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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提起花蓮與臺東，無疑讓人連想起其所蘊含的豐富人文歷史以及優美自然環境。花

東地區不但是台灣瀕臨婆娑之洋的美麗城鄉，擁有國際級的自然生態與第一級產業相關

資源，且因獨特的地理與歷史發展背景，未經歷過大量人口遷移或遭過度商業化開發，

造就該區域於環境、文化與經濟結構等地區性發展因素，相較西部城市得以保留較佳的

閒適風情，除吸引眾多嚮往樂活與追求心靈成長的人們以及文藝創作者長期定居，更為

該區累積了充沛的人文底蘊與歷史文化資產。 

獨特的時、空間背景雖為花東地區累積了充沛的區域發展潛力，但其所長期面臨的

交通不便、人口老化、青年就業困難等挑戰卻不容忽視。加上當地業者乃至於產業於資

源及技術發展相對缺乏，使得花東地區近年來既有的特色產業優勢在缺乏整合與創新下，

仍缺少產生人潮以及商機創造的足夠誘因，產業轉型與升級動能相對不足。如何有效整

合花東地區特色產業，如觀光、農業、文創休閒等，並透過重點扶植打造旗艦產業以串

連相關優勢產業，進而帶動整體經濟產值與就業機會，將是花東區域永續發展的一大機

會。 

事實上，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已於 100年頒布與開始施行「花東地區發展條例」[國

發會 2011]，並陸續推動「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國發會 2012]、「花東產業六級

化發展方案」[國發會 2014]，以期依據花東地區城鄉發展、自然景觀、生態及文化特色，

發揮花東地區優勢條件，並以經濟、社會、環境三大面向擬定相關發展策略，其中包含：

擴大觀光與文化之整合加值發展、提升有機農業發展能量與規模、推動永續生命教育與

終身學習、加強在地人才培育、推動醫療照護體系在地化、提供完善基本公共設施服務、

強化災害監測及防治系統、推動建立生態城鄉、建構綠色人本交通運輸網等，並期望透



 

 
 

過與 ICT等優勢產業跨域結合，利用先進軟硬體之導入輔助花東地區智慧化發展。除可

因應政策方向外，更可望進一步落實智慧觀光、智慧國土、智慧城市等國家永續發展目

標。 

在多年來花東地區產業發展下，觀光產業被視為一能彰顯花東地區獨有特色的優勢

產業，並可望引領其他產業串連升級。本文首先將以宏觀面盤點並研析花東產業發展現

況與挑戰，而後將帶領讀者以花東觀光優勢產業為切入點，探討資訊與數據科技的運用，

對於智慧觀光服務創新、商業模式發展之契機，並說明如何透過「點的深化」、「線的串

聯」與「面的整合」等系統化策略架構，使智慧觀光產業的發展能進一步帶動花東農業、

文創等特色產業，構築以價值為取向、以人為中心的高價值產業鏈，以作為未來結合花

東地區人文地理等國土資訊基礎，實現區域產業升級、產值提升以至於智慧國土永續發

展之願景。 

 

貳、花東地區產業發展背景  

花東地區近年來因政府推動觀光客倍增計畫，加上國際旅遊持續開放與加強行銷、

國人逐漸重視慢活休閒品質，成為國內重點觀光旅遊發展地區，產業逐漸邁向以觀光為

主軸帶動其他民生經濟之業態。 

如何有效將人潮轉化為錢潮，帶動花東地區產業永續且高值發展，甚至形塑花東特

色化的國際品牌，有賴政策、環境、產業結構、基礎建設與服務等交互加乘影響。以下

就花東地區整體社會、環境、經濟與生活等構面進行宏觀現況盤點與研析[經建會 2007；

國發會 2012；花蓮縣政府 2013；台東縣政府 2013]： 

一、 社會構面 

在地學研資產之培訓與能量累積常是推動產業發展的重要關鍵，除可透過技術合作

移轉協助提升產業營運效能，更為產業提供不可或缺的關鍵人才資源。花東地區社會結

構老年化，需透過產官學研各界齊心協力，留住在地人才，亦吸引外地人才流入。亦可

透過強化大專職校在地化特色，吸引年輕人到花東求學與就職，加速花東地區學研能量

與產業接軌。 

二、 環境構面 

花東地區擁有優美山海景緻與休閒氛圍，包括太魯閣國家公園、花東縱谷、知本溫



 

 
 

泉，在國際生態觀光佔有一席之地。基於天然環境資源，帶動觀光產業在花東得以重點

發展。然旅客多集中在例假日遊覽、人潮無法有效轉換為錢潮、遊程深度與精緻度不足

使旅客回流率不高等挑戰，乃急待政府與業者解決的關鍵痛點。 

三、 經濟構面 

花東地區以往為小農型態，近年在政府扶植花東一級產業朝向精緻化、有機化、商

業化發展之下，觀光農業與休閒農場成為區域性顯著成長之明星產業。花東二級產業受

中央政策面影響，主要集中在水泥、土石、造紙、石材等，產業附加價值雖低，仍對區

域產值與就業機會產生穩定經濟影響。而花東三級產業以觀光微型企業為主，業者特性

普遍為資本小、技術層次低，造成加值服務與跨業串聯發展不易。 

四、 生活構面 

花東地區因特殊地形及人文環境，形塑出獨有的多元文化特色，觀光旅客人數年增，

更吸引許多嚮往樂活與追求心靈成長的人們及文藝創作家長期定居，實奠定文創產業孕

育搖籃之發展優勢。然而，花東地區聯外交通負載不均，面臨例假日一票難求，平日卻

門可羅雀的營運課題。再加上區域內大眾運輸系統不發達，景點接駁交通仍屬不便，多

數外來人口仍選擇租車或包車方式移動。如何達成負載平衡、舒緩瓶頸路段並且有效提

升聯外交通品質，為未來發展全面性交通網絡所需面對之挑戰。另一方面，全面地規劃

與開發高質藝文展演的場地環境、與優質的生活環境，使花東能永續發展也是當務之

急。 

 

小結：盤點花東地區經濟、環境、社會與生活等構面，可發現花東地區在觀光、文

創、農業產業上均有其獨特的在地優勢，惟在過往偏重各自發展的趨勢下，難見整合創

新的面貌。基於觀光服務具有引進人潮的優勢，未來區域發展建議可以觀光為切入點。

而在做法上可整合串聯如文創、農業等特色產業，透過跨產業服務的全面整合運作，且

在資通訊技術加值下，輔以時間、空間、地理資訊匯集、分析、分享機制，創造資訊加

值與創新應用示範，作為花東地區長期跨領域大整合與創新的全面性應用基礎。 

 

參、以觀光為主體整合文創與農業，構築花東新型產業鏈  

根據世界觀光旅遊組織(WTTC)[WTTC 2014]研究報告顯示，2013年全球觀光旅遊



 

 
 

產業產值約 217.2兆元，占全球 GDP約 9.5%，已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產業，未來更預估

以年複合成長率(CAGR)4.2%快速成長。觀光產業已無疑成為許多國家賺取外匯的首要

來源，在全球乃至於單一國家之經濟發展均扮演重要腳色。根據 Travel Market研究報告

[Travel Market2013]，2014年以來隨著全球經濟提升，出國旅遊門檻的降低以及旅客重

視體驗的行為模式改變，促使主題式的深度旅遊逐漸成為國際觀光主軸，包含生態旅遊、

醫療旅遊、養生度假、教育培訓旅遊、海外遊學、戶外運動等特色旅遊的占比相較過去

皆有顯著提升，全球旅遊市場呈現出多元化和主題鮮明的趨勢。 

然觀光產業發展的本質不僅僅是環境與政策的問題，觀光產業除有明確人潮與外部

經濟吸引力外，更與食、衣、住、行、育、樂等民生經濟產業環環相扣，具備帶動整體

產業與基礎建設之關鍵影響力，在進入行動、雲端、社群的新時代後，觀光產業的發展

也正面臨轉型的階段。如何有效整合 ICT資源、巨量資料分析等工具，同時嘗試建立在

地旅遊文化與特色，創造高價值且具差異化的深度服務，並透過城市物聯網改善交通、

環境等問題，提供友善且便民之服務環境，發展具備高速感知、回饋與深度化體驗的「智

慧觀光」產業鏈，已是各國政府發展觀光服務經濟新顯學， 

花東地區實具備重點發展觀光產業之條件，並可據以帶動農業、文創等特色化優勢

產業，在全球觀光與主題式旅遊趨勢之下實有高度區域發展潛力，甚至有機會成為形塑

台灣多元特色、發展國際旅遊品牌的模範利基。而在觀光主軸產業扶植發展的同時，如

何協助當中相關產業建立起差異化特色並強化對外資源連結，擴大產業發展與觀光商機

的結合，促成花東在地特色升級以及西部連結擴散，為花東未來高度發展之關鍵。花東

地區的產業發展一直缺乏高度的整合，使得產品及服務較難建立起差異化的特色，同時

在微型產業為經濟主體的環境下，業者往往因有效的行銷手法與通路不足，影響對外輸

出的連結，在需求市場規模無法擴大發展的情況下，抑制產業發展的價值。 

以下本文將接續探討，觀光產業結合文創與農業等特色產業的可能機會： 

一、 文化創意產業與觀光產業的鏈結機會 

花東文化創意產業近年發展迅速。根據 2013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台東縣

與花蓮縣在 2012年文創產業營業額成長率分別高居全台前兩名。花蓮文創產業園區在

2012年展開營運，定位為「文化藝術產業與觀光結合之實驗場域」。台東原住民文化創

意產業聚落在 2014年動工，未來將提供文創商品展銷平台與人才育成中心[行政院文化

部 2013]。此外，花東地區在文創建設與相關活動的發展亦已有初步成效，好比石雕藝



 

 
 

術季、太魯閣馬拉松賽、南島文化節、花蓮原住民聯合豐年祭與太魯閣峽谷音樂節等活

動，已成功打開臺灣東部在全球文化活動領域的知名度，成為每年吸引國內外旅客爭相

湧入之常態性觀光亮點，花東地區無疑具備發展成為東部文創重鎮的基礎條件。 

然在加速發展花東文創休閒產業之同時，仍有部分既有挑戰需克服。舉例來說，原

民文化、歷史特色與產業結構雖然形塑了花東地區的特色，但區域內之主題風格同質性

過高，近年來在聚焦於地方特色行銷之對外發展，卻較少考慮到精緻化的區域文化內化

與深造，造成旅客體驗較難以延續與回流，種下發展深度旅遊消費之瓶頸，未來仍應積

極聚焦於部落識別與鄉鎮創意地標等方法，打造文化在地化發展，進而推動城鄉特色邁

向國際化與獨有化。此外，花東文創近年來仍多以單點方式進行規畫執行，集客成效以

及行銷延續時效多有限制，未來應考量系統化資源盤點與整合，以利整合文創產業資產，

並積極與跨領域與區域之產業進行互補共生。 

 

二、 生態農業產業與觀光產業的鏈結機會 

花東地區受多樣天然地形特色影響，使得經濟開發上相較於臺灣其他地區，多以在

地自然資源與環境型態而發展的生態產業，土地及水污染程度較低，讓該區具備優良的

發展條件和有機會，更已成為亞洲第一個天然無污染的農業專區。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資料[農委會 2013]，102年底花東有機農業面積占全國有機農業面積逾 30%，主要分布

於花東縱谷廊帶，以玉里鎮、富里鄉及池上鄉為主。在農改場、農業技術研究所等單位

積極輔導與試驗研究下，如池上米、六十石山金針、臺東釋迦等該區特產之盛名已享譽

國際。 

花東地區近年來積極將農業與觀光休閒做結合，進行主題是休閒旅遊之故事化包裝

與行銷[農委會 2013]。如花蓮富里鄉的富麗米，曾通過日本 500多項農藥檢測而成為稻

米界的臺灣之光，現在讓遊客來到富里，一邊在欣賞縱谷好風光時，可一邊可品嚐特色

風味餐，並沿著環鎮自行車道進行田間體驗、參觀以稻米為主題的多功能「米國學校」

體驗園區，讓遊客得以一次體驗看稻、玩稻、吃稻、住稻及買稻的樂趣。花東農業藉由

結合優質農業產業、健康有機生活、地區農村風貌及休閒觀光等面向，並與生態自然資

源結合，已逐步營造特色之優質生活產業帶，奠定發展生態、農業與旅遊結合的綠色休

閒產業利基。 

然而在以微型企業為主體的環境下，花東業者往往缺乏對外行銷與銷售的有效管道，



 

 
 

產品通路市場多為大企業把持，經濟活動集中於熱門地點無法有效擴散至周邊社區與部

落，成為服務產品化與創新發展在資源上的大幅限制。且由於政治、經濟、價值觀之變

遷，農業產生之社經地位，難以和工商業創造之社經地位匹敵，一級產業的完全轉型，

仍需仰賴政府單位建立完整輔導機制與環境，提供必要之轉型資源，產業成員亦須凝聚

轉型共識，共同承擔轉型收穫與風險，並同時與二、三級產業緊密跨業合作方得以實現。

此外，青壯年人口外流與人口老化，除造成區域農產量與種植面積下降之外，也讓農產

經驗與價值傳承，優質農耕經驗無法累積，創造了展創新加值服務時之先天性門檻。未

來如何協助花東生態農業特色產業再轉型，協助業者跳脫傳統栽種與經銷的框架，透過

與觀光、文創、商務等跨域跨業結合，增加旅客引流以及對外輸出的連結，將是花東綠

色休閒產業加值轉型與國際化之關鍵。 

 

小結：從以上的探討，可以知道花東地區深具有發展農業與文創等主題旅遊之優勢，

然要實現真正為在地經濟提升帶來具體貢獻，仍需解決產業特色不足、產業鏈缺口與成

熟商業模式缺乏等問題。如何以觀光為主體有效跨域與跨業串聯花東特色產業，本文將

從資訊以及數據科技角度提出論點，期望透過軟硬體能量的結合發展花東地區高價值與

特色化的智慧觀光服務，建立花東地區產業加速發展的可複製典範。 

 

肆、建立 Data-Driven 策略機制，推動花東智慧觀光永續發展  

在了解花東地區的挑戰與機會，本文認為對於其發展智慧觀光的關鍵在於如何將現

有資源進行串聯，整合成為一個能持續創造價值的有機群體；換句話說，在多年來不管

是政府、產業，以至於民眾極力於結合當地環境與文化特色，為觀光產業的發展尋找出

路、為當地社會的發展尋找機會的歷程中，在資訊以及數據科技發達的此年代，不管在

雲端科技、巨量資料、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IoT)等先進技術上均已經有相當程度

的基礎，加上台灣一直以來在科技產業所建立的獨厚優勢，將可望將花東地區翻轉成多

元產業的開放新創聚落，並讓這個產業聚落具備著朝整體性、主題式服務訴求發展與優

化的機能，並建立起賦予友善、及時、主動的智慧科技生態，加成旅客對於造訪花東地

區的回流景象，以致帶領傳統觀光產業進入科技促使整合型服務的智慧觀光新紀元。 

花東智慧觀光永續發展的背後，需要有完備的資訊與數據科技驅動(Information & 

Data-Driven)機制，以主動感知，即時反應的敏捷的價值網絡(Sense and Respond Value Net, 

[Lin 2002, Lin 2004])整合在地產業，快速調整業務模式，優化價值網絡效益，引導結合



 

 
 

花東產業與文化特色，同時能夠不受限於時空背景，且能因應不斷變動的需求與潮流，

產生與時俱進的高價值服務甚至新型產業。本文所提以智慧觀光為主體，融合資訊與數

據科技的驅動機制包含三大核心能力及四個支援系統(如下圖)：在產業數據分析核心

(Data Analytics)上，主要是建立以數據能力驅動，能及時反應的政府和產業，即以國土

資料與在地資訊為底，結合觀光客足跡數據分析，加值與優化文創、休閒、農業產業。

而在建立產業連網核心(Connected Business)方面，則是透過建立連網商業，以生活型態

體驗，導入創新觀光服務於潛力場域，創造新型業態，發揮在地產業生態鏈綜效。而在

建立群眾參與式創新核心(Value Co-creation)方面，則是以資料加值驅動為主，推動大小

共創、精實創新機制，累積並淬鍊蘊含在地多種樣貌的觀光故事，建立花東生活體驗品

牌。 

在建立四個支援系統方面，第一個就是建立社群參與支援系統，主要目的在於提供

社群行銷、主題化策展、社群商務以及群眾價創等服務，使得智慧觀光的發展能夠在開

放性社群的參與下，具有不斷共創、新生的社會與產業能量。第二個是建立雲端暨行動

服務支援系統，其重點為整合運用各式先進的資訊與數據科技，諸如雲端運算、巨資分

析、物聯網(IoT)等，打造足以支持旅客行前、行中以至於行後可即時互動與反饋的服務

體系，包括說故事平台、O2O商務、在地交通情報、熱門景點快報等。第三個地方特色

支援系統的建立，則是透過線下活動、內容故事化(Storytelling)以及故事數位/媒體化等，

扶植產業建立其產品與服務特色，並能透過強力的行銷通路，橋接更廣大的潛力市場機

會。第四個則是建立生活與美學支援系統，目的在於花東生活風格(Lifestyle)以及生活體

驗品牌(Life Branding)塑造，使得花東智慧觀光在發展下得以建立具差異化價值的在地品

牌。 



 

 
 

 

(資料來源：資策會大數據所) 

圖 1 推動花東智慧觀光的 Data-Driven策略機制 

 

在有了上述以 Data-Driven為核心的策略機制構下，本文將接著說明如何以此引動

花東產業神經，用前瞻科技打造產業創新，翻轉商業模式。基本上，觀光產業或服務結

構的本質，雖可以單一業者服務的提供出發(此即為「點」)，但終究必需導向為一跨領

域服務的延續(亦即服務鏈)(此即為「線」)，且在此服務模式得以被持續運作下，將成為

一具有商業價值的產業網絡(此即為「面」)。換言之，本文認為在花東智慧觀光的推動

上，亦應從「點」、「線」、「面」著手，進行整體產業結構化的升級。 

從「點」的角度看，可將其定義為試點中任一服務源，其標的可為一景點或業者，

而在此階段的目標為盤點與提昇點的成熟度，以增進旅客的體驗。如下圖所示，智慧觀

光的整體發展，應從點的感知指標(Smart Destinations)開始，透過人、事、地、物、交通、

空間、行銷等多樣指標，可建立五階段成熟度評估準則，協助建立數據驅動的產業差異

化能力。 

就「線」的推動上，則以建立超聯網消費群集(Hyper Connected Consumer Business)

為目標，透過結合人、事、時、地、物的數據，累積旅客由點到線的各式足跡，使在串

聯跨領域服務點的過程中，足以成為建立產業服務鏈發展的依據。 

最終在「面」的推動上將建立產業聯網生態鏈(Smart Industry Ecosystem)，以期透過

提供聯網客群無縫接軌服務，及在地跨域跨業企業參與式創新機會，協助打造花東智慧



 

 
 

觀光品牌。 

 

(資料來源：資策會大數據所) 

圖 2 以三核心策略引動花東產業神經 

 

整體來說，在花東地區觀光優勢產業基礎優勢下，結合資訊與數據科技建立起

Data-Driven的策略機制，為促成新型態智慧觀光服務與產業的一大關鍵，其不僅有助於

協助花東地區建立起以觀光為主題的差異化特色，並可進而串連跨領域產業、引進更豐

富的群眾資訊，在智慧觀光產業發展的同時具備服務提供與即時反饋的能力，使其能真

正成為一能夠持續成長的有機產業網絡，以致於政府、產業、民眾均能受益於重點產業

的發展與推動。 

 

伍、以雲端平台支援群眾共創與跨業鏈結，引導智慧觀光活化  

本文所提之 Data-Driven策略機制以提供一基本的框架，而為能使此機制得以落實，

背後必需具備一強力的系統平台，支援智慧觀光產業發展中所產生各項資訊流、商流、

物流、服務流、人流的聯合運作，當中本文認為平台技術的發展，可先就群眾共創與跨

業整合促進兩大領域來看。 

其中就群眾共創而言，主要目的在於透過開放式管理機制以及建立社群評價管理機

制(Social Assessment)，有效提升資料豐富性、即時性與流動性，同時強化社群互動與黏

著度，其中 Crowd Sourcing即為當今主流。若可成功打造參與式經濟有機成長機制，開

發基於資通訊技術之 Storytelling創建機制與行程策展(Trip Curation)機制，透過槓桿群眾

創見智慧，建構參與式經濟模式，將有助於建立實現「說故事工具」產品自助上架以及



 

 
 

「行程策展工具」旅程銀行的平台與服務基礎，進而促使花東智慧觀光聯網有機發展。 

此外若能進一步結合巨量資料處理與分析技術，即時感知多元外部熱門資訊與旅遊

相關事件與趨勢，收集關聯新聞、多媒體、事件等資訊，並透過先進資料處理技術將資

訊半自動轉換為智慧觀光平台標準化資訊，建立起動態旅遊情報中心，將能實現在第一

時間提供旅客即時的旅遊情報的可能。 

 

(資料來源：資策會大數據所) 

圖 3 智慧觀光平台之群眾共創運作概念 

 

另一方面，為能支持以觀光為主體的跨業服務乃至於產業鏈的串聯與整合，背後必

需輔以完備的彈性整合營運平台，且需能因應開放式環境發展趨勢，以致於未來可實現

API-Centric的多通路功能加值，協助提供一易於發展跨業創新服務之基礎環境，藉由觀

光創新服務流程塑模與觀光服務 API模組鏈結[王可言 2014]，以及金、物流與供應鏈管

理後台雛型支援，透過開放式加值環境與資訊同步機制，實現資源與服務整合共創智慧

觀光產業鏈效益，並帶動整合式創新服務契機。 

換句話說，本文認為新型態智慧觀光產業的發展，必需跳脫單一產業經營的框架，

而轉為藉由資源整合合作模式的建立，串聯旅客所需之資訊及服務，如此亦可使產業鏈

中不同領域的業態能透過跨業整合規則，共同創建觀光產業鏈鏈結所帶來的創新商業模

式以及綜效。 



 

 
 

 

(資料來源：資策會大數據所) 

圖 4 智慧觀光平台之跨業鏈結運作概念 

 

陸、總結  

在多年來花東地區產業發展下，觀光產業被視為一能彰顯花東地區獨有特色的優勢

產業，並可望引領其他產業串連升級，尤其在花東地區文創以及農業具備獨特優勢的基

礎下，以觀光為主題的跨業串聯可望成為引領花東構築新型態產業鏈的一大機會。但如

本文所探討，花東智慧觀光永續發展的背後，需要有完備的資訊與數據科技驅動機制，

以致於在結合花東產業與文化特色的同時能夠不受限於時空背景，而能因應不斷變動的

需求與潮流，產生與時俱進的高價值服務甚至新型產業。這當中包括如何建立起包含產

業數據分析、產業連網、參與式創新等三大核心能力，在這當中雲端運算、API Economy、

巨資分析、物聯網等技術將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腳色。而在做法上本文更認為在輔以「點

的深化」、「線的串聯」與「面的整合」系統化策略架構下，將可望為花東構築以價值為

取向、以人為中心的高價值智慧觀光產業鏈，加速並擴大花東觀光高值與特色化發展。 

未來，期望導入智慧觀光的花東地區不但可以建立在地差異化特色產品及服務品牌，

吸引或聚集旅遊人潮，增進地區特色發展能量，也希望完成具開放式產業聯網特色的智

慧觀光資訊平台，協助在地中小企業提升科技化服務能力，促成在地商圈、文創、農業

領域發展創新商務與觀光服務，並發展成特色聚落，進而創造高價值與特色商務與服務，

並增加青壯年就業與發展機會，帶動整體花東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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