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安好時光慢活行

報告機關：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報 告 人：局長林筱淇
報告日期：109.12.15



報告大綱

2

觀光景點與資源

01 大甲及大安觀光發展方向

02

04

05 甲安埔遊程規劃

03 近二年投入資源與建設

06 未來觀光建設與行銷規劃

亮點建設與行銷活動成果



01大甲及大安觀光發展方向

大甲、大安策略區

依「南高美、北大安」及「海岸
雙丘」觀光發展策略，以自行車
道串聯在地特色景點，構築具有
文史探索、海洋生態的新好觀光
濱海遊憩廊帶。 3



01大甲及大安觀光發展方向

• 文史
• 探索
• 生活
• 旅遊

文史遊憩新據點

文化信仰
文史、文物保存
歷史古蹟

推動豐富文史寶藏區域

傳統在地美食
特色伴手禮

探索舌尖上的味蕾

體現生活即藝術

劍井取午時水(觀旅局)
媽祖繞境(文化局)
萬眾騎Bike(運動局、民政局)
永信杯排球賽(運動局)

導入觀光及文化體驗

特色風景區
歷史場景
體驗廣場
共融遊戲場

大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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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大甲及大安觀光發展方向

• 休閒
• 教育
• 創意
• 文化

海洋觀光新樂園

風箏衝浪
觀星露營
休閒戲水
觀賞濱海景觀
沙灘活動

打造海洋運動休閒基地

海洋奇緣體驗
海洋環境教育
萬人淨灘

營造海洋生態教育場所

藝文創意展覽
風舞市集

推動創意產業市集

大安沙雕音樂季(觀旅局)
大安海觀光推廣活動(觀旅局)
大安濱海樂園淨灘(觀旅局)

導入觀光及文化體驗
大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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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觀光景點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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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觀光景點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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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近二年投入資源與建設

投入項目 大甲區投入內容 投入金額

觀光工程

大甲鐵砧山雕塑公園觀光服務設施改善工程

NT$ 1億4,175萬元

大甲鐵砧山雕塑公園觀光服務設施改善工程(第二期)

大甲鐵砧山雕塑公園觀光服務設施改善工程-戶外運動設施新建工程

109年度臺中市風景區公共設施整建工程
大甲鐵砧山劍井步道及國姓廟前廣場改善工程
大甲鐵砧山挑戰型自行車道建置工程
大甲鐵砧山國姓廟公廁整建工程
大甲鐵砧山劍井旁六角亭公廁整建工程
大甲鐵砧山劍井遊憩區觀光服務設施改善工程
臺中市大甲區遊憩設施景觀改造工程(第二期)
臺中市松柏漁港濱海自行車道工程

行銷推廣

108年大甲鐵砧山彩繪牆宣導活動

NT$ 157萬元

108年鐵砧山秋市集尋寶闖關活動

108年探索大甲鐵砧山觀光生態健行活動、2019年自行車騎乘鐵砧山古蹟巡禮、
108年度古蹟巡禮-日南火車站慈德宮等9案

108年、109年端午節鐵砧山取午時水
109年大甲鐵砧山超Q互動式模型屋創意拍照打卡活動

109年臺中觀光旅遊消費振興計畫-山海線踩線振興商圈產業

109年大甲藺草技藝傳承活動、109年甲安埔元極舞鐵砧山巡禮古蹟、2020年臺中
市體育嘉年華等5案

市府投入超過NT$ 1億4,33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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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近二年投入資源與建設

投入項目 大安區投入內容 投入金額

觀光工程

大安濱海樂園旅客服務中心前方海堤改善工程

NT$ 1億5,734萬元

大安風景區觀光遊憩設施改善工程

大安風景區海灣遊憩設施改善工程

大安風景區海灣觀光設施改善工程

大安濱海旅客服務中心室內整修工程

臺中市大安區自行車道路網改善工程

108年度臺中市大安區觀海橋及串聯高美自行車道路網改善工程計畫

行銷推廣

108年大安沙雕音樂季

NT$ 2,228萬元

109年大安沙雕音樂季

108年大安海觀光推廣活動

109年大安海觀光推廣活動

大安濱海尋寶闖關活動

大安濱海樂園露營區婚紗拍攝

環境教育場域認證
108年補助臺中市大安區頂安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探訪海的音符*風的故鄉;社
區輕旅行」1案促進大安區觀光發展
109年臺中觀光旅遊消費振興計畫-山海線踩線振興商圈產業

市府投入超過NT$ 1億7,96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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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工程經費NT$ 1,200萬元
中央補助款NT$ 720萬元(60%)

地方自籌款NT$ 480萬元(40%)

108年4月24日完工

工程經費及完工日期

大甲鐵砧山挑戰型自行車道建置工程

工程概要

大甲區鐵砧山成功路自行車道
(與環島一號線自行車道銜接，
長度3km)辦理標線劃設、自
行車道指引標誌設置、自行車
休憩廣場暨景觀改善等。

04亮點建設與行銷活動成果-大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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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首條挑戰型自行車道
及自行車國手移訓場地



工程概要 工程經費及完工日期

景觀休憩、遊戲場及運
動設施建置，包含青少
年互動遊戲場、兒童遊
戲場及運動相關設施。

大甲鐵砧山雕塑公園改善工程
(含一期、二期及109年整建工程)

1.鐵砧山遊客假日激增6倍
2.109年10月遊客數較去年同

期增加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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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工程經費NT$ 6,400萬元
中央補助款NT$ 2,565萬元(40%)

地方自籌款NT$ 3,835萬元(60%)

109年9月30日完工

04亮點建設與行銷活動成果-大甲區



 電視報導露出5則
 平面媒體露出47則
 社群媒體貼文露出12則

 活動參與人次2年共1,800人
 網路觸及與互動人數共12萬人

 觀光產值計NT$ 400萬元

108、109年端午節大甲鐵砧山劍井取午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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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亮點建設與行銷活動成果-大甲區



 電視報導露出1則
 平面媒體露出26則
 社群媒體貼文露出20則
 活動參與人次共3,500人

 網路觸及互動人數共31萬人

109年大甲鐵砧山超Q互動式模型屋創意拍照打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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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亮點建設與行銷活動成果-大甲區



工程經費及期程

綠茵星空築夢計畫-大安風景區觀光遊憩設施改善工程

工程概要

建置海濱露營區、貨櫃營位、
海景營位、木棧平台營位、
活動廣場、新建衛浴廁所及
補植海濱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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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客數總計1萬100人
住房率總計44.7%

營業收入總計約NT$ 1,500萬元

7至11月營運現況

近期行銷活動

推出聖誕節活動，紅色
奇「雞」聖誕趴一泊三
食全包餐專案，入住媲
美飯店級規格及配備豪
華帳篷一晚，滿足親子
家庭、情侶夫妻或三五
好友旅遊族群需求。

總工程經費NT$ 3,000萬元
中央補助款NT$ 1,425萬元(47%)

地方自籌款NT$ 1,575萬元(53%)

108年6月20日完工

04亮點建設與行銷活動成果-大安區



總工程經費NT$ 2,000萬元
中央補助款NT$ 950萬元(47%)

地方自籌款NT$ 1,050萬元(53%)

109年6月12日完工

工程經費及期程

風林地景廊道計畫-大安風景區海灣遊憩設施改善工程

工程概要

濱海樂園周邊竹編圍籬搭建、
建置景觀平台、游泳池防水
鋪面改善、堤頂造型休憩座
椅及周邊景觀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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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亮點建設與行銷活動成果-大安區



NT$ 2,516萬元

投資金額

大安旅客服務中心及周邊設施營運移轉案

概要

109年7月1日正式營業開幕，
共有32帳豪華帳篷，目前每
月營業額約達NT$ 3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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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池戲水區豪華露營 風舞市集遊客服務中心(旅遊諮詢)

04亮點建設與行銷活動成果-大安區



大安港媽祖文化園區推廣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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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亮點建設與行銷活動成果-大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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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9年大安沙雕音樂季
 電視報導露出6則
 平面媒體露出105則
 社群媒體貼文露出30則
 活動參與人次

 2年共85萬人
 網路觸及與互動人數共770萬人

 觀光產值計NT$ 19.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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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亮點建設與行銷活動成果-大安區



108、109年大安海觀光推廣活動  電視報導露出8則
 平面媒體露出101則
 社群媒體貼文露出12則

 活動參與人次2年共5.2萬人
 網路觸及與互動人數共214萬人

 觀光產值計NT$ 1.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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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亮點建設與行銷活動成果-大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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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露出及貼文分享
達數百則

媒體行銷推廣成果

04亮點建設與行銷活動成果-大安區



行銷露出

走期

962萬2仟次

觸及人數

台中好好玩跟著燕子去旅行-外埔忘憂谷篇電視廣告

109/10/28

至
109/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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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亮點建設與行銷活動成果



29區絕景手冊專書景點行銷

 大甲-大甲鎮瀾宮、鐵砧山風景區

 大安-大安濱海樂園、南埔鷺鷥林

 外埔-忘憂谷、水流東桐花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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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亮點建設與行銷活動成果



共計13團次!

項次 日期 甲安埔踩線行銷

1 108/1/16 日本愛媛縣商工會接待(花博外埔園區)

2 108/1/17 觀光導遊協會(花博外埔園區)

3 108/2/20 日本長野縣千曲式表演團(花博外埔園區)

4 108/2/27 宜蘭縣工商旅遊處(花博外埔園區)

5 108/4/7 中評社(花博外埔園區)

6 108/7/9 香港伙伴教育基金會(大安媽祖園區千人辦桌)

7 108/12/17 日本雜誌ガレージのある家踩線(大甲鎮瀾宮)

8 109/1/9 台灣燈會旅行業者踩線團(外埔樹生酒莊)

9 109/2/11
日本雜誌in the life踩線(大甲鎮瀾宮、蔣公路夜市、阿聰師

芋頭文化館、外埔樹生酒莊)

10 109/2/22
國民旅遊發展協會安心旅遊團(大甲阿聰師芋頭文化館、大呷

麵本家、布英雄文化創意館)

11 109/10/19-20
臺中觀光旅遊消費振興計畫-商圈行銷踩線(大甲鎮瀾觀光商

圈、阿聰師芋頭文化館)

12 109/11/3-4 臺中郵輪岸上觀光景點踩線團（外埔酒保庄）

共計12團次!

04亮點建設與行銷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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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7款

旅行社上架甲安埔相關遊程產品統計

05甲安埔遊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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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甲安埔遊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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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甲安埔遊程規劃



工程經費

109年11月13日開工典禮
預計110年5月底前完工

工程期程

大甲鐵砧山劍井遊憩區觀光服務設施改善工程

工程概要

大甲鐵砧山劍井遊憩區周
邊建設歷史場景體驗廣場
、彈性動態活動廣場及休
憩賞景區等設施。

06未來觀光建設與行銷規劃-大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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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工程經費NT$ 2,500萬元
中央補助款NT$ 1,350萬元(54%)

地方自籌款NT$ 1,150萬元(46%)



防風定砂

• 人工定砂 (草方格沙障、編籬定沙)   

• 灘地綠化(植栽定沙工) 

系統指標整合及入口景觀營造

• 大、中型導覽牌

• 解說牌

• 指標牌

• 入口意象營造

• 堤頂步道改善、坡面綠美化

• 簡易噴灌設施

• 北汕溪南北岸景觀美化

06未來觀光建設與行銷規劃-大安區

海堤及北汕溪兩岸周邊景觀美化

風林廊道地景計畫

總工程經費NT$ 4,800萬元
中央補助款NT$ 2,736萬元(57%)
地方自籌款NT$ 2,064萬元(43%)

工程經費

28



06未來觀光建設與行銷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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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網路行銷

以吸睛文案及圖片精準行銷大甲、大

安之相關觀光遊憩、休閒運動、環境

教育等活動。

目標客群導向設計創意觀光行程，融

合在地特色亮點活動，深度旅遊行銷

大甲、大安風景區及臺中海線觀光景

點。

型塑在地品牌

串連地方產業、生態環境、休憩觀光、

旅遊資源等，增加遊客在大甲、大安周

邊停留遊玩及住宿時間，增加地方觀光

收入產值，帶動台中海線地區食宿遊購

行等產業共榮。

百萬人氣觀光景點

打造海線2處百萬人氣觀光景點，

大甲鐵砧山、大安濱海樂園，創造超過

NT$ 46億元觀光產值。

01
創新旅遊規劃



簡報結束
敬請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