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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觀光產業發展之研究 

內容摘要 

觀光產業為邁向國際舞臺的重要管道，要成為國際化城市，發展

觀光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不但可促進國際交流，並與國際接軌。臺中

市為中部首善之區，為帶動中部經濟發展的火車頭，生活在臺中市，

對它有著濃厚的情感，它有豐富人文資源、歷史文化、自然景觀、獨

特產業與遊樂設施等特色，也是南來北往旅客必經之地，近年來更邁

向國際舞臺之路前進。 

藉由本研究，希望能發現臺中市發展特質，創造臺中市魅力，促

進經濟發展，創造觀光產業再起飛。不僅市民能享有多采多姿的豐富

生活，更期待能吸引其他城市，甚至外國朋友能來臺中市觀光消費，

以市府團隊為前導，有效整合民間各行各業的資源，以永續發展觀光

產業為目標。在全球時代的衝擊下，臺中市如何在城市的競爭中脫穎

而出，讓國際社會深度認識臺中市的城市特色與文化內涵，進而在國

際城市競賽中佔有一席之地，形圕鮮明且優質的文化形象，實為當前

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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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臺中市為中部首善之區，地處於最重要的樞紐位置，為帶動中部

經濟發展的火車頭，生活在臺中市，對它有著濃厚的情感，它有豐富

人文資源、歷史文化、自然景觀、獨特產業與遊樂設施等特色，也是

南來北往旅客必經之地，近年來更邁向國際舞臺之路前進。觀光產業

為邁向國際舞臺的重要管道，要成為國際化城市，發展觀光是不可或

缺的一環，可透過觀光吸引國際人士來臺，促進國際交流，並與國際

接軌。發展觀光也是一種無污染產業及創造經濟發展重要的原動力，

在許多先進城市已成為重要經濟收入來源，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觀

光活動呈現多元風貌，不僅在量上有可觀的成長，在質的方面亦不斷

的推陳出新，足見觀光產業在未來城市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二節 研究目的 

藉由本研究，希望能發現臺中市發展特質，創造臺中市魅力，促

進經濟發展，創造觀光產業再起飛。不僅市民能享有多采多姿的豐富

生活，更期待能吸引其他城市，甚至外國朋友能來臺中市觀光消費，

以市府團隊為前導，有效整合民間各行各業的資源，以永續發展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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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為目標。在全球時代的衝擊下，臺中市如何在城市的競爭中脫穎

而出，讓國際社會深度認識臺中市的城市特色與文化內涵，進而在國

際城市競賽中佔有一席之地，形圕鮮明且優質的文化形象，實為當前

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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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及理論探討 

第一節 觀光定義意涵 

觀光普遍定義：「人們在工作及居住地以外的目的地所做的短暫

移動、在目的地停留期間所進行的活動，以及為迎合人們的需求所產

生的設施。」（註一） 

第二節 臺灣觀光事業發展及分類 

臺灣觀光事業發展大約以二十年為一進展階段，第一波 1950年

代以吸引外國觀光客以增加外匯收入為主；第二波 1970年代隨著國

內經濟成長，國民所得提高，開始轉型發展國內觀光旅遊；第三波則

是強調地方特色以及發展地方產業與文化相關的國民旅遊，推動「社

區總體營造」、「地方形象商圈」、「城鄉風貌改造運動」、「一鄉鎮一特

色」、「一鄉一特產」、「休閒農業」等，開始有了整合以地方自然與人

文資源為基礎之國際與國民旅遊為導向之休閒觀光發展。（註二）未

來在國際局勢的演變，經濟結構二極化，以及節能減炭綠色革命風潮

中，新一波的觀光發展必須有新思維。 

而目前主要的觀光型態包含： 

一、文化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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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歷史觀光：主要包含以當地之歷史風貌、地理特色、聚落特

色或相關遺址為吸引力。民俗節慶觀光：以軟體宗教信仰、民俗節慶

等為主的觀光活動。文化產業觀光：以文化為基礎之產業本具觀光吸

引力，包含相關美食或風味餐飲與農產製造等，也結合了農業產業休

閒觀光。 

二、生態觀光 

包含泛舟、溯溪之旅、古道之旅、動物資源觀光、植物資源觀光、

氣象資源之旅、地質地形景觀之旅、高山山岳之旅、海洋與離島之旅、

原住民生活文化觀光等。 

三、設施型觀光 

包含主題園型觀光，以觀光園區之人為設施為吸引力之觀光型

態。渡假健身型觀光，以健身、運動、休閒結合為目的地型觀光。科

技型觀光，隨著科技發展與開發標榜另類新潮與多變之觀光類型。 

四、產業觀光 

以具實用、觀光價值及產品與環境本身具吸引力為觀光重點，包

含農業產業觀光、漁業產業觀光、礦產觀光、林產觀光及牧產觀光。 

第三節 理論探討 

一、城市觀光理論 

城市觀光是 Ashworth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它認為城市觀光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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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雙重忽略的現象。重視觀光學的人忽略了城市中的觀光活動；同

樣的，偏重都市研究的人卻忽略了城市的觀光功能性。最好的例子：

威尼斯；就觀光研究角度而言，「今天不去，明天會後悔」，因其持續

下陷中。就城市研究角度而言，「如何使威尼斯不消失」成為重要課

題。 

城市觀光具有暫時性、季節性與週期短等特性，發展城市觀光應

注意事項： 

(一)需找出城市定位：例如：臺南是歷史古城，佛羅倫斯是義大利文

藝之都。 

(二)圕造觀光意象：例如香港購物，澳門是賭場。 

(三)確認該城市為獨立景點或多城旅遊景點之一：前者指的是觀光客

會在該地住宿，例如九份；後者則為觀光地眾多旅遊景點中的一個，

例如八里。 

(四)其餘諸如交通、基礎建設、餐旅等，皆為發展觀光需注意項目。 

二、競爭優勢理論 

Michael Ｅ.Porter於「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所提出之鑽石理

論模型，認為國家是企業最基本的競爭優勢，因為國家能創造並持續

企業的競爭條件，政府不但影響企業所做的決策，也是創造並延續生

產與技術發展的核心。一個國家內的某些產業為什麼能在激烈的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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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中嶄露頭角，可由每個國家都有的四項環境因素（生產要素、需

求條件、相關與支援性產業及企業策略、企業結構和競爭程度）來討

論。（註三）可藉此理論來探討臺中市有哪些特殊表現，如自然資源、

知識資源與基本建設等優劣條件。 

(一)生產要素：觀光資源多元化，涵蓋美術館、科博館、逢甲夜市 

(二)需求條件：觀光市場隨著生活品質的提升日漸擴大，近年來大陸

經濟快速成長，出國旅遊人數顯著增加，臺灣具有同種同文的優勢，

臺中市又位在最近的點，利用地理優勢把握住觀光人潮。 

(三)相關支援產業：無論是在基礎建設，尤其是改善交通運輸，旅館

設備及人才培育，而民間成立觀光組織及協會，協助政府推動各項政

策。 

(四)產業策略、結構與競爭狀況：缺乏大規模的外來投資，尤其國際

大型連鎖旅館企業。 

(五)政府角色：觀光產業為目前國家經濟發展的重點項目，需提供許

多獎勵優惠措施，以吸引外資投入觀光產業，除了對於觀光產業所提

供的誘因外，強化基礎建設，有利於觀光產業的發展。 

三、馬斯洛的需求層級理論 

這個理論始於最低層級的生理需求，並經由安全、歸屬、尊重到

最後的自我實現需求向上發展。（註四）當低層級的生理及安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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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已獲得滿足，大多數的人開始透過旅遊滿足高層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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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觀察法 

觀察法是一種社會調查方法體系中最基本的調查方法，也是預料

收集的一個重要方法（註五）。其為針對一互動或現況進行分析與歸

納，可以系統收集的一種工作。 

第二節 都市觀光發展理論與案例分析 

藉由有關觀光發展理論的探討，與先進城市觀光發展成功的案例

分析，可為臺中市未來發展觀光提供一盏明燈，發展觀光已成為往後

數十年城市相互間重要的競爭項目，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臺中市

不僅要學習其他城市的優點迎頭趕上，更要發揮自己城市的特色，才

能在世界舞臺綻放光芒。而城市觀光成功的關鍵為如何啟動地方自主

性及整合性力量的發揮。市場定位上的課題為如何建立符合市場需求

的產品及加強行銷宣傳。在產品類型上的課題為如何發展核心服務及

文化資源。在運作上的課題為如何整合現有組織成為較健全之運作機

制，如何建立地區共識及組織內部人力關係，如何建立地方居民與觀

光發展之關係及城市觀光如何長久經營。（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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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內容分析 

第一節 供給與需求分析 

供給面包括臺中市有哪些觀光資源，它的城市特色在哪裡，目前

政府推動的觀光政策有什麼問題與落差，才能掌握城市競爭優勢利

基，才能研擬未來觀光產業發展策略與方向。需求面則是深入了解市

民、遊客與商家有哪些觀光活動需求，對臺中市有何種都市意象，期

待公部門能有何種不一樣的新作為。 

一、臺中市的觀光資源分析 

臺中市的觀光資源依性質可分為： 

(一)自然觀光資源：大坑風景區、筏子溪、臺中都會公園等，以自然

而成之天然景觀為主要訴求的旅遊資源。 

(二)人文觀光資源：科博館、國美館、民俗公園等，因人類社會活動、

藝術創造與文化遺跡所形成的觀光資源。 

(三)產業觀光資源：逢甲夜市、精明一街、一中商圈等，具有地區性，

形成該區域核心的旅遊資源。 

(四)遊樂觀光資源：如國際棒球場、圓形劇場等，能提供民眾歡愉感

受的重要場所。 

(五)服務觀光資源：如飯店、交通運輸等，配合主要觀光活動所需設



臺中市觀光產業發展之研究 

  

施。 

以上可知臺中市較缺乏國際級之觀光資源及觀光景點。 

二、臺中市觀光資源特色與發展 

(一)多元化商圈 

臺中市具有特色及多樣化的休閒空間，舒適宜人，擁有完善的生

活機能且兼具都會與鄉村特性，包括融合咖啡與人文精神的「精明一

街商店街」、華麗視覺享受的「美術館園道」、流行平價的「天津服飾

形象商圈」、青年學子流連忘返的「逢甲夜市商圈」等等，就可以了

解臺中市融合了美食、文化與創意的商業型態聞名遐邇。 

(二)悠閒綠地空間 

自然生態、綠意大地是臺中市民的禮物，擁有美術園道連結美術

館、市民廣場，經經國園道到科博館，鋪設一條令人舒適的綠色走廊。

另外新市政中心也規劃了十字綠帶，配合未來市政府及議會大樓的興

建，也可以營造一個新的休閒活動空間。 

(三)橫越市中心的河川 

臺中市與其它都市有一點非常不同的地方，就是有許多河川流經

市中心，包括綠川、柳川、梅川，這是其他城市少有的自然資源。但

目前只有排水功能，忽略了河川是美化城市的最佳化妝師，如加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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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沿岸的綠化，以及連結其他觀光景點，在適當地區，規劃休憩區及

親水設施，增添城市活力，讓城市綠意盎然。 

(四)住宿時尚概念 

臺中市飯店雖已有線上即時訂房系統，透過安全的線上交易等先

進設備，唯缺乏國際大型連鎖觀光飯店進駐，對於國際知名度及打開

海外市場，缺乏鮮明的指標。而臺中市有項特別的住宿場所－汽車旅

館，原為南來北往旅客舟車勞頓之後，一個棲身之所，在生活品質日

益提升下，汽車旅館的設計、裝潢變得更加有風格與特色，也成為觀

光旅遊的新選擇，若能與異業結合，在政府規劃引領之下，能帶動新

方式的旅遊風潮。 

(五)地方節慶活動探討 

節慶活動近年來成為吸引遊客，推動觀光時的一項利器，它所扮

演的角色主要可分為：吸引觀光客的主體、帶動地方經濟的繁榮與發

展、可強化觀光形象、克服氣候障礙等四種效益。而民眾參與節慶活

動最重視首項是「安全措施」，其次為「場地附近的交通秩序及停車

空間」，再其次是「工作人員的服務態度」；而參與動機方面前三名分

別是「對活動的主題有興趣」、「增廣見聞、增加知識」、「想看新奇有

趣的事物」。（註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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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城市夜未眠 

城市活動不限於白天，臺中市區小而集中，入夜後萬家燈火，燦

爛非凡。觀賞臺中市夜景，可從「遠觀」與「近玩」兩種角度切入；

在「遠觀」方面，臺中市是個小盆地，屯區地勢稍高，居高臨下，北

屯以大坑山區為首選，包括中臺科技大學上方的觀音寺，麒麟峰上的

觀音亭，風動石都是首選制高點。從西屯延伸到南屯的大肚山，則是

觀賞夜景最佳的地區，以都會公園、望高寮為中心。「近玩」的焦點

以城市區塊和建築個體為主，其中以臺中港路和文心路為主要交通動

脈，沿途百貨公司、飯店酒店和商業大樓林立，可以打造用「光」為

主題的迎賓大道，製造繁華夜都市氛圍。加上補助一些特色大樓夜間

發出五光十色的美景，除了襯托夜間建築美景外，也可創造地標性建

築物，更有助觀光效益。 

(七)文化之都 

臺中市有許多具有保存價值的歷史建築物，包括交通局（原臺中

市役所）、都市發展局拆除隊（原臺中放送局）、以及現有的市政府，

將來遷移至新市政中心後，將為臺中市的發展歷程留下見證。現有許

多文藝設施，如民俗館、美術館…等，可提供豐富精采的文化饗宴。

古蹟建築及宗祠建築也是本市的一大特色，每棟建築背後都有著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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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將這些歷史演進呈現出來，可讓建築活了起來，才具有觀光價

值。 

(八)創造觀光產業附加價值 

臺中名產太陽餅可說是臺中市的代名詞，沿主要道路都是賣太陽

餅的商店，如果只是賣成品賺取些微的利潤，那就限制自己的格局，

因為它是可以宅配帶著走，不一定要到臺中市旅遊才買得到；但我們

往往不辭辛勞及花費大筆交通費用跑到國外，就是要看一個當地才有

的故事，我們可以整合資源建一個太陽餅博物館，裡頭有太陽餅誕生

的故事，有太陽餅生產的整個過程，更可讓觀光客 DIY，藉由實做經

驗，讓太陽餅發揚光大。加強相關周邊產品的提供，亦可創造觀光產

業更高的附加價值。 

(九)訂立特別的獎勵措施 

將觀光產業納入獎勵的範圍，訂立特別的獎勵措施。以往政府在

觀光產業所扮演的角色重於管理，但在以服務為導向的新世紀，政府

更應積極協助各產業來推動觀光，給予必要獎勵措施，以輔導其成長

茁壯，達成政府與業者雙贏目標。 

(十)因應兩岸開放新趨勢 

我們除了應該加強推廣並且維護既有觀光資源外，應為大陸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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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訂做具有特色的觀光行程，並積極開發新的旅遊資源，以增加他

們對臺中市的重遊意願。 

三、馬斯洛的需求層級理論與觀光產業分析 

(一)生理 

套裝旅遊在沿途安排多處的休息站；主題樂園中提供足夠與多樣

的用餐環境；提供完善的住宿環境。 

(二)安全 

政府核准的旅行社或景點提供預約服務並給予識別標章；醫療設

施標準服務；在異地或不熟的景點提供隨團導遊服務或電子地圖導覽

設施。 

(三)歸屬 

與相同興趣及背景的人一同參加旅遊團；經由加入航空公司、飯

店、餐廳及租車公司的常客計畫，而產生的團體認同感；民族情感文

化認同。 

(四)尊重 

常客計畫中提升賓客身分認同卡或發給榮譽市民證；優異的表現

給於旅遊獎勵；特殊節日或場合提供客人鮮花或禮品、卡片。 

(五)自我實現 

具有教育意義的旅遊行程；挑戰個人體能極限的行程；旅遊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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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該國的語言及文化。 

第二節 實地調查訪問 

對於當地要進行深入的研究，最好的方法就是實地走一遭，以及

透過訪談當地人收集資料；實地走訪了解臺中市風土民情，透過詢問

店家、路人或是外國觀光客，可從口述的紀錄中，得到我們所要了解

的資訊。臺中市目前假日人潮明顯西移，尤其新光百貨及逢甲夜市是

大批人潮的聚集地，另外美術館綠園道假日是許多人約會的好地方。

這些地方，除了臺中市市民常會光顧外，也是外來人口比較熟悉與想

要帶朋友一同遊玩的地方，但所用交通工具普遍都是自用轎車，停車

一直是一項問題，為此，臺中市普遍劃設路邊停車格，造成路面更形

狹窄，交通出現壅圔的現象，所以臺中市急需改善整體的交通環境，

除了配合高鐵將要興建的捷運綠線外，其餘各路線也應儘早興建，並

配合公車系統或規劃電車系統，讓臺中市能創造無污染的生活環境並

透過大眾運輸系統與其他地方接軌。為解決停車問題，也可以仿效基

隆廟口夜市，在周圍地區設立立體停車場，讓逛街民眾不至於走太遠

的路程，也能使觀光景點能變成一個安全又舒適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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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建構整個臺中都會區休閒遊憩系統，除需要豐富的遊憩資源以吸

引都會區以及其他縣市或外來旅客的意願，其他與休閒遊憩相關之設

施及設備的配合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包括交通運輸系統、餐飲住

宿、諮詢服務解說系統及遊憩據點之設施與活動等，所涉及的行業與

部門相當廣泛，因此，整個觀光休閒遊憩發展不單是單純的服務業，

而是一項影響整體遊憩資源供給與需求和當地經濟產業發展相結合

的事業，未來發展行銷臺中市支觀光資源，應以民間投資為原動力，

政府計畫及政策施行做為引導，才能謀求休閒遊憩與地方產業二者發

展之配合，提供歷史、教育、文化及休閒等機能之完整休閒遊憩系統，

達成發展整體化、產業複合化、生態永續化、傳統本土化、資源多樣

化的目標。 

臺中市發展觀光目前所遇之問題 

一、無法協調統合觀光資源 

觀光資源管理可能涉及多個權責單位，而各單位因其管理目的不

同各司其職，協調統合困難，且自然等軟體觀光資源散落周遭縣市，

臺中市觀光資源以硬體設施為主，在軟硬資源無法充分配合下，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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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發展之需要。 

二、旅遊據點周邊環境無法配合 

目前觀光景點周邊環境髒亂，無一完整妥善規劃及輔導，造成遊

憩品質不佳。 

三、服務配套措施不足，無法營造整體旅遊環境 

交通、資訊等相關服務措施配合不足，造成旅遊上不便性，使得

遊客再遊意願降低。 

四、國際化不足，無法創造友善觀光環境 

觀光景點缺乏中、英對照標示牌，造成外國觀光客識別不易，無

法形成一個友善的旅遊環境。 

五、缺乏有效的管理機制 

相關觀光法令及管理機制落伍，造成政府效能不彰，合法業者難

以生存，遊客抱怨不斷，無法創造高品質的旅遊環境。 

第二節 建議 

未來發展臺中市觀光資源應有以下目標 

一、發展水域觀光遊憩活動 

河川是城市孕育的母親，也是城市發展的必要元素，臺中市雖然

沒有臨海，可是市區內有許多極具特色的河川，如筏子溪、綠川、柳

川、梅川等，都可以創造親水活動空間。未來筏子溪整治工程，可藉



臺中市觀光產業發展之研究 

  

由河岸景觀進行改善，強化沿岸景觀美化、橋樑裝飾及夜間照明，適

度引入露天咖啡座及藝文表演活動等，可成為臺中市新興觀光資源。 

二、規劃臺中港路與文心路為觀光大道 

臺中港路與文心路為未來臺中市捷運路線兩大主軸，道路兩旁有

許多大型商場與公共空間，如能妥善利用，也能展現如法國香榭大道

般氣度與悠閒的活動空間。設置特色之導引牌，於特殊景點處設置解

說導覽設施，創造代表臺中市風格的觀光大道。 

三、市中心古建築文化觀光的振興 

城市是有生命的，舊有市中心留有許多見證歷史的古蹟及建築，

見證了臺中市的發展，如能改造休閒的觀光景點，加上文史解說導覽

設施的配合，引導遊客進行一場發現臺中之旅，能為舊市區展現新生

命。 

四、改善現有重要觀光景點周邊環境及美化市容景觀 

景觀隨著時代演變，其周邊環境景觀及交通逐漸呈現混亂之狀

態，應極力提升重要觀光地區之環境品質，並配合改善周邊資源，留

住大量觀光客源。另外，景觀與建築綠美化計畫讓市容在有秩序中求

變化，能給觀光客一個舒適安全的活動空間，並增加城市意象，才有

條件成為優等城市。打造美麗臺中市，街道建築景觀美化為首要之

務，短期內先就市區重要街道之建築立面美化做起，整頓現有凌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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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牌、廣告物等附著於建築之違規突出物，人行道及騎樓淨空；長遠

來看，則運用都市設計管制規則重新檢討臺中市建築物興建及更新，

讓臺中市的建築不再是水泥塊，而是一棟一棟具有特殊風格的建物。 

五、觀光街區形圕計畫配合觀光活動推廣 

既有的聚集產業進行主題街形圕，強化現有市集的主題性，如花

市、服飾及小吃街等，並進行街區意象、街道景觀圕造，配合節慶活

動，加強行銷宣傳，重視活動效益評估，建立觀光活動推廣產官學合

作機制。 

六、爭取國際性體育、文化及商業等主題活動於本市舉辦 

結合民間力量，主動爭取國際性特殊主題活動在臺中市舉辦，如

體育競賽、商品發表會、演唱會及音樂表演等活動，提供必要之協助，

帶動本市產業活動，引入觀光熱潮；同時加速建設國際會議展覽設

施，配合水湳經貿園區的開發，鼓勵商業娛樂及國際觀光旅館進駐，

可望成為日後舉辦重要國際性活動的最佳場所。 

七、整合觀光活動資訊、建立電子觀光資源基本資料庫 

建立觀光活動資料庫，並暢通與觀光業界之聯繫管道，定期發行

觀光電子報。為有效推動發展永續觀光，俾利日後管理運用，應建立

電子觀光資源基本資料庫，可藉由資料的彙集與整理，讓民眾及相關

業者更清楚政府每年之觀光政策，與觀光業界互相交換訊息，熟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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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動向，做好溝通的管道，並於人潮匯集之商圈、觀光景點周邊地區

設置觀光導覽地圖。 

八、維護市區近郊自然生態並適度發展休閒產業 

輔導大坑溫泉及竹筍業者，規劃生態、美食、休閒旅遊，配合交

通及環境景觀改善，結合新社地區形成遊憩帶。 

九、提升觀光服務品質及住宿服務水準 

為提供更良好的餐飲服務環境，可研擬一套餐飲衛生分級制度，

並設計識別標誌張貼，供遊客選擇時參考，配合美食季活動，展示臺

中地區具有特色的地方美食；並鼓勵大銀行於主要商圈設置國際貨幣

兌換窗口，提供外籍觀光客便利服務。 

另外企業全球化已成為現今產業發展必然的趨勢，為提升國內旅 

館品質，鼓勵並協助現有旅館業者加入國際連鎖旅館組織，強化旅館

朝向多語言國際化經營方向，為確保旅館服務品質及設備安全性，推

動一般旅館評鑑制度，評選優良旅館名冊，提供識別標誌及協助宣

傳，以確保遊客有一個安全保障的旅遊環境；為強化國際能見度，可

建立合格接待家庭名單，提供在學者體驗本市生活風情，扶植專業團

隊管理接待家庭。 

十、連結各區域旅遊環境及強化遊憩據點串聯效果 

發展觀光計程車及觀光巴士，訓練雙語言服務司機，並准予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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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體及特殊站牌給予識別，連結各觀光景點交通動線，並提供旅遊套

票活動，以便利自助旅行者。而臺中市可利用優勢的旅館設備，與周

邊風景區業者配合，如白天可在外圍縣市遊樂，欣賞風景，晚上回到

臺中市住宿，並做城市夜間觀光，推出套裝優惠行程。 

十一、文化活動與觀光結合並鼓勵同業結合與異業結盟 

文化與觀光相互結合，可帶動城市的發展與進步，已成為當前國

內外重要的趨勢；如舉辦大型的民俗文化活動，吸引各地觀光客參

加。營造節慶與觀光產業的關係，並爭取民眾的認同，才有發展空間；

也藉由國際大型節慶活動舉辦經驗，激盪出更多創意的火花，將地方

特色藉由活動辦理呈現出來，有助地方文化保留與發揚。 

而觀光相關產業涵蓋範圍廣大，上下游產業眾多，政府應盡力協

助相關產業之結合，輔導產業以結盟方式合作共創商機，並多加整合

共推套裝旅遊產品或辦理聯合行銷活動等，使各行業互蒙其利。 

十二、設置臺中市觀光發展基金 

藉由觀光發展基金的設置，有效整合觀光資源與運用，設置合理

機制，獎勵觀光產業發展及行銷推廣，觀光發展基金之來源可考慮由

徵收與觀光有關之稅捐，初期由公務預算支應，後續則成立基金會進

行募款，辦理觀光活動之盈收。 

十三、服務精緻化之觀光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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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無邊際，體貼細微的服務是發展永續觀光最佳的利器，有好

口碑在口耳相傳之下，必能為臺中市觀光產業帶來良性循環的好成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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