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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產業觀光相關文獻  

從 1970 年代起，國外已開始對此新型態發展部門進行探討，其研究主軸

可概括分為三部份：一以經濟角度探討其功能性。Edith et al(1998)與 Sweeney 

(1994)將產業觀光視為基準評量(benchmarking)最佳技術工具型態。Karen & 

Bruce (1995)、Mark et al(2001)、McBoyle (1996)、Roehl et al(1993)與 Richards 

(1996)則將重點放在產業觀光對於公司經營者而言的效益。二為運用城市意像

與地區再發展觀點。認為藉由觀光產業可改變原先醜陋工業都市意象，振興區

域經濟，進而活化地方產業，促進都市復甦(Jithendran et al,2002；Tamara 

Rátz ,1998；Christopher ,2002；Michael,2000；Dave,2003；Bill et al,1996)。三

隨者文化觀光與工業遺跡觀光盛行，也開始將研究主軸放在觀光本體，並多以

個案研究方式探討產業觀光發展各項課題，如其本身觀光發展價值性、與地方

經濟效益關聯、產業對於地方公共關係增進、地方社區一體性、推動組織架構、

與對環境衝擊性等(Stephen,2002；Mellie,2003；Bergstrom,1994；Robert,2002；

Charles et al,2001；Vanessa et al,1999；Michelle,1998)。 

國內產業觀光主要有兩種發展型態，一為具有地方文化之傳統產業結合製

程觀光或產業文化博物館等觀光元素，運用體驗與創意定位，進行轉型升級，

如水里蛇窯、三義木雕、埔里酒廠、鶯歌陶瓷等。另一則為一級產業休閒觀光

發展型態，如休閒農場、漁港或是林場等。近年來節慶事件觀光活動也被大力

運用，各地方政府無不將其具地方性的特色或特產積極運用節慶活動與以行

銷，藉觀光活動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如白河蓮花節、屏東黑鮪魚季與烏來櫻花

季等。學者也多以上述兩大方面作為研究主軸，集中於一級產業與地方產業活

化觀光型態兩大方面，尤其是休閒農業觀光產業，其相關研究與文獻資料量就

相當龐大1，探討深度也漸趨成熟性。近期才有針對製造產業觀光化(服務化)之

相關文獻研究，但多以觀光工廠為焦點亦或放於閒置工業遺跡空間與文藝結

合，相較於國外研究，國內並未對產業觀光有一系統性、全面性與整體性的探

討，且多集中於單一產業觀光發展型態上，對於複合性與整體性的「面」向發

展型態仍屬貧乏。本研究希以宏觀性角度探討產業觀光，從整體面向探討產業

觀光，以從整體發展戰略佈局，事先就基本面進行整體性評量，藉以降低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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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上相關休閒農業的研究就將近有 308筆，相關期刊論文亦有 188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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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費。基此，以下將藉由國內外相關文獻整合與回顧，先提出產業觀光定義與

分類系統，於後再依此架構影響產業觀光化發展層面，做為評量閒置工業區發

展產業觀光可行性模式與指標之基礎。 

第一節 工業區產業觀光發展背景 

工業區是指一定範圍內之土地，開闢道路及供水、排水系統，敷設公共

設施，提供各項便利與服務，形成優良設廠環境，供工業製造使用園區。自

民國 49年「獎勵投資條例」公佈，為我國首次工業區開發法令依據，同年六

堵工業區開發，開啟工業區開發之濫觴，後續各階段工業區開發與發展皆達

成其階段性目標。 

然自民國 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產生串聯，產業結構發生變動，促使廠

商於成本與市場考量下，紛紛外移並情況日益嚴重，也讓工業園區內原有聚

集經濟優勢漸漸消失，開始產生閒置問題。同時期，另一環境條件促使工業

區閒置，在於老舊工業區由於開發年代久遠，使得本身軟硬體條件優勢降低，

無法滿足現今需求，而加重問題。林建元(2002)即指出近年來我國工業區所產

生閒置與滯銷的問題，主要因素在於：1.產業外移情形嚴重；2.市場供需失調；

3.全球化新經濟競爭衝擊，導致經濟結構轉變，在未來產業發展尚未成熟，

導致現有經濟成長率衰退情形嚴重；4.工業區係以成本加計利息方式計算，

價格本身機能失控，無法產生應有的效益；5.土地使用管制僵化，部分產業

別無法合法取得工業區土地；6.各類型產業用地間之競爭與排擠效果。張璠

(2001)與張吉宏(2002)亦提出類似之看法。 

以統計數字檢驗，我國工業用地供給體系可分為三個部分，於民國 90年

底其開發面積分別為都市計畫工業區 21,841.94 公頃、編訂工業區 36,852 公

頃、非都市土地即丁種建築用地 17,796.35公頃，總面積計達 79182.94公頃2。

在政府開發的編定工業用地中，已編定且完成開發的工業區總面積共計

10,782公頃，至 90年 4月生產中的廠商家數共有 8,935家， 6,986公頃；歇

業的廠商共有 335家，約 124.68公頃；停工的廠商有 475家，約 305.52公頃；

其中建廠中與生產中面積共 7345.18公頃，僅佔 68.12%。另已編定但開發中

的總面積為 26,707公頃，表示開發中的工業用地面積約為已開發完成的工業
                                                 
2  此總工業區面積尚包含加工工業出口區 885.2公頃與科學園區 3069.45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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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兩倍，現有使用狀況比例即顯現我國傳統工業區停廠與閒置問題嚴重性，

而未來尚有極為多數工業區用地將投入未來的市場供給，如此將造成工業區

用地未來供需市場更不平衡。 

表 2-1 工業區使用面積現況表 
單位：公頃 

地區 
現況 

北區 
(18區) 

中區 
(14區) 

南區 
(19區) 

東區 
(4區) 

開發中 
(4區) 

總計 
(59區) 

建厰中 91.41 28.92 104.09 29.58 105.17 359.18 
未建厰 22.69 16.51 15.19 2.01 198.79 255.19 
生產中 2052.69 1269.06 2961.69 318.28 384.28 6,986 
歇業 34.84 26.37 59.41 3.15 0.91 124.68 
停工 66.27 36.10 185.50 16.85 0.80 305.52 
資料來源：台灣工業用地供給與服務資訊網http://idb.management.org.tw/ 

為解決現在工業區土地使用效能不佳情況，國內學者提出各方面建議3，

期能積極解決。工業局也提出各項政策與優惠方案促銷用地，除 91年 5月實

施 006688工業區租金優惠專案促銷外，並欲放寬工業區使用限制，允許文化

創意產業、觀光工廠、競賽車輛、貨運等新興服務業進駐工業區，並同時享

有租金減免等優惠，朝向多元化利用，不再受限於製造業及其相關產業限制。 

工業區之開發，在過去藉由土地之完整及基礎設施之完善，提供產業發

展之優質空間，惟隨著時代之變遷、經濟及產業發展需求之多元化，而面臨

轉型課題。自 2000年「彰濱工業區產業觀光整體發展規劃」正式提出「產業

觀光」概念發展以來，並在前述發展背景條件下，「產業觀光」隨即被工業局

視為處理閒置滯銷工業區手法之一。 

                                                 
3  林建元(2002)從全盤性與整體面提出通盤建議，認為工業區開發政策宜全盤考量，故對於政府為解
決工業區滯銷問題，提出擴大出租方案，協調工業區開發單位改以土地出租為主，出售為輔，並讓

廠商得以合理價格租用土地方式，表示該○○六六八八優惠出租方案僅屬短期對策，長期仍應塑造台
灣各地區環境價值，並提昇其品質。張吉宏(2001)與陳百庭(2003)建議以活化工業區土地使用機能及
更新工業區生產環境之觀點，提出可將工業區內具投資價值標的，或已老舊不堪使用且功能不足之

生產環境及服務設施，透用不動產證券化方式募集資金，加以投資更新，以提供良好的生產環境，

即以金融工具、不動產證劵化方式活化閒置土地資產。張璠(2001)提出應：一、重新規劃工業區土
地使用；二、規劃適當產業進駐工業區；三、產業群(CLUSTERING)之用地規劃；四、多元與彈性
之土地供應機制；五、加強國外招商並對於政府部門提出：一、重新調整工業區土地使用；二、現

有閒置工業區的儘速處理；三、加強招商。而黃崇哲、許素鳳(2003)也有類似建議。張正豪(1998)、
賴宏誌(2002)、孔憲法、鍾國輝與游振偉(2002)則是針對工業用地經營管理面提出多方建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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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觀光定義與類型 

一、 產業觀光定義 

「產業觀光」在現行文獻研究中並未有一致性或明確定義4。Edginton 

et al (1992)、Patricia et al (1991)，John et al (1998)、楊正寬(2001)、李銘

輝(2000)、蘇方基(1989)以「觀光地理學」角度闡釋「產業觀光」，指以經

濟產業內涵為觀光主題即為產業觀光，目的乃在於參觀一國經濟成長概

況，藉以瞭解該國的生產事業，從中獲得樂趣，除兼具觀光休閒功能外，

亦有知性效果，其觀光範疇相當廣泛5，包括大造船廠、大鋼鐵廠、精密

科學工業園區、加工出口區、太空中心、森林經營、牧場、農場、養殖

場、礦場、食品工廠製程、釀酒場、木材場、磨坊、港口與製造業等皆

可 為 產 業 觀 光 活 動 主 軸 (W.A.T.O Western Australian Tourism 

Commission ,2004)。 

Mark et al(2001,2002,2004)、經濟部工業局(2000)、張璠(2001)及張益

壽(2002)則將產業觀光範疇限縮於製造產業，由「經濟層面」定義。Mark 

et al提出運用產業本身物體功能，如製程、產品特色、發展文化歷史等，

以此作為觀光元素與吸引力的產業活動即為「產業觀光」。透過觀光形

式，廠商運用產業營運、製程、歷史文化與歷史意義之視覺呈現與體驗，

使消費者從中獲得學習，提高對產牌的認知度、關聯度與忠誠度，以達

到建立與增強消費者與產業間的關聯之目標。如此方式將會比其他促銷

形式給予消費者更高的可信度。 
                                                 
4  「產業觀光」稱為”manufacturing tourism”、“industrial attractions”、“industrial tourism”或“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5  交通部觀光局(1992)於「台灣地區觀光遊憩系統開發計畫」之分類中，將台灣產業觀光範圍劃分為
以下五種，分別為(一)休閒農場(二)養殖漁業(三)休閒礦場(四)地方特產(五)其他產業。第一種至第三
種產業觀光係以農漁礦等一級產業作為遊憩觀光資源元素。其中，以「休閒農場」發展最為成熟，

而近年來，不再單純著重於農產品生產推銷或果園參觀的一元性的休閒活動型態，在經過包裝、產

銷經營與商業服務化行銷型態後，更逐漸與民宿或度假村結合，朝向多元化遊憩發展。而第四種及

第五種型態觀光產業，其觀光資源與第一種至第三種相比較而言，則較具有文化性與經濟性。所謂

「地方特產」係指台灣地方特色產品，包括：茶藝、工藝品、農產特品與美食小吃等四類，經加工

處理後的地方特殊產業，為地方重要經濟與遊憩資源之一。而「其他產業」範圍相當廣泛，涵蓋一

級、二級、三級產業及國家重大建設、軍事地區等，其發展與政治、歷史、經濟、工業演變關係密

切者。亦即，將其他不可歸於上述第一至第四類形態觀光活動，皆視為「其他產業」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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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著重點放於「產業昇級」效益面，認為產業觀光特點

分別為工業生產、製品、製程與特殊景觀，藉由完善規劃與妥善包裝將

工業升級，予以觀光化與服務化，其結合工業與科技，發揚產業特質與

整合環境資源，創造遊憩體驗新領域，擴大土地利用效能。張璠及張益

壽則以「體驗經濟」角度探討，產業觀光係為產業生產製程、觀光遊憩

與現代體驗觀念三位一體的結合，透過「工業生產」配合「展示」與「教

育」的體驗，結合『觀光產業』與『工業革命』，具有產業轉型與創造產

業發展附加價值新利基之經濟活動，在資源附加利用觀點下，其以不同

主題配合多樣性活動所發展的新商品，遊客可於觀光體驗下瞭解產業發

展過程，達到「示範」及「寓教於樂」之成效。 

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產業觀光定義如下： 

(一).產業觀光系結合生活與生產兩大面的產業活動。 

(二).產業觀光以「產業」主體為基本主軸，除一般性經濟生產活動外，再

以「製程」、「景觀」、「產品」與「歷史文化」等發揮產業特性，結合

觀光與製造兩大產業，促使製造產業與觀光連結，使得「生產」除以

產出產品滿足消費者需求外，其本身亦具有觀光的無形休閒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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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產業觀光最廣義範疇涵蓋所有經濟性產業，甚且包括國家重大建設與

軍事工業等，只要其具有觀光價值或發展與政治、歷史、經濟、工業

演變關係密切著皆可，亦即凡經濟活動可以「產業」稱之者，並將其

作為觀光引力與活動主軸者皆可視為產業觀光。最狹義範疇則專指製

造工業。 

二、 產業觀光的類型 

國內外相關文獻與研究並未產業觀光發展型態有一完整性分類，多

為概略性說明或僅針對某一單項發展類型為主，僅張益壽(2002)依據國內

外發展實例，歸納出「產業文化推展觀光型」、「地方產業活化推展觀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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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保存再利用推展觀光型」與「產業活動推展觀光型」等四類型態。

基此，本研究以張益壽分類為基礎，參酌相關文獻研究6後，加以調整，

改以「觀光資源特質」作為分類架構，重新界分三大類型如下： 

(一).產業文化與活動推展觀光型態 

係依產業本身目前所擁有特性，如既有商品、服務、活動與歷史

文化等作為觀光資源。以本業為資源核心，往垂直性精緻深耕創新發

展，或水準性多元相關產業創新發展，即為本業與休閒觀光形成相互

關聯性之延續性創新(sustain innovation)發展。 

依產業型態之性質，可分為成熟產業與產業文化的聚集。成熟產

業係隨著產業沒落和結構的改變，加入觀光元素，產業文化聚集則透

過觀光化發展將原本的產業文化發揚出來。依據觀光主軸又可區分為： 

1、觀光工廠(Manufacturing plant tours) 

W.A.T.O(2004)指出觀光工廠活動通常有四種特性，分別為提供

部分的教育體驗；其遊客參觀通常與製程間有一界限，並非直接接

觸；通常會有廠房的職員提供全程引導與解說服務；及允許旅行社

對於其所帶團體，擔任解說與引導的角色。 

而依經濟部「工廠兼營觀光服務作業要點」條例7規定，「觀光

工廠」8係指為推動位於經濟部工業局管理之工業區內從事製造加工

                                                 
6  國外文獻見Mark et al(2002),Wikipedia (2004), Wynne(1992),Bassett(1993), Gert (2004), Karen &Bruce 

(1995),Tamara Rátz (1998),WTO (1997)。 

國內文獻見經濟部工業局(2000),張璠(2001),楊敏芝(2000),博朝卿(2003),張隆盛(1999),曾梓峰等
(2002),楊勝評(2003),周志龍(2000)。 

7  工廠兼營觀光服務作業要點，經濟部九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經工字第０九二０四六０五五八０號
令訂定 

8  依據「工廠兼營觀光服務作業要點」，觀光工廠使用形態又可分為三類：第一類：工廠利用部分廠地
(生產事業用地)、未申請立體混合使用建築物兼營與登記產品有關之觀光服務業務者。工廠得設置
實作體驗區及遊客休憩區：實作體驗區得作為工廠參觀、實作體驗、教育解說之用；遊客休憩區得

作為休憩、產品展示及販售等相關用途之用。為達到前項機能，工廠得設置實作及解說設施、景觀

設施、產品展示 (售) 設施、安全防護設施、遊客休憩設施及停車場等。第二類：工廠利用部分廠
地(生產事業用地)及立體混合使用建築物兼營觀光服務業務者。工廠除得設置前點設施外，其立體
混合使用建築物部分樓層內並得設置餐飲、文化、休閒服務設施。但相關產業所占樓地板面積不得

超過該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百分之三十。第三類：工廠利用部分生產事業用地申請變更為相關產業

用地兼營觀光服務業務者。工廠之生產事業用地內得設置第一類型態之設施，相關產業用地內得設

置餐飲、文化休閒、零售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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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領有工廠登記證之工廠，將其可供參觀之部分廠地、廠房、機器

設備等設施提供遊客觀光、休憩服務。此兼營觀光服務之工廠需具

有觀光、歷史文化、教育價值等，並廠地完整仍繼續從事登記產品

製造加工者，以非屬危險性工業為原則。工廠兼營觀光服務應考量

周遭環境情況，其規劃及營運不得有下列各款之情形：妨礙原廠地

建築物未變更部分之使用。妨礙周遭設施及環境與週邊交通。 

基此，可知觀光工廠係以「產業製程觀光與展示」為活動主軸，

如製程展示的參觀、導覽解說、體驗操作或館內互動導覽等之觀光

活動形式，除提供觀摩，學習寓教於樂之機會外，並透過此一知性

學習互動提升企業形象，為產業資源獨特的發展類型。Bradley 

University研究指出美國由 2002年起至今觀光工廠案例(plant tours)

即超過 300個。 

2、產業博物館(company museums) 

以「產業歷史文化」為元素，結合產品發展、產業傳奇、慶典

或當代流行文化，運用博物館與特展館方式，導覽民眾參觀文物與

產業歷史完整紀錄縮影，具知性、娛樂體驗與社會教育價值的觀光

活動型態。如美國底特律汽車博物館與法國土魯斯航太博物館等。 

3、產業遊客中心(company visitor centers) 

以一致性的故事設計與活動做為吸引力，運用主題屋或具娛樂

性主題吸引顧客之「主題娛樂性」型態，如 Hershey Foods 即在

Pennsylvania 州創設一相當成功的巧克力主題娛樂屋。除主題娛樂

館外，「產業節慶活動」亦為近年來發展型態，以娛樂與節慶活動方

式，促使產業延伸與轉型，並形成獨特性的產業吸引力，以擴散與

型塑商品品牌，創造企業附加價值。同樣以感官體驗為活動主軸，

運用節慶事件創造、表演節目呈現、產業技術商品展覽等方式，使

消費者於參與期間獲得體驗產品文化與獨特性機會，如世貿電腦展

與日本九州鋼鐵產業博覽節即為代表。 

上述所提及「製程觀光」、「歷史文化觀光」、「主題娛樂性觀光」

與「節慶事件活動」等四種即為產業觀光最主要活動，也是最常被運

用作為推展產業觀光手段，亦可作為產業行銷另一方式，除本段所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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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產業文化與活動推展觀光發展型態」外，於下所提及另兩種產業

觀光發展型態，也常運用該四種手法推展其活動。 

在實際運用與發展上，該四種活動型態除可單一操作外，亦可相

互組合搭配，以創造多元性、豐富性與聚光性內容，刺激產業新發展。

如美國 Test Track 測試軌道與可口可樂世界就是運用展示觀光、產業

歷史文化、主題娛樂與節慶活動等多項組合，以體驗式消費觀光活動

型態，使其成為主流產品與著名觀光景點，成功推展本業的發展與價

值。法國航太產業 CNES(Center National D'Etudes Spatiales) － CSG 

(French Guiana Space Center) 則以提供製成導覽解說、聲光介紹與發射

火箭的體驗方式，使產業觸角伸向觀光旅遊業。依據表 2-2統計，自開

放以來，每年吸引人次逐年增加，並逐漸成為當地的主要觀光景點之

一。 
 

表 2-2 參觀 CNES－CSG人次統計表 
年份 參觀 CSG

遊客數 
參觀太空博

物館遊客數

親身體驗

遊客數 
網頁遊覽

人數 
總計 

2002 23,070 15,698 23,658 30,361 92,787 
2001 23,182 14,976 14,442 14,439 82,585 
2000 27,293 17,953 25,154 8,092 86,955 
1999 27,487 19,620 19,914 No Data 49,101 
資料來源：CNES－CSG，2002，http://www.csg-spatial.tm.fr/ 
 

(二).地方產業活化推展觀光型態 

地方產業多為地方上生活、文化與歷史的結晶，經由地方居民自

主意識及對生活意義的覺醒，具有地方特性與文化意涵，係為透過觀

念溝通，共同去發覺地方的歷史、文化、產業及天然資源等產業活動。

因此地方產業能因文化的發展而更具特色，文化活動亦能帶動地方產

業發展，同時文化也能藉產業繁榮而更為發揚。而在產業觀光意涵概

念下，「地方產業活化推展型態」即以地方傳統產業為觀光資源主體，

納入工藝文化、地方資源與節慶事件等元素，透過產業博物館、生產

過程、成品展現體驗與節慶活動等方式塑造觀光吸引力，促使地方經

濟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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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地方活化」係透過對未來的想像與期待，將行動焦點放

於解決地方所遭逢的危機，其目標設定以永續生態、生活與文化一連

串為訴求的課題，並在環境改造過程中對於新品質、新形式與新標準

的要求。在內容上涵蓋了地方內生型力量的創新與研發，以及能支持

地方永續發展新「社會經濟」模式的探索(曾梓峰,2002)。這種概念使得

國家社會資源對於這個地區的投注，從「救助」轉化為「投資」，而工

業區位及其周邊整體脈絡的改造，即可因此成為「地方活化發展」的

「建設基地」，也因此是「地方活化」的「培育中心」。在這種策略下，

原本面臨衰敗困境的地方，有機會因為創新與研發而成為未來生活的

實驗工廠。因此地方活化是一種深刻的「在地植根」行動，需確保地

方生活內涵與文化形式，透過示範與學習，在轉型的過程中成為一種

具有創新能力的地方發展系統。 

由於地方產業活化推展型態主要係以「文化資源」與「地方特色」

作為核心資源價值，Wynne (1992)、Bassett (1993)與楊敏芝(2000)等學

者即將地方產業活化推展型態視為「文化觀光」 (cultural tourism) 9的

一環。WTO (1997)於「觀光旅遊 2020展望」指出，文化觀光是觀光未

來發展主要趨勢，現今也的確快速成長中，世界各國無不以其獨特文

化與資產作為觀光主要賣點，運用有形與無形文化特色，如工藝品、

民俗、節慶、藝術等作為年度大型觀光活動主題，吸引觀光客。 

另在規模發展上，前文中所探討的「產業文化與活動推展觀光型

態」多半屬於「個別」產業轉型發展模式，而本段所界定「地方產業

活化推展觀光型態」則多為同業整合或是異業結盟的「網絡式」發展

型態，活動區不侷限於單點工廠或其週遭小區域，甚可含蓋全都市整

個區域，尤其是在具有歷史意義或是城市地區(Wikipedia ,2004)。「地方

產業活化推展觀光型態」具有強烈「地域性」，係經由地域空間環境的

塑造或由其自發性特質所衍生的產業，通常需與社區居民、社群組織

結合，具強大地方認同感與凝聚力，具有高度「地理依存度」。依據楊

敏芝(2000)分類，又可界分為： 
                                                 
9 「文化觀光」係以文化產業資源作為觀光主軸，透過觀光過程與發展，將文化轉化為一種物質性的產
品，無論是有形或是無形的元素，如建物、工藝品、藝術、甚至是行為或是規定等方式，全面性提

供，以作為旅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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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傳統文化產業 

具有歷史記憶及固有文化特質，如：傳統文物、民俗聚落、歷

史古蹟等，能引發共有感受、價值與記憶，引發歷史認同與共通命

運感。為傳統產業在現經濟環境下，所發展出另一種具生存性、特

殊性、地方性的文化策略，以其地域特色促使傳統產業再造。 

2、地方觀光文化產業 

係以地方特色(Place Characteristics)作為「地方行銷」(Place 

Marking)的主體，其與地域有相當強烈的依存關係，藉由地方空間

的資源特色，開發其觀光價值，甚而經行銷包裝後，並配合各項附

屬設施，增進地方競爭力，帶動經濟復甦。而「地方特色」資源，

包括了傳統工藝產業、造街活動等。 

3、地方文化活動產業 

以地方文化活動及時節文化慶典活動為主題。經由政府結合地

方藝文團體及社區商業團體與社群組織共同拖動而達成。其內容可

分為傳統和現代文化活動。通常以常設、永久性的「建築物」設施

或僅以動態性「場所」為展演空間。 

(三).再利用推展觀光型態 

「再利用」之英文為「renew」、「regeneration」或「redevelopment」，

這意味再利用不僅於實質環境與機能全面性改善，還包括新精神與機

能注入，納入豐富人文活動，創造更多工作機會改善經濟環境，更重

要的是要引入民間資金與企業化管理，以擴大政府與民間的合作機

制，建設永續發展(張隆盛，1999)。 

在產業觀光概念下，工業區產業觀光突破傳統意象概念與經營模

式，其將朝向複合機能發展，兼具製造、商業、觀光與文化功能等多

功能目標，將塑造有趣、複合性、體驗式及親近之新形象，由觀光化

帶動工業區再發展，利用本身與周圍資源創造多樣性遊憩環境，為未

來工業區開發之新理念。再利用推展觀光型態，依據產業發展主軸方

向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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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關用途再利用 

這種再利用型態主要是應用於產業所處之涵構仍能保持與原來

者相同或相容，保留原產業之相關機能於觀光之中，增加產業觀光

特質，如港灣再生即為此型態。港灣再發展是全球重要發展趨勢，

原本純粹以航運為目的存在的港口、碼頭工業區、造船廠或漁港，

隨著交通技術的改變與港口的功能的沒落而荒廢。則不少港口為促

使該地區活化，仍保留部分原有的涵構，引入休閒觀光與金融服務

的使用，達到市港合一的目的，如加拿大多倫多港再發展、英國倫

敦碼頭更新與日本橫濱MM21計畫等。 

2、全新用途再利用 

此所採取方式乃是保留原來建築物之軀殼，將之再利用為與原

來機能完全不一樣的新機能，如文化藝術使用、工業遺產觀光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10或為生態綠地開放空間11提供等。這種多

數是發生於原來工廠所在的涵構已經改變，維持原有機能之意義比

尋求一個新機能具較小的說服力時，再利用觀念興起，將結構安全

的老建物運用史實性與現代化兼顧，再循環其生命週期，重新建構

其與社區或城鎮關係(博朝卿，2003)。如溫哥華葛蘭湖島與德國魯

爾區，即為結合文化藝術、遺跡觀光與開放空間用地提供的再利用

案例。 

綜上所述，產業觀光發展方式主要可分為兩種模式，一為以從事同

心多角化經營方式或以原業種附加，朝向複合發展或是轉型發展。另一

則是以新業態方式發展。茲將其彙整如表2-3所示。 

 

 

                                                 
10  工業遺產係指「包括仍然持續運作或已經閒置之產業設施與產業人造物的遺物」。工業革命以後，
以機械動力作為生產媒介之事業設施及其產品之遺物，有別於傳統手工產業之遺物。在這種定義之

下，各類動力運作的廠房經常構成工業遺產的主要內容。 
11  由於工業區經常佔地寬廣，如果所在地是屬於住宅區，不適合高強度的再利用時，其有可能以寬大
腹地的優勢，可發展為提供生態綠地開放空間。如西雅圖聯合灣(Union Bay)瓦斯工廠與英國 Ashby 
Woulds par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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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產業觀光類型總表 
類型 觀光資源 內涵 分類 
一 產業文化與

活動推展觀

光型態 

製造產業本身

所擁有特性 
產業往垂直性或水準性之創

新發展，促進轉型與昇級。 
1.觀光工廠 
2.產業博物館 
3.產業遊客中心 

二 地方產業活
化推展型態 

文化資源與地

方特色 
經由地域空間環境塑造或由

其自發性特質所衍生的產業

為主體，納入工藝文化、地

方資源與節慶事件等元素，

塑造觀光吸引力，活化地方。

1.地方傳統文化產業 
2.地方觀光文化產業 
3.地方文化活動產業 

三 再利用推展
觀光型態 

利用本身與周

圍資源創造多

樣性遊憩環境 

複合性機能，兼具多功能與

多元化使用用途，以觀光帶

動再發展，達到去化閒置、

資產活化、結構轉型與永續

發展之各項目的。 

1.相關用途再利用 
2.全新用途再利用 

 

三、 產業觀光特性 

綜上可發現產業觀光具有以下三大特性： 

(一).觀光產業依據不同發展型態而有不同定位與角色 

在前節定義中，產業觀光係由觀光介面銜接生產與生活系統，產

業除具有「生產」價值性，亦具有「觀光休閒」價值。因此，產業觀

光系統係由生產與觀光兩大層面所組成。鑒由產業觀光發展型態，發

現觀光產業定位與角色可分為： 

1、觀光產業依附在生產產業 

在產業觀光第一與第二類型中，產業本身生產功能仍持續運作

與維持，觀光係附屬於產業發展上，僅為原產業衍生性或多元化發

展經濟活動。 

2、觀光產業與生產產業並重 

在此，觀光並不在僅為附屬性角色，而轉換為重要的經濟功能

與使用，甚且原產業製造生產功能已消滅不見，而改以觀光做為經

濟發展主軸，如第三類型的再利用產業觀光型態，即為此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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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模式規模具有彈性 

在發展規模上，第一型態的產業觀光多以本身工廠作為觀光的中

心據點，多為「點」狀發展模式。而第二與第三型態，其發展規模上

較第一類型更為寬廣，具結合地方、整合同業、結盟異業，朝向複合

與多元化的產業結構，為「面」狀的蛛網脈絡發展模式。 

(三).發展型態角色多重性 

由國內外發展案例來看，產業觀光類型具有多重性性格，亦即產

業型態分野並非可完全切割或是獨立，彼此間可相互發展未產生衝

突。因此，產業觀光係可同時兼具兩或三種以上的發展類型與角色，

其概念如圖 2-1所示。 

永續發展地方活化結構轉型產業升級去化閒置

觀光化發展

評估 

產業觀光 

複合發展

節慶事件

文化資源

地方特色

產業文化

與活動

產業空間 
成熟產業/閒置空間

 

圖 2-1 產業觀光發展型態多重性概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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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產業觀光發展目標與課題 

產業觀光基本上為一結合工業與科技、將產業與觀光複合發展，兼具觀

兩者活動與特性，產業與觀光兩大系統需密切結合發展才具可行性。然休閒

觀光產業與工業產業在本質上就有各自特質與不同處，如休閒觀光產業訴求

在於空間(space)與服務(service)出售，藉由「空間」製造利潤，尤其空間與服

務整體搭配組合決定成功與否，而工業產業係以「產品」(products)為銷售與

利潤形成者，「空間」僅為生產要素之一，「服務」則附屬於產品內的行為。

因此，在發展過程中，有可能會因一方活動存在，而使得另一方活動受到干

擾或衝突，如員工與遊客間對資源利用的競爭；或遊客參訪使得原有公共設

施容受力降低，影響當地生活品質等。基此，本研究以下就市場面與供給面

探討發展產業觀光課題。 

一、 市場面 

市場面課題係指發展產業觀光時，國內整體條件、民眾態度或製造

產業環境等各面向，是否有其成熟性、實施可行性與誘因等條件。提出

如下： 

(一).遊客、廠商、居民與政府對產業觀光需求不同 

產業觀光發展受到三個群體影響，分別為產業系統、政府與公共

部門組織、休閒參與者與顧客，該關係如圖 2-2所示。從圖可知整個產

業觀光系統行動者包括公部門體系，又可分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

相關發展部門；產業系統的經營開發者、休閒產業與廠商；與顧客體

系，其依據 Mark et al(2002)與經濟部工業局(2000)研究可分為三個型

態，分別為 (1)產品現有與潛在消費購買者 (current and potential 

consumers)，亦可視為一般性社會大眾；(2)相關產業商業合夥者或是同

業競爭者(business partners)與(3)社區組織(community stakeholders)，亦

即指工業區週遭社區居民、旅客與社會大眾等型態。 

這些行動者對於產業觀光需求亦不盡相同，依據「中華民國九十

二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國人有 61%以「觀光、遊憩、渡假」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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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開發廠商則著重於經濟效益 (張益壽 ,2002；工業技術研究

院,2003)，當地居民與政府則以地方活化與產業轉型為發展目標(周志

龍,2000；曾梓峰,2002；工業局,2001)。不同參與者對於產業觀光皆有

其不同需求性，不同需求性對於其發展方向、模式、型態、與相關軟

硬體設施等皆會產生不同要求與規劃條件。如何相互兼顧與取捨則為

產業觀光在發展過程中所需考量課題。 

產業系統
(經營管理者)

政府與公共部門組織
(政策、建設、法規、獎勵)

參與者／顧客
(休閒需求、期望與主張)

產業觀
光發展

獎勵、控管

開
發
經
營

效
益
產
業
升
級

經
濟
與
地
方
再
發
展

策
略
管
理

參
與

提
供

產業系統
(經營管理者)

政府與公共部門組織
(政策、建設、法規、獎勵)

參與者／顧客
(休閒需求、期望與主張)

產業觀
光發展

獎勵、控管

開
發
經
營

效
益
產
業
升
級

經
濟
與
地
方
再
發
展

策
略
管
理

參
與

提
供

 

圖 2-2 產業觀光發展主體之關係 
 

(二).國人旅遊習慣未及於產業觀光工業區活動領域 

產業觀光係以人工設施賞景與活動參與為觀光目的，在上述觀光

局統計調查中，國人旅遊習慣仍以「自然賞景活動」（占 62%）為主，

顯示對於以「面」向發展的再利用型態，國人在旅遊習慣上仍未及於

該領域。但須注意的是在以「有主題的活動」作為觀光目的也佔有 12%

比例，顯現以區域特色或節慶事件為主的地方產業活化之產業觀光型

態，也為國人旅遊主要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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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階段產業觀光發展背景及概念並不成熟也不普及 

就我國產業觀光發展現況，發展型態多以休閒農業與地方產業活

化為主要，再利用型態則多以文化藝術作為再生策略，雖有部分個別

產業自行發展如觀光工廠等類型，但多為單據點提供遊憩機能，做有

限度的開放參觀外，整體來說，我國產業觀光並未有系統化之整合與

結盟。由於其多各自零星分佈發展，無法形成讓一般大眾印象深刻成

果，並一般國人與相關業者而言，對於產業觀光僅有片面性瞭解，未

有一完全性與整體性概念與認知。 

二、 供給面 

觀光旅遊系統廣義供給面涵蓋公部門體制與私部門經營體系。本研

究將從這兩方面進行分析，分別探究其本身條件與內部各項資源的動態

供給情況，討論在發展階段上，各自會產生何種課題。 

(一).公部門體系 

產業觀光乃為產業複合發展概念，在我國涉及到多重單位，而各

單位亦有其自行政策推動與獎勵，如在工業主管單位方面，就有經濟

部工業局針對「觀光工廠」提出「傳統產業輔導計畫」12與「推動地方

工業創新轉型發展計畫」，將焦點著重於經濟產業面，該政策主要內容

為提供融資、鼓勵企業整合、提升產業技術層次和人才培訓、建立產

業公平租稅環境與改善一般投資環境等五大利多，以促使沒落的地方

傳統產業或陷入經營困境者，可以藉此協助得以存續，期許以製造業

兼營觀光服務模式開啟產業變革的新思維，讓工廠經由觀光化，以整

合具有地方文化、產業文化的特色，凝聚成觀光休閒之「附加價值」，

開創出工業觀光新資源，以「製造／觀光服務」雙引擎，進一步提高

原產業的「附加價值」，以充分利用有限之資源，發揮最大之經濟效益，

展現出工業新風貌。 

另方面亦由「環境改造」層面提出「工業區內廠商自辦工業區環

境改造既更新計畫」，期望藉由廠商地區意識之認同及工業區形象塑造

                                                 
12 亦稱為「振興傳統產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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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參與，建構工業區新環境與意象。而其他相關政策還包括「社區總

體營造」、「一鄉一特產」、「形象商圈」等。以經濟部商業司的形象商

圈為例，就是希望藉由新風貌、新創意與新經營理念推動，塑造商圈，

賦予其新活力與新契機，使之更有利於以地方工藝特色產業為主軸的

地方產業活化型態之產業觀光發展。 

同時，亦有文化主管單位針對「地方產業活化推展觀光」形式提

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政策。自民國 91年行政院通過「文化創

意產業發展計畫」，隨後並正式將其列入「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

畫」以來，文建會即積極以產業鏈的概念形態，重新定義文化產業的

價值，提出相關政策，期開拓創意領域，結合人文與經濟以發展兼顧

文化積累與經濟效益的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的目的，即在整合地方智

慧與文化藝術生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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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應用於產業發展以因應全球化之挑戰(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 

由上發現由於產業觀光發展包括觀光、藝文、經濟、土地與建物

等，在我國分別隸屬不同政府單位部門主管，雖皆有心大力推動，但

多以自行資源進行未有串聯與連結。並目前僅有「工廠兼營觀光服務

作業要點」是廠商進行觀光化發展可依循法條，但其僅為作業要點，

在法律層級性並不高，無法作為積極性獎勵或控管法源基礎。 

總體而言，在公部門政府機制體系下，現階段產業觀光發展課題

為未有一專責跨部會推展機制與管理單位，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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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私部門經營體系 

1、時間與空間限制性 

產業觀光發展型態中，其原有生產經濟性活動並未消失，同時

亦為觀光主軸時，則在發展過程中會產生基本課題性即為時間與空

間限制。在時間限制上，由於生產運作多為平日上班期間，而觀光

活動多集中於週末假日期間，兩者如何調節，即為規劃與後續經營

過程中所需重視的。在空間上，產業觀光仍為工廠，一般對工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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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常屬負面表現，因此如何塑造觀光吸引力即為觀光化過程中另一

重要課題，另員工與遊客間對資源利用競爭，如會議空間、停車場

與其他附屬設施等，亦為發展過程中所需考量。 

2、專業知識、技術、人力與財務資源需求 

解說與體驗係產業觀光重要的活動項別，解說系統建立與體驗

過程優劣將影響產業觀光品質性，對此經營者是否願意投資與培

養，是否有專業人才可與以規劃在不影響生產產業層面下，進行體

驗活動，即為產業觀光發展主要技術性課題。 

3、遊客停留時間、資源整合與結盟串聯性 

遊客消費力與停留時間長短成正比性發展(楊勝評,2003)。產業

觀光可界分為主要元素、次級元素與附屬元素三個部門。所謂主要

元素即為觀光資源主軸，可分為活動及休閒設施；次要元素係配合

主要元素部門而興建之設施，如觀光旅館、宴會聽設施、商業購物

設施及市場等等。此部門通常伴隨主要部門配置，並獲取比主要部

門更多的經濟效益；附屬元素係通常服務主要元素部門及觀光旅客

而設置，如可及性交通運輸系統、旅客設施及資訊中心，此部門的

設置品質通常深深影響全部部門的經濟效益。除主要元素部門投資

外，如何健全次級與附屬元素部門，並且藉由與週遭資源整合，形

成完備觀光脈絡體系，以拉長遊客停留時間，為產業觀光活化地方

經濟重要發展課題。 

4、企業經營者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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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程度自然呈現下降，而使得產業觀光不易發展。實際上產業園

區的廠商在經營心態上要求既有產業型態能持續性經營，或是既有

產業型態能隨著整體外在環境調整轉型發展，簡言之，廠商必須要

能維持繼續經營與賺取利潤條件下，方有思考衍生或複合性發展之

可行性。除此之外，產業觀光追求目標即為長期經營，而長期經營

也需經營者有足夠的管理能力，使品質能夠符合需求，並能讓廠商

具有榮譽與受尊重的感覺，獲得聚集的效益，同時又能以最少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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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提供服務，產業才具永續經營的可能。 

對此，從工業技術研究院研究調查亦獲得驗證，該研究發在非

工業區內的工廠較能與地方采風、藝術賞析與文化節慶結合，以地

方色彩作為競爭力，然在工業區內的廠商卻認為商品競爭力與利潤

才是生存關鍵，故不認為地方色彩對產業發展有幫助。同時其調查

也顯示現行一般廠商認為觀光工廠無法增加本業的直接競爭優勢，

如利潤與競爭力，但對於無形間接性競爭優勢，如企業形象、國際

舞臺的展現、文化傳承有相當幫助。 

5、工業區環境容受力限制與原有產業環境污染問題 

基本上，容受力觀念之運用說明工業成長與土地開發有其極

限，此一極限反映地區在容受力門檻下有其公共資源使用方式之適

宜性。而工業區各級產業設立其主要目標在於提供專事經濟之生產

製造活動之軟硬體與公共設施。然產業觀光複合發展概念係在生產

之外另增加一項經濟活動，亦即提供第三服務性的觀光經濟活動，

意味著現行公共設施會因觀光產業發展而增加使用量人口，亦即遊

客到來將會對原有工業區公共資源承載力造成衝擊。 

此外工業區本身即具有對觀光旅遊不安全與不適宜性之潛在問

題，不論是在生產中亦或閒置工業區用地，都可能會有產生環境汙

染問題，該問題對觀光發展產生負面影響，故環境汙染該如何處理

與解決，係為另一項所需面對供給面課題。 

6、工業區土地權屬複雜，不利進行全面整合與通盤規劃 

產業觀光發展並非僅限於單據點觀光工廠方面，應從全面性、

整體性與通盤性進行考量與規劃，如此才能達到去化閒置目標。過

去我國工業區土地開發，為回收開發成本皆於開發為成後將權屬售

予經營者，因此使得發展久遠的工業區土地權屬皆為私有土地而有

所複雜。在且工業區內之區位及廠商進駐，除一般性選擇外，大抵

也未對於業種與位置上進行控管，在此會產生環境相容性問題。在

權屬複雜與環境不相容情況下，恐無法運用全面性整合與通盤規劃

方式，塑造具特色性產業觀光園區，以發揮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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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觀光係藉由三級產業促使原有二級產業升級，本質上來說，產業觀

光係將工業區型塑為一個遊憩場所，由遊客、員工與社區居民共同演出。工

業區產業觀光係以體驗為中心，導入觀光經濟行為提供旅遊，與地域歷史文

化連結，借由產業觀光發展平衡經營者、環境與地方社區的需要，並為重視

遊客、社區與目的地的共同目標以達成三方均衡性發展之經濟活動。 

產業觀光具有關聯產業眾多之特性，相對它所引起經濟連鎖效力也極

大，當產業觀光與地方經濟產生交易互動時，亦即當關聯產業係數越高，所

產生經濟帶動效益越高。產業觀光已成為工業區再發展的另一種思考模式，

其效益不僅限於產業本身之生產總值，而是在生產過程中其他活動投入，所

帶動之效益將遠大於產業本身之實際經濟效益。 

目前我國產業觀光發展在市場面與供給面產生上述課題，基此本研究於

後先以專家學者問卷調查方式據以匯整及驗證看法，接者依據調查結果提出

政策建議以供決策者參酌。 

 

 

24 


	第二章 產業觀光相關文獻
	工業區產業觀光發展背景
	產業觀光定義與類型
	產業觀光定義
	產業觀光系結合生活與生產兩大面的產業活動。
	產業觀光以「產業」主體為基本主軸，除一般性經濟生產活動外，再以「製程」、「景觀」、「產品」與「歷史文化」等發
	產業觀光最廣義範疇涵蓋所有經濟性產業，甚且包括國家重大建設與軍事工業等，只要其具有觀光價值或發展與政治、�

	產業觀光的類型
	產業文化與活動推展觀光型態
	觀光工廠\(Manufacturing plant tours\)
	產業博物館\(company museums\)
	產業遊客中心\(company visitor centers\)

	地方產業活化推展觀光型態
	地方傳統文化產業
	地方觀光文化產業
	地方文化活動產業

	再利用推展觀光型態
	相關用途再利用
	全新用途再利用


	產業觀光特性
	觀光產業依據不同發展型態而有不同定位與角色
	觀光產業依附在生產產業
	觀光產業與生產產業並重

	發展模式規模具有彈性
	發展型態角色多重性


	產業觀光發展目標與課題
	市場面
	遊客、廠商、居民與政府對產業觀光需求不同
	國人旅遊習慣未及於產業觀光工業區活動領域
	現階段產業觀光發展背景及概念並不成熟也不普及

	供給面
	公部門體系
	私部門經營體系
	時間與空間限制性
	專業知識、技術、人力與財務資源需求
	遊客停留時間、資源整合與結盟串聯性
	企業經營者態度
	工業區環境容受力限制與原有產業環境污染問題
	工業區土地權屬複雜，不利進行全面整合與通盤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