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澎湖縣政府「2021年戀戀海味 • 澎湖美食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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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108年起辦理「澎湖美食推廣計畫」，⼀⽅⾯拓展澎湖美食知名度，

提升縣內餐飲業者對美食的重視，增加秋冬美食主題活動曝光度。⼆⽅
⾯平衡淡旺季差異，營造澎湖旅遊產業整體發展優勢。今年將持續⾏銷
⼒道，提⾼活動能⾒度，帶動觀光⼈數穩定成長。

透過聯合授課及個別輔導等提升在地業者(10 間) 產品及服務⽔準。
除了顧客對產品、食安、環境等要求提⾼外，因海產的傳統標價多為時
價，或論⽄計價，資訊不對稱下往往造成消費糾費。且現在的消費者多
會事先搜尋網路評價做為決策依據，故數位科技的運⽤是業者須跟上的
能⼒，善⽤數位應⽤就有機會提升業績，不論是社群⾏銷經營、網路評
論、數位⽀付或外送平台等應⽤或轉型，例如全球疫情衝擊下，室內⽤
餐機會減少，轉型做外帶套餐成為業者存活與否的關鍵。

貳.輔導說明
⼀. ⽬的

提升澎湖縣內餐飲業者的產品服務⽔準，增進網路⾏銷及數位科技
應⽤能⼒，創造遊客來訪時的深度體驗，品嘗在地料理的美味及品
味背後的故事。

⼆. 輔導單位
本計畫輔導案將由澎湖縣⼯商發展投資策進會負責輔導作業，另為
提升輔導效益及促進產學合作，將依個別輔導案需求聘請產學界專
家擔任顧問並提供相關協助。

三. 輔導期間
預計110年9⽉15⽇前，依據遴選出之輔導名單，展開輔導作業，並
於12⽉31⽇前完成輔導改善。

四. 申請受理並說明
(⼀)受理對象
1. 澎湖縣轄內合法經營之餐飲產業者，具有商業登記、公司登記、營
業登記及經主管機關核准設⽴之攤販，依法登記有案，得以相關登
記資料申請。

2. 本計畫適⽤之餐飲業別，依序如下：
(1) 餐廳(含宴席餐廳、⼀般餐廳、⾃助餐廳等)。
(2) 觀光旅館業附設餐廳(含國際觀光旅館及⼀般觀光旅館)。
(3) 旅館業附設餐廳。
(4) 政府或公協會輔導合格之餐飲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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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縣合法⽴案之社區相關協會。
(⼆)申請⽅式
1.受理期間

(1) 請於報名時間內繳交資料，詳如下之說明。
(2) 報名時間：即⽇起至110年9⽉1⽇。
(3) 受理說明：請於期限內，繳交相關資料，逾期不受理。

2.申請應備⽂件
(1) 配合⾏銷推廣允諾書
(2) 個⼈資料提供同意書
(3) 輔導申請表(含基本資料、特⾊說明及業者需求調查)

3.遞交⽅式
申請⽂件需附電⼦檔及書⾯資料，電⼦檔部分請E-MAIL至
ykk63295565@gmail.com 呂彥璋 總幹事收。
書⾯資料遞交採2種⽅式，可選擇親⾃遞送或傳真寄送，如下說明。
(1) 親⾃遞送：
檢具申請應備⽂件書⾯資料1式1份，於申請截⽌前親⾃遞至澎湖縣⼯
商發展投資策進會。地址：澎湖縣⾺公市新明路71號，連絡電話：06-
9212747。
(2) 傳真寄送：
檢具申請應備⽂件書⾯資料1式1份，於申請截⽌前傳真至澎湖縣⼯商
發展投資策進會，傳真電話：06-9210141。

五. 輔導內容規劃
申請通過之業者，將由計畫團隊針對業者提供之審查資料，由本計畫
所籌組之專家顧問團前往實地訪查輔導，每次兩⼩時，至少由兩位顧
問輔導診斷及改善評核，共計2次。
參與本輔導案之店家，須針對⾃身營業情形及輔導需求，填寫申請表
之內容，並配合本計畫輔導規劃之內容進⾏改善，輔導資源挹注如下
說明。
顧問現地改善內容 輔導加值內容(價值)
產品創新 既有產品新包裝

開發秋冬限定商品或研發外送套餐
定價策略

基礎條件 製程優化、動線改良
環境衛⽣、食安檢驗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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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評選流程與審查作業
(⼀)審查流程說明

服務流程 價格透明化
接單至出貨流程優化、量化、數位化
預約接單、排位系統數位化
服務流程、話術儀態提升
國際接待⼒(外語⽬錄、簡單對話)具基本接待外
國遊客或新住民、移⼯等能⼒。

數位科技 導入⾏動⽀付
導入POS應⽤、後台數據分析及庫存概念
應⽤Google評分與評論
善⽤外送平台

⾏銷應⽤ 網路社群經營、⽂案刊登、邀請KOL及媒體投
放、促銷⽅案設計、DM及空間視覺設計、產品
照及視頻拍攝技巧(⼿機)、料理及採訪視頻上架
至活動網站。

品牌思維 品牌經營、CIS導入、裝潢、包裝袋、餐具等融
入CIS及美學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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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評核構⾯
期透過本計畫遴選出具形塑品牌潛⼒之店家，遴選構⾯包含澎

湖在地特⾊、需求明確度及配合改善程度等，遴選出能配合本計畫
⽬標之⾼意願程度業者，成為本案輔導業者，於後續輔導通過後，
成為未來指標性業者，並配合本案聯合宣傳⾏銷對象，本案遴選內
容，詳如下表說明。

七. 申請注意事項
(⼀)入選業者應盡之相關權利
1.參與之業者均可獲頒縣府之獎牌。 
2.入選業者需參與本計畫今年度相關宣導與⾏銷活動，接受安排媒體
進⾏報導露出，以提升品牌形象及知名度。

3.數位科技應⽤將透過110年度中⼩企業創新經濟輔導計畫輔導業者。
4.每家入選業者將經過評選委員給予輔導建議後進⾏項⽬改善，改善
所需⾦費每家約補助3萬元。

(⼆)入選業者應配合之相關義務
1.入選業者需配合計畫各⼯作項⽬之執⾏，如接受現場輔導，並編制
專⼈配合審查之進⾏。

2.入選業者需配合美食護照集章活動、澎湖戀戀海味美食刮刮樂、成
果發表會。

遴選構⾯ 內容說明 佔比(%)

澎湖特⾊代表性
提供之餐飲服務符合澎湖意象與在地
特⾊之程度

30

需求明確度 具體描述欲被輔導及期望改善之項⽬ 30

⼯作項⽬配合意願
對本計畫政策推動⽬標的認同度以及
相關⼯作項⽬的配合程度

40

合      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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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2021年澎湖戀戀 • 海味美食假期」
【澎湖美食推廣輔導計畫】
配合⾏銷推廣允諾書

___________________⾃願參加由澎湖縣政府辦理之澎湖縣政府「2021年戀
戀海味 • 澎湖美食假期」澎湖美食推廣輔導計畫聯合⾏銷優惠推廣活動，
應主辦單位⾏銷需求將配合以下相關事項：
1.為提升店內餐飲服務品質及推廣⾏銷，願承諾於本年度12⽉31⽇前配合
輔導完成改善。

2.經媒體議題操作符合資格者需配合執⾏單位進⾏餐廳、推薦套餐以及相
關⼈物之採訪，相關⽂字與照⽚將無償使⽤於本計畫之相關活動。

3.主辦單位或是邀請媒體至餐廳採訪時，採訪餐點將由商家業者無償提
供。

4.配合相關⾏銷活動推廣期間(預計10⽉到12⽉)提供優惠項⽬(如配合計畫
之折扣活動或⾃⾏規劃之相關優惠)及放置相關活動⽂宣物於營業場所
內。

5.本次計畫顧問團將從報名之業者中依遴選構⾯選出受輔導之店家。

本單位特此聲明本申請案所提供資料完全屬實，並同意接受及遵守澎湖縣
政府「2021年戀戀海味 • 澎湖美食假期」澎湖美食推廣輔導計畫聯合⾏銷
優惠推廣活動執⾏辦法各項條款規定，如有違反，願負⼀切責任。

⽴同意書單位（請寫全銜）： 

中華民國   110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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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個⼈資料告知事項暨個⼈資料提供同意書

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遵守個⼈資料保護法規定，在您提供個⼈資料予本
府前，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本府因辦理澎湖縣政府「2021年戀戀海味 • 澎湖美食假期」澎湖美食推廣輔導計畫
⽽獲取您下列個⼈資料類別：【任職單位、姓名、連絡⽅式：電話號碼、分機、⾏
動電話、電⼦郵件地址等】，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之資料。

⼆、本府將依個⼈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依本府隱私權保護政策，蒐集、處
理及利⽤您的個⼈資料。

三、本府將於蒐集⽬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您的個⼈資料。
四、除蒐集之⽬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本府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您的個⼈資
料。

五、本府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的、本次以外之產業之推廣、宣導及輔導、以及其他公務
機關請求⾏政協助之⽬的範圍內，合理利⽤您的個⼈資料。

六、依個⼈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就您的個⼈資料向本府(或委辦執⾏單位:澎湖縣⼯
商發展投資策進會，聯絡電話:06-9212747呂彥璋 總幹事)⾏使下列權利：
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更正
4.請求停⽌蒐集、處理及利⽤
5.請求刪除
您因⾏使上述權利⽽導致對您的權益產⽣減損時，本府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另依個
⼈資料保護法第14 條規定，本府得酌收⾏政作業費⽤。

七、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資料，本府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的之相關業務。
八、本府因業務需要⽽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資料時，本府將會善盡監督之責。
九、您瞭解此⼀同意書符合個⼈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本府留存此同意
書，供⽇後取出查驗。

同意書
※個⼈資料之同意提供

1.本⼈已充分知悉貴府上述告知事項。
2.本⼈同意貴府蒐集、處理、利⽤本⼈之個⼈資料，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政
協助⽬的之提供。

3.本⼈同意貴府提供本⼈之個⼈資料予澎湖縣政府「2021年戀戀海味 • 澎湖美食假
期」澎湖美食推廣輔導計畫相關推動單位參考及諮詢。

⽴同意書⼈：                                         (簽名)

中華民國   110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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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2021年澎湖戀戀 • 海味美食假期」
【澎湖美食推廣輔導計畫】

輔導申請表

第⼀部份：基本資料

餐飲業種類

! 餐廳(含宴席餐廳、⼀般餐廳、⾃助餐廳)
! 觀光旅館業(含國際觀光旅館及⼀般觀光旅館)
! 旅館業(附設餐飲服務單位)
! 政府或公協會輔導合格之餐飲服務業(⽥媽媽或社區供餐單位)

餐廳名稱 統⼀編號

負責⼈ 連絡⼈

連絡電話 傳真

電⼦郵件

網址

營業地址

營業概述 1. ⾃⺠國年_________開店，⾄今共營業__________年。

營業時間
平⽇：                假⽇：                   公休⽇：
可否提前訂位：  ! 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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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內外部環境照片：請檢附各2張照片，⾄少提供4張照片。

餐飲(營業)登記證明：商業或營業登記之合法證明⽂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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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份：特⾊說明

特⾊及
故事性

例如：創業故事或品牌故事及經營理念等敘述

在地連結
性

特⾊產品，⾄少簡述2-4項並檢附各1張照片，在地連結性，如 
例1：餐飲食材選⽤與在地特⾊或風俗⺠情、澎湖⽂化歷史等關聯性。
例2：有販售澎湖傳統或在地風味菜⾊(含菜名及菜⾊故事解說)

觀旅
發展潛⼒

服務標⽰：! 無 ! 刷卡或⾏動⽀付 ! 免費WIFI ! 免費充電 ! 外送
服務 ! 外語菜單標⽰ ! 電⼦點餐系統 ! 社群媒體⾏銷

 ! 其他服務                   

聯合⾏銷
優惠

願意參與計畫年度聯合⾏銷活動，並提供優惠(參加商家業者⾄少要提供
以下⼀項優惠，並配合本計畫美食季聯合⾏銷優惠活動)
! 團體訂餐： ! 每桌3888元、 ! 每桌6888元
! ⾃由⾏訂餐： ! 1288元雙⼈套餐
! 消費滿  500元，享折扣50元或⼀盤⼩菜。
! 消費滿1,000元，可享優惠 □9折 □85折 □8折 □其他優惠           折
! 其他相關優惠⽅案(請⾃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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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格若不敷使⽤，請⾃⾏延伸)

第三部份：業者需求調查

⾃述說明
(可擇⼀說
明)

! 創新⽂旅體驗與故事菜開發
澎湖⽂旅故事菜開發、在地⽂化體驗服務設計、主題料理擺菜、說菜、演菜等
故事性技巧設計，體驗推廣影片製作等。

⾃述現況或需求說明：

! 料理故事塑造與品牌形象設計
餐廳招牌菜或主廚故事化營造、餐廳環境或品牌識別標誌設計，或其他有助澎
湖餐飲⽂化故事⾏銷與形象提升之作法。

⾃述現況或需求說明：

! 餐廳數位應⽤與網路⾏銷活動
數位點餐及⾏動⽀付、智慧廚房導入、餐飲業O2O網路社群媒體⾏銷等，或其
他有助餐飲業數位社群⾏銷之作為。

⾃述現況或需求說明：

特此聲明本輔導申請案所提供資料完全屬實，並同意接受及遵守澎湖縣政府「2021
年戀戀海味 • 澎湖美食假期」澎湖美食推廣輔導計畫之各項規定，如有違反，願負⼀
切責任。

填表⼈：_________________

受理報名資訊及連絡窗⼝：澎湖縣⼯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呂彥璋 總幹事
報名地址：880 澎湖縣⾺公市新明路71號
諮詢LINE:phmall諮詢信箱：ykk63295565@gmail.com
諮詢專線：06-9212747 傳真電話：06-921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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