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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條農情秘境路線，
讓您玩透北臺灣
文圖 水土保持局臺北分局 李宜靜 • 高佩聖 • 高伯宗

農村再生推動至今已屆 6 年，水土保持局臺北分局轄區內之再生社區經過多年陪伴，搭配
軟硬體建設皆有明顯之成果，106 年起農村再生轉型，未來將以區域發展方式協助社區進行農
村再生相關建設。

一、農村再生跨域及亮點區的建立
近年國內旅遊趨勢，偏愛地方性深度旅遊，消費者期望有溫度情感的旅遊行程；北臺灣農
村豐富的自然資源、多元的農村文化環境與特色活動，更契合大眾對於土地接觸的渴望要素。
為能展現農村再生成果，106 年度起，水土保持局改以主題式、跨社區整合，呈現區域農村產業、
景觀、生態、旅遊、文化等特色，展現農村驚豔的特色，並行銷社區產業。
臺北分局選定國境之北尋農趣、綠農山海塘、戀戀霄裡溪、大隘三鄉、戀戀小城水故鄉及
柚見茶香休閒趣 6 個亮點區，兼顧區域及特色產業發展帶動農村生產、生活及生態，期待區域
發展更加發光發熱。

遊客至宜蘭縣大同鄉樂水社區體驗原住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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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人 103、104 年國內旅遊比率、次數及平均費用統計表
項目

104 年

103 年

104 年與 103 年比較

國人國內旅遊比率

93.2％

92.9％

+0.3％

平均每人旅遊次數

8.50 次

7.47 次

增加 1.03 次

每人每日旅遊平均費用

新臺幣 1,401 元

新臺幣 1,365 元

新臺幣：成長 2.64％

每人每次旅遊平均費用

新臺幣 2,017 元

新臺幣 1,979 元

新臺幣：成長 1.92％

國人國內旅遊總費用

新臺幣 3,601 億元

新臺幣 3,092 億元

新臺幣：成長 16.46％

二、農情秘境輕旅行的誕生
農業委員會於 2009 年所提出的《精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中，提到深度旅遊主要為創造
優質生活與人文環境，並導入在地文化特色與農業體驗活動，依據不同客群，開發多元主題遊
程之旅遊方式。深度旅遊是當今觀光發展中的一種新興旅遊型態，透過自然與人文的旅遊資源
與產品，以基本的觀察、學習與體驗，豐富並增進知識，甚至引導或鼓勵遊客改變長期的行為
習性、生活型態或人際互動方式，提升自我心靈與內在價值，達到心理與生理層面的解放與舒
展的旅遊方式。
為將農村體驗活動轉化為農村旅行行銷路線並推廣至一般遊客，針對國內旅遊市場進行初
步調查分析，依據調查結果歸納出最適合一般旅客接受農村旅遊的情形，規劃各條特色路線，
並與國內知名旅行社合作進行推廣，執行內容如下：
（一）旅遊商品市場調查與分析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4 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報告，先了解國人旅遊比率、天數、
旅遊目的、消費等國人旅遊市場調查分析之情形，作為本案後續進行農村旅遊路線規劃
之參考。
1. 國人國內旅遊比率：
104 年國人從事國內旅遊的比率為 93.2％。
2. 平均每人旅遊次數：
104 年國人平均每人旅遊次數為 8.50 次，較 103 年增加 1.03 次。
3. 旅遊費用：
104 年國人每人每日旅遊平均費用約 1,401 元，較 103 年成長 2.64％；104 年每
人每次旅遊平均費用約 2,017 元，較 103 年成長 1.92％；104 年國人國內旅遊總費用
約 3,601 億元，較 103 年成長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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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國人選擇參加旅行社套裝旅遊原因統計表
原因

套裝行程具吸引力

不必自己開車

節省自行
規劃行程的時間

價格具吸引力

缺乏到旅遊景點
的交通工具

63.6％

53.6％

51.8％

30.3％

19.3％

年度104 年

表 3. 農情秘境輕旅行 7 條行銷路線
編號

旅遊線名稱

地點

遊程內容

1

小城水故鄉，
跟著瓦 water 去旅行

宜蘭縣員山鄉內城社區、深
溝社區

鐵牛力阿卡體驗、深溝水資源生態園區導覽、小間蔬菜漫
遊、深溝田間體驗

2

穿梭古城巷弄，
堆砌黑石記憶

宜蘭縣冬山鄉梅花社區、大
進社區

黑石砌石體驗、社區風味餐、幸福 20 號農場、漫遊天送埤
車站

3

潑墨山水，
啜飲回甘品茶韻

宜蘭縣冬山鄉中山社區

品 茶 解 說、 茶 園 導 覽、 養 生 料 理、 漫 遊 新 寮 瀑 布、
Camellia 咖啡館

4

眷戀山中雲霧，
樂水秘境當獵人

宜蘭縣大同鄉樂水社區

竹筒飯製作體驗、桂竹杯製作體驗、環境教育步道導覽、
獵人弓箭體驗、泰雅族午餐、泰雅舞蹈體驗

5

百年梯田守護者，
嵩山戴笠想農樂

新北市石門區嵩山社區

百年梯田導覽、米食體驗、洋豆子咖啡館、金山老街巡禮

6

揉茶陣陣飄茶香，
北客故居憶濁流

桃園市龍潭區大北坑社區、
新竹縣新埔鎮巨埔社區

生態工程解說、水土保持戶外教室體驗、客家品茶風味餐、
吳濁流故居導覽、振慶茶廠製茶體驗

7

與蝶共食舞南外，
南埔客村礱米趣

新竹縣北埔鄉 - 南外社區、
南埔社區

油點草農場生態體驗、蝴蝶粄體驗、蝴蝶食草料理、南埔
村傳統客家農具體驗、北埔老街巡禮

4. 選擇參加旅行社套裝旅遊的原因：
選擇參加旅行社套裝行程的原因以「套裝行程具吸引力」所占比例最高，約 63.6％。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4 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資料，就 104 年國人國內旅遊比例、每人
旅遊次數及旅遊費用與 103 年比較， 可看出皆具成長情形。旅遊天數多以當日來回的 1 日
遊為居多，主要從事活動以自然賞景活動、美食活動為主，一般遊客選擇參加旅行社套裝
旅遊之主要原因為「套裝行程具吸引力」、「不必自己開車」及「節省自行規劃行程的時間」
等原因，是以本年度規劃之農村行銷路線以 1 日遊行程為主。
（二）行銷路線規劃
透過主題性遊程規劃，創造北區農村旅遊之獨特性，強化消費者對北區農村旅遊之印
象，特提出「北臺灣 • 農情秘境輕旅行」，作為年度 7 條旅遊路線之共同品牌，讓遊客造
訪樸實沉靜的農村，找尋農村特有的生活氣息，堆疊秘境旅行的記憶並親自體驗北臺灣農
村的在地人情、景物、美食交織成富有生活溫度的美麗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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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9 月 9 號於臺北松菸誠品舉辦迷你旅展。
▲

可樂旅遊─「台灣溫度計」行程上架。

針對區域內農村進行「農村社區資源調查彙整」、「辦理說明會及問卷調查」、「實
地現況調查」等 3 階段的旅遊接待能量資源盤點與調查，了解各農村發展深度旅遊之
資源及能量後，進一步進行旅遊路線之規劃，結合各區之特色活動，並加入原住民生
態旅遊元素，讓人看見農村土地的生命力，環境生態、產業及生活文化，同時體驗在
地人情、景物、美食及特色活動、產業等。
（三）結合旅行社銷售
往年農村社區在推動農村旅遊，多採單打獨鬥方式進行，由各社區自行與旅行社
接洽，面對多家旅行社之合作模式與報價均未具統一標準，且旅行社之規模亦限制推
廣之強度，致各社區對推廣農村旅遊之各項成本及利潤並無明確概念。
為求農村旅遊與市場接軌並求永續發展，水土保持局臺北分局特邀請專業旅遊公
司－「可樂旅遊」辦理年度行銷路線規劃、體驗活動策略、執行顧問。計畫與旅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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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遊宜蘭縣冬山
鄉梅花社區茅圃
古道。

司之臺灣農村旅遊品牌結合，辦理農情秘境青旅行記者會及迷你旅展活動行銷各條
旅遊路線，並透過公司之網站販售計畫規劃之 7 條農村深度旅遊主題路線，提高活
動曝光率並吸引民眾參與，共同行銷北區農村深度旅遊。

本年度「北臺灣 • 農情秘境 輕旅行」首發團「小城水故鄉，跟著 water 去旅行」於 9
月 2 日發團，邀請知名部落客─深旅行與遊客走訪宜蘭縣內城社區及深溝社區的湧泉、田
野、埤塘及在地文青農物小店等秘境，並進行農田水圳的巡禮、農作體驗、在地在地餐桌
品味等活動，深度體驗水故鄉的豐富人文風情，感受臺灣獨特的農村人情、景物與美食，
至今已有逾 500 人上網報名參加，相信透過體驗活動的辦理，讓社會大眾對農村再生的成
果有更深的認識；也期望透過今年度的初次合作，農村社區能與旅行社產生創新合作的化
學效應。

三、結語
農村再生 2.0 的轉變，讓農村區域發展更有了提升的機會，期望透過農情秘境輕旅行，
讓農村在推動農村旅行的道路能更加穩固與順暢，除了展現農村在地的生活、生態、生產
及文化，更能跳脫傳統低價成團壓榨成本的方式，鼓勵區域創新與跨領域合作，讓農村旅
遊得以永續經營並展現農村豐厚底蘊及全民參與農村再生協力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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