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台灣推動遊程服務設計 
與業者聚落成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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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產業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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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產業發展趨勢與契機 

•  106年技術研發方向與內容 

•  105年研發成果(技術/解決方案) 

•  應用情境與合作模式  

•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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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台灣的服務業多具備產值高、中小規模，投入創新研發資源以進行轉型不易。 
其中批發零售(153436家)、住宿餐飲(28447家)、觀光休閒(6165家)業的產值最高、家數最多。 

產
業
現
況  

 
本計畫以中台灣服務業為對象皆表達：若以既有經營基礎尋 

 求企業成長，品牌經營是強化企業擴張與帶動營收重要手段。 
 

中央政府期許：中台灣期可發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產業聚落。 
 
 

透過中興大學103年訪視中台灣服務業發展議題調查問卷82份及至今走訪推廣企業近500家，獲研究言論： 
發現業者對於經營台灣當地市場營運模式、單純代工經營外銷兩種經營方法已成熟、飽和， 

但缺乏品牌經營則難以拓展新地區市場，皆希望透過品牌經營強化企業能量，將既有市場再擴大。 

發 
展 
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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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發展趨勢與契機 

欠缺系統化地方遊程串連之系統解決方案，以利遊程聚落形成、擴散。 

客製化、消費者自主旅遊意識
來臨，但目前旅遊業者難掌握 
目前遊客總數約50％至60％自由行旅客。 
旅行社以高價客製成團，但屬小眾市場。 

旅客偏好定點往第2~3線景區深入體驗，非
傳統走馬看花1線旅遊，為旅遊業振興方向。 

深度旅遊、特色體驗觀光雖具
競爭力，但資源零散難安排 

近年以旅遊目的地為主之旅遊型態興起，對重視生活品質且具文化含量的民眾， 
更為重視遊程景點特色異質性，特別偏好地方深度文化導覽與生活體驗。 



五款S.E.E. 系統工具累積數據作為展店服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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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史工作者 

地方公協會/里長 

地方國中小老師 
地方耆老/仕紳/與居民 

人、文、地、產、景 場域智慧資本地圖 

工具1: 

工具2: 

工具3: 

工具4: 

工具5: 

場域服務組合心智圖 

人物誌 

顧客旅程地圖 

同理心地圖 

目的：掌握場域特色資源，應用至場域遊程主題。     
功能：了解場域五大構面之特色資產(人/文/地/產/景)。 
應用：協助進駐業者找出可應用場域特色，延伸發想具地方特色遊程服務主題。 

目的：掌握會購買/使用企業服務的客群。 
功能：目標客群之顧客輪廓彙集、潛在屬性分析。 
應用：提供業者目標客群潛在需求/消費特性資料庫，協助校準適性服務方向。 

目的：診斷顧客使用企業服務流程環節的缺口。 
功能：服務流程最佳化。 
應用：從服務環節發現的需求與不便，給予改善流程與創新建議。 

目的：診斷顧客與企業互動前後的感受變化。 
功能：提升企業品牌/服務體驗的好感度。 
應用：從顧客於服務時的五感感受產出從痛點與期待，給予改善方向與建議。 

目的：連結場域特色發想服務/商品。 
功能：透過解構場域特色資產(人/文/地/產/景)之外型/氣味/特性等元素，擷取 
            其色彩/紋理/歷史意義/形狀等，協助業者發想出具地方特色服務/商品。 
應用：協助進駐場域業者深度融入地方特色以持續開發聚落適性商品。 

建立人物屬性資料庫 

五感體驗走向分析 

服務流程量化評量 

盤點地方特色應用度 

建立地方特色資料庫 



加入深度遊趣媒合平台開發遊程服務更串連區域多店形塑在地遊程聚落 

試驗S.E.E.媒合設計業之單店輔導模式，輔導中部傳產轉型為品牌展店標竿 
媒合宇揚，輔導傳產家會香食品導入S.E.E.掌握消費者服務需求，以設計「國王你好」冰淇淋品牌及週邊商品，
獲2015德國iF設計獎，於104年8月正式品牌展店營運。外來客到訪率高於南投市平均水準3倍(本地客多出1倍)，
成功打造南投新穎店型及商圈新地標。展店後熟客回流率超過50%，營運狀況良好。持續導入媒合平台及S.E.E.
工具診斷店內服務需求，累積百筆消費資料庫，回饋業者發展地方新服務。 
 

為擴大單店品牌效益，國王你好加入「深度遊趣」平台聯合區域各店形塑中興新村「在地新興遊程聚落」。藉
S.E.E.持續升級品牌服務，媒合在地農產品(貞藏茶坊)開發新商品(如:南投凍頂烏龍之義式冰淇淋)及設計深度遊程
服務(如:手作冰淇淋DIY體驗)。已於3月推出首批地方農特產品試驗。持續與計畫衍生新創:華麗轉身，擬聯名品牌
打造獨家商品及專屬遊程，共同推動中部深度遊程，振興地方特色經濟。 
 

輔導案例 : 國王你好品牌展店串連地方遊程聚落 

104年8月品牌展店開幕 2015獲德國iF品牌設計獎 

地方遊程農特產品:茶香冰淇淋 

品牌店開幕3週吸引逾1萬人次 

媒合地方特產/遊程店家商品-茶葉 

品牌週邊產品設計成果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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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解決方案完成符合以消費者為中心之遊程 

遊程服務營運商 (衍生新創 : 華麗轉身) 

 
 

媒合平台系統解決方案 

店家E 

品牌展店媒合模組 

 
聚落資源媒合服務模組 

 

店家F 店家G 
店家A 店家B 店家C 

診斷展店/遊程服務 媒合品牌展店資源 媒合遊程聚落資源 

媒合: 多店家串連遊程、服務生、
導遊、閒置材料/空間/人力等。 

媒合: 設計業者、資服業者等
發展品牌展店及店內創新服務。 

展店前: 同質店家/潛在TA消費屬性 
展店後: 店內服務診斷及TA消費偏好 

多店家串連之適性遊程組合建議 

輔導店家為遊程私房景點 媒合多店家為套裝遊程 

(蒐集旅客消費資料庫) (累積店家屬性資料庫) (盤點聚落資源資料庫) 
發展在地特色品牌服務 

平
台
服
務
提
供
者 

 
平
台
消
費
者 

協助聚落業者運用平台工具開發服務/商品，透過上架遊程吸引旅客前來聚落消費。 

套裝遊程收入、遊程建議組合收費 套裝遊程收入、遊程建議組合收費 

景點H 景點D 

旅行社  旅 客  套裝遊程 vs. 自訂遊程 

6 

S.E.E.工具模組  



深度遊趣 : 遊程聚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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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新創藉以持續深耕/推動/擴散遊程聚落 
華麗轉身股份有限公司 ： 
          (遊程服務營運商) 

戰略：以鹿谷、中興新村場域為營運據點， 以販售感動遊程創造產業價值， 
同時達成活化地方閒置資產的願景。 

獲105資策會創業競賽優勝、南投觀光首都盃優選等競賽肯定及南投縣政府認可， 
已進駐中興新村84號閒置空間，籌組推動地方聚落之營運辦公室。 

整合及活化各區閒置資源，並輔導「潛力業者進駐在地閒置空間及發展品牌創新服務」，透過遊程串連促成
文化消費、文化觀光及文化參與，以建構特色「在地新興遊程聚落」。並將此聚落服務模式複製至更多場域，
帶動台灣各地發展特色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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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運媒合平台，以 深度遊趣 為遊程品牌經營 
 營運項：店家品牌創新服務輔導 
 營運項：遊程企劃與設計開發 
 營運項：在地特色/閒置資源媒合與服務管理 



在地新興遊程聚落-以南投為中心，擴散中部聚落經營模式: 3年內經營4個特色聚落 

透過媒合平台擴散遊程聚落經營模式 

南投縣 南投市(中興新村)、鹿谷鄉、埔里鎮(桃米)、名間鄉、草屯鎮、竹山鎮、集集鎮、
中寮鄉、魚池鄉、國姓鄉、水里鄉 

臺灣共368個鄉鎮市區，於「中台灣五縣市」南投縣已自主推動2個場域(鹿谷、中興新村)，
預計3年內以經營和串連共4個場域為目標，長期8年內以複製模式至10個場域遊程為目標。 

 FY105遊程試營運超過48團、近2000名旅客消費地方遊程。 
 傳統大型踩地團，非本計畫重點客戶，計畫推動: 高質客戶、高單價、高傳播與回訪率。 

遊程試營運驗證四大旅客市場，持續推出地方特色遊程，累積平台數據精進遊程。 

經濟強勢、學識豐富及退休有閒之
戰後嬰兒潮世代大量從就業市場退
休: 據中華民國103年國人旅遊狀況
推估每年退休人口可帶來超過53億
旅遊商機。 

退休族積極參與 
學習性深度遊程 

據2011年Cheers雜誌統計，全台
有成千上萬上班族社團和讀書會，
其中單以30個知名特色且具影響
力社團，成員已超過20萬名，推
估具3.9億商機。 

公益聯誼活動
需彈性客製化 

據104年大專校院境外學生總計
11多萬人，較103年成長率
17.66%。另據105年統計港澳客
一年約133.2萬人次，推估具有至
少88億潛在商機。 

探索台灣特色 
文化深度遊程 

台灣會展產業周邊產值已至800億，
年增率33%，其中獎勵旅遊佔40
億。目前醫療產業僅占總體會展
20至30%，然消費額占已超過
50%。 

舉辦會議旅遊
場所的選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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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一路40號 

幸福食光烘焙坊 

進駐品牌展店 

打造聚落孵育基地，導入媒合平台服務以廣招業者，
於聚落創造各品牌展店成為遊程私房景點。 

在地店串遊程 

國王你好冰淇淋店 

在地店串遊程 

希谷早餐省府店 

光明路7號 

幸福關懷館: 
 借問站 
 科技體驗(AR/VR) 
 自行車騎乘(冷泡茶、
旅行地圖) 

地方單位已改造 

光明路84,90,92號 

 90號-茶文化體驗(貞唐) 
 92號-智慧住宅示範空間 
 84號-深度遊趣品牌基地 

在地遊程聚落品
牌跨域交流基地 

進駐品牌展店 

進駐品牌展店 

場地服務規劃 

幸福食光 

貞唐國際 

國王你好 

希谷早餐 

華麗轉身 

56幅情畫文創 

     善用地方特色閒置資源，創造新興服務據點 
中興新村為例: 

進駐品牌展店 

場地服務規劃 草屯茶道老師 場地服務規劃 

光榮北路四街1號 

草屯茶道老師 
(茶類體驗) 

中正路532號 

56幅情畫文創 
(藝術展演/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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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有志夥伴共同參與、加入合作 
 若想進行服務升級轉型、品牌改造/展店! 
 若想深入地方私房景點，串連/合作販售私房遊程! 
 若想打造當地自有遊程聚落，使用深度遊趣(媒合平台)! 

徐志浩副主任 eden@iii.org.tw 
陳妍君專案經理 heatherchen@iii.org.tw 

 
 


	中台灣推動遊程服務設計�與業者聚落成果介紹
	大綱
	 產業發展趨勢與契機
	五款S.E.E. 系統工具累積數據作為展店服務分析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深度遊趣 : 遊程聚落品牌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