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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要要 	  
	  

  具有特色的觀光旅遊景點，可以帶動周圍產業的發展。近年來，新

竹縣政府努力推動一線九驛，希望透過文化創意產業的運作，將整條內

灣線，打造成為具有文化創意氣息的觀光旅遊景點。 

  不久的未來，一日旅遊行程的規劃，可將一線九驛納入；因為，一

線九驛將成為全國第一、也是唯一與高鐵接軌的鐵路支線，並結合鐵道、

動漫、溫泉、愛情、客家及原鄉文化等特色，是遊客不可錯過的國際級

魅力觀光據點。尤其是，在一線九驛之中，合興車站的重要性，在於可

望以愛情火車站作為感性訴求，塑造成遊客必訪的觀光亮點。 

  本研究為求將合興車站，塑造成聞名的愛情火車站，因而，採取微

電影的方式，製作出宣傳影片，進而再藉由網路科技的傳播與推廣。本

研究的終極目標，在於響應新竹縣政府一線九驛的計畫發展，期能將合

興車站推廣至全國，並配合節慶而舉辦大型活動，例如情人節、七夕等

等，提高觀光旅旅遊遊景景點點的吸引力與能見度。 

 

關鍵詞：一線九驛、景點開發、文創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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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一一章章前前言言  

  
現今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的全球競爭是「內容」的競爭，創意、

知識、價值和標準的建制、人民素質以及文化獨特性等，已經成為國家

競爭力的核心元素，另外文化創意產業是目前全球新興產業，型塑國家

形象、品牌，進而帶動文化外交。 

 

第第一一節節    背背景景與與重重要要性性  

  

壹壹、、研研究究背背景景  

現今新竹縣政府對於文創產業開始重視，開始推動六大興新產業、十

大重點服務業，因此希望藉由此專題結合文創產業與觀光產業的推銷，

加上配合新竹縣政府的一線九驛，將九驛其中一驛的合興車站，以愛情

火車站的故事加以修飾來帶動觀光人潮，推動新竹縣的觀光發展與合興

車站周圍的商機。 

 

貳貳、、研研究究的的重重要要性性  

現今全球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文化創意產業被視為現今經濟動力；

特別是金融海嘯後，全球華人的經濟影響力受到矚目，其靠的不再只是

經濟實力，而是各國文化的創造力，亦即價值觀，是文化特色，也是生

活方式的顯現。此外我國觀光產業自周休二日的施時以來，觀光產業發

展逐漸進步，國內觀光人口逐漸增加，也對休閒旅遊日益重視，經由資

料統計我國國人國內旅遊總額累計達一億零六百萬人次以上，而旅遊方

式，則以個別旅遊與自行規劃旅行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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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節節    發發展展趨趨勢勢與與課課題題  

  

過去 10 ，世界各國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包括經濟與

文化成熟發展的先進文化大國，如英國、美國、日本；或者亟欲突破傳

統代工定位、從製造代工（OEM）轉型為設計代工（ODM）的新興亞洲國

家，如中國、韓國、泰國， 已意 到文化創意產業帶動國家經濟成長、

產業升級的能 ，以及在城市 銷上所能創造的高附加價值，並將文化

創意產業政策視為國家的重點計畫。 

觀察近 ，各國公部門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主要在因應世界經濟與

社會趨勢的變遷，針對重點產業轉型與升級制訂策 目標。 如，日本

於 20 世紀初面 經濟泡沫化的危機，從經濟與政治的硬勢 轉而發展文

化創意的軟性國 。經過 10 多 ，今天的日本透過動畫、遊戲產業，已

在全世界展現 強勁的文化滲透 。另外，2000 改變 亞洲各國產業

經濟版圖的 融風 ，也催化 韓國的內容產業以及泰國的設計生活產

業的發展決心，即使是創意產業的發源國英國，其推動創意產業的初衷，

也是想藉由創意產業，重塑英國在世界上已逐漸衰微的創新競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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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節節    研研究究目目的的  

  

此行銷的目的在於將合興車站與文創產業的結合,使得車站產業發展

起來,並促使車站成為一個觀光景點。利用一些小故事與影片的結合，打

造出既浪漫又溫馨的愛情火車站。 

 

第第四四節節    研研究究方方法法  

  

藉由『實地考察法』觀察現場問題所在，再使用『KJ 法』找出對現

況不滿並規劃理想的合興車站，再利用科技接受模式(TAM)做問卷的調

查，並舉辦相關活動藉由廣告及各種媒體平台達到宣傳效果，再發展當

地文創產業，配合縣政府『一線九驛』政策，規劃出適合各種不同客群

的旅遊行程。藉此將合興車站列為當地觀光旅遊景點之一，也可以帶動

附近地方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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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五五節節      研研究究流流程程  

  

本研究流程步驟，依序由上往下，從研究動機的擬定主題，接著是研

究目的、相關資料的搜集、一頁企劃書、實地考察與修訂，最後是結論

與建議。 

 

    

    

    

  

  

  

表 1-1  本文之研究進行流程 

研研究究目目的的與與動動

	  

相相關關資資料料的的搜搜

	  

實實地地考考察察與與修修

	  

一一頁頁企企畫畫書書 	  

擬擬定定研研究究主主

	  

結結論論與與建建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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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六六節節    內內容容架架構構  

  

  本專題內容架構分成七大部分，第一為緒論簡單講解本專題的研

究成果，第二為文獻探討，收集相關文獻及資料加以整理，第三為研究

方法第四為實地考察法與 KJ 法，第五為事件測試法，第六為研究結果，

第七為結論與建議。 

 

 

 

  

  

  

  

  

  

  

  

  

  

  

  

  

  

  

  

表 1-2 本文內容架構  

  

緒緒論論  

文文獻獻探探討討  

研研究究方方法法  

實實地地考考察察法法  KKJJ 法法  

  

事事件件測測試試法法  

研研究究結結果果  

結結論論與與建建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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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章章  文文獻獻探探討討  

  
第第一一節節觀觀光光產產業業  

  
壹壹、、  觀觀光光產產業業的的策策略略  

((一一))建建 新新景景點點  

台灣具有特殊的人文風情，九二一大地震之後，國內的觀光業就陷入

經營黑暗期，無 是吸引中國遊客或是增加其他國家遊客 台， 遊業

需要注入活水，為此觀光局已經具體規劃廿九條 線，景點包括日月

潭、阿 山、形象商圈、城鄉新風貌、富 農漁村、九二一重建區景點、

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森 遊 區、民營遊 區等，以及代表台灣文

化及生活特色的夜市、廟宇、百貨公司等，其秉持的原則是「和中國地

區有所區隔的景點」，台灣由於地 景觀受自然限制，無法有中國的大

山大水，但是台灣的人文景觀卻是中國 到的。 如桃園 街為 ，

將台灣獨有的人文景致包裝成形象商圈，就會成為 遊特點。除此之外，

台灣雖然受過九二一創傷，但是受創後造成的自然景觀以及受創後的重

生，反而會成為中國 客欣賞與借鏡的景點。 

此外，目前觀光局國民 遊組策劃台灣一 的節慶節目，如一月有恆春

國際民謠節、二月有元宵、燈會、七月有宜 國際童玩節、十月有花

石雕和鶯歌陶瓷、十二月有南島文化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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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促促進進與與民民間間觀觀光光合合作作  

  全世界的經濟 景氣影響外國人 台意願，也 低本國人出國的渴

望，使得 業這幾 一直低迷 振，為此，交通部觀光局所轄風景

區管 處已邀集相關部會成 工作圈，協助地方政府及業者迅速解決

客的問題，包括通關、交通、治安、攤販等，並結合觀光相關產業，如

餐飲業、 店業、交通業、 遊業等，組成產業 盟，以顧客為中心，

讓觀光客各項需求 能獲得妥善的服務與照顧。又為使環境改善工作效

果 符合實際，各套裝 遊 線均邀請具有實務經驗的專業人士擔任企

劃總監與地景總顧問，投入 與提供專業性的指導；透過觀光產業公、

私部門的投入，讓各項改善措施 加可 ，同時也開啟 民間，特別是

觀光產業的關係業者，充分 與公共事業規劃的先 。 

  

((三三))發發展展國國際際青青 遊遊市市場場或或是是銀銀髮髮族族市市場場  

  重點發展青 遊市場，保健觀光等特色 遊興起，以“2008 台灣

成為國際青 學生在亞洲 遊的新目的地，國際青 學生進島 遊人

佔進島 客比 達25%，滿意 達80%”為目標，在2005～2008 期間逐

步實施。計劃2005 內完成現有公私部門青 遊資源的整合；2006

推動“台灣國際青 遊 ”，逐步建 起有 於青 遊的政策環

境，包括在公共運輸、住宿、服務方面給予 ，整合國際青 easy go

遊系統和配套措施，開發國際青 學生 臺學習及短期工作機會，此

外，台灣天氣適宜四季如春，加上富有人文氣息以及生態景致對於銀髮

族極具吸引 ，可以開發所謂的Long stay 程，針對銀髮族，以季為單

位在台灣 同的地區駐點，像是冬天可以在南台灣、夏天在南投、春天

在台 等，根據 同地區設計出適合銀髮族的 程，事實上這樣的 程

在日本形之有 ，而台灣消費物價比日本低， 適合退休銀髮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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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開開發發醫醫 保保健健 遊遊市市場場  

  隨著保健 遊日漸 ，台灣地區衛生署 合觀光局等部門提出

“觀光為主、保健為輔”的保健 遊三 計劃，目標鎖定日本、東南亞

等國際市場和島內市場，事實上，台灣許多大型醫院像是亞東醫院、長

庚醫院 已經著手於發展國際醫 健檢服務， 再配合政府的資源，以

台灣傲視全球的醫 技術及平價的醫 費用，可效法南韓開發醫 保健

觀光，在國際間打響知名 。 

隨著開放 客 台觀光，的確為台灣 遊業帶 曙光，然而消費者

永遠只有單趟（單次）的消費對台灣的 遊業反而會帶 負面口碑，如

何讓外國觀光客願意多次 台消費，將會成為未 觀光的重點，因此發

展永續經營的觀光產業才是未 該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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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節節、、  新新竹竹縣縣一一縣縣九九驛驛  

  

壹壹、、  一一縣縣九九驛驛  

圖 1-1 一縣九驛車站 

鐵路內灣支線全長27.9 公里，連接新竹火車站、六家高鐵站，由竹

中站起銜接九個特色車站，是全國第一、也是唯一與高鐵接軌的鐵路支

線，結合鐵道、動漫、溫泉、客家及原鄉文化，內灣支線的一線九驛（站）

別具特色，是所有遊客不可錯過的國際級魅力觀光據點。 

  	  新竹縣長邱鏡淳積極推動內灣一線九驛旅遊發展，預計 2 月 8 日於

內灣的劉興欽漫畫發明館舉行「台灣漫畫夢工廠 內灣夢之鐵 動漫舞之

谷」座談會，會中特別邀請中國最萌美女漫畫家夏達與竹縣內灣本土漫

畫家劉興欽、賴有賢兩位大師與談(經聯繫，賴大師人在上海無法出席)。

並安排夏 達造訪內灣線合興站，由合興車站搭乘彩繪小火車至內灣站，

親身體驗新竹內灣線的獨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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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節節、、  文文創創產產業業  

  

壹壹、、文文創創產產業業的的政政治治背背景景  

  為提升我國軟實 及產業競爭 ，政府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

納入「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推動。該計畫執 期程自2003 至

2007 ，主要由4 個部會共同推動，經濟部統籌並負責設計產業，教育

部負責跨 域的人才培訓，新聞局負責媒體產業，文建會則負責藝術產

業扶植。 

「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於2007 

底執 完畢，藉由政府政策的推動與民間創意能 的發揮，對我國經濟

轉型發展以及民眾生活型態的改變，已產生關鍵性之影響，並整體從文

化面、創意面、藝術面、設計面 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質。 

貳貳、、文文創創產產業業概概況況  

近 台灣自發性的創意能 斷在 積及放射，無 是在電影、設

計、工藝或 音 ，台灣在國際上 有相當傲人的成績， 如國片《海

角七號》在締造國內票房紀 的同時，也風靡各國際影展；設計產業在

2002 至2007 間，在國際設計4 大獎項總獲獎 為484 項；而文建會所

屬國 臺灣工藝研究所2008 隊 加巴 家飾展，與台灣創意設計中

心合作開發之編織竹椅，在全場一萬多件作品中，獲法國媒體選為23 件

最 人心動的作品之一。 

工藝產業是台灣的藝術產業中發展較為成熟者，而 合國貿 暨發展

會議（UNCTAD）在2008 創意經濟報告中亦指出，工藝產業是文化創

意產業在全球市場中，唯一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產業。1996-2005 的

10 之內，發展中國家的工藝產業外銷額成長近乎2 倍，從77 億美元

提升至138 億美元。台灣工藝產業近 與設計、時尚、科技等 域的

跨界結合，顯現出其發展的多元可能性；使用在地材質及具有生態友善

特性的工藝， 是符合近 的環保及 活意 形態。惟台灣工藝產業

有日漸倚賴內需市場的趨向，應於未 著 於整體工藝品牌的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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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展海外 銷通 。 

近 形成熱潮的「 經濟」，則反應出 位內容產業的巨大效 。

台灣的原創素材豐富多元，資通訊產業實 雄厚，且網際網 與寬頻網

普及 為全球前10 名，具備 發展 位內容產業的軟硬體環境，亦確

實帶動龐大的產值。只是面對 近國家的積極政策及競爭實 ，台灣需

有 為前瞻的視野，並強化對於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與運用。 

參參、、文文創創產產業業發發展展趨趨勢勢  

整體而言，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有以下四項發展趨勢： 

（（一一））  產產業業創創新新的的關關鍵鍵角角色色: 

台灣文創產業有 錯的環境調整能 ，主 

要是歸功於產業的創新以及市場的 活反應。以出版產業為 ，最近幾

，該產業面 強大的經營壓 （尤其是產業價值鏈與生態鏈的變

化），然而，台灣業者 斷致 於創新能 的提升，如 位出版產品的

開發、 業結合的 活經營策 等，繼續維持一定的產業競爭 。 

  

（（二二））  大大者者恆恆大大的的 態態：：  

台灣的產業發展有個明顯的趨勢，即規模越大的企業越具有競爭 ，

出現大者恆大的樣貌。這樣的特色表現在營業額的 據上。從企業的資

本結構統計 據 看，資本額規模在1 億元以上之企業營業額維持在正

成長；資本額在1-2 億元的企業，其2005-2006 的成長 為20.97%，

2006-2007 的成長 是9.48%；而資本額在2 億元以上的企業，其

2005-2006 的成長 為2.05%，2006-2007 的成長 為39.04%。但相

對地，資本額在1 億元以下的企業，其營業額的 態則 甚穩定，也因

此特別需要以政策扶持中小型甚或微型的產業。 

  

（（三三））  集集中中化化的的問問題題：：  

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出現集中化的現象。就營業額 ，臺 市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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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第一大創意城市，第二大城市是台北縣（689 億元），第三是高雄市

（267 億元），第四是臺中市（259 億元），第五是桃園縣（245億元）。

這些 據突顯出 ，創意經濟的發展在台灣是 均等的，城鄉差 、南

差 等現象非常明顯，有著明顯「創意 差」的問題。 

  

（（四四））  越越 越越嚴嚴酷酷的的市市場場競競爭爭：：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市場的競爭變得越 越激 、非常嚴酷。雖然2002 

到2007 的家 是成長的，而且在新興的產業（如設計、創意生活等

產業）及創業門檻低的產業（如出版、廣告、表演藝術等產業）方面，

產業家 也一直維持在正成長，但是，從2005 高峰之後，整體家 的

發展開始呈現負成長，而且是 續2 減少。受到2002 政策提出的

激，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家 快速的成長，成長 高達8.78%，但是接下

的家 成長 逐 下 。因為政策的推 可以帶動初期產業的成長，接

下 市場現實的考驗將會扮演核心的機制，影響產業創業的意願，以及

進 產業的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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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三三章章    研研究究方方法法與與結結果果  

  
第第一一節節  實實地地考考察察法法與與KKJJ法法  

  

壹壹、、  實實地地考考察察法法  

實地考察法是從人類學中借用過來的定性研究方法。指為明白一個事

物的真相，勢態發展流程，而去實地進行直觀的，局部進行詳細的調查。 

一、要先明確考察的對象和目的。考察什么，為什麼要做這次考察，

是考察之前必  須弄清楚的問題，否則就要陷入盲目性，難以收到預期

的效果。  

二、要注意了解事物的總體，又注意了解其局部。在一般考察總體的

基礎上，重點考察有代表性的局部。没有重點考察，總體考察就會顯得

浮泛；而光有各别的重點考察没有總體考察，印象便又會變得支離破碎。  

三、要注意邊考察，邊分析，邊記錄。所謂“考察”，就是思考與觀

察。在考察過程中，要隨時對自己觀察到的現象進行分析，努力把握住

考察對象的特點。考察报告是種說明性的文章，它要求對事物的说明具

有準確性，因此在考察过程中，對一些能夠具體说明事物的材料要做必

要的記錄。  

四、在考察中要注意使用多種觀察方法来觀察。 

貳貳、、  KKJJ法法  

一一、、  KKJJ分分析析法法的的定定義義  

  KJ 分析法又稱 A 型圖解法、親和圖法（Affinity Diagram），KJ 分

析法是由日本東京工業大學川喜田二郎(KauakidaJir)教授開發的，它是

一種直觀的定性分析方法。 KJ 分析法是從許多具體信息中歸納出問題整

體含義的一種分析方法。KJ 分析法的操作方法是:把每個信息做成卡片，

將這些卡片攤在桌子上觀察其全部，把有“親近性”的卡片集中起來合成

為子問題，依次做下去，最後求得問題整體的構成。這種方法把人們對圖

形的思考功能與直覺的綜合能力很好地結合起來，不需要特別的手段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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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無論是個人或者團體都能方便地實行。因此，KJ 分析法是分析複雜

問題的一種有效方法。 

二二、、  KKJJ 分分析析法法的的特特徵徵  

  KJ 分析法是一種創造性思考問題的方法。人的大腦分為左右兩個半

球，人類的思維行動受大腦左半球的支配，是理性的，但不是創造性的。

如果抑制左半球的功能，有意識地使人腦右半球活躍起來，就可以進行創

造性的思考，KJ 分析法正是基於以上原理來分析解決問題的。 

三三、、  KKJJ 分分析析法法收收集集數數據據的的方方法法  

1.直接觀察法 

所謂的直接觀察法，就是深人現場，對產生問題的過程和條件進行實 

地考察分析，是獲取第一手資料的最佳方法。 

2.文獻資料調查法和面談 

  對同一時間或相關問題參照文獻資料進行歷史性調查、分析問題的成

因和機理，是例行研究的常用方法。面談法就是面對面地進行交流，它是

獲取信息的捷徑。 

3.頭腦風暴法 

  所謂的頭腦風暴法就是允許大家廣泛發表意見，不加以評價，以思想

智慧的火花碰撞出新主意，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潛能，是分析問題和解決

問題的基本方法之一。 

4.回憶和內省法 

  所謂的回憶法，就是對事件過程進行回顧和追憶，對問題點或異常點

進行剖析。內省法是從深層次查找問題產生的原因，以找到解決問題的突

破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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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KKJJ 分分析析法法的的實實施施步步驟驟  

  實施 KJ 分析法可按下列步驟進行: 

1. 盡量廣泛地收集可能與問題有關的信息，並用關鍵的語句簡潔地

表達出來。 

2. 一個信息做一張卡片，卡片上的標題記載要簡明易懂。如果是團

體實施，則要在記載前充分協商好內容，以防誤解。 

3. 把卡片攤在桌子上通觀全局，充分調動人的直覺能力，把有“親

近性”的卡片集中到一起作為一個小組。 

4. 給小組取個新名稱，其注意事項同步驟一。這個小組是由小項目

(卡片)綜合起來的，應把它作為子系統來登記。這個步驟不僅要

憑直覺，而且要運用綜合和分析能力發現小組的意義所在。 

5. 重複步驟三和四，分別形成小組、中組和大組，但對難以編組的

卡片不要勉強地編組，可把它們單獨放在一邊。 

6. 把小組(卡片)放在桌子上，根據小組間的類似關係、對應關係、

從屬關係和因果關係等進行排列。 

7. 將排列結果畫成圖表，即把小組按大小用粗細線框起來，把一個

個有關係的框用“有向枝”(帶箭頭的線段)連接起來，構成一目

了然的整體結構圖。 

8. 觀察結構圖，分析其含義，取得對整個問題的明確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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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KJ 分析法的應用範圍很廣泛，有很多實例。近年來，我國

很多系統分析人員也已使用這種方法分析社會經濟問題。例如，《40 年

後我國社會的老齡化問題》就是應用 KJ 法進行分析的。 

我們亦使用此方法來分析與探討數位格子舖。 

1. 概念：KJ 法是將未知的問題、未曾接觸過領域的問題的相關事實、

意見或設想之類的語言文字資料收集起來，並利用其內在的相互

關係作成歸類合併圖，以便從複雜的現象中整理出思路，抓住實

質，找出解決問題的途徑的一種方法。把人們的不同意見、想法

和經驗，不加取捨與選擇地統統收集起來，並利用這些資料間的

相互關係予以歸類整理，有利於打破現狀，進行創造性思維，從

而採取協同行動，求得問題的解決。 

2. 優缺點: 

優點:有問題解決過程中可幫助團隊學習，並獲得整體觀點，有助

於減輕內部矛盾，並將精力集中於問題解決。 

缺點:有需要較有經驗的主管引導，才能有效促成坦誠與開放的     

態度，在分類與歸納過程中形成合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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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節節      事事件件測測試試法法  

  

壹壹、、事事件件活活動動的的企企劃劃  

一一、、目目標標（（Why））  

此行銷的目的在於將合興車站與文創產業的結合,使得車站產業發展起來,並

促使車站成為一個觀光景點。 

目標客群:觀光人潮。 

主要目標:將合興車站成為觀光旅遊景點並列入一日遊的流程。	  

二二、、內內容容要要點點（（What））  

 

 

 

 

 

 

 

 

三三、、對對象象範範圍圍（（Where）） 	  

網路商店:FACEBOOK 頁面、商務與觀光企劃系網站、搜尋網站入口廣告 

實體店鋪:合興車站	  

四四、、實實施施方方式式（（How））  

 1.藉由網路傳播   

2.藉由政府入口網站宣傳  

3.藉由影音網站上傳代言人之宣傳短片	  

五五、、實實施施期期間間（（When））  

 2012/4/23～6/30 

 

 

商業觀光模式	   旅遊景點	  

1. 價值提案	  
2. 目標客戶	  
3. 通路與平台	  
4. 關係合作夥

伴	  

1. 規劃一日遊	  
2. 與內灣店家

合作	  
3. 開創周遭觀

光事業	  

1. 利用數位媒體宣傳

車站旅遊景點。	  
2. 設計活動並推廣景

點	  

浪漫合興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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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執執行行團團隊隊（（Who））  

 1.網頁製作維護員  2.哥布林攝影師  3.草泥馬經理&導演 

    4.食屍鬼後製   5.獅子丸編劇   6.演員另聘 

七七、、所所需需經經費費（（How Much））  

 ⊙宣傳費用 1500 元  ⊙車馬費 700 元 ⊙演員酬勞 800 元	  

八八、、預預期期效效益益（（Effect））  

 1.觀光人數達 1 萬人 

 2.帶動車站周遭經濟效益成長達 80% 
九九、、微微電電影影的的劇劇情情大大綱綱 	  

第一畫面 

男主角跟一群三五好友在一個場所聊著天，此時，有位友人對著主角說：跟

女主角認識這麼久了，也交往有一段時間了，沒有要定下來嗎？ 

    接著其他有人在旁邊搭腔一起給男主角勇氣，（主角回憶） 

第二畫面 

    將所收集到的照片弄成回憶的樣子，音樂浪漫又溫馨 

第三畫面 

朋友們幫忙去邀約女主角到指定的求婚地點，男主角要先躲起來，之後將所

準備好的道具弄好，製造浪漫的氣息，然後男主角就像女主角求婚！！ 

第四畫面 

回憶對白將在合興相遇的照片播放，然後旁白說一些，在合興我們相遇了，

到了現在我們要結婚…..之類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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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事事件件活活動動的的實實證證 	  
科技接受模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是根據

Fishbein 與 Ajzen 的理性行動理論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發展而來。TRA 理論認為人類經常是相當理性並且有系統地使用

合適的資訊 (Fishbein and Ajzen,1975)。根據 TRA 理論，一個人從

事特定行為 (behavior)乃是取決於執行這種行為的行為意圖 

(intention)。行為意圖則被個人的態度(attitude)及主觀規範 

(subjective norm)依照相對的權重所共同決定。而一個人對於行為

的態度是取決於執行該行為的後果之主要信念 (belief)以及對於那

些後果的評價。最後，一個人的主觀規範則取決於規範性信念以及順

從的動機。主觀規範代表著影響當事人之重要人士對該行為持贊同 

或反對意見，並影響當事人之認知，態度則是指個人對於某一特定行

為的正負面情感，行為意圖反映了個人對於從事某項行為的意願 

(Fishbein and Ajzen,1975)。 

Davis(1989)採用 TRA 理論的因果關係解釋個人對於資訊科技接

受的行為，發展出科技接受模式。科技接受模式理論顯示資訊科技的

有用性認知 (perceived usefulness)以及容易使用認知 (perceived ease 

of use)是使用 (usage)行為意圖的兩個主要決定性因素。同時，容易使

用認知亦會正向影響有用性認知，進而間接影響使用意圖。因此，有

用性認知為影響使用意圖的主要因素，容易使用認知則為次要因素。

Davis 定義有用性認知為“某人認為使用一個特殊系統將會提昇其績

效的信念”以及容易使用認知為“某人使用一個特殊系統將不耗費

勞力程度(容易程度)的信念”。為了涵蓋科技接受模式中有用性認知

以及使用意圖構念的其他重要決定性前因，並且為了理解隨著使用時

間的增加，這些因素隨著使用者經驗增加而改變的影響，因此，

Venkatesh 與 Davis (2000)提出了修正後的科技接受模式，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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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科技接受模式	  

修正後的科技接受模式中整合了社會影響過程(主觀規範、自發性以

及印象)以及認知促進過程	   (任務攸關性、輸出品質、結果的可說明性以

及容易使用認知)。以下分別說明模式內的概念：	  

一一、、  社社會會影影響響過過程程(Social Influence Processes) 

  主觀規範會直接影響人們的行為意圖。主觀規範是「對某人而言，

那些重要的參考人物認為，他應不應該從事該行為的認知」(Fishbein and 

Ajzen,1975)。即使他們並不偏愛這種行為，但假使他們相信重要的參考

人士認為他們該做，則他們會遵從這些參考人士的想法從事該行為。當

某人認知某個社會行動者(social actor)想要他從事某特定行為，並對他具

有獎懲能力時，則主觀規範對於意圖會帶來直接影響。修正後的科技接

受模式認為在電腦使用的系絡中，主觀規範對於意圖的直接影響(以順從

為基礎)，發生於強制性	   (非自發性)的使用環境下。修正後的科技接受模

式尚包含社會影響的內化(Internalization of Social Influence) 與認同兩個

機制，使得主觀規範能透過有用性認知間接地影響意圖。內化意指當某

人認知到一位重要的參考者，認為他應使用某個系統，則他會整合該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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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者的信念於自己的信念結構中(Warshaw,1980)。因此，假使一位管理

或同事認為某個特殊的系統可能是有用的，則某人可能會相信該系統真

的有用，並且形成使用的意圖。在 French and Raven(1959)的分類中，內

化的基礎是專家權，這是因為某人認為具影響力的參考者擁有專業及信

譽。至於認同則是透過印象來間接影響意圖。	  
  人們經常回應社會規範的影響(social influence)，以建立或維持在參考

群體中令人喜愛的印象(image)。Moore 與 Benbasat(1991)定義印象是「使

用一個創新事物將可提升某人在該社會系統中地位的認知」。因為如果某

人在工作社會群體中一些重要成員認為某人應該從事某些行為(例如：使

用檔案管理資訊系統)，則從事該行為將會提高他在群體中的地位，因此

修正後的科技接受模式認為主觀規範將會正向影響印象。另外，地位提昇

所帶來的權力以及影響力，將帶來更多的產出。因此，某人可能會認知到

使用該系統將導致任務績效的改善。	  

  許多理論認為主觀規範對於意圖的直接影響可能隨著時間消逝、經

驗增加而減弱。在實施系統之後，經由直接的使用經驗之後，逐漸瞭解

系統的優缺點，規範性的影響力也隨之下降。因此，對於強制性的使用

環境而言，在系統實施前以及早期使用階段中，主觀規範對於意圖的直

接影響較強；但隨著直接使用系統經驗的增加其影響力會減弱。	  

二、 認認知知促促進進過過程程(Cognitive Instrumental Processes) 

  修正後的科技接受模式認為行為係被一種心理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所驅動，這種心理表徵將較高層次的目標與有助於達成那

些目標的特定行動連結在一起。修正後的科技接受模式認為人們有一部

分「有用性認知判斷」的形成是來自於認知性地比較“系統能夠做的事”

與“在他們的任務中需要被完成的事”。因此，人們使用一種心理表徵來評

定重要的工作目標與使用系統的結果之間的配適度，藉此以形成使用-‐績

效情境(有用性認知)的判斷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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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後的科技接受模式指出，任務攸關性是一種認知的判斷，對於

有用性認知具有直接的影響，不同於社會影響過程。任務攸關性(job 

relevance)是「個人認知系統適用於他的工作的程度」，任務攸關性是系統

能支援其工作中任務的重要程度。實證研究上也有許多類似的概念，如

任務的重要性 (Leonard-Barton and Deschamps, 1988)，涉入程度(Hartwick 

and Barki,1994)，工作技術配適(Goodhue,1995)以及認知的配適

(Vessey,1991)。除了任務攸關性之外，人們亦會考量「輸出品質」(output 

quality)，亦即系統執行結果的優劣。除了任務的攸關性之外，輸出品質

亦能帶來使用者對有用性的認知(Venkatesh and Davis, 2000)。依照 Beach

與 Mitchell(1996)的印象理論 (image theory)，任務攸關性的判斷較可能使

得那些與任務非攸關的系統被排除於某人的選擇集合 (choice set)之外，

這種選擇方式又稱為相容性檢視(compatibility test)。然而，輸出品質的判

斷比較不可能使用排除式的選擇方式，而比較可能使用利益性的檢視

(profitability test)，亦即在一個既定具有多重攸關資訊系統的選擇集合

中，選擇具有最高輸出品質的系統。	  

  結果的可說明性 (result demostrability)是「使用該創新事物其結果的

具體性」 (Moore and Benbasat, 1991)定義。其意涵為，假若使用與正面

的結果之間的共變性容易辨認，則可期望個人對系統將形成更為正面的

有用性認知。相反地，假定系統能產生與任務攸關的有效結果，但卻以

不明確的方式呈現，則系統使用者將不可能瞭解這個系統實際上多麼有

用。易用性認知(perceived ease of use)是有用性認知的一種直接因素(Davis 

et al.,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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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修修正正後後的的科科技技接接受受模模式式之之重重要要結結論論如如下下：：  

((一一)) 主觀規範與意圖的關係同時被經驗與自發性所調節，只有在

強制性使用以及早期經驗時，主觀規 範才顯著地直接影響意

圖。 

((二二)) 主觀規範與有用性之間的關係被經驗所顯著地調節，然而印

象直接影響有用性，非由經驗所調節。 

((三三)) 有用性認知受到任務攸關性、 輸出品質、以及結果可說明性

的顯著影響。 

第第一一節節  研研究究結結果果  

  

 為了更加瞭解各位看過此微電影後對於愛情火車站的推廣以及想去

的意願，做了相關研究的問卷調查。 

壹壹、、調調查查概概述述  

一一、、調調查查期期間間  

本次問卷調查時間為101年11月至101年12月。 

二二、、調調查查對對象象與與實實施施方方式式  

   調查對象為本校學生。受訪對象10名。主要訪問方式是採直接訪問。 

三三、、問問卷卷設設計計  

問卷題目主要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實用性；第二部分是理解

性；第三部分屬意願性問題，請填答者觀後影片後填寫問卷題提出建議。 

四四、、資資料料處處理理  

問卷回收後，依資料性質給予不同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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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結結果果統統計計分分析析  

本次有效問卷共10份，受訪者基本資料調查的項度包括性別、職位，

受訪者性別如圖3-1，此次填答問卷者男女比率各佔一半，各有5人，教

育程度以大專院校(100%)。受訪對象年齡都在18~22歲之間。 

一一、、  下下圖圖為為接接受受問問卷卷調調查查的的男男女女比比例例男男生生占占5500%%女女生生占占5500%%  

 

 

 

 

 

 

 

 

 
圖 3-‐1	   男女比例	  

二二、、下下圖圖為為對對於於利利用用微微電電影影推推廣廣愛愛情情火火車車站站的的實實用用性性  

 

 

 

 

 

 

 

 

 
圖 3-‐2 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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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下下圖圖為為對對於於利利用用微微電電影影推推廣廣愛愛情情火火車車站站的的內內容容是是否否容容易易理理解解  

 

 

 

 

 

 

 

 

 

 
圖 3-‐3 短片內容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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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看看完完此此微微電電影影後後會會想想去去合合興興火火車車站站的的意意願願 

 

 

 

 

 

 

 

 

 

 

 

 
圖 3-‐4 看完微電影去合興的意願	  

結論就此問卷的統計結果發現，人們對與微電影的接受度很高但事看

完微電影後想去此地點的意願卻沒有很高。 

原因可能再於: 

1. 此微電影的場景不夠多 

2. 此故事不夠動人 

3. 因為做問卷的地方離此車站較近使得有許多人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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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四四章章  結結論論與與建建議議  

  

第第一一節節      結結論論  

  

這次專題製作過程中，我們這一組學到很多有關拍攝、劇本創作、TAM

用來做問卷等相關知識。已獲得了初步的成果，我們運用微電影來推廣

愛情火車站，創造屬於我們的微電影，最後做問卷來統計我們微電影是

否成功推廣愛情火車站。最後我們要向指導我們這次專題的指導老師吳

偉文主任致上我們十二萬分的感謝，如果沒有老師的細心指導，我們也

不會如期完成，感謝吳偉文主任在我們製作感到困惑時，給予我們一個

明確的方向，也感謝我們組員的努力和配合，也感謝評審老師們給予的

指建議與指導。 

  

第第二二節節建建議議  

  

我們的影片因為時間的關係拍得有點急促，使得有些場景沒有出現，

還有些需要改進的地方，故事方面也需要多加強感情，讓人到合興車站，

都會回想到那一段愛情故事帶給人戀愛、溫馨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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