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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藝 深 角 度
Perspect ive

 1-3  創造力DIY手動館陳列著多種
DIY材料包，遊客賞玩之餘，
也可買回家自行組合。

 4-5  木頭鳥咖啡館也是教室，以
漂流木為素材的桌椅給人一

種易於親近的感受。

前言

　隨著快速的經濟發展，臺灣從早期的

農業社會轉變成工商業社會，民眾的

生活所得提高，也帶動了生活的機能提

升，現今社會不再只是為了個人追求溫

飽，而是慢慢開始重視生活休閒娛樂，

也因為社會有所需求，帶動了觀光產業

的蓬勃發展。此外，90年代開始，由於

臺灣傳統產業面臨加入WTO的衝擊，以

及企業本身的空洞化與生產線外移日趨

嚴重，因此政府單位開始重視問題的存

在，以找出因應的策略。

　為了扶植傳統產業轉型，行政院經濟

部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方案，其中「觀

光工廠計畫」，以技術輔導廠商為出發

點，協助各縣市發展「地方產業特色

化」及「地方特色產業化」，以利地方

產業創新與轉型，再創產業新的契機。

近幾年隨著地方觀光產業的發展，許多

在地的傳統產業積極轉型成為「觀光工

廠」，希望將產業、經濟與文化結合，

加上創意與觀光旅遊的元素，讓產業危

機變成新轉機。

老樹根魔法木工坊的發展與轉變

　1979年，江明偉擔任幼教教師的太太

為了製作教案需要一項教具，找遍了臺

中市區，才在偏僻巷道內的一家幼教讀

本出版社找到替代教具。江明偉夫婦當

時想到一定還有其他的老師也會遇到相

臺灣傳統產業到文化創意觀光工廠的轉型

文‧圖／王俞雅 Yu-Ya,Wang（大仁科技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兼任講師）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y to Cultural and Creative Sightsee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y to Cultural and Creative Sightseeing 
Factories in Taiwan: The Old Tree Magic Workshop as an ExampleFactories in Taiwan: The Old Tree Magic Workshop as an Example

以老樹根魔法木工坊為例

業特色

利地方

契機。

，許多

觀光工

結合，

產業危

與轉變

的太太

遍了臺

幼教讀

夫婦當

遇到相

1 2

3



6341

同的問題，一方面也嗅到幼教相關教具

的市場的商機，經過江明偉的多方努

力，最後終於創立了幼苗幼教社，就在

住家的客廳經營起了幼教用品的銷售。

1980年代臺灣經濟慢慢起飛，各行各業

都以代工生產外銷為主，幼苗幼教社也

持續穩定中發展，但需要常常到外銷代

工的工廠尋找貨源，其中以木製玩具最

不容易採買，主要是歐美各國的原木教

具。為了降低成本、穩定貨源，江明偉

夫婦開始慢慢購買小型機器並聘請師傅

製作，經過多年到世界各國的玩具展參

觀，也參考了國外的設計概念進行研發

改造，後來逐漸有了成績，成為臺灣第

一間研發幼兒教具的公司。

　1990年代初期，臺灣很多產業因製作

成本提高，紛紛往外遷移到成本較低的

國家，也因為如此，很多商品也陸續從

國外低價傾銷回臺灣，自此幼苗幼教社

經營遭到壓縮。1992年左右因為低價商

品的競爭生意下滑，幼苗幼教社在一次

偶然的機會下另闢蹊徑，轉型成為專門

生產原木遊具、涼亭、花架，景觀木作

的工廠，並改名為「老樹根」實業有限

公司。經過多年的經營，臺灣也面臨加

入WTO的衝擊下，工廠面臨世界各國的

競爭而要有所轉型。2005年經過經濟部

的書面審查、簡報、問答及訪察等層層

評審及競爭後，老樹根獲選為觀光工廠

被輔導的對象，成為臺灣第一間以木工

創作為主題的觀光工廠。

　綜合上述的資料顯示，老樹根魔法木

工坊可以說是臺灣第一家木頭幼兒教具

的先驅，擁有可以開發商品的技術與創

新能力，可以說是從沒有競爭對手到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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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獨角仙小棧以獨角仙為主
題，傳達生態與保育觀點。

 8-9  景觀遊具區結合大型教具與
大自然景觀，為親子提供可

玩可學的場地。

 10  阿嬤蔬菜農區種有許多蔬
果，讓遊客可以充分體驗田

園樂趣。

世界各國的廠商競爭。目前臺灣企業面

臨經濟環境與社會型態的改變，尤其是

做幼兒教具的老樹根遇到臺灣現在少子

化的衝擊，讓公司的營運面臨到很大的

挑戰，不得不從企業的優勢中找到最有

效的轉型契機，老樹根也開啟了老工廠

轉變成具有教育、藝術、觀光等項目的

新天地。

空間規劃與場域動線

　老樹根魔法木工坊原來舊工廠的使用

空間規劃是以製作商品流程的動線為

主。這間木工坊位於臺中市區的南區，

在這寸土寸金的臺中市區內是一塊難得

的建築腹地，園區面積約1500坪左右，

老樹根延續了舊工廠以往的空間使用面

積，只是透過不同的空間規劃，利用不

同的使用方式改造成不同的區域，就讓

舊廠區變身成為活潑又具觀光價值的空

間了。

　觀光工廠空間格式大略區分為：1. 戶

外空間區，此區域空間可再細分為入口

區域、公共服務設施區域，以及開放空

間區域；2. 室內工廠製程參觀區：良好

的製程動線規劃、乾淨明亮的產品製造

環境、第一線員工的專業表現、以及完

善解說導覽系統的組合，可以讓顧客體

驗企業文化的精緻性及優良性；3. 解說

展示空間區：此區域包括簡報室、DIY

教室、產品展售中心等空間，是顧客和

企業主互動最多的區域，也是顧客是否

認同企業主所要呈現的產業文化的關鍵

點。為因應這樣的空間格式，老樹根魔

法木工坊利用原來工廠的廠區規劃出符

合相應的區域，並針對不同區域給予不

同的使用規劃與裝飾，以提供參觀的遊

客從活動場域間找到魔法木工園地，透

過不同的空間學習體驗，更加了解企業

的文化與商品精神。

　老樹根魔法木工坊空間規劃內容如

下：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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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戶外空間區

　景觀遊具區：此活動區域是戶外遊戲

的空間，旁邊大樹林立適合戶外活動，

空間內擺設許多大型遊戲與益智教具，

提供了一個親子同樂的好空間，讓參與

的民眾可以放心地接觸大自然，園區內

的教具也會不定時地更換，增加遊客的

新鮮感。

　阿嬤蔬菜農區：阿嬤的菜園空間是一

座自然的生態環境，種植了可食用的

蔬菜水果，提供參觀的遊客可以悠閒體

驗田園生活，也可以藉由這樣的空間規

劃，導覽介紹農作物的生長情形與物

種。讓生長在都市區域的民眾更加可以

貼近大自然的樂趣。

2. 解說展示空間區

　創造力DIY手動館：原是舊工廠的廠

房改裝而成，保留了工廠的建築架構，

整體空間寬敞挑高，約可容納七十人，

工廠提供參觀民眾可以購買DIY製作的

材料包，這樣的一個DIY操作空間，盡

情創作出具個人特色的木工商品，讓來

參觀的遊客可以體驗手作木工商品。

　魯班益智館：此空間的規劃是一間視

聽教學的教室兼創意商品展示空間，可

以讓參觀的遊客或參與活動的學員影片

聽取簡報，透過簡報的解說更加了解整

個工廠。館內排放很多木頭益智的玩具

並提供說明，提供了參與、互動的樂

趣。

　木頭鳥咖啡館：利用環保素材漂流木

的組合，整體建築給人一種流線的律動

感，也表現出木頭特有材質的樸質自然

紋路，這樣的空間規劃可以提供到訪的

旅客一個可以休憩安靜的飲食空間，一

座有著木頭鳥所停留的溫馨小屋，帶給

人們許多充滿幻想的地方。

　獨角仙小棧：古早味的三合院，帶給

人一種懷舊的樸質感，牆邊大型木工

甲蟲獨角仙做為整體空間的立體造形藝

術，結合生態的甲蟲護育與解說，利用

導覽的方式讓遊客與活動學員認識甲

蟲，知道甲蟲必須仰賴木頭共生的生態

教育。

3. 室內工廠製程參觀區

　神奇木頭工房：整體空間規劃本來就

是舊工廠的商品生產區域，經過整理及

有效規劃成了遊客可以直接參觀的操作

區，館內有施工機器的展示與實作，讓

參與的遊客可以親眼觀看製作木器，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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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操作機器體驗木器製作，增加知識與

製作過程的樂趣。

文化的遊學新體驗

　老樹根魔法木工坊是一間結合教育功

能與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意觀光工廠，工

廠針對不同的參觀者規劃不同的體驗方

式路線，提出了一種旅遊的新概念與學

習的新主張，在在地遊學體驗創意生活

美學的新觀念下，設計「二十六種遊學

套餐」與「十八般木趣體驗」遊戲，也

獲得教育部肯定，教育部所規劃的「在

地遊學‧發現臺灣」的一百條「走讀臺

灣」路線中，就將老樹根魔法木工坊列

入遊學路線之一。

　老樹根魔法木工坊遊學套餐主題分為：

1. 教學單位研習活動

　第一類主題的族群以教育單位的教學

活動為主要對象，除了可以推廣教育，

也可以結合附近學校的校外教學予以延

伸，創造出地方特色與教學的連接，透

過這樣的合作模式，可以有固定和穩定

的客源，此外可以跟教育單位有更好的

產學合作關係。

2. 社區團體活動、公司機關團體活動

　第二類對象以社區與公司機關團體為

主要推廣對象，公司團體對象的部分不

侷限於中部地區，而可透過這些人的口

耳相傳，增加企業的知名度，達到更好

的曝光度，讓全國都知道。針對弱勢機

關的活動，也可以做到社會服務的責

任。

3. 家庭親子活動

　第三類對象以家庭親子教育為主，針

對以家庭為主，可以讓父母親假日帶子

女一同參與的活動內容，增加親子

關係。這類的參與者較注重互動

的遊戲規畫，可以增加親子娛樂

與知識的增長。

4. 主題遊學活動

　第四類主題以有計畫的課程

為主，參與對象以學生族群為

主，可依不同類型的對象進行

活動的規劃，這類活動可以針對產

業特色與商品做很好的表現。其中

「行動老樹根」更為機動，讓不同

團體一起交流。

　老樹根魔法木工坊希望透過不同

的遊學主題與活動課程吸引不同的

族群，讓企業的品牌與創新的精神讓

各階層的大眾所接受。四種類別中又以

第一類學校單位研習活動佔大宗，包括

假日帶子

親子

互動

樂

為

行

對產

其中

不同

過不同

不同的

的精神讓

別中又以

宗，包括

11-12    十分受歡迎的「檳榔西
施」系列文化木偶

 13  「檳榔西施」系列與
「臺灣原住民」系列的

臺灣文化木偶廣告

 14  「歌仔戲」系列文化木
偶，為傳統文化意象賦

予可愛外貌。

 15  「臺灣神衹」系列文化
木偶，取擷媽祖、財神

爺等民俗信仰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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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中學、小學、幼兒教育、觀光旅

遊、企業管理、文化創意、設計相關等

科系都是主要對象，現在每年約有六百

個團體來參訪。

　老樹根觀光工廠的精神從「魔法」出

發，所有活動規劃都像魔術表演一樣神

奇歡樂地呈現給大家，也透過DIY的方

式讓參與的民眾可以親自體驗，希望運

用遊戲解說的娛樂過程，讓觀光工廠可

以更貼近大眾。

在地文化創意的美學連結

　老樹根魔法木工坊一直秉持在地文化

與創意做為觀光工廠的精神核心之一，

2007年參與經濟部創新研發計畫「現代

魯班創新研發計畫」提案，透過臺中市

政府的指導，舉辦了第一屆「創意木偶

創作彩繪比賽」，將近有五十個學校、

二百多件作品參加。也因為此次的計畫

執行成果卓越，被獲選編入經濟部《臺

灣的故事：創新藍海商機》書中，讓老

樹根更加具有信心推行文化創意方向的

決心。

　也因為現代魯班創新研發計畫的成

功，帶領了老樹根更加努力為文化創意

商品投下更多的心力，進而推行「文化

木偶」計畫，獲得經濟部的計畫補助。

此計畫主題設定結合臺灣意象與文化木

偶，透過土地公、媽祖、財神爺、原住

民、檳榔西施、歌仔戲木偶等

臺灣文化代表意象，製作成為

文化創意的新商品。臺灣文化木

偶系列區分為：

1 .  臺灣神祇系列：土地公、魯班

公、財神爺、媽祖。

2 .  臺灣原住民系列：鄒族（美如

水、壯如山）、阿美族（高山青、

澗水流）。

3. 歌仔戲系列：諸葛孔明、小喬。

4. 檳榔西施系列：秀很媚、秀很美。

　臺灣文化木偶充分表現出臺灣在

地文化的意象，如「臺灣原住民」

系列有鄒族姑娘的「美如水」與鄒族

勇士「壯如山」呈現出鄒族傳統小米祭

的傳說；阿美族的勇士「高山青」與姑

娘「澗水流」，試圖傳達臺灣原住民阿

美族每年豐年祭的豐收之喜，透過木偶

可以表現臺灣原住民民族的文化傳承。

「檳榔西施」系列的木偶充分表現出臺

灣特有檳榔文化，把社會大眾認為形象

低俗不入流的檳榔西施，改造成可愛又

具臺灣味的形象，兩座木偶分別取名

「秀很媚」及「秀很美」，一推出即受

到很大的迴響，各家觀光飯店紛紛表示

願意販售，吸引來臺灣的旅客了解我們

的文化。

　其他系列的木偶如歌仔戲與神祇系

列，把臺灣特有戲曲文化跟宗教信仰呈

木

班

美如

青、

。

美。

灣在

民」

與鄒族

統小米祭

青」與姑

原住民阿

透過木偶

化傳承。

表現出臺

列，把臺灣特有戲曲文化跟宗教信仰呈偶，透過土地公、媽祖、財神爺、原住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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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來，這些具有臺灣文化意象的木

偶，老樹根透過在地創新的文化商品找

到產業的特色，充分把木作技術與創意

做完美的結合，也表現出臺灣意象的在

地文化精神。目前老樹根魔法木工坊的

創意DIY木器商品有三百多種，還有主

題木製遊具、教學設備、教具、玩具等

相關商品，也針對教具研發近五十項專

利。

永續經營的合作關係

　為了使觀光工廠永續經營，其最終的

目的不應只侷限在吃喝玩樂，也可以有

教育和增加知識的功能及產業知識文化

的傳承。當其他觀光工廠還在做產品研

發、做品牌行銷時，老樹根用屬於特有

的爆發力延續自己的精神，認為原來觀

光工廠的功能應該加入教學元素與文化

內涵，也因此老樹根透過產學合作的方

式找到了新的契機，從不同領域的學校

與科系發展未來無限的可能。

　老樹根魔法木工坊產學合作方式可分

為三個層面，第一層產學合作對象以大

專院校相關科系為主，如商品設計或設

計相關科系、觀光管理行銷系等，合作

的項目內容以學生實習、創意商品研

發、教學課程設計為主，這一類的合作

對象比較屬於產學合作下的創新研發，

讓學生可以提早接受職場的訓練，增加

社會經驗；第二層合作對象屬高中職相

關科別為主，這一個階層的合作單位較

趨於教學相長的合作關係，例如共同設

計課程與主辦木工相關比賽，或與跨領

域的科別一同研發新的創意商品如木工

糕、木工餅、木工餐等餐點；第三層合

作的對象都屬小學的教學單位，這類的

合作對象的內容較偏教學，透過合作的

方式讓木工坊成為教學的園區，讓學生

有新奇好玩不同的學習環境，增加學習

的樂趣，讓觀光工廠成為孩子國內遊學

的好地方，透過這樣的方式活潑教學的

內容，讓學生對學習產生興趣。

　老樹根魔法木工坊把自然環保、文化

創意、商品創新、知識教育、手作藝術

等不同領域的專業連接在一起，透過觀

光工廠的休閒經營方式讓一般大眾有所

接觸，讓知識的學習不再是藉由正規的

教育單位單一傳達，而是多面向的傳

遞，也因為如此，老樹根的未來也更有

願景，不必擔心整體企業的轉型跟不上

時代的潮流與創新而被淘汰。

結語

　國內的觀光工廠發展不過是近十年內

的事，但近兩年內轉型成觀光工廠的企

業愈來愈多，原因不外乎是對企業本身

的危機產生警覺，希望產業轉型後可以

提高業績，或提高品牌的知名度與文化

的傳承。本研究以老樹根魔法木工坊進

行探討為案例，探討中從觀光工廠的發

展角度來省思企業的文化與產業生命，

從觀光工廠輔導架構（見下圖）中可以

歸納出本研究個案是否符其標準，企圖

找出該企業的整體核心與經營方向。

觀光工廠之營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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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實地研究觀察後，以下歸納幾項

觀點做為參考：

　1. 娛樂觀點：從老樹根魔法木工坊過

去企業的創立與發展，可以發現其最早

主要是從幼兒教具出發，後來在時代潮

流與社會經濟的轉變下，轉型成為現行

觀光服務的工廠，也把過去製造商品的

廠房與文化轉變為最有利的品牌精神。

利用閒置的舊工廠改造成休閒娛樂的新

景點，透過不同的主題館區與活動的規

劃讓參觀的遊客有休閒娛樂放鬆的效

果。然而，經過研究觀察，整體廠房的

規劃與人才的培育並沒有達到很好的銜

接。

　2. 教育角度：從教育角度可以發現，

老樹根透過遊戲課程與體驗學習的解

說，讓參與的遊客可以充分了解企業發

展、文化精神與木工專業知識，讓遊客

實際操作機械了解木作的製程，也針對

不同年齡層的遊客規劃不同課程，使不

同年齡層的人認識企業的商品，透過

DIY的學習方式達到教育目的。但經過

研究觀察，園區的觀光解說較針對團體

遊客，對於一般散客較沒有完整解說過

程，如此可能會讓參觀的民眾無法了解

整個企業文化與商品的精神，而失去其

觀光工廠的最終意義。

　3 .  美學創意角度：老樹根利用商品

的優勢，找出在地文化的傳統元素，讓

臺灣特有的文化意象成為創新的創意商

品，其中臺灣文化木偶系列強烈表現出

主題性。而空間的景觀設計也針對特有

產業進行有效的規劃，比如利用木頭的

雕塑特性裝飾主題的園區，擺設大型遊

戲與益智教具，讓遊客可以實際體驗。

園區內規劃出一大片的蔬菜種植區，讓

生長在都市地區的遊客可以感受到綠意

盎然，享受田園之樂。但細觀之下，周

遭環境仍需有效的整理及管理，如綠地

的雜草長長可能就要不定時除草，時時

維持園區的整潔，讓參觀者可以在安全

又乾淨的環境中悠閒放鬆。

　4. 跳脫現實面相：老樹根是一個適合

全家大小參觀遊憩的觀光工廠，整體主

題精神為木工器具的創新與文化創意的

傳達，商品大多是以DIY材料包的方式

讓遊客可以體驗，也可以到神奇木頭工

房實際操作工具製作商品，透過這樣的

方式讓遊客體驗製作木工的樂趣。只是

觀察發現，DIY商品的擺設規劃較為雜

亂，沒有整體感。而木頭鳥咖啡館提供

參觀遊客悠閒品嘗咖啡的香醇，同時分

享故事給大家，但是卻缺少一種完整的

主題性。

　從上述四個觀點可以知道，老樹根魔

法木工坊已經具備觀光工廠的基本標

準，但礙於腹地太過狹小與資金不足，

很難跟大企業的觀光工廠模式相比，但

研究觀察下可以看到企業的用心，利用

少許的資源規劃出讓人幸福的空間，創

造出令人欣喜的創意商品，相信有朝一

日可以更具規模、更加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