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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淡水地區旅遊資源行銷策略研擬 

本研究擬根據現地訪問了解，並參考問卷調查的結果，包含消費者個人

統計變數、各構面事實性變項分析以及消費者對於淡水地區旅遊資源重要程

度與滿意度差異分析檢定等，採用前章節理論基礎與文獻回顧中有關行銷策

略的論述，從規劃（Planning ）、政策（Policy ）、產品（Product ）、價格

（Price ）、遊客（People ）、促銷（Promotion ）、通路（Place ）、包裝

（Package ）、夥伴（Partnership ）等多面向的「9P」行銷概念運用到淡水地

區六類旅遊資源行銷策略之研擬。 
 

第一節  自然生態景觀旅遊資源行銷策略 

基於消費者對於水筆仔紅樹林、淡水河口賞鳥、淡水梯田賞景等自然生

態景觀旅遊資源重要程度與滿意度之認知均很低，顯示此等旅遊資源內涵特

色不足，對於現階段該等旅遊資源，在行銷策略方面亦給人不滿意的感受，

此等旅遊資源未來行銷策略應重視保育，以提高旅遊資源重要程度並作適當

的資源開發。 

一、規劃（Planning ） 

從規劃概念上看，由於淡水地區溪流、海岸地形、山岳、紅樹林、梯田、

淡水河口賞鳥以及其他自然生態等旅遊資源，大部分遊憩步道與休閒設施及

解說服務設施不足，未來應以自然賞景作為規劃原則，多設置天然素材等材

料構築之遊憩步道與座椅設施，減少設置量體大之人為設施，並使各項動線

規劃順暢，給予遊客明確的方向感，以增加遊客的滿意度及維持自然美景。 

二、政策（Policy ）  

在政策執行上，應以資源保育為主要工作，尤其是紅樹林的保育。主管

單位應擬定一套對學生及社會人士的保育政策，在學生方面，由學校深入作

自然生態資源保育教化，在社會方面，則加強一般社會人士尤其是對未婚者、

年輕人、教育程度較低者等旅遊資源認知低者給予宣導，並利用行銷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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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自然生態旅遊資源、建構本土與生態旅遊活動等，達到資源保育與開發

雙重目標的行銷政策。 

三、產品（Product ）   

在產品策略方面，主管單位必須儘可能為遊客著想，研究遊客的需求與

期望，並配合經營管理目標提供其所需之服務、活動、環境、設施等。並以

提昇環境品質，滿足遊客對大自然的喜好，作為此類旅遊資源開發與提供活

動之導向，而旅遊活動應強調自然生態資源保育解說與自然生態深度的體驗。 

四、價格（Price ） 

此類旅遊資源屬公共財，地理位置偏遠，為了滿足消費者旅遊時身、心

對自然生態資源滿足的價值，在提供自然生態景觀旅遊資源活動之價格定位

上，應以人人都有能力參與為目標，不收任何費用，所有建設維護費用與行

銷推廣費用建議由政府編列預算支付。 

五、遊客（People ） 

主管單位應發揮想像創意，專注心力去為遊客塑造一份全新的自然生態

景觀旅遊體驗。旅遊資源行銷可以從遊客感官、情感、價值、消費經驗去思

考，高品質的旅遊體驗行銷，係來自對遊客親切的服務、靈活而豐富的活動

節目策劃以及對旅遊資源環境與活動設施良好的經營，而這些服務活動設施

須滿足遊客之需求與期望。另外，由於學生與社會人士對於此類旅遊資源重

要程度之認知不同，為了讓遊客認可的價值與經歷等親身心理體驗，能反映

在自然生態休閒旅遊活動之上，未來遊客「區隔市場」應以學生及社會人士

作為區隔。 

六、促銷（Promotion ） 

一般消費者對於此類旅遊資源行銷策略滿意度認知很低，為了達成自然

生態景觀旅遊資源行銷的功能，相關單位應加強在出版物、網路傳播、廣告、

等大眾媒體宣傳，尤其是電視媒體上促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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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通路（Place ） 

應加強與非政府組織如綠色環保聯盟、溼地保護聯盟、野鳥保護協會等

環保團體以及中、小學及大學院校學術團體等通路系統的連繫，宣導此類旅

遊資源保育的行銷目標。另由於此地區自然生態景觀旅遊資源區位偏僻，交

通可及性低，為促進旅遊發展，應連結捷運站，規劃密集快速公車接駁與淡

水全區公車連結系統。 

八、包裝（Package ） 

為了推動自然生態景觀旅遊活動讓消費者好感，應加強文宣的品質，強

調生態旅遊的意義、功能及價值，型塑優質的包裝效果，建立良好的旅遊形

象。對於淡水紅樹林之行銷，應以塑造優良的口碑與自然生態保育形象，建

立清新、另人記憶深刻的標誌以及突顯本身資源特色，提高消費者對此類旅

遊資源重要性的認知。 

九、夥伴（Partnership ） 

策略聯盟夥伴關係具有創造行銷規模經濟與資源多樣化的目標，更能發

揮合作結盟的綜效，創造聯盟成員「互利互惠」的「多贏」局面。由於淡水

地區自然生態景觀旅遊資源分散很廣，可相互連結成淡水生態之旅或與其他

人為遊樂設施旅遊資源整合成一日遊套裝式地區旅遊活動，以降低推銷與經

營成本，達到聯合行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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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化古蹟旅遊資源行銷策略 

從問卷調查發現，消費者認為淡水紅毛城 、滬尾砲臺、前清淡水關稅務

司官邸等文化古蹟旅遊資源是淡水最具地方特色的旅遊資源與未來最具發展

潛力的旅遊資源之一，而對於此等地區旅遊資源重要程度之認知高，卻對於

該旅遊資源行銷滿意度低，顯示其旅遊資源在一般消費者心目中認為很重

要，但對於行銷不滿意，未來旅遊發展應著重在此類旅遊資源作深度的行銷

推廣。 

一、規劃（Planning ） 

從規劃層面看，此地區文化古蹟均為單獨據點發展，缺乏地區文化古蹟

旅遊的整合規劃，未來應以淡水紅毛城或選定知名國家一級古蹟作為發展核

心，連結其他文化古蹟，規劃成一個淡水地區文化古蹟園區，擴大文化古蹟

旅遊規模，增加消費者旅遊機會。另由於各文化古蹟除淡水紅毛城外，實質

環境與景觀大多未加整飭，為迎合更多遊客，相關實質環境應積極加以規

劃。 

二、政策（Policy ） 

各古蹟休憩設施，未考慮遊客屬性需求，經調查，此類旅遊資源適合偏

好靜態與知性旅遊之對象群。未來宜增加靜態、安全性高之設施，培訓文化

古蹟解說員，增加旅遊園區服務功能，整合文化古蹟觀光資源、建構本土旅

遊活動，以達到文化古蹟永續旅遊目標的行銷政策。 

三、產品（Product ） 

選擇此類旅遊資源之遊客是喜愛文化品味、內容、具有創新特色旅遊活

動之消費群。由於文化古蹟是先民遺留的既成資產，受同業競爭威脅較小，

在策略上應採取品質導向的經營理念，定期舉辦古蹟巡禮，提昇旅遊品質、

強化實質環境及植栽景觀以及旅遊服務解說的旅遊產品行銷策略。 

四、價格（Pr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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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地區大多數文化古蹟，交通位置尚屬近郊，惟部分古蹟仍缺乏交通

可及性，旅遊活動內容又是屬於單樣化。另從問卷調查獲知，此地區遊客經

濟能力不高，在考慮消費者(consumer)、成本(cost)、競爭者(competitor)三者

的定價因素時，由於文化古蹟旅遊發展負有推廣全民參與的目標，為了消費

者旅遊時身、心滿足的價值，各文化古蹟門票應採取低價位政策，讓大多數

有意從事文化深度旅遊者均能隨心所欲至各古蹟參觀，進而提振此類旅遊資

源之遊客量。 

五、遊客（People ） 

伯德．史密特(Bernd H. Schmitt) 提出的「體驗行銷」概念，可以運用到

淡水地區文化古蹟的旅遊發展，強調體驗行銷的核心，是為遊客創造不同的

體驗形式，遊客消費經驗是可以被塑造的，文化古蹟旅遊活動內容應發揮想

像創意，為消費者塑造一份全新的旅遊體驗。另由於此類旅遊資源多屬國家

級古蹟，遊客絕大多數居住在台北縣、市，未來除以吸引大台北都會區消費

群作為行銷對象外，應擴及全國，並作國際行銷推廣，並吸引大陸地區來台

遊客，提昇旅遊層次，吸引愛好古蹟深度旅遊的族群，擴大客源。 

六、促銷（Promotion ） 

在促銷層面上，為有效推廣淡水地區的文化古蹟旅遊，可以參與相關

旅遊或貿易展覽秀，將地區文化古蹟旅遊資訊廣為宣傳、製作簡介、明信片

或發行旅遊月刊或季刊，介紹文化古蹟的特色、採用網路傳播、藉由旅遊雜

誌、報紙、電視、DM、大眾運輸工具車箱等媒介廣告等方式予以行銷，以淡

水紅毛城作為旗艦景點，加強輔導旗艦觀光活動國際化與產品化。  

七、通路（Place ）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台北縣、市遊客約八成係搭乘捷運至淡水旅遊，且

佔九成以上遊客旅遊期程為一日遊或半日遊，基於漁人碼頭、中正路老街等

新興遊樂區臨近捷運站之便利以及大多遊客旅遊期程的短暫，旅遊景點選擇

單獨化，致捷運系統通車後，原有淡水文化古蹟的人潮被吸引過去，這是古

蹟旅遊沒落的主因。為提振此等文化古蹟旅遊，未來除在行銷策略上應建立

便捷的公車遊覽服務系統，並與捷運站連結，提高各古蹟景點交通可及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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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經常與國內或國外文化單位、學術單位或團體連繫，作為文化古蹟旅遊發

展通路據點而加以行銷。 

八、包裝（Package ） 

近年來，商品行銷已擴展到服務業行銷、旅遊行銷、地區行銷。而形象

包裝為這些對象極重要的行銷策略，地區文化古蹟旅遊資源行銷為地區行銷

重要之一部分，政府或旅遊經營者應突顯文化古蹟資源的特色與內容等優點

而加以包裝，塑造消費者優良的口碑與形象。由於消費者對此等旅遊資源行

銷策略之滿意度認知低，主管單位尤其應利用各種場合對外宣導此等旅遊資

源的特色，以達到最佳的地區行銷效果。 

九、夥伴（Partnership ） 

旅遊業與旅遊業之間或地區性小規模旅遊據點整合均可形成合作夥伴關

係，共同協定價格、互相促銷。要發展淡水地區文化古蹟旅遊，可聯合幾處

古蹟，推動文化古蹟巡禮，或與其他如漁人碼頭等人為遊樂旅遊資源共同形

成地區性套裝旅遊，以促進地方旅遊事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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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廟宇參拜旅遊資源行銷策略 

消費者對於此等旅遊資源重要程度與滿意度之認知均很低，顯示此等旅

遊資源內涵特色突顯不足，而對於該等旅遊資源行銷策略亦給人不滿意的感

受，相較於其他旅遊景點，此類旅遊資源遊客量明顯不足。基於以上消費者

的體驗，未來行銷策略應從以下各項著手。 

一、規劃（Planning ） 

由於此類旅遊資源地點分散，環境簡陋，許多廟宇交通偏遠，除宜加強

地區廟宇整合規劃外，應促使地區廟宇各項動線規劃必須順暢，給予遊客明

確的方向感，同時考慮空間的功能性包含地區廟宇之遊客資訊系統與廟宇文

化解說服務系統，改善當地休閒設施，增加規劃水景、噴泉、花卉樹蔭、步

道、亭椅等實質景觀環境，並與紅毛城等古蹟共同形成淡水地區文化古蹟園

區，共同推動旅遊活動。 

二、政策（Policy ） 

淡水地區各廟宇不單單是供遊客進香朝拜，也是居民，尤其是老年人平

時匯聚聊天社交的場所，多年來已形成當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為配合此等

旅遊資源的特性與高齡化社會的趨勢，未來行銷政策應考量老年人旅遊族群

的需求，增加靜態、安全性高之設施，並利用行銷推廣、整合廟宇旅遊資源，

建構符合遊客需求之旅遊活動，發展地方民俗節慶活動，以達到廟宇旅遊資

源的行銷政策與目標。 

三、產品（Product ） 

此類旅遊資源與文化古蹟相同，是先民遺留的既成資產，受同業競爭威

脅較小，在策略上應採取品質導向的經營理念，提昇旅遊品質，促使旅遊活

動良性發展，經營者必須為遊客著想，改善既有老舊觀瞻不雅的環境，研究

遊客的需求與期望，提供其所需之服務、活動、環境、設施等各項旅遊咨詢

服務，作為雙方溝通橋樑，參酌遊客意見，提高遊客的滿意度。 



 

 

 
138

四、價格（Price ） 

廟宇參拜活動，是一種宗教兼具休閒的活動，遊客花費有限。而部分廟

宇因香客捐助，擁有一筆基金，應適時參與公益、醫療活動，贊助弱勢族群

或興建公眾圖書館，以提高廟宇的形象與口碑。 

五、遊客（People ） 

廟宇參拜是屬於宗教信仰的活動，從遊客服務層面看，其旅遊資源行銷

也可以採用「區隔市場」行銷策略之觀念，將現有及末來之遊客來源，依本

地與外地遊客區分為不同類型之服務對象群，選擇其適合者並確立為策略目

標，本地遊客以宗教參拜及平日匯聚聊天社交為主，外地遊客則以湊熱鬧、

參與節慶活動以及觀賞廟宇古建築之美為行銷內容。由於消費者對於此等廟

宇旅遊資源行銷策略滿意度低，主管單位對於所有遊客參與的體驗，應在節

慶活動或廟宇參拜設施內容加強，讓遊客獲取最大的旅遊價值，尤其應對未

婚者、低年齡者、低教育程度滿意度認知低者在設施提供或服務或其他行銷

策略執行上，給予更滿意的服務。 

六、促銷（Promotion ） 

配合地方節慶舉辦些具有創意性之廟會活動，公開抽獎活動，例如現金或 

其他獎品或摸彩活動等；或贈送紀念物，例如禮物、書刊、書籤、襯衫、

帽子、紀念品、地方特產等；或在媒體廣為宣傳，或贊助公益活動或公益節

目，提昇良好形象，對於促銷很有幫助，以達到地方行銷的目標。 

七、通路（Place ） 

此等廟宇地點分散，參拜之遊客大多為淡水當地之居民，為將其活動擴

及大台北都會區甚至全國遊客，除加強必要行銷廣告外，便捷交通之規劃與

捷運系統之連繫刻不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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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包裝（Package ） 

淡水部分廟宇屬於國家級古蹟，其行銷推廣可從形象包裝著手，除強調

國家級古蹟的珍貴價值外，應突顯廟宇建築之美，以製作簡介、明信片或其

他出版物作為地區廟宇參拜旅遊活動包裝，形塑優良的形象，留給遊客較深

刻的印象。 

九、夥伴（Partnership ） 

推動淡水地區套裝旅遊是未來發展此地區旅遊最主要策略，根據問卷調

查調查結果，消費者到淡水地區旅遊期程以一日遊為主，其次是半日遊，

二日遊則微乎其微，為促進地區旅遊全面發展，廟宇參拜旅遊資源可與其

他旅遊資源連結，並與當地文化單位、古蹟景點、地方農漁特產品等單位合

作，共同舉辦活動，共同策劃一日或二日遊之套裝旅遊，延長旅遊活動時間，

讓遊客能在一次旅遊中獲得較多樣的心理樂趣與心得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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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地區聚落與街景旅遊資源行銷策略 

此類旅遊資源除中正路老街外，消費者對於其旅遊資源重要程度與滿意

度之認知均很低，顯示此等旅遊資源並無特殊發展條件，基於以上消費者的

體驗，未來行銷策略研擬如下： 

一、規劃（Planning ） 

此類旅遊資源實質環境老舊，規劃嚴重不足，在土地利用配置上，應加

強原有老舊房屋整飭，規劃增設植栽景觀與遊客休息設施。政府應推動法令

如社區總體營造或都市更新或嘉惠補助居民改善當地實質環境條件，增設遊

憩地區之遊客資訊系統與解說服務系統，成立淡水地區民俗文物館，讓地區

聚落與街景成為淡水地區對外行銷重要的一部分。 

二、政策（Policy ） 

淡水地區聚落與街景旅遊資源具有本土的特色，符合台北縣政府基於以

本土、文化、生態之特色為觀光內涵所採取的觀光政策。此等旅遊資源在政

策上，應採取優質配套遊程如本土文化慶典活動等措施，以呼應縣政府發展

本土資源的觀光政策。 

三、產品（Product ） 

此等旅遊資源除中正路老街假日幾乎人滿為患，旅遊資源過度利用，造

成大量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將不利資源永續發展，未來行策略應採取品質

導向，提昇旅遊環境品質，推動符合遊客喜愛品味、內容、具有創新特色之

旅遊活動外；其他景點由於遊客稀少，應採取提高遊客量導向，致力於追求

高生產效率、低成本及廣闊的消費市場，提高各景點遊客量與旅遊資源充分

利用。 

四、價格（Price ） 

根據問卷調查，大多數消費者選擇到淡水地區旅遊的主要目的是休閒旅

遊，而以購物作為旅遊目的者非常少數，顯見此地區老街或其他聚落街景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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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物品並未能吸引遊客，未來銷售物品提供應滿足年輕族群多樣化、低價

化的消費需求。另廣告與通路系統推廣費用為行銷成本之一，會影響旅遊價

格，惟行銷成功，反而可吸引較多遊客，因此，淡水老街可以採行聯合行銷

方式，降低經營成本。 

五、遊客（People ） 

此類旅遊資源遊憩活動者之參與動機包含休憩娛樂或學術研究或促進人

際關係與社交或購物或達到知性教育功能等。淡水地區聚落與街景旅遊資源

行銷仍應從消費經驗去思考，倡導高品質的旅遊體驗行銷，以親切的服務，

策劃靈活而豐富的活動節目，以及對旅遊資源環境與活動設施良好的經營，

滿足遊客之需求與期望。基於問卷資料分析檢定結果，應針對未婚者、年輕

者、低教育程度者等低滿意度之遊客，在設施提供、環境改善、旅遊諮詢服

務上，給予滿意之服務。 

六、促銷（Promotion ） 

此等旅遊資源除中正路老街外，缺乏有效的行銷廣告，未來行銷策略應

加強在簡介、明信片、旅遊月刊或季刊、旅遊雜誌、報紙等介紹淡水老街等

地區聚落的特色或新內容，或參加各種展覽秀，或採行網路傳播，或透過電

視廣告等給予促銷，以招引新遊客，增加舊遊客的重遊率。 

七、通路（Place ） 

淡水地區聚落與街景旅遊資源除環境設施老舊無法吸引大量遊客外，缺

乏與旅遊業、農會系統、社區組織、餐飲業、旅行社等單位連繫以及交通可

及性不良也是主要原因，未來應在通路層面上加以改善並作好行銷推廣。 

八、包裝（Package ） 

此等地區旅遊資源可採用本土性地方特產作為行銷主軸。地方特產應加

強產品的包裝，產品包裝應具有創意及對遊客產生吸引力。淡水地方特產包

含淡水渡船頭的蝦卷、可口魚丸湯、阿婆鐵蛋、阿媽的酸梅湯、溫州餛飩湯、

福祐宮旁的德裕魚酥、三協成的蕃薯餅、淡江中學旁的阿給等，其產品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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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包裝盒型式、包裝盒材質、包裝紙質感、封面構圖、封面文字說明等，透

過專業包裝設計，可使經營者獲取較高的邊際效益。 

九、夥伴（Partnership ） 

淡水地區聚落與街景旅遊資源可擅用策略聯盟的概念，整合地方特產及

鄉土文化產業，開辦假日地方文化觀摩活動、定期展售淡水地方特產優惠活

動、舉辦地方節慶活動等，並與其他休閒業者結盟，聯合規劃推動地方套裝

旅遊。此等縝密的規劃與策略聯盟，將增加走訪淡水地區的遊客，達到旅遊

行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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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人為遊樂設施旅遊資源行銷策略 

淡水漁人碼頭與黃金水岸步道均屬於人為遊樂設施旅遊資源，從問卷調

查中可以發現，消費者對於此兩旅遊資源重要程度與滿意度認知很高，顯示

此等旅遊資源已充分利用開發或具有特殊的條件，遊客量也特別高。惟遊客

量過多，將造成環境惡化與旅遊品質降低，最後使旅遊業沒落，為促使旅遊

資源永續發展，未來行銷策略之研擬如下。 

一、規劃（Planning ） 

此等人為遊樂設施旅遊資源，遊客量特別高，將造成環境惡化與旅遊品

質降低，未來行銷策略應以保育既有資源與改善旅遊環境設施為主，甚至控

制旅遊量，方能追求永續經營與強化對外競爭力的實現。惟旅遊環境品質應

改善的地方很多，例如淡水港水質的改善，以及在各景點配合使用者之活動

偏好、消費行為、環境心理需求等，規劃植栽景觀、配置水景、設置遊客步

道廣場等設施，以提昇旅遊環境品質。 

二、政策（Policy ） 

未來發展政策應以維護既有資源及繼續改善旅遊設施，加強附近其他旅

遊活動機會的促銷，減低目前遊憩區之擁擠現象，甚至控制旅遊量，以維持

高品質的旅遊環境。未來行銷目標應定為國際化及大陸遊客市場，將地區性

旅遊提昇為國際性旅遊。另外，為了要將此地區旅遊推向國際化，應早日培

訓國際解說人員以達成旅遊資源國際解說的功能。 

三、產品（P roduct ） 

此等人為遊樂設施旅遊資源在產品策略上應採取行銷導向。各旅遊景點

應塑造旅遊業的口碑，提高旅遊活動的創意與差異性，以遊客需求為導引，

配合資源環境之特色推動新穎的活動，再經由宣傳推廣媒介，吸引遊客前來

參與活動，同時，應注意遊客參與活動及需求之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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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價格（Price ） 

遊客在此等旅遊資源各景點之消費，現階段大多滿意並能接受，當相關

行銷策略推動後，旅遊品質與產品包裝提昇後，相關旅遊費用諸如渡船票、

小吃店、咖啡店、飲料、地方特產等消費似可酌予提高。 

五、遊客（People ） 

淡水地區旅遊資源遊客量成長最快的地區為漁人碼頭、黃金水岸步道等

人為遊樂設施旅遊資源，此等資源雖非屬性脆弱，惟為達資源永續發展，在

遊客區隔發展策略上，一方面可以採降低目前地區遊客量，另方面採取國際

化經營型態，提昇旅遊內容與品質，以吸引國際遊客，並配合政府擬將淡水

地區旅遊景點開放為大陸遊客來台觀光指定地區之政策，吸納更多兩岸旅遊

開放後的大陸遊客市場。 

六、促銷（Promotion ） 

由於當前此等旅遊資源各景點之遊客量過多，為了配合未來行銷目標定

為國際化及大陸遊客市場政策，應強調國際化促銷與廣告，將地區性旅遊行

銷提昇為國際性旅遊行銷。任何產品都有它的生命週期，當旅遊資源過度開

發後勢必面臨衰退期，將地區旅遊提昇為國際化，將可使生命週期形成第二

高峰的 S 曲線，讓企業持續發展。 

七、通路（Place ） 

除加強地區性套裝旅遊的策劃，增加附近旅遊資源發展的機會，解決此

地區旅遊資源恐因過度開發帶來旅遊環境品質的降低外，並開創國際化通路

系統組織的連結，與國際性旅遊組織如 WT0 等合作，將地區旅遊行銷到國際。 

八、包裝（Package ） 

提昇產品包裝水準，將地區文化特色、節慶、地區農特產推向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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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遊內容解說與手冊應配合國際化文字說明，並以塑造優良的口碑與形象作

為國際行銷重點。 

九、夥伴（Partnership ） 

從夥伴層面上看，由於淡水地區各旅遊資源發展強弱相差甚大，倘將目

前漁人碼頭、中正街老街、黃金水岸步道等擁擠的人潮帶動到其他旅遊資源

景點，採行與旅遊同業合作聯盟或與農業單位、餐飲業或旅館業等異業合作

聯盟，除可行銷旅遊也可促銷農特產品或增進其他產業的發展，將是帶動地

區旅遊資源全面發展的方法，也是長期維持此等景點優勢與資源保育的最佳

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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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休閒農業旅遊資源行銷策略 

由於當前台灣地區國民旅遊已朝向生態及休閒農業等知性旅遊型態發

展，休閒農場如雨後春筍般的設立。消費者已感受到此趨勢，從問卷調查發

現，消費者認為休閒農業是淡水未來最具發展潛力的旅遊資源，卻對於該旅

遊資源行銷滿意度低，未來地區旅遊發展應著重在此類旅遊資源行銷策略之

推動，對未來淡水地區旅遊產業的發展具有極正面的影響。 

一、規劃（Planning ） 

淡水地區休閒農場大多缺乏誘人的行銷主題，旅遊設施內容不夠豐富，

且大多各自發展，以致成效不佳。近年來，旅遊經營型態已由單獨據點發展

成套裝式或連鎖式或聯合式的地區旅遊型態。淡水休閒農園、北新有機休閒

農場等休閒農場旅遊資源也應採取整合規劃的概念，併同附近其他農特產舉

辦觀摩特賣活動，規劃一套體驗休閒農業的地區旅遊行程；至於旅遊設施內

容應採多樣化之規劃，並設計優雅的景觀環境，提高消費者的滿意度，吸引

更多的遊客。 

二、政策（Policy ） 

淡水地區擁有良好的農漁業生產條件、農地供應條件、捷運交通便利條

件、遊客量規模經濟條件等，非常適合發展休閒農業產業。土地具有不可逆

的特性，而休閒農場回復為農地容易，政府應鼓勵廢耕農地轉型為休閒農場。

目前休閒農場係依「休閒農業輔導管理辦法」設立，全國休閒農場至今已有

1100 家以上，除部分農場係經商業登記營業外，經由農委會准予籌設的，也

有 265 家以上，有 54 家已通過正式評鑑，取得許可登記證，其中台北縣有 5
家取得許可登記證，淡水地區取得許可登記證的有北新有機休閒農場與淡水

休閒農園兩家，為促使此旅遊資源有效發展，政策上除多鼓勵既有業者在設

置條件上符合政府規定外，也應鼓勵其他業者多投資休閒農業產業。 

三、產品（Product） 

此地區休閒農業之推動，應採行行銷導向。行銷導向認為要達成主管單位 

http://ezgo.coa.gov.tw/v3/view.php?theme=spots&id=F_editor1_20040708121508&city=F&class=C03
http://ezgo.coa.gov.tw/v3/view.php?theme=spots&id=F_loulou_20040614215307&city=F&class=C02,C03
http://ezgo.coa.gov.tw/v3/view.php?theme=spots&id=F_loulou_20040614215307&city=F&class=C02,C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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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展目標，必須比競爭者更有效率、更有效能地創造、傳送及溝通顧

客價值給選定的目標市場，確立農場的特色與對外行銷的主軸，建立獨特、

誘人的標誌，增加遊憩設施內容，規劃精緻視覺空間，推廣有機農業，配合

淡水漁業資源，發展沿海休閒漁業，提供遊客多樣化選擇的遊憩機會。 

四、價格（Price） 

遊客對於淡水休閒農場當前旅遊費用多能接受，為提高遊客量，現階段

門票與相關費用應維持既有費用為原則，俟農場環境改善，設施增加後，再

作評估。另外，休閒農場屬私人投資經營，任何產品包括休閒農場生命週期

都有導入、成長、成熟、衰退等四個階段，在訂定旅遊價格之前，應了解每

個階段發展情形，以及新推出旅遊活動之吸引力與成功機率或競爭對手的威

脅性等。在成長與成熟階段，應訂較高價格，盡速回收成本，而在衰退階段

應視是否能在週期結束前再形成另一個週期的高峰，否則應採較低價格策

略，以維持基本營運成本。休閒農場針對個人旅旅或不同旅遊團性質與規模，

可採不同價格策略，例如針對大型旅遊團集體遊覽擬定優惠價格；對於小學

生或學校畢業旅行採低價優惠措施。 

五、遊客（People ） 

高品質的旅遊體驗行銷，係來自親切的服務、靈活而豐富的活動節目策

劃、以及對旅遊資源環境與活動設施良好的經營，這些服務活動設施須滿足

遊客的需求與期望。根據問卷調查資料分析檢定，此地區休閒農場宜針對不

同年齡、收入、教育程度、婚姻狀況等作「遊客區隔」行銷，尤其應考量未

婚者、教育程度高中者及低收入者等滿意度認知較低族群的旅遊偏好，給予

更好的服務，以提高其滿意度。 

六、促銷（Promotion ） 

休閒農場旅遊行銷策略可藉良好的促銷手段將旅遊活動推展出去，達到

旅遊資源有效利用。促銷手段可採平面、立體媒體或通路系統或贈品或展示

等方式進行。由於當前淡水地區休閒農場投資之資金規模不大，缺乏行銷經

費，宜採聯合行銷方式，透過報紙、電視媒體廣告或出版刊物作有效促銷。 

七、通路（Pl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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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休閒農園、北新有機休閒農場都位於郊區，離捷運站遠，在大多數

遊客以乘捷運代步下到淡水旅遊之際，來此休閒農場旅遊之遊客又大多自備

小汽車，為吸引更多捷運族旅客，規劃密集捷運接駁公車班次，刻不容緩。  

八、包裝（Package ） 

淡水地區休閒農場與地方農特產均缺乏重視包裝的行銷策略。未來應透

過農場形象包裝-突顯本身資源特色；還有地方農特產品包裝-透過專業包裝設

計，可使經營者獲取較高的邊際效益；以及活動包裝-包含解說與手冊、地方

特產、民俗秀、旅遊據點特色等介紹，以全面發展既有休閒農業產業之行銷。 

九、夥伴（Partnership ） 

淡水地區休閒農場多屬小規模旅遊資源經營者，除運用以上之行銷策略

外，宜另採取與休閒農場同業之間或與其他旅遊資源以及與農業單位、餐飲

業等異業之間形成同業合作策略聯盟或異業合作策略聯盟之夥伴關係，共同

協定價格、互相促銷，除可行銷休閒農場旅遊也可促銷農特產或增進其他旅

遊產業之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