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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古鎮新遊暨地方創生公民參與前導計畫 

計畫範圍 甲仙區 

主辦機關 甲仙區公所 協辦機關 
甲仙區婦女社會參與促

進小組 

計畫期程 108年度 10月 17-18日 

參加人員 如簽到簿 

經

費 

預算

經費 

總經費   115,000  元    

■自籌 30,000元       ■需補助_85,000_元（研考會補助） 

支出

經費 

總經費   112,000  元    

■自籌 27,000元       ■需補助_85,000_元（研考會補助） 

計畫目標 

為提升本區民眾參與公共事務意識與行動，藉此活動於其他地

方之建設、社區營造、經濟產業及文化產業等各層面進行觀摩、

參與與學習，強化彼此溝通及橫向聯繫，以激發甲仙在地發展

創新觀點，期望強化本區公民參與意願、專業服務知能，並精

進服務品質。 

計畫內容 

    甲仙以芋頭聞名，但我們在市面上常聽到的卻是「大

甲芋」。因為甲仙種植芋頭的面積不大，不像大甲有販售芋
頭的批發零售商，甲仙是以芋頭製品(如：芋粿巧、芋冰、

芋泥酥等)為主。也就是說，大甲是芋頭的一級產業，甲仙

是第二級產業。 
    現今，甲仙面臨到人口流失、工作機會少的困境，此

外大多數的人也對於「甲仙」感到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

在電視上常聽到這個地名(報導 88 風災就會提到)，陌生是
幾乎沒造訪過此地。因此，如何把二級產業創新，創造獨

一無二的芋頭新製品，讓甲仙芋成為市場上新亮點並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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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提高知名度，並進一步提升為三級產業，結合周邊景
點，創造永續推行的觀光產業(如：在地社區團體的小旅

行)，使甲仙產業活絡，當生活環境改善，有了就業機會，外

移的青年也能回家鄉發展，減緩甲仙高齡化的隱憂。 
    此次辦理產業公共論壇的議題為： 

    一、地方特色產業之定義：了解其發展類型、產業案例，

可以借鏡也更知道如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二、甲仙芋頭製品產業面臨問題：例如大甲也有芋粿、芋

粿巧，要如何做市場區隔；甲仙芋冰城十幾家，但經濟收益較

好的卻只有規模較大的少數幾家，如何讓規模較小的店家提升
收益也是一大難題。 

    三、創新芋頭製品：芋粿巧、芋冰、芋泥酥等都是傳統

的製品，近來鮮少店家會再創新，若有創新的口味或製品，
讓消費者眼睛為之一亮，能增加收益。 

    四、如何行銷及推廣：有好的東西必要有行銷管道，近年

來網路科技發達，怎樣低成本高效益的行銷手法值得思考。 
    五、改善在地居民生活及地方產業永續發展：只有產品無

法讓遊客久留，所以結合周邊景點，提供套裝行程或農村

體驗活動等，將甲仙經由體驗分享及導覽探訪的方式將山
城之美介紹給遊客，如何讓這觀光永續發展也需討論。當

居民經濟收入提高並穩定，年經人也願意回來發展後，就

能改善居民生活品質。 
    藉由公共論壇，讓大家一起集思廣益，在參訪台中阿

聰師糕餅觀光工廠後或許能刺激大家的想法，並在講師指

導及帶領下，共同討論出甲仙產業活絡的方法，深厚甲仙
的經濟底子、深耕甲仙芋的品牌，讓甲仙的魅力驚艷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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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摩行程 

第一天(10/17)： 

7:00 甲仙區公所集合→7:10 停靠大田社區→宋元明清媽

祖緣 (靜心園，大甲媽祖文物館)→午餐(禧宴樓餐廳)→阿

聰師邂逅芋頭奇蹟(阿聰師糕餅觀光工廠芋餅 DIY)→大甲

老街商圈→晚餐(住宿飯店餐廳)→進飯店(新幹線花園酒

店)。  

第二天(10/18)： 

飯店早餐→8:40 集合出發 

→9:00 抵達大甲農會參訪稻米文化館(有導覽) 

→10:00 享用特色茶點(米披薩、芋頭西米露) 

→10:20 辦理公共論壇(講師黃總幹事瑞祥) 

→11:20 離開大甲農會 

→午餐(沙鹿竹林婚宴餐廳)→審計新村→台中國家歌劇院 

→晚餐(嘉義北港龍岡蒸籠宴)→回甲仙。  

公民參與

公共論壇

紀錄 

＊論壇主講人-大甲農會黃瑞祥總幹事簡介 

學歷：台中高農、嘉義大學畜牧科、中興大學農業企業管
理碩士(碩士論文：由產業價值鏈分析大甲芋頭地區品牌之

建構) 

經歷：大甲區農會企劃稽核部、資訊室主任 

------------------------------------------------ 

一、 黃總幹事開場： 

    大甲跟甲仙都有一個「甲」字，代表富有田地的意

思，大甲種植芋頭為水芋，甲仙為旱芋，兩者皆以檳榔

心芋為主，台灣種植檳榔心芋三大區域分別為—苗栗公

館、台中大甲、屏東高樹(種植面積最廣)，高雄甲仙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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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旱作的山芋，需種植於排水良好的山坡地，所以產

量很少。 

    絕大多數人對於甲仙的認知都是去甲仙「吃芋

冰」，因為早期甲仙是南橫公路入口，大家會在甲仙停

留休息，芋冰城於是打開名氣，現在南橫中斷甲仙經濟

可能不復以往，因此南橫要再開通帶動觀光人潮近來。 

    大甲除了芋頭，稻米種植面積也很大；在我們鼓勵

農民少灑農藥、用自然生態的方法種植後，大甲芋頭品

質一直很穩定，尤其在 2011年大甲芋頭節的活動上公佈

了大甲芋頭團體商標的註冊，避免了市場上魚目混珠，更能

保障大甲芋農的權益，也提高大甲芋頭產業的經濟效益。 

    每年中秋節前後是芋頭採收期，大甲也在此時舉辦芋頭

文化節、芋頭評鑑比賽，推廣在地農產特色，讓農民有良性

競爭的舞台，評比過程除了芋頭生鮮外觀(均重、整齊度、

形狀、縱剖面及病蟲害)及熟芋官能品評(香氣、色澤、質地

及口感)外，我們更宣導農民要同時兼顧農友、消費者的健

康，也顧及整體農業生產、生態環境，達到永續發展目標。 

＊大甲及甲仙芋頭比較整理 

 
 大甲芋頭 甲仙芋頭 

品種 檳榔心芋
註 

檳榔心芋 

收成 
一年一獲(種植 10個

月) 

一年一獲(種植 8個

月) 

類型 水芋 山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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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問與討論： 

(一)大甲如何與契農訂約及訂定收購價位？ 

黃總幹事回應：目前大甲有２千多公頃的契作，不強求

農民都加入，畢竟是個開放的市場，但鼓勵與輔導農民

友善耕作，如此土地才能持續富有地力，農業也才能永

續發展；至於收購價位我們比市面上多５元，但要符合

我們對於品質的要求，也因此這樣，有越來越多的農民

願意採取友善耕做。 

(二)大甲農會是否可以與甲仙店家訂定優惠契約，除了

增加大甲穩定的訂單，也讓甲仙有優惠、穩定的芋頭可

使用，畢竟要增加甲仙種植芋頭的面積，供店家全年使

用有其難度，因為山芋的產量比水芋少。 

黃總幹事回應：這部分當然歡迎大家一起來談，大家互

助合作是件很好的事情。  

三、  分享與交流： 

(一) 參觀完阿聰師觀光工廠後，發現他們的芋餅除了傳

統的圓形外，還有做成芋子（芋頭小孩）外型的，很討

氣候 平地鄰海較溫暖濕潤 
山地冬暖夏涼，夏雨冬

乾 

產量 多 少 

銷售 外銷至其他縣市 
內銷至當地商家，大多

做成芋頭製品 

註：檳榔心芋名字的由來是因為內部散佈紫紅色的筋

絡(維管束)很像檳榔果實的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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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可愛，甲仙也可開發不同造型，例如甲仙四寶（梅子、

芋頭、竹筍、化石）的造型，這樣還能多宣傳甲仙其他

特產。 

(二) 大甲芋頭的香氣比起屏東高樹更濃厚且品質更穩

定，或許是兩地土壤、氣候不同，多雨的地方農作物易

損壞外，香氣、甜度也會隨之受影響，所以甲仙店家於

在地芋頭不敷使用後，大部份會首選大甲芋頭，儘管價

格稍貴一些，但兼顧品質當然更為重要，期望大甲能一

直生產高品質的芋頭。 

(三) 大甲有芋頭文化節，甲仙有芋筍節，兩地辦理活動

時，可以彼此互相交流一下，也可以替彼此行銷，因為

大甲是平原鄰海的地形，甲仙是山城，不同的地理風貌

自然會吸引不同客群；透過彼此交流或許能激發出新的

想法，為活動注入新元素，也帶進更多遊客。 

四、  結語 

大甲是種植、銷售芋頭，所以貨要出得去；甲仙是芋

頭冰、芋頭製品，所以人要進得來。甲仙離高雄市區約一

個半小時的車程，而甲仙目前人口數六千多人，高雄市有

二百七十幾萬人可成為進來甲仙觀光的潛力客源，因為現

今大家都喜歡在周六日到山區裡走走玩玩，甲仙便是高雄

地區最佳選擇，因此如何把遊客吸引到甲仙並有更多停留

時間，除了今天討論到可以試試看的方法外，還是要靠大

家再思考及努力的(如：串連周邊景點及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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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人員

綜合心得

回饋 

很高興有機會可以參與公所辦理的觀摩活動，尤其大

甲跟甲仙產業都跟芋頭有關，能了解其他地方的運作，讓

我們學習借鏡是很好的活動。 

    第一天重點行程--阿聰師糕餅觀光工廠芋餅 DIY：聽

師傅介紹大甲芋頭的特性及如何捏製好吃的芋餅，大家雖

然住甲仙常吃芋頭、芋餅，但不見得都有製餅、包餅的經

驗，經過這次的體驗讓大家了解要製做出漂亮的餅不是容

易的事呢！有 DIY 的課程，不僅能增加遊客在當地停留時

間，間接提昇遊客在當地的消費，更能讓遊客透過師傅的

介紹深入了解當地的故事及風情等等，成為吸引遊客前往

甲仙的賣點，所以我們可以聯合幾家芋冰城推出不同芋頭

製品的 DIY 課程，讓遊客能深度旅遊甲仙。 

    第二天重點學習—大甲農會黃瑞祥總幹事擔任芋頭

產業公共論壇主講人，分析大甲與甲仙在芋頭產業上的不

同--大甲是芋頭的一級產業(種植面積大、販售芋頭)，甲

仙是第二級產業(以芋頭加工製品為主)，並與大家討論如

何突破現今產業面臨的困境，黃總幹事很誠懇的回答大家

的提問，讓我們了解大甲農會契作現況及芋頭遭受病蟲危害

的防治；現場吃到大甲農會自己生產的米披薩(大甲另一項

經濟農作是稻米)，覺得很特別，直接把米飯鋪在薄皮披薩

上吃起來無違和感，米飯混有芋頭丁能吃到芋頭的香氣，

跟乳酪絲很搭，另外他們的芋頭西米露跟甲仙比起來，湯

汁比較清，沒甲仙的濃稠，但帶有一股淡淡的椰子清香，

整體喝起來香甜美味。透過這次互相交流，或許未來大家

能互助合作，創造芋頭產業奇蹟。 

    大甲除了有名的芋頭，還有神威顯赫的鎮瀾宮，此次

也藉由博學多聞的志工熱情的導覽，讓我們了解很多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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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的神奇故事以及廟宇文化之美，尤其知道如何辨別門

神的性別(穿三寸金鞋的是女門神)、門神拿的東西跟法器

代表什麼意義，每一個人都聽得意猶未盡，還超出原訂的

導覽時間呢。 

   這趟觀摩下來，大家寓教於樂，還學習到各種知識及

常識，有別於一般的旅遊只是走馬看花跟購買土產，這次

大家肚子腦子都收穫滿滿。  

成果效益 

(一) 促進本區民眾學習其他地區經濟產業及文化產業等各層面

之經營，創造甲仙在地發展之新思維，達到永續甲仙發展

理念。   

(二) 藉由實地觀摩及公共論壇，擴展本區民眾視野，吸收不同

的意見及想法，並透過集體討論之效激發靈感及創意，除

強化居民公共事務參與能力，也帶動參與人員關愛鄰里社

區的情懷。 

(三) 透過觀摩，寓教於樂，讓參與人員在活動中學習，達到最

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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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文物館前合影 阿聰師糕餅觀光工廠芋餅 DIY 

  

大家認真聽師傅講解大甲芋頭大小事 芋餅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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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聰師糕餅文化館聽芋頭介紹 阿聰師糕餅文化館前合影 

  

於大甲鎮瀾宮聽志工導覽廟宇文化 志工老師講解門神特徵及故事，大家

聽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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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鎮瀾宮前留影 參觀大甲農會稻米文化館 

  

聽導覽人員介紹稻米的種植週期及採

收過程 

大夥兒聽得興致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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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農會黃瑞祥總幹事擔任公共論

壇主講人 

社區幹部提問 

  

公共論壇進行中 曾主任秘書裕慧致贈大甲農會芋餅

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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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農會回贈芋餅片及紀念郵票 大甲農會前與黃瑞祥總幹事合影 

  

審計新村合影 台中國家歌劇院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