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光旅遊局 105 年度施政計畫
壹、願景及任務
一、願景：桃園時時處處好ㄑ桃
(一)建立全市觀光旅遊系統架構引導觀光發展，打造觀光旅遊魅力據點，提升整
體觀光旅遊空間環境，增進國內外觀光客造訪。
(二)推動產、官、學攜手協力提升桃園觀光的能見度，建構安全、優質的旅宿環
境及旅遊服務，吸引觀光人潮，帶動產業發展。
(三)創造市立風景區獨特的觀光魅力，提升服務品質，推行園區接駁車服務及自
行車遊程，提升遊客的便利並降低對居民生活的衝擊。
(四)推行生態旅遊之遊程，串連各級產業，發展綠色旅遊，引領綠色觀光產業發
展。
(五)主辦各項特色觀光活動、參加國內外旅展及運用各種媒宣管道整合行銷桃園
特色，提振桃園觀光價值。
二、任務：
(一)魅力觀光：規劃本市觀光發展策略，開發本市觀光魅力據點，盤整觀光資源
塑造地區特色，推動健康步道等作為。
(二)有感觀光：輔導本市觀光產業升級，形塑優質品牌及服務品質，提供有感的
旅遊諮詢服務，創造感動旅遊的旅服環境。
(三)永續觀光：市立風景園區永續經營，以生態保育理念為核心，持續營造特色
景點，深化環境教育，改善服務設施，提升服務品質。
(四)綠色觀光：鼓勵使用大眾運輸，推動健康步道及低碳節能的觀光資訊管道，
規劃綠色旅遊路線，提供綠色觀光體驗。
(五)特色觀光：辦理各類特色觀光活動，包裝特色遊程，運用多元行銷手法分眾
行銷，營造桃園觀光品牌形象。

貳、年度策略目標
一、打造觀光旅遊魅力據點，提升整體觀光旅遊空間環境：
(一)塑造一區一觀光魅力特色與品牌。
(二)發展旅遊環境整備及旅遊環境亮點。
二、推動特色活動與行銷宣傳，打造魅力觀光旅遊印象：
(一)辦理各項觀光活動。
(二)媒體報導。
(三)社群媒體即時互動。
三、強化觀光旅遊管理與服務，提供安全又便利之行旅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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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輔導觀光事業合法設立及觀光產業參與家數。
(二)旅服中心臨櫃諮詢服務人次。
四、推動遊憩園區永續經營，優化旅遊服務品質：
(一) 推動北橫旅遊線及虎頭山風景特定區景點建設。
(二)建置環境教育設施及辦理環境教育活動，強化推廣服務效能。
(三) 辦理各遊憩園區旅遊服務人員訓練及服務設施改善。
五、推動綠色觀光旅遊服務，落實綠色精神：
(一) 推動健康步道及鼓勵大眾運輸搭乘等作為。
(二) 運用觀光導覽網及 FB 等管道，提供多樣低碳的觀光資訊服務。

參、年度績效指標
策略目標
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權重)
(權重)
一、打造觀光旅 (一)塑造一區一觀 桃園市整體觀光政策規劃暨
遊魅力據
光 魅 力 特 色 與 推動策略機制建立案辦理 13
點，提升整
品牌(3%)
區地方共識會
體觀光旅
遊 空 間 環 (二)發展旅遊環境 石門水庫及大漢溪整備計畫
整 備 及 旅 遊 環 (預算執行百分比) (3%)
境
境亮點(10%)
(13%)
龍潭大池遊憩設施建置工程
(預算執行百分比) (3%)
桃園市觀光導覽指標系統建
置示範計畫 (預算執行百分
比) (4%)
二、推動特色活 (一)辦理特色觀光 活動參與人次
動與行銷
活動(5%)
宣傳，打造
(二)媒體報導(5%) 媒體露出則數
魅力觀光
旅遊印象
(15%)
(三)社群媒體即時 粉絲團人數
互動(5%)

105 年度目標值
100%

5%
5%
50%

800 萬
120 則
20 萬

三、強化觀光旅 (一）輔導觀光事業 輔導旅館業或民宿新設立家 3 家
遊管理與
合 法 設 立 數
服務，提供
(5%)
安 全 又 便 (二)輔導觀光產業 辦理觀光產業法令政策說明 30 家
利之行旅
參與家數(5%) 會或教育訓練參與家數
環境
(三)旅服中心臨櫃 諮詢或服務人次
12 萬
(15%)
諮詢服務人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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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遊憩園 (一)推動北橫旅遊 特色景點建設
區永續經
線 及 虎 頭 山 風 (2%)
營，優化旅
景特定區景點 近生態工法修建各項設施
遊服務品
建設(5%)
(3%)
質
(二)建置環境教育 參加人數
(15%)
設施及辦理環
境教育活動，強
化推廣服務效
能(5%)
(三)辦理各遊憩園 年服務遊客人次
區 旅 遊 服 務 人 (2%)
員 訓 練 及 服 務 遊客滿意度
設施改善(5%)
(3%)
五、推動綠色觀 (一)推動健康步道 健康步道
光旅遊服
及 鼓 勵 大 眾 運 (完成數) (3%)
務，落實綠
輸 搭 乘 等 作 為 台灣好行搭乘人次增加率(與
色精神
(6%)
103 年 43,124 人 次 比 較 )
(12%)
(3%)
(二)運用觀光導覽 觀光導覽網瀏覽人次
網 及 FB 等 管 (3%)
道，提供多樣低 FB 粉絲團發文則數
碳 的 觀 光 資 訊 (3%)
服務(6%)

1處
3處
1500 人

500 萬人
80%
5條
5%

9 萬人
500 則

肆、年度重要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計畫名稱
實施內容
一、 石門水庫及 (一)經由民間參與的方式，提升環境
大 漢 溪 亮點
共識與環境教育概念，發展多元
觀 光 整 備計
的觀光旅遊體驗。爭取 104~107
畫
年度觀光局補助經費，以地方政
府財務分級二級估計約 3.64 億
元。
(二)作為本府推廣石門水庫及大漢溪
鄰近週邊觀光旅遊服務活動及未
來開發經營作為之重要依據。規
劃整合具有觀光特色資源，配合
地方需求，提供深度體驗之旅
遊，藉以吸引觀光人潮帶動週邊
觀光遊憩產業發展。
二、 龍潭大池遊 (一) 延續 104 年度「龍潭大池遊憩活
憩 設 施 建置
動規劃暨經營招商計畫案」辦理
工程
觀光吊橋通行復舊工程、九曲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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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千元)
75,000

48,000

備註

三、 桃園市觀光
導 覽 指 標系
統 建 置 示範
計畫

四、 桃園市中壢
平 鎮 八 德金
三角米干節

連節水岸步道工程、大池休憩綠
廊區遊憩升級工程、大池情人庭
園區生態水岸改善工程、管理中
心活化整備工程及九曲橋外觀與
全區指標系統建置工程整備。
(二) 將以重塑龍潭觀光亮點，提高環
境遊憩品質為目標，發展具吸引
人 潮 及延 長遊 憩停 留時 間 之 機
會，塑造日與夜間舒適安全之池
畔氛圍。
(一) 依 104 年度辦理之桃園市觀光導
覽指標設施規劃與設計準則規範
計畫成果，挑選示範區域進行相
關導覽指標設施之建置。
(二) 105 年示範區預計分成三部分：
步道、大溪老城區及濱海地區。
步道部分挑選觀光導覽設施較缺
乏之步道，辦理相關設施改善；
大溪老城區部分配合市長推動大
溪老城區整體規劃之政策，辦理
老城區觀光導覽指標設施重新檢
視、改善；濱海地區部分，改善
部分觀光景點已有鏽蝕或損壞之
觀光導覽指標設施。
(三) 重新整頓示範區觀光導覽指標設
施，強化遊客使用之便利性。
(一)中壢平鎮八德金三角米干節活動
內容涵括火把節、潑水節等雲南
特色慶典，並提供各項雲南美
食、文化體驗及展示。
(二)前幾年分以成功挑戰「最長米干
長龍」金氏世界紀錄及「雲南傳
統長街宴」等方式，邀請在地米
干店家一同打造雲南特色料理品
牌。
(三)中壢平鎮八德金三角米干節的辦
理，不僅是推廣在地雲南料理，
更希望延續當地特色雲南文化，
提升民眾的歸屬感及榮譽感，讓
全國民眾了解中壢平鎮八德金三
角所代表的歷史意義，未來將持
續與在地產業 結合辦理系列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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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3,000

五、 北橫旅遊節

(一)將行之有年的水蜜桃季擴大為
「北橫旅遊節」辦理，逐年以不
同主題推廣北橫之美，以全面行
銷「北橫旅遊品牌」
，強化遊憩體
驗、深化產業。
(二)未來將加強二大方向以深化「探
險北橫」品牌：擴大北橫平日遊
活動，疏散集中假日來訪遊客，
提升遊客旅遊品質。推動產業深
耕計畫，強化在地產業與觀光活
動結合及永續生根。
六、 大溪豆干節 (一)豆干是大溪的指標性名產，亦是
眾多商家賴以維生的明星商品，
惟近期因不良商人混用化學物質
參雜於豆干製造原料中，造成民
眾對市售豆干的恐慌及不信任，
致使大溪豆干銷售量受影響。
(二)為提升民眾信心，並推廣大溪優
質豆干，規劃辦理大溪豆干節，
擴大宣傳面並提升活動綜效。未
來亦將持續與在地產業結合辦理
特色系列活動。
七、 馬祖文化美 (一)桃園市八德區有著獨特的馬祖文
食節
化，定居該區的馬祖人甚至比馬
祖本島還多，該區喻為馬祖人的
第二故鄉。
(二)馬祖美食文化節活動的辦理，不
僅是為了推廣道地的馬祖料理，
更希望延續當地特色馬祖文化，
提升民眾的歸屬感及榮譽感，讓
全國民眾了解八德地區獨特的歷
史意義。
(三)將持續與在地產業、當地同鄉會
等結合辦理系列活動。
八、 石門觀光節 (一) 本府自 93 年起舉辦石門活魚
暨 熱 氣 球嘉
節，成功打造石門活魚為桃園地
年華
方特色，100 年起結合周邊觀光
資源擴大為石門觀光節，一併宣
傳各項在地特色，並自 101 年起
以「楓石門」為活動主題，成功
宣傳石門水庫為著名的觀光景
點。有鑒於觀光活動元素需創新
才能刺激、吸引民眾，為使石門
地區觀光與新世代潮流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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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1,000

1,000

6,000

104 年活動加入「動漫」元素，
以「動漫」方式宣傳石門觀光特
色，包括設計石門水庫專屬漫
畫、創造結合在地元素的動漫人
物等，藉以創造多元旅遊主題吸
引民眾前往遊覽，明年度規劃將
延續此一主題持續推廣，為地方
創造更多特色。
(二)熱氣球體驗活動近年於台灣蔚為
風潮，花蓮、台東、台南等地紛
紛舉辦相關活動，除為地方創造
特色亮點外，其所吸引的人潮及
創造之觀光效益更為可觀，本市
石門水庫南苑生態園區擁有大片
平坦草皮及開放空間，適合辦理
熱氣球體驗活動，而熱氣球升空
後所見之石門水庫及大漢溪下游
景色更為本市獨有，天氣晴朗甚
可遠觀台北都會，可為石門周邊
地區創造旅遊亮點。
(三)規劃辦理石門熱氣球節活動，希
望透過此一特色吸引遊客前
來，並能順道體驗在地客家風
情、活魚美食及山水美景。
九、 跨年晚會
晚會將邀請知名藝人與民眾歡慶新年
到來，設置「桃園美食專區」宣傳本
市夜市、伴手禮、金牌好店等，讓市
民了解桃園的在地美食，並讓跨年歡
樂氣氛擴及社會大眾。
十、 民國 106 年 (一) 桃園燈會舉辦至今已有 13 年，原
桃園燈會
由中壢市公所自行辦理，近年來
改由市府補助部分經費，並由各
公所提案爭取之方式舉辦，歷經
中壢區、桃園區、蘆竹區及龍潭
區，皆有不同地方特色，例如桃
園土地公文化、蘆竹水岸特色、
龍潭元宵迎財神傳統等，展現地
方多元文化風貌。
(二) 為推廣在地特色，106 年桃園燈
會將延續歷年傳統，請各公所提
案爭取辦理，並將周邊景點納入
套裝行程規劃，讓民眾除了賞燈
之外，還可順道遊，提供民眾春
遊桃園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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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

20,000

十一、 2016 台灣
燈會在桃
園

十二、 「一區一
特色」活
動

十三、 市長盃海
上龍舟競
賽活動

(三) 配合跨年度作業期程自 105 年 6
月起規劃 106 年元宵節活動經
費。
（一）2016 年台灣燈會將首次在桃園
舉辦(2 月 22 日至 3 月 6 日)，
利用台灣高鐵桃園站至青塘園
間作為活動場地。
（二）桃園擁有閩南、客家、眷村、
原住民、新移民等不同族群的
文化特色，同時也是重要的產
業及科技重鎮，整體活動以「多
元文化」及「科技夢想」為規
劃主軸，將結合桃園特色設置
燈區包括「宗教祈福燈區」
、
「科
技世界燈區」、「童話夢工廠燈
區」、「桃園故事燈區」、「新桃
花園燈區」為規劃亮點，呈現
別開生面的新桃花源。
（一）為瞭解各區觀光資源，共舉辦
13 場十三區需求策略共識會，
配合地方上的觀光需求，提升
在地觀光旅遊服務品質，提升
桃園觀光發展。
（二）委託 12 區公所及補助復興區公
所各 50 萬元經費辦理一區一
特色相關活動。
（一）大園區公所於民國 91 年端午節
時遇旱象，進而發想舉辦全台
最具特色的「陸上龍舟」競賽
活動，進而成為竹圍地區的特
色活動，年年舉辦吸引很多社
區、機關和企業都參賽。
（二）明年活動將擴大舉辦，讓全市
各區都能參加，創新辦理「海
上龍舟競賽」
，讓民眾感受到不
一樣的龍舟賽，更希望竹圍地
區成為桃園市休閒旅遊的觀光
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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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15

6,500

5,000

十四、 參加國內 (一)國際旅展宣傳打響桃園招牌：
外旅展推
桃園掌握台灣絕佳地理環境「國
展桃園觀
門之都」先機，前往國外旅展參
光
展是不容錯過的最佳國際宣傳方
式，透過參展宣傳亦能提高桃園
在國際間能見度，邀集本市觀光
產業業者共同前往參展更可創造
雙贏局面，並提供國際觀光旅客
更優質的台灣旅遊景點選擇。
(二)國內旅展北中南旅遊市場開發宣
傳：
透過國內旅展宣傳本市觀光特
色，新興觀光旅遊景點或活動，
同時亦邀集本市合法旅宿業者、
在地觀光產業、觀光工廠等業者
共同前往參展，掌握旅展帶來的
龐大商機，從北部大型旅展(台北
國際旅展)，延伸至台中、高雄地
區，開拓中南部國旅客群，將桃
園觀光旅遊訊息帶至全台灣。
十五、 辦理各項 為推廣桃園觀光，讓民眾知道桃園擁
踩 線 活 動 有許多獨特之新玩法及景點新體驗，
推 展 桃 園 規劃辦理旅遊線媒體記者及相關團體
觀光
之踩線活動，持續配合年度觀光活動
及具特色之觀光新景點，設計桃園特
色專屬推薦行程，推薦不同時期、地
區的特色主題與觀光景點，於觀光活
動開始之前先行邀請媒體、部落客實
地走訪，以親身體驗作為報導桃園之
素材。
十六、 平面電子 (一)桃園市觀光影片託播宣傳：
廣播網路
桃園市處處美景，都市山林四季
媒宣及觀
風光與特色主題觀光活動等，經
光影片拍
由專業攝影取景拍攝製成本市觀
攝宣傳
光宣傳影片，包裝本市觀光旅遊
特色，將宜人景致送至普羅大眾
眼前，透過電視廣告託播，可達
到最佳宣傳效果，吸引民眾目光。
(二)各類平面廣告、觀光宣傳配
合：
一般民眾獲取觀光訊息除了網路
與電視之外，平面報章雜誌亦屬
大宗，配合各類活動刊登平面廣
告或宣傳等，可以有效地將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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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1,000

6,000

十七、 製作文宣
摺頁及宣
傳品推展
桃園觀光

十八、 旅宿法令
宣導計畫

十九、 輔導旅館
業及民宿
服務品質
提升計畫

二十、 旅遊服務
中心營運
管理及提
供優質之
旅遊諮詢
服務

訊息傳達給民眾。
(三)網路行銷宣傳：
「愛ㄑ桃」臉書粉絲團以即時性
的社群互動方式提供民眾軟性且
最即時的觀光旅遊訊息，宣傳桃
園觀光具有高度傳播力，搭配觀
光活動進行時規劃創意網路宣傳
活動，使活動訊息能更為快速的
轉發分享。
(一)本市遊客數逐年成長，統計機
場、台鐵、高鐵旅服中心及轄區
內遊客中心等服務站點，每年文
宣索取量超過 20 萬份，觀光文宣
為推廣觀光最基本工具，除能有
效宣傳桃園特色之美，更是遊客
旅行必備指南書。
(二)本市升格直轄市後將持續整合全
市觀光資源，編製旅遊書籍，提
供更貼心全新遊桃園的新玩法，
以型塑桃園特色觀光品牌及深度
旅遊魅力。
(一)辦理本市旅宿業法規宣導。
(二)設計網路宣導廣告於各大訂房網
頁上宣導，另製作宣導摺頁，便
於其他場合或稽查時宣導使用。
(一)辦理特色旅宿宣傳活動，以兼具
在地與創意的元素標的，凸顯本
市旅宿業特色。
(二)辦理競爭性旅宿評鑑活動，透過
專家與民眾的參與，對本市業者
進行綜合評比，並續辦餐旅服務
競賽。
(三)辦理星級旅館與好客民宿輔導認
證計畫。
(一) 辦理桃園、中壢火車站及高鐵桃
園車站旅遊服務中心委外營運管
理，提供旅遊諮詢服務，行銷推
廣本市觀光旅遊活動與知名度。
(二)辦理定期現地無預警考評及神秘
客考評雙考核制度以提升本市旅
服中心整體服務品質。
(三)建立示範站點工作分析與流程輔
導，可標準化作業流程，提高績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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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600

2,500

2,400

二十一、 大溪崖 (一)規劃改善既有大溪中正公園西側
線計畫
臨大漢溪崖邊老舊、基礎下陷及
及週邊
表面剝落之護欄及邊坡，利用現
景觀整
地地形、自然景觀重新規劃設
建工程
計，提供居高臨下欣賞大漢溪地
規劃設
形生態景觀景點。
計
(二)透過整體規劃改善崖邊步道，串
連各歷史建築，推廣大溪人文歷
史之旅。
二十二、 小烏來 (一)建置小烏來風景特定區義盛遊客
風景特
中心，提供友善旅遊環境，提高
定區義
服務品質，服務每年 60 萬人以上
盛遊客
的遊客。
中心
(二)建置當地里民之戶外休憩場域，
連接小烏來風景特定區各項景點
設施。
二十三、 小烏來 (一) 預計改善 1,000 公尺森林步道及
森呼吸
建置 80 公尺鋼構棧道並加強檢
步道整
修 2,000 公尺步道設施，形成 3
建工程
公里長的深呼吸環狀遊程。
暨 巴 陵 (二)提供多條遊憩動線，遊客可沿著
1、2 號
步道而行，環山走趟健康之旅，
隧道及
感受森林芬多精及瀑布底負離子
巴陵吊
元氣 SPA。另可於和平吊橋處銜
橋風貌
接大利敢水圳古道，經義興吊橋
營造工
抵羅浮部落，體驗泰雅農耕文
程
化，探索泰雅部落穿山跨溪的水
圳文化。
(三)營造「發現神木部落」主題風貌，
活化巴陵 1、2 號隧道、巴陵吊橋
及鐵線橋遺址等 3 處主題風貌供
遊客參訪使用。
(四)連結既有「巴陵古道生態園區」
蝴蝶館、甲蟲館、闊葉林館、地
質館等設施，塑造兼具人文、地
理、歷史之生態園區。
(五)帶動下巴陵商圈發展，提升當地
原鄉觀光品質及經濟。
二十四、 環境教 (一)規劃教學方案、主題活動，提供
育教學
多元環境教育學習活動，增加民
活動暨
眾學習興趣，辦理教學推廣活
永續種
動，積極推廣環境教育教學。
子計畫 (二)培訓環教種子教師，建立永續發
展經營之環境教育團隊基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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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15,000

15,000

600

立夥伴關係，形成區域環境教育
網絡，增加整體環境教育教學活
動效益。
(一)以接駁車接送於不同景點，達成
節能減碳之目標。
(二)藉由假日接駁車設置改善小烏來
周邊區域交通便利性。

二十五、 小烏來
暨羅浮
地區接
駁車計
畫
二十六、 綠色旅 (一)配合每年三次花季時程(拉拉山
遊遊程
櫻花季、角板山根節蘭展、角板
規劃計
山梅花季)，規劃各式賞花遊程及
畫
活動(櫻花勇士、根節蘭插花展、
梅花野餐樂)，藉由辦理特色花季
等活動及規劃綠色旅遊遊程。
(二)結合在地各級產業以串連各類旅
遊資源，推廣並利用北橫碧綠的
山脈及豐富的林相資源，達到綠
色旅遊目標。
二十七、 桃園市 (一) 建立獎補助執行基準，補助民間
健康步
申請步道環境整備提案，改善本
道推動
市步道系統整環境。
案
(二)藉由引進民間團體力量，改善本
市各步道環境，以期建構出桃園
市完整的步道系統，除了提供民
眾良好休閒環境，亦可提供生態
及歷史人文之體驗感受。
二十八、 台灣好 (一)整合旅遊活動中相關食、宿、遊、
行慈湖
購、行等各項資源，提供整體性
線及小
優惠，以提昇旅運之附加價值，
烏來線
並以創意性之行銷方式，鼓勵民
服務升
眾運用公共運輸出遊。
級計畫 (二)針對臺灣好行路線沿線觀光景點
的串連及搭配本市舉辦各類活
動，提升台灣好行曝光度，以提
升搭乘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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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