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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營運概況及參訪者滿意度調查分析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座落於中部最大客家聚落─東勢市區內核心，

其前身為台鐵東勢線的東勢車站，昔日是中部林業重要運輸中繼站點

之一。停駛後經整建為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結合緊鄰之東豐自行車綠

廊，成為東勢地方居民與遊客喜愛之休憩景點。 

東勢有 77.2%的人口是客家族群，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東勢

客家文化園區由位於市區核心的東勢火車站整修後，於民國 93 年 

12 月 25 日正式啟用，民國 97 年委外給現在的玉荷堂國際開發有

限公司，希望藉由民間財團的資金挹注及多元的營運模式，給遊客們

不同的體驗。因此，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致力於保存在地的客家文化與

促進地方繁榮，擔負起承先啟後的角色。 

一、到訪園區遊客人次統計 

根據 103年度四月起至 104年度四月之園區逐月遊客人數統計，

相較於過去三個年度，可見 104度遊客人數呈現穩定上升的狀況外並

且在 1~2 月兩月期間提升 3 倍的人潮量!整體來說，104年度夏季

延長許多 6~11 月受氣候炎熱與風災的影響，遊客人數相對減少許多，

而冬季之 12~4 月基於氣候穩定與連續假日、園區大型活動的優勢，

遊客人數近年來屢創新高。因此依據統計資料(圖 1-1)顯示，東勢客

家文化園區之旅遊人潮集中在 1~4 月期間。 

由圖 1-1 可知，104年度來園遊客總人次達 202,705 人次，較

103年成長約 6.63%，可知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在旅遊市場上，逐步穩

定開拓客源已具成效，甚至於 104 年度 2月連續假日單月創下歷年

新高 48,944 遊客人次。另外，若排除節慶特殊假日，一般假日平均

來園人數約為平日之 1.3 倍至 3.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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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101~104 年每月來園遊客人次統計圖 

二、102-104年度營(運)收概況分析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持續以創造「客家文化、東勢產業、休憩運動」

為經營定位；以「東勢•客家•鐵道•自行車•新丁粄•旅客團•市

集」作為主要活動主軸之外，更著重協助東勢在地文化、產業、社團

與活動結合，舉辦各式活動。同時，觀察分析討論目前全台觀光旅遊，

持續調整整體行銷的方式，增加園區經營的優勢。 

104 年度營運重點在於招攬國內外旅行團遊客、文化市集招商、

網路行銷傳播並全力配合推動政府與在地團體之活動運作。除了增進

館內固定陳設客家主題文物展的豐富性，介紹產業、語言、人文特色，

以及不定期配合在地團體、學校舉辦特展，結合過去東勢舊火車站的

情感，讓園區更充滿著在地情懷。另外，以配合活動節慶概念，全力

協助各級單位辦理大型客家族群主題活動，創造來客機會的同時發揚

東勢在地客家文化。因此，104年度營運重點包含了持續擴充展區多

元性、積極配合各級單位相關活動、深耕在地持續招商、支持地方藝

術表演以及整合園區資源推出各式套裝行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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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4年度收支概況 

104 年度營運情形以會計年度（1-12 月）財務收支與營運

情形摘要於表 2-1，同時列出 103 年度營運收支作為比較。由表 

2-1 可以看出，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104 年度之收入中，以「本館

商品」及「騰雲號車票」販售為主要收入來源；由於客家文化館

積極拓展各式客家特色商品進駐館內銷售，同時結合假日市集與

大型活動人潮，園區業務組同仁積極對外接洽團客，主動提供於

平日離峰時間之各式套裝行程規畫與優惠，減輕團客承辦人員工

作負擔，也讓遊客能夠玩得盡興，並與周遭東勢形象商圈友好店

家互為引流，帶動遊客消費意願，也因此，本館銷貨收入與騰雲

號車票收入營運情形逐步穩定。整體來看，玉荷堂國際開發有限

公司營運之營業收入成長則較前年度增加 34.02%，顯見東勢客家

文化園區獲利逐步穩健成長的趨勢。 

表 2-1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年度收支比較表（含 5%營業稅） 

 

 

 

 

 

 

 

 

（二） 季度收入比較與說明 

本段就 104 年營業收入項目與銷貨情形，比照各季度銷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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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活動、遊客量之間的關係。由表 2-2 與歷年各季本館遊客人次

統計圖(圖 2-1)可知，本園區固定之旅遊旺季集中於氣候舒適的

春季與秋季，同時期間有各項大型活動如新丁粄節等，配合園區

積極拓展客源，歷年來園人數屢創新高；而 104 年度 7-9 月暑

假期間，因氣候不穩定又加上蘇迪勒颱風、杜鵑颱風二次的侵襲，

第三季園區遊客量明顯減少許多與 103年度同季相比減少 

46.47%。 

表 2-2  歷年各季本館遊客人次統計表 

 

 

 

 

 

 

 

 

 

 

 

 

圖 2-1 歷年各季本館遊客人次統計圖 

根據表 2-3 之季度營業收入比較，104年度一至四季營業

收入維持穩定的成長。第一季配合連續假期與舉辦新丁粄節，創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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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單季收入新高，營收成長率較去年度(103年)成長 53.57%。

雖然第二季之營業收入較其他三季偏低，可是營收成長率達去年度

之 64.25%。從營業收入比較表(表 2-3)，各項營業收入逐年成長，

可見「東勢客家文化園區」近兩年配合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舉辦新丁粄節、桐花祭，以及多次協助在地各單位與協會舉辦大型

活動，打造復刻版騰雲號蒸汽火車，已逐漸打開國內旅遊知名度，

成為假日大眾家庭旅遊，在地居民野外踏青，以及平日團體旅遊之

優先選項。 

表 2-3 季度營業收入比較表（102~104 年度，含 5%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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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館銷貨收入情形概述 

針對本館（客家文物館內）銷貨，可概分為五大類：玩具類、

食品類、冷飲類、紀念品類以及非屬前類之其他類別。以季節來說，

春天(1-3 月)、秋天(10-12 月)是最舒適的旅遊季節，加上館內積

極拓展客家特色商品及文創商品進駐影響，由表 2-4 可知，本館

銷售額度最高者為第四季(10-12 月)，其中銷售金額最高為食品類，

包含客家農產品、特色商品、園區自製芝麻醬.....等等；銷售數

量次高者則為冰品、飲料類與各式食品等一般遊客需求商品。另外

紀念品類販售營收穩定成長中，其他類別商品則有銷售逐步下降的

情形(參圖 2-2)。 

表 2-4  104 年度本館銷貨收入（含 5%營業稅） 

 

 

 

 

 

 

 

 

 

 

 

圖 2-2  104 年度本館分類銷貨收入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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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館內紀錄，本館銷貨之平均客單價約在 130 元左右，

以各季來看（表 2-5），以 104 年第一季的客單價最高為 147 元；

其次為第四季的 127 元；若將 104年度第一季與 103年度同期進

行比對可發現客單價較 103年同期成長 51.55%，以整體趨勢來看，

104年度第一~三季客單價較 103年同期成長。然而，以交易筆數

來對照後，則以第四季有最高的交易數，再者是第三季以及第二

季。 

若由客單價與交易筆數進一步比較分析，104年與 103年第

三季營收金額相近，但 104年交易筆數與來客數都較 103年度減

少許多，而來客消費率卻大幅成長約 9.73%，此一情況顯見出，

園區積極招攬團客，以及提升園區銷售品項之豐富化成效卓越，

可見增加在地化商品與特色紀念品對於遊客是有吸引力的，有效

提升遊客購買慾望。 

表 2-5  103、104 年各季度本館銷貨客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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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結 

整體而言，104 年度 4-9 月來園遊客數因氣候不穩定，以

及接連兩次颱風來襲而明顯下滑，但客單價與來客交易數卻有不

降反升的趨勢，今年度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營運情形較去年度穩定

成長，各季營業收入成長幅度平均達到 34.02%。究其原因，乃園

區今年度積極拓展客源、招攬團客、接洽在地農產品、特色商品

進駐園區，成功吸引遊客入園消費；以及園區特色遊程─騰雲號

蒸汽火車搭乘服務創造園區特色，加上臺中市政府對於「東豐綠

廊自行車道」及「後豐鐵馬道」自行車運動的大力推廣，為園區

帶來眾多假日人潮，大大提升園區知名度。 

前述可知，園區內大部份銷貨成長情形尚佳，唯其他類別的

商品有逐漸下降的趨勢，反映出園區需重新調整，或尋求創新與

代表性的商品。若以各季的營運策略來說，各季度具有其不同之

營運條件，詳述如下： 

第一季：具有最高之來客數，為園區年度營運重要時段之一，

期間橫跨新丁粄節大型活動以及春節、228 假期；氣候逐漸回春，

具有最高的戶外旅遊吸引力，創造本館營收第一高，因此園區更

積極配合戶外活動，把握來館遊客，提升來客消費率。 

第二季：本季來客數與客單價皆為年度次低，由於 4-6 月

多逢梅雨季節，容易孳生雜草蚊蟲，也常為園區年度維護之重要

時段。因此園區除了增加園區維護工作的強度之外，將積極對外

接洽旅行社招攬團客，以提升平日來園旅遊人數。 

第三季：本季適逢暑假期間，也是年度活動最密集的時候，

往往吸引不少來客，惟 104年度因氣候不穩定又遇到二次颱風侵

襲，造成園區遊客大量減少。雖遊客人數是該年度最低者，但因

積極進行多樣化各式商品進行促銷方案，以提升本季之客單價為

主要目標，反而使本季來客消費率成為該年度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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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本季具有年度最高營收與客單價的時段，然來客數

仍有成長空間，將積極與在地協會合作共同舉辦活動、結合地方

景點合作，推廣各式套票之販售為目標。 

三、參訪者滿意度調查分析 

為了解遊客對於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各設施之意見與滿意度，於三

月平日與假日時段，於園區範圍內利用滿意度問卷以蒐集資訊。問卷

調查執行日期為 105年1月5 號至3月29號，總共收集有效問卷 374 

份並進一步分析，將結果作為園區持續改善進步的方向參考。 

（一） 遊客基本資料 

在表 3-1 的 374 份有效樣本中，男性佔 37%、女性則為 

63%；年齡以 15~19 歲為最多，佔總體比例之 21%；其次為 20~24 

歲約佔全體之 17%；而遊客一年內重遊園區的比例則有 59%，並

且多由家人朋友邀請造訪園區佔 57%；其次則由電視廣播等傳播

媒體得知園區之活動約為 46%，次之則為網路社群得知佔 44%，

由此顯見除了傳統傳播媒體外，網路社群的傳播率也不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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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可知，15-24 歲之學生族群是到訪園區

最主要的族群，進一步依照年齡區間分析可知，重複到訪園區二

次以上者，以年齡 45-49 歲者佔 76%為最高，其他依序為 50 歲

以上佔 73%，35-39 歲佔 69%，20-24 歲佔 63%；消費金額超過

平均值 101~300 者，以 45-49 歲最高達 64%，其他依序為 30-34 

歲佔 55%， 20-24 歲佔 54%，依此可推論，20-24 歲學生族群、

35-39 歲小有經濟基礎或成家之遊客，以及 45-49 歲經濟基礎穩

定之中年人，為館內消費三大族群，日後館內銷售商品類別參酌

此三大族群選擇增加之銷售商品，詳見下圖 3-1、3-2。 

 

 

 

 

 

 

      圖 3-1  遊客年齡與到訪次數比例分布圖 

 

 

 

 

 

 

圖 3-2  遊客年齡與消費金額比例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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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根據年齡與訊息來源分析(圖 3-3)可知，多數遊客得知

本園區的訊息來源皆為「朋友家人」，其次則為「網站社群」，「電

視廣播」次之。由此顯見，在智慧型手機與行動上網普及的時代，

多數遊客訊息來源多來自網站社群，尤以年輕族群更為明顯，訊

息來源管道來自網路社群大於電視廣播，因此，未來會更加重視

園區之官方網站與 FACEBOOK 粉絲專業之經營，期能透過社群網

站無遠弗屆之傳播力，大力推廣園區的好，讓更多遊客知道到此

參訪。 

 

 

 

 

 

 

圖 3-3  遊客年齡與訊息來源比例分布圖(複選) 

（二） 各項設施滿意度 

針對園區內設施以及活動場地相關滿意度，本問卷以五點

尺度測量，問項有園區內活動場地引導、活動相關諮詢服務、活

動場地之清潔維護、園區內展示文物豐富性、園區導覽解說服務、

騰雲號蒸汽火車之旅等六個項目。分析結果詳表 3-2、圖 3-5，

總體來說，騰雲號蒸汽火車之旅達到的滿意程度最高，滿意與非

常滿意兩選項達 77%；其次為導覽解說服務及展示文物豐富度，

皆達 75%；再者活動場地清潔度為 73%；滿意度最低者是活動場

地之引導，僅達 69%。對於活動場地引導部分，日後會加強引導

指標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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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2 園區設施與活動滿意度 

 

 

 

 

 

 

 

 

 

 

 

  圖 3-4  遊客對於園區設施與活動滿意度分布圖(複選) 

（三） 設施滿意度 

問卷以複選題方式，詢問遊客對園區內哪一項設施最為滿

意之次數百分比結果如下表 3-3，則是以騰雲號鐵道懷舊之旅

(69%)最高，其次為寶島勳樟故事館(52%)、本館文物展(48%)、，

再者為年度活動(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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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遊客年齡與設施滿意度後由下圖 3-5 可知，遊客到訪

的主要原因，多是為了騰雲號，騰雲號蒸汽火車儼然成為園區的

最大賣點，其次為發揚在地木材產業的寶島燻樟。 

 

 

 

 

 

 

 

   圖 3-5  各年齡層對於園區設施滿意度分布圖(複選) 

（四） 服務滿意度 

另外，問卷針對園區提供的基本服務，以複選題之方式詢

問遊客對於園區、人員服務最為滿意，分析後得知次數百分比之

結果如下表 3-4：最高者為園區人員的服務態度(61%)，其次為化

妝室設施(50%)、展示設施之完善度(48%)、活動 DM (16%)以及旅

遊諮詢(15%)。 

      表 3-4  遊客對於園區最滿意服務統計表(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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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圖 3-6 可顯見，25-29 歲、40-49 歲者對於「展示設

施」與「服務態度」滿意度較學生族群來得高，而 15-19 歲學生

族群則對「活動 DM」的滿意度較其他族群高。 

 

 

 

 

 

 

 

 

圖 3-6  各年齡層對於園區服務滿意度分布圖(複選) 

（五） 遊客對於園區的期待 

問卷中列出五大選項供遊客圈選，雖各年齡層對於園區的

期待比重各有不同詳見下圖 3-7，但其中以「特色紀念品」最高，

30-34 歲高達 59%，其次為 35-39 歲「在地農產品販售」高達 56%，

「大型活動」次之，40-44 歲高達 52%，再者是「DIY 課程」 15-19 

歲高達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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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7  各年齡層對於園區應增加項目分布圖(複選) 

（六） 小結 

根據遊客基本資料調查與現場觀察，本園區主要來客為年

輕的學生族群、中年族群、外來旅客，且大部分與家人朋友同遊。

總結各項滿意度調查結果，可知遊客對園區重要設施騰雲號蒸汽

火車與其相關導覽服務呈現高度滿意。由現場觀察可知，本套遊

程尤其對於親子、家庭式遊客具有高度吸引力，氣候良好的狀況

下，騰雲號每班載客率皆有 80%以上的盛況。分析其可能原因，

除了騰雲號整體遊程充分發揮東勢舊火車站之特色，導覽連結大

雪山林場歷史故事，能做為東勢地方歷史教學之典範外，現在蒸

汽火車尚在提供載客服務者已不多見，對於鐵道迷或初次見到蒸

汽火車的小朋友來說著實為一大賣點，未來擬針對火車部分在作

強化，提供其他相關火車鐵道之體驗服務，吸引更多旅客。 

而寶島燻樟對樟腦產業文化之介紹為次高之滿意度，顯見

來園遊客對於體驗式遊憩設施較能得到高度的共鳴，進而達到高

度滿意；同時遊客認為，園方人員之服務態度也具有相當的專業

素養。而跟據遊客問卷調查結果，可知 15-19 歲學生族群與 

35-39 歲有家庭基礎之遊客對於此類富含寓教於樂之在地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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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深感興趣，日後會再陸續引進此類似之廠商，增加假日 DIY 

手作課程之場次，除了豐富園區設施與內容，並提供遊客多樣化

之選擇，也能為園區帶來可觀收益。 

另外，調查結果也反映出遊客對於年度性活動之高度期待

與低滿意度，深究其可能原因，現有園區人力吃緊，故在配合各

單位舉辦大型活動時，湧入大量人潮，對於環境品質維護與遊客

引導上，較難符合遊客期待，日後承辦大型活動時，會多點設置

引導標示或看板，讓遊客清楚園區動線與配置，並招募工讀生或

志工來協助維護園區環境品質與引導工作。 

另根據去年問卷調查結果，除對於騰雲號與寶島燻樟表示

滿意外，多數遊客反應文物展示項目過少、內容須再加強，飲料、

食物販售過少等等問題，而比對去年與今年之問卷調查結果可知，

在「文物展示豐富度」部分有明顯的精進，今天多數旅客對於文

物展示感到滿意並讚賞有加。而「飲品」、「簡易輕食」在懷舊月

台創意市集開辦後，此類之問題反映已大幅降低。 

四、結論與建議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於民國 93 年 12 月 25 日正式啟用至今，

遊客人數逐年增加，成為中部地區假日、春節旅遊觀光首選之一。本

會期望透過活化館舍經營，營造客家多元新面向，讓「東勢客家文化

園區」不只有典藏文物的功能，必須兼具教育性及觀光性，透過善加

管理及提升營運效益，使其成為東勢客家最具指標性的建設，中台灣

文化網絡中最耀眼的一環。 

有關本園區之營運計畫，將維持以「客家文化、東勢產業、休憩

運動」為經營定位，除持續深耕地方，發掘東勢客家文化之藝術與活

動外，同時尋求創新活力元素挹注園區，協同園區開發特色商品並深

化商品識別度，期以特色化商品或主題式活動達到區隔市場之目的，

吸引外地遊客到訪，為地方、廠商、政府單位一起共造多贏。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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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建議供未來經營管理與行銷推廣策略之參考： 

(一) 持續豐富化客家人文物品，充實文物展區之展品多元性，開

發園區特色商品。 

(二) 持續招募在地產業或創藝廠商，並配合本會新丁粄節、巧聖

仙師及鯉魚伯公文化活動等特色節慶，辦理系列相關活動。 

(三) 配合地方政府活動舉辦及擔任地方、廠商和公部門溝通橋樑，

支持地方藝術表演與學校教育，創造多方交流機會，並善用

資訊科技管道進行網路行銷，提升園區之知名度與曝光度。 

(四) 積極開發國內外旅遊團客源，來園區觀賞遊玩並充分了解東

勢客家文化和東勢舊山線的鐵道文化深耕歷史性朝向國際

舞台發陽光大。 

(五) 結合自行車遊程、各項產業體驗手做、在地文化導覽，搭配

園區火車年度慶典活動，推出大東勢客家文化各種套餐行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