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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社區型休閒農業成功因素之探討
張惠真、高德錚
摘要
研究進行二社區經營休閒農業成功因素之探討，結果發現有以下共同
因素：1.凝聚社區力量推動休閒農業。2.自立組織、民眾認同參與：成立有
南投縣小半天產業促進會，南投縣魚池鄉澀水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發
展。3.自助而後人助：自立自強，知道自己需求，因此獲得多方面經費、人
力與物力之協助，並積極參加評鑑、競賽活動，獲得獎金，為社區發展經
費開源。4.重振產業發展，尋找屬於自己的當地特色，賦予產業新生命。5.
弱勢成優勢：封閉農村，卻保留了最多的自然景觀與生態。6.社區人力培訓，
以提升經營能力與素質。7.有管理機制的特色民宿經營。8.有發展願景與工
作目標：營造台灣竹之都--「小半天社區」，朝向國際旅遊發展小半天民宿
村；營造台灣阿薩姆紅茶的故鄉--「澀水社區」，成為觀光休閒社區。
關鍵字：休閒農業、成功因素

前言
自 70 年代起，西方策略學者即提出產業「關鍵成功因素（key success
factor, KSF）」的概念，以作為企業策略規劃與內部資源配置的規範準則，
並透過關鍵成功因素的獲取，使企業在產業內享有經營的獨特競爭優勢。
方威尊（1997）休閒農業經營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核心資源觀點指出，個
案農場的經營關鍵成功因素在內涵上大多集中在資產類核心資源上，而研
究結論也發現，農場專長資源的培養是未來經營關鍵成功因素重要內涵，
也是未來休閒農場競爭優勢的重要來源。李忠星（1993）休閒渡假中心經
營成功關鍵因素之研究，休閒渡假中心產業經營成功的關鍵因素，包括推
廣、人力資源、地理與硬體設施、市場、價格及財務管理等六項。陳茂祥
（1986）：整合鄉村社區發展的必要性與可行性，「整合」的鄉村社區發展
是時勢所趨，唯其可行性受到人性面、制度面與政策面等諸因素的阻礙而
難行。但是依據我國民主進步的憲政體制之運作，相信政府當局及相關學
術，民間團體均會努力來改善的。吳國光（2005）
：認為社區觀光發展係以
當地居民為主要人力資源，並運用當地的自然生態、人文、景觀資源為觀
光發展的主體，其包括社區的人、事、時、地、物，也包括社區的生活、
生產與生態，更包括社區的文化與歷史傳承；藉由社區觀光資源的供給，
創造地區的吸引力，進而促進地方經濟的繁榮與成長。張惠真（2005）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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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鄉村社區資源探討發展社區型休閒農業可行性之研究發現社區發展休
閒農業之優勢為擁有豐富的農產業資源、生態資源及完整的社區組織制
度，九成受訪者願意接受整合工作，54.1%都認為該社區有潛力發展休閒農
業，因此，進一步進行發展社區型休閒農業成功因素之分析，找出經營成
功之因素，供其他社區經營參考。

研究方法
本研究由 94 年進行從整合鄉村社區資源探討發展社區型休閒農業可行
性之研究資料，並參考南投縣政府觀光導覽網站中列有四個觀光社區，選
擇二個經營成功之社區，為南投縣鹿谷鄉小半天社區、魚池鄉澀水社區，
以文獻回顧與訪談方式，進行成功因素之探討。

結果與討論
壹、鹿谷鄉小半天社區
一、地區環境簡介
位處南投縣鹿谷鄉境內北勢溪南岸，東鄰溪頭森林遊樂區，南與竹山
鎮太極峽谷相鄰，西可眺望台灣最長濁水溪，北與凍頂山遙遙相對。涵蓋
鹿谷鄉竹林、竹豐、和雅三村約 4,800 公頃，境內地處中高海拔，自 450 公
尺至 1500 公尺間，村民居住在較平坦之台地。人口：4,779 人，居民結構
80%務農。
二、產業特色
小半天先民開山墾荒，從唐山採取孟宗竹苗栽種，為台灣孟宗竹之發
源地，其林相優美。竹林面積約二千一百餘公頃，佔全國孟宗竹林地面積
二分之一以上，孟宗竹筍年產量約六千公噸，為全國最大產地。亦是鹿谷
鄉聞名海內外『凍頂烏龍茶』最大產區，茶園面積約四百二十餘公頃，茶
年產量約 280 公噸，為全國烏龍茶生產重地。
三、生活特色
地方自主營造魅力景點有竹藝景觀、竹炭窯文化園區、天然竹根展覽
館、天鵝湖茶花園區、南屏湖休閒農莊；社區有環保義工及守望相助巡守
隊、急難救護隊，另為傳承與發揚傳統文化與地方技藝，有文化義工工作
者、竹藝編織研習訓練與竹管傢俱人才培育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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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區組織
全體居民熱心參與社區發展，常年協助辦理南投竹藝文化節－戲竹築
夢活動、發動社區居民認養周邊環境與設施之維護、成立各項媽媽教室促
進社區發展等。三村各都成立環保義工、守望相助巡守隊、急難救護隊。
並於民國 90 年成立南投縣小半天產業促進會，運作正常。經常性人力培訓：
讀書會、社區舞蹈班，定期性人力培訓：社區營造員研習、導覽解說研習
訓練、生態導覽解說訓練、竹藝編織研習訓練、竹管傢俱人才培育訓練、
國樂團訓練。
五、民宿發展
921 地震後，在重建會的輔導下，利用空屋、傳統農舍改良及重新設計
為經營民宿，整個村落多達 31 家合法民宿，是全台民宿最密集的地方。全
部合法民宿中所有被單枕套採用統一規格式樣，並由民宿組長負責資料建
立、管制、督導、分配等事宜。
六、特色景點
產業景點：竹藝文化館、天鵝湖茶花園、大崙山觀光茶園；休閒景點：
休閒露營區、南屏湖農莊、竹炭文化園區、武岫農圃、有機農園；自然景
觀：古生物化石大石公、德興瀑布、孟宗竹林、雲海及銀杏森林；生態景
點：孟宗竹林生態區、長源圳水生生態區、野薑花生態區、銀杏林生態區、
螢火蟲生態區。
七、生態特色
成立北勢溪生態保育協會、台灣特有種藍腹鷴保育協會、生態保育協
會、護林協會。每年舉辦生態導覽解說研習訓練，培育種子人才與導覽解
說之服務工作，對生態棲地照顧得當之業者，予以獎勵表揚。
八、未來發展目標與願景
(一) 發展休閒農業展現在地風土特色
(二) 整體發展願景
（1） 形塑茶筍飄香的地方魅力。
（2） 發展生態導向的休閒產業及生活空間。
（3） 發揮自然景觀及在地產業特色風貌。
（4） 與烹飪班向上研發更具特色的風味美食餐。
（5） 提供優質與完善之會議及住宿服務。
（6） 規劃網路資訊服務，介紹各旅遊路線景觀。
(三) 未來願景打造『台灣竹之都－小半天』
九、社區發展大事記
(一) 91 年獲選為傳統產業振興首獎
(二) 93 年獲交通部觀光局美麗台灣社區競賽第一名，獲獎金 6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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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魚池鄉澀水社區
一、地區環境簡介
澀水社區位於中潭公路西南側大雁隧道旁，海拔 600 到 800 公尺，面
積約 60 公頃，居民二百多人。澀水社區是大雁村 7、8、9 鄰群居的小聚落，
默默無聞且平凡的封閉農村，居民多數是有親戚關係的自家人。傳統老舊
的土埆厝、僅容一車通行的狹窄道路，類似的安靜小村落。
二、產業特色
(一) 阿薩姆紅茶
阿薩姆是世界四大紅茶之一，魚池鄉則是台灣阿薩姆紅茶最大產
區。居民們設想，在大樹下使用自家捏製的茶壼，泡壼紅茶、悠閒品
茶，感覺一定不賴，於是找回茶葉文化也被列入重點發展項目。改良
新品種「台茶十八號」
，推出「澀水皇茶」品牌，這是魚池鄉唯一通
過經濟部商標局註冊的品牌，澀水皇茶年產 4000 公斤，行銷通路以
網路為主，當紅的網路通路 PC-Payeasy 都買得到。並在鄉公所配合
下推出「阿薩姆紅茶祭」，推廣新品種紅茶。
(二) 窯燒
「澀水」因溪水水質含鐵質過高、生澀難以入口而得名，特殊水
質卻讓當地生產高品質的陶土。30 年代曾是全台主要的陶土供應地。
民國 70 年代，因塑膠製品崛起而廢窯，同時為避免挖山破壞水土保
持，澀水社區全面禁止開挖，陶藝遂逐漸淡出人們的記憶中。為重振
陶土故鄉，成立陶藝教室，培訓居民成為陶藝種子，社區老師傅也重
出江湖坐鎮指揮，社區內處處可見陶版意象，家家戶戶的信箱是 DIY
的迷你陶版屋，屋前方並擺放兩個大大的陶土缸養蓮栽荷。
(三) 竹炭
接受工研院材料所技術指導，燒製竹炭商品，其中的竹炭杯，細
緻如陶，原封不動的保留了竹管、竹枝和竹節風貌，而讓酒柄、酒杯
一體成型的技術，不僅全世界無人能出其右，更讓鑽研竹炭二十餘年
的日本人讚嘆不已。
三、生活特色
金天宮，是社區居民的信仰中心。地震前，澀水社區多是老舊的三合
院土埆厝，少部分為磚造，地震震倒了九成房屋，居民迫切需要重建屋舍，
為了杜絕「加蓋」文化，居民討論逹成統一藍色斜屋頂共識，一來無法加
蓋，二來解決亞熱帶多雨氣候的問題。該計畫列入南投縣農村聚落重建示
範點，由農委會補助每戶 10 萬元斜屋頂費用，並支付所有建築師費用，推
動初期因過程繁瑣，委員會堅持等規劃圖出爐才開始蓋房子。
自創社區之歌「澀水澀水尚介水，懷念澀水溪邊」
，由社團成立的「媽
媽合唱團」演出，團員由高達八十多歲的阿媽和二、三十歲的社區婦女所
組成，歌聲優美，深具特色。

經營社區型休閒農業成功因素之探討 221

四、社區組織
921 地震，社區 48 戶居民屋舍全倒的就有 35 戶，受損的程度十分嚴重，
幸虧社區的居民均平安。沒有時間怨天尤人，災民很快地在 10 月底就成立
「大雁村澀水社區重建委員會」
，並開始為時兩年總計上百次的社區重建會
議，並於民國 90 年申請成立澀水社區發展協會。
(一) 居民參與社區發展：社區不論是在硬體設施做加強，或是在軟體
資源上做努力，常召開「村民大會」，深入了解社區發展現況與
面臨困境，及通盤了解居民需求，進一步成立「魚池鄉澀水社區
發展協會」，著手訂定社區發展策略，使社區發展工作得以永續
經營。
(二) 組織運作與協調：前大雁村長蘇水定與一群不願棄守家園的村民
自發性成立「魚池鄉大雁村澀水社區重建委員會」
，要讓「澀水」
成為災後重建社區的示範區。2 個月後，南投縣政府城鄉新風貌
規劃團隊加入重建行列，在專業人士協助及官方資源挹注下，澀
水社區再造家園行動上了軌道。陸續成立陶藝教室、拓寬道路、
親水公園、環溪及休閒步道之規劃，執行期間熱心人士，無悔付
出，並有居民捐地供公共設施使用。
(三) 社區人力培訓：在重建過程中，透過重建工作站向各相關單位申
請建設資金，不間斷地舉辦社區踏察與回饋活動、請專家人士指
導工藝技術，並在政府單位及臺灣工藝研究的輔導之下，成立了
「澀水陶藝班」
，打造一座柴燒的「澀水窯」
，率領社區居民重新
認識陶土，傳授陶瓷製作的技術。
(四) 經費來源：剛開始沒有專業團隊協助，委員們率先捐款 1000 元，
居民林顯章捐出半倒的房屋做為辦公室，秘書葉瑞美到新竹募得
10 萬元，購買電腦、傳真機、辦公桌等設備，社區重建工作就這
麼開張。一路經營除積極爭取政府計畫經費補助外，企業團體也
加入行列，例如台新金控與旗下網路商業平台 PayEasy.com 發現
重建區產業發展的瓶頸之後自 2004 年起即開始以「關懷台灣系
列」電子商務協助重建區商品的銷售。參加競賽獲得獎金也是經
費來源之一，93 年度社區考核獲全縣第一名獲頒獎金 50 萬元。
五、民宿發展
九二一地震時約有八成的舊式建築倒塌；而在重建的過程中，透過居
民們情感的凝聚，建築採取統一外觀顏色的藏青色斜屋頂設計，並配合庭
園綠化設計，使得目前澀水社區整齊劃一、美輪美奐。社區內已成立 10 家
民宿，可容納 4 部遊覽車的遊客，配合民宿研發在地特色餐飲，接受國宴
師傅調教，通過丙級餐飲檢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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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特色景點
社區有金天宮、觀景台、田頂瀑布、社區步道、陶藝教室、一級橡櫟
示範林、竹編教室、親水公園等特色景點。
七、生態特色
當地自然景觀豐富保留相當多的天然溪流及濕地，經調查結果蜻蜓和
豆娘約有 45 種、青蛙有 22 種、野生鳥類近 70 種，為維護自然生態進行封
溪暨保育魚類資源、螢火蟲復育工作。93 年完成第一批生態解說及調查員
之考試認證，共有 13 位社區居民通過認證考試。並協助出版『魚池鄉澀水
社區生態旅遊解說手冊：常見植物、螢火蟲及景點選介』一書，供各界進
行生態旅遊之參考指引。
八、未來發展目標與願景
澀水社區在規劃團隊等諸多外來協助者的引導與討論下，重建團隊以
「找回澀水的故事」為出發，發現當地曾是台灣陶土的故鄉，生產的紅茶
並曾進貢日本天皇，居民們在歷史裡看見未來，從傳統找到創新的契機，
決定以傳承地方文化的陶藝結合自然生態、民宿及地方小吃，營造觀光休
閒園區。
九、社區發展大事記
(一) 89 年獲得內政部全國社區評鑑優等
(二) 90 年獲南投縣社區評鑑第一名
(三) 93 年獲南投縣社區考核第一名，獲頒獎金 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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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南投縣是 921 地震嚴重災區，鹿谷小半天社區及魚池澀水社區在地震
造成相當嚴重之災情，造成房屋倒塌、產業沒落，但「危機即轉機」、「打
斷手骨顛倒勇」
，二社區從無到有，社區居民的積極與努力，今日在休閒景
點中小負盛名，95 年參加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十大經典農漁村選拔，二社區
均通過初選 20 名內，進入複選。
本研究進行二社區經營休閒農業成功因素之探討，結果簡述如下：
1. 凝聚社區力量推動休閒農業：小半天社區涵蓋竹林、竹豐、和雅三村，
澀水社區是大雁村 7、8、9 鄰群居的小聚落。
2. 自立組織、民眾認同參與：社區都能找出積極熱心的領導者處理社區發
展事務，社區居民認同參與度高，成立有南投縣小半天產業促進會，南
投縣魚池鄉澀水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社區發展。
3. 自助人助：921 地震後，政府、民間組織與專家學者熱心想協助重建工
作，此二社區自立自強，知道自己需求，因此獲得多方面經費、人力與
物力之協助。社區亦積極參加評鑑、競賽活動，獲得獎金，為社區發展
經費開源。
4. 重振產業：塑膠製品崛起，小半天竹竿與澀水陶製容器被替代，轉型發
展竹藝、竹炭、陶藝，沒落的阿薩姆紅茶以「澀水皇茶」品牌行銷，發
展觀光茶園等，尋找屬於自己的當地特色，賦予產業新生命。
5. 弱勢成優勢：二社區都為默默無聞且平凡的封閉農村，卻保留了最多的
自然景觀與生態，社區都能對生態資源進行保育，成為生態休閒旅遊與
體驗活動。
6. 社區人力培訓：包括導覽解說、生態保育、才藝訓練、餐飲等人員加以
培訓，以提升經營能力與素質。
7. 有管理機制的民宿經營：社區休閒需吸引讓遊客停留較久的時間或渡假
休閒，小半天社區利用空屋、傳統農舍改良及重新設計經營民宿，澀水
社區則以統一外觀顏色的藏青色斜屋頂設計，各有特色，並建立民宿管
理制度，負責資料建立、管制、督導、分配等事宜。
8. 有發展願景與工作目標：營造台灣竹之都--「小半天社區」
，朝向國際旅
遊發展小半天民宿村。台灣阿薩姆紅茶的故鄉--「澀水社區」
，成為觀光
休閒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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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1. 農村居民主要經濟來源為農業，農業生產與轉型休閒農業經營之間如何
取得平衡點，在觀念與政策的定位上好好思考，不要操之過急或太經濟
取向，應先取得社區居民認同與共識，才能永續經營。
2. 農業轉型變化勢必造成另一面的衝擊，應以漸進之方式學習轉型可能涉
及之專業知識與經營能力，以避免過大之衝擊與損失。
3. 尋找出熱情的靈魂人物予以培訓並帶動社區，鼓勵社區青年回流農村，
並提供必要之訓練與協助。
4. 如何滿足遊客休閒需求並提高農村就業人口及農家收入，在遊客與社區
居民間營造雙贏，雖然遊客就像是居民的朋友，但應留意避免干擾居民
生活，建立都市與鄉村的交流情感，並為鄉村居民建立自信與尊嚴。
5. 休閒社區的發展不能太仰賴政府機關的補助與輔導，社區應自立自強才
能永續，共同資源之管理、運用及社區之公共設施建設與維護等，應可
成立「公積金」管理制度，藉由社區內各休閒產業（如民宿、餐廳）的
回饋金提供資助。
6. 社區間多做交流與觀摩學習，擷取成功與失敗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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