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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101年「青年團隊政策研發競賽」 

參與人員：陳德紹、游珮暄、黃子瞻、唐達言 

決選期間：2012/07/01 

決選地點： 

活動概述： 

 

本年度的青年團隊政策研發競賽，我們團隊期望藉此機會將平時的發想，透過學術

及科技上的研究進而真正落實，能打造本團隊伸展志向之機會。在青年輔導委員會精心

策畫此活動與合作之下，團隊之參與人員陳德紹、游珮暄、黃子瞻、唐達言於本次比賽

皆積極投入並引領出各種創意項想法，具體探討了在日月潭的解決政策並達成共識。同

時，張學孔教授於本次競賽擔任指導業師，協助我們在討論中的迷思與經驗分享。此競

賽的內容亦分為多個主題，以「活力經濟」、「公義社會」、「優質文教」、「永續環

境」及「全面建設」等五項國家建設願景為範圍。此活動可藉由參與公共事務，提升青

年公民與意識責任。表 1為競賽主題之內容，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則為本次競賽之

規劃及主要時程。 

 

表 1 101年「青年團隊政策研發競賽」競賽主題 

類別 主題 內容 

第一類 活力經濟 

科技創新 

樂活農業 

促進就業 

觀光升級 

第二類 公義社會 

均富共享 

扶幼護老 

性別平等 

人道援助 

第三類 優質文教 

文化創意 

教育革新 

文化交流 

第四類 永續環境 

綠能減碳 

生態家園 

災害防救 

第五類 全面建設 

基礎建設 

海空樞紐 

便捷生活 



 

區域均衡 

 

表 2競賽時程及內容概要 

日期 行程內容 

2012/04/15~ 

2012/05/31 

討論競賽想法 

2011/06 初審階段：由本會依申請書表內容進行資格審查，資格符合

者進入複審；每類參賽隊數在 10隊以下者，得併類審查。 

2012/06/21 複審結果公佈：青輔會依提案分類性質由評審小組進行書面

審查，依各分類比例為原則，共評選 20隊入圍決審。 

2012/07/01 參加銘傳大學所舉辦之決選 

2012/07/06 公佈得獎名單 

2012/08/25 參加於龍邦僑園會館所舉行之「101年青年政策論壇全國會

議」預演 

2012/08/26 參與「101年青年政策論壇全國會議」與總統發表政策提案。 

2012 擇日 參加「一日首長見習體驗」活動 

 

 

 
圖 1 競賽參與成員照片(游珮暄、黃子瞻、陳德紹、唐達言) 

  



 

壹、 摘要 

觀光旅遊為許多地區的重要經濟收入來源，其也為重要的經濟活動，然

而大量的私人運具對於整體環境造成負面之影響，悖離節能與減碳的重大

國家政策方針。只要能夠妥善調整與整合，發展觀光並且兼顧節能減碳，

甚至提升觀光環境的品質是可以達成的目標。 

日月潭為連假即使實施交通管制仍然有塞車夢魘，縱使政府陸續提供許

多相關綠色運輸的代步選擇，但皆因缺乏有力行銷及誘因而鮮少被使用。

針對日月潭風景區每逢假日便交通打結的情況，以提升乘客搭乘綠色運輸

之意願為目的，有效降低當地小客車湧入量，並提高大眾運輸承載效率。 

透過適當智慧行動裝置、有趣之行銷手法與社群網站的力量，與民眾互

動的 APP(Application 應用程式)互動平台，提供許多優惠，以達藉由研

發與民眾互動的 APP(Application 應用程式)互動平台，提供許多優惠，

以達到民眾搭乘當地現有綠色運具的誘因，消弭塞車的問題，也解決了大

家前來日月潭觀光卻無停車位，只好敗興而歸的困境。更希望藉由綠色運

輸來推廣低碳旅遊，將觀光升級，帶動周邊經濟。將現有資源做最有效之

利用，透過民眾與商家『雙贏』的利益交換，進而拓展經濟並帶動整個觀

光的繁榮，不斷秉持著永續、低碳城市的理念與政策發展。欲期許藉由推

動日月潭成為一綠色與智慧的城市，帶動全國綠色觀光的風潮。並且藉此

將成功推行的策略複製到全台灣其他各個觀光景點。 

 



 

貳、 本文 

一、 前言 

近年，綠色環保意識抬頭，許多國家對此皆不遺餘力，思考該如何力行

『節能減碳』。觀光旅遊為許多地區的重要經濟收入來源，其也為重要的經

濟活動，然而大量的私人運具使用使得觀光環境遭受破壞，使得原有的觀

光品質大幅降低，且對於整體環境造成負面之影響，悖離節能與減碳的重

大國家政策方針。此為看似彼此相互衝突的二項議題，然而我們深信，只

要能夠妥善調整與整合，發展觀光並且兼顧節能減碳，甚至提升觀光環境

的品質是可以達成的目標。 

隨國內生活品質的普遍提升，民眾於外出休閒上的意願提高，使得國內

觀光產業亦隨之蓬勃發展，而在考慮舒適度與及戶性的情況下，民眾一般

以私小客車做為代步工具，故易衍伸出區域性的交通壅塞，且對於私有車

輛比例相當高的台灣而言，更是一項重大課題。因此，如何減少私小客車

數量，以紓緩交通，實為一項急需解決的問題。 

拼產業、享觀光、玩生活，發展綠色觀光，全力打造低碳旅遊，進一步打

造綠色與智慧的城市為目前的主流。 

以日月潭為例，連假湧現出遊潮，車

陣擠爆日月潭風景區及九族文化村，

即使實施交通管制仍然有塞車夢魘。

圖片來源：中國時報 



 

縱使政府對此相當重視，也陸續提供許多相關綠色運輸的代步選擇，但皆

因缺乏有力行銷及誘因而鮮少被使用。於是為了延續綠色觀光的風潮，欲

將創新科技應用於低探旅遊，提倡公共運輸並共同來推動日月潭為一個綠

色與智慧的城市。 

本團隊則欲針對日月潭風景區每逢佳節假日便湧入大量人潮、交通打結

的情況，以提升乘客搭乘綠色運輸之意願為目的，有效降低當地小客車湧

入量，並提高大眾運輸承載效率，並透過適當智慧科技有趣之行銷手法與

社群網站的力量，增加民眾於日月潭之綠色運具使用率，消弭私有車輛進

入的情形產生，進而拓展經濟並帶動整個觀光的繁榮，不斷秉持著永續、

低碳城市的理念與政策發展。期許藉由推動日月潭成為一綠色與智慧的城

市，帶動全國綠色觀光的風潮。並且藉此將成功推行的策略複製到全台灣

其他各個觀光景點， 

二、 現況及問題分析 

2.1 日月潭觀光資源 

日月潭位於南投縣的魚池鄉，

位於台灣的中心位置，交通便利，

是台灣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最

美麗的高山湖泊。潭面以拉魯島

為界，東側形如日輪，西側狀如月鉤，
圖片來源：日月潭風景區 



 

故名日月潭。她的美是由山與水所共同交融所創造出來，造就日月潭宛如

圖畫山水，景色渾然天成，足以讓人流連忘返。加上許多部落的原住民皆

分布於該一帶山區，是為台灣中人文及自然景觀兼備的重要風景區。 

如此美麗的風景我們可以搭乘纜車從空中欣賞；在遊艇上乘風遊湖；漫

步在美麗湖邊，享受日與月的洗禮；或是乘著遊艇，迎風逐浪；也可自行

划著小船，漫遊湖光山色；或搭乘

環湖觀光巴士，體驗不一樣的日月

潭。而近期台灣日月潭在「Cycling 

routes that'll take your breath 

away」此網站被公告票選為 10條全

球最棒的自行車路線，登上國際媒體

版面，不僅吸引國內旅客紛紛前往，更加深了外國人士來日月潭旅遊的主

因。 

日月潭一年 365天都有旅客到此遊憩，它的美麗是不分季節，春夏秋冬

各有各的亮點：12~1月有日月潭跨年花火節，有浪漫的跨年花火音樂會之

外，也舉辦一系列精彩的活動；2月~3月九族櫻花祭，可以欣賞盛開的櫻

花，順便到九族文化村闔家同樂；4月~5月則可夜宿日月潭欣賞螢火蟲及

騎乘單車；9月萬人橫渡日月潭，來自台灣與國外的游泳健將，都齊聚日月

潭參與盛會；農曆 8月當地邵族舉行豐年祭，遊客在這裡可以體驗台灣原

圖片來源：吳冠霖 



 

住民的邵族文化，並欣賞生態環境；10月~11月國際花火音樂嘉年華，由

於日月潭遼闊的湖域水面．是最佳的水上煙火演出場景，並將文化、休閒、

藝術融合，讓民眾再一次發現日月潭的美。 

日月潭觀光資源雄厚，加上位於台灣中央得天獨厚的交通便利優勢，使

得每年的觀光人潮有增無減，98年日月潭遊客量為 360萬人次，自國道六

號通車及日月潭纜車相繼通車及營運，日月潭國家風景區 99年遊客人次已

高達 713萬人次，其中包括 146萬人次的陸客數，考量旅客過於集中，恐

影響旅遊品質，遊客逐年成長也促使風景區各項公共運輸系統更顯重要。 

 

2.2 既有公共運輸 

日月潭目前主要公共運輸系統如圖 1整理所示。 

 

圖 1日月潭聯外運輸 



 

1. 飛機 

航空站位於清泉崗機場西南角，近台 10線與台 10乙線交點；與國道三號

之沙鹿交流道往清水方向約 800公尺的路程。 

2. 台鐵 

搭乘台鐵於台中站下車後轉搭乘客運至日月潭。 

3. 高鐵 

購買台灣好行高鐵日月潭線聯票，或於高鐵於台中站下車後轉搭乘客運至

日月潭。 

4. 客運 

公路客運假日每天服務量僅有 55班次，約可載運遊客 2200人次。 

表 1 客運行駛路線表 

客運業者 路線別 

國光客運 台北-日月潭 

台灣好行直達線 台中-日月潭 

南投客運 台中-埔里-日月潭 

仁友客運 台中-九族-日月潭 

豐榮客運 埔里-日月潭-水里 

員林客運 日月潭-東埔 

員林客運 日月潭-阿里山 

南投客運 日月潭-水里-車埕 

台灣好行 日月潭-溪頭 

 

為推動低碳觀光及提倡深度旅遊，近幾年，日月潭周邊除原有具    備

的交通機能外，亦發展多項節能代步運具，如連接九族文化村與日    月



 

潭兩地的空中纜車，以及自行車、游船的租借等，並與主要聯外的    大

眾運具如公車及火車等形成轉乘系統。而圖 3為結合停車場及轉乘設施分

布的聯外公車路線。 

 

圖 2 日月潭區內運輸 

 

 

 

 

 

                         

 

圖 3區內運輸設施分佈圖 



 

2.3 現況課題分析 

日月潭遊憩區每逢假日經常可見

交通壅塞的情景，沿途可回堵 10公里

之長，每日進入日月潭之小汽車約

6700輛，且多集中於 10:00~14:00，

尖峰時間明顯導致停車空間不足，常有

小汽車好不容易擠進去區內，卻沒有空間停車的窘境發生，只好失望離去。

發生原因主要為日月潭遊客人數大幅攀升，去年遊客人數逼近百萬人次，

卻讓停車問題更顯急迫，若能有更充裕的停車空間，將讓旅遊品質更受肯

定。否則在假日期間湧入遊客人潮，雖商機增加，停車空間嚴重缺乏的難

題，成為旅遊品質難以提昇的一大瓶頸，更憂心會造成遊客卻步不前的原

因，我們希望更多遊客可以使用大眾運輸，享受更愜意的度假旅遊。 

如之前所分析整理的，其實大眾運輸的資源豐富且有眾多選擇，例如交

通部觀光局輔導南投客運公司營運之「台灣好行-日月潭線」景點接駁公車

車票與套票，在 7-ELEVEN旅客就可透過 ibon售票系統購買。雖然「台灣

好行-日月潭線」自 99年 3月開辦以來，已經突破 10萬人次，但數量上仍

顯不足，且缺乏適當的行銷手段與活動。況且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碳足跡輛

統計出來為島內國家風景區碳足跡量第二名，如將碳足跡與風景區面積之

比率相比較，更居台灣之首。因此我們希望透過大眾運輸的推廣，帶動台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灣低碳旅遊的發展，努力將日月潭之碳足跡量降低。進一步打造綠色與智

慧的城市。 

先前交通部運研所將先進交通管理與資訊服務應用於日月潭，將日月潭

打造成國內低碳觀光智慧運輸之示範區域，提出了一項「i3 travel愛上旅

遊」的理念，如圖 4所示。主要目標為提升遊客於日月潭區域使用低碳運

輸系統之比例，經由組織協調與資源整合，將交通與觀光資訊蒐集彙整，

建立在雲端方便民眾即時查詢，也希望透過此服務讓更多民眾得知大眾運

輸服務相關資訊，全力打造低碳旅遊，透過有趣的行銷，使得民眾願意放

下私有運具，降低區域性的交通壅塞。 

 

圖 4 i3travel愛上旅遊計畫理念 

我們團隊分析日月潭已提供足夠聯外運輸及區內運輸，且日月潭低碳觀

光、智慧運輸的理念也逐漸成形。而民眾為了享受便利性紛紛使用私有運



 

具至日月潭遊憩，造成區內擁擠，政府未強力推廣現有的大眾運輸也是其

中原因之一，所以判斷可能的原因有三：缺乏行銷、曝光量不足、沒有誘

因，將詳細敘述如下： 

 

1. 缺乏行銷推廣 

根據上述現況分析可發現日月潭當地的公共運輸體系是足夠且完善的，

目前更有許多單位的多方努力，讓此區域性的運輸服務能夠完全無縫隙。

然而即便是做出如此多元的努力，仍然還是很多人不願意使用，仍選擇使

用私人運具。因此本團隊認定，第一個主要原因在於缺乏行銷與推廣的機

制為相當重要的因素。 

在我們日常生活可發現許多商家或是企業的商品服務的內容，如果透過

好的包裝，好的推廣，能夠使原先 80分的產品加分到 100分，將潛在客戶

擴大的能力。目前於觀光運輸主要核心的行銷都還是著重在當地的物產特

色，小吃，風景等，交通運輸僅為枝節的一環。在缺乏主力行銷策略主軸

上，僅能以鼓勵民眾多使用公共運輸的方式難以達到效果，亦難以成為民

眾前往觀光的運輸主流選項。 

 

2. 卻乏曝光與討論 

行銷與推廣為重要的執行策略，然而目前是資訊爆炸的時代，我們每天



 

從電視新聞、平面新聞、Facebook、youtube等接受不同的資訊，許多好的

資訊可能被埋沒在資訊海之中。即使未來相關公共運輸資訊結合良好的行

銷方式，在相關的官方網站都有詳細的介紹，我們也不能期望民眾會去點

閱參考。歸類主要因素在於目前公共運輸市場缺乏話題性以及討論的平台，

目前民眾去到一個觀光景點分享的資訊只會有當地的美景，小吃等，鮮少

看到有人分享當地交通資訊等，簡單來說無法在一般生活社交圈引起話題

讓大家討論，也缺乏適當的管道與平台來讓大家分享。因此如何誘發大家

的話題為相當重要成功關鍵。 

3. 缺乏使用誘因 

民眾在剛開始不熟悉使用大眾運輸工具的情況下，很難會有動力願意去

嘗試，大多數人還是傾向使用較方便的私人運具。且民眾不了解使用私人

運具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以及轉為使用公共運輸並未具備更有利的條件，

因此民眾在決策上已經有了定見，難以發展低碳運輸。 

 

  



 

三、 解決對策及行動方案 

根據上述觀點如何在結合既有資源的角度下，來達到行銷宣傳、創造話

題，進而發展低碳觀光運輸的願景為主要的目標。因此本團隊提出一套創

新的思考方式，結合時下既有的科技技術與網路平台應用，設計一套智慧

科技有趣之行銷手法。其概念與主軸為鼓勵民眾使用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綠

色運具，而在每個設定為綠色運具的周圍都設計好感應標籤 QR碼讓民眾利

用手機 APP程式蒐集。使用綠色運具可累積積分，再將此積分累積換取當

地住宿或餐飲優惠的概念，並且加入社群互動的力量。帶動日月潭旅遊的

發展，以下將簡要說明各個實踐理念與要點。 

 

圖 5理念架構圖 

 

 



 

3.1綠色運具 

可到達日月潭的大眾運輸範圍涵蓋高鐵、飛機、纜車…等，為了消弭進

入日月潭區內的車流量，聯外交通當然盡量使用高鐵台鐵等大眾運具；如

開車前來的民眾，則將小客車停在區外的停車場，再使用停車場周邊的客

運、自行車等運具前往目的地。所以本團隊針對現有日月潭的公共運輸系

統，加以整理並定義出綠色運具如下：公車、停車場、腳踏車、纜車、遊

艇。 

公車路線、班次擴增都可以降低機車、汽車使用率自行車輕便、無污染

的特性，也一直是政府努力推動的綠色運輸工具，讓公共交通無縫服務，

增加公共交通使用率，加上日月潭特有的環湖巴士及遊艇(於下面特別做介

紹)，擴大推廣綠色交通建設，如再針對公共運輸與智慧服務做整合，可藉

由綠色交通帶動產業發展，活絡了日月潭的經濟，也創造一個低碳的旅遊

環境。 

 

3.2 行動裝置(Green Transit Tour,GTTour) 

其實有非常多人不知道日月潭現有的大眾運輸服務項目，也有些人知道

資訊，卻不知道該如何使用，為了降低民眾對運具與路線不熟悉的情形，

我們欲設計一項手機程式- GTTour，由名字即可知道此程式為根據可將上

小節定義之綠色運具作整合與路線規劃，民眾於任何位置打開此手機程式，



 

透過 GPS定位，以及選擇欲到達之時間與目的地，完成之後系統將會自動

計畫出數套無縫隙服務的綠色運具套裝行程，為了鼓勵民眾使用，當然也

會計算出使用這些綠色運具最終可享有的優惠。 

此程式的主要目的為：一、透過系統自行整合運具與綠線規劃，降低民

眾的不熟悉度，也不用耗時間與腦力去查詢資訊，大大提升他們使用綠色

運具的動力。二、套裝方案可以擁有較多自由度，不必受到限制，選擇自

己最快速、方便、或者最終兌換優惠最多的方案，依照自己的意願，安排

想要前往的景點與停留時間，且每到一個地點都可以再做查詢，機動力極

高，彈性也比較大。 

路線規劃之後，我們可以依照手機程式提供的方案搭乘，或者自行調配，

在日月潭周圍使用我們所定義的綠色運具，上車後可經由 Facebook網路社

群帳號登入手機程式，開啟 QR code辨識功能來感應該綠色運具上 kiosk

的 QR code(如圖 7所示)，並於使用該運具後再次登入系統做感應，系統便

會依照 QR code感應前後的使用時間長短或者行駛里程，換算成對應的積

分，距離或時間愈長，所能得到的積分就越多，最終累積積分會顯示在該

手機程式，而此積分就能夠兌換相關優惠，促成誘因使民眾有動力使用綠

色運具。 

各種綠色運具附近的 kiosk除了感應 QR code的功能之外，會播放特約

優惠的商家所對應之優惠活動，如當地民宿美食折購，或者綠色運具的抵



 

費優惠等等，或者提供當地的旅遊景點介紹，以及該景點周遭所搭配的綠

色運具。在使用綠色運具或者等待的空閒期間，無意中發現有旅遊資訊或

者優惠活動，就可能因為曝光量的增加或者誘因的刺激，使得民眾願意去

嘗試。例如在租借使用自行車的民眾，沒有使用該手機程式，但是她可能

看到租借自行車上有相關宣傳活動，便可馬上下載該程式使用做即時的互

動，當場使用自行車時累積積分，產生優惠後直接折抵使用自行車的小時

費用。因此 kiosk除了有感應 QR code的功能，也是我們主要行銷的廣告

通路之一。 

 

圖 6 QR code掃描示意圖 

QR code兌換優惠方式簡單且易操作，又不像便利商店積點還需要保留

點數，直接使用手機程式顯示目前的累積積分，感應欲兌換商家的QR code，

便能直接折抵積分來兌換相關優惠，便利性很高又環保。 



 

這個利用手機掃描 QR code的概念是來自於可口可樂「Chok 獎 App」。

此廣告可以在看電視時與 App整合，做創新的互動體驗。只要下載此款 App

後，在指定的「可口可樂」電視廣告播出時開啟 App，當畫面中出現「可口

可樂」瓶蓋，揮動手機去抓取。完成瓶蓋抓取後可以即時兌換獎品。GTTour

類似此即時互動的概念，我們透過綠色運具的 QR code整合資訊，只要在

使用綠色運具後，在該運具旁的 kiosk掃描累積積分，就可看到累積的積

分與相對應的兌換優惠，為一個相當新穎的想法。 

行動裝置完整的使用流程如下： 

 

步驟 1: 下載「GTTour」App 並點選進入程式 

步驟 2: 選擇路線查詢做綠色運具整合及規劃路線，或者查詢相關的優惠商

家，以決定最終使用的綠色運具 



 

 

步驟 3: 使用綠色運具時先登入 FB帳號，拍攝 QR code 

步驟 4: 綠色運具使用完畢之後可查詢累積積分，再做優惠兌換的動作 

3.3積分概念 

在環境汙染日趨嚴重的今日，世界各國開始重視地球暖化所帶來的嚴重

問題，紛紛推行節能減碳愛地球之理念。而我國近年來也響應減碳觀念，

不斷推廣民眾少開車，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步行或騎乘自行車，以減少

碳排放量。所有排放的溫室氣體中，交通運輸排放的溫室氣體佔全球排放

量的 14%，汽車跑一公里約產生 81克的二氧化碳，機車跑 一公里約產生

23克的二氧化碳，如果多多利用綠色運具，不但能減省能源及二氧化碳的

排放量，更對身體健康有大大的幫助。 

使用越多綠色運具，也相對地表示降低越多二氧化碳排放量，能夠減緩



 

溫室效應與地球暖化，現在全球都在植樹來減少二氧化碳量。綠色植物不

但可以吸收二氧化碳，更能有效減少大氣中二氧化碳的量，如果每個人都

種一顆樹，一年能減少約兩噸的二氧化碳。 

因此我們將累積的積分象徵著陽光、水及養分，每個人都從小種子出發，

獲得越多積分，小樹苗就能夠日漸茁壯，也代表著我們每個人對環境所盡

的一份心意。 

表 2積分樹木成長示意表 

積分 icon 積分 icon 

5 

 

35 

 

10 

 

50  

15 

 

70 

 

25 

 

  

 

 



 

表 3 綠色運具兌換積分表 

停車場 公車 遊船 纜車 腳踏車 積分 

30min-1 1-3 km 1 人 1 人 30 min-1 5 

1-3 hours 3-8 km   1-2 hours 10 

3-6 hours 8-14 km 2 人 2 人 2-3 hours 15 

6-12 hours 14 km    3 hours 25 

 

表 4積分兌換優惠表 

積分 優惠 

5 1. 停車 30min 

2.自行車 30min 

10 租借自行車 1 hour 

15 環湖巴士一天 

25 兌換纜車一趟 

25 兌換纜車+遊艇一趟 

35 免停車 3 hours 

50 自行車 3 hours(2人) 

70 兌換纜車+遊艇+環湖巴士一趟 

3.4社群互動 

人與人之間相互的「關心」，已成為目前社群行銷最廣泛的運用。我們

可以在使用者登入 Facebook帳號後，將 app呈現成「朋友動態交流中心」，

大家在日月潭去過的地方、搭乘的綠色運具，都直接呈現在首頁增加曝光

度，提升旅遊興趣及動機。 

而使用綠色運具所累積的積分也和Facebook上做連結，同時發布動態：

「王小明在日月潭使用搭乘公車 3公里獲得 5分，目前累積了 10分，種子

慢慢變成小豆芽了，加油加油!!」，結合社群力量的方式來呼應低探旅遊。 



 

圖 7 社群互動臉書態模擬圖 

除了與朋友的「動態交流」，還可以透過揪團機制累積積分，因為通常

旅遊者為朋友或者家人，我們提供將積分當作禮物的制度，能夠將自己累

積的積分贈與給同行者，充分發揮社群交流力。也為了鼓勵揪團，只要每

揪團系統會自動贈與 10分，加速換取優惠的門檻值，而揪團贈與的動態則

設計為：「王小明在日月潭使用搭乘公車 3公里獲得 5分，將此積分贈與給

王大明，兩人在此旅程共同累積 10分，額外獲得揪團基金 10分，可以享

免費腳踏車租借兩小時」。完善了運用朋友間的團結力，也是行銷運用之重

要元素。越多人參與，大家就有機會一起獲得更大折扣，同時間也讓訊息

快速擴散開來。讓每位參與者有誘因啟動個人力量，再用兌換優惠的目標

來激發團結力。 

 

 



 

四、 結語 

結合創新科技，藉由研發與民眾互動的 APP(Application應用程式)互

動平台，提供許多優惠，以達到民眾搭乘當地現有綠色運具的誘因，消弭

塞車的問題，也解決了大家前來日月潭觀光卻無停車位，只好敗興而歸的

困境。更希望藉由綠色運輸來推廣低碳旅遊，將觀光升級，帶動周邊經濟。

將現有資源做最有效之利用，透過民眾與商家『雙贏』的利益交換，使綠

色運具得以有效利用，進而使日月潭風景區達到綠色觀光的永續指標，並

期許能收推廣至全台之效。 

我們的願景很大，要讓創新科技藉由社群力量將綠色運具的使用率增加，

但是我們的實踐方式卻很簡單，就是在完備的運作理論的構建後架設一個

手機程式，並積極發揚並行銷，讓旅行變的更有趣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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