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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文化」是臺中重要的城市面貌，自 100 年縣市合併後，轄區幅

員遼闊，文化內容更是精彩豐富，城市裡一個不起眼的小角落，可能

就存有一處文化寶藏。為了推廣大臺中豐富的藝文資源，鼓勵市民多

方參與藝文設施，本局特別規劃「臺中市文化專車」活動，除了提供

民眾另一個參與文化藝術的管道，帶領民眾深入認識本市豐富多元之

藝文資源外，更期望以「文化」作為溝通媒介，促進縣市合併後各區

域間民眾之互相認識與瞭解。 

此外，有感於臺中市許多藝文團隊屬小型工作室，且不擅於推

廣、行銷自我，加上資源有限，難以與由企業經營之團隊競爭，使得

這些獨具臺中文化特色的藝文空間、團隊因宣傳管道較為狹窄，能見

度較為不足，顯有人知，更有團隊因經濟來源不穩定導致無法持續經

營，有鑑於此，文化專車在規劃活動路線時，即廣為蒐集臺中市轄內

藝文團隊資訊，並列為路線參訪考量，藉由本活動，增加該團隊曝光

率，並於活動中相互交流，學習彼此的經營策略。 

本活動以專車形式跨不同區域辦理，每年規劃不同路線，分布於

本市山、海、屯、城區。每次由本局四個文化中心出發，跨不同區域

參訪，以本市地方文化館、藝術亮點、古蹟歷史建築、藝術家工作室、

工藝之家、觀光工廠、社造點及特色圖書館等作深度導覽體驗，並在

活動中安排表演藝術體驗或藝文 DIY 體驗，帶領民眾深入認識本市豐

富多元之藝文資源，讓民眾能在有趣的活動行程中培養藝文參與興趣

及美學感知，增加本市藝文參與人口，並有效行銷本市藝文資源。 

為了解本活動對於培養本市藝術人口參與及行銷本市藝文資源

之成效，本研究計畫以問卷調查、田野調查等方式分析民眾參與狀

況、活動滿意度，及活動對於提升參訪點知名度等效益，以為日後活

動規劃之依據。 

 

二、問題之背景與現況 

(一)文化團隊資源有限，能見度不足 

走在臺中市巷弄間，一個不起眼之處，常能巧遇由藝文創作

人士所打造的藝文角落，像是在忠信市場由愛好藝術人士自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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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聚的藝文聚落，由藝文工作者創造出來的氛圍與沒落的傳統市

場互相碰撞出令人驚豔的藝文火花、熱愛彩繪的黃永阜老爺爺以

油漆和漆料一筆一筆讓曾面臨被拆除重建命運的社區轉變為現

今的彩虹藝術公園，現在更有一位熱愛彩虹藝術公園的街頭藝人

「彩虹戰士」不定期出現，為來訪的人們帶來歡笑、由一個把藝

術推廣視為己任的陳松老師打造的石雕工作室等等展演都是由

地方人士與團隊自發性推動，其所創造的藝文空間一點一滴地累

積出臺中豐厚的藝文氣息，形塑出大臺中文化城。 

而這些屬於臺中的在地團隊，常因資源不足或難以與企業經

營的專業團隊匹敵，且在地團隊本身因非以營利為目的，非以商

業經營模式行銷包裝，或團隊中缺少專業行銷人才等原因，使得

這些獨具臺中文化特色的藝文空間、團隊因宣傳管道較為狹窄，

能見度不足，顯有人知。在全球性的自由經濟體系下，團隊因經

濟來源不穩定導致無法持續經營的訊息層出不窮。 

 

 

 

 

 

 

 

 

 

 

 

 

圖 2-1 忠信市場「小路映畫」空間一隅 圖 2-2 石雕藝術家陳松指導民眾使用氣動工具 

 

(二)雙薪家庭平日工時長，影響親子情感 

由於經濟結構的改變、工商業發達，就業市場多元化，而近

代女性的自我意識抬頭，女性教育程度高，女性投入職場比例遠

大於以往，加上整體社會上大部分家庭為了養育兒女、維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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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必須仰賴第二份薪水來維持之際，社會整體婦女勞動參與

率的上升，臺灣社會從多數女性是「終生家管」轉變成半數女性

是「勞動市場」的成員(莫藜藜；2011)，根據行政院主計處 2013 

年「人力運用調查」統計，有配偶或同居女性勞動參與率為 48.94

％(表 2-1)。 

由於現今家庭經濟形態多以雙薪家庭為主，且近年來臺灣勞

工普遍工時長，尤以服務業與製造業加班情形最為明顯，以致於

孩童照料與課後照顧多托付予退休閒賦在家的祖父母或公私立

托兒機構。然而，雙薪家庭最大的問題在於時間不夠，不論是休

閒亦或是家人相處，常因工時長而犧牲。多數父母因平日工作情

緒緊繃，於下班後家庭成員間交流時間漸少，且無多餘精力規劃

親子間戶外行程，親子間情感緊密度不若以往。 

為增加親子間互動，減輕雙薪家庭教育壓力，社會上各類針

對親子規劃的互動活動、親職教育課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提供

現代父母多樣化的育兒管道，一方面讓父母對於安排親子假日活

動有多元選擇，藉由社會資源的運用減輕父母育兒壓力，一方面

也能讓親子能藉由活動參與過程中的互動，增加親子間情感。 

 
表 2-1 歷年性別與婚姻狀況別勞動力參與率 

單位： ％

項目

年別 
總平均 

男性 女性 

平均 未婚 
有配偶或

同居 

離婚、分

居或喪偶
平均 未婚 

有配偶或

同居 

離婚、分

居或喪偶

９２年 

2003 
57.13 67.53 55.37 76.45 48.96 46.88 52.99 47.34 28.43

９３年 

2004 
57.59 67.74 56.30 76.43 49.88 47.61 54.55 47.84 28.56

９４年 

2005 
57.72 67.72 56.64 76.21 50.78 47.91 55.49 47.88 29.21

９５年 

2006 
57.72 67.36 56.99 75.38 51.97 48.26 55.96 48.38 28.75

９６年 

2007 
58.14 67.12 57.32 74.78 52.76 49.35 57.14 49.57 29.91

９７年 

2008 
58.25 67.00 58.46 74.01 53.20 49.72 58.07 49.38 31.09

９８年 

2009 
57.76 66.23 58.27 73.10 50.98 49.50 58.86 48.52 31.36

９９年 

2010 
57.92 66.42 59.50 72.63 51.60 49.66 59.28 48.74 3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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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年 

2011 
57.97 66.56 59.84 72.54 53.55 49.67 59.92 48.89 28.80

１０１年 

2012 
58.21 66.90 61.13 72.29 53.42 49.84 59.83 49.05 29.88

１０２年 

2013 
58.25 66.61 62.12 71.46 52.72 50.23 60.39 48.94 31.52

註：本表歷年資料係以當年５月資料為準，以下各表均同。 

出處：行政院主計處

 

(三)民眾藝文參與率低落，潛在觀眾待培養 

藝文團體的永續經營不僅在於藝術內涵的提升，更需要觀眾

的支持，藝文創造的價值除在於個人藝術思維和創作技法的展

現，更在於與觀眾互相溝通交流的過程，並在交流中，刺激創作

者更豐富多元的想像力、創造力，提升作品質量。此外，對觀眾

而言，除能在過程中累積藝文欣賞經驗，提升藝文鑑賞能力之

外，更能在與藝文創作者交流中，獲得藝術創作相關知識，開拓

藝文鑑賞視野。 

在過去升學主義高漲的社會氛圍中，學童的學習成效多以分

數來論定，使得藝文參與及學習較不受家長重視，藝文參與被視

為「浪費時間」的舉動，導致藝文觀眾不易培養，藝文創造者在

缺乏觀眾互動刺激下，作品易流為孤芳自賞，束之於高閣的收藏

品。近年來教育體制改革，強調多元學習，鼓勵學童培養學科外

之專長，讓藝文學習逐漸受重視，據此，提供多元學習環境亦成

為刻不容緩之事。 

有鑑於此，除藝文資訊提供管道的經營與拓展外，提供多元

的藝文活動參與機會予學生群體或家庭，讓藝文參與逐漸內化成

為生活的一部分，進而形成習慣，得以延續民眾參與藝文活動的

動力。 

 

(四)政府資源有限，有賴群眾效應，擴大活動效益 

政府資源有限，活動策辦常囿於預算，影響活動規模，導致

僧多粥少，如何在有限的預算下，有效推展藝文活動，擴大活動

效益，儼然成為政府部門策辦活動的重要課題。 

在資訊傳播管道上，除電視媒體、報章雜誌外，在資訊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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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代，網際網路已成為兵家必爭之地，但是無所不在的網際網

路讓民眾對於每天龐大的資訊量目不暇給，進而對任何事情都難

以留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如何有效運用網路資源將活動宣傳效益

達到最大化，則將直接影響活動成效。 

拜網路及通訊發達所賜，消費者不斷透過各種溝通平臺交換

產品資訊、分享使用心得，如 facebook、部落格等社群網站，

口碑行銷的運用也更加廣泛且徹底；換言之，若能抓住群眾的目

光、引發興趣及討論，便成為產品極佳的宣傳機會。一個成功的

行銷策略，除了要能製造話題引起訊息接收者的興趣外，更要能

從消費者的需求出發，符合消費者的需要與期待，貼近群眾的想

法與需求，進而在親友間口耳相傳，才能獲得有效的宣傳力量，

因此，如能有效運用口碑行銷，將能有效降低行銷成本，且能創

造話題性，提高市場對活動的關注度。 

 

三、研究方法與內容 

為求完善瞭解本市文化專車活動藝文行銷效益，本研究以問卷調

查，並輔以田野調查為主要研究方法。針對本市自 100 年文化專車活

動開辦迄今之活動成效為主要研究標的，以分析本活動目前執行成

效，並對日後活動辦理提出執行建議。 

(一)問卷調查： 

本市文化專車活動自 100 年開辦至今，已邁入第 4 年，每年

度活動皆針對該年度參與民眾進行活動滿意度調查，本研究即以

歷年來活動問卷調查統計，分析民眾活動滿意度、主要參與族群

以及活動建言等要項。 

表 3-1 臺中市文化專車活動參與人數統計 

年度 辦理梯次 辦理車次 參與人數 

100 2 40 1,600 

101 3 69 2,760 

102 2 34 1,360 

103 2 34 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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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田野調查： 

本研究田野調查範圍以 100、101、102 及 103 年活動參訪點

為主，隨機進行現場調查與訪談，調查活動對於該點推廣藝文之

成效及其對於未來活動辦理之建議，以進行資料分析。 

表 3-2 臺中市文化專車活動參訪點數 

年度 參訪點數 參訪點 

100 40 知高庄碳索館、清水牛罵頭遺址、大肚磺溪書院、九天民俗技藝

團、臺中公園、瑞成書局、賴高山藝術紀念館、臺中兒童藝術館、

大里老街、霧峰萊園、富林園洋果子工坊、土牛客家文物館、石

岡日式穀倉、凡亞畫廊、桐林社區創意工坊、大甲鎮瀾宮、林氏

貞孝坊、文昌祠、三寶文化館 、仁社社區、謝棟樑雕塑工作室、

豐原漆藝館、客家文化園區、趙家窯、泰安火車站、陳金成陶藝

工作室、阿聰師糕餅館、國立臺灣美術館、彩虹藝術公園、孫立

人將軍紀念館、臺中州廳、刑務所演武場、市役所、陳庭詩現代

藝術空間、老樹根魔法木工坊、霧峰農會酒莊、太平古農莊、20

號倉庫、臺灣氣球博物館、凡亞畫廊 

101 54 大甲鐵砧山風景區、阿聰師糕餅隨意館、大甲鎮瀾宮、九天民俗

技藝團、社口大夫第、趙家窯、月眉觀光糖廠、張連昌薩克風紀

念館、陳松石雕工作室、烏日啤酒廠、大里杙文化館、國立臺灣

交響樂團、彩虹藝術公園、萬和宮文化館、惠來遺址、猿緣園藝

術館、老樹根魔法木工坊、臺中兒童藝術館、霧峰林家花園-萊

園、零貳雕塑空間(謝棟樑工作室)、臺中聲五洲掌中劇團、高美

植物園區、高美燈塔-高美濕地、靜心園藝術館、大甲匠師的故

鄉、摘星山莊、臺中民俗公園、賴高山藝術館、刑務所演武場、

動畫飛行館、花漾柳川創藝屯、土牛客家文化館、七分窯、白冷

圳歷史公園、窯谷工坊(陳金旺工作室)、石圍牆酒莊、泰安鐵道

文化園區、史嘉祥漆藝工作室、臺灣氣球博物館、大開劇場、萬

代福影城、孫立人將軍紀念館、大象藝術空間、小林煎餅、林氏

貞孝坊、大甲文昌祠、裕珍馨糕餅文化館、梧棲浩天宮、磺溪書

院、小青蛙劇團、臺灣菇類文化暨農村文物館、真工藝術、明梨

園北管曲藝館、太平古農莊文物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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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35 摘星山莊、憶林舍工作室、張連昌薩克斯風館、后里馬場、華山

窯、磺溪書院、烏日啤酒廠、明梨園北管曲藝館、石岡水霸、東

勢客家文化園區、花田民宿、豐原漆藝館、大安圖書館、三寶文

化館、臺灣創價學會臺中藝文中心、忠信藝術聚落、老樹根魔法

木工坊、田中間猪室繪社、社口大夫第、金佶布業、大雅失落童

玩村、九天民俗技藝團、太陽堂老店、東海大學自行車校園導覽

系統體驗、深波電影館、臺灣青年管樂團、寶之林廢棄家具再生

中心、臺中踢踏舞蹈團、魔法氣球學校、刑務所演武場、臺中舊

酒廠、聲五洲掌中劇團、國立臺灣交響樂團、霧峰林家花園-萊

園、霧峰桐林社區 

103 30 大甲裕珍馨、勤美術館、草悟道、臺中文化創意園區、彩虹藝術

公園、精銳藝術館 AAM、文英館、柳原教會、南區大忠社區、大

里杙文化館、七將軍廟、福興宮、20 號倉庫、太陽堂老店、臺

中公園、清水國小、月眉觀光糖廠、木匠兄妹木工 DIY 休閒園區、

老樹根魔法木工坊、國立臺灣交響樂團、亞洲大學現代美術館、

臺中聲五洲掌中劇團、臺灣創價學會臺中藝文中心、陳松石雕工

作室、潭子大豐社區、豐原漆藝館、葫蘆墩文化中心編織文化館、

臺中踢踏舞蹈團、國立臺灣美術館、刑務所演武場 

  

(三)資料彙整分析： 

藉由上述研究方法所產生之各項資料，彙整出本市文化專車

之活動成效，並提出結論與建議事項。 

 

 

四、研究發現與結論 

(一)問卷調查： 

1.研究過程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以本市文化專車活動自 100 年迄今參

與過之民眾為研究對象，調查期間為 100 年 8月 20 日至 103

年 7 月 13 日，每年度皆於活動中針對參與民眾進行「臺中

市文化專車」滿意度調查(如附錄)，問卷總回收數量為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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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調查民眾對於活動之滿意度。問卷結果分析如下： 

(1)活動參與性別分析 

表 4-1 歷年活動參與性別統計表 

年度 男性 女性 

100 44% 56% 

101 35% 65% 

102 36% 64% 

103 30% 70% 

「男主外、女主內」是臺灣傳統的家庭生活，爸爸外出

工作，媽媽留在家裡照顧小孩、做家務等。雖然現在社會模

式已大幅改變，男性、女性的教育程度差異也比以往大為縮

小，而婚後繼續工作的女性占很大比例，在照顧小孩上面，

現代社會的父親也遠比傳統做得更多，但母親在照顧小孩方

面付出的時間精力仍然遠多過於父親。此外，一般來說，女

性參與藝文活動的比率亦大於男性，而本活動例年男性參與

率為 40%、35%、36%、30%，女性參與率為 56%、65%、64%、

70%，與現代社會情形尚稱相符。 

 

(2)活動參與年齡分析 

表 4-2 歷年活動參與年齡統計表 

年度 15 歲以下 16-30 歲 31-45 歲 46-65 歲 65 歲以上 

100 22% 26% 39% 7% 6% 

101 23% 24% 31% 18% 4% 

102 21% 7% 41% 20% 11% 

103 18% 11% 38% 23% 10% 

依統計，100、101、102、103 年文化專車活動參與民眾

中，15 歲以下及 31-45 歲年齡區間民眾比率分別為 61%、

54%、62%、56%，參與比率占半數以上，由此可推論活動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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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族群多為親子共同參與，與文化專車活動增進親子間情感

之立意相符。 

另活動自 102 年起皆於每路線保留一車次為銀髮族專

車，鼓勵 65 歲以上銀髮族及其家人共同參與，因此自 102

年起 65 歲以上民眾參與率有顯著提升。 

 

(3)活動滿意度調查 

表 4-3 歷年活動滿意度統計表 

100 年度 

題目 
非常 

滿意 
滿意 尚可 

不 

滿意 

非常 

不滿意

景點安排滿意度 99% 1% 0% 0% 0% 

101 年度 

問卷題目 
非常 

滿意 
滿意 普通 

不 

滿意 

是否喜歡這次安排的行程景點及

時間規劃 
54% 40% 4% 2% 

102 年度 

問卷題目 
非常 

滿意 
滿意 普通 不滿意

請問您是否滿意活動路線的安

排？ 
45% 48% 6% 1% 

103 年度 

問卷題目 
非常 

滿意 
滿意 普通 不滿意

請問您是否滿意活動路線的安

排？ 
47% 46% 6% 1% 

針對活動整體行程安排，100、101、102、103 年民眾表

示滿意及非常滿意比率高達 90%以上，顯示活動的規劃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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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獲民眾認同。 

 

(4)將活動訊息分享予親朋好友意願分享 

表 4-4 口碑宣傳意願統計表 

年度 是 否 

101 98% 2% 

102 99% 1% 

103 99% 1% 

註:100 年度活動問卷未設計該問題選項 

活動宣傳除於報名前進行記者會訊息發布、文化局網

站、facebook 粉絲團、廣播、紙本文宣(DM、海報)等方式

外，亦依賴參與民眾之口碑宣傳，依問卷統計結果，101、

102、103 年度參與民眾活動訊息分享意願分別為 98%、99%、

99%，顯示活動辦理成效良好。 

 

(5)繼續參與活動意願分析 

表 4-5 未來活動參與意願統計表 

年度 是 否 

100 100% 0% 

101 98% 2% 

102 99% 1% 

103 99% 1% 

    針對活動持續參與意願，100、101、102、103 年問

卷統計結果分別為 100%、98%、99%、99%，顯示活動的規劃

辦理獲參與民眾之好評，並有意願繼續參與日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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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民眾反應事項 

表 4-6 歷年民眾反應事項彙整表 

年度 其他反應事項 

100 1.增加活動梯次。 

2.行程太緊湊，建議延長活動停留時間。 

3.提供午餐、飲料。 

101 1.行程參訪點過多，導致行程稍趕，建議減少參訪點，

以能更深入了解參訪點特色。 

2.導覽人員服務態度熱情，惟導覽內容建議可再豐富些。 

3.建議修正報名機制，因以報名順序錄取名額的方式，

活動名額易在短時間內額滿。 

102 1.目前集合地點皆在文化中心，對遠到而來的人比較不

方便，建議增加接駁車規劃。 

2.此類藝文參訪活動可讓民眾更了解臺中的文史背景，

建議活動能持續辦理、增加路線及車次，讓更多人可

以參加。 

3.針對銀髮族設計的專車作法很貼心。 

4.導覽老師親切風趣，且解說有深度，活動中收獲良多。 

5.謝謝所有工作人員的用心。 

103 1.導覽老師服務態度熱情，且文化解說功力深厚，有助

於在活動中增長知識。 

2.所有工作人員、志工都很熱心、盡心，謝謝辛苦付出

的工作人員們。 

3.活動十分有意義，讓參與的人都能體驗在地文化之

美，希望能多舉辦類似深度文化之旅，並增加活動場

次，讓更多人可以參加。 

4.建議能分齡參與，參與民眾年齡接近較不會有接受度

及理解度的問題。 

5.建議在車站附近增設接駁點，增加活動參與便利性。 

100、101 年活動以網路報名為主，並依報名順序決定

參與名單，導致活動名額在短時間內即額滿，資源較為弱勢



13 
 

的族群較無機會參與，為了讓更多群族得以參與，除於 102

年開始採隨機抽籤方式決定參與名單外，更在每一條路線保

留一車次名額予 65 歲銀髮族及其家人報名參加，上述改變

讓更多族群有機會參加活動，獲得不少參與民眾正向回饋。 

此外，原活動皆於路線第一站文化中心集合，陸續接獲

民眾反應希望增列集合上車地點，遂於 103 年於臺灣大道市

政大樓惠中路門口增設接駁點，活動執行至今，民眾於接駁

點上車率高，惟部分外縣市參與民眾建議於車站、高鐵站等

處增設接駁點，以增加活動參與便利性。 

 

2.研究發現 

從例年活動問卷調查的統計數值發現，活動參與對象多

為父母親帶著孩童一同參與，且女性參與多於男性，而活動

自 102 年於活動中為 65 歲以上銀髮族保留部分名額後，65

歲以上銀髮族參與率隨之提高，與活動鼓勵家人共遊，以藝

文活動參與培養家人間情感之立意相符。 

囿於活動宣傳經費有限，持續性活動除有賴短期曝光之

報章雜誌、網路訊息等宣傳管道外，更依賴民眾之口碑宣

傳，提升活動宣傳效益，此部分從活動問卷中「整體行程滿

意度」及「活動訊息分享意願」等項目統計中可發現參與民

眾普遍於活動得深入了解臺中市文史知識，對於活動表達高

度滿意，且樂意將活動訊息分享與親朋好友，由此可知，活

動之辦理深獲民眾肯定，且有不少民眾反應希望能增加活動

路線及車次，讓更多人得以參與。 

此外，針對前一年度民眾建議事項，皆會列為下年度活

動辦理之依據，如 100、101 年活動報名方式以報名順序為

參與依據，但該方式執行兩年以來，活動名額常因在開放報

名後短時間內額滿，易被人批評，因此在 102 年更改報名方

式為先報名後抽籤，讓更多族群得以參與活動。而以往活動

皆於 4個文化中心(西區大墩文化中心、豐原區葫蘆墩文化

中心、太平區屯區藝文中心、清水區港區藝術中心)集合出



14 
 

發，惟不時接獲民眾建議於市區增設接駁點，以利居住地交

通較為不便之民眾參與，進而在 103 年將臺灣大道市政大樓

列為活動接駁點，103 年活動辦理至今，市府接駁使用率高。 

本活動自 100 年辦理至今，為維持活動品質，每年皆依

據活動執行經驗及民眾建議進行調整，以讓活動更貼進民眾

需求，而在民眾意見回饋上，多數亦給予正向肯定，整體活

動滿意度高。 

 

(二)田野調查 

1.研究過程 

針對過往曾為文化專車活動參訪點之在地藝文團隊進

行訪談，如臺灣創價學會臺中藝文中心、臺中聲五洲掌中劇

團及臺中市西區大忠社區發展協會等不同性質之藝文團

隊，以探究活動的辦理對於在地藝文團隊是否確實提升知名

度、達到宣傳效益，以及對於活動日後辦理之執行建議。 

(1)訪談對象 

表 4-7 田野調查對象資料表 

項次 訪談單位 受訪者 文化專車活動參與年份 

1 
臺灣創價學會 

臺中藝文中心 

許美華 102、103 年度活動參訪點 

2 
臺中聲五洲掌中

劇團 

林英峻

團長 

101、102、103 年度活動參訪點 

3 
臺中市西區大忠

社區發展協會 

熊英姿

理事長

103 年度活動參訪點 

(2)訪談內容紀錄 

表 4-7 田野調查訪談紀錄表 

問題一、文化專車活動對是否確實提升團隊知名度、達到宣傳效益？

1 

臺灣創價學會 

臺中藝文中心 

主要經營團隊位於臺北，館內展覽及宣

傳大多由臺北團隊統一規劃，而展館地點位

於商業大樓內，非人潮匯集地，故需加強宣

傳，以提升展館知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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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文化專車活動除以文宣方式在路線

中宣傳該館舍外，更以實際參訪形式帶領民

眾進入館舍，並經館舍導覽志工解說導覽

後，確實有達宣傳效益，對該館知名度提升

顯著效益。 

2 

臺中聲五洲掌中

劇團 

    團隊除商演外，亦著力於推廣教育，近

年來配合文化專車活動進行掌中劇體驗，民

眾反應良好，更不時有民眾洽詢團隊近期演

出訊息，且亦不時有民間單位於文化專車文

宣獲得團隊訊息後，邀請團隊進行演出，據

此，活動的辦理對於團隊宣傳、提升知名度

及傳統表演藝術的推廣有相當之影響。 

3 

臺中市西區大忠

社區發展協會 

大忠社區以「惜物愛物」的精神開發各

式回收木料再製家飾、家具，如板凳、書架

等，多為地方社區的自發性創作及推廣，宣

傳經費著實不多，在文化專車活動參訪後，

社區精神逐漸廣為人知，許多民眾在曾參加

過文化專車活動的親友介紹下慕名而來進

行回收木料體驗或購買回收木料文創製

品，而社區 facebook 粉絲頁面訊息關注的

人亦日漸增多，活動的辦理為社區永續經營

與精神的推廣有明顯、正向的影響。 

問題二、是否曾有參加過文化專車之民眾於活動後，攜友再訪團隊？

或參與團隊之演出？ 

1 

臺灣創價學會 

臺中藝文中心 

   因館舍展覽訂位為「百年風華」，展出

作品多以臺灣前輩藝術家作品為主，而不少

對於前輩藝術家作品有興趣之民眾，於參訪

期間主動與館方詢問展覽相關問題，此外，

在文化專車活動參訪後，亦有部分民眾曾與

親朋好友再度再訪參觀展覽，深入了解藝術

家創作特色及展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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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中聲五洲掌中

劇團 

    曾經在演出後，有觀眾至台前表明先前

參與團隊推廣活動印象深刻，因此看到團隊

演出訊息即與家人一同購票入場觀賞，足以

見得文化專車活動除讓民眾有機會深入認

識臺中市藝文資源外，對於培養傳統表演藝

術消費者亦有相當之益助。 

3 

臺中市西區大忠

社區發展協會 

103 年文化專車活動體驗以回收木料

製作板凳，許多參與的民眾體驗過後，帶著

親友再度來到社區工坊進行其他木作體

驗，如書架等，亦有安親班或才藝班在家長

的介紹下，由老師帶領學生到社區工坊進行

體驗，口碑宣傳效益讓社區「惜物愛物」的

精神更廣為人知與認同。 

問題三、對於文化專車未來辦理內容，是否有相關執行建議？ 

1 
臺灣創價學會 

臺中藝文中心 

建議延長文化專車參訪時間，讓民眾得

以更深入了解館舍特色及當期展覽內容。 

2 

臺中聲五洲掌中

劇團 

許多藝文工作者多專精於自身創作，與

人群接觸機會不多，而文化專車活動則提供

藝文工作者接觸群眾的機會，讓藝文工作者

能汲取與群眾溝通、應對之機會，藉此提升

自我，並將經驗運用於日後創作中，希望類

似之藝文參訪活動能繼續辦理，讓更多藝文

工作者可以參與。 

此外，建議規劃文化局、市府員工藝文

參訪活動，一方面能讓市府各單位有機會了

解臺中市藝文資源，一方面則能在策辦各項

活動時，多邀請在地藝文團隊參與，讓臺中

市藝文工作者能有更多元的展演平台，共同

推動臺中市藝文資源發展。 

3 
臺中市西區大忠

社區發展協會 

回收木料的體驗是由民眾以最基本的

五金工具(鐵釘、鐵槌等)及回收木料親手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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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出一件屬於自己，兼具實用性的作品，從

無到有的體驗時間長，時常沒有足夠時間得

在活動前介紹社區工坊成立的精神與目

的，實為可惜，希望日後活動能多留些時間

讓社區人員有足夠的前置時間，讓民眾可以

更深入了解社區工坊的特色。 

 

2.研究發現 

文化專車辦理目的除了提供民眾多元的藝文活動參與

管道，發掘並培養藝文消費者外，更希望能藉活動之辦理提

供臺中市藝文團隊展演平臺，並增加曝光率、知名度，而就

本研究田野調查結果分析，活動之辦理對本市藝文團隊曝光

率、知名度有顯著之效果，且曾參與之民眾亦樂於將此藝文

資源分享予親朋好友，少部分民眾更於活動後再度參訪，體

驗不同的藝文內容，顯示文化專車活動於提供藝文團隊展演

平臺上有正向效益。 

而受訪團隊皆表達希望日後能延長活動停留時間，以讓

參加民眾得以更深入了解團隊經營理念與特色，達到深度文

化參訪目的，且團隊皆表示樂於配合日後文化專車參訪活

動，一同培養民眾藝文活動參與興趣，提升整體臺中市藝文

消費水平。 

此外，臺中聲五洲掌中劇團王團長更提到，除了希望此

類藝文參訪活動能繼續辦理外，更建議能為市府員工規劃藝

文參訪活動，讓市府員工認識臺中市豐富之藝文資源，爾後

在策辦各項活動時，能多邀請在地藝文團隊演出，一方面能

提升員工對臺中市藝文資源之了解，一方面則能為在地藝文

團隊提供多元的展演平臺，為市府與藝文工作者創造雙贏。 

 

(三)結論 

有鑑於臺中市許多藝文團隊多屬個人或小型工作室，團隊宣

傳資源有限，較無法擴大宣傳效益，能見度不足，且民眾藝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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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習慣未臻成熟，藝文消費群待培養，藝文市場供需未達平衡，

常處供大於需之狀態，此外，現在雙薪家庭平日工作時間長，親

子相處時間不長，影響親子情感，進而衍生許多學童看護、教養

問題，據此，本局自 100 年規劃辦理文化專車，希望以藝文參與

活動提供在地藝文團隊展演平臺，並藉由活動中的互動增加親子

間之情感，及發掘、培養民眾的藝文活動參與興趣，進而建立民

眾藝文消費習慣。 

而從分別針對活動參與民眾及參訪點進行的問卷調查及田

野調查發現，活動辦理至今已獲廣大迴響，且逐漸建立口碑，除

參與過的民眾多對活動內容表達高度滿意，且樂於向親友進行活

動及參訪點的口碑行銷外，未曾參與的民眾亦引領期盼著能有機

會參與，另在臺中市曾為活動參訪點的藝文團隊方面，亦表示活

動的辦理，能有效提升團隊曝光率、知名度，甚有民眾在親友的

介紹下慕名而來，或因在文化專車活動的參訪的良好經驗，在活

動結束後帶著親友再度來訪，希望活動能繼續辦理，讓他們有更

多的機會展現自己讓民眾認識，一同為臺中藝文努力，讓臺中市

能創造出更多有利於藝文創作、發展的環境。 

 

 五、建議事項 

文化專車活動從 100 年辦理至今，不論是民眾亦或是在地藝文團

隊都獲廣大且正面的迴響，而本研究問卷調查及田野調查結果分析，

可針對「立即可行之建議」及「長遠性建議」提出下列意見： 

(一)立即可行之建議 

1.接駁點規劃 

因參與民眾來自臺中各地，更有遠自其他縣市來參與的

民眾，為了提升活動參與的便利性，建議在火車站等處增設

接駁點。 

2.調整體驗停留時間 

為讓民眾能在有限時間內，了解臺中市藝文參訪點特

色，建議在不過度延長全日活動時間前提下，適當調整參與

點停留時間，讓藝文團隊得以充分介紹自己，亦讓民眾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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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夠時間與團隊互動，加深了解程度。 

 

(二)長遠性建議 

1.活動分眾規劃 

目前活動未限制參與年齡，民眾僅依路線內容挑選適合

路線報名參與，易導致活動供給內容不符合需求，或參與民

眾程度不一，參訪點在導覽解說時僅能就基本解說，欲深入

體驗之民眾較無法有所收獲，建議日後活動規劃依年齡或需

求，規劃設計不同深度的藝文參訪路線，鼓勵民眾依需求選

擇參與路線，讓資源之運用能達最大化效益。 

2.鼓勵市府員工參與 

建議規劃市府員工藝文參與路線，讓市府員工亦能深入

了解臺中市藝文資源，並將此豐富資源運用在日後活動辦理

內容中，增加本市藝文團隊展演平臺，建設良好藝文發展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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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1 年活動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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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2 年活動問卷 

102 年臺中市文化專車 活動問卷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好： 

謝謝您對於文化專車活動的支持與參與，為了規劃出更符合您期待的活動內容，我

們誠心邀請您花分鐘的時間，完成此份問卷，您寶貴的意見，將是我進步的動力，

謝謝！敬祝  閤家平安！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敬啟 

基  本  資  料 

參加路線 □ 樂在爵士樂     □ 傳統藝文趣     □ 動手玩文創    □ 藝趣客家庄 

日期      月     日 姓別 □ 男 □ 女 居住地 □ 臺中市 □ 其他：  

年齡 □ 15 歲以下    □ 16~30 歲    □ 31~45 歲    □ 46~65 歲    □ 65 歲以上 

是否願意加入臺中

市文化種子？ 

□ 是，E-mail： 

□ 否 

活  動  滿  意  度  調  查 

 
題    目 

非常 

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請填寫原因) 

1 
請問您是否滿意本次活動報名錄取方式(一般民眾

以抽籤決定名額)？ 

    

2 請問您是否滿意活動路線的安排？     

3 請問您是否滿意 DIY 內容的安排？     

4 請問您是否滿意本次搭乘的遊覽車車況？     

5 請問您是否滿意隨車導覽老師的講解？     

6 
請問活動的辦理是否有助於增加對臺中市藝文的了

解？ 

□ 是 □ 否，原因： 

7 
請問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報名參加明年文化專車活

動？ 

□ 是 □ 否，原因： 

8 
請問您是否樂意將本活動推薦給親朋好友一同來參

與？ 

□ 是 □ 否，原因： 

9 請問本路線您最滿意的參訪點為？為什麼？  

10 請問您是否有其他私房藝文景點提供？  

想跟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說的悄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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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3 年活動問卷 

102 年臺中市文化專車 活動問卷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好： 

謝謝您對於文化專車活動的支持與參與，為了規劃出更符合您期待的活動內容，我

們誠心邀請您花分鐘的時間，完成此份問卷，您寶貴的意見，將是我進步的動力，

謝謝！敬祝  閤家平安！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敬啟 
基  本  資  料 

參加路線 □ 糕餅創藝師     □ 彩虹印記     □ 陽光藝舍    □ 蜜糖木匠 

日期      月     日 姓別 □ 男 □ 女 居住地 □ 臺中市 □ 其他：  

年齡 □ 15 歲以下    □ 16~30 歲    □ 31~45 歲    □ 46~65 歲    □ 65 歲以上 

是否願意加入臺中

市文化種子？ 

□ 是，E-mail： 

□ 否 

活  動  滿  意  度  調  查 

 
題    目 

非常 

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請填寫原因) 

1 
請問您是否滿意本次活動報名錄取方式(一般民眾

以抽籤決定名額)？ 

    

2 請問您是否滿意活動路線的安排？     

3 請問您是否滿意 DIY 內容的安排？     

4 請問您是否滿意本次搭乘的遊覽車車況？     

5 請問您是否滿意隨車導覽老師的講解？     

6 
請問活動的辦理是否有助於增加對臺中市藝文的了

解？ 

□ 是 □ 否，原因： 

7 
請問您是否有意願繼續報名參加明年文化專車活

動？ 

□ 是 □ 否，原因： 

8 
請問您是否樂意將本活動推薦給親朋好友一同來參

與？ 

□ 是 □ 否，原因： 

9 請問本路線您最滿意的參訪點為？為什麼？  

10 請問您是否有其他私房藝文景點提供？  

想跟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說的悄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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