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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閒置工業區導入產業觀光可行性研究專家學者問

卷調查  
 
敬啟者： 
您好！首先感謝您百忙之中抽空填寫問卷。我是政治大學地政系碩士班學生，正在進

行「閒置工業區導入產業觀光可行性研究」，目的在探討「產業觀光工業區」發展可行

性，借以提出閒置工業區再生另一新發展方向。然於探討「產業觀光工業區」發展可

行性前，應先建立適合於衡量國內閒置工業區導入產業觀光的評估指標。於此，運用

專家學者問卷調查方式，架構其主要影響因素。故本問卷需要您的寶貴意見與協助，

以便後續研究順利進行。本問卷調查僅供學術論文之研究，絕不做其他用途或公開使

用，因此請您放心作答。若在填寫問卷的過程中有所疑問或建議，敬請隨時指教，最

後謝謝您熱心的協助，敬祝 
萬事如意 
 政治大學地政系碩士班 
 指導老師：陳奉瑤 老師 
 研究生：陳雅君 
               敬上 

本研究係以閒置工業區導入產業觀光(Industry tourism)為研究主軸，以了解產業觀
光是否為工業區再生的新方向。經濟部工業局近年來為積極去化閒置工業區，提出「產

業觀光工業區」概念，擬推動工業區發展產業觀光事業，其目標在於突破傳統工業區之

刻板映像與經營模式，尋求工業區未來發展之新契機。依據國內文獻研究指出產業觀光

發展目標應為：一、形塑產業特色與擴散形象；二、提升產業的經營層次；三、轉型升

級增加附加價值；四、創造遊憩體驗新領域；五、產業文化的傳承。經整合相關文獻，

本研究認為產業觀光工業區定義在於：藉由產業資源發揮，結合觀光與製造兩大產業，

促使製造產業與觀光連結，具觀光與知性效果的休閒活動，為結合工業科技、商品、文

化與體驗的多元發展方向，走向商品化與觀光化三級服務產業，並運用「發展觀光」作

為產業振興及再發展之經濟手段。 

工業區的軟、硬體設施原為服務工業製程所需，現經濟部工業局期結合三級的觀光

休閒產業，使製造產業服務化，發展產業觀光工業區。然則於導入階段，產業觀光應如

何落實於閒置工業區？工業區本身應如何調整？已成為現階段所需探討的課題。緣此，

本研究將透過專家學者問卷調查建構閒置工業區導入產業觀光目標體系，以作為閒置工

業區產業觀光發展可行性評估的依據。 

一、產業觀光工業區之發展背景 

1.請問您認為現階段閒置工業區發展產業觀光的型態應為何？(可複選，請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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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產業製程導覽參觀與體驗消費形式 

       (2).節慶主題活動與展覽形式 

       (3).結合地方性觀光遊憩資源形式 

       (4).參觀文物與博物館之主題性娛樂形式 

       (5).產業延伸轉型與造街運動形式 

       (6).保存再利用推展觀光形式 

       (7).生態綠地提供開放空間形式 

(8).其他                                                                   

2.請問您認為發展產業觀光工業區的時候，需要哪些行動者？(可複選，請排序) 

         (1).中央政府 

         (2).地方政府 

         (3).工業發展部門 

         (4).觀光發展部門 

         (5).開發者／廠商 

         (6).鄰近工業區的居民 

         (7).休閒服務產業業者 

         (8).旅客 

         (9).社會大眾 

(10).其他                                                                  

3.請問您認為公部門應如何提倡產業觀光發展？(可複選，請排序)  

         (1).工業發展計畫納入產業觀光之概念，如劃設產業觀光特定區 

         (2).中央立法確立一引導閒置工業區朝向產業觀光發展之辦法 

         (3).中央政府將產業觀光理念納入國土綜合發展計畫 

         (4).中央政府提供 廠商／開發商／地方政府 落實執行產業觀光之指導方針 

         (5).中央財政補助 廠商／開發商／地方政府 推行產業觀光所需相關軟、硬

體設施規劃與建設 

         (6).中央政府需與地方政府政策一致性 

         (7).相關單位需跨部會整合 

         (8).提供租稅優惠及容積獎勵，發展閒置工業區之土地 

         (9).依據產業觀光理念，建立工業區發展願景與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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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其他                                                                  

二、目標體系 

依據產業觀光的定義及理念，其整體目標是為了達到產業再發展的意義，因此「製

造產業服務化」為本目標體系的最終目標。為建立產業觀光工業區評估體系，運用專家

學者問卷方式，以架構本研究目標體系結構。 

1.請問您認為在「製造產業服務化」總目標下，第二階的目標體系，應考量哪些層面？

(可複選，請排序) 

         (1).工業區立地條件層面 

         (2).產業資源層面 

         (3).環境層面 

         (4).發展機制與管理層面 

(5).其他                                                                         

2.在「工業區立地條件層面」下，請問您認為應考量的元素為何？(可複選，請排序) 

         (1).交通設施資源狀況 (如聯外道路與內部道路系統) 

         (2).土地利用情形 (土地權屬狀況、土地利用狀況、是否有空間可供興建相關

建設、設施與活動所需場所等) 

         (3).公共設施資源(如郵政通信、教育金融、道路、停車空間、水電設施、污

染排水設施等) 

         (4).硬體設施情況 (如廢棄廠房數量、建物安全係數高低、建物更新可行性等) 

         (5).軟體資源情況 (如廠商意願與認同、經營型態與模式、管理組織、員工等) 

         (6).未來發展條件 (如未來發展與擴充活動基地面積可行性等) 

(7).其他                                                                  

3.在「產業資源層面」下，請問您認為應考量的元素為何？(可複選，請排序) 

         (1).產業形象性 (係市場上的知名度與形象，有觀光影響力與及吸引消費者參

觀付費) 

         (2).主題發展性 (係具有娛樂、主題、遊憩、消費性、生活關聯性、文化性、

好奇之關聯性程度，可影響消費與觀光活動發生的可能性) 

         (3).加值利益性 (包含有形商品、無形服務及體驗付費) 

         (4).產業特色性 (係產業特色性、獨特性、在地性與文化性，具發展為觀光活

動魅力與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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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產業資源多元性 (係遊憩資源種類，包含人工資源、自然資源與文化資源

等分布比重) 

         (6).產業體驗性 (係可供遊客親身參與的程度與類型，包括娛樂、教育、美學

與親身體驗) 

         (7).產業保密性 (係產業具有機密性，保全性，不宜對外開放的負面因子) 

(8).其他                                                                  

4.在「環境層面」下，請問您認為應考量的元素為何？(可複選，請排序) 

         (1).環境安全性 (如產業製程、品質、環境安全性等項考量) 

         (2).環境接納性 (內部環境:如製程／員工與遊客間相互干擾程度、生產與觀光

間的衝突等；外部環境：如地方與週遭居民支持、地方政要支持等) 

         (3).鄰近地區產業環境條件(鄰近區域可供遊憩環境或條件、便利性、距離性、

替代性等) 

         (4).資源整合性與整體性 (包括同質或異質資源整合、策略聯盟、鄰近社區發

展整合、整體性規劃與建設等) 

         (5).環境污染性 (為生產過程對環境造成污染，不利觀光發展的負面影響因

子。包括之前遺留的污染問題，與現今製造生產所產生的污染性) 

(6).其他                                                                  

5.在「發展機制與管理層面」下，請問您認為應考量的元素為何？ 

         (1).專責發展與管理組織 

         (2).推動組織結構 (包括公私合夥、社區發展委員會／開發商主導、地方政

府主導等型式) 

         (3).發展推動策略 (為工業區未來發展策略與規劃) 

         (4).人力與創造力指標 (為休閒產業人力的教育、培養與創造力之指標) 

(5).其他                                                                  

三、發展產業觀光工業區課題 

產業觀光工業區發展方向是多元的，產業與觀光需要密切結合，然彼此間可能因另

一產業活動存在而受到干擾與衝突，如員工與遊客間對資源利用的競爭，降低公共設施

的容受力，影響當地居民生活品質等，因此發展「產業觀光工業區」，有其限制課題。

本研究分市場面與供給面進行探討。 

1.市場面限制：請問您認為現階段發展產業觀光工業區在市場面有哪些課題？ 

        (1).遊客、廠商、居民與政府對產業觀光需求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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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國人旅遊習慣未及於產業觀光工業區活動領域中 

         (3).產業觀光工業區概念不普及 

         (4).現階段產業觀光工業區發展背景不成熟 

(5).其他                                                        

2.供給面限制：請問您認為現階段發展產業觀光工業區在供給面有哪些課題？ 

         (1).未有對產業觀光開發、管制、建築、稅賦、管理方面一具體法令與獎勵措施 

         (2).未有一專責跨部會推展機制與管理單位 

         (3).產業未能在地化、特色化 

         (4).產業觀光未完整規劃與建立，欠缺系統化、整合性與結盟串聯 

         (5).工業區環境容受力限制 

         (6).原有產業環境污染問題 

         (7).土地權屬複雜，不利進行全面整合與通盤規劃 

         (8).發展產業觀光工業區，需對原有軟、硬體進行必要變更，並重新規劃園

區興建配套設施，如未有一明顯附加價值提升，廠商願意配合程度下

降，不易發展 

         (9).產業觀光工業區與週遭社區欠缺關聯性，無法整合，形成相互干擾情況 

        (10).專業知識、技術、人力與財務資源的欠缺 

(11).其他                                                                  

3.其他方面                                                                     

                                                                               

                                                                     

四、案例模擬 

1.本研究將以下列三個工業區作為案例模擬分析對象，該工業區皆以發展「產業觀光

工業區」為再生方式，請問您認為該項工業區產業觀光活動發展型態可為何?(請依

據第 1題答項回答) 

(1).彰濱工業區                                                                  

(2).竹山工業區                                                                  

(3).光華工業區                                                                  

2.請問依據您的專業知識領域，您認為該工業區是否具發展產業觀光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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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彰濱工業區 

(   )可行   原因                                                               

(   )不可行 原因                                                               

其他                                                                      

(2).竹山工業區 

(   )可行   原因                                                              

(   )不可行 原因                                                              

其他                                                            

(3).光華工業區 

(   )可行   原因                                                              

(   )不可行 原因                                                              

其他                                                            

五、基本資料調查 

姓名：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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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專家學者名單  
專家學者 所屬單位 
王弓 中央大學產經所  
吳清輝 文化大學市政暨環境規劃系  
李貽鴻 銘傳大學休游所  
林建元 台灣大學城鄉所  
胡志平 中華大學建都所 
劉晉宏 中華大學綜合研究中心 
錢學陶 文化大學建都所 
楊松齡 政治大學地政系 
邊泰明 政治大學地政系 

學
者 

張璠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  
邱長光 交通部觀光局 
沈明展 經濟部工業局   
廖弘凱 經建會住都處 
劉國鈞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林輝獅 竹山工業區管理中心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陳建華 光華工業區管理中心 
李如儀 衍生工程顧問總監  
陳春貴 太乙工程顧問公司  
蔡彥偉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王國烜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技術移轉與服務中心 

規
劃
業
者 

陳志雄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管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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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口試問答回應與修改  
委員 意見 回應 

1.研究對象選取究竟係以閒置工業
區為基準，亦或為第三章所建構

指標進行篩選？則在工業區立地

條件中以「土地權屬」為指標則

會稀釋與弱化閒置權重。 

針對此項，本研究回應與修改如下： 
1. 本研究所建構的可行性模式係評量
閒置工業區「發展」產業觀光之可行

性，而非「選取」可發展產業觀光之

工業區。 
2. 閒置工業區係指該工業區土地「使用
度」低，而該項指標係為評量「土地

權屬」，以了解土地私有程度，當私

有程度越高表示越不利於藉由規劃

或是藉由控管手段進行整合，兩者間

並未衝突。 
3. 於第五章前言加強說明選取方式

(p61)。 
2.第二章與第三章皆為文獻整合而
得，一般論文架構中第二章都係

放文獻回顧，建議應再調整或做

修正。 

參酌意見修改，將第二章與第三章分別

改為「產業觀光相關文獻」與「影響產

業發展觀光相關文獻」，藉此明確指出

各章節重點。 
3.第二章第二節中，產業觀光的類
型前二段文字亦為產業觀光定

義，建議應放於產業觀光定義中。

參酌意見修改，重新調整產業觀光定

義，由原先兩點修訂為三點。並由於該

段文字為述說產業觀光範疇性質，因此

放於第三點定義中(p9)。 
4.表 2-2標題建議改成中文。 參酌意見修改(p12)。 

5.指標選取是否由文獻整合？經對
照表 3-1與表 4-11和 4-12兩者間
似乎有所差距，如指標選取除文

獻整合外，尚有自己增加者，應

於文中說明。 

針對這點，本研究回應與修改如下： 
1.本研究指標皆係由文獻整合而來。由
於所提項別相當多，故表 3-1僅為將各
項別大致分類之整理表，亦即將型態

接近者視為一類，並另於小結中，針

對各類型再多加詳細說明。 
2.本研究於問卷調查時，有依據各層面
將因素與以細分進行調查，因此才導

致表 4-11與 4-12所有所差異。 
3.對於小結之處加強說明(p32-34)。 

楊松齡 

6.加強說明「製造產業服務化」為
何為目標體系之總目標。 

參酌意見修改(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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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意見 回應 
7.在問卷結果分析上，建議應以相
對值進行分析並加強說明問卷調

查分析方式。 

參酌意見修改如下： 
1. 將問卷分析方式加強說明(p40)。 
2. 重新審視第四章第二節問卷結果分
析，將以總選取次數為主要分析者另

補充相對值方面的分析或直接改以

相對值進行分析(p42-54)。 
8.加強說明權重值給予方式。 參酌意見修改(p55) 

9.政策建議前因後果說明。 針對這點，本研究回應與修改如下： 
1.第二章本研究提出現產業觀光發展課
題，並於第四章運用專家學者問卷調

查方式了解現階段最急迫問題性與中

央單位可採的對策，基此，將於後提

出政策建議，以供公部門決策者參

酌，因此才於第六章提出建議。 
2.針對文字進行修正加強說明(p80)。 

1.加強說明研究方法。 參酌意見修改，於第一章第二節針對研

究方法詳細述說(p3)。 

2.第二章與第三章皆由文獻整合而
得，一般論文架構第二章係放文

獻回顧。基此，雖目前架構可不

更改，但建議應在第二章正文前

針對現行國內外相關文獻做一大

致介紹，之後再進入內文述說。

參酌意見修改如下： 
1.將第二章與第三章分別改為「產業觀
光相關文獻」與「影響產業發展觀光

相關文獻」，藉此明確指出各章節重

點。 
2.並於第二章前(p5-6)針對國內外相關
文獻進行大致說明，並指出本研究不

同處。 
3.建議將專家學者進行分類，以了
解受訪者的結構。 

參酌意見修改如下： 
1. 於第四章第一節調查對象部份增加
說明受訪者類型與人數(p40)。 

2. 於附錄二專家學者名單表增加類型
一欄。 

4.論文是注重前因後果推導過程，
建議在連結上應詳加說明，以使

閱讀者明暸。 

參酌意見，針對串聯處重做審視與修

正。 

張璠 

5.本文所提「閒置工業區」定義為
何？係指「閒置工廠」還是「用

地閒置」，應詳細說明。 

本研究所提閒置工業區係放在以「面」

向為思考的「使用閒置」上，因此包括

廠房與用地閒置，基此，將其定義詳細

說明於第五章前言處(p61)。 
陳奉瑤 1.指標為何只選取三個，因素選取

與排序方式如何？積分近似者為

何捨棄？請詳加說明。 

針對此項，本研究回應與修改如下： 
1. 本研究指標選取係以因素分析做最
後決定，故在積分上有可能會近

似，但在因素負荷量上就會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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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三  

委員 意見 回應 
差異，因此最後還是以三個為主。 

2. 於 p47 頁加強說明因素篩選與順序
排序之方式。 

 2.表 3-1與後續連結處應加強。 參酌意見於小結之處加強說明(p32-34)。

 3.加值利益與產業保密性在文獻整
合中，顯示係影響經營者發展產

業觀光重要因素，但在本文調查

結果卻呈現不顯著，這主要係由

於調查對象選取因素，建議可將

此於後續建議研究中說明，並可

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其他面向，

如以一般廠商者進行問卷調查與

研究。 

參酌意見修改(p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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