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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印刷探索館觀光工廠 OT 案」  
徵求潛在廠商意見座談會 

會議紀錄 
 

一、 案名：臺灣印刷探索館觀光工廠 OT 案 

二、 會議時間：109 年 5 月 29 日(星期五) 上午 9 時 30 分 

三、 會議地點：臺灣印刷探索館 中型會議室 

          (臺中市大里區中興路一段 288 號) 

四、 出席人員：詳簽到冊（附件一）、活動照片（附件二）、簡報(附件三) 

五、 承攬廠商簡報：(略) 

六、 與會單位(人員)意見交流： 

(一)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張耀潭 營運總監 

1. 請問臺灣印刷探索館遊客人次統計，除了按月統計外，是否

另有針對「假日及非假日」或「團客與散客」進行統計? 

 財政部印刷廠回應： 

從我們的經營經驗，一台遊覽車的團客所帶來的經濟效益，

約等同 5 台小客車的散客帶來的收益，囿於目前臺灣印刷

探索館的人員編制（正職人員 3 名，另有機動支援人力），

我們的商業經營模式以承接團客為主，不僅利潤較高，而

且遊客參觀的時間也比較固定。 

目前團客(含旅行社、機關、學校、安親班、各公協會活

動…等)所佔的比例約 7成至 8成，僅 2成至 3成為散客(親

子團)。寒暑假期間大多為親子遊客及安親班的遊客。未

來若民間廠商可以擴充人力營運，我們相信應該可以接待

更多的遊客，產生的效益會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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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九色實業有限公司：莊茂菘 創意執行總監  

1. 請問目前 B 大樓二樓的臺灣印刷探索館售票處，可否移至一

樓以符合動線規劃？ 

 財政部印刷廠回應： 

B 大樓一樓目前規劃屬委外範圍，因此民間廠商若有經營

上的需要，未來可於投資計畫書內自行規劃調整，經本廠

審查同意後即可變動。 

2. 臺灣印刷探索館的遊客目前以團客為主，請問館方招攬遊客

的管道與宣傳方式為何? 

 財政部印刷廠回應： 

本館係全台唯一的印刷產業觀光工廠，藉由獨特性、唯一

性、特殊性等主題，在多年口碑經營下，已經在民間及學

校間，創造並累積許多良好的參觀評價。目前我們係以自

行宣傳行銷為主，透過主動接洽學校、安親班等方式進行

行銷，並搭配旅行社帶團參觀，我們把品質做好後，在顧

客的口耳相傳下，自然會吸引更多的遊客到廠參訪。 

近年已有許多旅行社主動至本館進行踩點、參訪，也有需

多機關團體要求旅行社將臺灣印刷探索館排入指定行程，

宣傳帶來的效益已逐漸反映於遊客人數及營收上了。 

目前我們的團客約有 3 成是旅行團、其餘 7 成是學校或安

親班。未來民間廠商經營，建議可擴大現有基礎，並搭配

合宜的經營模式，將可創造更大的商機。 

3. 請問除了財政部印刷廠外，附近還有其他的停車空間嗎? 

 財政部印刷廠回應： 

財政部印刷廠內約有 90 個小客車停車位，其中，提供予

臺灣印刷探索館專用小客車位共 8 個。另，本廠內部廣場

最多可提供停放 6 輛遊覽車。 

在臺灣印刷探索館對面，尚有臺中市立圖書館大里分館停

車場提供免費停車，惟須遵守該圖書館停車規定；另臺中

軟體園區內亦有提供 300 餘小客車停車空間，其收費標準

依臺中軟體園區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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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蔡樹勛 商場開發經理 

1. 依據簡報的營收及來客數資料，換算後平均客單價約239元，

是否包含門票及 DIY 課程? 

 財政部印刷廠回應： 

臺灣印刷探索館門票為 100 元，其中 50 元可折抵 DIY 課

程或館內消費，目前 DIY 課程費用最低係 120 元。因此，

平均客單價包含門票、DIY 課程與館內消費的收入。 

此外，臺灣印刷探索館平時亦善盡社會企業責任，並提供

優惠予弱勢團體（如：瑪利亞基金會、家扶基金會...等），

約有 10～15%左右的遊客數，為接待免費參觀。若扣除

免費參觀的人數後，平均客單價將會更高。 

2. 請問館內有什麼主力的消費商品嗎?如食品還是文創商品，有

哪個比例佔比較高? 

 財政部印刷廠回應： 

臺灣印刷探索館為全臺唯一的「印刷主題觀光工廠」，相

當具有獨特性，搭配與印刷相關主題的 DIY 活動係本館

DIY 主要營收。 

不同年齡客群對於消費商品的偏好不同，如：學生客群上

喜歡文具類商品（如筆、筆記本...）、長青族喜歡生活用

品（如米、泡麵...）。但整體而言，我們還是主推遊客消

費 DIY 課程，才更有意義。故館方目前的大部分收益，

還是來自門票與 DIY 課程。 

七、 會議結論： 

1. 財政部印刷廠的文化底蘊很深，相當值得大家來探索。同時

我們也有還有很多資源可以合作運用，不僅有美編、印刷部

門，還有即將成立的文創設計中心。若未來民間廠商有需要，

可以一同合作。 

2. 臺灣印刷探索館目前為「人文生態學習策略聯盟」、「台中市

產業故事館發展協會」會員，可配合中投地區場館單位，透

過各單位不同質性多元深度學習連結，達成資源分享及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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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促進產業及觀光發展，提升社會教育及推廣之功能。 

3. 臺灣印刷探索館於 103 年經營迄今，主要係仍以接單印刷(如：

印製書籍、月曆、筆記本…等)為工廠營收主力，在觀光工廠

經營部分並無編制過多人力，雖然營運不容易，但我們還是

堅持以文化傳承的理念經營觀光工廠，希望未來民間廠商參

與營運後，能共創政府、廠商與民間三贏局面。 

4. 我們會將各位廠商今日的意見納入可行性評估與先期規劃中

參考，希望制訂較符合市場機制的規劃內容。後續有較明確

的方案時，將再通知各位參與招商活動，感謝大家。 

八、 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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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隸屬於財政部印刷廠於民國103年成立後，

成為全臺灣第一個以印刷產業為主題的觀光

工廠，更是第一個開放發票印製製程，讓大

朋友、小朋友得以一窺究竟、寓教於樂的好

去處。

臺灣印刷探索館秉持著產業傳承與啟發教育

的初衷，透過互動體驗的遊戲方式，期望把

印刷的美好呈現給各方遊客。

未來擬委託民間廠商營運，期盼提升公共建

設服務效能，締造政府、廠商與民眾「三贏」

而共利、共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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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38年

民國39年訂定【臺灣省
營利事業統一發貨票辦
法】統一發票通行

民國88年精
省更名【財
政部印刷廠】

民國103年成立增建
【臺灣印刷探索館】觀
光工廠

民國
39年

民國
40年

民國
88年

民國
103年

民國
106年

民國
109年

民國40年改
【臺灣省政
府印刷廠】

109年3月17
日通過工業技
術研究院109
年度觀光工廠
續評

通過106
年度觀光
工廠續評

民國39年愛國獎券
發行直至民國76年

民國38年成立
【臺灣省政府秘書處印
刷廠】

現今

評估促參
OT委外營
運可行性



※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OT；Operation營運、Transfer移轉)

民間機構營運政府投資興建完成之建設，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

政府。

•財力

•效率

•創意

•彈性

•土地

設施

•審查

•監督

政

府

民

間

7

0                    30                   60mN

基地範圍
委託標的

A大樓

B大樓

臺灣印刷探索館

萬 壽 街

菸葉試驗所
辦公廳舍

臺中市立圖書館
大里分館

臺中軟體園區

▋標的座落 財政部印刷廠
▋計畫範圍 臺灣印刷探索館1棟

及現況觀光工廠營運場所
▋基地面積 共計12,427.64平方公尺

計畫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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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參與

依促參法ＯＴ方式辦理，開放民
間投資經營及移轉規劃。

透過觀光與文化古物界面整合，
提供多樣化之經營面向，活化空
間及繁榮地方經濟發展。

空間活化

 賦予本場域新契機、導入多元空間，
創造產業與觀光並重，減低印刷廠
維護管理負擔。

 作為台中市推動教育交流、產業體
驗空間，拓展寓教於樂無限可能。

永續經營

擬定促參策略，健全及有效的活化
再利用，達到永續經營之目標。

配合市場趨勢調整空間定位，再造
新的經營方式，讓資產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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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縣市 類別 人口數

1 新北市 直轄市 4,024,539
2 臺中市 直轄市 2,816,741
3 高雄市 直轄市 2,773,401
4 臺北市 直轄市 2,631,083
5 桃園市 直轄市 2,255,753
6 臺南市 直轄市 1,878,845

註：109/04，臺中市人口數於22縣市中排名第2

人口

民國

2,816,741

2,719,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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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縣市 總計 幼兒園 國小 國中

1 新北市 379,319 87,311 198,582 93,426
2 臺中市 317,832 81,908 155,376 80,548
3 高雄市 255,575 60,483 127,513 67,579
4 桃園市 248,872 58,589 126,905 63,378
5 臺北市 241,816 56,635 120,623 64,558
6 臺南市 185,628 47,967 90,188 47,473

註：108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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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105-108年度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數統計圖

臺灣印刷探索館104-106年各月參訪人次圖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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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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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民國 遊客人次 成長率

108年 12,965 18%

107年 10,962 -6%

106年 11,703 -18%

105年 14,333 12%

104年 12,838 -

▋7、8月暑假期間參訪人數明顯增加，
顯見觀光工廠寓教於樂與教育性質

親子活動的好去處 !

平均一年約12,56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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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0           60mN

基地範圍
經濟部台中軟體園區

青年高中

東湖公園

長春兒童公園

▋鄰近台中軟體園區，中興商圈餐飲零售興盛
青年高中生活圈，塗城成功路商圈商家林立

▋年平均參觀人數約12,560人次

總營收約300萬，民間經營後成長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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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中 市

觀光工廠定義
根據經濟部的定義，觀光工廠
為具觀光教育或產業文化價
值，實際從事製造加工，且符
合臺灣製造精神的工廠，其將
產品、製程與廠房提供訪客參
觀者。

觀光工廠特性
強調獨特性、具產業知識、具保存價
值、寓教於樂、富含教育性質、具歷史
意義深度、能彰顯文化性之工廠。
此外需有完整之場地、設施與活動規
劃，及具備服務、觀光與教育性元素。

觀光工廠發展現況
經過經濟部的推廣至今(109年初)，全
臺觀光工廠共計147家，持續成長中。

目前臺中地區共有1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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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資訊、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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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元 120元 220元

200元 499元 依項目

：DIY動手做

20

：文創商品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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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商品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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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商品販售



計畫範圍
委外範圍
清潔維護範圍

地段 地
號 面積 使用

分區 所有/管理

成功
段

467 11,077.71 機關用地
國有/財印廠

489 1,349.93 道路用地

總計 12,42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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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範圍
委外範圍
清潔維護範圍

委外項目 委外面積(㎡) 代管清潔維護 清潔維護面積(㎡)

印刷探索館
建物投影面積 237.82

戶外空間
小池塘遊憩區

約460一樓樓板面積 191.52
二樓樓板面積 191.52

B大樓
2F印要玩DIY

使用樓板面積 206.08 頂樓小客車停車
區15個停車位 206.25

空中迴廊
文創鋪部

使用樓板面積 187.34

24



25

•樂活創意、生活藝術

•參與式學習(DIY)

•印刷產業體驗課程

•印刷原理教學

親子性

•產業學堂、玩轉城市

•印刷發展歷史沿革

•印刷特展、常態展

•文化講座

教育性

•產業豐收、好禮相伴

•產業空間活化創新

•個性文創商品、餐飲服務

•校外教學、親子旅遊

經濟性

26

▋發展定位
1.DIY體驗+文創展售

2.親子客群深度耕耘

主體經營內容

印刷產業探索館觀光工廠

附屬設施項目
餐飲設施、產業相關衍生產品
之展示（售）設施。
其他觀光服務必要設施。

創造印刷生活美學、發揮“體驗式經濟”效益

統一發票主題深化
體驗經濟效益擴散

3.品牌效應 強強聯手

▋經營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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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印刷探索館觀光工廠之產業主題及建築空
間、展示設施。

主題明確

•參觀動線及空間使用上與工廠作業區進行明確分隔。完善動線

• 產業觀光、休閒、文化傳承、體驗活動、展演、商
品販售，滿足多樣化的活動需求與心靈饗宴。

多元活動

• 迷人簡約的休憩天地，創造廠商營收空間。效益空間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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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民國109年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可行性評估階段

先期規劃階段

招商前置作業

招商公告

綜合評審
議約簽約

※ 以上作業時程含行政審查期間，實際執行應依執行機關要求及辦理情形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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