討國內近十年來在傳統藝術傳習 國立傳統 文獻回顧
專業傳習 計畫的做法，並對國內外機構的相 藝術中心 內容分析
(2004)
之 研 究 - 關做法、提供資訊，以及傳統藝術

以國立傳 中心已執行保存傳襲項目、執行內
統藝術中 容、成果、效能，提出分析與建議，
心為例
作為未來相關計畫執行參考。
李 俊 賢 藝術村之
定位與永
(2003)
續經營探
討─以南
瀛總爺藝
文中心為
例

探討國外國際藝術村類型、趨勢及 南瀛總爺 文獻回顧
營運規劃、發展策略等，從現經營 藝文中心 深度訪談
與規劃中之台灣十六個藝術村之營
運現況，瞭解與剖析台灣相關之情
況與問題。

林 宏 澤 從文化產
業探討地
(2003)
方文物館
的 發 展 -高雄縣皮
影戲館視
覺設計規
劃研究

探討文化產業對於地方文物館發展 高雄縣皮 文獻回顧
之影響，分析以結合博物館的形 影戲館
內容分析
式、社區居民、專業規劃人才等等，
來推動地方文化產業發展，同時發
揮文化傳承的功能。

鄧 淑 玲 企業投資
文化藝術
(2003)
產業之利
基與建言

探討未來企業加入文化藝術產業之 企業投資 文獻回顧
後所產生的好處，將來更可為企業 之文化藝
與整個社會、以及國家帶來利益。 術產業
讓文化藝術產業成為台灣主要的發
展產業，同時響應政府所提倡之「打
造人文新台灣」的理念。

馬 台 平 民間參與
文化建設
(2004)
財務評估
之研究－
以國家藝
術村為例

探討民間參與文化建設的內涵、法 國家藝術 文獻回顧
令適用範圍、財務評估內容，透過 村
內容分析
國家藝術村實例驗證，文化建設以
BOT 方式投資興建，在財務上是較
為可行的方式，期為政府及民間參
與文化建設之參考。

陳 昭 妙 台灣民俗
文化的集
(2004)
中 呈 現 -以國立傳
統藝術中
心為例

以民俗為主題的博物館或類（準） 國立傳統 文獻回顧
博物館機構，在博物館學的討論或 藝術中心 田野調查
博物館論述上也往往呈現被邊緣化
的傾向，而與觀光、社區發展等之
外圍議題合併討論機會居多。探討
其作為一專業的文化展演機構所呈
現的文化展演內涵及所扮演的社會
文化角色為何，建立一合理發聲與

論述位置。
林 陽 杰 社區博物
館的籌設
(2003)
與 發 展 -以南投縣
牛屎崎鄉
土文史館
為例

對社區博物館籌設以及發展過程作 南投縣牛 文獻回顧
一系列的描述和探討，以便了解其 屎崎鄉土 內容分析
與當地的社區組織－鄉土文史促進 文史館
協會之關聯，以及在社區重建和社
區總體營造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
實質的功效，作為籌建社區博物
館、地方文化館、相關的類博物館、
以及從事社區發展和社區總體營造
時之參考。

池 宗 憲 台灣茶街 以茶葉為例，企圖以台茶歷史文 台灣茶業
探源
獻，找尋今日留存涉及茶葉營運的
(2002)
洋行、茶行、街道為座標，台北市
大同區內的「茶街」為基模，對「台
灣茶街」作一探源，建構茶葉休閒
產業的發展情況，並成為由文建會
提出之「地方文化館」政策的實踐
之建議。

文獻回顧
深度訪談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2. 行銷研究：
以文化創意產業觀光行銷為研究主題的共有 13 篇，本研究分別就此 13 篇相
關論文內容，其內容如表 1-2。在郭品妤（2004）
、連瓊芬（2004）
、陳慶坤（2004）
、
陳盈蕙（2004）
、李蕾香（2004）
、鄭智偉（2003）
、鄭克強（2003）
、洪登欽（2003）
、
陳淑汝（2003）
、楊美維（2003）
、王秀美（2004）等文章中，主要研究地方文化
產業文化觀光行銷機制，探討產業鏈如何在資本短缺、專業人才不足、社會資源
不足下，透過整合行銷方式來建立共同品牌，歸納研究結果發現，地方文化觀光
行銷上，必須加強地方公共設施，配合政府推動的文化創意產業相結合，規劃出
完善的旅遊動線，使地方文化觀光行銷上能夠永續經營；在陳建倫（2004）、陳
月針（2004）文章中，主要探討媒體行銷與文化間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媒體
對文化價值有正負面之影響，其媒體之行銷策略上，應從知識管理與永續發展面
行銷文化之價值，使文化得以永續發展。

表 1-2
作者
(年份)
郭品妤
(2004)

連瓊芬
(2004)

陳慶坤
(2004)

陳健倫
(2004)

「文化創意產業」之行銷與創新管理相關論文一覽

題目

研究內容

研究對 研究途
象
徑

地 方 文
化 產 業
行 銷 機
制 之 研
究─以消
費 者 心
理 向 度
探討

由「文化創新」的過程及多元形式的
行銷機制出探討地方文化產業之特
性，以發現並建議符合地方文化產業
之行銷制度，提供未來地方文化產業
行銷政策參考。

埔里鎮
酒文化
產業及
手工造
紙產業

文獻回
顧
田野調
查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品 牌 形
象 之 視
覺 設 計
與 應 用
研究-以
苗 栗 窯
業為例

探討苗栗的陶瓷窯爐產業之源流與
發展，如何整合所有資源與力量，形
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建立共同品
牌，再配合行銷推廣策略，使傳統產
業成功轉型為文化創意產業。

金
龍
窯、竹南
蛇窯、佐
佐
木
窯、華陶
窯、苗栗
工藝推
廣中心

文獻回
顧
田野調
查
深度訪
談

私 立 博
物 館 經
營 與 管
理 --- 兼
論 樹 火
紀 念 紙
博物館

分析私立博物館在經營與管理的實 樹 火 紀 文 獻 回
務中，行銷策略以及所反映的現象， 念 紙 博 顧
探討私立博物館面臨資本短缺，專業 物館
問卷調
人才、社會資源不足的情況，如何自
查
我行銷，達到永續經營理念。

試 析 市
場 邏 輯
下 之 文
化 產 製
與 媒 體
角色-以
四 個 文
化 行 銷
個 案 為
例

從媒體組織文化產業裡的協助者角
色出發，探究文化商品與市場特質為
何？媒體在文化行銷角色扮演與資
源運用情形為何？對文化產業其專
業價值與市場價值的衝突落差情形
為何？數位化對文化商品產製的影
響為何？以及文化與媒體合作下的
人才需求問題，給予建議。

兵
馬
俑‧秦
文化特
展，
印度古
文明‧
藝術特
展，
故宮博
物院數
位化文

文獻回
顧
內容分
析
深度訪
談

化行銷
專案
白米木
屐村
陳月針
(2004)

陳盈蕙
(2004)

李蕾香
(2004)

鄭智偉
(2003)

媒
文
對
析
家
台
發
向

體
化
話
論
電
未
展

與
之
—
客
視
來
方

從知識管理、文化創意產業及行銷策 客 家 電 文 獻 回
略的角度切入，研究目前客家電視台 視台
顧
所遭遇的問題與困境，並提出客家電
深度訪
視台未來經營發展方向的參考建議。
談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體 驗 式
行 銷 之
探 討 －
以 表 演
藝 術 產
業為例

本研究針對表演藝術產業進行質化 表 演 藝
與量化研究，透過深度訪談，對表演 術產業
藝術產業的專家、政府單位及學者發
放問卷，以瞭解產官學研對表演藝
術產業體驗式行銷的看法。

文獻回
顧
問卷調
查
深度訪
談

世 界 知
名 博 物
館 網 路
行 銷 應
用 之 研
究─以國
立 故 宮
博 物 院
為例

以學者提出的新 8P 理論為基礎，探 國 立 故 文 獻 回
討出適合國立故宮博物院運用網路 宮 博 物 顧
行銷推廣之最佳方法，發展出適合國 院
深度訪
立故宮博物院運用網路行銷推廣之
談
最佳建議方案。

文 化 產
業 品 牌
管 理 模
式 應 用
研 究 初
探-以台
灣 表 演
藝 術 產
業為例

探索台灣文化產業的品牌管理模 台 灣 表 文 獻 回
式，以及影響台灣文化產業品牌管理 演 藝 術 顧
的可能因素，作為後續相關研究的基 產業
深度訪
礎，針對台灣文化產業品牌進行分，
談
提出對台灣文化產業品牌管理的建
議。

鄭克強
(2003)

洪登欽
(2003)

陳淑汝
(2003)

楊美維
(2003)

王秀美
(2004)

澎 湖
然 紫
的 利
管 理
導 入
化 創
產 業
研究

天
菜
用
及
文
意
之

瞭解以天然紫菜為主之文化觀光產
業的關鍵成功因素，提出加強社區公
共設施、配合政府推動文化創意產
業、結合政府部門的推廣、提供新鮮
多樣的農漁牧產品、訓練有豐富解說
能力的導遊、設計安全舒適的旅遊動
線等則為其關鍵成功因素。

澎湖天 文獻回
然紫菜 顧
產業管 問卷調
理
查

傳 統 文
化 觀 光
與 文 化
產 業 發
展 之 探
討-以高
雄 市 愛
河 流 域
下 游 為
例

針對目前政府部門的發展計畫為本 高 雄 市
研究的主軸，提出了對高雄市文化產 愛 河 流
業發展的初步探討，以及愛河流域下 域下游
游傳統文化觀光及地方文化產業發
展的探討。

文獻回
顧
田野調
查

台
化
產
銷
之
－
影
例

文獻回
顧
深度訪
談

灣
創
業
策
研
以
戲

文
意
行
略
究
皮
為

採質化研究，根據次級資料分析、深 皮影戲
度訪談以設計角度確實分析出皮影
戲沒落的原因，而後提出結論與建
議，期望能為日後皮影戲的行銷推廣
奠定研究之基石。

產 業
化 活
意 識
農 特
品 包
設 計
研 究
以 左
白 堊
為例

文
動
與
產
裝
之
--鎮
節

針對白堊節產業文化活動意識與地 台 南 縣 文 獻 回
方性農特產品包裝設計之關係進行 左 鎮 白 顧
研究，探討產業文化活動之舉辦確實 堊節
問卷調
有助於地方性農特產品之品牌建立
查
與行銷，並對其包裝設計提供正面貢
獻。

地 方 文 將企業界與學界從事策略規劃模式 美 濃 客 文 獻 回
化 館 經 來研究地方文化館的經營策略，並以 家 文 物 顧 深

營 策 略
之 規 劃
研究─以
美 濃 客
家 文 物
館為例

美濃客家文物館為個案，依短、中、 館
長期所側重的目標來分析其經營策
略。研究者浸潤於地方文化場域十餘
年的經驗為基礎，佐以專家學者、地
方民代、行政機關主管、文史社團代
表、記者及民眾等多元取向的田野訪
談，提出客文館未來經營的策略。

度訪談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3. 社區研究：
以社區總體營造與社區參與為研究主題的共有 6 篇，其內容如表 1-3。在李
倩如（2004）
、李侑芳（2004）
、陳政均（2004）
、宋長青（2003）
、王淑宜（2003）、
伍立人（2003）等文章中，主要探討社群如何利用地方生產系統，結合地方認同
感促進社區總體營造，研究結果發現，溝通管道、資源分配與資訊分享是促進社
區總體營造和社區參與之要件。

表 1-3
作者
(年份)
李倩如
(2004)

李侑芳
(2004)

「文化創意產業」之社區參與與社群意識相關論文一覽
研究對 研究途
象
徑

題目

研究內容

中 央 與
地 方 文
化 政 策
形 塑 下
的 產 業
空 間 變
遷：鶯歌
陶 瓷 老
街個案

藉由鶯歌陶瓷產業在過去社區營造
及地方區域發展的經驗，來檢視並分
析中央文化產業政策與地方文化產
業推動對於產業文化再造的影響。

社
化
的
運
以
村
創

探討湖本文化產業上之實體文化商 雲 林 縣 文 獻 回
品及整體文化服務，如何藉由在地故 湖 本 社 顧
事的敘事性，造就社區文化商品，分 區
田野調
析湖本村文化商品類型與形成過程。
查
問卷調
查
深度訪

區
商
符
用
湖
文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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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政均
(2004)

宋長青
(2003)

王淑宜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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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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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鶯歌陶瓷產業之生產系統，如何 鶯 歌 藝 文 獻 回
聚集為一種垂直性的組成，廠商僅與 術 陶 瓷 顧
生產流程中的上下游廠商接觸，面臨 產業
深度訪
陶瓷外銷市場萎縮與全球化衝擊之
談
下，鶯歌陶瓷產業如何開啟一個發展
的新契機。

孕 育 社
區 博 物
館 的 過
程-美濃
經驗

探討美濃民眾的社區意識，是如何形 美 濃 博 文 獻 回
成的？社區意識的形成對於民眾觸 物館
顧 深
及「博物館」時的交互作用是什麼？
度訪談
民眾對於「社區博物館」的想像又是
什麼？根據生命起始孕育而養成的
想法，觀察「孕育社區博物館過程」
中各種互相激盪的作用力，觀察社區
民眾其創造的矛盾、溝通、挫敗與希
望。

三
染
社
習
略
究

探討推動藍染文化營造後對三峽的
發展影響。根據三峽藍染文化的文獻
資料與參與研究所得進行社區營造
的策略分析，歸納成以下的結論與建
議，以供其他社區推動文化營造之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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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木 屐
為例

三峽藍 文獻回
染文化 顧
營造社 田野調
區
查
深度訪
談

探討如何把以「木屐」為地方傳統的 宜 蘭 白
在地文化，活化成一種文化創意產 米社區
業，提高它的附加價值，並促進社區
總體營造，吸引更多的遊客來到這裡
觀光消費，為其他社區找尋一個值得
參考的模式。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文獻回
顧
內容分
析

（二）以文化的對象
1.客家文化類：
以客家為研究對象的僅有兩篇，分別為：王秀美（2004）＜地方文話館經營
策劃之規劃研究-以客家文物館為例＞，與陳月針（2004）＜媒體與文化之對話—
析論客家電視台未來發展方向＞。
2.非客家文化類：
根據上述客家文化類統計，在 36 篇中只有兩篇以客家文化為研究的對象，
其他 34 篇皆為非客家文化類之文化創意產業研究，其中在林桂萍（2004）＜台
灣原住民的藝術表現-以力馬原住民生活工坊為例＞以原住文化作為研究對象。

（三）以文化創意產業的個案或地區
由研究個案和地區之分析歸納有 9 個項目（如表 1-4），其說明如下：
表 1-4

相關文化創意產業研究個案或地區之一覽表

研究個案或地區

篇數

台灣整體發展

17

台北縣市

7

高雄縣市

4

苗栗縣市

2

宜蘭縣

1

南投縣

1

台南縣

1

雲林縣

1

澎湖

1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1.以「台灣整體發展」為研究個案或地區：
以台灣整體發展為研究個案或地區的相關論文研究共有 17 篇，其研究個案
或地方分別為：杜長青（2004）研究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工藝政策發展，鄭俊彥
（2004）研究國家全面提升工業設計計劃政策，劉美枝（2004）研究文化藝術類
第三部門之角色與功能，龐佑欣（2004）、孫華翔（2004）研究台灣文化產業政

策發展，王嘉玲（2004）研究台灣博物館發展，黃素貞（2004）
、陳昭妙（2004）
研究台灣國立藝術傳統中心，李俊賢（2003）
、馬台平（2004）研究國際藝術村，
鄧淑玲（2003）研究企業投資文化藝術產業，陳建倫（2004）研究文化創意產業
與媒體行銷互動發展關係，陳月針（2004）研究客家電視台發展，陳盈蕙（2004）
、
鄭智偉（2003）研究表演藝術產業，李蕾香（2004）研究國立故宮博物館，陳淑
汝（2003）研究台灣皮影戲產業發展。
2.以「台北縣市」為研究個案或地區：
以台北縣市為研究個案或地區的相關論文研究共有 7 篇，其研究個案或地方
分別為：李永豐（2004）以紅樓為個案研究，盧本善（2004）以台北市文化局為
個案研究，陳慶坤（2004）以樹火紀念紙博物館為個案研究，李倩如（2004）、
陳政均（2004）、以鶯歌陶瓷為個案研究，王淑宜（2003）以三峽藍染文化營造
社區為個案研究，池宗憲（2002）以台北大同區茶街為個案研究。
3.以「高雄縣市」為研究個案或地區：
以高雄縣市為研究個案或地區的相關論文研究共有 4 篇，其研究個案或地方
分別為：林宏澤（2003）以皮影戲產業為研究個案，洪登欽（2003）以愛河下遊
文化觀光產業為研究個案，王秀美（2004）以高雄美濃客家博物館為研究個案，
宋長青（2003）以高雄美濃客家博物館為研究個案。
4.以「苗栗縣市」為研究個案或地區：
以苗栗縣市為研究個案或地區的相關論文研究共有 2 篇，其研究個案或地方
分別為：林桂萍（2004）以力馬原住民生活工坊為個案研究，連瓊芬（2004）以
苗栗縣陶瓷產業為個案研究。
5.以「宜蘭縣」為研究個案或地區：
以宜蘭縣為研究個案或地區的相關論文研究共有 1 篇，其研究個案或地方
為：伍立人（2003）以宜蘭白米社區為研究個案。
6.以「南投縣」為研究個案或地區：
以高雄縣市為研究個案或地區的相關論文研究共有 2 篇，其研究個案或地方

分別為：林陽杰（2003）以南投縣牛史崎鄉土文史館為研究個案，郭品妤（2004）
以南投埔里酒文化產業與手工造紙業為研究個案。
7.以「台南縣」為研究個案或地區：
以台南縣為研究個案或地區的相關論文研究共有 1 篇，其研究個案或地方
為：楊美維（2003）以台南縣左鎮白堊節為研究個案。
8.以「雲林縣」為研究個案或地區：
以雲林縣市為研究個案或地區的相關論文研究共有 1 篇，其研究個案或地方
為：李侑芳（2004）以雲林湖本社區為研究個案。
9.以「澎湖」為研究個案或地區：
以澎湖為研究個案或地區的相關論文研究共有 1 篇，其研究個案或地方為：
鄭克強（2003）子紫菜產業管理為研究個案。
（四）研究途徑：
包括了質化和量化分析，其中以文獻回顧和深度訪談為使用最多的研究途
徑。

二、本研究特點
從上述文化創意產業相關論文檢視過程分析中，可發現以理論焦點、文化對
象、文化創意產業的個案或地區、研究途徑此四面向來論，本研究之研究特點分
別如下說明：
（一）以理論焦點而言：
檢視過去相關研究文獻，在理論焦點方面大體上係環繞在一般政策性、行銷
研究與社區研究三大領域，本研究在理論焦點方面是屬於「一般政策」性之研究，
主要是探討我國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之發展現況，並藉由回應性評估之方法，探討
大湖草莓園區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發展之政策妥適性、地區行銷能力與計畫目標達
成度等問題。

（二）以文化對象而言：
以探討的文化對象而言，過去相關文獻顯示大都以非客家文化為主，但本研
究則著眼於客家文化類研究。
（三）以文化創意產業的個案或地區而言：
檢視過去相關文獻，文化創意產業個案或地區包括：台灣整體、宜蘭縣、台
北縣市、南投縣、雲林縣、台南縣、高雄縣市、澎湖縣等；本研究主要係以苗栗
縣大湖鄉為研究地區，研究個案為大湖草莓園區之酒莊與草莓文化館。
（四）以研究途徑而言：
檢視過去文獻主要係以質化研究為主要途徑，本研究則以質量化並重之方式
作為本研究途徑。

第三節

研究方法、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
首先採圖書館式文獻回顧法，一方面針對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之相關研究及政
策評估相關議題，從國內相關文獻資料進行蒐集、整理與歸納整合，以瞭解現行
國內對客家文化創意產業與政策相關研究發現。另一方面將收集個案相關議題之
政府機關資料、政策報告及相關法規等，來瞭解目前苗栗縣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之
發展情況，來對個案作全面性瞭解。
二、深度訪談
深度訪談法是一種比較不具結構而讓受訪者有更大的自由，可以引導談話
方向的訪問方式（李美華，1998：442）
。對於客家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執行上，會
因地方特色之不同，所遇的問題也有所異，其問題常常難以明確或量化。因此，
透過深入訪談法可更進一步釐清政策規劃與執行的問題。本研究擬藉由利害關係

人對於苗栗大湖草莓園區之客家文化創意產業政策進行深度訪談，以協助達成研
究目的。其以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 interview）為主要方式，意即，本研
究會先準備一個訪談題綱，根據自己的研究設計對受訪者提出問題，同時視訪談
情況與回應過程對訪談問題加以修正。
苗栗縣大湖草莓園區（包括大湖酒莊與草莓文化館）之政策利害關係人，可
由：執行與經營機關、輔導機關、地方文化創意產業工作者與遊客，四個面向來
看。其中，在執行與經營機關、輔導機關、地方文化創意產業工作者這四個部份
之利害人所關切的 CCI，本研究擬透過立意抽樣的方式，先找出政策計畫與執行
機關相關承辦人員予以訪談；此外，在訪談時，並以滾雪球抽樣方法（snowball
sampling）為輔，找出其他有益於本研究瞭解其政策之相關利害關係人以進行深
度訪談。
三、面訪與網路問卷調查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法是針對曾經蒞臨苗栗縣大湖草莓園區之遊客進行問卷
調查，以瞭解他們對於苗栗縣大湖草莓園區發展之政策設計之妥適性、地區行銷
能力與計畫目標達成度之滿意度為何。其問卷調查方法可以分成兩種方式：
（一）網路問卷抽樣方法及樣本數：
對於遊客樣本之抽樣方法，分為網路問卷調查及面訪問卷調查兩種。採用網
路問卷調查之原因，是作者考慮到遊客觀光週期性之問題，也就是本研究問卷調
查時間並非草莓季時期，但作者希望本研究能調查草莓季與非草莓季遊客之意
見，故在問卷調查母體對象難以確定之範圍下，採行電腦網路問卷調查四種型式
1

1

來發放問卷，以便利抽樣之方式，E-mail給曾經到過大湖草莓園區的親朋好友；

電腦網路問卷調查（Computer Network Survey）是指利用網路進行問卷調查研究。一般而言，
有四種調查型式，分別是：電子郵件（E-mail）、網路論壇（Newsgroup）、電子佈告欄（BBS）
、
全球資訊網（WWW）。網路調查的優點有：網路傳遞快速、調查成本低廉、掌控傳遞狀況、任
何時間地點都可回答、回答具彈性、大量節省紙張；網路調查的缺點有：目前受訪者必須訂購網
路服務、由於完全依賴電腦，常會出現技術上的問題、涉及目標受訪者人為因素（如：電腦使用
經驗、打字技巧等）
、研究人員對網路調查研究須有相當的技術與能力來對調查結果加以分析（包
括：問卷調查的設計、傳輸、回收、統計等）、問卷回覆樣本可能不具代表性（黃添進，2000：
13-14）。

網路論壇 2上；也利用電子佈告欄方式，在網路上發佈問卷調查網址；此外，在
本身網路設計之網站 3，也開放給各使用者填答。
網路遊客問卷調查上，調查開放時間從 2005/5/2 到 2005/6/2，有效樣本為
274 4份。
（二）面訪問卷抽樣方法及樣本數：
採行面訪問卷調查的部份，是因為網路問卷調查的樣本年齡層集聚於 20~30
歲間，又網路問卷調查樣本中之客家人比例不到其 1/2，故作者以立意抽樣的方
式，限定曾到過大湖草莓園區的苗栗客家人，並且年齡須為 30 歲以上之樣本，
先將問卷發放給曾經到過大湖草莓園區的親朋好友，再由這些人以滾雪球抽樣方
式再傳給其他去過的人，加以發放問卷調查，以補其非網路問卷調查之樣本代表
性不足。雖然上述兩種問卷調查調查方法不同，但由於測量題目一樣，故其結果
之合併有其合理性。
在面訪問卷調查，問卷調查開放時間從 2005/6/4 到 2005/6/11，其有效樣本
為 200 份 5。
（三）問卷調查統計方法：
在統計方法上，採用 SPSS FOR Windows 10.0 統計套裝軟體進行資料分析，
所採用的方法包含：各單一變數之描述統計，採次數分配、百分比、平均數、標
準差等方式予以呈現；卡方檢定（Chi-square）則是針對兩組資料都屬類別尺度
的變數時，用來分析其是否具有顯著差異水準之存在。

2

作者利用無名小站相簿，搜尋曾到過大湖草莓園區之個人網站相簿後，將問卷調查網址留言給
相簿使用者。
3
利用 my3q 網路問卷調查設計系統，自製問卷調查題目後，產生問卷調查網址為：
http://www.my3q.com/home2/68/jiazhenlin/79524.phtml
4
在網路問卷調查設計中，可給予問卷調查之條件限制，使填答者必須回答完所有問題，才可提
交問卷，故只要有上網填答問卷之受訪者，其所完成之問卷調查皆屬有效樣本。
5
此一有效樣本數乃一開始就設定，即以問卷調查有效樣本數達兩百份即可。

貳、研究流程
本研究由研究動機與目的之啟發，來界定出本研究概念，對文化創意產業之
源起、客家文化之範疇與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之特色進行相關文獻檢視，進而透過
回應性評估理論與評估指標之發展來建構出本研究架構，本研究方法將從深度訪
談中找出利害關係人之 CCI，進而擬定出問卷調查之題目，以進行問卷調查，冀
從質量化分析並重之方式，最後針對研究之結果給予結論與建議。

參、研究架構
研究架構為政策回應性評估，如圖 1-2 所示，茲將多元政策利害關係人分為：

政策執行與經營機關（包括大湖農會、大湖酒莊休旅部）、政策輔導機關（苗栗
縣政府農業局、苗栗縣政府文化局、大湖鄉公所）與地方文化創意產業工作者與
遊客為政策利害關係人加以探討。作者訪問這些利害關係人之主要問題為：對於
苗栗縣大湖草莓文化園區發展推行成效為何？有何瓶頸？透過這些問題的回答
以瞭解各利害關係人之回應性意見，藉由利害關係人之不同意見，對當前苗栗大
湖草莓園區之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給予相關政策建議。

肆、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評估理論上，以回應性評估為理論基礎來作為主要研究方法；在研究
個案方面，以苗栗大湖草莓文化園區之客家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為核心，就大湖酒
莊與大湖草莓文化館為研究對象，藉由相關文獻探討，並以利害關係人為評估對
象，透過深度訪談，瞭解他們對於苗栗大湖草莓文化園區之客家文化創意產業政
策設計之妥適性、地區行銷能力與計劃目標達成度之 CCI，進而歸納出相關問卷
調查題目，進行遊客之問卷調查，瞭解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之滿意度，再從訪問
結果分析與問卷調查分析，給予相關單位政策建議。
二、研究限制
在客家文化的定義範圍相當廣泛的，本研究主要以客家地區為研究主體去探
討客家地區所發展出來的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情況；但有關客家地區之研究對
象代表性上，限於人力物力及時間的考量，僅能以苗栗縣大湖酒莊與草莓文化館
為研究個案做為研究對象。近年來，苗栗縣大湖酒莊與草莓文化館之興建與發
展，為大湖鄉草莓文化帶來新生命，草莓雖然不是傳統客家文化，但是，草莓在
大湖鄉之發展歷史已經相當久遠，草莓已經幾乎等於苗栗大湖鄉的另一個代名
詞。在苗栗縣大湖鄉客家人口密集之地區，由當地客家人用心經營所發展出來的
草莓文化，也成為苗栗客家地區對客家文化的另一種象徵性意義。基此，本研究
擬以大湖酒莊與草莓文化館為個案研究，對苗栗縣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為一評估。
本研究以苗栗大湖草莓園區之客家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回應性評估為探索
性研究；研究方法上，採深度訪談與問卷調查為主，文獻分析為輔；在研究測量
上的限制上，本研究遊客問卷調查部份，因為到大湖草莓園區遊客母群體不易找
出，所以採取網路抽樣之方式進行，網路問卷調查有其侷限性 6，造成測量上之
限制。因為本個案有關於客家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之研究上屬於初步發展階段，故
在於個案通則化應用上有其研究限制。但整體而言，藉由本研究結果發現，除可
提供本研究個案未來後續發展與經營之相關建議外，亦也可提供後續客家文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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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2。

意產業政策之相關研究一些後續研究方向。

第二章 回應性評估指標之建構

本章依回應性評估理論發展背景、回應性評估指標之建構、研究方法設計，
分成三小節論述如下：

第一節

回應性評估理論發展背景

本節主要介紹政策評估理論的發展、回應性政策評估之基本概念及問題與功
能，其內容如下：

壹、政策評估理論的發展
關於評估研究的發展與沿革，美國學者 Guba and Lincoln（1989）依據時間
的演進分成四大階段（林枝炳，2002：36-40）
，可由表 2-1 之內容來得知政策評
估發展的歷程，其說明如下：
一、第一代的評估強調「測量」（measurement）：一九一 O 年～第二次世界大
戰期間
「政策評估即實驗室實驗」是第一代評估的特色，此時期的評估研究都是在
實驗室內完成的，舉凡智商、學習成效等的測量，皆是此時期評估研究的典型代
表。析言之，第一代評估的重點，側重在技術性測量工具的提供，且是以實驗室
內的實驗為主。此點也正是第一代評估的限制，即過份強調測量角色的扮演，極
易導致評估的無效率。
二、第二代的評估著重「描述」（description）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六三年
第二代評估除了仍維持測量的律性外，轉而著重描述功能的發揮，認為測量
只是評估的手段之一，評估者更應扮演描述者的角色。因此，第二代評估主張「政
策評估即實地實驗」，強調現實生活實地調查的重要性。
三、第三代的評估重視「判斷」（judgment）：一九六三年～一九七五年

由於受到六Ｏ年代行為科學主義發展的影響，第二代描述功能取向的評估研
究深受質疑，強調價值判斷功能的第三代評估研究乃因而崛起。除了維持過去測
量、描述功能的評估特性外，第三代評估研究將重點置於社會公平性的議題上，
因此特別強調「評估者即判斷者」與「政策評估即社會實驗」的要求。
四、第四代的評估主張「建設性的評估回應」（the responsive constructive
evaluation）
：一九七五年迄今
自一九七五年迄今第四代評估與前三代評估研究的最大差異處，在於前者重
視一套多元風貌的回應性評估方法與典範的建構。第四代評估認為以往評估過於
簡化科學與真實世界的因果關係，忽視了社會科學不易測量的特性。其次，傳統
評估過於強調調查研究中描述與判斷功能的結果，已無法滿足複雜且多元社會問
題的解決。在「政策評估即政策制訂」的主張下，第四代的評估研究著重概念性
認知與思考的探討，故特別著重政策利害關係人的內心感受，即利害關係人的
CCI 等回應性觀點的表達。易言之，第四代評估強調評估者應扮演問題建構者的
角色，透過與利害關係人的反覆論證、批判或分析的過程，建構利害關係人對問
題的共識。

表 2-1
主要活動
時間

政策評估研究演進表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測量

描述

判斷

協商

二十世紀初至 一次世界大戰 1957 年 蘇 聯 1980 年 代 以
一次世界大戰 後至 1957 年 搶先發射人造 後
後
衛星後

活動實施內涵 工具導向：運
用適當工具有
系統地蒐集個
別資料

目的導向：對
已執行之政策
的方案，依預
期的特定目的
描述其結果之
優劣。

暫時性的決策
導向：依被評
估者之內在本
質、外在前因
後果兩種價值
求判斷被評估
者之良窳。強
調判斷乃評估

整合性的決策
導向：考慮到
人類全體，並
綜合考量政治
的、社會的、
文化的和前因
後果相關之所
有因素。強調

不可或缺的一 結合評估者和
部分。
利害關係人，
並在彼此互動
中進行評估。
重視評估的公
平與公正性。
評估者角色

技術人員

描述者

判斷者

技術人員、描
述者、判斷
者、調停者、
協力者、變革
推動者

資料來源：吳定（1994）。Guba and Lincoln（1989）.
貳、回應性政策評估之基本概念
一、回應性評估 VS. 實驗評估
1989 年，Guba and Lincoln 提出以利害關係人取向的政策評估主張，立刻受
到各界的重視；兩氏認為過去三代政策評估可以稱之為「實驗政策評估」
（experimental policy evaluation），因為當時的政策評估都喜歡採取實驗設計
（experimental designs）方法作為評估公共政策的工具；而實驗設計又是高等統
計學中的核心技術，故又稱為「量化政策評估」
（quantitative policy evaluation）；
Guba and Lincoln 則提出以質化方法為導向的「質化政策評估」
，無論在方法論與
研究過程上都與過去的實驗典範有所不同（Guba and Lincoln,1989，轉引自：李
允傑等著，1999：331-332）：
（一）實驗評估強調「政策評估者」的優勢地位，質化評估則主張「被評估
者」的功能地位：過去的實驗評估幾乎是以「政策評估者」為主體，所發展出來
的實驗方法是以他們為主體，所提出的報告也只有他們看得懂，被評估者則被視
為知識低落、沒有任何意見、欠缺自主能力的弱勢族群。質化評估者認為實驗評
估不過顯露出知識份子的「驕傲」而已，並沒有透過評估活動真正照顧到被評估
者的利益，事實上被評估者常常是必須承受風險、必須承受權力宰制的弱勢族
群，評估結果如果不能為這些弱勢族群所接納，則所有的評估活動都將失去意

義；因此，必須尊重被評估者的地位才能透視政策評估的真正目的。
（二）實驗評估強調運用邏輯實證論的科學調查方法，質化評估則強調建
構論的自然觀察方法；實驗評估者信奉邏輯實證論的主張，強調科學調查方法，
運用高深的統計技術，使政策評估走向「科學化」與「標準化」的境地；但是質
化評估者則主張採行建構論的主張，強調運用自然調查方法，以將心比心，深入
情境的方式，評估公共政策的效果，使政策評估走向「人性化」與「特性化」的
境地。
（三）實驗評估強調明確的多元變異量關係，質化評估則主張建構利害關
係人的要求（claims）、關切（concerns）與疑問（issues）。實驗評估者主張以多
元變異量分析確定自變項、中介變項與因變項之間的統計關係，使因果關係能夠
明確化與科學化；但質化評估者主張應該建構方法論將利害關係人內心所擁有的
要求、關切與疑問加以建構出來，然後再制定政策，如此才能得到理想的政策結
果。

二、回應性政策評估之定義
回應性政策評估是一種以政策利害關係人的要求、關切與疑問為組成要素，
並且在建構典範的方法論指引下獲得實現。自從八Ｏ年代以來政策利害關係人的
觀念不斷地衝擊著傳統評估學界，這種以政策利害關係人為基礎
（stakeholder-based）的評估形式，儼然成為當今評估理論的主流思想。Guba and
Lincoln 以利害關係人取向的政策評估主張，提出了以相對主義（relativism）與
建構主義為基礎第四代評估，主要內容是：
（一）重視對於政策利害關係人內心
感受的回應，因而必須認定政策所涉及到的利害關係團體；
（二）所謂內心感受，
其實就是政策利害關係團體的 CCI；（三）方法論方面強調建構者的方法論
（constructivist methodology），這可以說是當代政策評估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轉變
（Guba and Lincoln,1989，轉引自丘昌泰，民 2000：411）。
三、回應性政策評估的理論基礎

政策利害關係人可以分為三大類（丘昌泰，2000：320）：
第一、政策制定者、評估者：制定、運用與執行、評估政策的個人或團體；
第二、政策受益者：直接或間接接受到利益的個人或團體，直接受益者通常
是標的團體，間接受益者是基於直接受益者的關係而得到利益；
第三、政策受害者：喪失應得或既有的利益，或是政策對其產生的負面影響，
或是比較弱勢團體採取政策利害關係人的觀點，正好是檢視政策對於社會影響的
最好方式，因為當初制定的政策目標是否有完全的實現，相關的政策利害關係人
是最了解並且感受最直接的群體。
回應性政策評估就是以政策利害關係人的觀點為基礎，而發展出的一套評估
理論，在完整的典範思惟與方法論的指引下，充分展現出回應不同的觀點的「回
應性」（胡至沛，1998：94）：
（一）政策利害關係人的觀點
任何一項公共政策，都必然涉及或多或少的利害關係，這些與政策有密切關
係的人，通常稱為政策利害關係人。然而政策利害關係人會產生他們對於政策不
同的看法，希望能夠表達本身的利益、政策能順應他們的要求、進行規劃或執行、
傳達不同的意見，使政策決策者、執行人員考量不同的利害觀點。
（二）採取政策利害關係人作為評估觀點的理由
回應性政策評估將政策利害關係人納入評估研究中，成為重要的理論核心，
是基於下列因素（Guba&Licoln,1989：51-57，轉引自胡至沛，1998：95-96）：
第一、政策利害關係人是身處風險的群體
政策利害關係人與政策之間，隨著群體不同，在金錢、身份、權力、機會等
方面，可能存在著許多利害關係，不管這些利害關係所牽涉的範圍或形式是如
何，政策利害關係人應有其本身的權力與機會去表達屬於自己的意見和看法、反
應自身的利益、同時提出適當的質疑。政策評估者面對政策利害關係人的觀點，
除了仔細聆聽與尊重之外，必要時應予以採納。
第二、政策利害關係人面臨被濫用與權力被忽視的問題

評估研究本身就是一種資訊的產生，如果所使用的資料越強而有力，評估的
結果也就隨之具有較高的說服力。然而，對於政策所產生的影響而言，政策利害
關係人往往是最能反應現況的群體，也是最有權力反應本身想法的意見，但是這
樣的權力卻常被決策者操弄，決策者只採納符合本身想法的意見，而忽視其他群
體的觀點。同時，政策利害關係人有時並不瞭解本身所擁有的權力，在缺乏相關
的資訊來源下，漠視自己的權利遭受到踐踏與濫用，使得取得重要資訊的群體，
成為主要的發言者，因此，評估者在進行評估時，除了要充分呈現不同政策利害
關係人的觀點，更重要的任務是要傳達相關的資訊，使政策利害關係人能夠有平
等機會，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張。
第三、政策利害關係人是評估結果的使用者
評估研究可能因為以下原因，造成評估結果的效用大打折扣：評估者並沒有
針對適用對象，提供任何可用的資訊；由評估所產生的資訊，沒有進入決策的議
程中；評估研究沒有提供明確的資訊，或是相互衝突的資訊；更重要的是，評估
者不願相信其他人的評估結果，提供符合決策者或評估贊助者（sponsor）要求
的資訊，忽略其他群體所關切或想表達的觀點。評估效用無法充分發揮，可以視
為決策者、評估贊助者或是少數具有權力的團體互動的結果，這樣的結果似乎反
映出決策利害關係人要提高本身對於政策的影響力，但很不幸的在決策過程中是
難以達成，並且很容易被決策者所忽視。因此，把政策利害係人視為評估結果的
評估的使用，評估者就能回應政策利害關係人的 CCI，提供機會給予政策利害關
係人參與評估。藉由這樣的方式，評估結果本身的效用就能有效提升。
第四、政策利害關係人能擴大評估研究的範圍，且有助於詮釋辯證的過程
應用政策利害關係人的 CCI，本身就是一個開放的方式，並且它在評估上的
效用往往是超過預期的，這些 CCI 的內容同時也不是評估者、決策者、評估贊
助所能想得到的。這些主張是由他們本身所建構出來，反映出他們獨特的情境、
經驗與價值觀，但同時由於政策利害關係人之間彼此 CCI 可能不一致，迫使彼
此要面對不同的 CCI 與問題建構。評估的目的就是要針對政策問題提出修正與

改善，最好的方式就是促使政策利害關係人參與評估的過程，與面對彼此不同的
CCI。但是如此可能會面臨在價值觀與政治立場上的相互衝突，回應性政策評估
的選擇不是逃避，而是進行詮釋與辯證，來面對這些問題。
第五、政策利害關係人在進行回應性政策評估的過程中，彼此教育與學習
評估結果與發現很少能被所有人接受，甚至基於不同價值觀、攻擊與懷疑評
估中所使用的方法、詮釋的論點。回應性政策評估讓政策利害關係人參與評估的
過程，使政策利害關係人彼此要面對不同甚至相互衝突的看法。政策利害關係人
在此情形下，必須評斷與處理其他人的 CCI，共同進行有意義的論證程序，檢視
不同政策利害關係人所提出的建構形式，說明採用與排除某些 CCI 的理由，並
重新建構另一個較具共識的建構形式。在這樣的過程中，在政策利害關係人之間
產生學習的效果：一方面，每個政策利害關係人能更瞭解本身建構形式，並且提
升建構的內涵；另一方面，政策利害關係人也更能瞭解其他人的建構形式，但並
不是說彼此一定會同意對方的 CCI，而是成為另一較高層次建構形式的知識基
礎。
由以上五點理由我們可以看出，政策利害關係人的觀點對於我們評鑑政策的
優劣是多麼重要，但是他們所帶來的多元價值觀與影響，不是過去奉實證典範為
信想圭臬的科學評估方式能處理，而是需要另一種途徑來面對這些問題。
四、回應性政策評估的實施程序
當代政策評估已進入質化評估的時代，其進行程序究竟如何呢？當我們進行
質化政策評估，通常有以下程序（李允傑等合著，1999：332-334）：
第一、首先必須認定承受風險的政策利害關係人為何：任何一項公共政策都
必 然 涉 及 或 多 或 少 的 政 策 利 害 關 係 人 ， 有 些 人 是 政 策 受 益 者 （ policy
beneficiary）
，有些人則是政策犧牲者（policy victim）
；我們進行質化評估時，必
須特別注意那些浮出舞台的或潛在的政策犧牲者。例如，以拜耳撤資案而言，我
們可以發現台中港區四鄉鎮民眾的受害意識相當強烈，自認為是「政策犧牲者」
，
這時行政院經建會主管或拜耳公司如果能持之以恆採取「低姿態」進行面對面溝

通，讓那些可能承受汙染風險的民眾感受到「溫暖」，也許情況不致如此。
第二、必須界定出政策利害關係人所提出的「要求」、「關切」與「議題」：
我們必須採取內在者觀點（insider's view）
，以「將心比心」的態度，針對利害關
係人的心理的需求與痛苦予以界定出來，同時，我們在基本態度上必須是開放性
的，不能存有任何偏見。例如，我們親自到大園空難事件家屬的家中拜訪，親自
傾聽並體會其痛苦心聲，如此就更能掌握受害者家屬內心真正的需求。
第三、必須營造質化評估的系絡與方法論：我們必須採用社會人文科學派的
對話方式，從人性角度關懷承受風險的政策利害關係人的內心需求，以建構一個
適用於質化評估方法論的系絡環境與方法論。例如，我們設法營造一個「真誠」
與「友好」的氣氛，讓原住民朋友知道我們的到訪是真誠的，不帶有任何不良企
圖。
第四、在建構利害關係人的要求、關切與議題過程中能夠產生共識：利害關
係人可能各自擁有不同的要求、關切與議題，但評估者必須似忍辱負重之心，設
法建構出共識性的項目，以作為評估建議之參考；換言之，我們必須找出「最大
公約數」，使得利害關係人的需求能夠趨於共識。
第五、對於沒有或欠缺共識的要求、關切與議題，必須設定妥協的時程表：
在建構共識過程中，總是會有不少的要求、關切與議題無法得到共識，此時為求
問題的解決，必須設定時程表，進行談判與妥協。
第六、開始蒐集有關妥協議程的訊息：有關妥協議程的訊息，無論文獻上或
實務上的，都應該儘量蒐集；例如，民意調查的結果、災害損失統計、相關法令
規定等都是值得注意的訊息。
第七、必須建立利害關係人的政策論壇，以進行妥協：最好必須提供一個可
以讓利害關係人自由討論與自由發言空間，讓他們知無不言、言無不盡，真正能
夠掌握他們的要求、關切與議題。
第八、將已具共識的妥協事項作成報告：如有某些要求、關切與議題已具共
識應該作成報告，要求政策主管機關立刻解決。

第九、必須將尚未獲取共識的要求、關切與議題繼續前面的順序重新建構一
次：必須以永恆的耐心，將尚未解決的要求、關切與議題重新建構一次，一直到
滿足所有的要求、關切與議題為止。
參、回應性政策評估的功能與問題
一、回應性政策評估的功能
政策評估是為了診斷政策的結果或政策執行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弊病，因而其
最後的結果必然會回饋給決策者，以作為改進決策的參考，依此政策評估具有以
下功能（丘昌泰，2000：393）：
（一）政策評估可以提供有關政策績效的資訊：政策評估的目的在於運用
科學調查過程與方法，針對政策績效進行系統評估，由此可以產生許多有關政策
績效的資訊。
（二）政策評估可以重新檢視政策目標的適切性：當我們評估政策是否按
照預期的方向與目標前進時，必須重新批評與檢視政策目標適切性，而予以修改。
（三）政策評估可以形成新的政策問題：如果政策評估的結果顯示政策標
的設定完全不符合實際狀況，實際執行時所發生窒礙難行之處，則須予以修改，
重新形成新的政策問題。
（四）政策評估可以為政策建議的基礎：政策評估的最終價值在於提供政
策改進的建議，是否需要終止被評估的政策？或是需要修改政策本身的內涵？唯
有透過政策評估才能得到有價值的政策建議。
二、回應性政策評估的問題
當我們進行政策評估時，總會遭遇到若干問題，必須加以克服；這些問題包
括（Lester and Stewart,Jr.,1996：123-127，轉引自：丘昌泰，2000：394-395）：
（一）政策目標釐清不易的問題
以政策目標的實現程度作為評估方式是政策評估學者的共識，但是何謂政策
目標？可以找到一個明確的、系統的政策目標嗎？很多學者發現：當代民主社會
中的目標是含糊的、多元價值取向，甚至是難以排列評比的，因此，有些學者甚

至認為評估過程就是一個界定目標的過程。
（二）政策成功標準的界定不易問題
要評估公共政策的成敗，首先面臨的是政策成敗的標準為何？是否可找到共
識且公平的標準呢？事實上，政策成敗的評判標準是相對的，因不同政策偏好與
政治態度而異。
（三）公共政策的副作用問題
許多公共政策彼此都是交互影響的，當評估某項公共政策的，可能引起他項
政策的反效果問題，以致於影響政策評估的結果。例如，財政當局有鑑於即將加
入世界貿易組織（WTO）
，乃針對現行的菸酒管理制度進行評估，結果造成零售
商大量囤積米酒，導致價格上漲，這就是一種副作用。
（四）資訊與資料缺乏的問題
目前政策評估最大困難在於資訊與資料的缺乏，以致於無法進行科學的判
斷。資訊與資料的深度與廣度都非常重要，深度方面希望能夠了解政策對於民眾
內心想法的影響，廣度方面則希望能夠知道政策對於國際關係的影響。例如：我
國英文教育的政策成效如何？不僅要從我國英文考試成績來判斷，也要從國民到
國外求學或旅遊對英文的應用來評估，層面甚廣，資料的蒐集甚為不易。
（五）評估方法論的問題
政策評估方法論目前正處於多元途徑相互爭輝的時代，有以實驗為主體的量
化評估方法論，也有以自然調查為主體的質化評估方法論，任何一個途徑都無法
對政策評估提供一致性的滿意方法，導致實際進行政策評估的困難。
（六）政治敏感性的問題
政策評估對於某些人來說是一種威脅，容易造成反彈與反制的情緒，影響評
估工作的順利進行；最受影響者為實際負責該政策的制定者或行政官僚，擔心政
策失敗的政治與行政責任，影響升遷仕途；其次是與該項政策有關的政策受益
者，擔心一旦評估結果不佳，將失去該項政策利益。例如，當新任法務部長準備
評估調查局的定位問題時，馬上就出現許多的情緒性的反制留言。

（七）評估成本問題
政策評估需要大量的經費，成本所費不貲，當政府實施赤字預算之時，評估
往往成為削減預算下的犧牲品。因此，如何降低評估成本，減少政府財政負擔，
同時產生實際效益，乃是政策評估者必須克服的重要課題。

第二節

回應性評估指標之建構

本研究回應性評估指標之建構，是根據國內外所提出與相關回應性政策評估
指標之研究加以歸納分析後，依本研究問題與目的建構出苗栗大湖酒莊與草莓文
化館之客家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之回應性評估指標，內容如下：

壹、政策評估指標文獻的檢視
政策評估乃是採取社會研究程序，以客觀的立場有系統地蒐集政府介入公共
計畫有關過程之資料，進行分析與評量其真相與價值（劉哲良，民 92：9）。析
言之，政策評估指政策評估人員利用科學方法與技術，系統的蒐集相關資訊，政
策評估方案之內容、規劃與執行過程、執行結果的一系列活動。目的在提供選擇、
修正、持續或終止政策方案所需的資訊（丘昌泰，民 89：391）。如何對公共政
策作出完善的評估，無一放諸四海皆準之評估模式，然而，若能根據明確的標準
（criteria）和水準（standards）
，發展出一種精密的研究方法，來分析、評估和改
進公共政策，則對政策的制定與評估，必有顯著改善（Dror,1968；轉引自朱志宏，
1991：300）。
有關評估指標之內容，本研究擬以 Suchman（1967）,Poister（1978）, Sabatier
and Mazmanian（1979）,Starling（1979）, Nakamura and Smallwood,（1980）Dunn,
（1994）Vedung（1997）,Owen ＆ Patricia（1999）, Daft（2001）為一評估指標

之整理，其內容如下表 2-2（朱美音，2004：109-110；許慈美，2004：20）：
表 2-2 國外學者主張之政策評估指標
學者（時間）

論著

Shchman（1967） Evaluation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Public in Public
Service & Action
Program
Poister（1978）

Public Program
Analysis：Applied
Research Methods

Sabatier &
Mazmanian
（1979）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ulatory Policy：A
Framework of analysis

政策評估指標
投入（effort）
、效率（efficiency）
、
績效（performance）、充分
（adequacy）、過程（process）

效能（effectiveness）、效率
（efficiency）
、充分（adequacy）、
適切性（appropriateness）、公平
性（equity）
、回應性
（responsiveness）
問題可處置性（tractability of the
problem）、法令規章執行能力
（ability of statute to structure
implementation）、影響執行的非
法規變項（non-statutory variables
affecting implementation）

Nakamura &
The Politics of Policy
Smallwood（1980） Implementation

政策目標達成（policy goal
attainment）、效率（efficiency）、
顧客支持度（clientele
constituency）、顧客回應性
（clientele responsiveness）
、系統
持續性（system maintenance）

Starling（1988）

Strategies for Policy
Making

Dunn（1994）

效能（effectiveness）、效率
Public Policy
Analysis：A Intoduction （efficiency）
、充分（adequacy）、
公平性（equity）適切性
（appropriateness）回應性
（responsiveness）

產出（output）、外部性
（externalities）、效率
（efficiency）、策略（strategy）、
順服（compliance）
、公平
（justice）
、介入效果（intervention
effect）

Vedung（1997）

Public Policy and
Program Evaluation

效能（effectiveness）、效率
（efficiency）、生產力
（productivity）、成本效益
（cost-benefit）、成本效能
（cost-effectiveness）

Owen & Patricia
（1999）

Program
Evaluation-Form and
Approaches

效用性（utility）、可能性
（feasibility）、適當性
（propriety）
、正確性（accuracy）

Daft（2001）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Design

效能（effectiveness）、效率
（efficiency）、適切性
（appropriateness）
、產出（output）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貳、回應性評估評估指標文獻的檢視
政策評估的最新發展趨勢為回應性評估，若以回應性政策評估為主的乃為九
篇，相關回應性政策評估對本研究可供參考之處，分別以題目、研究內容、研究
途徑、研究對象與評估指標，整理如表 2-3 之呈現。在許慈美（2004）、陳榮成
（2004）、鄭明宗（2004）、朱美音（2004）、林昭德（2004）、張清枝（2003）、
丘昆男（2003）
、林枝柄（2002）
、胡至沛（1999）等回應性政策評估相關研究歸
納分析後發現，分成以下四大點說明：

表 2-3「回應性政策評估」博碩士論文檢索系統相關論文一覽表
作者
(年份)

題目

許 慈 美 利害關係人
（2004） 取 向 的 政 策
評 估 之 研
究：以進口即
時課徵營業
稅為例

研究內容

研究途徑

探討實施進口貨物一 文獻回顧
律由海關代徵營業稅 深度訪談
以來，對執行機關、標 問卷調查
的對象帶來重大變
革，從利害關係人的角
度評估此一政策的執
行效果與影響。

陳 榮 成 台 北 市 替 代 就現行台北市政府的 文獻回顧

研究對象
財政部、
海關與國稅局、
進口人與公會
與代理人

役男、

（2004） 役 管 理 之 執 替代役管理情形進行 深度訪談
行評估研究 系統性評估，以瞭解各 問卷調查
界所關切替代役管理
問題的癥結，提出因應
對策。

管理者、
役政署

鄭 明 宗 我 國 寬 頻 網 針對寬頻網路政策之 文獻回顧
（2004） 路 政 策 之 回 消費者、電信業者及地 深度訪談
應性評估
方基層官僚等政策利
害關係人進行非結構
性訪問，尋求對評估項
的構想及相關主張、關
切與議題。

地方政府、消費
者、電信業者

朱 美 音 我 國 洗 錢 防 對洗錢防制政策進行 文獻回顧
（2004） 制 政 策 評 估 過 程 評 估 與 結 果 評 問卷調查
之研究
估，探究新修正洗錢防
制法之實施，是否真正
回應政策利害關係人
的觀點？建構我國防
制洗錢犯罪之網絡，提
昇防制洗錢犯罪成
效，並將研究成果提供
政府機關未來施政的
參考。

立法委員與法
律學者專家、
一般社會大眾、
法官及檢察官
及執法人員

林 昭 德 台 灣 藥 害 救 藉由利益關係者對政 文獻回顧
（2004） 濟 政 策 評 估 策執行的過程評估與 問卷調查
之研究
結果評估討論，來反應
政策利益相關人的需
求。以瞭解利益關係人
對於政策的效能與回
應性的狀況。

藥害民眾、
醫療院、
藥廠、政府單位
工作人員、藥害
救濟基金會

張 清 枝 社區需求導
（2003） 向 的 公 共 衛
生服務之評
估 研 究 -- 以
台中市社區
為例

評估台中市政府的公 文獻回顧
共衛生政策，同時探討 深度訪談
社區內居民主要關心
的公共衛生需求議題
為何。

政府、社區組
織、社區民眾

邱 昆 男 我國警察「養 探究長久以來警察「養 文獻回顧
（2003） 成教育」回應 成教育」沈疴之深層問 深度訪談

警察教育單位
與學生方面、警

性政策評估

題，及瞭解其不同角度
之回應性與建構性問
題，並給予其相關政策
建議。

察執行與用人
機關、一般公民
與民意代表

林 枝 炳 我國替代役
（2002） 回 應 性 政 策
評估之研究
--- 以 台 中 市
為例

在傳播媒體的運作協 文獻回顧
助影響下，希望這項措 深度訪談
施執行在滿足民意的
需求的情形加以檢
討，提供政策執行的評
估及改進政策參考。

替代役男、役政
人員、需用機關

胡 至 沛 回應性政策
（1999） 評 估 理 論 之
研 究 -- 兼 論
台北縣老人
年金政策

經由回應性政策評估 文獻回顧
理論的介紹與應用，一 田野調查
方面分析理論的實用 深度訪談
性，另一方面在個案上
呈現出對此項政策的
不同聲音，提供政府對
相關政策進行評估時
的另一種思考方向，以
建構健全的老人福利
政策。

全國性的老人
福利團體、台北
縣內立案安養
機構、前台北縣
政府社會局承
辦人員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檢視上述有關回應性評估指標之相關文獻，可以下列研究方法上的共識：
一、以研究內容而言：
在回應性政策評估研究上，尚未有關於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為論點之相關研
究，故本研究在以回應性政策評估為研究理論核心之探討空間仍相當的大。
二、以研究途徑而言：
包括了質化和量化分析，其中以文獻回顧和深度訪談最為普遍。
三、以研究對象而言：
政策利害關係人之研究對象，可歸類為政策規劃機關、政策執行機關與政策
執行標的對象三大類。
四、以評估指標而言：

根據回應性政策評估研究內容中所訂定的回應性指標內容加以歸納分析
後，歸納為：1.法令規章執行力，包括：政策執行力、法規的適用性、法令明確
合宜、法令規範等。2.執行者態度與意向，包括：執行組織結構、方案的溝通協
調管道、政府與執行單位的角色等。3.目標達成度，包括：政策效能、政策資源、
政策行銷能力等。4.顧客支持度，包括：顧客滿意度。這些回應性評估指標對於
本論文研究有很大的參考作用。
由上述文獻檢視，發現在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研究內容上，尚未有以文化創意
產業和客家文化概念相結合，去思考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之現況、願景與困境之相
關研究；在研究主題上，本研究擬以苗栗大湖酒莊與草莓文化館之客家文化創意
產業政策為一現況描述與探索性研究，探討苗栗大湖酒莊與草莓文化館之角色與
功能，如何由地方客家文化與產業發展相輔相成。
除此之外，在以回應性政策評估之相關研究研究方法上，也未曾有以文化創
意產業和客家文化相關之研究。基此，本研究希冀以文化創意產業和客家文化為
研究概念之核心，由利害關係人之回應性評估方法，瞭解在苗栗大湖酒莊與草莓
文化館之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之推行現況，透過瞭解利害關係人內心感受、看法與
見解，探討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問題與困境，進而給予政策上之相關建議。
因此，本研究根據前述文獻回顧所檢視之九篇有關「回應性政策評估之指標」
進行整理，以作為本研究設定評估標準之參考，其內容如下表 2-4 之呈現：

表 2-4「回應性政策評估指標」博碩士論文檢索系統相關論文一覽表
作者(年份)

評估指標

許慈美（2004） 目標達成度、法令規章執行力、顧客支持度、執行者態度與
意向
陳榮成（2004） 執行組織結構、法令規章執行能力、政策資源、標的團體、
執行者意向
鄭明宗（2004） 政策執行力、政策執行的利益結構與道德倫理
朱美音（2004） 目標達成度、政策行銷能力、顧客支持度、顧客滿意度、法
令規範、政策執行效能、利害關係人態度與意向（回應性）

林昭德（2004） 法規的適用性、方案的溝通協調管道、政府與執行單位的角
色、政策資源、政策效能、政策回應性
張清枝（2003） 顧客滿意度、政策行銷能力、業務受重視程度、業務分工合
理性
邱昆男（2003） 教育目標、教育體制、教育方法
林枝炳（2002） 法令明確合宜、政策行銷能力、申請手續便捷性、申請條件
公平合理、顧客滿意度、目標達成度、業務受重視程度
胡至沛（1999） 可信度、可轉換性、可依賴性、可確認性、詮釋辯證、具真
實性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由上述評估指標整理可知，政策評估標準會因為研究欲評估之主題與研究方
法不同，而產生出不同的政策評估指標。針對苗栗大湖草莓園區客家文化創意產
業之研究，採以回應性評估觀點，先找出利害關係人之主張、關切、議題，再參
酌前述相關學者與碩博士論文之評估標準，設定出本研究之評估標準。

參、本研究之回應性評估指標
作者針對苗栗大湖草莓園區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之文獻回顧，歸納利害關係人
之 CCI，建構出本研究評估標準如下說明：
一、政策設計妥適性
依照 Sabatier & Mazmanian 的論述，法令規章執行力意指透過法規促進標的
團體行為的改變以達成政策目標的能力，此變數含有（1）明確、優先順序清楚
的政策目標；
（2）行動與目標具有適當的因果關係；
（3）充足的財政資源因應；
（4）執行機關內部和之間的層級整合；
（5）執行機關的行政規則；
（6）執行人
員甄補方式；（7）外部參與者的訴訟、請願等法定參與管道暢順（Sabatier &
Mazmanian,1979；轉引自：許慈美，民 93：20）
。參考 Sabatier & Mazmanian（1979）,
張清枝（2003）
，林枝柄（2002）
，許慈美（2004）等所設定的「法令規章執行力」
評估標準，作為探討大湖草莓園區政策設計妥適性之依據。在先前文獻探討中，
發現文化創意園區意產業規劃必須依其地域特性與及空間特質之不同而調整，才

能將園區效能發揮到最大。因此，本研究對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政策設計妥適
性之評估標準有以下三點，冀透過這些指標內容來瞭解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政
策設計妥適性之程度：
（一）利用空間或地理資源
指產業空間使用上，必須與園區規劃相互配合，使園區空間能充分運用，引
進園區的產業是否能符合園區空間規劃且善用當地地理資源，是相當重要的。
（二）資源分配
指對各利害關係人之角色與功能對園區發展與運作過程中資源分配的影
響、彼此間溝通聯繫管道為何？
（三）符合地方特色
指引進園區的產業必須是與當地地方特別是相輔相成的，如此不但能擴大地
方發展，並藉此讓地方特色有所傳承。
二、地區行銷能力
在城市經營管理領域導入行銷的理念，目地在於地區為了因應環境變動與突
破地區發展困境，而擷取商業行銷優點的做法。而行銷由系統化到逐漸擴大至應
用在各個領域，乃至轉換到地區行銷的運用至今，地區行銷在城市經營管理上逐
漸被重視。地區行銷之理論眾多，學者 Kotler 等（1993）,Smyth（1994）,Krantz
等（1997）,Van den Berg（1999）,莊翰華（1998）（參考：陳韋妢，2003：34）
對地區行銷有不同的研究焦點，其有行銷、規劃、經濟、競爭與社會五大焦點，
其內容如表 2-5：

表 2-5 地區行銷主要理論整理表

作者
（年份）

理論依據

切入角度

內容要點

Kotler 等
（1993）

地區行銷層級

行銷

將概念以同心圓方式呈現，
包含地區行銷之四大目標、
四大行銷因素、以及計畫群
體、行銷計畫。

Smyth
（1994）

都市行銷規劃程序

規劃

強調應關心的是城市願景與
需要何種城市，認為行銷只
是過程。

Krantz 等
（1997）

類比理論與效率理論

經濟

將非營利組織行銷觀點應用
在地區行銷，假設非營利組
織交易過程是相容的，也是
追求滲透市場族群及以說服
他們的交易伙伴為目標。

莊翰華
（1998）

都市行銷鑽石體系

競爭

包含地方自治與行銷理念，
都市規劃者的工作越來越趨
向「外部引導」的行銷控制，
而不是一種「內部決定」的
行動。

Van den
Berg
（1999）

組織忍受力

社會

地區行銷的成功要素組合，
能預期或反應都市的改變與
競爭需要，組織容忍力具備
七項要素：行政管理組織、
策略網路、領導才能、願景
與策略、空間經濟條件、政
治的支持、社會的支持。

資料來源：參考陳韋妢，2003：34。

由上述地區行銷理論依據發現，根據本研究所關切的問題焦點，是以行銷為
切入焦點。在地區行銷理論中，以行銷為焦點之相關著作有：Kotler 等（1993）,
Fretter（1993）, Holcomb（1993）, 趙國仁等（1995）,Waitt（1999）, Gotham（2002）,
Stubbs 等（2002）（參考：陳韋妢，2003：35-36），個別從地區發展、行銷規劃
要素、城市形象、資訊服務、事件行銷、旅遊⁄文化慶典商品化、市中心管理⁄公
私合夥等七項不同的行銷觀點（見表 2-6），對地區行銷做一闡述。

表 2-6 地區行銷意涵綜理表
學者（年份）

切入角度

定義

Kotler 等（1993）

地區發展

核心活動包括：正確的規
劃組合地方特色與服
務；吸引現有潛在的消費
者、使用者；運用可行及
有效的方式促銷地方產
品與服務；增加地區的價
值與意象。

Fretter（1993）

行銷規劃要素

地區行銷不僅要去銷售
地區以吸引流動的公司
與遊客，而是具有規劃、
引導地區發展成他們渴
望的樣子。

Holcomb（1993）

城市形象

建構出一個地方的新意
象，以取代現在或將來的
居民、投資者與旅客先前
所持有的模糊或負面印
象，改變產品符合市場需
要。

趙國仁等（1995）

資訊服務

強調整合部會的資源，重
建基本設施及環境，創造
高價值低污染的就業環
境，強化地區特色，創造
獨特的產業服務文化。

Waitt（1999）

事件行銷

利用指標事件來進行地
方行銷，真正利潤不在市
場的剩餘價值，而是強化
地方自尊與榮耀。

Gotham（2002）

旅遊⁄文化慶典商品化

地方行銷、意象和主題的
運用，已經成為政治經濟
和都市更新策略的主要
要素。

Stubbs 等（2002）

市中心管理⁄公私合夥

在公司部門間建立合夥
關係，來組成市中心管理
的促進團體，完成諮詢和
發展共識。

資料來源：參考陳韋妢，2003：35-36。

在上述七大地區行銷之觀點下，其中 Kotler 等在「地區行銷（Marketing
Places）」一書，對都市地區如何運用行銷概念來突破發展困境有詳盡的闡述，指
出地方對地區行銷的挑戰就是增資適應地區行銷轉變的能力，抓住機會和保持地
區活力，Kotler 等人特別強調軟硬體的基礎建設水準及地方吸引力更是造就地區
行銷之成敗關鍵。作者認為其內容與本研究問題最為符合，最值得作為本研究之
參考，故本研究以 Kotler 所提地區行銷核心圍繞下列四個活動（Kotler,1993，轉
引自陳韋妢，2003：35-38）， 作為本研究在地區行銷評估標準之依據：
（一）正確的規劃組合地方特色與服務
（二）運用可行及有效的方式促銷地方產品與服務
（三）吸引現有及現在的消費者與使用者
（四）增加地區的價值意象

三、計畫目標達成度
參考Nakamura & Smallwood（1980）,Suchman（1967）,Poister（1978）,Dunn
（1994）,Vedung（1997）,Owen & Rogers（1999）,林枝柄（2002）
，許慈美（2004）
等所設定「目標達成度」評估標準，其目標達成度可分為效率、效果、公平、充
分、充足、投入、介入、績效、產出、策略、效用性等指標。本研究根據台灣文
建會對「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 7為計畫目標達成度的評估核心內容，探討大湖
草莓園區文化創意產業計畫的公平程度為何？Dunn對公平的定義是指：
「某項既
定政策方案是否可以在社會造成更公平的資源分配」
（Dunn,1994，轉引自：丘昌
泰，2000：402）
。因此，本研究對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政策計畫目標達成度之
評估標準有以下三點，冀透過這些指標內容來瞭解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政策設

7

源自創意與文化積累，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與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力，並促進整
體生活環境提昇的行業

計妥適性之程度：
（一）提升生活或文化水準
指引進園區的產業，是能夠對人民生活水準提升有幫助的，藉由遊客進到園
區參與表演或消費文化產品，同時提升人們對文化產品的素養與認識。
（二）促進地方發展能力
指引進園區的產業，在經過園區的成功扶植後，由於人才需求的增加而提升
當地就業市場需求，或是因為觀光的提升而需要大量就業人口消化觀光人口，進
而促進地方發展。
（三）提升當地就業機會
指園區之發展能帶動地方發展，造成地方活絡後，引發就業機會增加。

四、顧客滿意度
政策之可貴在於可行，而可行之政策，則繫於政策執行對象的順服與支持，
如何取得執行對象政策的順服與支持，除了讓他們了解整個決策的來龍去脈，教
育並了解他們的需求以外，適度的讓他們參與政策制定過程，乃為事半功倍之捷
徑（林水波，1999：308）
。參考 Nakamura & Smallwood（1980）,Starling（1988）,Dunn
（1994）,張清枝（2003），林枝柄（2002），許慈美（2004）等所設定「顧客支
持度」評估標準，其顧客支持度苦分為顧客滿意度、回應性、外部性、順服性等。
指標。本研究擬針對以上利害關係人之主張、關切、議題為變項，分別就上述所
提之政策設計妥適性、地區行銷能力、計畫目標達成度，由此三大評估指標為主
軸，根據其評估標準進行顧客滿意度調查。本研究擬以李克特（Likert-type）五
尺衡量為衡量指標，在滿意度的選項上分為非常不滿意、不滿意、普通、滿意及
非常滿意，冀透過這些指標內容瞭解顧客支持度之程度。
上述這些評估標準皆由利害關係人之主張、關切、議題所建構出來，希望能
藉由這些評估指標進行研究，發現一些平常不易發現與更深入探討等問題，將結
果整理分析後，對所屬單位提供建議，讓苗栗大湖草莓園區之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更順利的發展。
五、總結：
總結上述回應性評估指標，作者可以將本研究之回應性評估對象與指標繪
如圖 2-1，其中，評估對象為政策利害關係人：（一）執行與經營機關；（二）輔
導機關；
（三）地方文化創意產業工作者；
（四）遊客。前三種利害關係人之主要
評估指標為政策設計妥適性、地區行銷能力與計畫目標達成度，主要運用的方法
為深度訪談；至於遊客部分之評估指標則是顧客滿意度，主要運用之方法為面訪
與網路問卷調查。

第三節

研究方法設計

本節主要依本研究評估指標架構來說明深度訪談題綱與問卷調查題目之研
究方法設計，內容如下：

壹、深度訪談
一、訪問對象
本研究依苗栗縣大湖草莓園區（包括大湖酒莊與草莓文化館）之發展政策，
找出其政策利害關係人，其包括有：執行與經營機關、輔導機關、地方文化創意
產業工作者與遊客 8，由此四個面向來找出政策利害人所關切之CCI，本研究透
過立意抽樣的方式，找出其訪問對象分別為：
（一）執行與經營機關：
苗栗大湖草莓園區為苗栗大湖農會為政策執行與經營機關，其中又以大湖農
會之休旅部為主要業務之對外窗口，故本研究以訪問此兩單位之負責人作為本研
究之訪問對象（見表 2-7）。
表 2-7 政策執行與經營機關
受訪機關

訪談對象

訪談稿編號

苗栗縣大湖鄉農會

農會總幹事

B

苗栗縣大湖酒莊休旅部

休旅部主任

C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二）輔導機關：
苗栗縣政府農業局、苗栗縣政府文化局、大湖鄉公所為大湖草園區政策推行
之相關輔導機關，本研究以訪問該機關單位對於大湖草莓園區政策推動相關負責
人作為訪問對象（見表 2-8）。
8

本研究深度訪談之利害關係人分為：大湖鄉農會相關幹事（B）、大湖鄉農會休旅部相關人員
（C）、苗栗縣農業局相關人員（D）
、苗栗縣文化局相關人員（E）
、大湖鄉公所建設課承辦人員
（F）、地方文化工作者(G、H)、當地大湖鄉農民（I）。

表 2-8

政策輔導機關

受訪機關

訪談對象

訪談稿編號

苗栗縣政府農業局

前農業局長

D

苗栗縣政府文化局

文化局長

E

苗栗縣大湖鄉公所建設課

承辦人員

F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三）地方文化創意產業工作者與農民：
地方文化創意產業工作者之訪問對象，以訪問文化局長時，其所推薦之人選
來做為訪問對象。此外，在一般民眾的部份，僅以訪問園區附近農家一人 9，由
本研究者在當地透過便利抽樣的方式，選擇願意接受訪問的農家進行訪問（見表
2-9）。
表 2-9

地方文化創意產業工作者與農民

受訪機關

訪談對象

訪談稿編號

大湖大窩文化工作室

文史工作者

G

聯合客家研究中心

助理研究員

H

大湖草莓文化園區農民

園區附近農家

I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二、訪問題綱設計
本研究訪談大綱根據本研究之評估指標加以設計而成，再依利害關係人屬性
之不同，分別擬定其受訪者之問題，如下說明：
（一）執行與經營機關：大湖農會、大湖酒莊休旅部
此部份訪問題綱之設計共有 11 題，其根據政策標準之內加以設計（見表
2-10），其說明如下：

9

訪問農民原因是因為想要瞭解農民在園區發展過程中的角色與資源上等相關意見，但在其訪問
一人後發現，農民其實主要還是關心農作物產出，對於園區發展與其他相關政策等意見上，其實
並不能夠給予相大多的回應意見，故本研究以訪問一位農民之意見以作相關意見參考。

表 2-10

大湖農會與大湖酒莊休旅部之訪問題綱設計

評估指標

訪問題綱編號

政策設計妥適性

1-1、1-2、1-3

地區行銷能力

1-4、1-5、1-6、1-7

計畫目標達成度

1-8、1-9、1-10

政策設計妥適性、地區行銷能力、計畫目標達成度 1-11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編號 1-1：請問大湖草莓園區文化創意產業的緣起與制定原因為何？當初推
動過程中，在政策設計上是如何規劃原有大湖草莓園區的空間與地理資源？
編號 1-2：在政策規劃與目標設計上，大湖農會（大湖酒莊休旅部）所扮演
的角色與功能為何？推動園區發展時，其聯繫溝通之管道為何？
編號 1-3：在推動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計畫中，有何獎勵地方產業與當地
文化相結合之政策以讓民眾能踴躍參與此計畫？
編號 1-4：大湖農會（大湖酒莊休旅部）如何正確的規劃組合當地產業與特
色，使園區商品與服務能展現當地地方特色呢？
編號 1-5 其又如何運用有效的方式，來促銷地方產品與服務呢？
編號 1-6：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執行現況為何？運用那些策略手段來吸引
遊客？在這些策略執行上，執行過程是否有遇到什麼困境？是否符合效率與效
能？該如何解決？有何具體建議？
編號 1-7：就您個人看來，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其
是否增加大家對大湖地區之認識與對客家文化之瞭解？有何具體建議？
編號 1-8：就您個人看來，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
否促進地方發展能力？有何具體建議？
編號 1-9：就您個人看來，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
否提昇就業機會？有何具體建議？
編號 1-10：就您個人看來，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
否提昇生活環境或文化水準？有何具體建議？

編號 1-11：整體而言，該計畫是否達到利用空間或地理資源、資源分配、符
合地方特色、增加客家價值意象程度、促銷地方特色與產品、吸引遊客的程度、
提升生活或文化水準、促進地方發展能力與就業機會等多功能發展？其中，最滿
意的是何者？最不滿意的是何者？請問您對於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未來之發
展，有那些期許與建議？
(二）輔導機關：苗栗縣政府農業局、苗栗縣政府文化局、大湖鄉公所
此部份訪問題綱之設計共有 11 題，其根據政策標準之內加以設計（見表
2-11），其說明如下：
表 2-11

苗栗縣政府農業局、苗栗縣政府文化局與大湖鄉公所之訪問題綱設計

評估指標

訪問題綱編號

政策設計妥適性

2-1、2-2、2-3

地區行銷能力

2-4、2-5、2-6、2-7

計畫目標達成度

2-8、2-9、2-10

政策設計妥適性、地區行銷能力、計畫目標達成度 2-11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編號 2-1：請問您認為大湖休閒酒莊與大湖草莓文化館政策規劃設計是否周
延？對目前大湖草莓園區的空間與地理資源設計有何看法呢？
編號 2-2：在政策規劃與目標設計上，苗栗縣政府農業局（苗栗縣政府文化
局、大湖鄉公所大湖農會）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為何？推動園區發展時，機關部
門彼此聯繫溝通管道為何？執行機關有無配置相當的人力或資源？
編號 2-3：就您個人看來，目前大湖草莓園區發展上，是否符合當地地方產
業與當地文化相結合之特色呢？有何需要改進的地方嗎？
編號 2-4：苗栗縣政府農業局（苗栗縣政府文化局、大湖鄉公所大湖農會）
如何正確的規劃組合當地產業與特色，使園區商品與服務能展現當地地方特色
呢？
編號 2-5 其又如何運用有效的方式，來促銷地方產品與服務呢？
編號 2-6：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執行現況為何？運用那些策略手段來吸引

遊客？在這些策略執行上，執行過程是否有遇到什麼困境？是否符合效率與效
能？該如何解決？有何具體建議？
編號 2-7：就您個人看來，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其
是否增加大家對大湖地區之認識與對客家文化之瞭解？有何具體建議？
編號 2-8：就您個人看來，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
否促進地方發展能力？有何具體建議？
編號 2-9：就您個人看來，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
否提昇就業機會？有何具體建議？
編號 2-10：就您個人看來，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
否提昇生活環境或文化水準？有何具體建議？
編號 2-11：整體而言，該計畫是否達到利用空間或地理資源、資源分配、符
合地方特色、增加客家價值意象程度、促銷地方特色與產品、吸引遊客的程度、
提升生活或文化水準、促進地方發展能力與就業機會等多功能發展？其中，最滿
意的是何者？最不滿意的是何者？請問您對於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未來之發
展，有那些期許與建議？
（三）地方文化創意產業工作者：大窩文史工作者、聯合大學客家研究中心
助理研究員
此部份訪問題綱之設計共有 11 題，其根據政策標準之內加以設計（見表
2-12），其說明如下：
表 2-12

地方文化創意產業工作者之訪問題綱設計

評估指標

訪問題綱編號

政策設計妥適性

3-1、3-2、3-3

地區行銷能力

3-4、3-5、3-6、3-7

計畫目標達成度

3-8、3-9、3-10

政策設計妥適性、地區行銷能力、計畫目標達成度 3-11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編號 3-1：在政策規劃與目標設計上，您認為地方文化產業工作者所應扮演

的角色與功能為何？地方文化產業工作者是否有發表意見與聯繫溝通管道呢？
本身是藉由何種溝通管道反映對政策之相關看法與建議呢？
編號 3-2：請問您認為對目前大湖草莓園區的空間與地理資源設計有何看法
呢？
編號 3-3：就您個人看來，目前大湖草莓園區發展上，是否符合當地地方產
業與當地文化相結合之特色呢？有何需要改進之處呢？
編號 3-4：就地方文化創意產業工作者而言，您認為該如何正確的規劃組合
當地產業與特色，使園區商品與服務能展現當地地方特色呢？
編號 3-5 其又如何運用有效的方式，來促銷地方產品與服務呢？
編號 3-6：就您個人看來，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該運用那些策略來吸引遊
客？有何具體建議？
編號 3-7：就您個人看來，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其
是否增加大家對大湖地區之認識與對客家文化之瞭解？有何具體建議？
編號 3-8：就您個人看來，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
否促進地方發展能力？有何具體建議？
編號 3-9：就您個人看來，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
否提昇就業機會？有何具體建議？
編號 3-10：就您個人看來，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
否提昇生活環境或文化水準？有何具體建議？
編號 3-11：整體而言，該計畫是否達到利用空間或地理資源、資源分配、符
合地方特色、增加客家價值意象程度、促銷地方特色與產品、吸引遊客的程度、
提升生活或文化水準、促進地方發展能力與就業機會等多功能發展？其中，最滿
意的是何者？最不滿意的是何者？請問您對於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未來之發
展，有那些期許與建議？

貳、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主要針對政策利害關係人中遊客部份，進行顧客滿意度之問卷調
查，此部份訪問題目之設計共有 21 題，其根據政策標準與訪問內容所得之意見，
加以設計（參見附錄一），問卷調查題目設計分成四部份其說明如下：

表 2-13

遊客之問卷調查題目設計

評估指標

訪問題目編號

政策設計妥適性

4-1、4-2、4-3、4-4、4-5、
4-6、4-7

地區行銷能力

4-8、4-9、4-10、4-11、4-12

計畫目標達成度

4-13、4-14、4-15

政策設計妥適性、地區行銷能力、計畫目標達成度 4-16、4-17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一、大湖草莓園軟硬體設計之妥適性調查
此部份題目有：
編號 4-1：請問您對於大湖酒莊硬體公共硬體設施滿意度為何？
編號 4-2：請問您對於大湖草莓文化館的公共硬體設施滿意度為何？
編號 4-3：請問您對於大湖草莓文化館所展示的相關內容滿意度為何？
編號 4-4：請問您參觀完大湖草莓園區後，增加您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瞭解
程度為何？
編號 4-5：請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整體規劃設計而言，是否符合當地地方
特色呢？
編號 4-6：請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的滿意度為何？
編號 4-7：請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環境清潔的滿意度為何？
二、大湖草莓園區商品與服務之行銷能力調查
此部份題目為：
編號 4-8：請問以下那一個原因最吸引你來大湖草莓園區參觀遊玩呢？
編號 4-9：請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所提供商品或服務，反映出地方特色的

程度為何？
編號 4-10：請問您對於目前大湖草莓園區內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您會想購
買嗎？
編號 4-11：請問您購買過大湖草莓園區內的產品中，最想再購買那一樣呢？
編號 4-12：請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對顧客的服務態度的滿意度為何？
三、大湖草莓園區計畫之達成度之情況與意見調查
此部份題目有：
編號 4-13：請問這是您第幾次來到大湖草莓園區呢？
編號 4-14：請問您參觀大湖草莓園區的時間是否是大湖草莓文化季舉辦時
呢？
編號 4-15：請問在您參觀完大湖草莓園區後，會想要再來參觀遊玩嗎？
四、遊客對於大湖草莓園區的問題與建議
此部份題目有：
編號 4-16：請問您覺得大湖草莓園區目前有那些問題存在？
編號 4-17：請問您對於大湖草莓園區未來發展有那些具體建議？
五、遊客基本資料
其問卷調查題目包括有編號 4-18：性別；編號 4-19：.族群；編號 4-20：居
住地；編號 4-21：年齡，此四題中來做為本問卷調查樣本之基本資料分析。

第三章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之形成與現況

本章主要內容在瞭解文化創意產業之緣起與內容，並探討苗栗客家文化政策
之形成背景與推行過程，從中發現當前苗栗客家文化振興計畫主要以觀光政策為
主軸，來重現客家文化為目標。因此，進而由這兩年最新發展的大湖草莓文化園
區為個案之研究，擬以此探討大湖草莓園區計畫之相關內容，分成：第一節、客
家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起；第二節、苗栗客家文化之人文社經背景；第三節、大湖
草莓文化園區計畫之形成背景；第四節、大湖草莓文化園區之現況與行銷策略，
加以論述，其內容如下所述。

第一節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起

壹、文化創意產業之緣起
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主要受到全球化與科技化兩股力量的推動。近年來在
全球化浪潮的推進下，「全球思考、在地行動」的政策思維漸成主流，文化創意
產業政策隨之而生。
「文化創意產業」是一種文化與經濟的革命，近年歐陸大力
推動，引起各國的注目，成為世界的新趨勢，藉由藝術創作和商業機制，各地文
化特色都有機會化身創意商品，除創造文化的附加價值，促進產業經濟發展外，
對於本土文化的認同也有助益。文化發展的主軸可以依照時間的次序，分成「過
去」
、
「現在」和「未來」
。
「過去」就是歷史建物、古蹟、閒置空間再利用等文化
資產保存計畫；
「現在」就是文化環境的總體營造，可以分為「有形」和「無形」
的文化環境。「有形」環境可以分成人文與自然：人文環境是都市計畫、國土規
劃、和日常生活環境；自然環境則是上帝賦予我們的禮物。「無形」的是我們的
心靈環境，必須靠藝術文化來滋潤。而「未來」則是人才培育、鼓勵藝術文化創
作，以及如何利用資訊和策略來推動藝術文化發展，這就是科技與人文的結合。

台灣最早對「文化產業」的概念，是文建會在 1995 年提出的「文化產業化、產
業文化化」
，並隨後成為我國「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核心。2000 年，我國政黨
輪替，新政府上台後大力提倡「知識經濟」
，而其實「文化創意產業」正是知識
經濟附加價值最高的類型，也是傳統經濟轉向文化經濟的重要指標（行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編，2003：48-51）。
由台灣文化產業相關計畫之內容，可瞭解台灣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之發展，其
彙整 90 年代文化產業相關計畫之內容，從文建會「全國文藝季」
、
「縣市文化節」
、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地方特色產業輔導計畫」
、經濟部商業司「商店街開發推動
計畫」與「形象商圈塑造計畫」
、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政策」
、經建會「改造城
鄉新風貌行動方案」
、文建會「振興地方文化產業，活化社區產業生命力計畫」
等六大文化產業計畫中，瞭解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之源起，其各計畫重點內容如下
說明（蘇明如，2004：86-97）：
一、文建會「全國文藝季」、「縣市文化節」
文化部門政策中對於文化產業思維之成形，在 1993「全國文藝季」開始轉
型就可以看出端倪。全國藝文季的目的，是在於讓各個地方文化中心成為「地方
的文建會」
，亦即成為地方文化發展的「頭腦中樞」
，並藉著文藝季活動的舉辦來
挖掘與創新地方的文化藝術資源，構築成每個地方的「文化特色」
，達成「文化
地方自治化」
。在 1998 年全國文藝季更分台灣文化節與縣市文化節兩項活動，為
彰顯在地人辦地方事之精神，文建會進一步將文藝季之舉辦，交由各縣市政府主
辦，全國文藝季再次轉型為「縣市文化節」
，由縣市政府依地方資源特性，規劃
具地方文化特色之展演活動，以鄉鎮或社區作為基點，展開系列活動。
二、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地方特色產業輔導計畫」
重視地方特色產業，或可說是 1995 年政府部會的共同關注，除文建會於此
年提出「文化產品化、產業文化化」之外，具有文化產業意義之相關政策計畫亦
具體的出現在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於此年開始推行的「地方特色產業輔導計畫」，
其選定具有地區特性之行業予以輔導，選定條件有三：1.具有歷史性或獨特性 2.

對地方經濟及社區發展有貢獻 3.屬消費性且可發展為鄉、鎮、區特色。
三、經濟部商業司「商店街開發推動計畫」與「形象商圈塑造計畫」
將文化產業理念與商店意象進行結合，在經濟部商業司於 1996 年推動的「商
店街開發推動計畫」與「形象商圈塑造計畫」有所呈現。「商店街」是由多數中
小零售業緊密聚集於特定地區所形成的商業聚集體，可發揮因商店聚集所產生吸
引顧客的相乘效果，其經營理念為導入區域性的共同經營理念，進行店舖群小區
域的共同管理，摒除自掃門前雪的自我意識型態，建立互助互利的社區意識；
「形
象商圈」是將地方自然形成之傳統商圈，結合當地人文、特產及景觀等特色，導
入現代化企業經營理念，藉由商業設計與建設之改進，並且凝聚商圈合作意識，
強化商圈競爭力，塑造具有形象特色的現代化商圈，以達到大店與小店共存，傳
統與現代共榮之理想。
四、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政策」
文建會於 1996 年開始推動之「社區總體營造政策」，與文化產業實密切相
關。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已關注到「文化產業」之推動，其計畫內容包括「社區文
化活動發展」
、
「充實鄉鎮展演設施」
、
「輔導縣市主題展示館之設立及文物館藏充
實」與「輔導美化地方傳統文化建築空間」四項軟硬體核心計畫。社區總體營造
作為公部門 90 年代最為大力推行之文化政策，企圖在當前掠奪性經濟發展思考
方式之外，尋找一種地方導向型和內發型的經濟發展策略，去代以引入外來資金
帶動地區發展的做法，以免帶來了各地均質化、單一化的發展面貌，使地方的特
色在發展過程中流失。
五、經建會「改造城鄉新風貌行動方案」
經建會由 1997 年開始整合推動的「改造城鄉新風貌行動方案」
，亦和文化產
業推動有所關聯，方案中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辦理有關創造城鄉
新風貌所需之規劃設計及建設經費，針對有關違建、攤販、廣告招牌、電視天線、
電纜隨意搭掛，開放空間、公共建築、古蹟、工業區等周圍地區及河川、鐵公路
沿線、海岸之環境雜亂，農漁山村之環境破敗，山坡地之濫墾、濫伐，與整體社

區環境之景觀等問題，由點而線著手改善。
六、文建會「振興地方文化產業，活化社區產業生命力計畫」
「振興地方文化產業，活化社區產業生命力計畫」為文建會 1999 年推動之
計畫，是配合「改造城鄉新風貌行動方案」
，並在「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既有基
礎上，進一步結合各縣市文化中心、文化局、鄉鎮及地方民眾，推動地方文化特
色產業，其計畫目標為：輔助地方政府推廣文化產業資源與特色，促進民眾認識
地方文化風貌，進而參與社區總體營造工作行列，並宣傳「文化產業化、產業文
化化」理念，鼓勵民眾關心整合運用地方文化產業資源，營造地方文化特色產業，
提升價值與競爭力。
由上可知，過去文化政策以一種隱諱的方式藏在各式的活動當中，通常以補
助的形式誘導社會的文化發展方向。90 年代具有文化產業意涵之相關政策計畫
相當紛雜，從閒置空間再利用政策、2001 年「文化資產年」
、2002 年政府推動的
「文化創產業」與「新故鄉社區營造」等計畫，逐漸的減少補助，實際以建構文
化藝術的環境架構，希望構築生活的品質提升，以文化滿足經濟需要的生產方
法。在文化產業議題更持續受到注目時，行政院於 2002 年將「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納入「挑戰 2008 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之一，促使相關部會研定與文化創意
產業相關之子計畫，學習如何開拓創意領域，結合人文與經濟發展文化產業，文
化創意產業扮演了文化政策上重要的轉折點。
貳、文化創意產業之內容
文建會在 1995 年「文化產業研討會」中首先提出「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
化」之構想，此一「文化產業」概念，隨後成為我國「社區總體營造」的核心。
在全球化與科技化兩股力量的推進下，全球新經濟型態已轉變為以創新為主之知
識經濟型態，
「全球思考，在地行動」更成為 21 世紀之主流思維，政府為貼近此
一脈動，因此於 2002 年正式將「文化創意產業」這項「文化軟體」列為「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其中一項，文化創業產業發展計畫，期待藉由結合藝
術創作和商業機制，以創造具本土文化特色之產品，藉以增強人民的文化認同與

增加產業的附加價值，就文化創意產業之定義與範疇為一說明，內容如下（行政
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2004：第三章第二篇）：
一、我國文化創意產業之定義
2003 年 3 月及 7 月，由經濟部、教育部、新聞局及文建會共同組成跨部會
「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第二、三次委員會議決議，基於就業人數多或參與人
數多、產值大或關連效益高、成長潛力大、原創性高或創新性高、附加價值高等
特性， 經過跨部會「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多次地討論及參考聯合國教科文
化組織與英國政府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再根據灣台灣文化的特質，該小組
決議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為「源自創意與文化積累，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與運
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力，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昇的行業」。
二、文化創意產業之範疇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範疇，係「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在第三次委員
會議討論中，基於「催化創意生活產業發展，觸動文化創意產業新契機」的願景
下，將「視覺藝術」
、
「音樂及表演藝術」
、
「工藝」
、
「設計產業」
、
「出版」
、
「電視
與廣播」
、
「電影」
、
「廣告」
、
「文化展演設施」
、
「數位休閒娛樂」
、
「設計品牌時尚
產業」
、
「建築設計產業」和「創意生活產業」等十三個類別列入推動範疇（見表
3-1）
。文化創意產業的範圍涵蓋文化藝術核心產業、設計產業、創意支援與周邊
創意，而它的影響及於整個產業大環境的周邊產業。
表 3-1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之範疇
項次

產業名稱

產業概括說明

1

視覺藝術

凡從事繪畫、雕塑及其他藝術品的創作、藝術品
的拍賣零售、畫廊、藝術品展覽、藝術經紀代理、
藝術品的公證鑑價、藝術品修復等之行業均屬之。

2

音樂及表演藝術

凡從事戲劇（劇本創作、戲曲訓練、表演等）、音
樂劇及歌劇（樂曲創作、演奏訓練、表演等）、音
樂的現場表演及作詞作曲、表演場地（大型劇院、
小型劇院、音樂廳、露天舞台等）
、表演設施經營
管理（劇院、音樂廳、露天廣場等）
、表演藝術經
濟代理、表演藝術硬體服務（道具製作與管理、

舞台搭設、燈光設備、音響工程等）
、藝術節經營
等之行業均屬之。
3

工藝

凡從事工藝創作、工藝設計、工藝產品展售、工
藝品鑑定制度等之行業均屬之。

4

文化展演設施

凡從事美術館、博物館、藝術村行業均屬之。

5

設計產業

凡從事產品設計企劃、產品外觀設計、機構設計、
原型與模型的製作、流行設計、專利商標設計、
品牌視覺設計、平面視覺設計、包裝設計、網頁
多媒體設計、設計諮詢顧問等之行業均屬之。

6

出版

凡從事新聞、雜誌（期刊）
、書籍、唱片、錄音帶、
電腦軟體等具有著作權商品之發行行業均屬之。
但從事電影發行之行業應歸入 8520（電影片發行
業）細類，從事廣播電視節目及錄影節目帶發行
之行業應歸入 8630（廣播節目供應業）細類。

7

電視與廣播

凡從事無線電、有線電、衛星廣播、電視經營及
節目製作、供應之行業均屬之。

8

電影

凡從事電影片創作、發行映演及電影週邊產製服
務等之行業均屬之。

9

廣告

凡從事各種媒體宣傳物之設計、繪製、攝影、模
型、製作及裝置等行業均屬之。獨立經營分送廣
告、招覽廣告之行業亦歸入本類。

10

數位休閒娛樂

凡從事數位休閒娛樂設備、環境生態休閒服務及
社會生活休閒服務等之行業均屬之。
1. 數位休閒娛樂設備－3DVR 設備、運動機台、
格鬥競賽機台、導覽系統、電子販賣機台、動
感電影院設備等。
2. 環境生態休閒服務－數位多媒體主題園區、動
畫電影場景主題園區、博物展覽館等。
3. 社會生活休閒服務－商場數位娛樂中心、社區
數位娛樂中心、網路咖啡廳、親子娛樂學習中
心、安親班⁄學校等。

11

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凡從事以設計師為品牌之服務設計、顧問、製造
與流通之行業均屬之。

12

建築設計產業

凡從事建築設計、室內空間設計、展場設計、商
場設計、指標設計、庭園設計、景觀設計、地景
設計之行業均屬之。

13

創意生活產業

凡從事符合下列定義之行業均屬之：
1. 源自創意或文化累積，以創新的經營方式提供

食、衣、住、行、育、樂各領域有用的商品或
服務。
2. 運用複合式經營，具創意再生能力，並提供學
習體驗活動。
資料來源：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2004：第三章第二篇。

參、地方文化館計畫與文化創意產業
地方文化產業（Local Cultural Industry）具有廣泛的意涵，係包含了各項地
域特質的地方產業與具地方經濟價值獨特產品。地方文化產業所強調「地方性」
、
「獨特性」
、
「文化性」的產業特質，是創造地方新興經濟價值的驅動力，其具有
凝聚地方意識、深化在地文化內涵、發展地域性特色產業的創新能力。地方文化
產業經由當地無可替代的生活文化與先民的智慧累積，創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
化產品，所代表的價值性，將不僅止於產品本身的物化價值，還包含了其衍生的
附加價值，如提振地方經濟發展之有形價值以及地方居民生活體驗的文化共識之
精神價值。地方文化產業具有「原創性」與「特質化」
，它強調了當地的產業特
色與生活文化，也述說著在地的生活歷史過程與產業結構變遷，這些都是早期產
業行銷未加強與考慮的。因此，文化產業將可透過產品的交換買賣行為，擴張地
方文化的認知視野，獲得文化創新的交流平台，並藉由文化的加值、轉化、創新，
樹立產業的文化特質意涵與行銷模式，同時透過商品包裝的行銷概念，賦予商品
實際物化價值與心理層面的無形感受價值，透過滿足消費者心理層面的無形需
求，塑造地方新興經濟價值與發展契機，提升產業的市場價值與特有形象（郭品
妤，2000：18）。文建會繼 1994 年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之後，於 2001 年底
提出了一涵括全面性之重大文化政策：一鄉鎮一生活文化館計畫，2002 年修正
稱為「地方文化館計畫」。政府在 2002 年開始執行的「地方文化館計畫」，正是
文建會為整合之前公部門各項計畫而設計。計畫之立意，一方面作為社區總體營
造工作的延續，一方面也是國內旅遊發展方案的重要內容與地方文化休閒遊憩產
業的起點，企圖利用地方文化資產及歷史建築或閒置空間，結合地方文化產業，

充實旅遊內涵，豐富城鄉文化內涵，推展文化產業，厚植台灣文化競爭力。於是
在 90 年代以來各項相關計畫推動下，地方文化館、特色專題博物館陸續成立，
蔚為跨世紀文化界風潮，其中有為數不少與產業相關，或說是結合地方文化與地
方產業的展現方式之一（蘇明如，2004：107）。
依據地方文化館計畫說明，地方文化館計畫之理念：「為均衡城鄉差距，建
立鄉鎮文化建設據點，本會（文建會）規劃「地方文化館」，它是社區總體營造
的延續，同時也是國內旅遊發展方案的重要內容，更是地方文化休憩產業的起
點。」就社區營造政策的延續而言，「社區總體營造」主要是要培養社區居民的
草根民主，是要營造一個「新的人」與「新的社會建立一個人的新的生活價值觀」
，
它是一項永續的文化建設與社會改造工程。而「地方文化館」是要在鄉鎮建立起
一個足以永續經營的文化據點，而此據點將成為地方居民生活學習、訊息交流與
社會關心的軸心，也是文化特色蒐藏展示與表演場所（林陽杰，2002：33-34）。
就地方文化休閒遊憩產業起點而言，是為了因應加入 WTO 後，降低對農村產業
造成之衝擊。地方文化館將可提供農村產業一個美感遊創（美學＋感性＋遊憩＋
創意）的產業轉型機會，吸收因農業休耕或停產所釋出的人力，降低失業所造成
的衝擊。另一方面，由於文化休閒產業的提供，使都市與鄉村間經濟互動更為頻
繁，創造了新的內需市場，活絡了地方農村經濟。地方文化館計畫的主要內涵是
有以下幾點：1.建立鄉鎮文化據點：對內是社區營造據點，鄉土資料中心，對外
是地方特色旅遊資訊中心及展演場所。2.尊重地方特色為其主要內容：分為展現
社區營造成果的社區館及以地方特色為主的特色館，如產業館、生活工藝館、自
然生態館及沙灘博物館。3.閒置空間再利用：以閒置空間的再利用為主，原則不
再蓋新的館舍。透過閒置的空間的建設及美化，鼓勵居民參與，帶動社區環境改
造，共同營造美好家園。4.「文化經濟力」的創發：鼓勵民眾發展新的文化產品，
並透過文化包裝及促銷活動，推廣地方產業，透過文史專業人士深入探究文化內
涵，增加產品附加價值（文建會，地方文化館計劃，2002）。
地方文物館的設立風潮方興未艾，文建會接續推動「地方文化館計畫」，其

目的在「呈現地方文化特色。有別於正統博物館強調『專業』、『完備』，地方文
化館將『創意』見長，係在各地特有的文化基礎，比如地景、生態、風俗、藝術、
產業等之上，藉由在地人才的策劃經營，並運用當地既有的建築空間，創造出自
己的願景，完成足以吸引外來觀光客的社區博物館。為達到憑地方資源便足以永
續經營的目標，其方式要能融入社區生活，激發社區人才運用源源不絕的創意積
極投入運作，因為在彼此相互激盪之下，變化出多樣的文化風貌，使社區生活更
加豐富且具有創造性」（文建會，地方文化館計劃，2002）。2002 年，文建會為
了延續社區總體營造成果，提振國內旅遊、厚植地方文化力量，提出「充實地方
文化館計畫」
。這個計劃已納入「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中，預定以六
年的期程建置或充實地方文化館，並以永續經營為目標。行政院「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將「充實地方文化館」列為其子計畫，文建會將持續輔導地
方政府及民間團體，利用現有閒置空間，籌設具特色、創意與永續經營能力之各
類文化館，成為地方文化據點與旅遊資源，帶來就業機會與經濟效益。更將成立
專案輔導團，協助進行館舍建築物修整、周邊環境美化、館藏蒐集整理、研究推
廣、藝文活動推展、義工組訊、文化產品研發、經營管理等工作（行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編，2004：第三章第三篇）。

肆、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之範疇
一、客家文化之意義
若要問「客家」這個名稱從那裡來？從文獻中觀察，這個名詞早見於清初，
至遲在十七世紀晚期已經見到使用。二十世紀初的«嘉應州志»則明白告訴我們，
「客家」一詞不是這群人的自稱，而是廣東省的首府廣州一帶，講廣東話的人對
他們的稱呼（邱彥貴、吳中杰，2001：27）。客家移民在上述地區開荒立業繁衍
子孫，一方面承襲了原鄉的生活方式與風俗信仰，一方面因移居地風土氣候的不
同，以及接觸到不一樣的族群，長期交互影響的結果，使文化發生新陳代謝的作
用，形塑了嶄新的台灣客家文化（莊華堂，1998：124）
。在現代化影響下，使得

客家族群的精神氣質與對自我認同的皆有不同的轉變。
「客家」並非一個民族的
概念，
「客家人」亦非居住在某一特定地區的氏族，而是從宋朝之後用以說明「由
外地遷徙作客他鄉的移民」
，以「客戶」對照各地原住的「主戶」
。地方文化的形
成係由於在當地文化的同質性以及與區域文化的異質性所形成的地區獨特性，並
且具備與時俱進的良好傳統以及經驗傳盛（郭百修，2000：31）。
從過去歷史發展的主流現象來看，臺灣客家運動最重要的目標，應是客家語
言的保存與延續。客家運動對於語言的制度性的搶救著墨最多，漸漸成爲客家政
策的主流性施作方向，其他客家相關政策也就成爲次要的施政重點。尤其在文化
産業方面，因爲種種因素所致，客家文化似乎很難和産業有所連結。最早産業化
的客家文化，應該是客家美食。從客家小炒、粄條、米粉與米食（米齊粑、各式
客家粄等）到獨具風味的調味方式，已經成爲跨族群共同經營的族群性文化産業
（陳板，2002：3-6；陳運棟，2003：32）。客家文化振興與地方文化產業結合，
已成為近年傳承客家文化的主流趨勢，從我國「文化產業政策發展歷程」
、
「地方
文化館計畫」、「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與客委會推行的「新客家運動－
活力客庄、再現客家」等計畫，都輔導地方傳統產業創新，帶動地方經濟發展，
傳承及推廣客家文化。
「客家文化」這個詞的意義，在台灣本土化運動的影響下，從原本客家族群
的生活方式，讓許多的族群產生一陣文化復振的熱潮，也影響到其所從事的文化
產業上的差異，成為客家族群再認識本身客家文化的一個新的方向。希望藉由消
費的過程認同某種文化價值，或者再創造一種新的認同。年輕一輩的客家人開始
從事一些重建「傳統」的工作，經由文化現象的論述，重新去審思自己的族群身
份，經由一個再教育、再認同的過程，重新去學習客家的文化，並且將之消化吸
收後，再創新跟推廣。新創造出來的「客家氣氛」、「客家文化」
，在新一代的客
家族群學習著購買這些文化商品的行為中，同時也學習到了新的族群認同。這些
商品雖然脫離了客家文化生存的脈絡，卻也在大量製造的商品中，創造出消費者
對這種文化氣氛的慾望，在選擇消費的過程中，達到了對客家文化的認同再造（張

維安，2000：17；陳玉苹，2000：301）
。每個地區皆有其獨特的自然與獨特的人
文特色，有其機會發展出自己的客家文化産業。地方的特色，是客家鄉鎮重建生
機的契機。具體可見的「食衣住行和育樂」
，漸漸受到消費者所注意，也有局部
的特質受到了超乎異常的關照，可是，我們也開始在某些客家鄉鎮發現了過度觀
光化的現象，有些地方甚至還有清楚的自覺性（陳板，2002：9-11）
。
由上述客家文化概念中可知，每個地區的客家文化基於其當地的人文、地
理、風俗習慣等環境之不同，長期累積而型塑了當地的客家文化，因此客家民族
在其苗栗縣所呈現出的客家文化必有其特殊性與地方性。在後工業社會重視個人
品味、反璞歸真的生產與消費模式，以及全球化時代強調地方特色與文化產業復
興，配合週休二日的休閒旅遊熱潮，也許正是具文化特色的少數族群，可以兼顧
文化保存與發揚，又能提振經濟與改善生活的雙重目標（劉阿榮，2004：24）。
故本研究客家文化之定義將從客家地區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以振興客家文化及
跨學科整合研究之觀點出發加以探討。
二、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之特色
由上述對我國文化政策發展歷程與內容的瞭解，可得知文化創意產業成為知
識經濟時代中重要的文化資產。同時，在本土化運動風潮與民間團體的覺醒中，
加上政府力量的補助，也讓客家族群從事許多相關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客家文化
經過各地時間不等的歷史發展，以在地的人文條件與在地的自然資源，漸漸發展
出屬於地方的族群文化。在這樣的文化發展脈絡下，臺灣客家呈現了極具在地
性、多樣性。因此，要說明客家族群的文化特質，並不是一件容易的事，倘若要
說明客家文化的特色與其所從事的行業之間的關係，更是不易（陳玉苹，2000：
279）
。由此可見，族群的特質，因時代而異，許多的特色和分類也隨著建構的環
境，而有所差異。在討論客家人所從事的文化產業之前，本研究先透過行政院客
家委員會對相關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之發令規章來瞭解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之核心
概念，進而定義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之特色，其內容如下：
（一）相關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之法令規章

根據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法令規章之內容，發現與客家文化創意產業有關之法
令，共有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客家特色產業創新育成補助作業要點、行政院客
家委員會補助地方政府推動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作業要點、行政院客家委
員會推動客家文化設施活化經營補助作業要點等三項，其法令內容要點如下說明
（行政院客委會，2005/5/15）：
1.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客家特色產業創新育成補助作業要點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為推動客家特色文化或地區相關產業，並輔導傳統產業創
新，帶動地方經濟發展，以傳承並推廣客家文化，特訂定推動客家特色產業創新
育成補助作業要點，其重點內容如下：
(1)補助對象：
個人或經依法登記立案民間團體。政黨、民營事業單位所屬團體不予補助。
(2)補助範圍：
A.潛力並有地區獨特性之相關產業發展及行銷計畫。
B.客家文化特色之相關產業發展及行銷計畫。
C.社區發展策略，並提升社區生活品質、帶動地方就業之相關產業發
展及行銷計畫。
D.地區傳統產業之創新計畫。
E.地區文化生態旅遊推動及行銷計畫。
F.推動客家特色產業創新育成計畫。
2.行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地方政府推動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作業
要點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為補助地方政府推動客家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協
助客家地區文化與產業相結合，發展具有客家特色之文化休閒產業，以創造就業
機會，並發揚客家文化，依據行政院核定「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新客
家運動—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與「行政院客家委員會對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補助處理原則」之規定，訂定本會補助地方政府推動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

畫作業要點，其重點內容如下：
(1)補助對象：
地方政府，係指縣（市）政府等。
(2).補助範圍：
A.規劃設計類
以結合文史團隊、產銷組織及社區參與之方式，就客家地區具代表性、獨特
性的產業，如農特產、建築、木雕、陶瓷、編織、紙傘、美食、民宿等，朝規劃
設計、合作經營、建立品牌、推廣行銷與研究發展等方面研提計畫。
B.設施類
以結合文史團隊、社區參與營運之方式，就客家地區可供運用之空間建物，
如客庄聚落、煙樓、館舍、農會供銷處、民宿、觀光休憩系統等，結合周邊產業
環境設施，朝充實展示售服務中心設施及周邊公共施設，或改善生產、技術及加
工設施等方面研提計畫。
3.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客家文化設施活化經營補助作業要點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為推動客家文化，活絡地方文化活動，促進客家文化設施
之有效利用，特訂定行政院客家委員會推動客家文化設施活化經營補助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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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點內容如下：
(1)補助對象：
客家文化設施經營管理單位（含直轄市、縣市政府等地方政府、經依法登記、

立案之民間團體，但政黨及民營事業機構所屬團體除外）及個人，均得依本要點
規定提出申請。
(2)補助範圍：
(A)社區參與客家文化設施經營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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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稱客家文化設施，係指以辦理客家文化相關活動為目的之藝文、展演場館設施。活化經營，
係指運用一切有效之方法，提升客家文化設施之功能、增加其使用率、並充實客家文化活動之深
度與社區參與之廣度，促進在地文化之傳承、累積、成長與創新。

(B)客家藝文團隊駐館計畫。
(C)客家文化設施經營相關之文化創意商品開發與設計。
(D)客家文化設施經營所需志工招募、培訓及運用計畫。
(F)推動客家文化設施之館際交流、合作計畫。
(G)藝文、展演場舘本身有關之文史、田野調查研究計畫。
(H)對於客家文化設施活化經營之研習、訓練及學術研討等活動。
(I)其他符合本要點宗旨之計畫。
由上可知，為推動客家特色文化或地區相關產業，由輔導傳統產業加以創
新，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奏傳承並推廣客家文化之相關產業乃為客家文化創義產
業之要義。
（二）大湖草莓園區為文化創意產業之創意生活產業範疇
由文建會對文化創意產業所作之 13 類範疇定義來看，苗栗大湖草莓園區屬
於文化創意產業 13 類範疇中的「創意生活產業」
。根據經濟部文化創意產業推動
小組在民國 92 年對文化創意產業之範疇所做的說明，創意生活產業是指：
「源自
創意或文化積累，以創新的經營方式提供食、衣、住、行、育、樂各領域有用的
商品或服務。運用複合式經營，具創意再生能力，並提供學習體驗活動。」也就
是創新思維的產業經營模式，將創意或文化累積，運用創新、突破的經營方式，
進而發展台灣原有的創意生活產業。因此，此項商品包含了「產品」
、
「場所」
、
「服
務」與「活動」四個必備要素，而商品的提供者與消費者在過程中均能獲得知識
的增長，透過創意與文化的加乘，讓食、衣、住、行、育、樂產業更為優質化、
更加蓬勃發展（見圖 3-1）
。推動以來，漸獲社會各界體認到以產業核心知識，整
合運用創意或文化積累，促使產業轉型或升級的重要性（陳昭義總編，2003：
216-217）。

第二節

苗栗客家文化之人文社經背景

本節主要以：壹、苗栗縣地理位置與經濟結構，貳、苗栗縣客家文化政策形
成與推行之背景，參、苗栗縣客家文化振興計畫之內容，此三大方向為主軸加以
說明。

壹、苗栗縣人文經社背景分析
苗栗舊稱「貓狸」—道卡斯平埔族原住民指平原之意。乾隆初年就有客家人
進墾，到了清光緒十五年設縣就以苗栗稱之。苗栗客家山城是北部客家人最重要

的據點卻因地理環境及開發的關係，以海線和山線做為居住族群主要的分野海線
為福佬人的聚落，山線的頭份、苗栗市、公館、大湖、銅鑼、三義、頭屋、西湖、
造橋、三灣、獅潭、卓蘭，都是純客家人居住的地區，只有卓蘭自開庄以來，便
和東勢保有密切的關係，且主要動線也都以中部的東勢為主，因而一直被劃歸為
中部的客家庄，南庄和泰安地方，原本為原住民的主要勢力範圍，但如今也有許
多客家人居住其間，而成了客家庄（劉還月，2001：151）。
依語言來分，全縣客家人約佔百分之六十一，閩南人約佔百分之三十三，原
住民百分之一，其他省籍約百分之五（郭怡秀，2003：10）。若以地域來分，可
區分為山線、海線及中港線，海線閩南人多，中港溪與山線則以客籍佔絕大多數，
閩客之間的比例約為一比二（蕭新煌，2001：415）
。苗栗是境內多山的縣市，保
留較多傳統一級產業的縣市，也是客家人集聚的聚集地，是具有優秀山水特色的
山城。苗栗縣地區共有十八鄉鎮（見圖 3-2）
，人口五十六萬餘人（苗栗縣重要統
計季報，民 94：苗栗縣政府主計室編印）
，多散居於沿海平原及山間盆地，其分
布大致由沿海地區向東部山區逐漸稀疏。
苗栗位於台灣中部峰腰地帶，西臨台灣海峽，東北接新竹，南連台中，依山
傍海，風光明媚。地形地勢上，大致可分為平原、台地、丘陵、山地等四種，除
台地之外，其他地形都非常有規則，由西向東依平原、丘陵、山地順序排列。苗
栗是有名的山城，平原較少，山岳及丘陵地區佔全縣面積 82.7％，境內有大壩尖
山、鹿場大山、八卦力山、馬拉邦山、八角棟山及關刀山等山脈，並有中港溪、
後龍溪、西湖溪及大安溪等貫流其間。由於地形地勢坡度複雜，氣溫、雨量及土
壤之分佈，亦隨之各有不同，大體而言可稱適中，適合各種不同農作物之生產，
且境內有明德、永和山、鯉魚潭等水庫，灌溉水源充沛，農業經營在本縣生產總
值上仍佔有其相當重要的地位(苗栗縣農業局網站 11，20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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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栗縣農業局，網址：http://www.miaoli.gov.tw/Agriculture/fruition/fru_01.as。

圖 3-2

苗栗縣鄉鎮幅員範圍圖

資料來源：苗栗縣政府工務旅遊局 12（2005/7/1）
在產業比例上，以一、二級產業人口比率較臺灣地區為高，三級產業人口比
例僅 41.1%，較臺灣地區 52.3%為低，今後三級人口數和比例將逐漸提高。在聚
落發展上，苗栗縣各鄉鎮市的發展，受到地形和台灣南北縱貫交通運輸走廊所影
響，分布在省道台 1 線和鐵路海縣附近的五個鄉鎮，是主要的平原區，人口較多，
佔全縣的 52%；其次分布縣中央地帶台 13 縣、中二高與鐵路山線的丘陵地帶，
有七個鄉鎮，人口佔全縣的 11.5%。主要人口聚集地區是竹南鎮、頭份鎮和苗栗
市等三個市鎮，土地僅佔全縣的 7%，但人口佔 43％，工廠家數佔 51.7%（郭怡
秀等合著，2003：21）。
苗栗縣屬一典型的農業縣份，農戶數 40,329 戶，佔全縣總戶數 146,167 戶的
26％，農業人口計有 210,689 人，占全縣總人口數 559,703 人的 44％。苗栗縣土
地面積 182,031.49 公頃 ，耕地面積 35,116 公頃，耕地指數 19.29％(苗栗縣農業
局，2005/7/1)。由於台灣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之後，農業是衝擊與影響
最大的，以農業立縣的苗栗縣更深受影響，現在整合觀光資源發展休閒農業是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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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栗縣政府工務旅遊局，網址：http://pcw.miaoli.gov.tw/map/map01c.htm#。

栗縣政府大力推行的政策。從社會經濟區位來看，每個地區都有其適合發展的產
業，以苗栗縣市而言，其具有好山好水的地理優越環境，又有歷史悠遠的傳統藝
術，人文特色濃郁，對於苗栗縣市的觀光業之發展會有很大的助益，而以苗栗的
地理景觀與人文特色而言，觀光業的發展應是提昇當地人民生活的重要方式之
一。

貳、苗栗縣客家文化政策之形成與推行
「客家」並非一個民族的概念，
「客家人」亦非居住在某一特定地區屈氏族，
而是在宋朝之後用以說明「由外地遷徙作客他鄉的移民」，以「客戶」對照各地
原住的「主戶」。地方文化的形成係由於在當地文化的同質性以及與區域文化的
異質性所形成的地區獨特性，並且具備與時俱進的良好傳統以及經驗傳承（郭百
修，2000：23）。由於此等遷徙、勇於開拓的性格，使客家人與各地方文化相互
融合，表現特殊的語言、風俗、習慣及文學藝術等，既承襲遠古遺風，又肇於新
環境的風氣，充分表現出客家民系的氣質。地方文化的延續，係由於地方的生活
經驗累積而成，並且對地方生活有所助益，隨著時間的演進，更加豐富地方的傳
統與經驗（郭怡秀等合著，2003：6-7）。
苗栗縣位處於台灣的中北部，縣內人口約有 64%為客家人，是一典型的客家
縣份。近二十餘年來，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本土意識抬頭，經濟成長所以引發
的城鄉差距等因素，致使客家文化面臨快速消逝的危機，身為客家大縣的苗栗，
對此一危機不能視而不見。苗栗縣客家文化政策形成與推行之背景，以民國 91
年為時間的分界點來論，可由兩大部份加以說明，內容如下：
一、民國 91 年前：議題為導向之客家政策
如訪問紀錄A1 13所言，一直以來苗栗縣都積極推動客家文化之相關事物，只
是早期對其客家議題關注者較少，故其所引起之意象與影響較不為人重視。如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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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為本研究訪問苗栗縣文化局長，其目的為瞭解客家文化政策在苗栗推動情況之詳細過程(訪
談紀錄參見附錄二)

問紀錄 A2 提到：「…像早期的客家文獻室…像一些客家文獻的蒐集…像客家文
物館的設置，這就更早期了，以前的人就開始做了，像一些客家文物和文獻的蒐
集。也就是說當政府有要推行會擬定這樣子的政策或計畫時，它就會配合去做。
還有像一些傳襲的計畫，像一些表演藝術人才，像八音的承襲計畫、戲曲的傳襲
計畫，以前都有在推。
（編號 A2）」
；也就是「…它可能這些的議題或方案在執行
時，它可能配合像是教育部的鄉土教材的編輯阿，或鄉土課程教育的推展阿，比
如說配合文建會去發展地方的特色阿，比如說你要充實地方社會的藏書阿，這樣
的一個計畫阿，發展阿，配合它地方特色的活動阿，或者充實地方特色的文物館
阿，配合這樣子一個中央訂的政策，它去執行這樣子的一個方案，以客家的東西
來做主軸的方案。
（編號 A3）」
。從此，可瞭解早期苗栗縣客家政策乃是議題導向
為主，配合中央之相關地區性之政策推行，則地方再擬定計畫來申請補助，來推
行有關客家文化之事物。
「…其實過去一直都對客家文化的東西有在做一些措施，只是說過去它不是以一個議題為
導向，而是以累積的…」（A1）

二、民國 91 年起：「食衣住行育樂」全方位客家文化振興計畫
如訪談紀錄 A4、A6 所言，從 2000 年所提出的客家振興計畫中，可算是一
個時間點，有系統完整的規劃，讓民眾更容易去接受與瞭解它。如訪談紀錄 A5
提到：「比如說鄉土語言的課程，就是配合中央來推動的，就是說你配合這樣的
中央政策，來去擬定計畫來爭取經費。那時候也沒有說什麼客家政策，只是說那
時候是一個鄉土語言政策，或是地方文化政策，或者是其他地方文化發展政策一
起結合來去推動（編號 A5）」
。所以，如訪問紀錄 A7 所言：
「…生活就是文化嘛！
我們要用什麼樣的東西讓民眾去瞭解，所以我們才想到說要用這樣子的「食衣住
行育樂」的涵蓋的範圍去討論這樣子的東西…民眾才比較容易去深刻的感受
到…」
。因此，苗栗縣從民國 91 年起，開始全方面從苗栗縣民的「食衣住行育樂」

著手帶動客家相關事物，來推行客家文化之發展。
「只是說，比較起來大家比較瞭解，或是說目前大家看到的東西，是我們在九十一年時所
提出來這樣一個振興的計畫，如果你要把它界定說一個有比較完整系統計畫來說的話，可
能這個是一個時間點啦，那致於其他是不是有比較完善系統的政策，那我是覺得因為有的
部分，像是比較地區性的，配合地方的特色來推動的，你說它有沒有系統，其實有阿，像
文物館的設置阿，也有系統在做阿，只是那時候是配合一些文化政策在做。」（A4）
「嗯，你不能說中央沒有系統阿，因為它要根據你地方的區域環境的特色來擬訂一個方案
讓你去做…我們提出這樣子的振興計畫…可以界定在民國九十一年的時候這個計畫書的提
出來。」（A6）

參、苗栗縣客家文化振興計畫之內容
有鑑於此，苗栗縣政府乃擬訂客家文化振興計畫，以四年為計劃推動期程，
期藉由本計劃的推動，以重現客家文化，使苗栗縣能在二十一世紀成為台灣的客
家大縣。本研究由苗栗縣文化局網站（2004/9/10 查詢）14中，其苗栗縣客家文化
振興計劃之內容整理如下：
一、計畫目標
透過傳統客家聚落的活化再生，並結合本縣觀光、產業、文化的發展，使客
家文化與本縣的「綠色產業」結合推展，以達到傳承、宣揚及保存苗栗客家文化
的目標。易言之，此計畫的執行即是，「以再造客家聚落為手段，以文化觀光產
業為主軸，以重現客家文化為目標」。
二、計畫性質
客家族群之先民，早期在政治、社會及自然環境等因素之影響下，經歷數次
遷徙。在此過程中，因和途經地與定居地人民廣泛交流，而吸收了各地文化的精
華。職此之故，欲有效表現出客家文化的精華所在，從客家族群之食衣住行育樂
等面向切入誠屬必然，是以本願景之全縣性計畫之執行策略亦以此為經緯，玆分
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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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栗縣政府文化局，網址：http://www.mlc.gov.tw/。

（一）有關食的部分：
計畫包括：1.以商品行銷手法，建立客家米食的品牌標章，以推廣客家米食；
2.實施認證制度，建立客家餐廳的 CIS，一來讓遊客能輕易找到客家餐廳，享受
客家美食；二來可到聯合宣傳及促銷的目的；3.以本縣特有之陶瓷或木雕為包
裝，創設客家便當；4.包裝可重複使用達到講求環保、促銷傳統產業及宣傳客家
美食三重功效。
從民國九十二年起，苗栗縣對於客家餐廳的認證至今仍不斷持續進行中，如
訪談紀錄 A11 所言，至今已有相當完善的認證標準與系統。再來，如訪問紀錄
A12 所言，在客家食譜之研究也有相當卓越的成效發表。由受訪者紀錄 A13 可
知，現今政策重點則以協助客家食品創意品牌行銷為重點。
「食的部份…客家餐廳認證的部份，建立餐廳認證的標準，已經有一套的系統。」（A11）
「92 年開始，一個是客家餐廳的認證計畫，還有一個就是客家食譜的推廣，比如說怎麼做
客家醃漬的東西，和傳統客家料理，創新客家料理等，我們編了一套目前全國最完整的客
家食譜」。（A12）
「…創意品牌的行銷，重新做創意產業的包裝，從去年開始就輔導業者做一個重新包裝改
變，像我們選了幾個地方，像銅鑼的客濃之鄉、公館的郭家庄、愛之味等，做客家醃漬的
重新包裝，因為我們還沒做發表，我們是設計完了，重新包裝，但還牽涉到能不能量產的
問題。」（A13）

（二）有關衣的部分
計畫包括：1.強力宣導客家服飾；2.與大學院校之服裝設計科系合作，重新
設計或改良客家服飾，以符合當下流行趨勢並迎合年輕人穿著時尚。
如受訪者 A8 所言：「真正在落實上的話，我們是有設計出一套民服，我們
跟地方的服飾店設計一套客家民服，變成苗栗縣的縣服…希望藉由這樣的縣服，
讓大家去討論這樣的東西…」
。如訪問紀陸 A9 所言，主要目的是希望：
「既然關
心到這樣一個議題後，那是不是還有另外一個可能？那每個服飾店自己去做發揮
它們的領域，讓大家注意到這個議題然後去做。」

因此，如訪問紀錄 A10 所言，目前苗栗縣縣政府本身作為表率推動客家服
為民服的服飾，其效果已經獲得迴響與效法。再者，也積極對於新的客家服設計
與創意進行研究，此方面的問題則尚未全面付諸實行，仍有待研究。

「嗯，大概是這樣子。其他設計或改良上，他們都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了。至於能不能設
計出來，這關係到很多創意和產業的問題，還有行銷的問題了。」（A9）

（三）有關住的部分
計畫包括：1.呼籲民眾保存傳統客家「伙房」建築，並訂定獎勵措施，鼓勵
民眾朝向復古式建築；2.設計適合縣民居住之「客家屋」，其設計書圖免費讓民
眾索取；3.設計費為誘因，吸引民眾採建「客家屋」。
在住的方面，如訪談紀錄 A14 所言：
「…希望能夠訂立一個獎助的措施，我
們有一個獨立的計畫，希望鼓勵民眾去做。像我們會做一些社區的書櫥，那我們
有些獎勵的措施，就是我們要怎麼鼓勵民眾去蓋這種房子。」同時，如受訪者
A15 所提，「好客屋」建築辦法之擬定與執行等方案已有完善與規範，目前則要
著手進行有關客家建築之網站內容設計，讓更多的人瞭解客家建築。此外，不單
從傳統客家建築去思考，其亦努力加入新的創意元素，希望能創造出現代客家建
築之代表意象。
「那這個建築的東西不是只有傳統的，還會加一些新的元素，建築的推廣我們一直在建議…
不要只是傳統的設計，也可以徵選一些國外設計的當代的客家設計，因為設計後可能成為
一個當地的標的和文化的地景，那其實都是在結合這樣一個思維在做。」（A15）

（四）有關行的部份
計畫包括：1.專人設計本縣之交通動線標誌，使旅客存有客家意象，看到標
誌即知進入苗栗；2.成立本縣觀光旅遊資訊系統(內含本縣之交通、旅遊景點、名
勝古蹟、住宿、農產等資訊)。

在行的方面，是苗栗縣對目前有關於行的政策尚未有具體推行的部份，其政
策規劃方向，如同受訪紀錄 A16 所言，著重在：
「…像就是一些景觀、動線指標。」
（五）有關育樂的部份：
1.加強本縣國民中小學之鄉土教育；2.加強本縣國民中小學之母語教學；3.
舉辦本縣國民中小學之母語演講或說故事比賽；4.舉辦本縣三代同堂之母語演講
或說故事比賽；5.爭取客家文化園區之興建；6.舉辦客家文化節；7.辦理世界客
屬懇親大會；8.辦理文化月活動；9.辦理兩岸客家戲曲及音樂匯演；10.結合本縣
木雕藝術，續辦國際假面藝術節；11.成立客家文化研究中心。
從訪談紀錄 A17 可發現，有關育樂的部分是一直都持續推行的，其成果不
勝枚舉。其訪談紀錄 A18、19 也得知，苗栗縣文化局在推行育樂相關活動時，
也思考到其文化性保存之問題，像是族譜研究等。其對於基礎育樂之相關研究問
題，更為重視，而不僅僅於用舉辦活動之方式來推廣客家文化；同時，也積極進
行文化數位化典藏之工作。

「…這很多，我們沒辦法講完…客家文化園區的興建阿，客家文化節，喔！這已經辦好久
嚕…我們每年有不同的議題阿，這些議題都配合我們「食衣住行育樂」的議題阿。」
（A17）
「文化月和文化節和匯演都是一樣的，這其實都是合在一起的…除了這些以外啦，像這個
客家的族譜研究，族譜的蒐集與整理…列為我們這個工作的一個重點裡面。」（A18）
「像族譜的研究、家族或族譜的數位化，那我們現在在做這個東西，我們也一直在爭取錢
嘛…」（A19）

苗栗縣客家文化政策提出目的在透過傳統客家聚落的活化再生，並結合本縣
觀光、產業、文化的發展，使客家文化與本縣的「綠色產業」結合推展，以達到
傳承、宣揚及保存苗栗客家文化的目標。易言之，此計畫的執行是「以再造客家
聚落為手段，以文化觀光產業為主軸，以重現客家文化為目標」。由上可知，苗
栗縣觀光應結合當地文化創意產業，這樣一來不僅能讓當地觀光發展，更可以又
效促進產業與文化之結合，基此，本研究以大湖草莓文化園區之客家文化創意產
業為個案研究，探討其現況發展結果與未來發展之策略建議，作為日後客家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之參考。

第三節

大湖草莓文化園區計畫之形成背景

本研究客家文化之定義將從客家地區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振興客家文化之
觀點為出發，以大湖酒莊與草莓文化館為個案研究，本節主要以：壹、苗栗縣大
湖鄉地理位置與經濟結構，貳、大湖草莓文化園區的發展緣由，參、大湖草莓文
化園區計畫內容，此三大方向為主軸加以說明。

壹、苗栗縣大湖鄉地理位置與經濟結構
苗栗縣大湖鄉人文地理環境，透過大湖鄉的地理位置、主要經濟結構加以說
明，其內容如下：
一、地理位置
大湖鄉位居苗栗縣的南方，大湖鄉總面積共有 94.235 平方公里，在全線十
八鄉鎮中僅次於泰安鄉、南庄鄉、通宵鎮，位居第四。大湖鄉轄區內共有 12 村，
178 鄰，南毗卓蘭鎮，東接山地泰安鄉，北連獅潭鄉、公館鄉，西北與銅鑼鄉，
西南與三義鄉為鄰（如圖：3-3）
。最東處為後龍溪上游大湖溪中興橋中線，與泰
安鄉中興村為界，最北處為後龍溪上台三線汶水橋西側，最西與最南端均位於哆
囉固溪與三義鄉、卓蘭鎮交界處。全鄉地形狀似短筒馬鞋，鞋跟在馬拉邦山，鞋
尖則在鯉魚潭水庫土石壩下游（苗栗縣大湖鄉公所網站

15

，2005/6/13）。大湖鄉

人口總數共有 18728 人，大部份是來自廣東、福建兩省的客家人、閩南人，另有
少數的原住民（林文進等，民 93：32）。

15

苗栗縣大湖鄉公所，網址：http://www.dahu.gov.tw/dahu_geography.htm。

圖 3-3

苗栗縣大湖鄉鎮幅員範圍圖

資料來源：苗栗縣大湖鄉公所網站 16(2005/7/1)。
二、主要經濟結構
大湖鄉屬農業鄉，因受交通及地理環境之限制，迄今無較大型之工業，只有
中小型之農業及林產物加工、絲織、陶瓷、食品加工及其他金屬製造、機械設備、
電子類、雜項工業等。大湖商業圈，主要由大湖、明湖、及靜湖村之局面所構成，
大湖汽車站、市場均設於商圈內。大湖鄉原以稻米生產為主，近年來因國人飲食
習慣改變產量逐漸減少，大湖是台灣草莓的主要產地，大湖草莓不只為本鄉帶來
財富，發展出來的觀光果園形態更是休閒農業的範本，大湖鄉所生產之柑桔、甜
柿、幸水梨、新興梨、紅肉棗、桃接李亦享有盛名，香茅油及蠶絲則為本鄉特有
之物產名聞遐爾，歷史優久。雖然目前工商發達，農業人口快速外流，但農業之
重要性在大湖鄉並未降低。依最新統計，農戶 3744 戶，占總戶數 85%，農業人
口 11487 人，占總人口數 60%，耕地面積約 2400 公頃（林文進等，民 93：62）。
由此可知，苗栗縣大湖鄉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結構，其大湖草莓為大湖鄉主要
經濟作物，且大湖草莓觀光果園之歷史悠久，故本研究以此為研究之個案，擬從
大湖草莓園區探討苗栗縣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問題，藉此給予計畫相關建議，讓園
區發展能更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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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14。

貳、大湖草莓文化園區的發展緣由
苗栗縣大湖鄉草莓栽培歷史，最早可溯自民國 23 年由日本人引種於陽明山
高冷地帶試種，民國 47 年大湖鄉民吳士金、賴雲添、賴世源等人引進大湖地區
栽培(苗栗縣農業局 17，2005/7/1)。大湖鄉在民國 65 年代已成為全台高經濟農作
物的生產模範地區，大湖鄉所生產的草莓碩大香甜，產量佔全台 90%以上；民國
68 年大湖地區農會試辦觀光草莓園成功，民國 72 年開始辦理共同運銷，種植面
積逐年增加，如今大湖已是台灣優良草莓產地的代名詞，台灣「草莓霸主」的地
位更是無人能取代。大湖地區為苗栗縣農業生產重鎮，70 至 80 年代在發展精緻
農業及稻田集團轉作政策下，農會推廣人員全力輔導成功的轉作成 400 多公頃的
草莓園，並引進新技術、新品種生產出果大、味美、新鮮的草莓，且開辦全省第
一個觀光採果，造就大湖成為「草莓王國」之美譽，奠定觀光農園先河，亦為大
湖境內之重要高經濟農產品（行政院農委會 18，2005/7/1）
。
雖然觀光農園發展甚早，但農民操作方式仍趨於保守經營，農民大多數還是
以傳統農耕為主，而遊客只是來此觀光採果，經營層面侷限於農產品之銷售，未
能滿足遊客食宿休閒遊樂各方面的需求。近年來國內的農業相關產業，隨著WTO
開放的衝擊下，大多朝向『強化品牌內涵』與 『農產精緻化』的兩大方向邁進。
尤其大湖鄉農會積極進行的大湖酒莊，結合當地的觀光資源與文化特色，設置草
莓文化館，展出有關草莓的資料，讓遊客在採果踏青、品嚐佳釀之餘，也能有個
知性之旅。其整合農業資源，加速推動觀光休閒農業，結合休閒酒莊、草莓文化
館的成立，協調休閒農業旅遊發展樞紐，使遊客來到大湖地區一個具有休憩、娛
樂、賞景、教育、品茗、深耕地方文化等完整的知性之旅，配合政府各項農業輔
導措施，提供農民所需資訊、技術、資金、行銷、管理、不斷創新，加速本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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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栗縣農業局，網址：http://www.miaoli.gov.tw/Agriculture/fallow/fal_02_1.asp?city_i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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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農委會（2005/4/3），網址：http://www.gamadian.com/bulletin/view.php?catid=4300。

農業轉型以永續經營農業（大湖農會 19，2005/7/1）。

參、大湖草莓文化園區計畫內容
苗栗縣的大湖草莓，是早期推動觀光果園的先驅，早已全國知名，要採草莓，
便到大湖，似乎是遊客們的直接反應。然而草莓園的發展，數十年來仍維持傳統
提供採摘的營運方式，而在時代的進步下，僅僅採摘草莓，己不能滿足遊客的需
求，除了基本的農產品之外，其有機產品、二級產品、草莓園中的各種體驗、十
多年來所累積的草莓文化之推展、草莓的各種相關產品等，都是值得保存價值文
化資產。大湖草莓園區為因應加入 WTO 世界貿易組織後的衝擊，盡全力輔導轄
區農民轉型成多元化整體農業觀光休閒，配合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倡導設立酒莊與
草莓文化館，下就苗栗大湖草莓文化園區規劃過程、預算補助與政策目標為一介
紹，其內容如下：
一、苗栗大湖草莓文化園區規劃過程
在面臨 WTO 之競爭、威脅下，傳統農業面臨的是新的挑戰局面，農產品不
再是侷限於銷售，為能有效運用各種資源，帶給遊客更多的選擇。如訪問紀錄
B4、B11、D2 所提到的，苗栗縣農業局身為當地農會的主管機關，其提供農會
921 重建委員會計畫之資訊，農會則根據計畫補助之內容提出申請，希望能藉此
計畫將觀光農園轉型為休閒農業。

「農業局…在業務的功能上它就是輔導農會的主管機關…重點擺在輔導農會本身要有開創
新興業務…結合 921 一個重建的計劃之外…也希望能夠在它現有的產業裡面，能朝向多元化
創新產業來推動。」（D2）
「所以這項計畫可以說是由農會整體一起發起的了。」（B4）
「我們是接受計畫的補助，根據計畫作業規定來進行和連繫。當初是有計畫的，是上面通知
下來的。」（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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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農會網站，網址：http://www.dahufarm.org.tw/htm/index09.htm。

由訪談紀錄 D1、D11、D13 可得知，苗栗草莓園區計畫主要分成酒莊和草
莓館兩項計畫。在酒莊的部分，當初在苗栗縣草莓園區之計畫申請共有卓蘭鄉與
大湖鄉兩個地方，由這兩個地方分別對中央提出其申請計畫，再由農委會審議小
組以競爭型態之方式加以評估，最後決定是由大湖鄉農會獲得該項計畫之補助。
而草莓文化館之計畫，如受訪紀錄 B14 所言，草莓文化館是為了配合酒莊文化
產業加以申請的，主要還是以酒莊為主，草莓文化館計畫主要目的是希望讓酒莊
呈現多元化功能的休閒地方。
「酒莊的部份，在 921 重建會和農委會的一個計畫輔導，是以苗栗縣提兩個單位，就是兩個
鄉鎮，其中是以大湖草莓酒莊與卓蘭的葡萄酒莊兩個計畫，那經過農委和和重建會成立一個
審議的小組…大湖酒莊在全省八個酒莊裡面它是以第一名的成績雀屏中選…」（D1）
「草莓園區本來的規劃是在卓蘭，但是規劃到後來它地方公所和農會…在卓蘭地方的居民
意願是很高，但是行政部門和民間團體的農會當時在意願上都比較居於保守…」（D11）
「…是在所謂競爭型態的這樣的方式，由各地成立的酒莊的鄉鎮來去準備評估報告，然後送
給農委會和重建會來審議…」（D13）
「…文化館是不一同的計畫呀！它們兩是不同的計畫，主要還是酒莊，再以文化館與當地
文化產業去結合，主要是酒莊文化產業去結合，就是一個多元化多功能休閒的地方。這是
我們當初主要拿計畫時候的看法。」（B14）

二、預算補助上
大湖鄉農會與苗栗縣政府積極的推動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經營，投入 1 億 2
千餘萬元規劃興建休閒酒莊、草莓文化館、多功能農民活動中心，形成現在的大
湖草莓文化園區，藉由設立苗栗大湖草莓文化園區，希望能充分整合利用大湖鄉
內各項資源，有效運用資源，由點而面的結合，漸至建立一個完整旅遊網，將傳
統產業加入創新之元素，與文化相結合，同時讓休閒農業蓬勃發展，亦也使遊客
對當地人文文化有所瞭解，追求永續發展之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經營（黃榮將總
編，大湖鄉農會）。其酒莊與草莓文化館在預算補助之情況如下：
如受訪者 D7 所提到，草莓文化館計畫的預算上，「…總經費是一億，那縣
政府主要負責是在相當計畫協助和管考的工作，我們縣政府是不用出配合款，那
鄉鎮本身在提計畫時也不用提配合款，那就是總經費是一億分三年度來執行。」

又如訪談紀錄 D9 所言，在酒莊計畫的預算補助上，因為「它的計畫原先本身是
說補助 1000 多萬，後來是調整到補助 600 多萬的經費，雖然後來部份補助的相
關經費有陸陸續續的…但是整體的硬體的設備上，是不夠的非常多，那錢的短缺
將近一千萬左右，那這個部份除了縣政府給予差不多 300 萬的協助外，其他不足
大概六七百萬的經費，就從農會本身原有要興建大樓本身的部份，來挪用到投入
大湖酒莊的計畫來，所以整體來說中央的經費和縣市政府的配合，和自由資金的
配合…（D9）」才能讓這兩個計畫很順利的成立，此一部份由訪談紀錄 D8 也可
得知。
「…規劃做草莓文化館的這樣子的一個計畫，也把它農會本身要規劃的農會大樓就一起合併
把它做一起的計畫研究，那獲得它們理事會和監事會的同意。原先它們規劃農會大樓是在
6000 萬到 8000 萬預算內的規模，那加上你草莓文化館的計畫來共同搭配，那農會就可以把

原先農會需要花費的大筆的經費先節省下來，然後做未來新興事業的使用…但大湖酒莊的補
助在中央初步的補助厚，在地方是不足以成立一個具規模的酒莊的經費，大部份還是以本身
農會的資金來供應為多數」（D8）

然而，由訪談紀錄 D10 可知道，草莓園區計畫之預算補助上，第一年是由
921 重建委員會所提供的，從第二年開始，大湖農會就必須自己根據產品特色或
是政府各項計畫來提出相關經費之補助，來讓園區產業得以持續發展。
「重建會它本身不具相關產業審核的能力，所以委由各業務單位來審核各縣市所提的計畫，
那經費是由它逕撥縣市政府。第一年的計畫都是向 921 重建委員會來提，那第二年以後，這
個計畫沒有以後，那就是轉由向縣市政府，向它新產品像湖莓戀啦，新產品開發出來的費用，
都是縣市政府直接全額來提供，第一年、第二年縣政府每個單項產品都提供將近 200 萬給
它。那另外就是它有一些新興開創的東西，所以它可以透過向個別產業，向文化創意產業這
部份向相關的部會來申請。」（D10）

三、計畫政策目標
在 90 年 8 月經農委會酒莊評審核定之後，於 90 年 12 月開始動工，並在 91
年 7 月 取得財政部－酒製造業許可執照， 91 年 12 月 21 日正式對外營運。除
成立農村休閒酒莊加速推動觀光休閒，並動工興建草莓文化館，在 94 年初硬體
設施建設完工，草莓文化館內將大湖多年來對草莓的栽種心得、果園發展、人文

史料等等這些大湖最珍貴的文化資產放入草莓文化館中永久保存供國內的友人
參酌，成為一座人文景觀與文化內涵的多功能主題文化休閒園區。
為了使典型的農村轉型成多元化整體農業觀光休閒的目標，留住農村青年在
地發展，促使產業觀光，發揚鄉村文化，進而推廣成立酒莊，使其成為民眾休閒
觀光的新標的。大湖酒莊的設立結合泰安溫泉、薑麻園民宿等觀光果園和農特產
品等，建立全國唯一全年無休的整體農業觀光區域，配合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行
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委員會、苗栗縣政府、等先後輔導轉型。
如訪談紀錄 B13 所言：
「當初它的計畫輔導目標是在希望主要能帶動農業經
濟整個輔導起來，休閒能夠帶動起來，農村經濟能夠繁榮。酒莊的主要目的是在
說把外來的觀光客能夠帶進來，就是它計畫主要的輔導目的。第二，農會也趁這
個機會看看是不是能夠轉型，這也是它的目的所在。觀光休閒旅遊是最主要的目
標，次要才是農會轉型。」由此發現，大湖草莓園區計畫政策主要目標是希望能
吸引更多的遊客，次要的目標則在於協助農會轉型。因此，苗栗大湖草莓園區結
合草莓文化館，農村休閒酒莊及整合週邊旅遊景點，成為草莓文化酒莊休閒園
區，希望以創意產業之精神，為當地造就休閒農業的新指標，使文化與產業相結
合之永續經營。

第四節

大湖草莓文化園區之現況與行銷策略

本節主要以：壹、大湖草莓文化園區空間配置與展示內容，貳、大湖草莓文
化園區行銷方式，此兩點來對大湖草莓文化園區當前之發展加以說明。

壹、大湖草莓文化園區空間配置與展示內容
有關大湖草莓文化園區空間配置與展示內容，分別以大湖酒莊與草莓文化館
之空間配置與展示內容，加以說明如下：

一、大湖酒莊空間配置與展示內容
大湖酒莊的最大特色當然是在於草莓酒生產製作，而且大湖酒莊是亞洲第一
個草莓酒製酒產地，嚴謹製造過程及豐富充滿人文的教育，目前全世界只有加拿
大、美國有釀製草莓酒，所以大湖酒莊是世界第三個，東南亞第一個釀製草莓酒
的地區。因此，大湖酒莊以提升研發技術水平為發展基點，達到最精湛的酒品釀
造技術，最嚴格的酒品篩選管制，最優質的酒釀口感，建立自我品牌使行銷國際
化（大湖鄉農會，2004：2）。
此外，酒莊設計概念如受訪者 B3 所言：「嗯…我們酒莊厚，要在設計的時
候喔，因為我們蒐集了很多資料阿，我們參考像歐洲那種地中海式的那種造型，
我們酒莊的外觀，你看過了沒有？有點類似地中海阿，我們採這樣阿。一般來說，
釀水果酒在歐洲比較流行啦，所以我們採歐美那種地中海式的造型外觀。」除此
之外，大湖酒莊的硬體結構有製酒中心（見圖 3-4）、品酒中心（見圖 3-5），其
分別說明如下（大湖鄉農會休旅部，2004：2-3）：
（一）製酒中心：
在專人的導覽帶領下，遊客可以在廠外參觀酒莊設備先進的榨汁室、過濾
室、監控釀造過程與品質的化驗室、品酒師勾對配調的調酒室、包裝式以及體驗
進口不鏽鋼貯酒桶的超大容量。

（二）品酒中心：
在浪漫感十足品酒中心裡，遊客可以悠閒地品嘗口感佳、果香撲鼻、色澤清
麗的草莓酒「湖莓戀」、李子酒「陶然紅」，及酒莊推出的 2003、2004 紀念酒。

圖 3-4 大湖酒莊製酒中心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攝影

圖 3-5 大湖酒莊品酒中心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攝影

二、草莓文化館空間配置與展示內容
草莓文化館之設計，如受訪者 D12 所言：
「大湖這邊的計畫，因為當時也沒
有一個主題說要做什麼樣的園區，當時的名稱叫農業文化園區這樣子，當時是倣
效南投竹山它有一個竹的園區，所以當時我們的主題定位並不是那麼明確，那因
為確定卓蘭沒有辦法執行以後，我們就把它移到大湖來，那大湖來了以後我們和
輔仁大學和健康管理學院教授討論後，發現把它鎖定在草莓這個主題做為一個文
化館來規劃，可能是蠻有創意的，而且全省像大湖要怎麼集中栽種草莓的也不
多，所以後來就決定以草莓文化園區這樣子的一個計畫來確定它的一個定位問
題。」其希望同時藉由建立以草莓文化館為中心的大湖鄉觀光據點，運用草莓文
化館作為各種活動之舞台以成為地域發展中心，及地域觀光資訊的發信地，以草
莓為主題的草莓文化館（見圖 3-6）
，建立在大湖鄉整體發展中的地位，串聯草莓
文化館和地方其他文化據點間的關係亦建立以大湖為中心的地區整體發展進而
形塑大湖發展的面貌。草莓文化館主要以靜態展覽、動態活動 DIY 及體驗教室
方式，其硬體結構如下說明（大湖鄉農會休旅部，2004：3-4）：

（一）草莓文化館一樓：
1.服務台：
大門入口設置一服務台，假日將有專人為旅客服務，提供休閒旅遊景點諮
詢，導覽解說預約等服務。
2.農特產品展售區：
此區販售一些有關地方農特產的產品，以及有關草莓相關系列的產品，如草
莓娃娃、草莓醬、草莓果凍、草莓酒蛋等等。
（二）草莓文化館二樓：
1.展覽區：
不定期展出各類作品，讓藝術氣息融入文化館。
2.放映室：
目前播放的是經過籌製拍攝一年多的酒廠製酒流程影片，片長約 10 分鐘，
以讓遊客了解一瓶酒如何從原料開始採購到包裝。
（三）草莓文化館三樓：
文化館三樓為草莓生態展示區（見圖 3-7）
，介紹草莓的由來、育種、栽種方
式，與大湖酒莊和草莓文化館發展歷史，讓大家可以瞭解有關草莓與園區之發展
知識。
（四）草莓文化館四樓：
此一層樓是以經營具當地農特產品風味之莓鄉醉美餐廳（見圖 3-8）
，放眼望
去一桌桌有草莓形狀之餐桌椅，彷彿置身在草莓王國裡。
（五）草莓文化館五樓：
五樓為文化館之空中花園（見圖 3-9）
，設有草莓涼亭等設施，提供遊客休憩
時使用。

圖 3-6 大湖草莓文化館一樓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攝影

圖 3-7 大湖草莓文化館三樓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攝影

圖 3-8 大湖草莓文化館四樓

圖 3-9 大湖草莓文化館五樓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攝影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攝影

貳、大湖草莓文化園區行銷策略
大湖酒莊與草莓文化館之行銷方式，分別為產品策略、推廣策略與同業與異
業之策略聯盟計畫等三大類加以行銷，其行銷內容分別說明如下（大湖鄉農會休
旅部，2004：5-6）：
一、產品策略
（一）產品種類、生產量與生產期規劃
大湖酒莊是以當地生產的新鮮草莓和紅肉李為主要原料，釀製出草莓酒和李
子酒，以此種酒品為基礎，研發出各式酒品。酒莊於每年草莓盛產產期，與紅肉
李盛產期時，收購當季新鮮原料，經農藥殘毒檢測、果實篩選清洗後，冷凍保存，
以調節酒廠生產線，使可達全年生產。

（二）品牌建立、包裝設計與故事說明：
草莓，俗稱愛情果，用愛情去釀的酒就是草莓酒。草莓酒給消費者的印象就
是那種浪漫與夢幻的高貴感受，所以酒品的設計方向也需符合這種質感走向。
（三）酒品以外其他相關產品之開發規劃：
大湖酒莊以草莓酒與李子酒為基本原料，結合有相關優良技術的廠商，陸續
開發出深受遊客喜愛的酒類副產品，例如香醇綿密口感的草莓酒冰淇淋、李子酒
冰淇淋、草莓酒蛋糕、湖莓戀香腸及健康低糖無人工添加物為訴求的大湖草莓醬
等知名產品。更規劃出草莓文化館四樓空間，設置複合式草莓餐廳，研發以草莓、
草莓酒為原料的各行各業具備色香味創意料理，期望讓遊客能有全然一新的感
受。
二、推廣策略
（一）銷售通路之建構
酒莊的設計規劃理念，在初期是以帶動週邊區域商業平衡發展為主要任務，
再加上草莓的年產量並不大，所能生產的酒產量有限，所以目前為止，尚以酒莊
展售區為主要單一銷售窗口，而對於遠地和欲續購之顧客，則用宅配方式，服務
到家。
（二）產品廣告計畫
苗栗縣政府在草莓產季時，都會舉辦草莓文化季，來大力促銷酒莊產品，吸
引許多遊客蒞臨大湖。
三、同業與異業之策略聯盟計畫
建構休閒農業套裝旅遊動線，積極建設、輔導各產銷班，結合轄區餐飲、溫
泉、住宿設計觀光休閒旅遊護照，建構一條完整旅遊動線，策略聯盟，以資源共
享方式提供遊客食、衣、住、行、採果、遊樂各方面之需求。

參、小結
在苗栗縣振興客家文化計劃中，強調地方特色與文化產業之復興，大湖草莓
園區之發展乃為落實農業委員會休閒農漁園區計畫及現代化農村經濟政策，發展
旅遊觀光事業；其農村資源和文化休閒旅遊觀光活動模式而建立的草莓文化園
區，是結合觀光旅遊、文化特色及開創農業經營上另一個新希望。
由上述對苗栗大湖草莓園區初步的文獻分析後，發現園區雖有設立草莓文化
館，但其仍朝休閒農業經營模式為主，故本研究擬由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之觀點出
發，藉由訪談政策各利害關係人之相關意見後，除藉此瞭解目前園區發展之情況
外，亦希望能提供園區能加強由苗栗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之觀點出發來經營，並提
供園區相關發展之策略建議。

第四章 大湖草莓文化園區之回應性評估：深度訪談分析

大湖酒莊和草莓文化館是不同的計畫分項來執行的，休閒酒莊是在 921 後開
始營運的，即將快有三年的歷史了，文化館是在去年 2004 年底才落成的。本研
究就計劃相關利害關係人進行深度訪問 20，以便瞭解利害關係人對此計畫之看法
與認知。
根據本研究方法設計，本章主要依照三項評估標準「政策設計妥適性」
、
「地
區行銷能力」及「計畫目標達成度」21對利害關係人進行分析研究。最後，將他
們對於該項計畫未來期許與建議作一綜合整理。

第一節

政策設計妥適性

文化產業是指生產及運用文化特色的產業。將生活、生態，以及生產的文化
等加以發揮應用而形成的產業（鄭晃二，2003：6-7，16-17）。因此，地方文化
產業須仰賴地方文化資源，再經由地域空間環境的塑造，或自發性特質所衍生發
展而成。大湖酒莊與草莓文化館計畫之執行已有一段時間，在政策設計妥適性評
估標準中，本研究以「利用空間或地理資源」、「資源分配」及「符合地方特色」
來作為評估指標，就此三面向加以分析。
壹、利用空間或地理資源
整體而言，大湖酒莊與草莓文化館在利用空間或地理資源上，如受訪者 E3、
F1 所言，草莓為苗栗大湖鄉最重要之經濟作物代表，農會是以現有大湖草莓園
區作為地方產業利基點，和周邊草莓園區相結合，來設計規劃出大湖草莓園區空
間與地理資源使用。

20
21

訪談紀錄參見附錄三至附錄九。
有關本研究顧客滿意度評估指標之部份則在下一章加以討論。

「大湖地區最重要的一個產業就是草莓呀…空間的設計上…以農會現有的地理資源環境去
設計…和它原來周邊草莓園區結合。」（E3）
「沒有規劃一個特定的區塊，因為都是私有地，我們也不可能和民眾承租，我們遊客一般看
到是沿台三線，比較大概遊客最常會來的。」（F1）

因此，在計畫執行至今，歸納受訪者對大湖草莓園區空間運用與地理資源上
之相關意見如下：
一、原有基地空間已不敷使用
如受訪者 D14 所言，目前大湖草莓園區之建地使用情況，已面臨飽和的狀
態，基地的空間已經不足了。
「當時在土地的篩選就是以現成的土地，農會提供的土地來使用…但是經過了三四年這樣的
執行狀況…發現到這個基地的空間已經是不足了…。」（D14）

原有建地之不足，會對園區空間利用和地理資源使用上產生問題，發現園區
現有硬體空間規劃的問題為：
二、周邊景觀與休憩公共設施須再加強，停車位嚴重不足
如受訪者 B2、B28、F2、G4 所言，目前酒莊與文化館在周邊景觀之公共休
憩設施上之建設尚未完善，其又因建地空間不足，造成停車位不夠，形成交通上
的問題。
「整體景觀的周邊阿，酒莊和文化館整體外面的這個方面和休閒的部分，這個還沒完善、還
沒做好。」（B2）
「…問題就停車場呀，尤其草莓季一來時，我想再做十個也不夠，我想這是比較大的困難…
平常還好，假日就會，到了草莓季就到了飽和的狀態。」（B28）
「假日的時候遊客很多，但是停車和會車都會出問題，在交通上我是覺得比較危險。」
（F2）
「沒有很廣的停車場、公共設施不夠多。」（G4）

三、欠缺住宿空間
如受訪者 G4 所言，目前大湖地區正在開發溫泉，這樣一來，將會為大湖帶
來另一波觀光熱潮。如受訪者 C5 所言，大湖草莓園區目前欠缺住宿空間來留住
想要過夜的旅客。
「你知道這邊有溫泉嗎？所以，我們還有再增加的空間。」（C4）
「大湖現在最缺的就是住宿的問題，這些住宿的東西，第一個財團嘛，第二個我們農會跳出
來做嘛！」（C5）

四、草莓文化館之文化內涵過於空洞
誠如受訪者 B1、C2、H9、H10 所言，發現文化館內所展示之內容，稍嫌空
洞。
「嗯…二樓的部份啦…比較是…嗯…當初因為計畫的關係，後續計畫沒有再爭取到，所以我
們目前二樓就比較空洞一點。」（B1）
「我們現在軟體面不大充足呀！所以想辦法去跟文建會那邊接觸。」（C2）
「…重點不止於你外觀規劃，硬體的設施還有地理資源的應用。我覺得更重要的一個資源是
文化的資源，文化內涵要進來。」（H9）
「…文化內容要強化…站在遊客的角度去思考文化的內容的設備上…要從消費者角度，從體
驗行銷的角度去看…在導覽解說上，這方面我覺得比較弱。」（H10）

受訪者對文化館之文化內涵不足，提供建議如下：
（一）必須不斷擴展相關文化的故事性
如受訪者 E33、E19 所言，文化館必須不斷發掘有關當地文化的相關故事，
來塑造出更強的文化故事性，來吸引遊客再次前來遊玩。
「故事的一個彙整呀！…其實目前它們很多東西都是作產業的東西，產業是一時的，做文化
是永遠的，你要永續的話，你的東西和你的故事性要越來越強。否則人家不會再去第三次第
四次。」（E33）
「…如果你只是賣一個產品的話，你的故事性不夠，其實消費者對你這個東西品牌的吸引力
會越來越低…這個還要去思考的問題呀！他怎麼去跟其他產業的連結呀！」（E19）

（二）輔導地方團隊、文史工作者加入
如受訪者 E32 所言，可以輔導地方團隊或文史工作者加入，讓文化空間運
用上有更好的展現方式。
「它們目前二樓的東西也不多，其實對於草莓的東西還可以再加強啦！…比如說大湖有很多
很有名的音樂家、文史工作者，其實它有這麼多的空間它可以為地方文化盡一些心力…我會
覺得它應該要在這個地方多去著墨，你怎麼讓地方的團隊，輔導地方的團隊在假日時也可以
有一些表演呀！相對的你也扶植了地方的團隊呀！」（E32）

五、空間與地理資源使用上，計畫執行時間很長，規劃時間卻很短促
由上述受訪者意見可發現，目前園區空間與地理資源使用已不足夠，其如受
訪者所言：
「我們的規劃和歐、日或其他國家的規劃是相反的…是規劃短促…一
個年度就要把它完成，然後執行要很多年…很多計畫執行會受到年度預算編列的
影響…礙於在當年度計畫比例控管的壓力。（D15）」
由此可知，政府在對於地方建設之計畫，往往因年度預算編列之限制，常常
缺乏中長程之規畫概念，使得地方在第一年爭取到經費後，必須加快腳步做出成
果讓中央加以考察，而未能完善的規劃設計計劃。這也造成，相關地方建設計畫，
在往後逐年的發展上，必須跟不同的單位爭取經費，如受訪者所言：「…哪一個
單位有錢，他們就盡量往哪一個單位鑽嘛！那他就是因為這樣子，才跟我們客家
的東西比較有關係嘛！（E4）」。

貳、資源分配
大湖草莓園區資源分配狀況，本研究以預算分配、相關利害關係人之角色互
動關係來加以歸納受訪者之相關意見如下：
一、目前爭取預算來源以配合款為主，補助款較少
如受訪者 B5、B6、B7 所言，大湖草莓園區計畫主要由 921 重建委員會補助，
苗栗縣農業局與大湖酒莊為對等的關係，共同負擔為大湖草莓園區硬體建設之相
關預算。從第二年開始至今，後續軟硬體的預算以配合款為主，補助款比較少。
「嗯…那預算主要是這樣，是由上面給的，是對等的，我們六百萬、酒莊六百萬，等於相對
是一千二百萬。文化館的話，它第一期的硬體工程就比較不一樣，第一期它是三千五百萬經
費給我們，但相對的我們也要三千多萬，我們發包硬體的部份就要六千多萬。」（B5）
「我們在後續軟體的部份後，剛剛我講的是硬體的部份，在軟體的部份文化局在第一年給了
我們兩百多萬，我的印象中好像兩百多萬。我們配合款比較多啦，它補助款沒那麼多。」
（B7）

二、由農會主導計畫之執行，增設休旅部處理對外觀光之相關業務
如受訪者 B6、B10、C6、B8、B9、B16 所言，大湖草莓園區計畫是透過農
委會知情的，農會希望藉此 921 重建委員會所提之計畫，能將農會轉型，其計畫
主導權以農會為主，其增設休旅部專責對外觀光之業務處理。
「這兩個計畫是 921 重建委員會給的，透過農委會知情的。」（B6）
「…一般農會沒有人敢去做這種文化性的東西…在管理上的財源、人員上可能就已經一大負
擔…是想要與產業文化結合，又配合酒莊…給它這樣的投入進去。」（B10）
「農業方面一定要農會去帶！我們那時候也剛好有一個機會，就整個在這兩三年內整個轉型
掉…」（C6）
「鄉公所比較沒有，苗栗縣文化局有給我們輔導。」（B8）
「對對！是以農會為主的。」（B9）
「…長遠的規劃目標著想，規劃一個休閒旅遊部…這個部完全是以對外的運作負責，窗口是
對外的，不是對農民，而是對觀光旅遊的東西。」（B16）

如受訪者 B15、B18 所言，農會希望能藉大湖草莓園區計畫，帶動大湖地方

之發展，不僅讓地方觀光蓬勃，也能讓農會開闢新的產銷管道。
「…不但可以農村經濟帶動繁榮，觀光人潮比往年逐年的增加。主要農會事業單位也趁這個
機會多開闢一個產銷的管道。也提供都市人來這邊踏遊阿。」（B15）
「基於農民的考量，考量到農民的生計，我們才營造出一個休閒酒莊。然後來帶動這個地方，
我們農會來做酒。」（B18）

三、農業局扮演持續輔導農產品研發之角色
苗栗縣農業局站在持續輔導的立場，主要協助開發與研發新產品，鼓勵其他
農漁會積極轉型。
「縣政府農業局有補助，還有文化局的產業活動方面的補助。」（C16）
「在縣政府的輔導立場，我們是持續的持續的…協助他開發和研發出不同新的產品出來…來
加強倣效和推動，來開創出更多新興的產業。」（D3）

四、文化局以當地文化宣傳為主軸，協助地方文化產業發展
如受訪者 E7、E11、E9、E14、E16 所言，文化局站在客家文化宣傳的出發
點上，藉由找尋地方文化特色，與其地方產業結合，來吸引更多遊客，進而帶動
遊客對當地文化之瞭解。目前須要改進的是地方周邊產業如何與地方文化更密切
的結合。
「我們扮演的部份還是協助它去做宣傳。但是產業的改變和創新其實應該是在農會或農業局
扮演的角色比較多，大概是這樣子的。」（E7）
「我們苗栗在推客家文化振興計劃嘛…多多少少他們也會認定說他們在推廣這些活動的時
候，要和客家文化有關連性嘛！所以他們也會做去跟周邊的區塊去做結合呀！」（E9）
「我們文化局每年年底都會辦一個客家文化藝術節…那我們也希望能夠透過活動帶動地方
產業的發展呀！所以我們才會做這樣的選擇嘛！」（E11）
「那一定要去尋找我們地區的特色的東西出來呀！用這樣子的方式讓地方的特色能夠起
來，讓地方的產業能夠發展透過活動來帶動產業的發展…」（E14）
「…比如說交通的問題呀，交通動線的問題呀！或是說行銷推廣能不能那麼普遍呀！然後說
地方的產業之間結合是不是可以那麼密切，我想這個都是需要改進的啦！」（E16）

五、鄉公所扮演園區周邊相關建設與輔導農民申辦業務之角色

如受訪者 F3、F4、F5、F7 大湖鄉公所主要協助大湖農會在大湖草莓園區周
邊做相關建設，礙於經費拮据之限制，整體來說，在大湖草莓園區整體規劃發展
設計上，能給予的協助較少，其主要扮演與農民溝通、輔導農民申辦業務的角色。
「有幫大湖農會他們做一些周邊的設施啦，就幫忙啦！像大湖酒莊旁邊和對面不是有停車場
嗎？旁邊那些是我們做的…畢竟我們鄉鎮單位經費也是有限。」（F3）
「鼓勵民眾厚，在既有農舍部份你去轉型成民宿…我們現在大湖這邊有 8 間民宿，不到兩年
間，從 0 到 8，我們也都一直在鼓勵他們，讓民眾知道這些訊息…」（F4）
「一年整體發展觀光的部份只有六萬塊，六萬塊這樣子！所以說…很很很…害…很很很拮据
啦！真的！所有單憑鄉鎮去做這個真的很孤力的。」（F5）

六、資源分配難免會受到政治立場與地方派系之影響
除此之外，從受訪者 F7、F15、F16、F17 所言，發現農會與鄉公所在推動
時，所爭取經費之管道不同，且鄉公所受之法令限制較多。如受訪者所言：「鄉
公所直接必須和你配合一些基本的建設，但他們可能真的經費很有限，我是覺得
應該還可以再提昇啦！像農業局和縣政府那邊就蠻配合的，這可能也是因為關係
到選舉和政治的立場的問題，所以這也會影響到地方的發展。那彼此現在溝通配
合上，我是覺得還好，但還是可以有增長的空間啦！（C28）」由此可以發現，
政治立場、地方派系等問題，有時難免在事權劃分上會有衝突的時候。
「…法令上多少會有一些限制存在啦。但是我們是政府機關呀，又要依規定來做，所以變成
有很多東西沒有那麼簡單去做實現…」（F7）
「農會都是接受農委會補助較多，按行政倫理上是要由先給我們才對，因為我們的農會比較
特殊，陣容比較堅強，所以，農委會跳過這個程序直接撥給農會。」（F15）
「農會可能就是農委會，像我們的話就是找客委會，因為我們的方面和農會體系不一樣，所
以我們要錢的管道也不同。只是可能有時候推廣的活動會就是了。」（F16）
「嗯…會呀！會想要協調好呀！可是，怎麼協調？因為，講最現實的，我們地方有派系，所
以這方面問題比較難，大概就是這樣！」（F17）
「站在一個中央長官的立場來講，關注這個地方他也不敢，他也有民意代表去壓他呀！這個
也是環環相扣呀！」（F11）

七、地方文化工作者經費不足，缺少正式意見溝通之管道

如受訪者 G1、G2 所言，地方文化工作者在從事地方文化資料蒐集之經費補
助上是相當不足的，往往都是靠發自內心有心經營的文化工作者自我奉獻。
「因為有很多東西文獻記載上面很少。都是口述口傳的，那如果我們不取使用找出來的話，
那就會斷層嘛！尤其大湖鄉的開發才 150 年而已，所以真正有文獻的資料很少。」（G1）
「沒有經費補助呀！就是說如果我們有興趣去從事某個客家文化或產業的探討時，如果文化
局有相關經費它會給我們，但…不夠不夠！」（G2）

八、開放多元化意見交流管道使地方文化創意產業發揮加乘之效果
如受訪者 G3、H7 所言，地方文化產業工作者在發表意見與從事各項文化工
作時，與地方政府並沒有較正式的溝通與意見交換管道，多為私底下聊天討論。
其也提出地方文化溝通管道，不是只能容納文化產業工作者，應開放給對此議題
有興趣之人士，給予意見交流、腦力激盪的空間。這樣一來，才不易自我設限，
能由更多元化的角度去討論地方文化創意產業相關問題。
「沒有沒有。我們都是自己在做比較多。要政府的計畫或辦什麼活動有需要我們時，才會有
機會來大家一起討論，其實很多都是我們彼此私下的互相的談天聊聊比較多啦！」（G3）
「比較可惜的是，地方文化產業工作者沒有發表意見與聯繫溝通管道。他們在整個規畫過程
中，其實都是農業的角度、觀光的角度去主導。到底文化局扮演什麼角色？我是認為他們比
較沒有，更不用說地方文史工作者在整個園區的規劃，整個表達管道，我認為這應該是去加
強的部份。相對的來說，這一部分的人也不應該自我設限來說，就只是為文化議題做一點發
言，其實很多產業都是相輔相成。」（H7）

九、未來應善用當地文化之學術機構與資源
如受訪者 H1、H4、H8 所言，以往相關苗栗縣文化產業之資源，大部份都
委託苗栗縣以外的文化產業相關學術單位或機構。近年來，苗栗有大學之設立，
又有相關休閒產業之科系增設，這都對從事地方文化研究上有正面的幫助。
「文化觀光應該是休閒產業一個很重要的意涵…大部份探討苗栗產業都是從休閒農業的角
度去看…地方文化工作者，他扮演的角色其實非常重要。」（H1）
「…要去慢慢強調文化的內涵，文化的內涵要靠文史工作者。當地大學的角色或是非營利組
織的角色來做。」（H4）

「…過去苗栗縣沒有大學有關，所以這些政府單位在委託案的時候，基本上都是先尋求外
面，苗栗以外的，現在有很大改善了。」（H8）

十、農民與農業局、農會之互動良好
如受訪者 B19、C7、C8、F8、I1、I2、I7 所言，農民透過產銷班會與農會和
農業局為意見溝通之管道。在收購制度上採公開收購的方式，目前運作都很良好。
「還都蠻好的。大致上農民與農會的互動還蠻順暢的。透過班會、班幹部研習會報與產銷會
報或個別訪問來互動。」（B19）
「其實我們有一個收購制度，我需要什麼樣的產品，我就需要什麼樣品質的原料…但是你一
定要經過檢定過，現在大湖的草莓都要通過檢驗…」（C7）
「目前我們沒有辦法固定，因為大湖 90%的人在種草莓…原則上是說，我需要這一批產品，
我就公開說我什麼時候要收購，你有這種東西的人你來登記…」（C8）
「其實主要還是農會去做啦，去主導這個計畫，我們有一個產銷班會，會去定期開班會，但
我們是站在一個輔導的立場而已。」（F8）
「有直接和農民收購也有部份是經過大盤商的。」（I1）
「沒有啦！反正農家人呀，大家都是在生產時間呀，就看誰要給它，只是說看時期不一樣而
已，因為它收購的有的是比較小顆的。」（I2）
「我們農夫是專門做自己的，不會說為了說為了農會怎麼樣子…我們不會這樣做…」
（I7）

參、符合地方特色
將受訪者之意見歸類成硬體外觀設計與軟體內部地方文化意象兩點，來論其
符合地方特色之意見，其分別為：
一、外觀以草莓為主題設計符合地方特色之建築
如受訪者 D25 所言：
「在符合地方特色，那剛好是在一個草莓特色集中的產
地來設置一個這樣子的酒莊或文化館，那我想是在特色上是蠻有它的一個特色，
而且像草莓文化館的設計，我們當時在考量上就是說當時怎麼去設計像一個草莓
的形狀…那它跟草莓的顏色比較容易融合，所以就這樣的考量就符合地方特色。
（D25）」其再歸納受訪者 C12、H12 所言，可以知道大湖草莓園區在外觀之設
計上是符合地方文化產業－草莓之特色的。

「…以地方產業為基礎來做一個明顯的地方特色。其實這一兩年內帶動的草莓文化的地方產
業就是阿。」（C12）
「…當初在規劃的方向是符合當地的，是對的。思考方向是對的…我覺得是相當正確的，規
劃方向是 ok 的。」（H12）

二、內部軟體空間之設計利用仍須地方居民一起努力參與
如受訪者 B17、C13 所言，在內部軟體之空間設計上是符合地方特色的，但
是地方文化意象之形成仍有待地方民眾一同配合，來共同加強內部地方文化空間
利用之塑造。
「完全符合！符合地方需要。」（B17）
「…一個文化的帶動，是需要周邊的居民去配合，造成一個形象，類似一個意象…很多地方
還要再配合。」（C13）

由以上分析結果，綜合討論可發現，園區在利用空間與地理資源上之規
劃，無論從硬體之設計或是軟體之展現，都是符合地方特色的。但是，由硬體空
間利用與地理資源來論，園區之發展受到原先固有農會用地的限制，其土地使用
情況看來，空間已經不夠使用了；同時，在軟體空間利用與地理資源來說，文化
館之內容仍有待加強。然而，這也涉及到資源分配所致，即因為資源分配之限制，
造成園區規劃時間短促，但計畫執行時間卻很長，使得園區未來發展之預算必須
以不斷對外申請相關配合款為主。因此，整體而言，各利害關係人對未來園區政
策設計妥適性之建議，應朝開放多元利害關係人之交流管道，提供其意見溝通與
參與之機會，這樣一來，不但能善用當地人力，輔導地方團隊與居民之加入，亦
能促進地方共同參與，為地方盡一份心力。

第二節

地區行銷能力

本節以「結合地方特色與服務之策略」
、
「促銷地方產品與服務之策略」及「吸
引遊客之策略」與「增加地區價值意象程度」來作為地區行銷能力之評估指標，
就此四面向加以分析。
壹、結合地方特色與服務之策略
如受訪者 B20 所言：
「我們當初會挑這兩種水果做酒，是因為草莓酒東南亞
唯一一座，然後又香嘛！品味也佳！我想草莓酒一定要做，要塑造草莓王國之一
來帶動。第二，李子酒在過去公賣局也曾經有收購過，後來菸賣局沒有收了，也
自然變成酒莊考慮的產品。所以目前我們是以這兩種酒為主要的產品，來釀造出
依酒精度不同的產品。
（B20）」在產品研發上，如受訪者 I3 所言，也越來越好了。
如受訪者 F13 所言，目前園區在結合地方特色與服務之策略上是正面上之肯定
的。
「他們研發的產品，現在也是剛研發，像去年、前年才剛研發嘛，才開始做酒莊呀！它現在
產品越來越好了啦…」（I3）
「我覺得當然符合地方特色。它所販賣的農產品和提供的服務都很能表現出呀！」（F13）

其受訪者對園區結合地方特色與服務之策略的相關意見，歸納如下：
一、除酒類產品外，多數產品都為委外研發與生產
由受訪者 B22、B23、B24、C9、D4、G5 所言，可知因為園區成立過程短
促，故在經營策略上，是以農會為主體，其自行挑挑選欲合作的廠商，給予相關
評估，其最後決定權也在農會。目前結合地方特色之產品與服務策略上，除了酒
的生產為農會自行開發投資經營外，其它多為委外研發與生產。如受訪者 I5 所
言，農民對於農產品能結合地方特色與服務也給予高度的肯定。

「我們自己主動挑選，上網蒐詢相關廠商資料，然後再去評估後，挑出幾家再去詢問願意
合作的。」（B22）
「有些技術我們提供，有些是互相，不一定，要看產品。」（B23）
「對，由我們決定。」（B24）
「生產這個部份，除了酒以外，我們都是委外，我們沒有必要浪費人力投資在這上面呀！研
發部份，學校現在很發達，學術也很發達，所以這個都不是問題。」（C9）
「這一次酒莊初步的推動在時間上有點急迫…完全是由農會來獨資，再加上各級政府、中
央政府的專款的補助，然後來成立這樣一個酒莊。」（D4）
「草莓冰淇淋不是農會做的喔…是委外廠商做的…因為經費和設備有限的關係。草莓冰淇淋
和草莓香腸都是一樣呀！」（G5）
「那當然有結合呀！那一定的啦！因為地方產品這已經是好幾十年的歷史了阿！種草莓已
經有 30 幾年的歷史了。」（I5）

二、以獨占市場的販賣策略來吸引遊客前往
如受訪者 B30、B31 所言，目前園區所販賣的產品多只是在當地地方才能購
買到的，其目的是希望能吸引更多的遊客前往。由受訪者 I4、I6 所言，發現就
農民自己並不會多元化開發新的產品，其主要重心仍在於把草莓種植好，有關於
如何結何地方特色與服務之策略，認為是由農會自己去做的。
「嗯，酒！第一個是酒，有很多都只有當地才能買到…像草莓酒、草莓蛋糕、草莓香腸、草
莓冰淇淋這些都是單一窗口，目前還沒批發出去。」（B30）
「…國內販賣陳架比較不理想，可能陳架後，人家可能就不會來了，所以這是考慮到我們地
方特殊性的問題。」（B31）
「那就算農會的事了呀，農會去經營呀，它如果領導人有遠景的話，他就會去發展呀。那我
們種草莓的不一樣，如果銷售的好的話，我們才會多元化去開發…」（I4）
「現在政府輔助的話 … 只不過是理論上而已啦 … 農夫走的是實際操作呀 … 因為農會協助
上，他都是以理論來帶動，其實理論有時候和我們農夫走的大概還有一段距離啦…」（I6）

三、以網絡之方式，倡導異業結盟以有利地方特色與服務策略之推行
如受訪者 E8、H13 所言，一個地區的文化，不能僅侷限在草莓文化園區，
必須要能與周邊相關之文化產業形成一個網絡來發展。如同受訪者 E10 所言：
「就
不是只有做他們自己的產業的東西…讓更多的異業去結盟啦…跟政府機關的合
作，然後跟民眾之間的討論，我想在這個創意園區它才有發展的機會。（E10）」

除此之外，如受訪者 E12 所言，其不能以草莓文化單向度思考，還必須思考如
何展現出客家文化。這樣一來在地區行銷之能力上，才能如受訪者 G6 所言，為
地方發展帶來很多商機。
「像地區文化的部份呢，像酒莊做好，它怎麼去跟附近的羅福星紀念館和其他文化的點相結
合在一起。」（E8）
「…它不能把它當做一個只以我為主，它可以是中心點，…它必須這樣構成很重要的網絡，
用一個網絡機制來展現地方特色。」（H13）
「…除了你把草莓的主題做完以後，你一定要給它呈現客家文化的內容、客家文化的東西出
來。」（E12）
「第一個比較受益的是當然是草莓農啦…帶來很多觀光客，也帶來很多商機呀！那第二個受
益的就是做生意的。」（G6）

四、文化創意之概念為傳統休閒農業發展注入新生命
如受訪者所言：「法國酒莊…他們做法就是，在酒瓶上去跟畢卡索、莫內的
後代子孫去簽約，把畢卡索、莫內的畫縮小在酒瓶上，就是酒瓶的標籤上它把它
創意化，讓它展現在葡萄酒酒瓶上。（H3）」傳統休閒農業要有所突破，除必須
要有對於強調物質本身之思維外，更要發揮創意來強調其延伸出之意境。如受訪
者 H 11、H15 所言：
「…既然是苗栗鄉親的生活方式，我們不是只有在種田而已，
我們還有歷史，我們還有所謂的根，我們的緣由是怎麼來，為什麼我們種草莓，
這些典故，其實需要有人去整理。所以這些地方的社區領袖、文史工作者，他可
以跟它們做整合、結合，來強化這一塊的內容。
（H11）」由訪談紀錄 H5、H6 也
可知道，我們必須從原有地方生活之方式為出發點，從傳統中找出創意，而地方
文化者則在此扮演了相當重要之角色。
「…文化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應該被尊重肯定，甚至被強化…不是只是看到表面的…比如
說：草莓什麼時候引進的、創作很多有關草莓的詩、故事，或是創做很多有關農村生活的點
點滴滴，這個比較可長可久。」（H5）
「…不可以把酒當作一個酒，它可以變成一個蒐藏品或是說禮物的東西，不是飲用的東西，
不強調物質的本身，而是強調它所延伸出來的意境。」（H6）
「另外一點就是，跟主流的藝術、節慶、運動來作結合…應該要有點社會責任，你的酒上就

用他們的標籤，這樣魚幫水、水幫魚，這是國外很好的例子和看法。」（H15）

貳、促銷地方產品與服務之策略
如受訪者 B21、D27、I9 所言，在園區建立後，透過各種活動的促銷，使得
觀光採收與農產品之促銷情況都比以往更好了。
「…每一年辦一個草莓文化季大型的活動外，透過新聞媒體這些媒介，用媒體來做行銷，做
活動的行銷…像是伴手計畫…這都是我們帶動產品來兼顧服務…」（B21）
「在促銷地方產品，我想我們那很多都是促銷地方特色的產品…」（D27）
「當然有變好呀！觀光採收有變比較好啦！」（I9）

一、農民與鄉公所在促銷地方產品與服務策略上參與較少
但在促銷地方產品服務策略上，如受訪者 I12、F14 所言，農民傾向以農會
為主，其以維護好農產品品質為優先考量；鄉公所在促銷地方產品與服務上也是
參與較少的。
「這要看農會的能力呀…我們主要還是顧好我們的農產品呀…所以我們是在搞品質呀…行
銷上我們就沒考慮這麼多了。」（I12）
「…公所主要的方式就是說我們配合去做一些周圍的設施或景觀設施，我們比較沒有說直接
去協助農會促銷地方產品與服務。」（F14）

除了農民與鄉公所在促銷策略上參與較少外，其他利害關係人對於促銷地方
與產品之策略有其以下意見，其歸納如下：
二、未來必須強調多樣化文化價值，深化旅遊的網絡
目前所運用之策略，如受訪者 C14、D5 所言，採取策略連盟的方式，與旅
遊業者作結合，規劃一日、二日遊行程來促銷地方產品與服務。
「第一個是辦活動…第二個就是和旅行業接觸。」（C14）
「…邀請相關的周邊產業後，互相的以策略聯盟的方式來推動…設立一個所謂一日遊或二日
遊的計畫…」（D5）

但是，單憑這樣的方式是不夠的，未來更需要深化文化之內涵，如受訪者所
言，
「酒莊本身這樣一種旗鑑型（flagship）的園區…它要能夠把周邊的所謂的多
樣化的特色來納進來…在顧客價值和消費者價值上，所以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它必須創造一個多樣化價值。至於說運用那些策略，那就是要深化旅遊的網絡…
（H14）」
。也就是，園區要能跳出只促銷地方產品服務之思維，以文化價值為軸
來深化旅遊之網絡。
三、未來應重視資金調度、產品開發與人員培訓之問題
除此之外，受訪者所言：「比較困惑的就是說計劃未來推動行銷的問題，要
怎麼來處理，甚至就是說資金的籌措調度上，和整個經營開發產品的問題，還有
就是人員培訓的問題…（D6）」。
參、吸引遊客之策略
園區發展至今尚未做過對遊客人數統計之分析，但根據受訪者 C15 所言，
人潮是倍數成長之情況。又如受訪者 B27 所言，其園區之收益乃是正收益情況。
「是！是正收益。」（B27）
「沒有，我們在人潮上沒做過評估，但是我們人潮是成倍數增長。」（C15）

歸納各相關利害關係人對吸引遊客策略之意見如下：
一、「事件、議題、願景」之順向與逆向的行銷方式
整體而言，園區行銷方式如同受訪者 B26、E5、E6、E17、F9 所言，包括了
旅遊網、地方文化季、客家文化活動、媒體置入性行銷、網路行銷等方式；無論
用何種方式，其不外乎歸類成兩大類，即如受訪者所言：「一種事件去引導一個
議題，然後議題去造成一個願景，這個叫做順向嘛。然後一個叫做逆向嘛，從一
個願景產生一個議題，然後產生活動。這就叫做一個逆向和順向操作的策略嘛…

回歸苗栗發展的最終目標，我們就是希望以觀光文化產業為主軸，那就要去思考
怎麼和地方文化產業結合呀！（E13）」。像是受訪者所提：「一般來的是走馬看
花啦…要能留住遊客來過夜的比較少…一個是大湖溫泉…現在正在開發…這方
面會比較會吸引到遊客。（G7）」觀光資源必須與地方文化產業相結合，兩者乃
相輔相成的。
「…在旅行社網站都會規劃一日遊或兩日遊…透過這種全面行銷網的方式來進行。」
（B26）
「…站在一個輔導地方產業的角色…辦草莓公主選拔、草莓文化節…也配合他們辦一些客家
文化的活動…一系列客家文化的活動，還有客家的研討會呀、一些表演…。」（E5）
「…他們的包裝怎麼去設計…怎麼樣推廣他們的產業，…怎麼去做整個區塊的連結…」
（E6）
「執行上的策略不管是宣傳呀、活動的配合呀、或是媒體的行銷呀、置入性行銷呀，這很多
種的操作模式都可以運用。」（E17）
「草莓嘉年華會…客委會有補助，部份是公所支付…除在草莓季節時期舉辦宣導活動外並已
製作本鄉之網頁供民眾瀏覽。」（F9）

二、開發出屬於自己的特色產品，不斷提升服務品質
如受訪者 B25、B29 所言，想要吸引遊客，首先在第一步就是要強化產品之
內容，來吸引顧客。在 E15、D16、I20 訪談內容中也提到，產品必須開發出自
己的特色，進而不斷的提升與改進服務之品質。
「要吸引觀光客上，你的產品一定要出來，然後再想怎麼靠行銷，這是一體的啦。」
（B25）
「…後續一些軟體計畫要繼續進行…在產品行銷上，主要還是希望結合我們大湖的水果…在
一年四季都有活動讓大家參加。」（B29）
「再來就是回過來說，讓這樣的東西怎麼去提供更好的服務給人家…慢慢的一些服務做的更
好，吸引的遊客會越來越多。」（E15）
「我是以走品質方面比較好，品質保證的話比較好啦！」（I20）
「…開發自己的產業的特性，我想這個就是吸收消費者到當地旅遊的一個誘因。」（D16）

三、不可只注重吸引遊客之策略，更應強化文化內涵來吸引遊客
如受訪者 H2 所言：「很多政府的心力都花在如何吸引，在行銷和宣傳上是
如何吸引新顧客。我們看到很多國外顧客…一直在強化文化的內涵…」。因此，

若要永續經營園區，不可只注重吸引遊客之策略，更應強化文化內涵來吸引遊客。
肆、增加地區價值意象程度
本研究主要探討的是增加客家文化價值意象的程度，由於客家文化之定義很
廣，因此，各利害關係人對客家文化之定位不同，亦影響了其認為是否增加地區
價值意象程度的看法，茲將各意見歸納如下：
一、就目前園區推動客家文化內容而言仍過於貧乏
訪談紀錄 F11 提到：「那些客家文化活動，每次都是那樣子阿…就是一些最
普遍大家對客家文化比較有印象的活動，像是齊粑ㄟ、放那個炮，還有一些傳統
客家歌舞…」
，
「其實說真的厚，我說真的啦！看的人多啦！其實說真的，可能宣
導上面也有點關係啦！辦活動的話，是我們圖書館在辦的！我想這是宣導的問題
啦！（F10）」，如受訪者 E21 所言：「這些元素有沒有在這個區塊呈現…比如說
大湖的草莓它到底它的包裝的東西有沒有呈現客家的元素和特色？那還可以討
論…（E21）」
。在訪問紀錄 G8 也提到：
「客家文化很難…是有讓大家注意到客家
文化的東西，但是在一些語言上的傳承阿…這方面就沒有了。」像受訪者 H16、
H17 所言，本身園區是休閒農業導向的，這些客家活動的推行只是可以再強化
的，目前來說，還不足夠增加客家文化價值意象的瞭解。
「對大湖認識很深，但是，是不是對客家文化瞭解，其實我覺得應該不夠…」（H16）
「因為它不是文化導向的，它是一種休閒農業導向的，這方面其實是可以強化的。」
（H17）

二、因地緣關係而間接增加對客家價值意象之瞭解
訪談紀錄 C18 提到：
「其實這是間接的啦…這明明就是客家人的地方嘛！那
來的人就要從中去找尋客家文化，那我們就是要展現客家文化給人家看。」當初
園區規畫，如受訪者言：「…本來那時候是想客家文化和草莓文化要去展現的…
但弄到後還現在只有展現草莓文化而已。
（C20）」造成軟體不足之因，如訪談紀

錄 C21 所提到的：「嗯..軟體上的問題，客家文化蒐集上的問題。」
三、園區內之相關客家活動推動，直接增加對客家價值意象之瞭解
如受訪者所言：「當初是以產業文化為主要規劃目的…間接的也會讓遊客注
意到客家文化的一些東西…（B32）」
。在園區內設計一些有關客家活動，像訪談
D17 所提到：
「設計一些活動的這樣的一個推動…來讓文化呈現或慢慢把它帶動
起來…整個客家文化結合到產業休閒算是有正面的意義。」就像受訪者 E20、E22
所言，藉由活動方式，讓大家討論這個議題，這對增加地區客家價值意象是很直
接的連結關係。
「我覺得是很直接…讓大家知道說苗栗劃上等號就等於客家了嘛！…不管到那裡都好，都會
讓大家去想說，這個東西是不是客家文化有關係？它其實已經有一些連結了。」（E20）
「如果說深度旅遊的遊客來說…到了那裡，人家就會問這和客家有什麼關係？人家就會去討
論這個議題呀！」（E22）

四、尚未重視以文化價值視為園區永續發展之主體規劃內容中
以農會立場而言，目前尚未找出客家文化在園區之發展優勢，其中在訪問紀
錄 C3 提到：「其實老實講，客家沒什麼文化你知道嗎？草莓還有一點文化，客
家有什麼文化？全省的客家有什麼文化？」
，又「…每年年底文化局都會來這做
客家文化的展售，我覺得可以再做的更好。可能客家文化比較貧乏…可能不是我
專業，客家文化能展現什麼…（C17）」
，這都一再顯示農會在經營園區之策略上，
尚未把客家文化作為經營策略之一環。在訪問紀錄 C19 也發現，其認為「農會
其實是一個人民團體，不是領政府薪水的，所以應該是他們盡力來支援我們，而
不是我們去鼓吹他們來支援…（C19）」
。這也顯示出農會目前對於客家文化與園
區相連結的態度上，是屬於較被動的意願。此種觀點，可與訪問者 E32 所言：
「做
生意的人可能只是做生意的想法啦！認為這個東西不會賺錢，那如果我以這個角
度我會覺得它應該要在這個地方多去著墨…」之內容相呼應。

五、生活即文化不應對客家文化有所設限，可從食衣住行全面瞭解
整體而言，文化是隨時間累積而成的，生活即文化。如受訪者 I11 所言：
「…
不要侷限在某一地方…文化就像是人類的歷史一樣，慢慢傳承就成了現在的文
化。」因此，要增加對地區價值意象程度之瞭解，應如同受訪者 D26 之看法：
「增
加客家價值意象的程度，這是正面的東西…要從食衣住行談進去瞭解嘛，那食物
是最容易展現的…讓很多人瞭解客家意象。」
由以上分析，綜合討論可發現，園區在結合地方特色與產品服務之策略上，
目前多採取委外研發與生產，且在促銷地方產品與服務上，多以農會主導，其他
利害關係人所能參與的並不多。因此，各利害關係人對在結合與促銷地方特色與
產品之建議上，認為可以由強化異業結盟之方式，來強調多樣化的文化價值，同
時，也要由文化創意概念為出發點，為傳統休閒農業帶來新的思維。此外，在吸
引遊客之策略上，除不斷改善服務品質外，更應強化園區文化內涵，來吸引遊客。
整體而言，各利害關係人對地區行銷之策略建議，應由地緣關係之客家文化為
軸，由地區生活之食衣住行來展現客家文化之價值意象，並以地區文化面做為園
區未來永續經營之核心行銷策略。

第三節

計畫目標達成度

本節以「提升生活或文化水準」
、
「促進地方發展能力」及「提升當地就業機
會」「增加地區價值意象」來作為地區行銷能力之評估指標，最後再就「整體目
標達成之滿意度探討」為分析，茲就此四面向說明如下：
壹、提升生活或文化水準
園區設立後，在提升活水準上，受訪者多給予正面的肯定，其中，只有一位

受訪者保持存疑的態度，其訪問紀錄提到：「這個我存疑啦！因為如果你是純粹
從觀光的角度，不是從文化創意的角度來看，是會對地方破壞的。
（H20）」在訪
問紀錄 H21 中，提到「是不是會提升當地的生活環境和文化水準。農會賺了多
少錢？是否有回饋地方？或是只是圖利少數地方人士？這也是可以研究。」除此
之外，在提升活水準上，受訪者多數給予正面的肯定，其肯定之原因如下：
一、園區內戶外教學與產業文化交流增多
園區設立，使得相關互外教學與產業文化交流增多，如受訪者所言：「不可
否認的確有提升…像一些大專院校的互外教學或是一些產業文化教流都有助我
們生活與文化環境水準的提升阿！」（B35）
二、園區設立後，帶動周邊產業環境改善
在訪問紀錄 D21 提到：
「…發現周邊產業有明顯的改變…會去配合塑造出自
己的特色出來…那你的生活環境品質就會稍微提升和改善。」且「他們自己會去
做相關本身自己的包裝…這個是很好的現象，也協助他們共同成長的這樣一個作
用。（D22）」訪問紀錄 E25 提到：「…只有農會做環境改善那就會僅侷限於某些
地方…環境改善還是要連結整體的區塊啦…」
（E25）也就是受訪者 F22 所言：
「…
我想多少是有的農民會想要改善自己的環境，我想，這也算是對他們生活品質有
所提升吧！」
（F22）由此可發現，園區之成立，使得周邊產業自動配合改善環境
空間，這將提升生活環境水準。
園區設立後，是否提升文化水準之看法，受訪者多認為其無直接之關係，其
原因如下：
三、文化水準之提升很難立竿見影，只能說強化對客家文化之認同
如受訪者 C27、G12、I14 所言，在文化水準的提升上，還不是很多啦。在

訪問紀錄 E26 也提到：
「至於文化水準上，我想應該沒有什麼比較直接的關係啦！
只是可能強化了客家文化的認同…」
。
「水準很難去評估嘛厚…對地方的認同和保
存來說與文化的維護來說，它的認同感已經增加很多。（E27）」
「…在文化水準的提昇厚，我是覺得有啦，但是還不是很多啦！」（C27）
「生活水準提升這一部份我覺得比較看不出來，少部份而已。」（G12）
「提升文化水準這個東西就比較沒有什麼感覺了…」（I14）

貳、促進地方發展能力
訪問紀錄 D18 提到：「剛好就是在整個台三線跟台六線整個交通的一個樞
紐…在整個地發的促進上除了當作提供觀光休閒產業的使用外…它算是集客比
例最高的點…」，加上「我們配合一年四季水果來做行銷的，這就是地方整體面
發展能力真正結合起來，動起來，人家來的時候才不會覺得寂寞，有新鮮感。
（B34）」。如受訪者 C23 所言：「其實我們能做的就是一個人民團體呀！想辦法
把人潮吸引進來…那在產品的研發上，我們就要多下一點功夫。」因此，歸納受
訪者之意見發現：
一、正面肯定園區計畫有促進地方發展能力
在訪問紀錄 C22 提到：
「這絕對有！百分之百的有！以前大湖是二月草莓結
束後就沒有人來了，也許連經過都沒有經過，現在你看到五月，還是有人，假日
的時候人潮還是很多…」
；
「當然它是帶動了整個地方的重要角色，一講到它，地
方的人大家應該都是說好…讓它草莓感受整個觀光產業發展來說它已經很直接
了。（E24）」；「正面的，這是很顯而易見的。就是說，你一個旗鑑型的計劃跟專
案，它都會帶動地方的發展。（H18）」在訪談紀錄 F18、G9、G10、I8 中，也可
發現受訪者都正面肯定園區計畫有促進地方發展能力。
「有！有！有！有！…酒莊和文化館成立後…慢慢我們一些營業上的東西也比較多了，地方
上發展能力也比較好了。」（F18）

「…還看不出真的怎麼樣啦…才剛起步，不過起步的很好…不要有地方派系的問題，這樣才
會有前途啦！怕是怕地方派系的問題啦！」（G9）
「這幾年很好呀！不會像過去一樣。」（G10）
「當然有提升呀！很多呀！」（I8）

二、未來應強化地方資源整合
其中如受訪者 E23 所言，
「有一部份上的連結是要再強化的…去輔導地方的
發展，那你怎麼去回饋地方的農民…要和其他的資源做整合…才會有更多發展的
機會呀…」
，未來園區應將地方資源整合，才能獲得多促進地方發展能力之機會。
參、提升當地就業機會
在訪問紀錄 D19 提到：
「讓原有觀光景點上的遊客有明顯的增加…就很明顯
提供不少當地的一些就業機會…我們沒有去做過相關量化的統計…」
；如受訪者
C25 所言：「怎麼樣讓草莓的風潮延續到整年…延續草莓季…在大湖停留的時間
越長，促進消費的能力也越強。」又如受訪者 D20 所言：
「…顧客都滿集中的…90
年開始連續密集的成長…到了酒莊和文化館設立以後，才有明顯回升的現象…應
該是有它的加乘的效果」。因此，歸納受訪者對於園區提升當地就業機會之意見
如下：
一、顧客越多越能帶動當地營業場所增加，進而增加就業機會
訪談紀錄 B33 提到：
「農會本身就成立了一個休閒旅遊部…也增加了差不多
快 10 個人…還有旁邊我們承包出去的也有呀…有在大湖也一家家開闢新的休閒
園區…」
；除此之外，
「有！現在就是說，我們現在直接幫他們爭取到的就是客人
增加嘛！（C26）」，也就如同受訪者 F20 所言：「…可能就是說要發展出一個商
圈，營業場所多，雇用的人也就會多，工作的人也會朝這個方向。」如受訪者
C24、I13 所言，周邊商家也會因此產出新的就業機會。
「我們員工本來大概 40 幾個，現在變 80 幾個，這就是直接的例子…餐廳它假日會需要工讀
生，要十幾個…這都是間接的增加。」（C24）
「就大湖人力資源來看，那現在景氣不好，有吸引一些年輕人回鄉種草莓。」（I13）

二、是否真的為當地居民增加就業，此部份仍有待考證
但如同受訪者 F19、G11、H19 所言，在當地就業機會上確實會有帶動的效
果，但其是否針對當地居民增加就業機會呢？這點則有待考證。
「是有比較好阿…只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很難立竿見影啦！我是覺得一定是有比較好，但是到
底好到什麼程度，我也不敢講。」（F19）
「水果產業的有受惠到…那在周邊產業的帶動上，是有提高大家來從事休閒農業發展的人比
較多了啦！」（G11）
「這也是正面的…它是提供當地就業機會，但是是不是促進當地的就業機會呢？還可以再研
究。」（H19）

肆、整體目標達成滿意度分析
本研究根據各受訪者對評估指標滿意度意見，分別就整體目標達成滿意度加
以分析，其分成滿意(見表 4-1)與較不滿意(見表 4-2)兩類，說明如下：
一、滿意的部分
由受訪者回答歸類顯示，大部份受訪者對於計畫「符合地方特色」與「促進
地方發展能力」兩者上，給予高度的肯定；再來則是「促銷地方產品服務之策略」
、
「吸引遊客策略」、「提升當地就業機會」上也給予滿意之評價。
表 4-1 受訪者整體目標達成之比較滿意度部份
利害關係人 22
評估指標

B

C

D

E

F

G

H

I

總計
次數

利用空間或地理
資源

(H22)
23

1

資源分配

(H22)

1

(H22)

3

(E29)

符合地方特色
結合地方特色與
服務之策略
促銷地方產品服
務之策略

22
23

(F21)
(G13)

(D23)

以受訪之政策利害關係人編號來分類，有：B、C、D、E、F、G、H。
代表訪問紀錄之編號。

1
(H22)

2

(D23)

吸引遊客策略
增加地區價值意
象程度

(H22)

2

(E29)

1

提升生活或文化
水準

0

促進地方發展能
力

(B36)

提升當地就業機
會

(B36)

(C29)

(I15)
(E28)

3
2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二、較不滿意的部份
由受訪者回答歸類顯示，大部份受訪者對於「資源分配」上感到高度不滿意；
再來則是「利用空間或地理資源」
、
「增加地區價值意象程度」也給予不滿意之評
價。其中，在「提升生活或文化水準」上則是沒有任何一位受訪者對此感到滿意。
表 4-2 受訪者整體目標達成之比較不滿意度部分
利害關係人
評估指標

B

利用空間或地理
資源

(B36)

資源分配

C

D

E

F

G

H

I

(D24)
(C30)

(D24)

總計
次數
2

(E30)

(I16)

4

符合地方特色

0

結合地方特色與
服務之策略

0

促銷地方產品服
務之策略

0

吸引遊客策略

0

增加地區價值意
象程度

(G14)

(H23)

2

提升生活或文化
水準

0

促進地方發展能
力

0

提升當地就業機
會

(F21)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最滿意的是把地方農村經濟帶動繁榮…農會也藉這機會轉型成功。最不滿意的就是文化館
裡面的軟體還不充足。」（B36）
「滿意的就是促進了整個地方發展…」（C29）
「比較不滿意的是資源的分配.…一個產業你一定要做到一個穩定性…還沒有穩定你就停
了，那可能會往回走ㄋㄟ，這是我比較不滿意的。」（C30）
「…最滿意的就是說促銷地方特色與產品，還有就是吸引遊客的程度…」（D23）
「比較不滿意的部份，可能是說在地理的資源上可能比較不足，因為它沒有辦法左右到周邊
其他的影響，然後在資源分配上也比較難去做。」（D24）
「提升當地就業機會我覺得是增加了…很多農產品之前很多都是滯銷了。」（E28）
「還有符合地方特色和增加客家價值意象程度這都蠻滿意的。」（E29）
「不滿意的是，資源太過於集中了嘛，那有沒有其他資源再去做連結，那你有沒有把這些資
源去輔導你其他你自己相關的產業嘛！」（E30）
「大致上皆有達到。最滿意為符合地方特色，最不滿意為提升就業機會。」（F21）
「在結合地方特色與服務上我覺得是很滿意的。」（G13）
「..在增加地區價值意象上我覺得還要再加強。」（G14）
「我覺得在促銷地方特色與產品、吸引遊客的程度、利用空間或地理資源、資源分配、符合
地方特色，這幾項我給它正面的加分。」（H22）
「我覺得最弱的就是增加客家價值意象程度，因為它並不是文化價值導向的。」（H23）
「在促進地方發展能力上，我覺得最滿意。」（I15）
「最不滿意的是，資源分配上，我覺得大湖還可以再串連一些地方，讓整個園區發展更好，
不要一直限制在那。」（I16）

由以上分析，綜合討論可發現，各利害關係人對園區在計畫目標之達成度上
多持肯定與正面的讚許，尤其在符合地方特色與促進地方發展能力上，最為滿
意；在提升生活或文化水準上，則認為成效難以立竿見影。至於，利害關係人比
較不滿意的則是在利用空間或地理資源、增加地區價值意象程度上，認為其仍可
由文化軟體面再加強園區之政策規劃。此外，在資源分配上，各利害關係人建議
園區未來應強化地方資源整合，強調由地區穩定性發展下，進而整體面來帶動地
方發展。

1

第五章 大湖草莓園文化區之回應性評估：顧客滿意度問卷
調查結果分析

本章以單變項分析及交叉分析的方式來探討實證調查之結果 24，全章主要依
據問卷分為五節論述：
（一）遊客基本資料分析；
（二）回應性評估結果分析：次
數分析；
（三）回應性評估結果與遊客基本資料之交叉分析；
（三）遊客對大湖草
莓園區發展建議之探討。

第一節

遊客基本資料分析

本節主要針對蒞臨苗栗大湖草莓園區遊客之性別、族群、居住地、年齡、問
卷調查方法等五個項目，予以說明。

壹、遊客性別
就性別方面來看，男性問卷調查份數為 195 份，佔 41.1%；在女性方面則為
279 份，佔 58.9%（表 5-1）。

表 5-1

遊客性別

男

女

總計

網路問卷

40.9%（112）

59.1%（162）

100%（274）

面訪問卷

41.5%（83）

58.5%（117）

100%（200）

合併問卷

41.1%（195）

58.9%（279）

100%（474）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24

有關本研究問卷調查進行之流程說明詳見先前第一章之第三節研究方法（頁 17）之說明。

貳、遊客族群
依據調查結果顯示，遊客族群在客家人之比例為 57%；其次閩南人佔
37.3%；最後外省人為 5.5%（表 5-2）。

表 5-2
外省人

原住民

網路問卷

9.5%（26）

0%（0）

面訪問卷

0%（0）

0%（0）

合併問卷

5.5%（26）

0%（0）

遊客族群
閩南人

客家人

總計

64.6%（177）25.9%（71） 100%（274）
0%（0）

100%（200）100%（200）

37.3%（177）57.2%（271）100%（474）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參、遊客居住地
依據調查結果顯示，遊客居住地在苗栗縣市的佔 51.3 %；非苗栗縣市的佔
48.7%（表 5-3）。

表 5-3

遊客居住地

非客家人

客家人

總計

網路問卷

84.3%（231）

15.7%（43）

100%（274）

面訪問卷

0%（0）

100%（200）

100%（200）

合併問卷

48.7%（231）

51.3%（243）

100%（474）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肆、遊客年齡
依據調查結果顯示，在遊客年齡層之分佈上，20-29 歲的佔 50.2%；30-39
歲的佔 22.6%；40-49 歲的佔 14.3%；50-59 歲的佔 7.8%；19 歲以下的佔 4.6%（表
5-4）。

表 5-4

網
路
問
卷
面
訪
問
卷
合
併
問
卷

遊客年齡

19 歲
以下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 歲
以上

總計

8.0%
（22）

86.5%
（237）

4.7%
（13）

0.4%
（1）

0%
（0）

0.4%
（1）

100%
（274）

47.0%
（94）

33.5%
（67）

18.5%
（37）

0.5%
（1）

100%
（200）

22.6%
（107）

14.3%
（68）

7.8%
（37）

0.4%
（2）

100%
（474）

0%（0） 0.5%（1）

4.6%
（22）

50.2%
（238）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伍、問卷調查方法
在遊客問卷調查方法上，網路問卷調查份數佔 57.8%；面訪問卷調查份數佔
42.2%（表 5-5）。

表 5-5

遊客問卷調查方法
次數

總計

網路問卷

57.8%（274）

100%（274）

面訪問卷

42.2%（200）

100%（200）

合併問卷

100%（474）

100%（474）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第二節

回應性評估結果分析：次數分析

本研究之次數分配分析，主要是針對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之政策設計妥適
性、行銷能力與大湖草莓園區計畫目標達成度予以探討，本節依這三項評估指標
加以說明。

壹、政策設計之妥適性評估指標方面
一、遊客對大湖酒莊硬體公共硬體設施滿意度
根據調查結果，整體而言，一般遊客對大湖酒莊硬體公共硬體設施以正面肯
定者居多，約佔九成；至於面訪或網路問卷調查結果，大致符合前述的趨勢（表
5-6）。

表 5-6 遊客對大湖酒莊硬體公共硬體設施滿意度
非常不滿意
網路問卷 1.1%（3）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總計

3.6%(10) 51.8%（142）43.4%（119） 0%（0） 100%（274）

面訪問卷 1.0%（2） 7.0%（14） 46.5%（93）40.5%（81）5.0%（10） 100%（200）
合併問卷 1.1%（5） 5.1%（24） 49.6%（235）42.2%（200）2.1%（10） 100%（474）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二、遊客對於大湖草莓文化館的公共硬體設施滿意度
根據調查結果，整體而言，一般遊客對大湖草莓文化館公共硬體設施以以正
面肯定者居多，約佔九成；至於面訪或網路問卷調查結果，大致符合前述的趨勢
（表 5-7）。
表 5-7 遊客對大湖草莓文化館的公共硬體設施滿意度
非常不滿意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總計

網路問卷 1.8%（5） 5.1%（14） 47.8%（131）44.5%（122）0.7%（2） 100%（274）
面訪問卷 1.0%（2） 6.0%（12） 50.5%（101）39.5%（79）3.0%（6） 100%（200）
合併問卷 1.5%（7） 5.5%（26） 48.9%（232）42.4%（201）1.7%（8） 100%（474）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三、遊客對於大湖草莓文化館所展示的相關內容滿意度
根據調查結果，整體而言，一般遊客對大湖草莓文化館所展示的相關內容以
以正面肯定者居多，約佔八成；至於面訪或網路問卷調查結果，大致符合前述的
趨勢（表 5-8）。

表 5-8 遊客對於大湖草莓文化館所展示的相關內容滿意度
非常不滿意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總計

網路問卷 4（1.5%） 18（6.6%） 137（50.0%）107（39.1%）8（2.9%） 100%（274）
面訪問卷 1（0.5%） 19（9.5%） 106（53.0%）69（34.5%）5（2.5%） 100%（200）
合併問卷 5（1.1%） 37（7.8%） 243（51.3%）176（37.1%）13（2.7%） 100%（474）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四、遊客參觀完大湖草莓園後增加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瞭解程度
根據調查結果，整體而言，一般遊客對參觀完大湖草莓園後增加對大湖地區
客家文化瞭解程度以正面肯定者居多，約佔七成；至於面訪或網路問卷調查結
果，大致符合前述的趨勢（表 5-9）。

表 5-9 遊客參觀完大湖草莓園後增加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瞭解程度
極低

低

普通

高

極高

總計

網路問卷 7.3%（20） 23.4%（64）49.3%（135）17.9%（49）2.2%（6） 100%（274）
面訪問卷 0.5%（1） 12.0%（24）59.0%（118）26.5%（53）2.0%（4） 100%（200）
合併問卷 4.4%（21） 18.6%（88）53.4%（253）21.5%（102）2.1%（10） 100%（474）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五、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整體規劃設計符合當地地方特色之程度
根據調查結果，整體而言，一般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整體規劃設計符合當地
地方特色之程度以正面肯定者居多，約佔九成；至於面訪或網路問卷調查結果，
大致符合前述的趨勢（表 5-10）。

表 5-10

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整體規劃設計符合當地地方特色之程度

非常不符合

不符合

普通

符合

非常符合

總計

網路問卷 1.1%（3） 6.6%（18） 30.7%（84）55.1%（151）6.6%（18） 100%（274）
面訪問卷 0.5%（1） 7.0%（14） 40.5%（81）51.0%（102）1.0%（2） 100%（200）
合併問卷 0.8%（4） 6.8%（32） 34.8%（165）53.4%（253）4.2%（20） 100%（474）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六、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的滿意度
根據調查結果，整體而言，一般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的滿意度以
正面肯定者居多，約佔八成；至於面訪或網路問卷調查結果，大致符合前述的趨
勢以滿意之意見最多（表 5-11）。

表 5-11 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的滿意度
非常不滿意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總計

網路問卷 2.9%（8） 23.4%（64）40.5%（111）30.7%（84）2.6%（7） 100%（274）
面訪問卷 1.5%（3） 11.0%（22）34.0%（68）49.5%（99）4.0%（8） 100%（200）
合併問卷 2.3%（11） 18.1%（86）37.8%（179）38.6%（183）3.2%（15） 100%（474）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七、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環境清潔的滿意度
根據調查結果，整體而言，一般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環境清潔的滿意度以以
正面肯定者居多，約佔九成；至於面訪或網路問卷調查結果，大致符合前述的趨
勢（表 5-12）。
表 5-12
非常不滿意

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環境清潔的滿意度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總計

網路問卷 2.6%（7） 5.8%（16） 31.0%（85）54.4%（149）6.2%（17） 100%（274）
面訪問卷 1.5%（3） 10.5%（21）40.5%（81）45.5%（91）2.0%（4） 100%（200）
合併問卷 2.1%（10） 7.8%（37） 35.0%（166）50.6%（240）4.4%（21） 100%（474）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貳、行銷能力評估指標方面
一、最吸引遊客來大湖草莓園區參觀遊玩之原因
根據調查結果，整體而言，最吸引遊客來大湖草莓園區參觀遊玩之原因以親
友介紹最多，佔 39.7%；電視媒體 15.8%；報章雜誌 15.2%；網路資訊 7.4%（表
5-13）。

表 5-13
親友介紹

最吸引遊客來大湖草莓園區參觀遊玩之原因
報章雜誌

電視媒體

網路資訊

其他

總計

網路問卷 43.8%（120）13.1%（36）10.6%（29）9.9%（27） 22.6%（62）100%（274）
面訪問卷 34.0%（68）18.0%（36）23.0%（46）4.0%（8） 21.0%（42）100%（200）
合併問卷 39.7%（188）15.2%（72）15.8%（75）7.4%（35） 21.9%（104）100%（474）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二、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所提供商品或服務反映地方特色程度之看法
根據調查結果，整體而言，一般遊客大湖草莓園區所提供商品或服務反映地
方特色程度之看法以以正面肯定者居多，約佔九成；至於面訪或網路問卷調查結
果，大致符合前述的趨勢（表 5-14）。

表5-14

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所提供商品或服務反映地方特色程度之看法
極低

低

普通

高

極高

總計

網路問卷 1.1%（3） 6.6%（18） 40.9%（112）47.4%（130）4.0%（11） 100%（274）
面訪問卷 1.0%（2） 4.0%（8） 53.0%（106）39.5%（79）2.5%（5） 100%（200）
合併問卷 1.1%（5） 5.5%（26） 46.0%（218）44.1%（209）3.4%（16） 100%（474）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三、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內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是否想購買之程度
根據調查結果，整體而言，一般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內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
是否想購買之程度以正面肯定者居多，約佔八成；至於面訪或網路問卷調查結
果，大致符合前述的趨勢普通之意見最多（表 5-15）。

表 5-15

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內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是否想購買之程度

非常不想買

不想買

普通

想買

非常想買

總計

網路問卷 1.8%（5） 9.1%（25） 39.1%（107）47.8%（131）2.2%（6） 100%（274）
面訪問卷 0.5%（1） 18.0%（36）48.5%（97）32.5%（65）0.5%（1） 100%（200）
合併問卷 1.3%（6） 12.9%（61）43.0%（204）41.4%（196）1.5%（7） 100%（474）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四、遊客最想再次購買大湖草莓園區之產品
根據調查結果，整體而言，一般遊客最想再次購買大湖草莓園區之產品以酒品
類最多，佔 21.9%；其次是草莓香腸，佔 20.9%；草莓冰淇淋 21.1%；草莓果醬
10.5%；沒買過任何產品 8.2%；草莓泡芙 7.0%；其他客家風味產品 5.5%；草莓
蛋糕 3.0%；草莓娃娃 1.1%；草莓餅乾 0.8%（表 5-16）。

表 5-16

遊客最想再次購買大湖草莓園區之產品
草莓
娃娃

其他
客家
風味
食品

沒買
過任
何產
品

總計

酒品
類

草莓
香腸

草莓
冰淇
淋

網
路
問
卷

17.2
%
(47)

21.5
%
(59)

23.7
%
(65)

2.6
%
(7)

12.4
%
(34)

9.1
%
(25)

1.1
%
(3)

1.5
%
(4)

3.3
%
(9)

7.7
%
(21)

100%
(274)

面
訪
問
卷

28.5
%
(57)

20.0
%
(40）

17.5
%
(35)

3.5%
（7）

8.0
%
(16)

4.0
%
（8）

0.5
%
(1)

0.5
%
(1)

8.5
%
(17)

9.0
%
(18)

100%
(200)

合
併
問
卷

21.9
%
(104)

20.9
%
(99）

21.1
%
(100)

3.0
%
(14)

10.5
%
(50)

7.0
%
(33)

0.8
%
(4)

1.1
%
(5)

5.5
%
(26)

8.2
%
(39)

100%
(474)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草莓
蛋糕

草莓
果醬

草莓
泡芙

草莓
餅乾

五、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服務態度之滿意度
根據調查結果，整體而言，一般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服務態度之滿意度以以
正面肯定者居多，約佔九成；至於面訪或網路問卷調查結果，大致符合前述的趨
勢（表 5-17）。

表 5-17
非常不滿意

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服務態度之滿意度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總計

網路問卷 1.5%（4） 1.5%（4） 39.1%（107）54.7%（150）3.3%（9） 100%（274）
面訪問卷

0%（0） 6.5%（13） 46.0%（92）45.5%（91）2.0%（4） 100%（200）

合併問卷 0.8%（4） 3.6%（17） 42.0%（199）50.8%（241）2.7%（13） 100%（474）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參、計畫目標達成度評估指標方面
一、遊客蒞臨大湖草莓園區次數
根據調查結果，整體而言，一般遊客蒞臨大湖草莓園區次數以 0-1 次最多，
佔 42.2%；其次是 2-3 次，佔 35.0%；4-5 次有 11.4%；8 次以上有 8.9%；6-7 次
有 2.5%（表 5-18）。

表 5-18
0-1 次

2-3 次

遊客蒞臨大湖草莓園區次數
4-5 次

6-7 次

8 次以上

總計

網路問卷 56.9%（156）31.0%（85）6.9%（19） 1.1%（3） 4.0%（11） 100%（274）
面訪問卷 22%（44） 40.5%（81）17.5%（35）4.5%（9） 15.5%（31）100%（200）
合併問卷 42.2%（200）35.0%（166）11.4%（54）2.5%（12） 8.9%（42） 100%（474）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二、遊客參觀大湖草莓園區的時間
根據調查結果，整體而言，一般遊客參觀大湖草莓園區的時間，在非大湖草
莓季舉辦時，有 50.8%；在大湖草莓季舉辦時有 49.2%（表 5-19）。

表 5-19

遊客參觀大湖草莓園區的時間

非大湖草莓季舉辦時 大湖草莓季舉辦時

總計

網路問卷

44.5%（122）

55.5%（152）

100%（274）

面訪問卷

59.5%（119）

40.5%（81）

100%（200）

合併問卷

50.8%（241）

49.2%（233）

100%（474）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三、遊客再次蒞臨大湖草莓園區之意願
根據調查結果，整體而言，一般遊客再次蒞臨大湖草莓園區之意願以正面肯
定者居多，約佔九成；至於面訪或網路問卷調查結果，大致符合前述的趨勢想之
意見最多（表 5-20）。
表 5-20
非常不想

遊客再次蒞臨大湖草莓園區之意願

不想

普通

想

非常想

總計

網路問卷 1.1%（3） 6.6%（18） 38.7%（106）49.6%（136）4.0%（11） 100%（274）
面訪問卷

0%（0） 10.0%（20）50.5%（101）37.5%（75）2.0%（4） 100%（200）

合併問卷 0.6%（3） 8.0%（38） 43.7%（207）44.5%（211）3.2%（15） 100%（474）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第三節

回應性評估結果與遊客基本資料背景的交叉分析

由於統計交叉表之資料甚多，本研究主要根據遊客基本資料背景之「性別」
、
「族群」
、
「居住地」
、
「年齡」及「問卷調查方法」五個基本題與問卷題目中為量
尺項目 25之交叉分析後，經過卡方檢定後，挑出具有顯著差異性 26的結果，再依
本研究評估指標分「政策設計之妥適性」
、
「地區行銷能力」及「計畫目標達成度」
這三大部份加以說明。

25

問卷調查題目為量尺項目的題號為：1、2、3、4、5、6、7、9、10、12、15。
所謂具有統計顯著性，是指卡方檢定後 p value<0.05。p value<0.05 以*表示「有點顯著」
；若 p
value<0.01 則以**表示「顯著」；若 p value<0.001,以***表示「非常顯著」
。當 p value<0.05 時，
顯示特定類別（如：性別）對該問題有特定偏好，具有分析解釋之價值。
26

壹、「政策設計妥適性」與「遊客基本背景」之交叉分析
一、以「性別」為自變項：
（一）「性別」與「對大湖酒莊所展示的相關內容滿意度」之交叉分析
在「性別」與「對大湖酒莊所展示的相關內容滿意度」方面，回答不滿意（指
不滿意與非常不滿意）的男性佔 13.4%，女生佔 5.8％；普通的男生佔 41.5%，
女生佔 58.1%；滿意（指滿意和非常滿意）的男生佔 45.2％，女生佔 36.2％。由
此顯示：滿意群是男性多於女性，該兩變項經過卡方檢定後，呈現有點顯著差異
性（p*<0.002）（表 5-21）。

表 5-21

p value=0.002* 男
女
總和

「性別」與「對大湖酒莊所展示的相關內容滿意度」
對大湖草莓文化館所展示的相關內容滿意度
非常不滿意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個數
4
22
81
83
5
性別內的 %
2.1%
11.3%
41.5%
42.6%
2.6%
個數
1
15
162
93
8
性別內的 %
.4%
5.4%
58.1%
33.3%
2.9%
個數
5
37
243
176
13
性別內的 %
1.1%
7.8%
51.3%
37.1%
2.7%

總和
195
100.0%
279
100.0%
474
100.0%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二）「性別」與「對大湖草莓園區整體規劃是否符合當地特色」之交叉分
析
在「性別」與「對大湖草莓園區整體規劃是否符合當地特色」方面，回答不
滿意（指不滿意與非常不滿意）的男性佔 8.8%，女生佔 6.8％；普通的男生佔
28.2%，女生佔 39.4%；滿意（指滿意和非常滿意）的男生佔 63.1％，女生佔 53.7
％。由此顯示：滿意群是男性多於女性，該兩變項經過卡方檢定後，呈現有點顯
著差異性（p*<0.021）（表 5-22）。

表 5-22

「性別」與「對大湖草莓園區整體規劃是否符合當地特色」

p value=0.021* 男
女
總和

對大湖草莓園區整體規劃設計是否符合當地地方特色之看法
非常不滿意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個數
4
13
55
114
9
性別內的 %
2.1%
6.7%
28.2%
58.5%
4.6%
個數
19
110
139
11
性別內的 %
6.8%
39.4%
49.8%
3.9%
個數
4
32
165
253
20
性別內的 %
.8%
6.8%
34.8%
53.4%
4.2%

總和
195
100.0%
279
100.0%
474
100.0%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二、以「族群」為自變項：
（一）「族群」與「參觀完園區後增加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瞭解度」之交叉
分析
在「族群」與「參觀完園區後增加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瞭解度」方面，回答
低（指低與極低）的以外省人比例最高，佔 34.6%，其次是閩南人佔 30.9%，客
家人佔 16.7%；回答高（指高和極高）的以客家人比例最高，佔 29.6%，其次是
閩南人占 15.8%，外省人佔 15.4%。由此顯示：族群在增加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
瞭解程度上，客家人多於非客家人，該兩變項經過卡方檢定後，呈現非常顯著差
異性（p***<0.000）（表 5-23）。
表 5-23

「族群」與「參觀完園區後增加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瞭解度」

p value=0.000***

外省
閩南人
客家人

總和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個數
籍貫
內的 %
個數
籍貫
內的 %
個數
籍貫
內的 %
個數
籍貫
內的 %

參觀完園區後增加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瞭解程度
極低
低
普通
高
極高
4
5
13
4

總和
26

15.4%

19.2%

50.0%

15.4%

100.0%

10

45

95

27

1

178

5.6%

25.3%

53.4%

15.2%

.6%

100.0%

7

38

145

71

9

270

2.6%

14.1%

53.7%

26.3%

3.3%

100.0%

21

88

253

102

10

474

4.4%

18.6%

53.4%

21.5%

2.1%

100.0%

（二）「族群」與「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之交叉分析
在「族群」與「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方面，回答不滿意（指不滿意與
非常不滿意）的以閩南人比例最高，佔 25.9%，其次是外省人佔 19.2%，客家人
佔 17.1%；回答滿意（指滿意和非常滿意）的以客家人比例最高，佔 51.1%，其
次是閩南人占 29.8%，外省人佔 26.9%。由此顯示：客家人在對大湖草莓園區交
通便利性滿意度高於非客家人，該兩變項經過卡方檢定後，呈現非常顯著差異性
（p***<0.000）（表 5-24）。

表5-24

p value=0.000***

外省
閩南人
客家人

總和

「族群」與「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

個數
籍貫
內的 %
個數
籍貫
內的 %
個數
籍貫
內的 %
個數
籍貫
內的 %

對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的滿意度
非常不
非常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滿意
滿意
1
4
14
7

總和
26

3.8%

15.4%

53.8%

26.9%

100.0%

6

40

79

52

1

178

3.4%

22.5%

44.4%

29.2%

.6%

100.0%

4

42

86

124

14

270

1.5%

15.6%

31.9%

45.9%

5.2%

100.0%

11

86

179

183

15

474

2.3%

18.1%

37.8%

38.6%

3.2%

100.0%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三、以「居住地」為自變項
（一）「居住地」與「大湖酒莊公共硬體設施滿意度」之交叉分析
在「居住地」與「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方面，回答不滿意（指不滿意
與非常不滿意）的非苗栗縣市人佔 4.3%，苗栗縣市人佔 7.8%；普通的非苗栗縣
市人佔 52.2%，苗栗縣市人佔 47.1%；滿意（指滿意和非常滿意）的非苗栗縣市
人 43.5%，苗栗縣市人佔 45.0%。由此顯示：滿意群是苗栗縣市人多於非苗栗縣
市人，該兩變項經過卡方檢定後，呈現有點顯著差異性（p*<0.012）
（表 5-25）。

表5-25

p value=0.012*

非
苗
栗
縣
市
苗
栗
縣
市

總和

「居住地」與「大湖酒莊公共硬體設施滿意度」
遊客對大湖酒莊公共硬體設施滿意度
非常不
非常
滿意
滿意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2
8
121
101

個數
居住
地內
的%
個數
居住
地內
的%
個數
居住
地內
的%

總和
232

.9%

3.4%

52.2%

43.5%

100.0%

3

16

114

99

10

242

1.2%

6.6%

47.1%

40.9%

4.1%

100.0%

5

24

235

200

10

474

1.1%

5.1%

49.6%

42.2%

2.1%

100.0%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二）「居住地」與「參觀完園區後增加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瞭解度」之交
叉分析
在「居住地」與「參觀完園區後增加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瞭解度」方面，回
答不滿意（指不滿意與非常不滿意）的非苗栗縣市人佔 31.5%人，苗栗縣市人佔
14.9%；普通的非苗栗縣市人佔 51.7%，苗栗縣市人佔 55.0%；滿意（指滿意和
非常滿意）的非苗栗縣市人 16.8%，苗栗縣市人佔 30.2%。由此顯示：滿意群是
苗栗縣市人多於非苗栗縣市人，該兩變項經過卡方檢定後，呈現非常顯著差異性
（p***<0.000）（表 5-26）。
表5-26

「居住地」與「參觀完園區後增加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瞭解度」
參觀完大湖草莓園區後增加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瞭解程度
非常不滿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總和
意

p value=0.000***

總和

非
苗
栗
縣
市
苗
栗
縣
市

個數
居住地
內的 %
個數
居住地
內的 %
個數
居住地
內的 %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15

58

120

36

3

232

6.5%

25.0%

51.7%

15.5%

1.3%

100.0%

6

30

133

66

7

242

2.5%

12.4%

55.0%

27.3%

2.9%

100.0%

21

88

253

102

10

474

4.4%

18.6%

53.4%

21.5%

2.1%

100.0%

（三）「居住地」與「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之交叉分析
在「居住地」與「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方面，回答不滿意（指不滿意
與非常不滿意）的非苗栗縣市人佔 25.0%人，苗栗縣市人佔 16.2%；普通的非苗
栗縣市人佔 42.7%，苗栗縣市人佔 33.1%；滿意（指滿意和非常滿意）的非苗栗
縣市人 32.4%，苗栗縣市人佔 50.9 %。由此顯示：滿意群是苗栗縣市人多於非苗
栗縣市人，該兩變項經過卡方檢定後，呈現非常顯著差異性（p***<0.000）（表
5-27）。
表5-27

p value=0.000***

總和

「居住地」與「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

非苗栗縣市 個數
居住地
內的 %
苗栗縣市
個數
居住地
內的 %
個數
居住地
內的 %

對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的滿意度
非常不
滿意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7
51
99
73
2

總和
232

3.0%

22.0%

42.7%

31.5%

.9%

100.0%

4

35

80

110

13

242

1.7%

14.5%

33.1%

45.5%

5.4%

100.0%

11

86

179

183

15

474

2.3%

18.1%

37.8%

38.6%

3.2%

100.0%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四）「居住地」與「大湖草莓園區環境清潔滿意度」之交叉分析
在「居住地」與「大湖草莓園區環境清潔滿意度」方面，回答不滿意（指不
滿意與非常不滿意）的非苗栗縣市人佔 6.4%人，苗栗縣市人佔 13.2%；普通的
非苗栗縣市人佔 32.3%，苗栗縣市人佔 37.6%；滿意（指滿意和非常滿意）的非
苗栗縣市人 61.2%，苗栗縣市人佔 49.2 %。由此顯示：滿意群是非苗栗縣市人多
於苗栗縣市人，該兩變項經過卡方檢定後，呈有點顯著差異性（p*<0.042）（表
5-28）。

表5-28

「居住地」與「大湖草莓園區環境清潔滿意度」
對大湖草莓園區環境清潔的滿意度

p value=0.042*

非苗栗縣市
苗栗縣市

總和

個數
居住地
內的 %
個數
居住地
內的 %
個數
居住地
內的 %

非常不
滿意
4

不滿意
11

普通
75

滿意
130

非常滿意
12

總和
232

1.7%

4.7%

32.3%

56.0%

5.2%

100.0%

6

26

91

110

9

242

2.5%

10.7%

37.6%

45.5%

3.7%

100.0%

10

37

166

240

21

474

2.1%

7.8%

35.0%

50.6%

4.4%

100.0%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四、以「年齡」為自變項
（一）「年齡」與「大湖酒莊公共硬體設施滿意度」之交叉分析
在「年齡」與「大湖酒莊公共硬體設施滿意度」方面，回答滿意（指滿意與
非常滿意）的意見以 19 歲以下的遊客比例最高，佔 63.6%；其次是 30-39 歲，
佔 48.6%；40-49 歲，佔 44.1%；20-29 歲，佔 41.6%；50-59 歲，佔 40.5%。由此
顯示，遊客對大湖酒莊公共硬體設施滿意度以 19 歲以下的遊客比例最高。此兩
變項經過卡方檢定後，呈現有點顯著差異性（p*<0.022）（表 5-29）。
表5-29

p value=0.022*

「年齡」與「大湖酒莊公共硬體設施滿意度」

19歲以下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歲以上

總和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遊客對大湖酒莊硬體公共硬體設施滿意度
非常不
非常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滿意
滿意
1
7
14
4.5%
31.8% 63.6%
3
8
128
99
1.3%
3.4%
53.8% 41.6%
2
7
46
44
8
1.9%
6.5%
43.0% 41.1% 7.5%
4
34
29
1
5.9%
50.0% 42.6% 1.5%
4
18
14
1
10.8%
48.6% 37.8% 2.7%
2
100.0%
5
24
235
200
10
1.1%
5.1%
49.6% 42.2% 2.1%

總和
22
100.0%
238
100.0%
107
100.0%
68
100.0%
37
100.0%
2
100.0%
474
100.0%

（二） 「年齡」與「參觀完園區後增加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瞭解度」之交
叉分析
在「年齡」與「參觀完園區後增加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瞭解度」方面，回答
高（指高與極高）的意見以 30-39 歲的遊客比例最高，佔 35.5%；其次是 50-59
歲，佔 27.0%； 40-49 歲，佔 23.6%；19 歲以下，佔 22.7%；20-29 歲，佔 18.1%。
由此顯示，遊客對參觀完園區後增加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瞭解度以 30-39 歲的遊
客比例最高。此兩變項經過卡方檢定後，呈現顯著差異性（p**<0.005）
（表 5-30）
。

表 5-30

「年齡」與「參觀完園區後增加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瞭解度」

p value=0.005**

19歲以下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歲以上

總和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參觀完大湖草莓園區後增加對大湖地區客家文
化瞭解程度
極低
低
普通
高
極高
1
7
9
4
1
4.5%
31.8%
40.9% 18.2%
4.5%
18
57
120
39
4
7.6%
23.9%
50.4% 16.4%
1.7%
2
11
56
34
4
1.9%
10.3%
52.3% 31.8%
3.7%
8
44
15
1
11.8%
64.7% 22.1%
1.5%
5
22
10
13.5%
59.5% 27.0%
2
100.0%
21
88
253
102
10
4.4%
18.6%
53.4% 21.5%
2.1%

總和
22
100.0%
238
100.0%
107
100.0%
68
100.0%
37
100.0%
2
100.0%
474
100.0%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三）「年齡」與「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之交叉分析
在「年齡」與「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方面，回答滿意（指滿意與非常
滿意）的意見以 50-59 歲的遊客比例最高，佔 67.6%；其次是 40-49 歲，佔 57.3%；
19 歲以下，佔 45.4%；30-39 歲，佔 44.9%；20-29 歲，佔 31.9%。由此顯示，遊
客對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以 50-59 歲的遊客比例最高。此兩變項經過卡方檢
定後，呈現顯著差異性（p**<0.008）（表 5-31）。

表 5-31

p value=0.008**

「年齡」與「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

19歲以下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歲以上

總和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對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的滿意度
非常不
非常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滿意
滿意
1
3
8
9
1
4.5%
13.6%
36.4%
40.9%
4.5%
6
60
96
71
5
2.5%
25.2%
40.3%
29.8%
2.1%
3
12
44
43
5
2.8%
11.2%
41.1%
40.2%
4.7%
1
7
21
36
3
1.5%
10.3%
30.9%
52.9%
4.4%
3
9
24
1
8.1%
24.3%
64.9%
2.7%
1
1
50.0%
50.0%
11
86
179
183
15
2.3%
18.1%
37.8%
38.6%
3.2%

總和
22
100.0%
238
100.0%
107
100.0%
68
100.0%
37
100.0%
2
100.0%
474
100.0%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四）「年齡」與「大湖草莓園區環境清潔滿意度」之交叉分析
在「年齡」與「大湖草莓園區環境清潔滿意度」方面，回答滿意（指滿意與
非常滿意）的意見以 19 歲以下的遊客比例最高，佔 63.7%；其次是 20-29 歲，
佔 60.9%；30-39 歲，佔 54.2%；50-59 歲，佔 54.1%；60 歲以上，佔 50.0%；40-49
歲，佔 33.9%。由此顯示，滿意群之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環境清潔滿意度以 19
歲以下的遊客比例最高。此兩變項經過卡方檢定後，呈現有點顯著差異性
（p*<0.017）（表 5-32）。
表5-32

p value=0.017*

「年齡」與「大湖草莓園區環境清潔滿意度」

19歲以下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歲以上

總和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對大湖草莓園區環境清潔的滿意度
非常不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滿意
1
7
10
4.5%
31.8%
45.5%
5
16
72
133
2.1%
6.7%
30.3%
55.9%
2
8
39
54
1.9%
7.5%
36.4%
50.5%
1
7
37
22
1.5%
10.3%
54.4%
32.4%
1
6
10
20
2.7%
16.2%
27.0%
54.1%
1
1
50.0%
50.0%
10
37
166
240
2.1%
7.8%
35.0%
50.6%

非常
滿意
4
18.2%
12
5.0%
4
3.7%
1
1.5%

21
4.4%

總和
22
100.0%
238
100.0%
107
100.0%
68
100.0%
37
100.0%
2
100.0%
474
100.0%

（五）「年齡」與「大湖酒莊公共硬體設施滿意度」之交叉分析
在「年齡」與「大湖酒莊公共硬體設施滿意度」方面，回答滿意（指滿意與
非常滿意）的意見以 19 歲以下的遊客比例最高，佔 63.7%；其次是 20-29 歲，
佔 60.9%；30-39 歲，佔 54.2%；50-59 歲，佔 54.1%；60 歲以上，佔 50.0%；40-49
歲，佔 33.9%。由此顯示，滿意群之遊客對酒莊公共硬體設施滿意度以 19 歲以
下的遊客比例最高。此兩變項經過卡方檢定後，呈現有點顯著差異性（p*<0.017）
（表 5-33）。
表 5-33

p value=0.002**

「年齡」與「大湖酒莊公共硬體設施滿意度」

網路
問卷
面訪
問卷

總和

個數
問卷調查方
法內的 %
個數
問卷調查方
法內的 %
個數
問卷調查方
法內的 %

遊客對大湖酒莊硬體公共硬體設施滿意度
非常不
非常
滿意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滿意
3
10
142
119

總和
274

1.1%

3.6%

51.8%

43.4%

100.0%

2

14

93

81

10

200

1.0%

7.0%

46.5%

40.5%

5.0%

100.0%

5

24

235

200

10

474

1.1%

5.1%

49.6%

42.2%

2.1%

100.0%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五、以「問卷調查類型」為自變項
（一）
「問卷調查類型」與「參觀完園區後增加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瞭解度」
之交叉分析
在「問卷調查類型」與「參觀完園區後增加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瞭解度」方
面，回答低（指低與極低）的網路問卷佔 30.7%人，面訪問卷佔 12.5%；其次，
在普通的網路問卷佔 49.3%人，面訪問卷佔 50.9%；高（指高與極高）的網路問
卷佔 20.1%人，面訪問卷佔 28.5%。由此顯示：認為增加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之
遊客群是面訪問卷多於網路問卷，該兩變項經過卡方檢定後，呈現非常顯著差異
性（p***<0.000）（表 5-34）。

表5-34

「問卷調查類型」與「參觀完園區後增加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瞭解度」

p value=0.000***

網路
問卷
面訪
問卷

總和

個數
問卷調
查方法
內的 %
個數
問卷調
查方法
內的 %
個數
問卷調
查方法
內的 %

參觀完大湖草莓園區後增加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
瞭解程度
極低
低
普通
高
極高
20
64
135
49
6

總和
274

7.3%

23.4%

49.3%

17.9%

2.2%

100%

1

24

118

53

4

200

.5%

12.0%

59.0%

26.5%

2.0%

100%

21

88

253

102

10

474

4.4%

18.6%

53.4%

21.5%

2.1%

100%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二)「問卷調查類型」與「對大湖草莓園區整體規劃是否符合當地特色」之
交叉分析
在「問卷調查類型」與「對大湖草莓園區整體規劃是否符合當地特色」方面，
回答不滿意（指不滿意與非常不滿意）的網路問卷佔 7.7%人，面訪問卷佔 7.5%；
其次，普通的網路問卷佔 30.7%人，面訪問卷佔 40.5%；滿意（指滿意與非常滿
意）的網路問卷佔 61.7%人，面訪問卷佔 52.0%。由此顯示：認為對大湖草莓園
區整體規劃符合當地特色之遊客群是網路問卷多於面訪問卷，該兩變項經過卡方
檢定後，呈現有點顯著差異性（p*<0.013）（表 5-35）。
表5-35

「問卷調查類型」與「對大湖草莓園區整體規劃是否符合當地特色」

p value=0.013*

網路問卷
面訪問卷

總和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個數
問卷調查方
法內的 %
個數
問卷調查方
法內的 %
個數
問卷調查方
法內的 %

對大湖草莓園區整體規劃設計是否符合當地地
方特色之看法
非常不
非常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滿意
滿意
3
18
84
151
18

總和
274

1.1%

6.6%

30.7%

55.1%

6.6%

100.0%

1

14

81

102

2

200

.5%

7.0%

40.5%

51.0%

1.0%

100.0%

4

32

165

253

20

474

.8%

6.8%

34.8%

53.4%

4.2%

100.0%

(三)「問卷調查類型」與「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之交叉分析
在「問卷調查類型」與「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方面，回答不滿意（指
不滿意與非常不滿意）的網路問卷佔 26.3%人，面訪問卷佔 12.5%；其次，普通
的網路問卷佔 40.5%人，面訪問卷佔 34.0%；滿意（指滿意與非常滿意）的網路
問卷佔 33.3%人，面訪問卷佔 53.5%。由此顯示：遊客滿意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
利性以面訪問卷多於網路問卷，該兩變項經過卡方檢定後，呈現非常顯著差異性
（p***<0.000）（表 5-36）。
表5-36

p value=0.000***

「問卷調查類型」與「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

網路問卷
面訪問卷

總和

個數
問卷調查方
法內的 %
個數
問卷調查方
法內的 %
個數
問卷調查方
法內的 %

對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的滿意度
非常不
非常
滿意
滿意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8
64
111
84
7

總和
274

2.9%

23.4%

40.5%

30.7%

2.6%

100.0%

3

22

68

99

8

200

1.5%

11.0%

34.0%

49.5%

4.0%

100.0%

11

86

179

183

15

474

2.3%

18.1%

37.8%

38.6%

3.2%

100.0%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四)「問卷調查類型」與「大湖草莓園區環境清潔滿意度」之交叉分析
在「問卷調查類型」與「大湖草莓園區環境清潔滿意度」方面，回答不滿意
（指不滿意與非常不滿意）的網路問卷佔 8.4%人，面訪問卷佔 12.0%；其次，
普通的網路問卷佔 31.0%人，面訪問卷佔 40.5%；滿意（指滿意與非常滿意）的
網路問卷佔 60.6%人，面訪問卷佔 47.5%。由此顯示：遊客滿意大湖草莓園區環
境清潔度以網路問卷多於面訪問卷，該兩變項經過卡方檢定後，呈現有點顯著差
異性（p*<0.010）（表 5-37）。

表 5-37

p value=0.010*

「問卷調查類型」與「大湖草莓園區環境清潔滿意度」

網路問卷
面訪問卷

總和

個數
問卷調查方
法內的 %
個數
問卷調查方
法內的 %
個數
問卷調查方
法內的 %

對大湖草莓園區環境清潔的滿意度
非常不
非常
滿意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滿意
7
16
85
149
17

總和
274

2.6%

5.8%

31.0%

54.4%

6.2%

100.0%

3

21

81

91

4

200

1.5%

10.5%

40.5%

45.5%

2.0%

100.0%

10

37

166

240

21

474

2.1%

7.8%

35.0%

50.6%

4.4%

100.0%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貳、地區行銷能力與遊客背景之交叉分析
一、以「居住地」為自變項
（一）「居住地」與「是否想購賣大湖草莓園區商品」之交叉分析
在「居住地」與「居住地」與「是否想購賣大湖草莓園區商品」方面，回
答不想（指不想買與非常不想買）的非苗栗縣市人佔10.3%，苗栗縣市人佔
17.7%；回答普通的非苗栗縣市人佔37.9%，苗栗縣市人佔47.9%；回答想買（指
想買與非常想買）的非苗栗縣市人佔51.8%，苗栗縣市人佔34.3%。由此顯示：
非常想購買園區商品與服務的非苗栗縣市人多於苗栗縣市人。該兩變項經過卡方
檢定後，呈現有點顯著差異性（p**<0.001）（表5-38）。
表5-38

p value=0.001**

「居住地」與「是否想購賣大湖草莓園區商品」

非苗栗縣市

苗栗縣市

總和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個數
居住地
內的 %
個數
居住地
內的 %
個數
居住地
內的 %

對大湖草莓園區內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是否想購
買之程度
非常不
不想
非常
想買
買
普通
想買
想買
4
20
88
115
5

總和
232

1.7%

8.6%

37.9%

49.6%

2.2%

100.0%

2

41

116

81

2

242

.8%

16.9%

47.9%

33.5%

.8%

100.0%

6

61

204

196

7

474

1.3%

12.9%

43.0%

41.4%

1.5%

100.0%

(二) 「居住地」與「大湖草莓園區服務態度之滿意度」之交叉分析
在「居住地」與「大湖草莓園區服務態度之滿意度」方面，回答不滿意（指
不滿意和非常不滿意）的非苗栗縣市人佔2.2%，苗栗縣市人佔6.6%；回答普通
的非苗栗縣市人佔40.1%，苗栗縣市人佔43.8%；回答滿意（滿意與非常滿意）
的非苗栗縣市人佔57.8%，苗栗縣市人佔49.6%。由上顯示，在滿意群中，非苗
栗縣市人比苗栗縣人滿意度高，該兩變項經過卡方檢定後，呈現顯著差異性
（p**<0.009）（表5-39）。
表5-39

「居住地」與「大湖草莓園區服務態度之滿意度」

p value=0.009** 非苗栗縣市 個數
居住地
內的 %
苗栗縣市
個數
居住地
內的 %
總和
個數
居住地
內的 %

對大湖草莓園區服務態度之滿意度
非常不
滿意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非常滿意
3
2
93
129
5

總和
232

1.3%

.9%

40.1%

55.6%

2.2%

100.0%

1

15

106

112

8

242

.4%

6.2%

43.8%

46.3%

3.3%

100.0%

4

17

199

241

13

474

.8%

3.6%

42.0%

50.8%

2.7%

100.0%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二、以「年齡」為自變項
（一）「年齡」與「是否想購賣大湖草莓園區商品」之交叉分析
在「年齡」與「是否想購賣大湖草莓園區商品」方面，回答想買（指想買與
非常想買）的以20-29比例最高，佔51.3%；其次是，19歲以下，佔45.4%；30-39
歲，佔37.4%；40-49歲，佔29.4%；50-59歲，佔29.7%。由上顯示，非常想買的
以20-29歲為最多。該兩變項經過卡方檢定後，呈現有點顯著差異性（p*<0.022）
（表5-40）。

表5-40

p value=0.022*

「年齡」與「是否想購賣大湖草莓園區商品」

19歲以下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歲以上

總和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個數
年齡內的 %

對大湖草莓園區內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是否想
購買之程度
非常不
非常
想買
不想買
普通
想買
想買
2
10
9
1
9.1%
45.5%
40.9%
4.5%
5
20
91
117
5
2.1%
8.4%
38.2%
49.2%
2.1%
1
13
53
40
.9%
12.1%
49.5%
37.4%
16
32
19
1
23.5%
47.1%
27.9%
1.5%
9
17
11
24.3%
45.9%
29.7%
1
1
50.0%
50.0%
6
61
204
196
7
1.3%
12.9%
43.0%
41.4%
1.5%

總和
22
100.0%
238
100.0%
107
100.0%
68
100.0%
37
100.0%
2
100.0%
474
100.0%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三、以「問卷調查類型」為自變項
（一）「問卷調查類型」與「是否想購賣大湖草莓園區商品」之交叉分析
在「問卷調查類型」與「是否想購賣大湖草莓園區商品」方面，回答不想買
（指不想買與非常不想買）的網路問卷佔 10.9%人，面訪問卷佔 18.5%；其次，
普通的網路問卷佔 39.1%人，面訪問卷佔 48.5%；想買（指想買與非常想買）的
網路問卷佔 50.0%人，面訪問卷佔 0.5%。由此顯示：想買的遊客群，以網路問
卷調查多於面訪問卷調查的遊客。該兩變項經過卡方檢定後，呈現顯著差異性
（p**<0.001）（表 5-41）。

表 5-41

p value=0.001**

「問卷調查類型」與「是否想購賣大湖草莓園區商品」

網路
問卷
面訪
問卷

總和

個數
問卷調查方
法內的 %
個數
問卷調查方
法內的 %
個數
問卷調查方
法內的 %

對大湖草莓園區內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是否想購
買之程度
非常不
非常
不想買
普通
想買
想買
想買
5
25
107
131
6

總和
274

1.8%

9.1%

39.1%

47.8%

2.2%

100.0%

1

36

97

65

1

200

.5%

18.0%

48.5%

32.5%

.5%

100.0%

6

61

204

196

7

474

1.3%

12.9%

43.0%

41.4%

1.5%

100.0%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二）「問卷調查類型」與「大湖草莓園區服務態度之滿意度」之交叉分析
在「問卷調查類型」與「大湖草莓園區服務態度之滿意度」方面，回答不滿
意（指不滿意與非常不滿意）的網路問卷佔 3.0%人，面訪問卷佔 6.5%；其次，
普通的網路問卷佔 39.1%人，面訪問卷佔 46.0%；滿意（指滿意與非常滿意）的
網路問卷佔 58.0%人，面訪問卷佔 47.5%。由此顯示：滿意群，以網路問卷調查
多於面訪問卷調查的遊客。該兩變項經過卡方檢定後，呈現顯著差異性
（p**<0.005）（表 5-42）。

表 5-42

p value=0.005**

「問卷調查類型」與「大湖草莓園區服務態度之滿意度」

網路
問卷
面訪
問卷

總和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個數
問卷調查方
法內的 %
個數
問卷調查方
法內的 %
個數
問卷調查方
法內的 %

對大湖草莓園區服務態度之滿意度
非常不
非常
滿意
滿意
不滿意
普通
滿意
4
4
107
150
9
1.5%

總和
274

1.5%

39.1%

54.7%

3.3%

100.0%

13

92

91

4

200

6.5%

46.0%

45.5%

2.0%

100.0%

4

17

199

241

13

474

.8%

3.6%

42.0%

50.8%

2.7%

100.0%

參、計畫目標達成度與遊客背景之交叉分析
一、以「族群」為自變項
（一）「族群」與「再次蒞臨大湖草莓園區之意願」之交叉分析
在「族群」與「再次蒞臨大湖草莓園區之意願」方面，外省人再次蒞臨大湖
草莓園區以想（包括想和非常想）的意願比例最高，佔 57.7%；閩南人再次蒞臨
大湖草莓園區以想的意願比例最高，佔 51.1％；客家人再次蒞臨大湖草莓園區以
普通的意願比例最高，佔 47%。由此顯示：客家人對再次蒞臨大湖草莓園區之意
願較其他兩者低。該兩變項經過卡方檢定後，呈現非常顯著差異性（p***<0.000）
（表 5-43）。
表 5-43

「族群」與「再次蒞臨大湖草莓園區次數」
再次蒞臨大湖草莓園區之意願

p value=0.000***

外省
閩南人
客家人

總和

個數
籍貫
內的 %
個數
籍貫
內的 %
個數
籍貫
內的 %
個數
籍貫
內的 %

非常
不想
2

不想

普通

想

非常想

總和

2

7

15

26

7.7%

7.7%

26.9%

57.7%

100.0%

1

13

73

88

3

178

.6%

7.3%

41.0%

49.4%

1.7%

100.0%

23

127

108

12

270

8.5%

47.0%

40.0%

4.4%

100.0%

3

38

207

211

15

474

.6%

8.0%

43.7%

44.5%

3.2%

100.0%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二、以「居住地」為自變項
（一）「居住地」與「再次蒞臨大湖草莓園區次數」之交叉分析
在「居住地」與「再次蒞臨大湖草莓園區次數」方面，回答想（指想與非常
想）的以居住在非苗栗縣市比例較高，佔 55.6%；苗栗縣市的比例則是以回答普
通之比例較高，佔 50.0%。由此顯示：居住在非苗栗縣市的人對蒞臨大湖草莓園
區之意願較高。該兩變項經過卡方檢定後，呈現非常顯著差異性（p***<0.000）
（表 5-44）。

表 5-44

「居住地」與「再次蒞臨大湖草莓園區次數」
再次蒞臨大湖草莓園區之意願

p value=0.000***

非苗栗縣市
苗栗縣市

總和

個數
居住地
內的 %
個數
居住地
內的 %
個數
居住地
內的 %

非常
不想
3

不想
14

普通
86

想
125

非常想
4

總和
232

1.3%

6.0%

37.1%

53.9%

1.7%

100.0%

24

121

86

11

242

9.9%

50.0%

35.5%

4.5%

100.0%

3

38

207

211

15

474

.6%

8.0%

43.7%

44.5%

3.2%

100.0%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三、以「問卷調查類型」為自變項
（一）「問卷調查類型」與「再次蒞臨大湖草莓園區次數」之交叉分析
在「問卷調查類型」與「再次蒞臨大湖草莓園區次數」方面，回答不想（指
不想與非常不想）的網路問卷佔 7.7%人，面訪問卷佔 10.0%；其次，在普通的
網路問卷佔 38.7%人，面訪問卷佔 50.5%；想（指想與非常想）的網路問卷佔 53.6%
人，面訪問卷佔 39.5%。由此顯示：以網路問卷調查之遊客對再次蒞臨大湖草莓
園區次數之意願較大。該兩變項經過卡方檢定後，呈現有點顯著差異性
（p*<0.012）（表 5-45）。
表 5-45

「問卷調查類型」與「再次蒞臨大湖草莓園區次數」
再次蒞臨大湖草莓園區之意願

p value=0.012*

網路
問卷
面訪
問卷

總和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個數
問卷調查方
法內的 %
個數
問卷調查方
法內的 %
個數
問卷調查方
法內的 %

非常
不想
3

不想
18

普通
106

想
136

非常想
11

總和
274

1.1%

6.6%

38.7%

49.6%

4.0%

100.0%

20

101

75

4

200

10.0%

50.5%

37.5%

2.0%

100.0%

3

38

207

211

15

474

.6%

8.0%

43.7%

44.5%

3.2%

100.0%

第四節

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發展之建議

本節主要針對問卷調查開放題予以探討：首先瞭解蒞臨大湖草莓園區的遊客
覺得該處目前存在了那些問題呢？其次，想要知道遊客對於大湖草莓園區未來發
展，給予那些建議？以下根據遊客的回答，綜合整理如下：
壹、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問題之探討
雖然有些遊客並未對開放題填寫回答，但大部份遊客都願意填寫他們的意
見，作者將其意見回答歸類後，分成以下十點予以探討：
一、休憩設施的問題：
多數遊客認為園區人潮眾多時讓人感覺像是休息站的盛況，休憩的地方不
足，無大樹可乘涼。同時，在露天觀賞台設施閒置，週邊休閒區太少或沒有整合。
二、草莓文化展覽內容的問題：
多數遊客認為展覽館的東西內容太少，一下就逛完了，對於草莓的文化史著
墨不多，而且草莓跟客家文化也沒有連結，沒人解說。建議。對於草莓文化（成
長、摘種、釀酒等）能有更多的介紹，加強人文方面對於草莓的知識，並多增設
數位化的介紹方式 ex:電視播放、電腦學習、或是語音導覽等等。
三、交通便利性問題：
多數遊客認為園區的停車位不足夠，大眾運輸工具也很少，只有自行開車者
較方便。
四、動線規劃與標示問題：
多數遊客認為園區動線規劃不明顯，交通指標的設立不夠清楚，主要動線與
標示的設計也還可以再美化。
五、環境清潔問題：
多數遊客反應公共廁所太少，且清潔度可再加強。
六、服務態度問題：
部份遊客認為園區工作人員訓練不足，在銷售產品與導覽過程中服務員態度

不佳。此外，也建議可訓練客語 、國語 、英語的解說員。
七、無障礙空間問題：
部份遊客反應園區目前未設立無障礙空間之設計，這對殘障朋友是非常不便
的。
八、商品規劃與銷售問題：
部份遊客認為園區內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太複雜，令人感覺像雜貨鋪；此
外，物品價錢過高，品質差異頗大，除了草莓酒之外,太多外面就買的到的商品.
應多注重商品發展的開發，應多加以創新，力求精緻化。
九、整體行銷問題：
部份遊客認為淡季時沒有吸引遊客前網參觀的誘因，認為缺乏整體營造及知
名度，未能展現出有別於其它地方的特色。因此，建議應加強在非草莓季行銷觀
光的問題。建議可以透過通訊媒體在網路及電視跑馬燈大力宣傳。
十、文化氣息不足：
部份遊客認為園區商業化程度太高，過於偏重營利目的，建議應多舉辦文化
展覽活動，增加園區人文性，提升文化氣息。
貳、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未來發展之建議
雖然多數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未來發展的建議，是根據上述園區問題予以建
議，但作者亦將遊客的建議整理成七點予以探討：
一、結合地方產業特色，帶動地方發展：
許多遊客希望大湖草莓園區能夠加強整合當地產業特色、文化且結合傳統及
創新，建議與三義木雕、勝興車站、西湖渡假村、汶水老街、溫泉區、卓蘭水果
區、泰等產業結合，並希望有五星級旅館成立，設立休閒 SPA 及溫泉飯店旅館，
才能留住顧客，將大湖草莓園區做為帶動周邊產業發展之連動性指標。
二、發展客家文物特色：
目前園區有關客家文物的展覽與設施都相當欠缺，許多遊客建議未來園區之
發展，在文化性上須大於商業性，應發展周邊的客家文化，建立充實及連結擴大

遊客之興趣及選擇性。
三、增設無障礙空間設施：
未來園區必須增設無障礙空間設施，如：多設殘障車位、區分一般遊客與殘
障者間的區隔道路及增設坡道與扶手等設備。
四、規劃主題式觀光巴士：
部份遊客建議可規劃觀光巴士，除根據旅遊路線加以規劃觀光巴士的路線
外，也可在觀光巴士上彩繪屬於地方特色的圖案。
五、規劃園區生活體驗區：
園區可以增設生活體驗區，讓遊客到園區參觀更有參與感，體驗區的活動包
括：推廣草莓盆栽，讓大家也可以買回家自己種看看；製作蛋糕；介紹客家文化,
客家生活體驗活動,不僅可以推廣客家文化等等，皆可增加活潑教育意義。
六、開放夜間營業：
部份遊客認為園區腹地廣大，但未加運用相當可惜，可考慮夜間營業，整體
歸畫旅遊景點宣導，由其是傍晚時.有自行車出租的服務或導覽車,讓遊客能看到
傍晚的風景之美，建議園區利用這樣多元化的經營除了民眾可欣賞夜景又可增加
營收。
七、加強旅遊資訊的提供：
部份遊客建議，有關園區旅遊資訊應加強，如：飯店民宿特色介紹、區域性
的行程規劃等，這些可透過大湖觀光中心與地方產業人士，提供遊客玩遊大湖的
行程規劃，來讓遊客獲得更多當地旅遊資訊。
以上是作者將由遊客所提供的問題與建議所作之整理，希望藉此提供政府相
關單位一些意見與看法，以作為未來改進的方向。

第五節

結語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作者依數據結果根據先前研究內容，嘗試對數據結果作
以下分析與解讀，其內容如下：

壹、政策設計之妥適性
遊客對大湖酒莊與草莓文化館硬體公共硬體設施與軟體展示內容之滿意度
上呈現滿意的意見；對大湖草莓園區整體規劃設計符合當地地方特色之程度以符
合之意見最多，其中以網路問卷多於面訪問卷；對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與環
境清潔的滿意度以滿意之意見最多。
在「性別」與「對大湖酒莊所展示的相關內容滿意度」與「對大湖草莓園區
整體規劃是否符合當地特色」方面，回答滿意意見之比例是男性多於女性。在增
加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瞭解程度上，客家人多於非客家人，此與認為增加對大湖
地區客家文化之遊客群是面訪問卷多於網路問卷的調查結果是相符合的 27。由此
可推測，遊客因為本身為客家人之原因，比較能增加對客家文化的瞭解程度。
在「年齡」與「大湖酒莊公共硬體設施滿意度」方面，回答滿意的意見以
19 歲以下的遊客比例最高；在「參觀完園區後增加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瞭解度」
方面，回答瞭解程度高的意見以 30-39 歲的遊客比例最高。由此可推測，前來遊
玩的遊客中，年齡層較低的遊客比較在意的是公共硬體設施是否能滿足其需求，
因此，對於園區軟體的內容要求就相對較低。相對而言，年齡層較高的遊客對園
區軟體內容的需求較高，因而較能在參觀完園區後，增加對大湖地區瞭解程度。
客家人在對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滿意度高於非客家人，其中以 50-59 歲
的遊客回答滿意之比例最高，其中回答滿意之苗栗縣市人多於非苗栗縣市人，以
面訪問卷多於網路問卷。由此可推測，居住在當地之遊客對於園區當地交通狀況

27

因為以問卷調查方法來論，面訪問卷調查之受訪對象全數為客家人，而網路問卷調查之受訪
對象則以非客家人為主。

瞭解程度較高，故在交通便利滿意度上較非當地遊客之滿意度高。
在「問卷調查類型」與「大湖草莓園區環境清潔滿意度」方面，遊客回答滿
意大湖草莓園區環境清潔度的以網路問卷多於面訪問卷，是非苗栗縣市人多於苗
栗縣市人。由此可推測，園區的發展，對當地環境清潔度有一定的破壞，對當地
居民而言，感受度較非當地居民高。
整體而言，在政策設計之妥適性上，顧客滿意度之意見是呈現滿意的，未來
在園區軟硬體設計與交通便利性之政策規劃上應加強對非苗栗縣人與非客家人
滿意之相關內容設計；在增加客家文化瞭解程度上，應設計更活潑生動的展示內
容，吸引年輕遊客對園區軟體展示內容之重視；在環境清潔度上，則應加強對苗
栗縣人的滿意度。
貳、地區行銷能力
最吸引遊客來大湖草莓園區參觀遊玩之原因以親友介紹最多，對大湖草莓園
區所提供商品或服務反映地方特色程度之看法以普通之意見最多。遊客對大湖草
莓園區內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是否想購買之程度，以普通之意見最多，非常想購
買園區商品與服務的非苗栗縣市人多於苗栗縣市人，此結果與網路問卷調查多於
面訪問卷調查的遊客結果相符，其中以 20-29 比例最高，遊客最想再次購買大湖
草莓園區之產品以酒品類最多。由此可推測，園區在行銷地區商品之能力上，相
當成功，能有效吸引非苗栗縣人購買當地商品；且園區強力促銷酒品之策略上，
也吸引遊客購買酒品之比例居高。
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服務態度之滿意度以滿意之意見最多，回答滿意群中，
非苗栗縣市人比苗栗縣人滿意度高，此結果與網路問卷調查多於面訪問卷調查的
遊客相符。由此可推測，居住於當地居民對園區服務之滿意度要求較高，希望園
區能提供更好的服務品質與態度。
整體而言，在地區行銷能力之顧客滿意度上，意見是呈現滿意的。未來園區
在吸引遊客上應朝增加其他吸引尤客前來之誘因之策略來行銷園區；在服務態度
之滿意度上，應提高當地居民對園區滿意度。

參、計畫目標達成度
遊客蒞臨大湖草莓園區次數以 0-1 次最多，無論在大湖草莓季或非大湖草莓
季舉辦時，遊客蒞臨園區之比例都相當。遊客再次蒞臨大湖草莓園區之意願以想
之意見最多。由此可推測，園區在非草莓季時也能吸引遊客前來參觀。雖然遊客
對於再次蒞臨園區很高，但是以遊客蒞臨園區之次數以 0-1 次為最多來看，其顧
客回流率仍偏低。根據先前訪談結果之假設來看，遊客越多越能帶動當地發展程
度與提高就業機會，因此，當顧客回流率較低時，可能因此影響地方發展能力。
其中，客家人對再次蒞臨大湖草莓園區之意願較其他兩者低，居住在非苗栗
縣市的人對蒞臨大湖草莓園區之意願較高，此結果與網路問卷調查之遊客對再次
蒞臨大湖草莓園區次數之意願較大的結果相符。由此可推測，當地居民可能因為
地緣關係之原因，因此較不吸引他們再次蒞臨園區參觀。
整體而言，目標計畫達成度之滿意度上，是有效能吸引遊客再次蒞臨園區參
觀，未來則應加強顧客回流率與非當地居民前來參觀園區之計畫目標達成，以有
效促進地方發展能力與提升當地就業機會。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擬分成下列三節加以探討：
（一）研究發現；
（二）理論反省；
（三）政
策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節依本研究質化與量化之回應性評估結果，依本研究政策評估指標，包
括：政策設計妥適性、地區行銷能力、計畫標達成度與顧客滿意度等，將本研究
發現整綜合整理如下：
壹、政策設計妥適性
一、園區在利用空間或地理資源政策規劃時間過於短促，目前土地已逐漸不敷
使用，文化館展示內容之規劃則有待加強：
園區計畫規劃時間卻很短促，但執行時間很長；就目前園區發展看來，原有
的空間與地理資源使用上已不敷使用，造成周邊景觀與休憩公共設施不夠、停車
位嚴重不足、欠缺住宿空間等問題。除此之外，文化館之所展示之文化內涵則過
於空洞，其在文化內容規劃上，必須善用園區地理資源，不斷擴展地區相關文化
的故事性，並輔導地方團隊、文史工作者加入。
二、園區資源分配難免受到政治立場與派系之影響，目前之作法係以農會為主
導機關，農業局、鄉公所與文化局則扮演輔導園區發展之協助角色；目前看來地
方文化者並無太大的空間發揮其角色功能，未來有必要予以加強：
園區資源分配難免會受到政治立場與地方派系之影響，目前園區預算來源以
配合款為主，由農會主導計畫之執行，並增設休旅部處理對外觀光之相關業務。
農業局、鄉公所與文化局則扮演輔導者之角色，農業局的部份，以持續輔導農民
與園區研發新產品並告知相關補助計畫申請之訊息；鄉公主要協助園區周邊相關
建設與輔導農民申辦業務；文化局則以當地文化宣傳為軸，協助地方文化產業與

客家文化發展相結合。而地方文化工作者本身因為經費不足，加上缺乏正式意見
溝通之管道，固未能表達其相關意見以發揮其角色功能；未來應善用當地文化之
學術機構與資源，讓地方文化工作者能有多元化意見交流管道。
三、園區在硬體設備規劃上非常符合地方特色，唯軟體設備部份尚未能充份展
現符合地方特色之特徵：
園區硬體設備上之外觀設計概念以當地草莓文化為主軸，因而設計出以草莓
為主題之文化館，顯示其硬體規劃是符合地方特色之建築。然而，在園區內部軟
體之設計上則尚未能充分展現符合地方特色之特徵，此部份仍須地方居民一起努
力參與。
貳、地區行銷能力
一、園區多數產品委外研發與生產，但販賣之產品則採獨占市場策略，並且倡
導當地異業結盟來結合地方特色與服務之地區行銷：
園區內除酒類產品外，多數產品都為委外研發與生產；在園區內所販賣的產
品也多以獨占市場的策略的方式，結合地方特色與服務，希望藉此吸引遊客前往
參觀遊玩。同時，園區以倡導異業結盟之方式，希望能透過地區各個異業相互行
銷之方式，來行銷園區地方特色之產業與服務，達到魚幫水、水幫魚之效用，來
吸引更多遊客。
二、由農會主導園區促銷地方產品與服務之策略規劃，目前仍以農產品行銷
策略為主，未來應加強多樣化文化價值行銷策略，並重視新產品之開發與相關人
員培訓的問題：
各利害關係人中，由農會掌控著園區促銷地方產品與服務之策略，其農民與
鄉公所在促銷地方產品與服務策略上參與較少。目前促銷地方產品服務之策略
上，仍以對酒品、農產品等物質性商品來做為促銷策略之主軸；未來在促銷地方
產品與服務策略上，可強調多樣化文化價值以深化旅遊的網絡之行銷策略。同
時，在促銷策略上應重視新產品之開發與相關人員培訓的問題。
三、「事件、議題、願景」之順向與逆向的行銷策略來吸引遊客，未來應強化

建立自我品牌、服務品質提升與強化文化內涵之行銷策略：
園區主要以「事件、議題、願景」之順向與逆向的行銷方式為來吸引遊客，
透過不同的活動或是計畫目標的願景，來製造出吸引遊客前往園區參觀之議題。
目前園區除了酒品類與草莓香腸之商品為獨占市場外，許多商品仍可在非園區之
地方購買得到，故未來園區應多開發出屬於自己的特色產品，並不斷提升固有商
品與服務之品質；同時，園區不可只注重吸引遊客之策略，更應強化文化內涵來
吸引遊客。
四、因地緣關係增加地區價值意象程度，但園區尚未重視以文化價值視為永續
發展之政策規劃內容中：
目前園區因地緣關係而間接增加對客家價值意象之瞭解，園區內所舉辦之相
關客家活動推動，都直接或間接的增加對遊客對客家價值意象之瞭解。但整體而
言，園區在推動客家文化內容而言仍過於貧乏，並尚未重視以文化價值視為園區
永續發展之政策規劃內容中；未來應把握生活即文化之原則，不應對客家文化有
所設限，可從食衣住行全面瞭解客家文化。
參、計畫目標達成度
一、園區發展有助於提當地生活水準，但在文化水準提升方面並不顯著：
園區發展以來，許多學術互外教學活動與產業文化交流情況增多，同時，也
帶動周邊產業自發性對自我營業環境之改善，這些皆有助於提升當地生活水準之
改善。至於文化水準提升方面，由目前園區發展成效看來，是很難立竿見影的，
只能說增加強化與保存地方文化上之認同感。
二、園區促進地方發展能力普受肯定，唯應加強地方資源整合：
園區發展至今，為當地帶來更多商機，多數受訪者皆正面肯定園區計畫有促
進地方發展能力之目標達成；唯未來應強化地方資源整合的部份，亦即園區之發
展不能只靠農會之資源，更要與其他地方相關資源作整合，創造園區更多的發展
的機會。
三、園區對於當地就業的提升效果有待觀察：

以受訪者自我感受而言，多數認為園區之發展帶動了越來越多的顧客前往大
湖遊玩，這樣一來，也帶動當地營業場所增加，進而增加就業機會，由此看來，
的卻是增加了當地就業機會，但其是否真的為當地居民增加就業，此部份仍有待
考證。
肆、顧客滿意度
一、多數遊客對政策設計之妥適性感到滿意，未來須設法提升非苗栗縣人與非
客家人之滿意度：
多數遊客對園區硬體規劃感到滿意，其中 19 歲以下的遊客比例最高；對園
區軟體規劃設計感到普通，其中男性滿意的人數多於女性；認為參觀完園區後增
加客家瞭解程度上覺得普通，且客家人、苗栗人的比例較高且以 30-39 之遊客比
例最高；對交通便利性上覺得滿意，其中以客家人與苗栗縣人比例較高且以 50-59
之遊客比例最高；在環境清潔度方面覺得滿意，其中以非苗栗縣人比例較高；認
為園區整體規劃設計是符合當地地方特色的，其中男性多於女性。整體而言，遊
客園區在政策設計妥適性上給予滿意的意見，但由數據結果來看，未來園區在軟
體設計規劃上仍須加強，同時必須增加居住在非苗栗縣，不是客家人的遊客滿意
度，
二、地區行銷能力成效良好，未來可加強網路行銷：
最吸引遊客來大湖草莓園區參觀遊玩之原因以親友介紹最多；多數遊客對大
湖草莓園區所提供商品或服務反映地方特色程度則覺得普通，其中以非苗栗縣市
人多於苗栗縣市人；對園區內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是否想購買之程度也覺得普
通，其中以 20-29 比例最高；其中，最想再次購買大湖草莓園區之產品以酒品類
最多；多數遊客對大湖草莓園區服務態度感到滿意，其中以居住在非苗栗縣市人
比例較高。整體而言，多數遊客想再次購買園區主打之酒類產品，同時也覺得對
園區服務態度感到滿意；且園區也能吸引非居住在苗栗縣人前來參觀，因此，可
以發現園區在地區行銷能力上有一定的成效。由園區吸引遊客之方式來看，未來
園區應強善用大眾傳播媒體，更有效的行銷園區，尤其在網路行銷的部份，可列

為未來行銷園區之分法之一。
三、顧客回流率較低，計畫目標達成度仍可再努力：
遊客蒞臨大湖草莓園區次數以 0-1 次最多；遊客再次蒞臨大湖草莓園區之意
願也相當的高，其中以客家人對再次蒞臨大湖草莓園區之意願較閩南人與外省人
低且居住在非苗栗縣市的人對蒞臨大湖草莓園區之意願較高。由上可知，多數遊
客會想再次蒞臨園區參觀，但是，由數據顯示，都數遊客仍以蒞臨 0-1 次之參觀
次數為最多，因此，未來應充實園區軟硬體設備以增加顧客回流率。

第二節

理論反省

本節將依本研究回應性評估之結果及理論之優缺點，作為本研究理論反省
之探討，其內容如下：

壹、回應性評估之結果
本研究以四項評估標準為主軸，再分成十個細項，從各個利害關係人角度探
討政策執行成效，誠如第二章之論述，每個評估標準及細項指標都是根據學術文
獻並配合本研究特性而設計，之後的研究調查乃依照本研究評估標準予以探討。
最後，根據本研究調查結果與回應性評估理念，予以檢視計畫的成果（見表 6-1）
。
從由各評估標準的訪談與問卷調查結果皆可發現各利害關係人對於園區目前發
展給予肯定的態度，也認為文化創意概念是未來園區發展之關鍵。

表 6-1 本研究架構圖之實證模式
評估標準

評估指標
1.利用空間、地理
資源

政策設計
2.資源分配
妥適性

回應性評估結果
硬體部份逐漸不敷使用
軟體部份：文化館內涵過於空洞
農會為主計畫主導機關；農業局、文化局
與鄉公所為輔導機關；地方文化工作者之
功能不彰

3.符合地方特色

硬體部份：整體外觀設計符合地方特色
軟體部份：須靠地方居民努力參與

1.結合地方特色與
服務之策略

多數產品委外研發與生產
商品採獨占市場之販賣策略
異業結盟之行銷策略
文化創意概念融入休閒農業經營策略

2.促銷地方產品與
服務之策略

強調多樣化文化價值，以深化旅遊網絡
重視資金調度、產品開發與人員培訓問題

地區行銷
能力
3.吸引遊客之策略

「事件、議題、願景」之行銷策略
不斷提升服務品質
強化文化內涵

4.增加地區價值意
象之程度

園區相關客家文化內容過於貧乏
因地緣關係而增加對客家價值意象程度
尚未重視以文化價值來做為園區永續發
展之規劃內容
從食衣住行全面瞭解客家文化意涵

1.提升生活或文化
水準

園區內戶外交學與產業文化交流增多
帶動周邊產業環境改善
只能說強化客家文化認同

計畫目標
2.促進地方發展能
達成度
力

有效促進地方發生能力
強化地方資源整合

3.提升當地就業機
會

營業場所增加不少
是否是增加當地就業機會則有待考證

1.政策設計妥適性

須增加非苗栗縣人與非客家人之滿意度

顧客滿意
2.地區行銷能力
度
3.計畫目標達成度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地區行銷能力成效良好
加強網路行銷
顧客回流率較低

貳、質化與量化並重，兼顧各利害關係人的看法
本研究以運用回應性評估之研究方法，瞭解政策計畫相關利害關係人所關切
之 CCI，最後建構利害關係人的共識，以作為相關單位政策計畫與未來執行方
向。本研究除採質化深度訪談外，也使用量化問卷調查分析，以增加資料的來源，
如此不僅評估的角度多元而豐富，更可以避免政府由上而下評估模式之缺失。在
本研究質化與量化分析上，兩者研究結果與發現相當穩合，因此乃成為本研究評
估模式之優點。

參、計畫執行時間與非隨機抽樣之影響
本研究個案計畫執行時間未滿三年，在計畫目標達成度之評估指標之研究結
果上，未能看出相當明確的執行成效；且回應性評估之對象採非隨機抽樣之方
法，其樣本的效度與信度皆會影響本研究評估計畫的調查結果，乃成本研究之研
究限制。以上，則是作者認為影響本研究回應性評估的干擾因素，但任何一項評
估都會其限制與外來因素的影響，而本研究也盡力排除研究上之困難，讓評估結
果能具有公信力。

第三節

政策建議

根據上述的研究發現，謹從下列兩方面：
「園區之未來總體經營策略」與「改
善園區經營之具體作法」，提出推動大湖草莓園區發展之政策建議：

壹、園區之未來總體經營策略
本研究以客家地區之文化創意產業為研究主題，挑選苗栗大湖草莓園區為研
究個案，由研究結果發現，目前苗栗大湖草莓園區之發展成果，受到當地政府與
居民的高度肯定。惟從總體經營策略考量，大湖草莓園區畢竟這項產品仍然太過
「單調」，旅遊規模仍嫌太少，必須結合其他相關產業的優勢，以「異業結盟」

方式，形成一個「產業鏈」，才能提高顧客回流率與住宿率。吾人皆知，目前苗
栗縣是一個農業線，從園區計畫發展到現在執行結果，處處都展現地方農業轉型
的活力，此外，大部份民眾對於苗栗大湖草莓之客家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動是感動
滿意的。基此，未來園區若能朝向「休閒農業＋文化創意＋客家文化」之方向發
展（見圖 6-1），則未來將會使園區發展有更好的前景。

然而，若要達成此項總體經營策略目標，從園區政策設計妥適性、地區行銷
能力、計畫目標達成度與游客滿意度之研究發現來看，皆還有許多值得發展與改
進之處。最後，作者對於未來後續研究上，建議三個後續研究問題方向以供參考：
一、客家文化創意產業在軟體建設的部份，如何與地方文化工作、非營利組織或
第三部門相結合呢？其彼此間的角色功能為何？其如何有效促進客家文化創意
產業之發展呢？二、如何將「休閒農業＋文化創意＋客家文化」之概念結合，研
擬出符合地方特色又發揮創意並協助產業轉型之行銷策略呢？三、園區發展怎麼
樣才算是提升文化與生活水準？增加當地就業機會呢？要如何進行實證研究加
以證明呢？這些都是後續相關研究可以繼續探討之處。

貳、改善園區經營問題之具體作法
一、設置「草莓觀光巴士」，重新規劃交通動線之規劃與標示：
目前園區當地所提供的運轉公車並不密集，加上園區停車位不夠使用，建議
根據當地旅遊路線加以規劃設置「草莓觀光巴士」，並可彩繪觀光巴士來吸引遊
客搭乘觀光巴士之意願。同時，園區內區動線規劃不明顯，交通指標的設立不夠
清楚，因此，建議園區必須加強動線規劃之標示問題。

二、提供以「文化創意」為主題之園區休憩設施：
園區在觀光旺季時遊客眾多，造成園區內休憩的地方嚴重不足，且缺乏遮陽
避雨之處，故建議園區可以增設以「文化創意」為主題之園區休憩設施。以園區
現有空間與地理資源使用上看來，園區在酒莊後方湖莓戀花園與文化館頂樓之露
天廣場上，其休憩設施規劃上仍有有利用之空間，建議可以設立涼亭來供遊客休
憩。
三、加強無障礙空間之規劃與興建：
目前園區之空間規劃上，尚無任何無障礙空間之設計概念，從本研究問卷調
查開放題結果發現，部份民眾對此部份感到不方便。故建議園區應加強無障礙空
間規劃概念，增設殘障坡道與扶手設施。
四、從草莓相關商品的包裝、產品本身到售後服務，應盡量結合當地產業及學
術機構合作研發，以求創新性與精緻化：
目前園區內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眾多且多委外研發生產；許多商品並不具獨
特性，太多外面就買的到的商品。故建議應多注重商品發展的開發，可與當地產
業與大學相關學系共同合作。在產品包裝上，可否用代表客家的藍布杉或雕刻、
陶藝加以包裝；產品本身可多強調健康產品方向發展，如健康醋，減肥、美容；
在售後服務上，也可提供有關產品的相關知識、教育，顧客若有抱怨，也應要立
即處理。
五、加強媒體與網路行銷，如中國時報的旅遊版、如易遊網，並強化產品故事

性，以吸引顧客：
在園區地區行銷能力之訪問結果發現，對於經營機關對於園區之行銷策略十
分重視，但從問卷調查研究發現多數遊客是親友介紹之原因蒞臨大湖草莓園區
的，且在開放性問卷回答中，多數遊客也認為應再加強園區行銷，由此可發現在
媒體行銷與網路行銷之部份園區仍有進步的空間。因此，建議園區在未來行銷策
略上，園區必須跳脫只以草莓為宣傳的行銷方式，每年都必須強化產品的故事
性，來塑造出新的行銷議題；同時，也可以加強媒體網路行銷之方式，如中國時
報的旅遊版、如易遊網，並強化產品故事性以吸引顧客，以提昇園區的知名度。
六、聘請專家學者加強園區工作人員服務水準，如亞都麗緻旅館的嚴長壽總裁：
目前園區商品銷售人員與導覽解說之工作人員必須具備一定的知識能力，即
具備外語能力並且能解說當地的人文歷史。除此之外，可效法亞都麗緻旅館的嚴
長壽在「總裁獅子心」一書中所列舉四項服務業最重要的準則，亦即每個員工都
是主人；尊重每個顧客的獨特性；「好」的服務是「有求必應」的服務，但「卓
越」的服務，是能夠「想在顧客前面」的服務；對顧客絕不輕易說「不」，這樣
一來才能讓遊客到園區參觀能寓教於樂，也享受到最好的服務品質÷。
七、與地方文化工作者合作，加強發展客家文物特色，如南庄愛鄉、公館黃金
小鎮協進會：
目前園區商業化程度太高，有關客家文物的展覽與設施都相當欠缺，建議未
來園區之發展，在文化性上須大於商業性，建議應多舉辦文化展覽活動，增加園
區人文性，提升文化氣息；亦可增設生活體驗區，由食衣住行來體驗與說明客家
文物之特色，讓遊客到園區參觀更有參與感。此方面可以尋求當地之學術機構或
文化工作者一同努力，如南庄愛鄉、公館黃金小鎮協進會，成立一個奠基於文化
價值之組織，以協助園區深化文化內涵之相關建設，大家一起輔導與學習讓園區
在文化層面之內涵能夠逐漸充實。

八、強化「異業結盟」之溝通管道，提供更多元化觀光旅遊資訊，如 7-11、
奇美：
園區發展不能單向度的思考園區固有之資源，更要思考該如何行銷和擴大服
務範圍。各利害關係人對地方資源整合皆有共識，但彼此卻未有良善的溝通管
道，故建議未來應如 7-11 與奇美之策略聯盟經營方式，建立彼此良好社群的溝
通管道，共同研議相關資源整合之策略，如：透過大湖觀光中心與地方產業人士，
提供遊客玩遊大湖的行程規劃，來讓遊客獲得更多當地旅遊資訊。
九、開放園區週末夜間營業：
目前大湖園區正積極開發溫泉旅館之規劃，建議園區未來可考慮夜間營業，
並提供自行車出租的服務，讓遊客能看到傍晚的風景之美，也可以結合周邊觀光
景點，如：賞螢火蟲，透過這樣多元化的經營除了民眾可欣賞夜景又可增加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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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問卷調查題目
苗栗大湖草莓園區之問卷調查研究
敬愛的朋友：您好
為瞭解大湖草莓園區（苗栗大湖酒莊與草莓文化館）發展問題現況，特設計
此問卷，以進行學術性之探討。本問卷採匿名方式填答，資料僅做整體統計
分析之用，懇請撥冗協助。您寶貴的意見及熱心支持將會是我最大的收穫和
期望，謝謝您的合作！
敬祝 萬事如意
若有任何問題，可來電台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02)2502-1520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
碩二研究生：林佳蓁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
第一部份：遊客對於大湖草莓園軟硬體設計之妥適性調查
1.請問您對於大湖酒莊硬體公共硬體設施滿意度為何？
□1.非常不滿意

□2.不滿意

□3.普通

□4.滿意

□5.非常滿意

2.請問您對於大湖草莓文化館的公共硬體設施滿意度為何？
□1.非常不滿意

□2.不滿意

□3.普通

□4.滿意

□5.非常滿意

3.請問您對於大湖草莓文化館所展示的相關內容滿意度為何？
□1.非常不滿意

□2.不滿意

□3.普通

□4.滿意

□5.非常滿意

4.請問您參觀完大湖草莓園區後，增加您對大湖地區客家文化瞭解程度為何？
□1.極低

□2.低

□3.普通

□4.高

□5.極高

5.請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整體規劃設計而言，是否符合當地地方特色呢？
□1.非常不符合 □2.不符合

□3.普通 □4.符合

□5.非常符合

6.請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交通便利性的滿意度為何？
□1.非常不滿意

□2.不滿意

□3.普通

□4.滿意

□5.非常滿意

7.請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環境清潔的滿意度為何？
□1.非常不滿意

□2.不滿意

□3.普通

□4.滿意

□5.非常滿意

第二部份：遊客對於大湖草莓園區商品與服務之行銷能力調查

8.請問以下那一個原因是最吸引你來大湖草莓園區參觀遊玩呢？
□1.親友介紹

□2.報章雜誌

□3.電視媒體 □4.網路資訊

□5.其他

9.請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所提供商品或服務，反映出地方特色的程度為何？
□1.極低

□2.低

□3.普通

□4.高

□5.極高

10.請問您對於目前大湖草莓園區內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您會想購買嗎？
□1.非常不想買

□2.不想買

□3.普通

□4.想買

□5.非常想買

11. 請問您購買過大湖草莓園區內的產品中，最想再購買那一樣呢？
□1.酒品類

□2.草莓香腸

□3.草莓冰淇淋

□4.草莓蛋糕

□5.草莓果醬

□6.草莓泡芙

□7.草莓餅乾

□8.草莓娃娃

□9.其他客家風味食品

□ 10.沒買過任何產品
12.請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對顧客的服務態度的滿意度為何？
□1.非常不滿意

□2.不滿意

□3.普通

□4.滿意

□5.非常滿意

第三部份：大湖草莓園區計畫之達成度之情況與意見調查
13.請問這是您第幾次來到大湖草莓園區呢？
□1.

0-1 次 □2.

2-3 次

□3.

4-5 次

□4. 6-7 次

□5.

8 次以上

14.請問您參觀大湖草莓園區的時間是否是大湖草莓文化季舉辦時呢？
□1.非大湖草莓文化季舉辦時

□2. 大湖草莓文化季舉辦時

15.請問在您參觀完大湖草莓園區後，會想要再來參觀遊玩嗎？
□1.非常不想

□2.不想

□3.普通

□4.想

□5.非常想

第四部份：遊客對於大湖草莓園區的問題與建議
16.請問您覺得大湖草莓園區目前有那些問題存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請問您對於大湖草莓園區未來發展有那些具體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部份：基本資料
18.性別

□1.男

□2.女

19.族群

□1. 外省

20.居住地

□1.非苗栗縣（市）

□2.原住民

□3.閩南人

□4.客家人

□2.人苗栗縣（市）人

21.年齡
□1.19 歲以下

□2.20-29 歲

□3.30-39 歲

□4.40-49 歲

□5.50-59 歲

□6.60 歲以

上
您已回答完所有問題，非常感激您的協助，再次謝謝您！

附錄二

苗栗縣文化局局長之訪談紀錄

時間：2004/9/10 下午 4:50-6:20
地點：苗栗縣文化局局長辦公室
訪談對象：苗栗縣文化局局長周錦宏先
訪談內容：
問：首先想請問局長，苗栗縣文化局是從何時對客家文化政策上有較完善的系統
性政策規劃？
答：其實苗栗縣在過去喔，不應該說從文化局開始，其實過去一直都對客家文化
的東西有在做一些措施，只是說過去它不是以一個議題為導向，而是以累積的，
所以這個我必須要先說明。
（A1）我舉一個例子來說明，第一個，像早期的客家
文獻室，早期就已經開始做了，像一些客家文獻的蒐集，然後像客家文物館的設
置，這就更早期了，以前的人就開始做了，像一些客家文物和文獻的蒐集。也就
是說當政府有要推行會擬定這樣子的政策或計畫時，它就會配合去做。還有像一
些傳襲的計畫，像一些表演藝術人才，像八音的承襲計畫、戲曲的傳襲計畫，以
前都有在推。
（A2）我想說，就這樣一個東西，在政府這個部分以前就有一些著
磨，像一些鄉土語言、教材阿，那都是配合原來中央政府訂的在推動，所以你在
討論這樣的問題時，可能要涉及到說之前在對客家文化的推展上面就已經有在討
論了，它可能這些的議題或方案在執行時，它可能配合像是教育部的鄉土教材的
編輯阿，或鄉土課程教育的推展阿，比如說配合文建會去發展地方的特色阿，比
如說你要充實地方社會的藏書阿，這樣的一個計畫阿，發展阿，配合它地方特色
的活動阿，或者充實地方特色的文物館阿，配合這樣子一個中央訂的政策，它去
執行這樣子的一個方案，以客家的東西來做主軸的方案。(A3）
問：那剛局長提到的來說，是說九十年之前是以中央來做，地區配合比較多，到
九十年之後由地區發起比較多嗎？
答：只是說，比較起來大家比較瞭解，或是說目前大家看到的東西，是我們在九

十一年時所提出來這樣一個振興的計畫，如果你要把它界定說一個有比較完整系
統計畫來說的話，可能這個是一個時間點啦，那致於其他是不是有比較完善系統
的政策，那我是覺得因為有的部分，像是比較地區性的，配合地方的特色來推動
的，你說它有沒有系統，其實有阿，像文物館的設置阿，也有系統在做阿，只是
那時候是配合一些文化政策在做。
（A4）比如說鄉土語言的課程，就是配合中央
來推動的，就是說你配合這樣的中央政策，來去擬定計畫來爭取經費。那時候也
沒有說什麼客家政策，只是說那時候是一個鄉土語言政策，或是地方文化政策，
或者是其他地方文化發展政策一起結合來去推動。
（A5）嗯，你不能說中央沒有
系統阿，因為它要根據你地方的區域環境的特色來擬訂一個方案讓你去做，我想
這可能要做一個區別。所以就第一個問題，我們提出這樣子的振興計畫，我們可
以界定在民國九十一年的時候這個計畫書的提出來。(A6)
問：就個人瞭解而言，客家文化政策的範圍相當廣泛，因此，想請教答局長，就
苗栗縣政府目前對於客家政策的施政願景來看，其主要分為「食衣住行育樂」六
大主軸，依您個人角度看，目前客家文化政策個別在「食衣住行育樂」主軸上推
動，其是否有各最具代表性的政策？
答：嗯，應該怎麼講，應該說一個屬於全縣性，一個屬於區域性的。因為，生活
就是文化嘛！我們要用什麼樣的東西讓民眾去瞭解，所以我們才想到說要用這樣
子的「食衣住行育樂」的涵蓋的範圍去討論這樣子的東西，從這樣子的東西民眾
才比較容易去深刻的感受到，那除了這些東西，「食衣住行育樂」是一個專案的
東西，像一些研究的東西，我們也都是持續的在進行。(A7）如說第一個像衣服
來說，服飾來說，一個是客家服嘛！後來人家說不能講客家服，就變成說是縣服
嘛！那個就是我們要去創造，雖然不能和現在的創意設計的衣服相比，但是它是
會引起大家對客家問題的討論。（A8）我們還希望既然關心到這樣一個議題後，
那是不是還有另外一個可能？那每個服飾店自己去做發揮它們的領域，讓大家注
意到這個議題然後去做。嗯，大概是這樣子。其他設計或改良上，他們都已經注
意到這個問題了。至於能不能設計出來，這關係到很多創意和產業的問題，還有
行銷的問題了。
（A9）由縣政府本身作為表率推動客家服為民服的服飾，其效果
已經獲得回響，與效法。再者，也積極對於新的客家服設計與創意進行研究，此
方面的問題則尚未全面婦諸實行，仍有待研究。（A10）至於食的部份，第一個
是客家餐廳認證的部份，建立餐廳認證的標準，就已經有一套的系統了。
（A11）
像吃的是去年九十二年開始，一個是客家餐廳的認證計畫，還有一個就是客家食
譜的推廣，比如說怎麼做客家醃漬的東西，和傳統客家料理，創新客家料理等，
我們編了一套目前全國最完整的客家食譜。（A12）吃的我們做的比較多，第三
個就是創意品牌的行銷，重新做創意產業的包裝，從去年開始就輔導業者做一個
重新包裝改變，像我們選了幾個地方，像銅鑼的客濃之鄉、公館的郭家庄、愛之
味等，做客家醃漬的重新包裝，因為我們還沒做發表，我們是設計完了，重新包
裝，但還牽涉到能不能量產的問題。（A13）至於住的話，是今年的東西，現在
我們在做一個「好客屋」，我們希望能夠訂立一個獎助的措施，我們有一個獨立

的計畫，希望鼓勵民眾去做。像我們會做一些社區的書櫥，那我們有些獎勵的措
施，就是我們要怎麼鼓勵民眾去蓋這種房子。（A14）那這個建築的東西不是只
有傳統的，還會加一些新的原素，建築的推廣我們一直在建議，像苗栗一直要做
一個客家園區嘛！在銅鑼嘛！現在叫做客家中心苗栗園區嘛！那我們希望這一
個園區，嗯，後來我們提這個方案它們也接受了，我們希望這個園區它能夠融合
當代的設計，也就是不要只是傳統的設計，也可以徵選一些國外設計的當代的客
家設計，因為設計後可能成為一個當地的標的和文化的地景，那其實都是在結合
這樣一個思維在做。（A15）那行的部份，像就是一些景觀、動線指標，那是還
沒有在具體的落實在做的。（編號 A16）育樂的部分是一直都持續推行的，其成
果不勝枚舉。其訪談中發現，苗栗縣文化局在推行育樂相關活動時，也思考到其
文化性保存之問題，像是族樸之研究等。其對於基礎育樂之相關研究問題，更為
重視，而不僅僅於用舉辦活動之方式來推廣客家文化。(A17)文化月和文化節和
匯演都是一樣的，這其實都是合在一起的。那我一直講，在後續我們一直要做的，
嗯！除了這些以外啦，像這個客家的族譜研究，族譜的蒐集與整理，因為我們覺
得這個可以代表客家人宗族觀念的東西，所以這個列為我們這個工作的一個重點
裡面。（A18）
像族譜的研究、家族或族譜的數位化，那我們現在在做這個東西，我們也一直在
爭取錢嘛！第一個要上級的補助外，另外要自己慢慢來做嘛！那我們希望這樣一
個東西，這樣一個研究的東西是一個最主要的基礎。（A19）

附錄三：大湖鄉農會相關幹事之訪談紀錄
時間：2005/5/17 下午 2:30-3:30
地點：大湖農會會議室
訪談對象： 大湖鄉農會相關幹事黃先生
訪談內容：
問：首先想請問對大湖休閒酒莊與大湖草莓文化館推行至今之政策規劃設計是否
周延完善？對目前大湖草莓園區的空間與地理資源設計有何看法呢？
您有什麼看法呢？
答：嗯…我們整體來講…我們酒莊和草莓文化館是不同的計畫，ㄟ…但是它是分
項來執行的，比如說我們休閒酒莊是在 921 後開始營運的，我們即將快有三年的
歷史了，文化館是在去年 11、12 月底才落成的，當初計劃就是分兩項來執行的。
我們酒莊目前已經大致好了，當然第一年第二年計畫的時候我們當然設備上一定
還不足，但是我們逐年在增加添購設備，所得到賺的營餘都是再投資進去。在文
化館的部分，我們目前是…嗯…二樓的部份啦…比較是…嗯…當初因為計畫的關
係，後續計畫沒有再爭取到，所以我們目前二樓就比較空洞一點。ㄟ…就只有一
間的投影室，整個看的話，一般大致還可以。
（B1）還有就是說，整體景觀的周
邊阿，酒莊和文化館整體外面的這個方面和休閒的部分，這個還沒完善、還沒做
好。那我們也積極像有關單位來爭取這些有關後續計畫的經費來推動。因為我們

這兩個計劃推行到現在，可以說這是我們台三線成為一個地標，許多旅遊活動都
會到這邊來做一個中途的休息景點，來參觀一下。（B2）
問：嗯...那請問當初酒莊與文化館設計的概念從何而來的呢？
答：嗯…我們酒莊厚，要在設計的時候喔，因為我們蒐集了很多資料阿，我們參
考像歐洲那種地中海式的那種造型，我們酒莊的外觀，你看過了沒有？有點類似
地中海阿，我們採這樣阿。一般來說，釀水果酒在歐洲比較流行啦，所以我們採
歐美那種地中海式的造型外觀。所以說，一方面從外觀可以看到裡面製造的過
程，釀酒的過程，在導覽解說的時候比較方便，讓人家一目瞭然，有一個導引牌
像解說牌這樣子的情況。（B3）
問：那當初是由您來發起大湖酒莊與草莓文化館興建的概念再來爭取預算嗎？還
是…是怎麼樣的情況呢？
答：恩…這是我個人少許的概念拉，還是要靠我們農會的整體團隊拉。
問：所以這項計畫可以說是由農會整體一起發起的了。
（B4）
答：對對對！是由農會發起來做的。
問：那預算上主要來源是？
答：嗯…那預算主要是這樣，是由上面給的，是對等的，我們六百萬、酒莊六百
萬，等於相對是一千二百萬。文化館的話，它第一期的硬體工程就比較不一樣，
第一期它是三千五百萬經費給我們，但相對的我們也要三千多萬，我們發包硬體
的部份就要六千多萬。（B5）
問：請問所謂上面的單位是苗栗縣府嗎？
答：嗯..是中央，921 重建委員會。這兩個計畫是 921 重建委員會給的，透過農
委會知情的。（B6）
問：那請問苗栗縣文化局、大湖農會與鄉公所在這整個計畫中與大湖農會的互動
情況是？
答：我們在後續軟體的部份後，剛剛我講的是硬體的部份，在軟體的部份文化局
在第一年給了我們兩百多萬，我的印象中好像兩百多萬。我們配合款比較多啦，
它補助款沒那麼多。（B7）
問：那鄉公所參與的地方呢？
答：鄉公所比較沒有，苗栗縣文化局有給我們輔導。
（B8）在軟體部份經費在 92
年度時有給我們…
問：所以整體計畫運作還是以農會為重心來運作
答：對對！是以農會為主的。（B9）
問：那計畫在推動時，你們彼此的連繫管道是？
答：一般來講阿，我跟你講，一般農會沒有人敢去做這種文化性的東西。因為，
第一，在管理上的財源、人員上可能就已經一大負擔了。那我們大湖主要會做，
是想要與產業文化結合，又配合酒莊，所以我們才比較大膽的嘗試來做這個未來
的規劃的願景，給它這樣的投入進去。（B10）
問：那在計畫發展中，以農會為中心進行，那像農會與文化局和中央或農委會間

的關係是？
答：嗯，我們是接受計畫的補助，根據計畫作業規定來進行和連繫。當初是有計
畫的，是上面通知下來的。當初其實這兩個計劃是要給卓蘭做的，但是可能因為
一些條件限制，卓蘭沒辦法做，所以變成大湖接棒在做。（B11）
問：所以事前其實沒有做比較詳細的規劃去向中央申請，而是事後知道確定要做
才去擬定相關計畫申請與推動？
答：對呀！它有目標讓我們申請，所以我們就依照它的目標和計畫內容去申請。
以我們大湖的條件，要釀酒什麼酒，我們要釀水果酒，是要做什麼的？我們是要
做當地的草莓酒、李子酒 為主要的產品，然後再考慮這兩個酒是打什麼族群？
老人家族群是要蒸餾酒？還是要年輕族群像我們現在做的低糖低酒精度的？當
初輔仁大學陳教授給我們指導，我們規劃一個方向，主打年輕族群，目前這樣還
是正確的拉。因為台灣產品相當多樣化，我們現在雖然在主打年輕族群，但是，
之後會慢慢開發多樣化產品，讓老中少都能喜歡。（B12）
問：那請問您當初興建酒莊與文化館所希望達到的之目標為？
答：當初它的計畫輔導目標是在希望主要能帶動農業經濟整個輔導起來，休閒能
夠帶動起來，農村經濟能夠繁榮。酒莊的主要目的是在說把外來的觀光客能夠帶
進來，就是它計畫主要的輔導目的。第二，農會也趁這個機會看看是不是能夠轉
型，這也是它的目的所在。觀光休閒旅遊是最主要的目標，次要才是農會轉型。
（B13）
問：所以文化館是附設來配合酒莊發展嗎？
答：嗯，我剛有提到呀，文化館是不一同的計畫呀！它們兩是不同的計畫，主要
還是酒莊，再以文化館與當地文化產業去結合，主要是酒莊文化產業去結合，就
是一個多元化多功能休閒的地方。這是我們當初主要拿計畫時候的看法。結果現
在慢慢逐一實現啦，只是像剛剛講的，有些地方的計畫部分還沒完成，但大體百
分之七八十已經完成了。（B14）
問：那在農會與園區在組織架構上來說，它們的人力分配情況是怎麼樣？
答：農會本身就是一個事業單位呀，就是一個農業經濟單位。過去長遠都是靠信
用部，所以信用部不好做，金融很競爭，所以這兩年我們有酒莊以後，不但可以
農村經濟帶動繁榮，觀光人潮比往年逐年的增加。主要農會事業單位也趁這個機
會多開譬一個產銷的管道。也提供都市人來這邊踏遊阿。（B15）
問：那本身農會是由那幾個單位去負責推動酒莊與文化館業務呢？
答：剛開始時，我們沒有一個休閒旅遊部，我們是靠供銷部來輔導，推廣股來協
助，所以我們後面就由長遠的規劃目標著想，規劃一個休閒旅遊部，我們經由會
員大會通過，再報主管機關核備後才可以設立休閒旅遊部。所以這個部完全是以
對外的運作負責，窗口是對外的，不是對農民，而是對觀光旅遊的東西。
（B16）
問：就您個人看來，目前大湖草莓園區發展上，是否符合當地地方產業與當地文
化相結合之特色呢？
答：完全符合！符合地方需要。
（B17）

問：那當初大湖農會如何與農民接洽和互動？
答：長久以來，我們在大湖農會有一個供銷部，有辦共同運銷，把果菜運送到大
都市市場去拍賣，所以我們大湖一年四季水果很豐富，所以我們的草莓酒當初我
們是顧慮到說，以前還沒開放時，農民都是自己在釀酒，然後再公開販售。然後
現在菸酒公賣局開放拉，不能公開販售呀，所以我們農會也基於農民的考量，考
量到農民的生計，我們才營造出一個休閒酒裝莊。然後來帶動這個地方，我們農
會來做酒。（B18）
問：那目前有何需要改進的地方嗎？
答：還都蠻好的。大致上農民與農會的互動還蠻順暢的。透過班會、班幹部研習
會報與產銷會報或個別訪問來互動。（B19）
問：像大湖那麼多水果，當初為什麼你們如何挑選某些產品做為主要產品來規劃
組合當地產業與特色？還是一個一個去試出來的呢？
答：我們當初會挑這兩種水果做酒，是因為草莓酒東南亞唯一一座，然後又香嘛！
品味也佳！我想草莓酒一定要做，要塑造草莓王國之一來帶動。第二，李子酒在
過去公賣局也曾經有收購過，後來菸賣局沒有收了，也自然變成酒莊考慮的產
品。所以目前我們是以這兩種酒為主要的產品，來釀造出依酒精度不同的產品。
（B20）
問：那如何運用有效的方式，來促銷地方產品與服務呢？
答：我簡單三個重點，第一個就是，除了我們每一年辦一個草莓文化季大型的活
動外，透過新聞媒體這些媒介，用媒體來做行銷，做活動的行銷，這是每一年都
辦的活動。至於我們有新的產品出來，我們都會舉行一個記者發表會，一個當地
的記者發表會。至於一些大型的活動，我們也會跨都市去辦記者會，像台中、台
北呀。至於服務上，除了主打的酒，我們也研發了很多，像是伴手計畫中草莓酒
蛋糕、草莓酒香腸、低糖纖果醬，這都是我們帶動產品來兼顧服務，也蠻受消費
者歡迎。（B21）
問：像剛剛您提到研發這部份中，有關您合作廠商是如何選出的？
答：我們自己主動挑選，上網蒐詢相關廠商資料，然後再去評估後，挑出幾家再
去詢問願意合作的。（B22）
問：在技術上的支援呢？
答：有些技術我們提供，有些是互相，不一定，要看產品。
（B23）
問：那最後廠商決定權是由農會決定嗎？
答：對，由我們決定。
（B24）
問：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執行營運到現在運用那些策略手段來吸引遊客？
答：當初我們在做也怕怕的，不過團隊都很用心在經營。在策略上，要吸引觀光
客上，你的產品一定傲出來，然後再想怎麼靠行銷，這是一體的啦。（B25）
問：那除了先前您說的草莓文化季的相關行銷活動外，在草莓季過後，平常的行
銷方式呢？如何吸引遊客？
答：平常我們也很多水果，加上假面藝術節、三義雕刻節、油桐花季等，現在旅

行社網站都會規劃一日遊或兩日遊，都會把大湖酒莊列入一個重要的點，就透過
這種全面行銷網的方式來進行。（B26）
問：那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執行營運到現在是否成正收益？
答：是！是正收益。
（B27）
問：那在吸引遊客的營運策略上，您有碰到什麼困境？有什麼具體建議嗎？
答：因為我們剛起步也才幾年，所以可能面對的問題也還是很多。我們遇到問題
馬上會當機立斷，假如沒辦法迎刃而解的話，那靠時間我們會很用心再去規劃怎
麼樣的途徑會比較好，再來開拓我們的產業。
問：那目前曾經碰到的問題與困境有那些？
答：我們剛開始的問題就停車場呀，尤其草莓季一來時，我想再做十個也不夠，
我想這是比較大的困難，我們也顧慮到觀光旅遊客他們來的行的安全，目前這一
點我們比較傷腦筋。平常還好，假日就會，到了草莓季就到了飽和的狀態。
（B28）
問：交通上，和新竹客運有主動要求合作嗎？
答：嗯..沒有。不過它很配合，如果你主動告訴他要在那裡下車，我們地方客運
都會讓你下車，也會告訴你要在那裡上車。
問：那會不會想要爭取在這附近設一個公車站牌的呢？
答：有有有呀！那旁邊有設一個站，是我們在文化館成立後，我們跟新竹客運來
爭取的，就在加油站旁邊。
問：除了這方面的困難外，在行銷上呢？
答：行銷上還可以，大體上大問題就是停車場的問題。還有就是我剛前面提到的，
我們後續一些軟體計畫要繼續進行，總不能後面要執行的一直都在空窗期。在產
品行銷上，主要還是希望結合我們大湖的水果，來辦一個活動，在一年四季都有
活動讓大家參加。（B29）
問：那像在酒莊與草莓館目前所提供的產品有哪些是只有當地才能買到的？
答：嗯，酒！第一個是酒，有很多都只有當地才能買到，外面買不到。就我們這
邊研發出來的產品，像草莓酒、草莓蛋糕、草莓香腸、草莓冰淇淋這些都是單一
窗口，目前還沒批發出去。（B30）
問：那會有想要批發出去嗎？
答：嗯..當然它有它的附加價值，有一天我們會考慮，但是目前還是維持一樣。
不過酒的話，目前我們比較不可能，等到我們比較穩定大量生產後，在思考是不
是以後走國際路線。國內販賣陳架比較不理想，可能陳架後，人家可能就不會來
了，所以這是考慮到我們地方特殊性的問題。（B31）
問：就您個人看來，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其是否增加大
家對大湖地區之認識與對客家文化之瞭解？有何具體建議？
答：其實當初我們在規劃時候，是以產業文化為主要規劃目的。我們以產業文化
走過的歷史背景，過去前人怎麼開拓、種植、加強改良等歷史。當然，間接的也
會讓遊客注意到客家文化的一些東西。在這方面，我就不是專業，我們是比較專
注在產業上。不過，如果有多的空間與經費，當然我們很願意再增加一些能讓大

家瞭解客家文化的軟硬體設備。（B32）
問：就您個人看來，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否促進地方
發展能力？提昇就業機會？
答：我們這個酒莊成立文化館後，當然也造就了我們農會本身就成立了一個休閒
旅遊部，部裡面從生產線到銷售部門，在行銷和導覽部分我們也增加了差不多快
10 個人，這也造就了就業機會。還有旁邊我們承包出去的也有呀。還有在大湖
也一家家開闢新的休閒園區，這也造就了很多人來參觀，所以整個地方就動起來
啦。我們經濟就比較繁榮起來了。（B33）
問：那在這方面您有什麼建議？
答：在整個園區裡面，剛才我有提到，本身我們酒莊和文化館完期了，與週邊設
施還要再加強外，在軟體上，假如我們還有空間的話會考慮增加對客家文化有關
的軟體設施。像泰安溫泉區、雪霸國家公園，還有這幾年來政府在推廣的休閒園
區，裡面都有很多輔導出來很有成果的園區，將來都是我們可以配合一年四季水
果來做行銷的，這就是地方整體面發展能力真正結合起來，動起來，人家來的時
候才不會覺得寂寞，有新鮮感。（B34）
問：就您個人看來，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否提昇生活
環境或文化水準？有何具體建議？
答：嗯..不可否認，的確有提升我們當地的生活環境或文化水準。像一些大專院
校的互外教學或是一些產業文化教流都有助於我們生活與文化環境水準的提昇
阿！我覺得這也是蠻好的！（B35）
問：酒莊製酒過程也提供參觀嗎？
答：有有有！它有固定的時間，有製酒的行程表和行事例，不過如果你要來教學
參觀可以事先聯絡，我們都會開放的。
問：整體而言，該計畫是否達到利用空間或地理資源、資源分配、符合地方特色、
增加客家價值意象程度、促銷地方特色與產品、吸引遊客的程度、提升生活或文
化水準、促進地方發展能力與就業機會等多功能發展？其中，最滿意的是？最不
滿意的是？
答：最滿意的是我想就是，把地方農村經濟帶動繁榮，提供都市人的假日好去處，
同時農會也藉這機會轉型成功，這是我最滿意的。最不滿意的就是文化館裡面的
軟體還不充足，要盡快努力。（B36）
問：請問您對於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未來之發展，有那些期許與建議？
答：我們後續計畫是縣政府給我們的補助，很多酒莊都會碰到營運的經費問題，
我想這方面都是我們未來要去努力了，目前我們要做的都差不多了，因為廠房、
可用地空間有限，所以，目前會以充實之前所講的內容為主，先把營運問題穩定
後，再視情況而定。（B37）

附錄四
時間：2005/5/19

大湖鄉農會休旅部相關人員之訪談紀錄
上午 10:30-11:15

地點：大湖農會會議室
訪談對象：大湖鄉農會休旅部相關人員邱先生
訪談內容：
問：首先想請問您，休旅部對推廣大湖休閒酒莊與大湖草莓文化館的主要政策目
標是什麼？
答：政策目標喔！政策是政府的政策，是農委會在擬定的，我們的目標就是把大
湖這個地方的農業給它轉型成休閒農業，來吸引更多人來這裡。（C1）
問：那對目前大湖草莓園區的空間與地理資源設計有何看法呢？有那些地方需要
改進的嗎？
答：軟體的內容不大充足啦！我們現在軟體面不大充足呀！所以想辦法去跟文建
會那邊接觸。
（C2）其實老實講，客家沒什麼文化你知道嗎？草莓還有一點文化，
客家有什麼文化？全省的客家有什麼文化？你有沒有發現？呵呵呵….. （C3）
問：ㄟ…可是我覺得蠻多客家文化的ㄟ…看怎麼去定義…
答：你看到的一般客家展的都是一些農具呀、衣服呀，它還沒有一個特定的文化。
所以我們前年把它推一個草莓季，所以就變成我們這邊地區的一個活動，這些我
們好不容易才把它固定，變成我們這邊的一個活動。
問：那對於目前草莓園區的整體空間與地理資源規劃上，軟硬體設備您覺得符合
現在的需求嗎？
答：符合！但可以再增加！你知道這邊有溫泉嗎？所以，我們還有再增加的空間。
我們有在規劃，但還沒有實行。（C4）
問：那在硬體上，您覺得可以再增加那些？
答：嗯..比如說，大湖現在最缺的就是住宿的問題，這些住宿的東西，第一個財
團嘛，第二個我們農會跳出來做嘛！（C5）
問：像我所知道的是，本身休旅部主要是處理對外窗口的業務，請問這些業務主
要有那些呢？
答：其實農會它是以服務農民為目的成立的一個人民團體。所以它先前做的很多
事情都是由信用部和供銷部去做，它沒有辦法賺很多錢，因為你農會的員工也要
負擔薪水，整個水電營運也都蠻高費用的。所以，以前他們的業務就是我收取一
些農民的手續費，來維持這邊人的生存。所以現在就是說你一直在轉型一直在轉
型。你還記得有一次 123 大遊行嗎？就是因為那時候信用部整個收編掉，等於說
取消了農民的金融，那時候就產生了一個很大的問題呀！因為那時候是靠整個放
款給農民的利差來營運，那漸漸我們就發現這樣下去長久不是辦法，所以現在農
會都在走這個方向呀！讓農會帶領農民走向休閒農業阿，來帶動阿！農業方面一
定要農會去帶！我們那時候也剛好有一個機會，就整個在這兩三年內整個轉型
掉。那我們這個單位就是，有些地方就是你自己想辦法去生產，或者是委託生產，
或者是進貨，做的是觀光的生意。做觀光客的生意比較好做，因為你的利潤不會
被限制，因為服務農民的話，你的對象是農民，你能收取的手續費有限，所以你
的營運就會比較困難。但是觀光客他比較不會在意這些東西，他會去思考的是這

個東西值不值這個錢，我們就是賺觀光客的利潤去營運這個農會。當然可能還沒
有辦法說整個轉型，營運也沒有辦法說去支撐整個七八十個員工就靠這個部門去
養，但是也許有一天會可能。因為之前也是靠信用部養七八十個員工呀！所以現
在就是我們漸漸靠其他部門去養這些員工。（C6）
問：那你們透過什麼方式和農民聯繫來收購農產品？
答：其實我們有一個收購制度，我需要什麼樣的產品，我就需要什麼樣品質的原
料。基本原則是，像我們最大宗的草莓酒來講，我們就用本地的草莓，照顧農民
的一個義務。但是你一定要經過檢定過，現在大湖的草莓都要通過檢驗，用的就
比較放心一點啦，因為這會影響到我們後續產品的使用。（C7）
問：那是有固定收購的農家嗎？
答：目前我們沒有辦法固定，因為大湖 90%的人在種草莓，不能說每一家都跟你
收呀！我倉庫會爆掉呀！我也不能說只收你的，所以原則上是說，我需要這一批
產品，我就公開說我什麼時候要收購，你有這種東西的人你來登記，所以我們不
會說短時間的收完，我們要用的草莓差不多都是三四月。那時候雨水又多，其實
草莓不多。（C8）
問：那研發的部份呢？
答：現在網路上面都很發達呀！你要找一個合作廠商不會難呀！像一些檢驗合格
的廠商很多呀，這些都有名錄呀，我們都有這些資料。生產這個部份，除了酒以
外，我們都是委外，我們沒有必要浪費人力投資在這上面呀！研發部份，學校現
在很發達，學術也很發達，所以這個都不是問題。（C9）
問：那目前在賣場中的人力分配和商家經營是由農會人力來管理嗎？
答：恩，你看我們平面一樓員工是我們的拉，平面以外都不是我們的。（C10）
問：那麼在目前推廣園區發展上，部門的人力和資源的分配來講，您覺得充足嗎？
答：嗯….那要看你推的多快。就像政府推動一個活動很快，為什麼？因為它錢
多！針對我們來講，我們就很困窘了。我們要看我們能賺多少錢。我們投資這個
要多少錢？我們有沒有錢去投資？這就是我們要去評估的。其實農委會如果有很
多計畫，它如果能重點式去指導，看做下去是不是有成績的？如果是有成績的，
那你就不要吝嗇嘛，那我們就很好做嘛！最重要是錢的問題嘛，沒錢怎麼做！目
前來講，不是很滿意，但還可以接受。就是你沒辦法盡情發揮，它資源也是要分
配，站在一個中央長官的立場來講，關注這個地方他也不敢，他也有民意代表去
壓他呀！這個也是環環相扣呀！呵呵呵……（C11）
問：那就目前大湖草莓園區發展上，是否符合當地地方產業與當地文化相結合之
特色呢？
答：我們不是說以我們去跟地方產業說我們帶頭去跟它們串起來，原則上我們起
步的基礎就是這些地方產業，是以地方產業為基礎來做一個明顯的地發特色。其
實這一兩年內帶動的草莓文化的地方產業就是阿。（C12）
問：那您覺得有何需要改進的地方？
答：嗯…我覺得文化上面不夠！這個可能要一段時間慢慢去發掘。因為怎樣…

恩…一個文化的帶動，是需要周邊的居民去配合，造成一個形象，類似一個意象，
其實我們這種意象的展現上還不太夠，很多地方還要再配合。（C13）
問：如何運用有效的方式，來促銷地方產品與服務呢？
答：我們有兩個方式，第一個是辦活動，你一個地方要辦活動才能炒起來，你沒
辦活動一定炒不起來一個地方。像我們年底會辦草莓文化季的活動，這可以讓我
們延續一段蠻長的時間。第二個就是和旅行業接觸。（C14）
問：那營業至今有做過對園區觀光客人潮和滿意度的評估嗎？
答：沒有，我們在人潮上沒做過評估，但是我們人潮是成倍數增長。（C15）
問：園區目前預算來源包括那些單位呢？
答：縣政府農業局有補助，還有文化局的產業活動方面的補助。（C16）
問：那像文化館每年的相關客家文化活動的資源是？
答：那些客家活動不是我們在辦的，客家文化的資源是掌握在是文化局手上，它
利用我們場地去辦的。每年年底文化局都會來這做客家文化的展售，但是我覺得
可以再做的更好。其實可能客家文化比較貧乏，我現在也想不通，可能不是我專
業，客家文化能展現什麼？也許你想想再給我資料好了。我可以去給他們唬隆唬
隆呀….呵呵呵... （C17）
問：那您覺得是否增加大家對大湖地區之認識與對客家文化之瞭解？
答：其實這是間接的啦！其實我們當初設大湖酒莊、草莓文化館，是因為我們負
草地王國之稱，因為我們東西都在這邊，大湖、酒莊、草莓，等於說這些東西都
是一直灌輸在我們客戶的頭腦裡面，但是你來到大湖，這明明就是客家人的地方
嘛！那來的人就要從中去找尋客家文化，那我們就是要展現客家文化給人家看。
（C18）
問：這方面您有什麼建議嗎？
答：其實我是希望他們文化局、鄉公所大家都能配合啦！我們農會其實是一個人
民團體，不是領政府薪水的，所以應該是他們盡力來支援我們，而不是我們去鼓
吹他們來支援，我覺得政府應該做的是這樣，對不對？不要反其道而行。
（C19）
問：像您剛剛提到目前正在和文建會爭取後續發展經費，這方面是？
答：因為剛好那時候政府有這個政策，就是地方文化館，我們這個地方要展現什
麼文化，本來那時候是想客家文化和草莓文化要去展現的，我們那文化館說大不
大、說小不小，但弄到後還現在只有展現草莓文化而已。（C20）
問：那問題是出在？
答：嗯..軟體上的問題，客家文化蒐集上的問題。（C21）
問：就您個人看來，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否促進地方
發展能力？
答：這絕對有！百分之百的有！這個在大湖來講厚…很多就是跟我們同時期起步
的休閒農場厚，還有這沿路的草莓園，到目前為止沒有人說他草莓賣的不好，以
前大湖是二月草莓結束後就沒有人來了，也許連經過都沒有經過，現在你看到五
月，還是有人，假日的時候人潮還是很多，可能到假日的時候它周邊沒有地方去，

那它就集中在這邊。但是在草莓季的時候，你人口集中在這，然後再擴散出去。
幾乎停頓了十幾年了，大湖草莓靠觀光又再衝上來了，等於說是大湖草莓產業的
另外一個競爭。（C22）
問：那在這方面您有什麼建議？
答：其實我們能做的就是一個人民團體呀！想辦法把人潮吸引進來，那我們這邊
是做一點生意，當然你生意是不可能做完整的嘛！周遭的農民，講難聽一點，你
要想辦法多賺一點錢嘛！客人進來，大家都要想辦法多賺一點錢，那在產品的研
發上，我們就要多下一點功夫。（C23）
問：那您覺得是否有提昇就業機會？
答：我們員工本來大概 40 幾個，現在變 80 幾個，這就是直接的例子。當然，不
單單我們這拉，就像我知道隔壁的餐廳它假日會需要工讀生，要十幾個，一家而
已唷！這邊附近有種草莓的他們的觀念都開始改了，他以前都是直接給人家處
理，現在會自己稍微處理後，價格再拉抬。它這都是間接的增加。所有的餐聽草
莓季都是客滿的，所以大湖人沒得閒拉！（C24）
問：那像您剛剛提到這都是草莓季的時候，那在非草莓季時，營運上問題怎麼解
決？
答：這就是我們現在現在要做的，怎麼樣讓草莓的風潮延續到整年，其實大湖可
以做啦！你還記得大湖的向日葵花海嗎？那就是我們在做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延
續草莓季，因為你草莓季結束，那你這個向日葵花海可以到六月。這個六月畢業
季，學生都會來採花照相，但是這些就關係到農民的生產一些問題了，因為一般
都是來拍照完就走了，比較少人採，那樣農民他就不敢種，因為花賣不多錢，他
們划不來！接下來半年，就變成夏季蔬菜，像小黃瓜、蕃茄、玉米，等於說你周
邊有這些都西，那你產品在推的時候，等於酒莊為輔，他們為主，由酒莊做一些
促銷活動，這是互相搭配的。你在大湖停留的時間越長，促進消費的能力也越強。
（C25）
問：那整體發展至今，園區的設立有使農民增加農產品銷售的管道嗎？
答：有！現在就是說，我們現在直接幫他們爭取到的就是客人增加嘛！客人增加
嘛就是你的產品不一定要到市場銷售，你在這邊也可以銷售。另外就是我們有規
劃，以後可能季節性的農產品我們會讓他進來，比如說我規劃了 10 個攤位，像
現在正在產的桃李，我們來做一個評選，評選出來前 10 名的，我們就讓你進場。
那我們桃李結束後，又換桂竹筍。所以觀光客來這邊，你就可以買到大湖頂級的
農產品。如果你覺得還不夠，那就直接進到他果圓裡面來採，這樣子就會慢慢帶
出去。（C26）
問：就您個人看來，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否提昇生活
環境或文化水準？
答：環境是會降低啦！因為你人潮增加，你生活品質會稍微降低嘛！但是大湖還
算好，人潮沒有延續到很晚，大概傍晚人潮就散掉了，這就是因為沒有住宿的關
係嘛！所以人潮就散掉了！其實你看我們一開始就是以硬體來做比較可看式的

方式來做建築，我想大概就從這點去帶，不要說你用鐵皮隨變蓋一個什麼工寮去
賣農產品，而是要你一進來就感覺到一種視覺效果。在文化水準的提昇厚，我是
覺得有啦，但是還不是很多啦！等於說你一般的文化，你封閉起來會變成一個特
殊的文化嘛。但是現在是跟遊客接觸，就是說我們這樣交談，今天一個，明天十
個，交談多了，自然而然會提昇，除非你身邊文化水準都不高，對不對？這樣自
然而後會把鄉鎮人民的生活水準拉高，這是間接的提昇啦。（C27）
問：那在這方面你有何具體建議？
答：就是需要大家動起來呀！
問：那目前農會與農業局、縣政府和鄉公所之間聯繫管道是否良好？
答：像鄉公所直接必須和你配合一些基本的建設，但他們可能真的經費很有限，
我是覺得應該還可以再提昇啦！像農業局和縣政府那邊就蠻配合的，這可能也是
因為關係到選舉和政治的立場的問題，所以這也會影響到地方的發展。那彼此現
在溝通配合上，我是覺得還好，但還是可以有增長的空間啦！（C28）
問：整體而言，該計畫是否達到利用空間或地理資源、資源分配、符合地方特色、
增加客家價值意象程度、促銷地方特色與產品、吸引遊客的程度、提升生活或文
化水準、促進地方發展能力與就業機會等多功能發展？其中，最滿意的是？最不
滿意的是？
答：滿意的就是促進了整個地方發展，就像我剛前面講的一樣。那在行銷策略上，
在吸引遊客上我覺得都還可以再提升，還有很大的空間。（C29）比較不滿意的
是資源的分配，我這所講的不是我們自己的資源，而是外面能給我們的資源。就
是我們這邊已經積極在作的，也慢慢成型的，會希望能得到更多的資源來配合，
那我們就順勢把它扶起來，就用一個指標去轉型嘛！但，我是覺得他們收手比較
快，就他們覺得可以了，不是說你們覺得還想怎麼樣，他們覺得可以了，就把你
停在那邊，這個問題比較大。一個產業你一定要做到一個穩定性你才 OK 呀！不
是說你還沒有穩定你就停了，那可能會往回走ㄋㄟ，這是我比較不滿意的。
（C30）
問：請問您對於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未來之發展，有那些期許與建議？
答：我想以我們目前自己的能力，想把住宿的問題搞定，這邊會成為另外一個最
大的休息區，我想這是最大的目標。（C31）

附錄五

苗栗縣農業局相關人員之訪談紀錄

時間：2005/5/23 下午 10:50-11:40
地點：苗栗縣政府會議室
訪談對象：前苗栗縣政府農業局長許滿顯先生
訪談內容：
問：首先想請問大湖草莓園區文化創意產業的緣起與制定原因為何？
答：這個草莓園和酒莊的計畫都是屬於 921 重建委員會的計畫之一，那當時在重
建會還有農委會的輔導之下，那我們縣政府就是站在以縣市為主管機關的立場，
我們來輔導轄區比較具有特色的鄉鎮，那當時是以大湖和卓蘭兩個鄉鎮為主，那
草莓文化區是當時苗栗縣只有一個計畫，所以我們就核定為比較有特色的產業，
以草莓為主，而且它比較屬於高經濟價值這樣子的一個作物。那另外酒莊的部
份，苗栗在 921 重建會和農委會的一個計畫輔導，它是以苗栗縣提兩個單位，就
是兩個鄉鎮，其中是以大湖草莓酒莊與卓蘭的葡萄酒莊兩個計畫，那經過農委和
和重建會成立一個審議的小組，再審議的結果之後，大湖酒莊在全省八個酒莊裡
面它是以第一名的成績雀屏中選。那卓蘭的葡萄酒莊因為在資料的準備上比較不
及，所以未能在整個計畫裡面獲得屏選與肯定，所以就以這兩個案例為主，苗栗
就以大湖酒莊和草莓文化園區獲得中央的核定，然後即刻著手規定細部的相關規
劃，這大概就是它整個緣起和制定的方法。（D1）
問：那農業局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為何？推動園區發展時，與大湖農會和農民間
的聯繫溝通管道為何？
答：我想農業局從字面上的意義來看，它是屬於縣府內部的一個局室，在業務的
功能上它就是輔導農會本身的一個主管機關，那所以在整個業務推動之後，一直
以來我們的重點都是擺在輔導農會本身要有開創新興業務，那在這樣的一個前提
之下，我們除了讓早期農會過渡依賴信用部的情況改善，也希望它有一個轉型的
契機，所以除了說剛好結合 921 一個重建的計劃之外，平常我們也導入像 CIS

和識別體系，也希望能夠在它現有的產業裡面，能夠朝向多元化創新產業來推
動。
（D2）說實在的，整個計畫的推動一定不如我們預期計畫推動的構想，所以
在整個的推動上，所實在的腳步非常緩慢，那剛好酒莊跟草莓文化園區的規劃能
夠在這次的評選當中很順利的來獲得中央的肯定，所以也剛好利用一個這樣子的
契機，做為它轉型的一個非常好的機會，那經過他們的一個努力，在他們營運和
規劃執行的成效也獲得地方很大的肯定，我想在縣政府的輔導立場，我們是持續
的，不管是它的產品，持續的協助他開發和研發出不同新的產品出來，甚至在行
銷管理上我們也盡量的來給予協助，比如說相關的解說人員的協助，甚至像一般
伴手禮的研究、開發，我們也都是積極的協助推動，所以我想在整個輔導的立場
上，我們認為這樣的一個做法，也希望以大湖為一個個案來協助其他的農漁會能
夠比照類似的一個這樣子的案例，來加強倣效和推動，來開創出更多新興的產
業。（D3）
問：那像剛剛您提到產品研發的部份，那有輔導本身當地產業來研發嗎？
答：如果以站在輔導當地產業成長的層面來看，縣政府本身在各鄉鎮尤其我們以
大湖為例，大湖地區的產業特別多元化，所以在整個產業的競爭上是比其他鄉鎮
來得強，其中比較重要的是有輔導民眾從事像做產業加工的部分，像桂竹筍、陶
李、草莓醬的這一些的加工，這都獲得地方和很多消費者的認同，那這一次酒莊
初步的推動在時間上有點急迫，所以在有民眾參與的部份會比較不足，且再加上
在初步規劃的時程太短，加上相關的訊息並沒有充分的轉達，很多的農民雖然意
願非常高，但是相關的評估沒有發現非常樂觀的同時，他們也不敢貿然的從事相
關的產業投資，所以在整個的規劃和設計上，雖然是有要請相關的產銷班來協助
透過是不是可以透過這樣一個認股方式來參與，但是因為相關的條件因素，民眾
還是不敢貿然的參與，所以還是只有在最後的定案裡面，完全是由農會來獨資，
再加上各級政府、中央政府的專款的補助，然後來成立這樣一個酒莊。（D4）
問：那本身還有其他獎勵農民參與此計畫的方法嗎？
答：如果從這看獎勵的項目是比較少，但是比平常農會它在開辦的那個運銷的，
或農產品待銷的情況來講，他們與各產銷班會的互動是非常嚴密的，所以在成立
酒莊和草莓文化園區之後，第一個就是說原先供貨到農會的運銷上的作法還是繼
續的維持，那另外就是一些不能當一級品到市場銷售的，要改以加工為主比較次
級的加工產品，這個部分農會可以透過輔導加工廠還有本身農會的加工，直接來
送貨，我想這個計畫是持續的維持來推動的。那另外就是酒莊和草莓文化園區成
立之後，它剛好在整個觀光的交通景點，而且是一個樞紐的一個位置，所以很快
的在成立之後，第二年馬上開始就邀請相關的周邊產業後，互相的以策略連盟的
方式來推動，來塑造出一個所謂的草莓文化園區的一個願景。因為草莓文化園區
主要還是以單一的草莓作物與相關產品為主，那為了讓它達到讓消費者消費和休
閒的雙重功能，所以必須急迫的拓展相關產業的結合，將周邊的有一些的像花
卉、向日葵，還有像其他休閒的產業都能納到計畫裡面來，所以也就希望能成立
以策略聯盟和產銷班會來結合，來設立一個所謂一日遊或二日遊的計畫，來協助

推動，所以大概獎勵方式是改以方式聯盟的做法來推動。（D5）
問：那在推動大湖草莓園區時，執行過程是否有遇到什麼困境？如何解決的呢？
答：這個計畫的推動在瞭解有這個計畫的同時，由縣政府這邊我們就和農會的領
導幹部，我們就連續做過了數次的意見交換，充分的把相關計畫推動狀況來轉達
給他們經營層面的瞭解，那在整個執行過程他們比較抱以困惑的就是說計劃未來
推動行銷的問題，要怎麼來處理，甚至就是說資金的籌措調度上，和整個經營開
發產品的問題，還有就是人員培訓的問題，那這些問題我們後來也協助邀請了輔
仁大學的相關產業比較有接觸的相關學者來協助他們，逐一的針對問題給予排
除。（D6）那也得到他們農會本身高度的回應，所以在有共識的一個前提之下，
很快的把相關的問題來解決。
問：那每年營運上的預算籌措足夠嗎？
答：我想這個從兩個部份來提厚，先講草莓文化館的計劃，這個計畫在重建會是
三個年度分，總經費是一億，那縣政府主要負責是在相當計畫協助和管考的工
作，我們縣政府是不用出配合款，那鄉鎮本身在提計畫時也不用提配合款，那就
是總經費是一億分三年度來執行。（D7）但在第一個年度是撥款 4500 萬，那在
規劃的過程我們瞭解到剛好大湖農會本身要改建它的辦公大樓，所以經過地點的
決定之後，我們就把它原先是集貨廠這樣的一個場地，我們就邀請它把這個場地
提供出來，規劃做草莓文化館的這樣子的一個計畫，也把它農會本身要規劃的農
會大樓就一起合併把它做一起的計畫研究，那獲得它們理事會和監事會的同意。
原先它們規劃農會大樓是在 6000 萬到 8000 萬預算內的規模，那加上你草莓文化
館的計劃來共同搭配，那農會就可以把原先農會需要花費的大筆的經費先節省下
來，然後做未來新興事業的使用。所以草莓文化規劃獲得中央與重建會補助之
後，它可以減少自行資金，把相關經費納入它草莓文化館規劃和本身農會大樓規
劃，來併同考量。所以在經費上，已經對大湖農會有一個非常好的機制。那同時
間的一個草莓酒莊的規劃，它是把原先糧食倉庫，已舊建物再利用的這樣一個原
則，把它來從新的包裝，加上相關的措施之後來規劃出來，所以在建築的經費上，
已經省下很大的資金，但大湖酒莊的補助在中央初步的補助厚，在地方是不足以
成立一個具規模的酒莊的經費，大部份還是以本身農會的資金來供應為多數。
（D8）因為它的計畫原先本身是說補助 1000 多萬，後來是調整到補助 600 多萬
的經費，雖然後來部份補助的相關經費有陸陸續續的，比如說像產品的包裝呀，
還有相關的品牌和行銷多少有透過不同的計畫來給予資源，但是整體的硬體的設
備上，是不夠的非常多，那錢的短缺將近一千萬左右，那這個部份除了縣政府給
予差不多 300 萬的協助外，其他不足大概六七百萬的經費，就從農會本身原有要
興建大樓本身的部份，來挪用到投入大湖酒莊的計畫來，所以整體來說中央的經
費和縣市政府的配合，和自由資金的配合，才能讓這兩個計畫很順利的成立。
（D9）
問：那剛剛提到的草莓文化館市 921 重建委員會也有補助嗎？
答：這兩個計畫都是 921 重建的計畫，然後透過農委會的審議，因為重建會它本

身不具相關產業審核的能力，所以委由各業務單位來審核各縣市所提的計畫，那
經費是由它逕撥縣市政府。第一年的計畫都是向 921 重建委員會來提，那第二年
以後，這個計畫沒有以後，那就是轉由向縣市政府，向它新產品像湖莓戀啦，新
產品開發出來的費用，都是縣市政府直接全額來提供，第一年、第二年縣政府每
個單項產品都提供將近 200 萬給它。那另外就是它有一些新興開創的東西，所以
它可以透過向個別產業，向文化創意產業這部份向相關的部會來申請。（D10）
問：那這兩個地方的規劃過程是同時的嗎？
答：它是同時規劃，但是是不同的計畫，草莓園區本來的規劃是在卓蘭，但是規
劃到後來它地方公所和農會…在卓蘭地方的居民意願是很高，但是行政部門和民
間團體的農會當時在意願上都比較居於保守，所以變成說後來因為計畫執行的問
題，我們到最後還是直接把它修改，就是透過地方對這個的意願，我們就決定把
它轉移到大湖來。（D11）那大湖這邊的計畫，因為當時也沒有一個主題說要做
什麼樣的園區，當時的名稱叫農業文化園區這樣子，當時是倣效南投竹山它有一
個竹的園區，所以當時我們的主題定位並不是那麼明確，那因為確定卓蘭沒有辦
法執行以後，我們就把它移到大湖來，那大湖來了以後我們和輔仁大學和健康管
理學院教授討論後，發現把它鎖定在草莓這個主題做為一個文化館來規劃，可能
是蠻有創意的，而且全省像大湖要怎麼集中栽種草莓的也不多，所以後來就決定
以草莓文化園區這樣子的一個計畫來確定它的一個定位問題。（D12）那剛好在
進行的一個酒莊原先是在卓蘭以葡萄酒莊來規劃，那也因為卓蘭公所和農會本身
在接受這個議題上還是非常保守，最後我們在想說，如果再把這個計畫取消直接
在拿到大湖來，對這個地方這些民情的反應我們也會考慮到這個問題，所以不敢
貿然的把它取代，把卓蘭的取消把它移到大湖來，所以我們當初就透過了一些民
意代表，到農委會請農委會協助說建議它們在苗栗縣它們能夠多出一個點出來，
也就是說卓蘭的部份維持不變，那再多一個大湖的點，那我們當時的瞭解是全省
五個縣市八個點，預計本來是七個點，那再加上大湖就變成八個，所以就是五個
縣市八個點，然後最後是會六個或七個酒莊成立，其中會篩選掉一個到兩個，所
以我們就是在所謂競爭型態的這樣的方式，由各地成立的酒莊的鄉鎮來去準備評
估報告，然後送給農委會和重建會來審議，由審議小組來審議這樣子的一個計
畫，那在審議的過程，卓蘭剛好是第八名，那大湖酒莊是第一名，所以就這樣大
湖酒莊獲得通過。（D13）
問：就您個人看來，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您是否滿意其
空間利用與地理資源？（軟硬體設備上的看法）
答：因為當時後建地的取得算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性因素，而且當時計畫的規定
是希望以農會為經營的主體，那中間的話有部份允許像剛剛有提到說給產銷班會
和農民來參與投資的這樣的一個機會，因為當時這樣土地取得的考量，就是以讓
計畫能夠先通過，所以當時在土地的篩選就是以現成的土地，農會提供的土地來
使用，所以以當時提供的觀點都是很符合我們需要的這樣子的條件。但是經過了
三四年這樣的執行狀況，我們慢慢的已經發現到這個基地的空間已經是不足了，

尤其加上了草莓文化館和周邊產業，整個可以說形成一個所謂觀光休閒帶狀的景
觀，我們發現到這個基地的整個範圍已經明顯不足。（D14）那農會本身也感受
到這樣的一個情況，因為它的營運成長非常的快速，每年的成長很快，所以農會
在自由資金充分的提供之下，它在周邊也取得部份的私有土地，以價購的方式併
入園區的共同規劃，那這些土地就是由民眾提供他們以租賃的方式，那後來就以
買斷的方式，成立為農會的自由土地以後，然後重新的再搭配。那周邊的土地，
因為當時都是硬體的使用，也把民眾的一部份土地租用當做規劃附近一帶的綠化
草皮，讓整個空間可以比較像真正一個園區的這樣子的規劃。當然很多事情如果
能夠早一點規劃，在計畫執行前能夠考量到比較中長期規劃的時候，那我想可能
就沒有今天一個這樣的問題。因為說實在政府很多計畫有一些的瑕疵啦。我們的
規劃和歐、日或其他國家的規劃都是相反的。我們很多的計畫都是規劃短促，幾
乎都是一個年度你就要把它完成，然後執行要很多年。那國外的情況剛好是相
反，他是很多年的一個規劃，然後在很多時間內要把它執行完畢。那台灣是因為
很多計畫執行會受到年度預算編列的影響，所以在短暫的構想規劃後，就是分階
段來執行，所以我們國家剛好跟人家不一樣。所以剛剛所提到的這些中長程問題
的考量，你應該事先就要去瞭解到，我們礙於在當年度計畫比例控管的壓力。
（D15）所以我們當時只考慮到說這個點的潛力蠻不錯的，我們就毅然的投入這
樣一個計畫的執行，所以發現到後來就成長的速度太快後，發現到基地不足，所
以我們也把它停車的空間拉到對面的馬路這邊來，另外再向河川局申請國有地的
租用，來作其他建設。所以在很多計畫開始執行之後，我們就開始在想怎麼去克
服原本計畫的不足，或者是來彌補的方式，大致是這樣。
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如何吸引遊客？其是否增加大
家對大湖地區之認識與對客家文化之瞭解？
答：我想整個客家地區就是桃竹苗客家地區都是一個很典型的客家縣市，那在整
個地區以苗栗為主，我們發現苗栗的產業從 88 年開始很明顯的在成長，在這個
同時我們也去瞭解各個縣市在相關休閒產業的推動，都是以縣市各鄉競爭，當然
在不同的縣市開發自己的產業的特性，我想這個就是吸收消費者到當地旅遊的一
個誘因啦。（D16）所以在當時整個苗栗產業的變化，因為初級產業一直在沒落
的情況，帶動二級三級服務業加工的成長，所以苗栗在選定這個點的時候，我們
考量從 68 開放觀光開採到現在，我們發覺它的成長比例非常很觀，而且非常穩
定，尤其在我們推廣草莓還有陶李這樣子一些開放採果，甚至配合一些我們安排
刻意設計一些活動的這樣的一個推動，像陶李觀光季、溫泉季，就配合整個地方
來推動，所以像假日人潮就明顯的增加。所以，我們透過這樣計畫的推動，也讓
相關產業不致於沒落。然後配合活動來讓文化呈現或慢慢把它帶動起來。所以我
想在者個計畫推動這幾年來，我想整個客家文化結合到產業休閒應該算是有正面
的意義。（D17）
問：就您個人看來，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否促進地方
發展能力？有何具體建議？

答：草莓文化園區它剛好就是在整個台三線跟台六線整個交通的一個樞紐，那這
個位置的話剛好就是我們希望在苗栗成立一個所謂的遊客服務園區的這樣一個
的構想，那我們這樣一個的計畫是在公館的台六線跟未來的東西向，然後以全縣
的服務中心設在公館，那我們當初是希望說能夠在大湖草莓園區這邊，當做苗栗
地區南苗遊客地區的一個點，因為這個位置的話，在整個地發的促進上除了當作
提供觀光休閒產業的使用外，尤其它遊客的比例，以現在來講，它算是集客比例
最高的點，所以我們當出構想成立觀光旅遊客服務的點，所以我想在未來的推
動，我們成立所謂套裝行程的規劃，作為這個地方繼續來推動，那我想未來除了
可以提供，因為它的室內空間展場我想是還蠻充分的，所以未來可以提供像說很
多苗栗很多像是創意的伴手禮來提供消費者選購的一個擺設的場所，還有當作我
們活動舉辦的地點，這些都可以來使用，我想應該是蠻適合的。（D18）
問：就您個人看來，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否提昇就業
機會？
答：我想，很明顯的就是讓原有觀光景點上的遊客有明顯的增加。那如果光就園
區內人力使用上，它就很明顯提供不少當地的一些就業機會，那這個數字我沒有
特別的去做調查，那就我的瞭解都有增加數十人，那周邊相關的園區的，像他們
一些民宿的住房比例也比以前高，所以這些成長的過程相對它的服務量增加，它
的所謂的相關的需求也相對的會增加，不過我們沒有去做過相關量化的統計，這
是我們比較不足的地方。（D19）
問：那有真正協助提高農民就業機會的地方嗎？
答：原有的計就是說在民國 60 幾年到現在開放休閒產業的過程，當然顧客都滿
集中的，但是以它的量來講，並沒有像說從 90 年開始連續密集的成長，好像呈
現水平的情況，然後到了酒莊和文化館設立以後，才有明顯回升的現象，所以表
示說這個計畫在這邊的設置，應該是有它的加乘的效果。（D20）
問：那您認為是否提昇生活環境或文化水準？
答：嗯..這些都是持正面的效果啦。因為我們發現要達到成立一個類型達到遊客
旅遊的目的地這樣子的要求下，我們發現到周邊的一些產業有明顯的改變，早期
像比較偏向採果的時候後，就很單純，他就是個別顧個別的，他比較不會顧慮到
公共空間的設計維護的問題，那像現在他們就會自己去配合去塑造出自己的特色
出來，那這個就跟以往觀光採果的層面不同，雖然一樣都是服務業，但是那一個
層級很明顯的改變不一樣，而且有點提升，那這種提升同時間自己的生活環境當
然就會去維持不會那麼髒亂，那你會做一些比較有所謂的維護與管理的工作以
後，那你的生活環境品質就會稍微提升和改善。（D21）所以我想，在這邊設立
以後，那邊剛好是一個 V 字路的交叉口，那以前是一個髒亂的雜草，現在你看
那邊會把它整理出來，然後種一修草花，ㄟ…所以感覺上民眾他們本身會配合要
去招攬顧客消費者來，所以他們自己會去做相關本身自己的包裝，所以我想這個
是很好的現象，也從此協助他們共同成長的這樣一個作用。（D22）
問：整體而言，該計畫是否達到利用空間或地理資源、資源分配、符合地方特色、

增加客家價值意象程度、促銷地方特色與產品、吸引遊客的程度、提升生活或文
化水準、促進地方發展能力與就業機會等多功能發展？其中，最滿意的是？最不
滿意的是？請問您對於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未來之發展，有那些期許與建議？
答：嗯…這方面厚…其中大概最滿意的就是說促銷地方特色與產品，還有就是吸
引遊客的程度，這應該是佔的比例會比較高。（D23）那如果在比較不滿意的部
份，可能是說在地理的資源上可能比較不足，因為它沒有辦法左右到周邊其他的
影響，然後在資源分配上也比較難去做。（D24）在符合地方特色，那剛好是在
一個草莓特色集中的產地來設置一個這樣子的酒莊或文化館，那我想是在特色上
是蠻有它的一個特色，而且像草莓文化館的設計，我們當時在考量上就是說當時
怎麼去設計像一個草莓的形狀，這樣的設計在結構的融入上，不太容易做，因為
在結構設計上也必須考量安全的問題，所以我們當時就是說用外觀這樣一個方式
來包裝，那它跟草莓的顏色比較容易融合，所以就這樣的考量就符合地方特色。
（D25）那另外在增加客家價值意象的程度，這是正面的東西，現在在酒莊部份
它並沒有完全完成它的建設，我們周邊的農特產品會進駐，那像客家米食類的，
像菜包，因為要談客家文化的東西，無疑要從食衣住行談進去瞭解嘛，那食物是
最容易展現的，真正能夠看得出來的大概從吃的方面最容易辨別，所以就是說讓
很多人瞭解客家生活情況，我們由吃的方面稍微包裝的話，應該能夠塑造出一個
客家意象（D26）。那在促銷地方產品，我想我們那很多都是促銷地方特色的產
品，我想未來如果整個計劃規劃執行完畢對整個地方發展的功能會非常大。
（D27）那其實像提升生活或文化水準、與就業機會上我想沒有之前其他那麼直
接，因為你想要在短期間內達到一個我們預期成長的這個情況，我想不多。那我
們可能會帶動因為服務的成長而提升就業機會，當然園區和周邊帶狀呈一個商業
圈的規劃，我想都是對政府和地方一個很正面的期許啦！（D28）

附錄六

苗栗縣文化局相關人員之訪談紀錄

時間：2005/5/20 下午 4:30-5:45
地點：苗栗縣文化局
訪談對象：苗栗縣文化局周先生
訪談內容：
問：請問您認為大湖休閒酒莊與大湖草莓文化館政策規劃設計是否周延？
答：其實這當初是由大湖地區農會提出來，最早開始是 921 重建委員會，向 921
重建委員會提酒莊申請嘛。那時候在參與的有大湖地區的農會，卓蘭也有，那後
來因為大湖的條件比較好，所以這個要問農政單位，因為這是他們設定出來的嘛
厚。所以是先有酒莊，才開始有文化館的。（E1）先有酒莊他們覺得這個產業是
可以發展的，然後才協助他們做酒莊這些設備呀，然後才開始….他們有這樣的
空間，還有這樣的硬體建築以後，然後他們自己也發現說，只有蓋硬體的建築是
空的嘛，房子空空的也不行呀！所以那時候文建會在前年有一個計畫是在做地方
文化館的計畫，那酒莊就很有這個意願，大湖地區也很有這個意願，就想說我是

做產業的，那是不是說做一個產業的文化館，就是草莓的文化館，來去向文建會
爭取一個這樣的補助。那在這個區塊中，大家認為它扮演了一個很重要的腳色，
大湖草莓本來就是很有名的，那現在他們要做這樣的轉型，然後，也要讓產業的
東西注入一些比較深一層的文化的內涵呀！不管是產業的發展呀、過程呀！那當
然我們會去支持他嘛！因為這樣子，然後送到文建會，做一個草莓文化會館，用
文建會這樣一個地方文化館申請補助，好像補助 300 多萬吧！但那草莓館還向很
多地方去申請，像農委會、重建委員會，很多地方去要這個錢嘛，然後這樣子去
設了一個草莓文化館。（E2）
問：在政策設計上是如何規劃大湖草莓園區的空間與地理資源設計？
答：其實這個農會在大湖地區的草莓地區，他本來計就是一個火車頭呀！大湖地
區最重要的一個產業就是草莓呀！所以它在空間的設計上，就是以農會現有的地
理資源環境去設計，來去這樣子規劃一個大湖草莓園區，來和它原來周邊草莓園
區結合。（E3）
問：在政策規劃與目標設計上，苗栗縣文化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為何？
答：我們跟他們接觸的比較少，我們只有輔助他一年一次的那個…他們不是有草
莓文化館，草莓文化館的部份，但像產業輔導上就是屬於農業局，基本上就是農
業局比較多。因為像文化創意產業部分，不一定是文化局來做，像現在農會也在
做休閒園區呀，像大湖酒莊和草莓文化館就是大湖地區的休閒園區。他們是負責
蓋硬體嘛，我們是輔導他們嘛！他們有那個心嘛，要蓋草莓文化館嘛，那一個單
位有錢，他們就盡量往那一個單位鑽嘛！那他就是因為這樣子，才跟我們客家的
東西比較有關係嘛！（E4）其實我們站在一個輔導地方產業的角色啦，當然這
些東西，比如說我們…其實縣政府農業局當成一體來看的話，我們也是去協助他
們發展嘛！像前年，縣政府協助去辦一個草莓公主選拔嘛，那也是它前半段的落
成完成了嘛厚，我們辦了一個草莓公主選拔、草莓文化節呀，還有我們也配合他
們辦一些客家文化的活動呀！92 年的時候，年底我們跟他們一起合作辦一些一
系列客家文化的活動，還有客家的研討會呀、一些表演呀，這都在大湖地區。
（E5）
那就是為了協助他們去推，推動說讓大家重新認識大湖的代名詞草莓。去年還是
有嘛，我們扮演的角色就是輔導他們的角色，然後協助他們去做一些推廣，不管
是產業的活動也好、文化的活動也好，這樣的一個角色啦！其實他們在做他們的
包裝怎麼去設計，他們怎麼樣推廣他們的產業，這是由他們農會自己去構思的，
他們怎麼去做整個區塊的連結，他們怎麼去構思的。（E6）那除了這個以外呢，
就是說像我們自己圖書館本身出版的一些宣傳的手冊呀！或是我們要辦什麼一
日遊、二日遊的行程呀！就是一些文化巡禮的活動呀、或生命禮俗的活動呀，我
們也是把它納到我們整個去做宣傳的一個點這樣子。像我們辦的一些旅遊版記者
來到苗栗呀，他就是我們一個宣傳的點，讓他們來這裡參觀呀、認識呀。就是我
們扮演的部份還是協助它去做宣傳。但是產業的改變和創新其實應該是在農會或
農業局扮演的角色比較多，大概是這樣子的。（E7）
問：在推動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計畫中，有何獎勵地方產業與當地文化相結合

之政策以讓民眾能踴躍參與此計畫？
答：在製酒方面其實中央機關像是農委會呀、921 重建委員會阿，都給他們很大
的支持，當然農會他們本身也是要負擔很多。很多的參與，不管是透過地方的補
助款或活動，這也都算是一種獎勵的方法啦。再來就是說跟當地文化相結合的政
策，它比較算是屬於產業發展的部份。所以像地區文化的部份呢，像酒莊做好，
它怎麼去跟附近的羅福星既念館和其他文化的點相結合在一起。所以因為如果它
只是做產業，地方的人來參觀的話，它可能就比較表面啦！那它也是結合了這個
部份，像周邊的文化的景觀，或吃的，像大湖地區一些比較有名的餐飲業厚、客
家美食，其實他有在做這樣子的一個結合。（E8）那因為我們苗栗在推客家文化
振興計劃嘛，在推這些東西的時候，多多少少他們也會認定說他們在推廣這些活
動的時候，要和客家文化有關連性嘛！所以他們也會做去跟周邊的區塊去做結合
呀！（E9）就不是只有做他們自己的產業的東西。所以他如果只講他們大湖草
莓文化的時候，有時候會太弱了呀！他就一定會再講到一些客家文化和客家美食
的東西，看什麼東西是代表我們大湖地區的客家特色呀！其實我想這就是一個產
業在做的時候，它站在一個立場上來說，讓更多的異業去結盟啦！如果以農會來
說，它不可能以一個農會來做很多的事情嘛！那它跟其他產業之間的結合，跟政
府機關的合作，然後跟民眾之間的討論，我想在這個創意園區它才有發展的機
會。（E10）
問：像剛剛局長您提到每年客家文化活動的舉辦，這方面的活動是怎麼挑選出來
的呢？
答：我們文化局每年年底都會辦一個客家文化藝術節，恩…那就是說前年會在那
個地方就是因為我們要協助他們去做推廣，因為它剛好那時候才剛起步，那講很
切實一點，我們怎麼去炒作這個地方，讓它變得很熱鬧，同時有很多活動的人潮
來這邊，那大湖一下子就紅起來了嘛！其實就是有時候就是透過活動去帶動地方
的產業發展，那有時候產業可以帶動很多的活動出來，這就是這兩個之間有相互
關連的。那我們怎麼去選擇這個地方，我們那一年的客家活動怎麼會選擇那一個
地方，就是我們為了要推動客家的內涵，那客家文化的東西我們也要讓人家知道
我們在推動什麼呀！那我們也要往人多的地方去呀！那我們也希望能夠透過活
動帶動地方產業的發展呀！所以我們才會做這樣的選擇嘛！（E11）
問：文化局如何協助園區正確的規劃組合當地產業與特色，使園區商品與服務能
展現當地地方特色呢？
答：地方產業的特色，以草莓文化館來說，它就是有展現草莓文化產業特色和地
方文化的特色嘛厚。然後，其實我們在訂定一個計畫的時候，除了希望他們能夠
結合除了它們本體以外其他的產業嘛！除了當地草莓的產業、客家美食的產業，
就是它在做規劃的時候，我們是以協助的角色去幫助他們怎麼樣不讓他們以他們
單純自己為計劃來做考慮，而是要去跟周邊產業去做組合。其實那時候大家給他
設定的主題就是說，除了你把草莓的主題做完以後，你一定要給它呈現客家文化
的內容、客家文化的東西出來。（E12）

問：那每次去展售的客家文化都是那幾項，那如何運用有效的方式，來促銷地方
產品與服務呢？
答：不一定呀，還有表演呀！其實活動跟地方的產業是要結合在一起的，活動可
以帶動產業的發展，那產業也可以創造出一個活動的項目出來，就像草莓一樣，
它是一個產業，它可以帶出一個活動來，變成一個草莓產業的嘉年華會，就變成
一個地區產業的嘉年華會活動，所以這兩個之間是：一種事件去引導一個議題，
然後議題去造成一個願景，這個叫做順向嘛。然後一個叫做逆向嘛，從一個願景
產生一個議題，然後產生活動。這就叫做一個逆向和順向操作的策略嘛。也就是
說你可以透過活動去創造議題，去建構出我這個產業未來發展的願景在那裡，那
再去討論。另外一個就是，我先有願景了，我已經建構一個模式出來了，那這個
願景你沒有一個事件一個議題，那你這個願景沒有辦法建構出來呀！那你就要用
活動來吸引人家來注意這個區塊，所以我們大概就是用這樣子操作的模式，這樣
苗栗一些文化觀光的活動它才會慢慢的比較有它的特色出來。我們會做這樣一個
思維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一個逆向一個順向的操作，其實回歸苗栗發展的最終目
標，我們就是希望以觀光文化產業為主軸，那就要去思考怎麼和地方文化產業結
合呀！（E13）那一定要去尋找我們地區的特色的東西出來呀！用這樣子的方式
讓地方的特色能夠起來，讓地方的產業能夠發展。這樣就是從這種概念來去規劃
這種東西。為什麼我們當初要去制定這樣子的發展策略，就是我們當初想說，要
從整個苗栗地區的，從縣政府來說，他一定是要朝這個地方來走的。那它如果不
朝這個地方走，那苗栗的地方文化產業一定發展不出來，會走不出自己的特色。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透過活動來帶動產業的發展，也透過活動讓大家覺得說客家
文化是很重要的，然後去重視客家文化的保存，來去推廣很多客家文化的活動。
這個區域的特色就可以慢慢領導起來，就可以做空間的改善。（E14）
問：文化局運用那些策略協助大湖草莓園區應手段來吸引遊客？
答：這個就是說你要怎麼去行銷我們苗栗這個品牌嘛！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順向
和逆向的操作方式外，還有一個就是，你這個政府和地方，或者是民間團體他有
沒有所謂積極性的作為，他願不願意很積極去推動這個東西，那我覺得以苗栗來
說，很好的地方就是，ㄟ…大家很願意去推廣這個東西，不管你自己做文化的保
存也好，不管是保存文化資產和資源上都很積極，然後再透過活動或什麼方式來
去推銷自己。然後讓自己的地方產業更好！然後再來就是回過來說，讓這樣的東
西怎麼去提供更好的服務給人家，那我覺得服務的東西是慢慢去做改進的。慢慢
的一些服務做的更好，吸引的遊客會越來越多。（E15）
問：在這些策略執行上，有遇到什麼困境？該如何解決？有何具體建議？
答：當然是會有有一些問題啦！我剛講的是行銷服務的部份嘛，是會遇到一些困
難就是比如說交通的問題呀，交通動線的問題呀！或是說行銷推廣能不能那麼普
遍呀！然後說地方的產業之間結合是不是可以那麼密切，我想這個都是需要改進
的啦！就是說你只有自己好，別人沒有那麼好，那你怎麼辦？那你怎麼樣自己
好，別人也可以好這樣子。（E16）像現在交通問題已經慢慢改善了，相對的就

是你現在的服務空間不夠，像停車場和其他公共設施的不夠，這個是苗栗要做這
些東西會有比較大的問題，你有沒有發現大家都擠在一起，擠在一起以後品質就
不好了，品質不好下次人家可能就不會來了。其實在這個東西就是說你在推廣
時，你要去吸引很多的遊客來，執行上的策略不管是宣傳呀、活動的配合呀、或
是媒體的行銷呀、置入性行銷呀，這很多種的操作模式都可以運用。（E17）但
是你吸引來了以後，那第一個我講的交通的部份不夠！因為公共空間的服務不
夠，這個是需要去做改善的。那另外就是服務品質是不是有相對的一起去提升，
然後你的產業的包裝和設計，比如說大湖草莓它有它的特殊設計性，酒瓶也是很
好。那你有沒有再去改善你的內容？去吸引更多的人？就我瞭解大湖還不錯啦，
他們會讓他們的產品越來越多元化，讓它們可以去符合不同人的需求嘛！像做冰
淇林呀、餅干呀，什麼都開始去做了嘛厚。那你慢慢去做這產業的服務，那慢慢
這樣那產業做出來的品質好不好？這樣子東西產業的品質能不能讓地方參與產
業的機會越來越多？目前它可能是自己去找台北啦，或其他地區做包裝或研發設
計，但是你有沒有辦法去輔導地方的產業？比如說你自己地方的農特產的加工
業，自己地方的其他的農民，來去做轉型。這個它要去思考這樣子的問題。它不
能說我自己好就好了，就是說它有沒有辦法再去輔導。（E18）比如說我今天要
做酒，這酒的材料一定是跟農民要的嘛！那變成它是最大的嘛！就資本主義來講
它是去收購而已唷，他有沒有，比如說像草莓冰淇淋它有沒有輔導說像本身地區
傳統加工廠幫我去生產這個東西，你去輔導它讓它去做改善。當然這東西沒有辦
法立即，但是在你在做這個產業輔導的時候你有沒有去輔導大家一起共同來去
做，可能這樣產業的結構會比較完整。而不見得說他只找現成的人來做。然後我
覺得說，產品的故事性好不好、夠不夠，沒有敘說的故事，如果你只是賣一個產
品的話，你的故事性不夠，其實消費者對你這個東西品牌的吸引力會越來越低。
我講的是，他去過一次兩次三次後，他得到的品質沒有很好，沒有改善或者是說
他沒有得到他想要的一些東西，或者是他只是一個休息站一樣，你只是下去看一
看然後又走了，那對地方帶來什麼東西？這個還要去思考的問題呀！他怎麼去跟
其他產業的連結呀！（E19）
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其是否增加大家對大湖地區之
認識與對客家文化之瞭解？
答：我覺得是很直接，其實就是因為我們在推客家文化的東西不是只有從這一個
產業而已，我們是從很多的面向去做的嘛厚，那我們在做一個這樣的客家文化振
興是從衣食住行育樂各個層面去推的時候，其實讓大家對苗栗的認識越來越多
嘛！那也讓大家知道說苗栗劃上等號就等於客家了嘛！不管大家現在想到第一
個想到桐花季一定是苗栗，想到新竹的不多嘛。因為苗栗給人對客家的印象已經
是比較直接了嘛！那在做客家美食也好，這些東西都…讓大家不管到那裡都好，
都會讓大家去想說，這個東西是不是客家文化有關係？它其實已經有一些連結
了。
（E20）但這些元素有沒有在這個區塊呈現，其實還可以討論啦厚！就是說，
它這個東西，比如說大湖的草莓它到底它的包裝的東西有沒有呈現客家的元素和

特色？那還可以討論呀！那這個區塊建築的設計有沒有客家的設計，那也可以再
討論。但是基本上來講，大家對客家的印象是很直接，因為他是客家地區，它的
印象是非常直接的，它已經是連結的了。（E21）就是一個苗栗在推廣觀光的時
候，跟客家已經幾乎快畫上等號了。所以不見得就是說一個產業的東西而已，基
本上就是說他來到這個地方，相對的他對客家的東西會比較高，他們來到這個地
方，很現實，他們會想說那裡可以吃到客家菜？那裡可以看得到客家的東西？因
為你如果說從大的遊客來說是這樣子，那如果說深度旅遊的遊客來說，那他可能
去考慮的問題就不一樣了。到了那裡，人家就會問這和客家有什麼關係？人家就
會去討論這個議題呀！（E22）
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否促進地方發展能力？有何
具體建議？
答：這可以呀！有一部份上的連結是要再強化的。就是你怎麼樣站在另外一個角
度去輔導地方的發展，那你怎麼去回饋地方的農民，當然地方的農民都有賺錢
嘛，那地方的農民需不需要去做轉型？因為我是覺得說一個產業發展它如果只是
想我把今年我賺多少錢以後，沒有去想後續，沒有去想我們要做什麼不一樣的？
我的空間要有什麼改善？或者是說我的服務品質要有什麼改善？他就很快就會
被排擠啦厚！所以它要怎麼樣去和其他資源做連結？要和其他的資源做整合，去
做串連，那他到大湖來才會有更多發展的機會呀！（E23）才能帶動其他地方產
業的發展呀！當然它是帶動了整個地方的重要角色，一講到它地方的人大家應該
都是說好。因為地方一下子整個，本來大湖草莓已經很有名了嘛，然後也一下子
讓它草莓感受整個觀光產業發展來說它已經很直接了。（E24）
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否提昇生活環境或文化水
準？有何具體建議？
答：很多東西觀光環境在發展的時候，下一個就是要去做你的公共的空間，你的
公共服務的空間要怎麼去做改進呀！那這個東西有時候是可以同時進行的，那有
的人是先把公共服務空間做好了，然後再去做產業的觀光的發展，那從苗栗來
說，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先做觀光，然後再去做環境的改善呀！那這樣的改善你純
粹只有農會做環境改善那就會僅侷限於某些地方，我是覺得說這樣的環境改善還
是要連結整體的區塊啦，它改善的區塊不是只有在這個地方。（E25）至於文化
水準上，我想應該沒有什麼比較直接的關係啦！只是可能強化了客家文化的認
同，至少也強化了這個地方的人對客家文化的認同嘛！因為觀光的發展，跟客家
的連結關係，也直接強化了這些人對客家文化的認同。（E26）那水準有沒有提
升？水準很難去評估嘛厚！至少我覺得說大家對客家文化這樣一個地區的認同
感是加深了很多，對地方的認同和保存來說與文化的維護來說，它的認同感已經
增加很多。他們也很主動要推動客家文化呀！以前沒有人會講這個呀！基本上就
會讓大家對客家文化的認同越來越高呀！（E27）
問：整體而言，該計畫是否達到利用空間或地理資源、資源分配、符合地方特色、
增加客家價值意象程度、促銷地方特色與產品、吸引遊客的程度、提升生活或文

化水準、促進地方發展能力與就業機會等多功能發展？其中，最滿意的是？最不
滿意的是？請問您對於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未來之發展，有那些期許與建議？
答：提升當地就業機會我覺得是增加了很多，尤其是農民的，農產品之前很多都
是滯銷了（E28），還有符合地方特色和增加客家價值意象程度這都蠻滿意的。
（E29）至於不滿意的是，資源太過於集中了嘛，那有沒有其他資源再去做連結，
那你有沒有把這些資源去輔導你其他你自己相關的產業嘛！（E30）然後在行銷
的部份我是覺得說，吸引的部份我們都做的很好，但以服務的品質來說，你有沒
有辦法再增加更多服務的品質！它的質感是不是隨著你的人數增加而提升，很多
的觀光產業是說你人數增加，但你的服務品質一直掉的。那這個東西你要永續的
話，你的參觀的人增加了，你的收入也增加了。你的服務品質有沒有跟著一直做
改善？公共空間的環境是不是一直做改善？如果沒有，它會很快的就會出現了問
題了。（E31）
問：在文化館中的 2 樓，其實我覺得內容…..
答：它們目前二樓的東西也不多，其實對於草莓的東西還可以再加強啦！因為一
個地方產業去發展它有它的考慮，如果我要從另外一個角度來講，其實他裡面內
部的東西還可以跟更多的東西去做連結呀！比如說大湖有很多很有名的音樂
家、文史工作者，其實它有這麼多的空間它可以為地方文化盡一些心力，只是說
做生意的人可能只是做生意的想法啦！認為這個東西不會賺錢，那如果我以這個
角度我會覺得它應該要在這個地方多去著墨，你怎麼讓地方的團隊，輔導地方的
團隊在假日時也可以有一些表演呀！相對的你也扶植了地方的團隊呀！（E32）
要種一個草莓它基本上是和生活結合在一起的，那你如果侷限在我怎麼種草莓、
種什麼品種，嗯….如果你從另外一個角度去思考，種草莓的人他是生活的人呀！
那你為什麼不能做更多這個區塊中一些人的老照片呢？故事的一個彙整呀！作
農的人，一定會拜土地公廟，那這個東西能不能擺在館裡面？其實他們要去想這
樣一個問題。其實目前它們很多東西都是作產業的東西，產業是一時的，做文化
是永遠的，你要永續的話，你的東西和你的故事性要越來越強。否則人家不會再
去第三次第四次。（E33）

附錄七

大湖鄉公所建設課承辦人員之訪談紀錄

時間：2005/5/17 下午 4:00-5:00
地點：大湖鄉公所辦公室
訪談對象：大湖鄉公所建設課承辦人員陳先生
訪談內容：
問：請問大湖草莓園區當初推動過程中，大湖鄉公所在政策設計上是如何規劃原
有大湖草莓園區的空間與地理資源？
答：台灣草莓栽培歷史，可溯至日政昭和九年（西元一九三四年）
，但並未普及，
經濟效益不大。民國四十七年，本鄉鄉民賴雲添、陳世源、吳士金等人，自台北
縣蘆洲鄉把草莓引進大湖地區栽培，在鄉民的努力下，配合得天獨厚的環境，終
於造就出今日的「草莓王國」。種植的面積從數公頃，增加至民國六十六年的五
十公頃、七十五年的一百三十公頃、到八十四年的四百零六公頃，種植的範圍已
蔓延到鄰近的泰安、獅潭、公館等。近年來，由於國內稻米供過於求，在政府鼓
勵稻田轉作和發展精緻農業的政策下，大部分的水田都轉作栽培高經濟作物－草
莓。更由於農政單位的全力輔導，生產技術的改良、突破，使本鄉的草莓產量，
高居全省之冠。而果粒大、鮮豔、香甜的草莓，便為大湖鄉贏得『草莓王國』的
桂冠。本鄉的草莓園，泰半以「觀光果園」的型態經營，除了開放遊客自採之外，
還附帶出售草莓汁、草莓醬、草莓酒等副產品。本鄉較具規模的觀光草莓園有：
水尾、水尾坪、九芎坪、化人公、八寮灣、下街、水車下、陳屋伙房、社寮角、
大窩、水頭寮、淋漓坪、馬拉邦、等地的草莓園。其實厚…有關草莓園區厚，我
們沒有規劃一個特定的區塊，因為都是私有地，我們也不可能和民眾承租，我們
遊客一般看到是沿台三線，比較大概遊客最常會來的。（F1）嗯…我覺得比較詬
病的地方是，你看它那個地點有沒有，是不是一個三叉路口。假日的時候遊客很
多，但是停車和會車都會出問題，在交通上我是覺得比較危險。（F2）草莓季時
常吸引遊客至本鄉採果遊憩，正因如此，近年來農民對於週邊環境及硬體設施提

升許多，希望政府能更加開放農地使用及補助硬體設施並能撥補專款定期配合媒
體舉辦大型推銷活動。
問：那其實有關大湖草莓園區政策規劃上鄉公所其實沒有參與太多是嗎？
答：嗯..其實是這樣，其實縣政府有一個管理農會的單位，主要是他們在做對口
的單位，在鄉公所厚..我們這幾年也有幫大湖農會他們做一些周邊的設施啦，就
幫忙啦！像大湖酒莊旁邊和對面不是有停車場嗎？旁邊那些是我們做的，對面則
是縣政府做的。其實我們主要是讓遊客來玩停車方便。因為，第一個大湖酒莊現
在算是大湖一個很大的座標嘛，對不對。民眾到大湖一定會到酒莊看一下製酒過
程，買一下農產品，對不對！所以那時候我們有要一筆經費補助來做一個停車
場。其實我們觀光上面厚，我是這個想法，畢竟我們鄉鎮單位經費也是有限，你
說我們要怎麼去發展觀光，單就公所的力量是不可能的。（F3）像這幾年，我再
講一個例子厚，像農地開放，以前農舍厚，你不能做民宿用喔，你只能做農業相
關的使用喔。從民國 91 年底開始，92 年開始農舍開放給農民住之後，其實那時
候我們有鼓勵民眾厚，在既有農舍部份你去轉型成民宿。大概遊客來到大湖，沒
有錯啦，你提到草莓，但是遊客來都是一天而已呀！你來採一下就走了，採一採
就走了，對當地我們…因為，你看草莓它的附加價值，遊客一來，你看那周邊產
業整個就..你看他們來他們不只來採草莓，也帶動周邊產業。我們現在大湖這邊
有 8 間民宿，不到兩年間，從 0 到 8，我們也都一直在鼓勵他們，讓民眾知道這
些訊息，告訴他們怎麼去申辦民宿這樣，所以這個方面可以說朝這個方向去走。
（F4）
問：那像大湖鄉公所除了停車場和民宿這些協助外，還有處理那些事務呢？
答：大部份喔，我跟你講草莓園區，你這樣看過來像那些草莓屋，還有那些既定
的格式的招牌，對不對！都是農會補助的。我們公所厚，一年厚整體發展觀光的
部份只有六萬塊，六萬塊這樣子！所以說…很很很…害…很很很拮据啦！真的！
所有單憑鄉鎮去做這個真的很孤力的。（F5）
問：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執行現況為何？運用那些策略手段來吸引遊客？在這
些策略執行上，執行過程是否有遇到什麼困境？
答：本鄉草莓園區現況大都為地方民眾所有，主要由大湖地區農會輔導（設置招
牌、草莓屋、觀光涼亭等）；本所因本身自有財源拮据，積極向上級機關申請補
助（於九十二年間向參山國家公園管理處申請經費辦理大湖地區農會停車場供遊
客使用、於九十三年間向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申請經費辦理本鄉薑麻園
鄉新風貌等），另配合公共擴大就業方案，將草莓園區環境整潔作為重點地區，
以提升旅遊品質。（F6）本所致力於發展本鄉觀光產業，實因經費拮据，亟需中
央上級機關撥補專款補助，俾利本鄉發展觀光產業。我在兩年前有遇到一個困
難，那時有一個局長要求我們大湖鄉喔，要求我們草莓屋喔要拆除，可是我沒有，
因為草莓屋算是我們大湖經濟的動脈。要我們依歸建築法去拆除它們，這我就覺
得不適宜，所以我沒有去做。因為農會並不是政府機關，他們可能對法規不是很
熟悉，這有可能…。像那些草莓招牌，有基座的都是要依道物管理辦法去申請執

照，你看，做一個招牌才多少錢而已，可是申請就要很多了。因為很多東西像草
莓屋和招牌等都是好幾年前就已經在做的，但是建築法是現在才再慢慢落實中
阿，所以現在就是在看要怎麼慢慢讓它合法化，所以這個就窒礙難行了。所以你
要去發展觀光阿，法令上多少會有一些限制存在啦。但是我們是政府機關呀，又
要依規定來做，所以變成有很多東西沒有那麼簡單去做實現，但就是說我們會盡
量去和農民做配合啦，盡力去輔導他們，他們對一些法令上不懂的我們盡力去解
釋，就這樣。（F7）
問：計劃中，大湖鄉公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為何？和農會聯繫溝通管道是？
答：其實主要還是農會去做啦，去主導這個計畫，我們有一個產銷班會，會去定
期開班會，但我們是站在一個輔導的立場而已。本鄉設有大湖、義和二處固定集
貨場，各三百坪；栗林集貨場四百五十坪及十二處季節性集貨分級包裝場；並有
農民自行設置之集貨場，尤以「裕豐食品加工廠」
、
「大湖草莓農場」等二處。另
外本鄉大湖地區農會農業推廣股，定期召開班會、講習訓練及觀摩研習，並組訓
農民，推廣果菜品種與安全用藥，增闢公共設施，制訂統一價格，發展觀光農業。
（F8）
問：大湖鄉公所如何協助大湖酒莊和草莓文化館的相關計劃推動？有什麼策略？
答：其實我們大概在每年季那個期間厚，我們會辦一個草莓嘉年華會，這個我們
客委會有補助，也是客委會給我們補助部份的補助費，部份是公所支付，再去辦
活動讓遊客免費試吃草莓，同時也在這時候順便去推廣客家文化、客家美食和客
家民俗的活動那些東西這樣子，就擺攤呀、設攤呀！每年都會有。除在草莓季節
時期舉辦宣導活動外並已製作本鄉之網頁供民眾瀏覽。（F9）
問：那配合的相關單位有？
答：配合的相關單有很多ㄋㄟ…農會也有、客委會、我們也有、還有一些輔導單
位，只要有經費給我們的都算是。主辦的話就更多了，就算大家一起主辦了。
問：那您覺得透過這些活動，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否增
加大家對大湖地區之認識與對客家文化之瞭解？有何具體建議？
答：其實說真的厚，我說真的啦！看的人多啦！其實說真的，可能宣導上面也有
點關係啦！辦活動的話，是我們圖書館在辦的！我想這是宣導的問題啦！（F10）
問：您認為這些活動是否增加大家對大湖地區之認識與對客家文化之瞭解？
答：相信一提到草莓，全國民眾第一個想到一定是「大湖」
，相信這已是本鄉發
展觀光產業特色的努力成果；現階段遊客大都於草莓季時以一日遊為主，近幾年
政府開放農地使用政策，本所亦積極輔導本鄉民宿業者，至今已成立「湖畔花時
間」等八間民宿，提供遊客住宿便利，進而多瞭解本鄉觀光景點，促進本鄉觀光
產業。其實厚…那些客家文化活動，每次都是那樣子阿！也不是什麼規劃出來，
就是一些最普遍大家對客家文化比較有印象的活動，像是齊粑ㄟ、放那個炮，還
有一些傳統客家歌舞，就不出這幾樣客家活動呀！（F11）
問：那這些活動的補助預算是那裡來的呢？
答：像客委會都有一些計劃補助客家活動的推廣，我們主要是和客委會去申請

的。（F12）
問：您覺得草莓園區的產品與服務符合當地地方特色嗎？
答：我覺得當然符合地方特色。它所販賣的農產品和提供的服務都很能表現出
呀！（F13）
問：那本身鄉公所如何運用有效的方式，來促銷地方產品與服務呢？
答：我跟你講，我們公所能做的厚，大概就觀光方面嘛！很多東西，農會方面他
們有他們補助的方式，我們公所有我們公所的方式，我們公所主要的方式就是說
我們配合去做一些周圍的設施或景觀設施，我們比較沒有說直接去協助農會促銷
地方產品與服務。
（F14）其實農會都是接受農委會補助較多，按行政倫理上是要
由先給我們才對，因為我們的農會比較特殊，陣容比較堅強，所以，農委會跳過
這個程序直接撥給農會。所以像現在他們的做法很多都直接跳過行政機構在辦
事。（F15）
問：那這樣彼此間會有衝突嗎？
答：其實說真的，久了難免會有，只是說計畫上原則不衝突就好了。辦活動上有
時候還是會有衝突。嗯…其實我們就是找不同的系統，像農會可能就是農委會，
像我們的話就是找客委會，因為我們的方面和農會體系不一樣，所以我們要錢的
管道也不同。只是可能有時候推廣的活動會就是了。（F16）
問：.那這樣會不會同個計畫資源分散了？有想過要協調好嗎？
答：嗯…會呀！會想要協調好呀！可是，怎麼協調？因為，講最現實的，我們地
方有派系，所以這方面問題比較難，大概就是這樣。所以我是覺得喔，我是很期
望啦厚，中央能夠多補助我們鄉鎮錢，這樣我們可以做很多方面，所以主要是經
費啦！（F17）
問：那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否促進地方發展能力？
答：有！有！有！有！之前大湖商業化的東西比較少，大部份還是以務農、銷售
農產品為主。現在慢慢有商業氣息存在，因為遊客多了嘛！慢慢慢慢遊客多了
後，我們也必須慢慢慢慢提供遊客好一點的環境。讓像環境也好啦，硬體設施慢
慢的做好之後，再酒莊和文化館成立後，以前也很多人來採草莓，但現在更多！
遊客到大湖來都把它當一個點，慢慢我們一些營業上的東西也比較多了，地方上
發展能力也比較好了。（F18）
問：那你覺得有提昇就業機會嗎？有何具體建議？
答：本鄉草莓大都為家族產業，只是現在大湖鄉人口外移嚴重，年輕人大都至外
縣市就業，希望政府相關單位能對於草莓產業多予以補貼或獎勵，使本鄉草莓產
業能延續並發揚。還是有比較好阿！你營業場所多了，你要雇人呀！你一定相對
的鄉民就業機會一定會跟著提升阿！只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很難立竿見影啦！我
是覺得一定是有比較好，但是到底好到什麼程度，我也不敢講。（F19）
問：那針對這部份你有什麼建議？
答：我是覺得這個地方本身就是以種植農作物為主嘛！農產品產銷為主嘛！他們
本身就是務農嘛！要提高他們的就業機會，我想可能就是說要發展出一個商圈，

營業場所多，雇用的人也就會多，工作的人也會朝這個方向。（F20）
問：整體而言，該計畫是否達到利用空間或地理資源、資源分配、符合地方特色、
增加客家價值意象程度、促銷地方特色與產品、吸引遊客的程度、提升生活或文
化水準、促進地方發展能力與就業機會等多功能發展？其中，最滿意的是？最不
滿意的是？
答：大致上皆有達到。最滿意為符合地方特色，最不滿意為提升就業機會。
（F21）
問：該計畫是否提升生活或文化水準？
答：我想多少是有的！在我先前所講的草莓屋的例子就可以發現，農民會想要改
善自己的環境，我想，這也算是對他們生活品質有所提升吧！（F22）

附錄八

地方文化工作者之訪談紀錄

時間：2005/5/21 下午 1:30-2:15
地點：大湖吳先生住家客廳
訪談對象：大湖文化工作者吳先生
訪談內容：
問：在政策規劃與目標設計上，您認為地方文化產業工作者所應扮演的角色與功
能為何？
答：我不是科班出生的阿…我是公餘時去找一些資料啦，找人家呀！因為有很多
東西文獻記載上面很少。都是口述口傳的，那如果我們不取使用找出來的話，那
就會斷層嘛！尤其大湖鄉的開發才 150 年而已，所以真正有文獻的資料很少。一
開始是新竹那邊社教館的賴館長鼓勵我去研究客家文化，我才開始去做和客家文
化相關的研究和活動，才慢慢搞起來的…是這樣子的。（G1）
問：那你們有經費的補助嗎？
答：沒有經費補助呀！就是說如果我們有興趣去從事某個客家文化或產業的探討
時，如果文化局有相關經費它會給我們，但…不夠不夠！以前我寫那鄉誌的時
候，鄉長很慷慨，對這方面很有興趣，一下子編了很多錢給我，編了三年的錢給
我。（G2）
問：那地方文化工作者與地方政府間是否有聯繫溝通管道來發表你們的看法與建
議呢？
答：沒有沒有。我們都是自己在做比較多。要政府的計畫或辦什麼活動有需要我
們時，才會有機會來大家一起討論，其實很多都是我們彼此私下的互相的談天聊
聊比較多啦！大窩生態文史協會阿..還有幾個景點呀…像桐花季阿，客委會也是
拿出很多錢來。像現在我在做土地公廟的研究，苗栗縣文化局知道我要做，有相
關的補助會跟我說，那我就會知道，然後就大家一起開會討論要怎麼做，像我昨
天也開會到很晚阿。（G3）

問：那您對目前大湖草莓園區的空間與地理資源設計有何看法呢？
答：因為草莓文化厚，不管是什麼酒，它都跟周邊的產業有密切的關係，像大湖
草莓酒在台灣來講草莓的產量比較少，現在是才剛開發，沒有像外國葡萄酒一樣
呀，可以一瓶賣到幾萬元，就目前大湖能力與設備來講，如何再發展製造上是還
要再加強的。不只是草莓的品質要管制，還有技術、還有儲藏、還有運銷，這都
還可以再加強，還有很大的潛力啦！目前來講呢，可能因為那邊的人不是很專業
的人啦，像釀酒技術你看他學了一年，不是說像外國的技術，從小就開始學，也
有祖傳的厚，我們這邊如果要到很純的火喉我想大概還要一段時間。還有就是你
沒有很廣的停車場、公共設施不夠多。（G4）
問：目前大湖草莓園區發展上，您覺得是否符合當地地方產業與當地文化相結合
之特色呢？有何需要改進之處呢？
答：像那邊賣的草莓冰淇淋不是農會做的喔，不是自產自銷喔，是委外廠商做的。
還是因為經費和設備有限的關係。草莓冰淇淋和草莓香腸都是一樣呀！（G5）
問：那些廠商是苗栗的嗎？
答：不是苗栗的，就那時要用香腸嘛，就開放來標嘛，那台中的廠商來標到，所
以不是農會自產自銷的。
問：就地方文化工作者而言，您認為該如何規劃組合當地文化產業與特色，以展
現當地地方特色呢？
答：ㄟ..做好以後第一個比較受益的是當然是草莓農啦。因為他除了送鮮果市場
以外，三四級貨就可以釀酒呀。當然這樣第一個，帶來很多觀光客，也帶來很多
商機呀！那第二個受益的就是做生意的。不過大湖地區農會人手有限呀，像週邊
很多農產品的附加價值，像桂竹筍阿這都可以再開發啦。（G6）
問：就您個人看來，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該運用那些策略來吸引遊客？有何具
體建議？
答：一般來的是走馬看花啦！因為大湖地方的景點也比較少，要能留住遊客來過
夜的比較少，但之後會有兩個景觀可以來參觀，一個是大湖溫泉，這就不用跑到
裡面山上去，下雨天比較危險呀！現在正在開發，大概三五年後，這方面會比較
會吸引到遊客。（G7）
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否增加大家對大湖地區之認
識與對客家文化之瞭解？
答：客家文化很難！你政府有在帶動，但留在鄉下的是老人家，還有就是國小到
國中生呢，你真正會謀生能力的都跑出去了。現在孩子一半都不會講客家話，差
不多都要消失了，所以客語的推行很難生根喔！所以語言方面很大流失喔！
辦活動來吸引他們關心客家文化是很好的方式，不然你沒有機會去教育他嘛，也
比較沒有接受客家文化的機會。所以，看你怎麼去看阿…是有讓大家注意到客家
文化的東西，但是在一些語言上的傳承阿…這方面就沒有了。（G8）
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否促進地方發展能力？有何
具體建議？

答：目前有帶動的是水果產業方面，現在才成立兩三年啦…還看不出真的怎麼樣
啦…才剛起步，不過起步的很好，也帶動了地方附近的產業發展。最重要的是大
家要有共同的理念，不要有地方派系的問題，這樣才會有前途啦！怕是怕地方派
系的問題啦！（G9）
問：那目前地方派系的影響是…..
答：這幾年很好呀！不會像過去一樣。
（G10）
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否提昇就業機會？
答：就業的話就是說在農產業上可能就是像剛剛提到的水果產業的有受惠到，至
於在農會裡面工作的，本身農會就不是很大了，它也沒辦法增加太多。那在周邊
產業的帶動上，是有提高大家來從事休閒農業發展的人比較多了啦！（G11）
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否提昇生活環境或文化水
準？有何具體建議？
答：生活水準提升這一部份我覺得比較看不出來，少部份而已。因為住在這裡…
嗯..一般喔..是農業和商業…一般民眾比較享受不到。一般從事其他工作的人還享
受不到。（G12）
問：整體而言，該計畫是否達到利用空間或地理資源、具有市場發展潛力、提升
生活或文化水準、符合地方特色、吸引遊客的程度、促進地方發展能力與就業機
會等多功能發展？其中，最滿意的是？最不滿意的是？請問您對於大湖草莓園區
創意產業未來之發展，有那些期許與建議？
答：在結合地方特色與服務上我覺得是很滿意的。
（G13）那那那..在增加地區價
值意象上我覺得還要再加強（G14）。至於促進地方發展和提升就業機會我覺得
一半一半。（G15）
問：那最後再請教一個問題，就是對文化工作者而言，您覺得目前苗栗縣客家文
化創意產業應該如何發展？你有何期許和建議？
答：這個…因為大湖鄉鎮每一個地方都有特色呀，對不對？像西湖是柚子、卓蘭
葡萄、公館陶瓷，每一個地方特色都不一樣，那要發展每一個地方的特色，要去
培訓能發展出地方特色的人才，不要一窩瘋培養同一類的人，政府應該配合每一
個地方的色彩，再看產品需要什麼人才，再來培訓。（G16）要因地來培訓地方
產業人才來發展。目前從是地方研究的人也比較少，要退休的人比較多，當然也
有些在職的人會去研究，所以這種地方文化面的研究都還是要靠對地方真正有關
懷的人，來去做阿，這樣才會有好的發展。（G17）
時間：2005/6/15 下午 4:30-5:20
地點：台北大學莊敬二樓研討室
訪談對象：聯合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研究助理俞先生
訪談內容：
問：在政策規劃與目標設計上，您認為地方文化產業工作者所應扮演的角色與功
能為何？

答：首先我看到這個題目厚，我覺得以文化創意產業來講，它所帶動的社區發展、
社會融合、經濟的發展，這個題綱是規劃的蠻不錯的。只是一開始我看到這個題
目，大部份去探討大湖的酒莊跟草莓文化園區，大部份由休閒農業的角度，所以，
你從文化創意角度來看這樣一個產業的話，或規劃的話，很有新意。這是我們全
國在發展休閒農業包括休閒旅遊，最欠缺的一環。就是說，我們的文化觀光是最
欠缺的。所以文化觀光應該是休閒產業一個很重要的意涵。那我的理解，我的認
知，大部份探討苗栗產業都是從休閒農業的角度去看，所以其實，地方文化工作
者，他扮演的角色其實非常重要。（H1）因為我們發現說，很多遊客他來採果，
他來觀光果園玩過一次後，接下來他們就不再來。所以，顧客回流率其實是相當
低的。所以，很多政府的心力都花在如何吸引，在行銷和宣傳上是如何吸引新顧
客。但是，實際上，我們看到很多國外顧客，比如說，迪士尼，很多這樣的文化
產業，它們一直在做，一直在強化文化的內涵，所以我認為說，在政策規畫和目
標設計上，文化產業的工作者，不管是地方的工作者，其實他們的角色不僅是豐
富…其實可以跟休閒農業相輔相成。因為，我們看到的休閒農業很能是比較能看
到的一面，但是如果你在深入追究它背後的文化內涵，或是說它整個創意展現方
面，我們就會發現，整個文化園區根本不叫文化園區。但是，如果我們把文化界
定為一種生活方式，那它當然是一個文化產業嘛，這是 ok 的，就說農村文化，
這是 ok 的。（H2）但是，如果很嚴格來界定，很多學界的觀點，認為它是一個
休閒產業，但是從全球角度來看的話，文化產業和休閒農業正好可以相輔相成，
更重要的是，深化它的內涵。我們看到大湖酒莊，我舉一個例子好了，法國也有
酒莊，他們的葡萄酒也是當地農特產品一個很有效的利用。他們後來的做法就
是，在酒瓶上去跟畢卡索、莫內的後代子孫去簽約，把畢卡索、莫內的畫縮小在
酒瓶上，就是酒瓶的標籤上它把它創意化。比如說：拾穗，這些與農村有關的畫，
去和他們簽約，然後讓它展現在葡萄酒酒瓶上。這就是創意產業、農業和休息產
業結合非常成功的例子。
（H3）所以，他們在酒莊是可以這樣做的，但是，在文
化的內涵和創意的內涵，在這些休閒農業經營者上，並不是他們有能力做到的。
所以，你也可以講他們異業結盟，或是說跨領域的結合。我們看到現在台灣的休
閒農業在整個發展過程當中它有瓶頸，有瓶頸的問題就是它沒有文化內涵，它沒
有辦法透過創意，它不知道創意從那裡來。所以，要去慢慢強調文化的內涵，文
化的內涵要靠文史工作者。當地大學的角色或是非營利組織的角色來做。（H4）
所以，我們看到休閒農業它發展很健全，政府有農委會，但文化內涵顯然是很欠
缺的。所以，未來，我們整個休閒農業要有突破，變成一個重要的行業和產業的
話，文化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應該被尊重肯定，甚至被強化，我認為他應該扮演
更重要的角色，而不是只是看到表面的，像採果和看看大自然，這個層面是有限
的。所以我認為地方文化產業工作者他扮演的角色太重要了。比如說：草莓什麼
時候引進的、創作很多有關草莓的詩、故事，或是創做很多有關農村生活的點點
滴滴，這個比較可長可久。就好像 Hollo Kitty 已經 31 年了，他的故事不會縮短。
我們看到磁鐵，書店也很多磁鐵呀，為什麼我們不會去收集那些磁鐵，而要去蒐

集 Hello kitty 的磁鐵。因為它有故事，它有創意，它的整個設計都屬於它創意的
部分，但，我想它背後還有每一年都有它的故事。
（H5）所以，我們的大湖酒莊
和草莓文化館，不可以把酒當作一個酒，它可以變成一個蒐藏品或是說禮物的東
西，不是飲用的東西，不強調物質的本身，而是強調它所延申出來的意境。這些
誰來做？是文化產業和文化工作者，文化人來做。（H6）
問：地方文化產業工作者是否有發表意見與聯繫溝通管道呢？本身是藉由何種溝
通管道反映對政策之相關看法與建議呢？
答：比較可惜的是，地方文化產業工作者沒有發表意見與聯繫溝通管道。他們在
整個規畫過程中，其實都是農業的角度、觀光的角度去主導。到底文化局扮演什
麼角色？我是認為他們比較沒有，更不用說地方文史工作者在整個園區的規劃，
整個表達管道，我認為這應該是去加強的部份。相對的來說，這一部分的人也不
應該自我設限來說，就只是為文化議題做一點發言，其實很多產業都是相輔相
成。（H7）
問：像大湖草莓文化園區是與外縣市學校合作一起規劃，但在苗栗也有設相關休
閒產業經營學系的學校，但是，為什麼參與一些政府計畫的機會比較少呢？
答：很明顯一個例子就是說，很多苗栗的鄉親和當地的居民，他講聯合的時候，
還是講聯工，他們的印象始終停留在聯合工專而不是聯合大學。但是，這幾年他
其實變化很大，包括造橋的育達技術學院進來了，這兩所大學，有的升級有的新
設，相關系所的老師和專長，其實都可以滿足，或是提供一點意見或想法，透過
專業來協助整個苗栗縣來對整個文化產業來規劃。我看到的情況，它是有在改
變，委託案也越來越多了，但是，還是大部份的人印象還是停留在聯工，我想這
情況會慢慢改善。越來越多的計畫委拖這兩個學校來做，這個過去苗栗縣沒有大
學有關，所以這些政府單位在委託案的時候，基本上都是先尋求外面，苗栗以外
的，現在有很大改善了。（H8）
問：請問您認為對目前大湖草莓園區的空間與地理資源設計有何看法呢？
答：我覺得都 ok 啦！就是說基本上以當地的這個特有的產業，還有當地的居民，
還有當地特有的居民。比如說：他們擅長種草莓，也種很久嘛！當地特有產業和
當地特有的居民結合，我覺得這個是 ok 的。但是，我覺得如果要更發展，那就
要去強調文化，內涵最重要。所以，重點不止於你外觀規劃，硬體的設施還有地
理資源的應用。我覺得更重要的一個資源是文化的資源，文化內涵要進來。就目
前現有休閒農業角度來講，它的空間規劃，以現有產業為根基，與當地居民最熟
悉的現有產業結合，我覺得它充分利用了當地的資源了，這個是 ok 的。（H9）
問：有何需要改進之處呢？
答：我覺得現在基本上來看，它還是一個休閒農業啦！所以它應該去強化那些導
覽解說的內容。也就是說文化內容要強化，文化也要有適度的空間去展現。站在
遊客的角度去思考文化的內容的設備上，我覺得還是不夠。未來要從消費者角
度，從體驗行銷的角度去看，消費者從進來到出去，他花多少時間，它停留在那
個時間最久？這些都可以做一個調查，來找出空間設計和地理資源那一方面要再

加強。不過顯然，我覺得說在導覽解說上，這方面我覺得比較弱。（H10）
問：就您個人看來，目前大湖草莓園區發展上，是否符合當地地方產業與當地文
化相結合之特色呢？
答：我覺得這要和很多當地的文史工作者，對地方典故比較瞭解的，去強化這一
塊，就是說你要去重視、尊重他們。在整個休閒農業經營上，它不是農業，它是
一個人們的生活方式，既然是苗栗鄉親的生活方式，我們不是只有在種田而已，
我們還有歷史，我們還有所謂的根，我們的緣由是怎麼來，為什麼我們種草莓，
這些典故，其實需要有人去整理。所以這些地方的社區領袖、文史工作者，他可
以跟它們做整合、結合，來強化這一塊的內容。（H11）
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是否符合當地地方特色呢？
答：我覺得一句話嘛，就是說它已當地現有產業、根基和技能，甚至以當地的利
益為主，這是 ok 的，這在規劃永續發展中是 ok 的。當初在規劃的方向是符合當
地的，是對的。思考方向是對的，這本身就在重草莓，這裡的氣候適合種草莓，
這裡的特產也是草莓，所以以草莓這樣一個產品發展成酒，或者是蓋一個文化園
區，我覺得是相當正確的，規劃方向是 ok 的。（H12）
問：就您認為該如何規劃組合當地文化產業與特色，以展現當地地方特色呢？
答：人家去草莓文化園區玩過一次，或是觀光果園玩過一次，或者去大湖酒莊玩
過一次，可能之後就不會再去。這是我們在談行銷，顧客回流方面比較重要的。
你如果再區吸引那些去玩過的人再來，留住顧客去玩過一次再來。那距離草莓文
化園區的公館，它有很多的陶藝、陶瓷。相對的就是說，它不能孤立，它不能把
它當做一個，只以我為主，它可以是中心點，沒錯！但它可能要跟特色民宿、創
意陶瓷結合，跟三義木雕、泰安溫泉也要結合，它必須這樣構成很重要的網絡，
用一個網絡機制來展現地方特色。（H13）
問：如何運用有效的方式，來促銷地方產品與服務呢？
答：我覺得是重視多樣性價值，不是只有農業。只有農業玩不起來，採採果、買
買酒，一下就結束了。工藝、生活、美學，這都可以，甚至農村、民宿等等，這
都可以。以酒莊本身這樣一種旗鑑型（flagship）的園區，所謂一個重點的專案
計畫或吸引力的地方，它要扮演的角色就是說，它要能夠把周邊的所謂的多樣化
的特色來納進來，多樣化的特色和產品在顧客消費者的角度看有多樣的價值。在
顧客價值和消費者價值上，所以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它必須創造一個多樣化價
值。至於說運用那些策略，那就是要深化旅遊的網絡，不是說只有你好，因為如
果說你把這個網絡架起來的話，其實消費者口袋他錢是很多的，他來你這花錢，
他也可以到別的地方花錢，而不是說我來你這你賺錢，別的地方就不賺錢。如果
只有我賺錢，你不賺錢，那也活不久！（H14）另外一點就是，跟主流的藝術、
節慶、運動來作結合，比如說有桐花季、戀戀公館等等，有很多的主流藝術節慶
活動，要根這些節慶結合，而不能說我做我的，讓網路更密集活動。另外就是說，
透過文化創意來深化文化內涵，就是說透過文化創新過程。像一瓶酒，我相信苗
栗有很多的歷史，也有很多的文史工作者，也有很多的畫家，我們的那些標籤其

實可以透過酒莊這樣商業性的營利單位，去資助苗栗縣這樣的文史工作者。因
為，他們都是比較窮的，文化人都是比較窮的，比較不會生存的。你應該要有點
社會責任，你的酒上就用他們的標籤，這樣魚幫水、水幫魚，這是國外很好的例
子和看法。（H15）
問：就您個人看來，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其是否增加大
家對大湖地區之認識與對客家文化之瞭解？有何具體建議？
答：我覺得對大湖認識很深！因為這個地點它確實是一個磁鐵嘛！所以它吸引很
多人來大湖，再加上大湖之前就有草莓，它全國最有名，大家對大湖不陌生，其
實有很深的認識。所以，這是正面的，增加大家對大湖的認識！但是，是不是對
客家文化瞭解，其實我覺得應該不夠！因為，它不是以文化為主體，它們基本上
認為他們是休閒農業。（H16）在整個大湖地區最有影響力的還是農委會和農業
局，並不是文化局。所以，我認為他們對大湖地區的特產是印象很深刻的，至於
說他是不是增加對客家文化的瞭解，我覺得是不夠的，因為它不是文化導向的，
它是一種休閒農業導向的，所以這方面其實是可以強化的。（H17）
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否促進地方發展能力？有何
具體建議？
答：正面的，這是很顯而易見的。就是說，你一個旗鑑型的計劃跟專案，它都會
帶動地方的發展。（H18）
問：就您個人看來，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否提昇就業
機會？有何具體建議？
答：這也是正面的。我倒覺得可以深入去研究，到底吸引的是當地就業人口，還
是外地的人呢？也就是說，本來我們的利益是良善的，是希望帶動地方的發展，
但是你會慢慢發現，很多去苗栗做生意的都不是苗栗人，都是外來的。就整體來
講，它是提供當地就業機會，但是是不是促進當地的就業機會呢？還可以再研
究。（H19）
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否提昇生活環境或文化水
準？有何具體建議？
答：這個我存疑啦！因為如果你是純粹從觀光的角度，不是從文化創意的角度來
看，是會對地方破壞的。比如說遊客多了、遊覽車多了，很多人進來做生意，一
個地方的承載力會受到影響，地方的人非但沒有受益反而受害，這是很多地方發
展觀光的後遺症。所以我覺得應該要以文化導向休閒農業去發展，去深化文化的
內涵。所以，你不能太牽就休閒觀光去蓋一些有的沒有的，去做一些和當地文化
不相容的。所以，從文化觀光和文化產業來看，它反而會比較永續化。（H20）
另外，可以去思考園區在辦活動時，有沒有和地方的非營利組織或地方人參與？
還是，很多東西都是裡面的人在主導，地方的人根本沒有參與。所以，我是覺得
說由下而上發起很重要，由地方去參與。我現在辦這個活動要能把地方推銷出去
的，而且帶來地方正面的形象，而不是從觀光為了要賺錢。所以，這兩方面會有
衝突，會影響到，是不是會提升當地的生活環境和文化水準。農會賺了多少錢？

是否有回饋地方？或是只是圖利少數地方人士？這也是可以研究。（H21）
問：整體而言，該計畫是否達到利用空間或地理資源、資源分配、符合地方特色、
增加客家價值意象程度、促銷地方特色與產品、吸引遊客的程度、提升生活或文
化水準、促進地方發展能力與就業機會等多功能發展？其中，最滿意的是？最不
滿意的是？請問您對於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未來之發展，有那些期許與建議？
答：我覺得在促銷地方特色與產品、吸引遊客的程度、利用空間或地理資源、資
源分配、符合地方特色，這幾項我給它正面的加分。（H22）我覺得最弱的就是
增加客家價值意象程度，因為它並不是文化價值導向的。（H23）

附錄九

當地大湖鄉農民之訪談紀錄

時間：2005/5/19 下午 1:30-2:10
地點：大湖草莓園區
訪談對象：大湖草莓園區農民林先生
訪談內容：
問：請問大湖農會如何和農民收購草莓？
答：有直接和農民收購也有部份是經過大盤商的。（I1）
問：有固定的合作農家嗎？
答：沒有啦！反正農家人呀，大家都是在生俺時間呀，就看誰要給它，只是說看
時期不一樣而已，因為它收購的有的是比較小顆的。（I2）
問：那在產品研發上，你們有參與嗎？
答：他們研發的產品，現在也是剛研發，像去年、前年才剛研發嘛，才開始做酒
莊呀！它現在產品越來越好了啦！剛做的什麼東西都是一樣呀！剛做的時候，很
多東西就比較….今年生產開始就比較好多了。像他酒的製作那都是專業的，請
人來發酵，和我們一般自己產的是不一樣的。（I3）
問：那有什麼建議嗎？
答：那就算農會的事了呀，農會去經營呀，它如果領導人有遠景的話，他就會去
發展呀。那我們種草莓的不一樣，如果銷售的好的話，我們才會多元化去開發，
那如果不好的話，那產地就會萎縮呀，這是相輔相成的東西啦！（I4）
問：目前大湖草莓園區發展上，是否符合當地地方產業與當地文化相結合之特色
呢？
答：那當然有結合呀！那一定的啦！因為地方產品這已經是好幾十年的歷史了
阿！種草莓已經有 30 幾年的歷史了。但是以前是沒有採用觀光方式的，是在李
登輝當省主席的時候才開放給觀光客來採收的，那個時候才開放的。以前都是給
大盤商收購，現在大湖酒莊和草莓文化館更帶動我們生產力，那帶動很大！（I5）
問：那在產品研發上，會希望政府提出什麼輔助嗎？ （聯繫管道）
答：現在政府輔助的話…只不過是理論上而已啦！但是我們農夫走的是實際操作
呀！像我們現在走的是高科技，都是自己去摸索，我們自己去找比較好的東西去
栽種出比較好的產品。因為農會協助上，他都是以理論來帶動，其實理論有時候

和我們農夫走的大概還有一段距離啦！所以沒有時常開會的話，就比較少和政府
接觸。我們產銷班有什麼意見就會反應給農會，農會有什麼比較好的就會通知我
們，大家互相聯繫啦！就是這樣子溝通的方式。我們現在的技術已經進步到奈米
了，可是政府輔導上還做不到這樣，這比較難啦。（I6）
問：那派系會影響運作方式嗎？
答：當然派系是農會運作的主軸啦！我們農夫是專門做自己的，我們不會說為了
說為了農會怎麼樣子….我們不會這樣做…. （I7）
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否促進地方發展能力？
答：當然有提升呀！很多呀！大湖酒莊和草莓館做了以後，整個大湖園區觀光果
園提升很多，都是外地來的阿！它那附近帶動的草莓園區呀，都沒有草莓好採！
（I8）
問：那園區成立到現在，你們的銷售量真的有變好嗎？
答：當然有變好呀！觀光採收有變比較好啦！（I9）
問：那在目前您剛提到觀光客自採部份，您是怎麼吸引遊客的？
答：真的吸引顧客的話，我是以走品質方面比較好，品質保證的話比較好啦！還
有農藥殘留度那些你要做的很嚴格喔….檢查不過就會罰錢ㄟ…很嚴格的ㄟ….
（I10）
問：可是第一次來的觀光客並不會知道你品質好不好呀….
答：其實第一次觀光客並不會去計較那些東西，他看到有好採就採了啦…但是他
來了幾次之後，他會慢慢的去比，去發覺那一家的草莓好，那一家的比較不好。
多來了以後，他自動會去選擇。我們都沒有主動，我們都以老顧客為標準。他信
用我的產品後，他自己會來找我。
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其是否增加大家對大湖地區之
認識與對客家文化之瞭解？
答：有是有增加啦，但這個東西現在還搞不多啦！客家文化…嗯…很多還沒有正
式的上路啦！這個東西你要搞一個文化館的東西，這很大工程的，要很大規模
的，要蒐集一些有的沒有的也不容易阿！像如果大湖草莓來講 30 多年了，你要
蒐集那些紀錄表也很不容易呀！像現在它文化館內不是有展覽一些東西嗎？我
是覺得不要侷限在某一地方，設立文化館，古時候留的越多東西越有價值呀！反
正文化就像是人類的歷史一樣，慢慢承傳就成了現在的文化。（I11）
問：您認為要酒莊要如何運用有效的方式，來促銷地方產品與服務呢？
答：這要看農會的能力呀，當然它銷售的越好的話，我們資金回流的越多。我們
主要還是顧好我們的農產品呀，假如你貨不好、太爛，這樣就沒人跟你買呀。所
以我們是在搞品質呀！反正就是色、香、味你要記起來啦！行銷上我們就沒考慮
這麼多了。（I12）
問：就您個人看來，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否提昇就業
機會？
答：就大湖人力資源來看，那現在景氣不好，有吸引一些年輕人回鄉種草莓。
（I13）

問：真的有嗎？
答：有呀！有很多年輕人就回鄉工作呀！
問：您認為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推行發展至今，是否提昇生活環境或文化水
準？
答：提升文化水準這個東西就比較沒有什麼感覺了。這個就像是你工業發達，那
你的生活居住品質就會差一點是一樣的。不過環境這邊影響倒不會有大的改變，
因為大家水準也比較高了，是不會造成環境和整潔的一些問題。（I14）
問：整體而言，該計畫是否達到利用空間或地理資源、資源分配、符合地方特色、
增加客家價值意象程度、促銷地方特色與產品、吸引遊客的程度、提升生活或文
化水準、促進地方發展能力與就業機會等多功能發展？其中，最滿意的是？最不
滿意的是？請問您對於大湖草莓園區創意產業未來之發展，有那些期許與建議？
答：在促進地方發展能力上，我覺得最滿意。
（I15）最不滿意的是，資源分配上，
我覺得大湖還可以再串連一些地方，讓整個園區發展更好，不要一直限制在那。
（I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