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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與會者您好 

因應國內 COVID-19疫情加劇，敝系原預定於 111年 06月 11日(六)舉行之

「2022大葉觀光－友善體驗智慧觀光學術研討會」，經 111 年 05月 30日籌

備會議之決議取消現場論文發表會，改由線上發表方式辦理，深表歉意。本

次研討會之論文集，將會公告於本研討會官方網站

(https://ttm.dyu.edu.tw/dyutourism/)以及大葉大學觀光旅遊學系首頁

(http://ttm.dyu.edu.tw)。再次感謝與會者蒞臨參與，不勝感激。疫情嚴峻，

請與會者注意身體健康，並落實各項防疫措施。 

 

祝 平安!                  

 

主辦單位  大葉大學觀光旅遊學系 

2022年 05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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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訂舉辦方式 

會議時間：2022年 06月 11日(六) 

會議地點：彰化縣大葉大學觀光餐旅學院大樓 M205、M110 

會議廳主辦單位：大葉大學觀光旅遊學系  

指導單位：大葉大學觀光餐旅學院 

  
壹、研討會目標  

一、促進本系與觀光餐旅、休閒遊憩產業學者專家之間的交流使產學接軌。  

二、建立本系與觀光、休閒、智慧旅遊領域產官學界人士之情誼。 

三、銜接永續觀光、遊憩旅遊科技發展之議題。 

四、提升觀光旅遊學術研究品質。  

貳、會議日期：2022 年 06月 11日星期六 13:00-17:00 

參、活動地點：彰化縣大葉大學觀光餐旅學院大樓 M205、M110

會議廳(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 168號)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大葉大學觀光餐旅學院 

二、主辦單位：大葉大學觀光旅遊學系  

伍、研討型式 

(1) 學術論文發表 

(2) 觀光旅遊、休閒遊憩之海報發表。  

陸、徵稿主題 

體驗觀光（在地旅遊、生態旅遊、綠色旅遊、關懷旅遊）、餐旅經營、休閒遊

憩、智慧觀光。 

柒、投稿說明： 

一、發表形式：  

（一）口頭發表：15 分鐘口頭發表(10分鐘簡報，5分鐘提問及討論) 

（二）海報發表(海報製作尺寸為直式 90cmx120cm)，請自備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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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凡曾於他種刊物、研討會發表或抄襲之稿件，一律拒絕審稿。 

三、投稿者請至本研討會的線上投稿頁面(網址：https://ttm.dyu.edu.tw/dyutourism/)投

稿，請先行選擇發表方式(口頭或海報發表)，最終發表方式由學術審查委員會決

定之。  

四、投稿需提供中文長摘，長摘格式如下： 

(一) 版面邊界： A4尺寸排版，邊界上下左右各留 2.5公分。 

(二) 段落間距： 行距為最小行高 12點。與前段距離 0.5行。 

(三) 文字：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字型為 Times New Roman。中文標題粗體字 

型大小 18號，作者及摘要內文字型大小 12號。摘要以單欄編排。 

(四) 作者：作者姓名列於論文題目下方，並註記其校明系級或是服務機關與職 

稱，若超過 2位作者，請在姓名後面加上標編號。 

(五) 關鍵詞：中文關鍵詞列於摘要下方，關鍵詞至多 5個。 

(六) 摘要內容：前言（動機與目的）、本文（文獻分析討論、研究方法、結果與 

建議）、初步研究發現與建議或預期研究貢獻。 

(七) 頁數限制：至少 2頁，最多 4頁(超過頁數上限，將退回修改)。 

(八) 投稿方式：本研討會論文採電子郵件投稿方式(學校信箱：ttmdyu@gmail.com 

)，請同時上傳 word及 pdf檔案，本會將聘請專門領域專家進行審查。 

(九) 格式範例請參考摘要範例，可直接利用進行編輯，並只需提供中文長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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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範例： 

 

 

 

 

 

 

 

 

 

 

 

五、摘要內容為純文字，不包含圖表。六、投稿稿件檔名務必以”2022ttm–[篇名]–發表方

式”方式存檔，範例如下：2022ttm–旅遊產業研究新趨勢–口頭發表。 

七、填寫投稿表單並上傳稿件 word及 pdf檔案(ttmdyu@gmail.com)。 

八、作者姓名、順序等資料於稿件送審後，一律不得更改。 

九、論文接受並於本研討會發表者，同意無償授權本會集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

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為；且得再授權其他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並得為符合『遠

距圖書服務系統』或其他資料庫之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 

十、獎勵：本次研討會口頭發表將評選優秀論文獎，得獎者將致贈獎狀乙紙  

十一、投稿截止：111 年 5月 27日（星期五）  

臺灣地區觀光工廠… 

(18號字、字體加粗、置中、單行間距) 

作者姓名1 作者姓名2 作者姓名3 

1校名系級/任職單位與職稱  2校名學系級/任職單位與職稱  3校名學系級/任職單位與職稱 

摘  要 

(標楷體、14 號字、粗體、置中、單行間距) 

本文將說明觀光學系學術研討會「論文長摘要」格式。您可以直接利用本範

例進行編輯。論文長摘要之相關格式說明如下: (1)字型與字體大小：中文字型

為標楷體、英文字型為 Times New Roman，黑色。中文標題粗體字體大小 18pt，

作者列字體大小 12pt，班別或服務機關與職稱列字體大小 9pt，摘要內文字體

大小 12pt。上述各格式明如本範例檔所示。(2)關鍵詞：中文(或英文)關鍵詞應

列於摘要內文下方，以五個為限。 (3)頁數與摘要內文字數：長摘要以中文撰

寫，最多 4 頁，超過頁數將退回修改。(4)頁碼：由本研討會統一編排。

https://dyutourism21.mystriking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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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優秀論文獎評分方式與注意事項 

一、由主辦單位聘請之評論人與主持人，針對發表者評審內容依主題與架構（35％）、內

容與價值（35％）、論文發表（20％）、問題答辯（10％）進行評分，並挑選優秀之論文，

進行頒獎。 

二、發表證明將於研討會結束後，統一於報到處進行發放。 

三、「論文發表者」及「海報發表者」之發表證明以及「全程參與者」之與會證明，皆於

閉幕式結束後一同給予。本研討會無提供「研習證明」，亦無「研習時數認證」。 

玖、聯絡單位  

報名、投稿問題請洽：04-8511888*7011 陳小姐  

E-mail:ttm@mail.d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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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大葉觀光－友善體驗智慧觀光學術研討會 

原訂會議議程 

日期：111年 06 月 11 號（六） 

時間：13:00-17:00 

地點：大葉大學 觀光餐旅大樓演講廳（M205） 

      大葉大學 觀光餐旅大樓會議廳（M110） 

時間 會議內容 場地 

13:00 報到結束 觀光餐旅大樓 M205 

13:00-13:20 開幕致詞 觀光餐旅大樓 M205 

13:20-14:50 口頭發表 
觀光餐旅大樓

M205、會議廳M110 

15:20-16:20 口頭發表 
觀光餐旅大樓

M205、會議廳M110 

16:30-17:00 
閉幕、頒獎、領取發

表證明 
觀光餐旅大樓 M205 

＊會議活動流程依當天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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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大葉觀光－友善體驗智慧觀光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論文口頭發表第一會場】 

Google meet 會議室一：https://meet.google.com/jmo-kmws-eep  

主持人：葉忠興副校長   評論人：顏昌華教授 

時間 活動 內容 備註 

12:50~13:10 線上報到 第一會場: 

https://meet.google.com/jmo-

kmws-eep 

第二會場: 

https://meet.google.com/gtc-

yqnm-xvj 

 

13:10~13:20 開幕式 活動開場&主持人致詞 開場負責:黃珮菁 

發表時間 發表組別順序(論文題目) 作者 

13:20-13:30 

目的地熟悉度、虛擬實境效果對旅遊意願之

影響—以臺東熱氣球嘉年華為例 

曾建榮 、邱博賢、 

張淑禎 

13:30~13:35 評論人講評時間 

13:35~13:45 

社區營造推動生態旅遊之研究—以臺北市社

子島富洲社區為例 

陳鈺安 

13:45~13:50 評論人講評時間 

https://meet.google.com/jmo-kmws-eep
https://meet.google.com/jmo-kmws-eep
https://meet.google.com/jmo-kmws-eep
https://meet.google.com/gtc-yqnm-xvj
https://meet.google.com/gtc-yqnm-xv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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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14:00 

擁擠知覺、休閒體驗對重遊意願之影響-以斗

六觀光夜市為例 

張峯瑞 

14:00~14:05 評論人講評時間 

14:05~14:10 休息時間 

14:10-14:20 新冠疫情下消費者網購生鮮食品行為之研究 賴冠伶 、王雨淳 

14:20~14:25 評論人講評時間 

14:25-14:35 

以自我決定理論探討疫情期間餐飲外送員之

就業內在動機 

賴冠伶、曹榮泰 

14:35~14:40 評論人講評時間 

14:40-14:50 

透過理性行為理論探討消費者 Instagram 廣

告點擊之行為意圖-以手做巧克力為例 

賴冠伶、廖宗彥 

14:50~14:55 評論人講評時間 

14:55-15:05 樹林山佳採礦遺產旅遊初探 陳曉偉 

15:05~15:10 評論人講評時間 

15:10~15:15 大合照時間 

15:15~15:30 閉幕式 活動閉幕&主持人總結 閉幕負責:黃珮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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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大葉觀光－友善體驗智慧觀光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論文口頭發表第二會場】 

Google meet 會議室二：https://meet.google.com/gtc-yqnm-xvj 

主持人：陳南淇老師  評論人：汪祖慧主任、丁于珊老師、何嬿婷老師、

洪榮澤老師、陳慧軒老師、陳韻伃老師 

時間 活動 內容 備註 

13:30~13:50 線上報到 第一會場: 

https://meet.google.com/jmo-

kmws-eep 

第二會場: 

https://meet.google.com/gtc-

yqnm-xvj 

 

13:50~14:00 開幕式 活動開場&主持人致詞 開場負責:蕭亦臻 

發表時間 發表組別順序(論文題目) 作者 

14:00~14:10 

霧台部落遊客旅遊意象、旅遊意願與重遊意

願之研究 

廖文汝 

14:10~14:15 評論人講評時間 

https://meet.google.com/gtc-yqnm-xvj
https://meet.google.com/jmo-kmws-eep
https://meet.google.com/jmo-kmws-eep
https://meet.google.com/gtc-yqnm-xvj
https://meet.google.com/gtc-yqnm-xv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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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14:25 

探討延展實境技術(XR)對於觀光行銷推廣之

研究 

劉珮瑜 

14:25~14:30 評論人講評時間 

14:30-14:40 

苗栗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體驗動機、知覺

價值、行為意圖之研究 

謝宜安 

14:40~14:45 評論人講評時間 

14:45-14:55 疫情下的風險認知與旅遊動機之研究 吳玠諺 

14:55~15:00 評論人講評時間 

15:00~15:05 大合照時間 

15:05~15:20 閉幕式  活動閉幕&主持人總結 閉幕負責:蕭亦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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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熟悉度、虛擬實境效果對旅遊意願之影響 

－以臺東熱氣球嘉年華為例 

曾建榮 1 
 邱博賢 2  張淑禎 3 

1嶺東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助理教授 2正修科技大學/觀光遊憩系副教授 3嶺東科技大學/時尚經營系助理教授 

摘 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遊客對目的地熟悉度及虛擬實境效果是否影響其旅遊意願之研究。

近年來國內受到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的影響，導致國人無法從事各項休閒

旅遊活動，加上數位科技及網路速率的蓬勃發展及助長下，為讓遊客能夠不出門也能享

受出外旅遊的愉悅，遂引發本研究動機。依據交通部觀光局「臺灣旅遊狀況調查報告」

(2021)的調查指出，有 25.1%的民眾是參與文化體驗相關的活動，另有 46.6%的民眾偏好

從事遊憩活動。爰此，本研究以臺東熱氣球嘉年華活動為研究標的，該活動是近年來台

灣著名的觀光休閒活動之一，自 2011 引進熱氣球迄今，已吸引國內外遊客超過百萬人

次，於 2018年更獲得世界知名旅遊頻道 Travel Channel 評選為世界 12 大令人驚豔的熱

氣球嘉年華活動之一。 

本研究架構以目的地熟悉度作為自變項，透過 360度 VR 虛擬實境影片方式，利用

Cardboard眼鏡行動載具讓遊客以線上旅遊體驗，來探討對旅遊意願之影響。Chi, Huang 

& Nguyen（2019）指出，熟悉度是一個基礎的概念去解釋首次到訪遊客和多次到訪遊客

之間的差異，也就是說觀光客對於不同層次的旅遊目的地熟悉度可以被理解為他們願意

承擔的旅遊風險程度（Lepp & Gibson, 2003）。回顧過去相關研究發現，目的地熟悉度

對旅遊意願的影響有相異的研究結果，亦有其他研究指出，目的地熟悉度越高時，會直

接、間接影響或正向調節其旅遊意願，也提出首次和多次到訪的觀光客對於目的地的熟

悉度上會有明顯的差異（Chi et al., 2019; Milman & Pizam, 1995; Liu, Li, Cardenas, & Yang,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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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採發放紙本問卷，以立意抽樣方式尋找受測者進行實測，實測完後再予以

直接填寫問卷題項，問卷題項共分為四大部份統計，分別為個人資料 2 題、目的地熟悉

度 6題、虛擬實境效果 7題以及旅遊意願 3題。為確保問卷之精準性，本研究採用李克

特五點尺度量表進行量測，總計回收有效問卷計 140份。結果顯示，目的地熟悉度問卷

部分，Cronbach's Alpha數值為 0.835（＞0.7）具高信度，亦即問卷題項內部具一致性。

目的地熟悉度整體數據分析中平均值最高為 4.24，最低值為 2.96，因此可推論有聽過台

東熱氣球嘉年華活動的觀光客，不一定會比有去參加過熱氣球嘉年華活動的觀光客還熟

悉，這說明熱氣球這項活動在我國的熟悉度已是無人不曉的觀光休閒活動。但整體數據

總平均值為 3.39，數值偏低，可說明我國觀光客對於台東的目的地熟悉度還是不夠了解，

或許是因為還沒實地去參與過熱氣球活動或者曾經到台東實地去旅遊過，又或者說台東

的旅遊發展還不夠吸引觀光客，導致對目的地熟悉度不夠了解。 

在虛擬實境效果部分，Cronbach's Alpha數值為 0.882（＞0.7）具高信度，亦即問卷

題項內部具一致性。問卷整體數據的平均值落差極小，介於 3.52~3.99 間，但整體數值

偏低，如此可推論測試者戴上 VR 還是可接受虛擬實境呈現出來的效果以及臨場感，但

對於體驗虛擬實境過程中的舒適度就不是很好，或許是未長期使用 3D 視覺效果又或者

第一次使用而產生出的不適應感。另外整體的總平均值為 3.75，可以說明透過虛擬實境

設備可以體驗到 3D的視覺效應，會讓人有暫時投入在其中的感覺，但以目前現況來看，

還是會以現實實體為優先。在旅遊意願部分，Cronbach's Alpha數值為 0.816（＞0.7）具

高信度，亦即問卷題項內部具一致性。問卷整體數據的平均值為 4.30，由此推論受測者

對於體驗過虛擬實境效果是會提升其旅遊意願；由於虛擬實境具有臨場感、雙向互動及

趣味等特性，因此體驗過虛擬實境影像後，將會影響推薦他人參加活動及誘發自身再次

旅遊意願。 

此外，本研究利用中介模型檢定去分析目的地熟悉度及虛擬實境效果對旅遊意願的

直接與間接效果。就中介效果檢定而言，本研究分析出虛擬實境對旅遊意願的直接效果

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表示當遊客使用虛擬實境先進行旅遊體驗時，會增加本身前往旅

遊目的地的旅遊意願；說明可能因為遊客利用虛擬實境的時候，可以體驗到趣味性以及

互動性，才會讓虛擬實境對旅遊意願的整體效果會大於其他兩者。綜合上述分析，當虛

擬實境效果扮演中介角色加入目的地熟悉度與旅遊意願之間，其中介效果大於目的地熟

悉度並正向且顯著影響遊客本身前往旅遊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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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是現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角色，他們不但給人們帶來生活上的許多方

便，也隨著資訊發展愈來愈迅速。本研究探討因科技進步而發展出來的一套軟體–VR 虛

擬實境，發現使用虛擬實境來預先體驗旅遊的行為，不但能夠增加本身對目的地的熟悉

度也能增加旅遊意願，進而從旅行中感受到滿足。因此如何透過創新且有效的方式或科

技應用，並結合遊客旅遊的需求，達成遊客便捷觀光之目標，並進一步去發展智慧觀光，

本研究提出了以下建議，1.應該善用創新的科技，加速數位旅遊的應用；2.增加擴充實境

的運用，創造新的旅遊體驗；3.可以結合 AR 擴充實境與互動導覽系統介面，快速地讓

遊客沉浸在虛擬環境裡，創造「食、宿、遊、購、行」的旅遊新體驗。(字體修正) 

 

關鍵詞：目的地熟悉度、虛擬實境效果、數位科技、旅遊意願、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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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大葉觀光－友善體驗智慧觀光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 

 

社區營造推動生態旅遊之研究 

─以臺北市社子島富洲社區為例 

陳鈺安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摘 要 

自 1970年代以來，「生態旅遊」此一兼顧自然保育與遊憩發展的旅遊方式，受到

許多環境保育的學者與團體關注並提出，而台灣於 2003年提出生態旅遊白皮書，強調

發展兼顧旅遊、保育與地方發展的生態旅遊的決心。然而，在一些國內外案例中，呈

現生態旅遊的推動反而破壞地方資源、與地方自然文化脫節等負面影響。為了成功達

到生態旅遊的實質意義與永續發展，從社區的需求、願景與福祉來推動以社區為主體

的生態旅遊有其重要性。 

而社子島位於臺北市士林區基隆河與淡水河的交匯處，地形因為兩河沖積的沙洲

自古即易淹水，政府於 1970年劃設為洪氾區禁建，目前約 58%為農業與綠地用地，呈

現都市農村的景象，也因禁建保留了許多傳統聚落、信仰文化以及自然生態。在這樣

的水文環境與發展背景，使的社子島蘊含發展生態旅遊的潛能，研究者初步踏入社子

島時，結識了富洲社區發展協會正在籌辦生活藝術節，在這個過程中看見文化與自然

資源被運用、居民動員與參與、遊客與社區互動等，本研究好奇富洲社區的社區營造

活動分析推動社子島生態旅遊的現況與困境，因此進一步歸納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社子島具發展生態旅遊之文化與自然資源 

二、分析富洲社區發展社區營造與生態旅遊之現況 

三、歸納富洲社區發展生態旅遊之優勢與困境 

「社區營造」最主要是建立於居民自發性參與的意識，進而去關心社區生活環

境、營造社區文化特色、凝聚社區意識，從而重新建立居民、社區與環境的關係（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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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南，1998）。而在推動社區營造的過程，它也營造了實質空間環境，它是一個改造

生活品質、自然環境、文化地景的全面性活動（李永展，1996）。總題而言，社區營

造強調自下而上由居民自發性關懷社區進行共創改造社區。 

「生態旅遊」的概念形成可追溯至 1965年，學者 Hetzer 提出以“Ecological 

Tourism”代替傳統觀光，以改善觀光活動對生態環境的衝擊。被認為是兼具自然保育

與遊憩發展目的的活動，同時可以促進當地文化、環境及經濟的永續發展（李光中，

2003）。具體過程是在自然區域中規畫融合當地文化、生態，配合解說讓遊客深入了

解當地（Kurt Kutay，1989）。 

「以社區為發展基礎的生態旅遊」的模式在台灣也逐漸受到重視，陳美惠

（2016）表示將在地社區及生態旅遊的理念結合，從社區的人、文、地、產、景著

手，調查在地特色資源，並透過環境解說和遊程規劃，達成永續發展。 

為回答研究發問，期待透過富洲社區以社區為發展基礎推動社子島生態旅遊的現

況與困境進行整理，本研究之研究方法採質性研究之參與觀察法、深度訪談法。首先

以臺北市士林區富州社區為研究對象，主針對富洲社區發展協會推動的生活藝術節活

動進行參與觀察，觀察富洲社區發展協會活動中的參與者組成、參與者與組織的互

動、組織運作模式與行動手法以及其中動員的文化與自然資源，其次則針對社子島當

地特色活動進行觀察。 

  並向社區發展協會重要幹部及生活藝術節參與成員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以補足參

與觀察無法釐清的現象，並研擬訪談大綱，依不同受訪者內容有差異，初略如下： 

1.籌辦生活藝術節時，想如何呈現當地文化與自然資源之特色？ 

2.生活藝術節是想呈現出什麼樣的理念與目的？ 

3.生活藝術節如何結合生態旅遊？ 

3.當地居民對生態旅遊之看法為何? 

7.生活藝術節期間對當地居民之影響？好、壞處各有哪些？ 

8.您認為社子島推動生態旅遊的優勢與困境會是什麼？ 

9.未來會如何推動生態旅遊？ 

  另外，本研究研究期間遭逢 Covid-19疫情爆發，為符合政府相關防疫政策及措

施，需多活動改採線上舉辦，且居民有生命安全之顧慮，故在不便進行田野調查的情

況下，本研究也蒐集了協會的社群媒體官方帳號─富洲社區發展協會 Facebook、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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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的家生活藝術節 Instagram 以及社子咱的家 Youtube—有關活動過程、感受及收穫的

貼文與留言作為參與觀察的補充資料。 

本研究初步研究結果，盤點社子島具發展生態旅遊潛力的自然與文化資源方面，

整理出自然資源有三處溼地──社子島濕地、島頭濕地以及社六濕地、全島占比 58%的

農業用地、基隆河與淡水河環繞。文化資源有十二處歷史建築、傳統聚落、廟宇信

仰、百年夜弄土地公慶典、端午節龍舟祭典等。經參與觀察，初步分析出富洲社區以

社區營造為基礎所舉辦的生活藝術節有結合生態旅遊之意涵向居民及遊客介紹社區，

然而組織行動初衷並非以生態旅遊為導向，故在活動資訊、宣傳及相關措施方面稍嫌

不夠充足及積極，社區一方面希望讓外界對社子島有更多的認識與體驗，另一方面又

不希望淪為消遣性觀光，故如何在社區營造及生態旅遊之間取得平衡是目前富州社區

面臨的課題。 

關鍵詞：生態旅遊、社區營造、社子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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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大葉觀光－友善體驗智慧觀光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 

擁擠知覺、休閒體驗對重遊意願之影響 

-以斗六觀光夜市為例 

張峯瑞 

雲林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研究所 碩士在職班二年級 

摘 要 

夜市是台灣民眾喜愛的夜間文化，兼具消費、休閒、娛樂的功能。結合在地美

食、多樣的商品、各種叫賣聲，讓夜市遊客透過感官體驗當地的風俗民情與特色。而

且不只台灣人愛逛夜市，在全球疫情爆發前，交通部觀光局的報告指出 2013至 2017

年，參觀台灣夜市是國外來台旅客的主要活動前三名之一。另外根據財政部 2017年的

資料，全台灣前 25大夜市的營業額推估超過新台幣 200億，可見台灣夜市庶民經濟的

熱絡。 

斗六市曾有受天宮夜市、人文夜市等大型夜市，於 2021年 11月新開張的斗六觀

光夜市，為目前雲林縣最大型夜市。過去有關夜市的研究大多是大城市中的夜市，比

如台北寧夏夜市、高雄瑞豐夜市、台南花園夜市等。雲林縣一直以農業首都自居，並

不是著名觀光勝地，但斗六觀光夜市的規模及人潮並不遜於上述知名夜市，想必有其

吸引人的特點值得探討。 

本研究目的旨在了解斗六觀光夜市遊客的擁擠知覺、休閒體驗、重遊意願三變項

之間的關係，及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遊客，在擁擠知覺、休閒體驗、重遊意願的差異

情形。並提出以下幾項假設： 

H1:不同背景變項遊客的擁擠知覺有顯著差異 

H2:不同背景變項遊客的休閒體驗有顯著差異 

H3:不同背景變項遊客的重遊意願有顯著差異 

H4:遊客的擁擠知覺對休閒體驗有正向影響 

H5:遊客的擁擠知覺對重遊意願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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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遊客的休閒體驗對重遊意願有正向影響 

在參考相關文獻後，製作「個人背景資料」、「擁擠知覺量表」、「休閒體驗量

表」、「重遊意願量表」，以五點尺度計分。經預試樣本測試後，編製成正式問卷。

於 2022年 4月 27日起，至 2022年 5月 2日止，以曾到訪斗六觀光夜市的遊客為研究

對象，採用網路問卷調查，共收回 416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 26份，有效問卷 390

分，有效回收率為 93.75%。再以描述性統計、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雪費法事後比較、皮爾森積差相關、線性回歸分析等方法

進行統計分析。 

信效度分析結果，擁擠知覺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為 0.775，本量表共有 7題，分

成兩個構面度，總解釋變異量為 65.37%。休閒體驗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為 0.849，本

量表共 14題，分成四個構面，總解釋變異量為 65.84%。重遊意願量表共三題，

Cronbach’s α值為 0.879。以上結果表示三個量表的信效度都有達到標準。 

而在三個變項的相關比較方面，擁擠知覺與休閒體驗的相關未達顯著(r =0.033，p 

> .05)，擁擠知覺與重遊意願之間達到顯著，為弱負相關(r =-0.113，p < .05)，休閒體驗

與重遊意願為顯著正相關(r =0.68，p < .05)。 

最後在個人背景變項的比較結果，對於擁擠知覺、休閒體驗、重遊意願的影響分

別為：不同性別及不同居住地的遊客對擁擠知覺有顯著差異、不同停留時間及不同參

訪次數的遊客對休閒體驗和重遊意願有顯著差異。其他的個人背景變項對擁擠知覺、

休閒體驗、重遊意願皆無顯著差異。 

 

關鍵詞：夜市、擁擠知覺、休閒體驗、重遊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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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大葉觀光－友善體驗智慧觀光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 

 

新冠疫情下消費者網購生鮮食品行為之研究 

賴冠伶 1 王雨淳 2 

1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2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摘 要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行動網路的成熟與智慧型行動裝置的普及，網路購物因此蓬勃發展，網路商品

的銷售金額大幅提升。2021 年 5 月台灣面臨 COVID-19 社區傳播，5 月 22 日起各縣市

政府陸續規定餐廳不得提供內用，消費者的經濟活動被限縮，也因為對疫情的恐懼改變

了消費習慣，紛紛減少疫情期間外出用餐行為，改採外帶、使用外送服務或購買生鮮食

品在家烹飪。 

近年來網購生鮮食品亦迅速發展，可提供購買的種類也變多，生鮮產品高度重視保

質期和新鮮度，但隨著冷鏈技術被廣泛運用在配送生鮮食品，除了常見的蔬菜及水果可

以透過生鮮外送，需低溫配送的肉類及海鮮類皆可提供配送服務，這也打破地理位置的

限制，讓各地消費者皆能買到生鮮產品，而線上支付的方便性也是網購變得簡單便捷，

根據未來流通研究所（2021）指出因受 COVID-19 影響，台灣 2020 年生鮮食品的線上

銷售金額年增 21.5%，因此網購生鮮的行為意圖值得深入探討。且大多數國家疫情仍持

續擴散，所以分析消費者使用配送服務的因素極為重要。而目前相關研究皆是探討消費

者對外送餐飲平台之熟食配送的先關研究，亦根據研究調查網購生鮮食品的比例也因疫

情增加，故本研究針對疫情期間利用網路購買生鮮食品在家烹飪的消費者進行問卷調查，

以計畫行為理論分析其在 COVID-19疫情期間網購生鮮食品之行為意圖。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目的。 

（一）疫情期間消費者的態度對其網購生鮮食品行為意圖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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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疫情期間消費者的主觀規範對其網購生鮮食品行為意圖之影響。 

（三）疫情期間消費者的行為控制知覺對其網購生鮮食品行為意圖之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生鮮食品 

黃慧娟（2021）指出廣義的生鮮食品包含經過清洗、修剪、分級、切割、包裝等過

程的初級加工新鮮食品，且包括剛採收、捕撈、屠宰等尚未加工的食品。狹義的生鮮食

品僅包括經過清洗、修整、分級、包裝，有時還要求去皮及分切處理的新鮮食品，其可

食率可接近 100%，並達到可以直接烹食或生食的衛生要求。 

Wang, Zhang, Gao, 與 Adhikari（2018）生鮮食品指的蔬菜、水果、肉類、海鮮類。

其含水量高、保存期限短、容易腐爛，在儲存、運輸中需要特別小心的食品，且屬於具

有季節性和區域性的食品。 

二、網購生鮮食品之現況 

生鮮食品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十分重要，如蔬菜、水果、肉類、魚類、牛奶等，每天

都需食用。因此，生鮮食品的購買頻率遠超過其他商品。隨著生活水平的提升，消費者

更要求生鮮食品的品質。生鮮食品不像其他任何食品，其保存期限較其他食品短。但隨

著冷鏈技術的進步及網路普及，現今消費者能透過網路購買生鮮食品，這也解決了因地

理位置的限制及保存期限的因素（Chen et al., 2021；Jiang et al., 2021）。 

三、計畫行為理論 

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是由 Ajzen在 1985年時所發展

出的理論，此理論是運用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作為基礎概

念擴展及演變而來，其理論認為態度、主觀規範、行為控制知覺對行為意圖有顯著影響，

亦會影響到個人行為。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設 

本研究運用計畫行為理論探討消費者在疫情期間網購生鮮食品之行為意圖，再根據

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探討建立以下研究假設： 

H1：疫情期間消費者的態度對其網購生鮮食品行為意圖有顯著正向影響。 

H2：疫情期間消費者的主觀規範對其網購生鮮食品行為意圖之影響。 

H3：疫情期間消費者的行為控制知覺對其網購生鮮食品行為意圖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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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與範圍 

本研究以在疫情期間，臺灣第一例新冠狀肺炎確診時間 2020 年 1 月 21 日為起始

日，至現今曾經網購生鮮食品之消費者作為研究對象，因此只要有在疫情期間內透過網

路購買生鮮食品經驗者，無論是在任何網站（如熊媽媽買菜網、家樂福線上購物網）或

第三方物流平台（Ubereats、Foodpanda）的消費者皆在本研究範圍內。  

三、抽樣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尋找在 COVID-19 期間曾經網購生鮮食品且願意參與測試

的消費者作為目標樣本，由於目標樣本透過網路購買生鮮食品，其樣本之母體數無法推

論，為了能更快速接觸消費者，故本研究將採用立意抽樣及滾雪球抽樣來發放網路問卷

收集樣本。 

四、資料分析與方法 

本研究問卷回收後，先剔除無效問卷，再將有效問卷進行編碼，進行分析。本研究

使用 SPSS 25.0 版統計軟體做為資料分析工具，針對人口統計變項、信度分析、迴歸分

析進行分析與整理。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於民國 111 年 5月 1日至 5月 8日，進行問卷發放，共回收 150份，有效問

卷為 141份，有效回收率為 92%。 

一、問卷分析 

（一）信度分析 

本研究根據 Hee（2014）所提出之標準為 Cronbach’s α 值大於 0.7，表示構面信度

是可信的，測量本研究各構面與總量表之內部一致性程度。經由結果測量所有構面皆大

於 0.7代表本研究問卷是可性的，具有信度。 

（二）人口統計分析 

本研究依據有效問卷 141 份，針對填答者背景特性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包括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疫情期間平均月收入、婚姻狀態 6 個部份，在性別的部分

以「女性」最高 105人、年齡以「19-24歲」最高為 53人，居住地以「高屏」地區最高

為 46 人，教育程度以「大學(專)」最高為 108 人，職業以「服務業」最高為 46 人，疫

情期間平均月收入以「20,001-40,000 元」最高為 61 人，婚姻狀態以「未婚，單身」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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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為 67人，小孩人數以「0位」最高為 110 人，家庭人數以「3-4 位」最高為 62人，以

施打疫苗劑數以「3劑(含)以上」最高為 115人。 

(三)迴歸分析 

本研究利用迴歸分析進行假設驗證，其研究結果顯示態度對行為意圖，其調整後 R2

為 0.451表示模型解釋力為 45.1%，態度對行為意圖標準化係數 β 值為 0.674(p=0.000)，

數值為正，表示態度對行為意圖有顯著正向影響，表示 H1成立。 

主觀規範對行為意圖，其調整後 R2為 0.485 表示模型解釋力為 48.5%，主觀規範對

行為意圖標準化係數 β 值為 0.699(p=0.000)，數值為正，表示主觀規範對行為意圖有顯

著正向影響，表示 H2 成立。 

行為控制知覺對行為意圖，其調整後 R2為 0.367表示模型解釋力為 36.7%，主觀規

範對行為意圖標準化係數 β 值為 0.609(p=0.000)，數值為正，表示行為控制知覺對行為

意圖有顯著正向影響，表示 H3成立。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利用計畫行為理論為研究基礎，以態度、主觀規範、行為控制知覺及行為意

圖探討疫情期間消費者網購生鮮食品之行為意圖之影響，經由文獻探討、設立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結果分析，將本研究發現與結論說明如下：根據研究模型驗證消費者網購生鮮

食品之態度對行為意圖有顯著正向影響，亦即只要消費者對網購生鮮食品之行為意圖的

態度提高，其行為意圖亦會跟著上升，此結果與 Kim, Kim, & Hwang（2021）其研究結

果一致。主觀規範對行為意圖有顯著正向影響，以及只要消費者的主觀規範提升其行為

意圖亦會跟著提高，此結果與 Alamin, Arefin, Alam, Ahammad, & Hoque（2021）。知覺

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亦顯著正向影響，亦即只要消費者的知覺行為控制提高對行為意圖

亦會提升，此結果與 Sadiq, Dogra, Adil, & Bharti（2021）一致。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建議能提高疫情期間消費者網購生鮮

食品之行為意圖，建議如下：業者可以建立完善的制度與防疫措施，使消費者網購生鮮

的態度能更正向，其親朋好友才能認同此行為，並支持消費者網購生鮮，提高主觀規範；

業者亦可簡化購物程序、清楚地教導消費者該如何操作，使消費者有能力進行網購，即

能提高其行為控制知覺。當三者皆被提高，則消費者網購生鮮食品之意願也會隨之增加。 

 

關鍵字：COVID-19、計畫行為理論、網購生鮮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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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我決定理論探討疫情期間餐飲外送員之就業內在

動機 

賴冠伶 1 曹榮泰 2 

1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2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摘 要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2021 年 5 月臺灣疫情迅速加溫進入三級警戒，至同年 7 月已累計約有一萬多

COVID-19確診病例，700 多人死亡（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1），這也代表著疫情

對臺灣有極大的衝擊。COVID-19 伴隨而來的影響包括生產活動的癱瘓，在全球造成嚴

重的經濟和社會影響（ Bapuji & Chrispal, 2020），COVID-19對民眾的心理上也帶來巨

大的衝擊，許多心理健康研究者確認了隔離檢疫對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Pollauf，2020）。

除了健康和安全問題外，COVID-19 對政治局勢變化、經濟危機、自然災害等皆帶來巨

大衝擊（Cakar，2020）。而受影響最大的產業之一就是餐旅業。 

在三級警戒影響之下導致餐廳禁止內用，民眾也降低了外出取餐的意願，餐飲業的

外送服務則成為民眾購買外食的主要方式之一。根據經濟部統計處（2021）餐飲業者提

供外送或宅配服務店家數占比由去年 4月之 57%提高至今年 5月之 64.8%，其中餐館業

由 65%提高至 68.5%，飲料店業由 57.5%提高至 69.2%，由此數據可看出在三級警戒影

響下全台的外送服務逐漸增加中，而外送員在疫情中的貢獻也功不可沒。能讓外送員在

疫情如此嚴峻的狀況下，願意外出送餐，背後推動他們的則是疫情隔離期間的環境下導

致的動機及工作價值。 

綜上所述，本研究應用自我決定理論來探討疫情期間從事餐飲外送員之就業內在動

機及工作價值為本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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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目的。 

（一）探討餐飲外送員的基本心理需求對內部動機之影響。 

（二）探討餐飲外送員的內部動機對工作價值之影響。 

（三）探討餐飲外送員的基本心理需求對工作價值之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自我決定理論 

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SDT）是一個研究人類動機和個性的宏觀理論。

它闡述了一種用於構建動機研究的元理論，一種定義內部和不同外部動機來源的正式理

論，以及對內部和外部動機類型在知覺上和社會發展以及個體差異中如何作用的一種論

述。自我決定理論除了可以用來評估人們的幸福感和能力表現之外，還可以聚焦在社會

和文化因素如何增強或減弱人們的意志和自主性。在自我決定理論中，個人的自主性、

勝任感及歸屬感被視為人們基本的心理需求，被認為是可以將外部動機內化成自主動機

的要素，而這對人們的影響包括了提高工作績效、持續性和創造力等。此外，自我決定

理論提出，這三種心理需求中的任何一種在社會環境中得不到支持或受阻的程度都會對

人們的心理健康產生強烈的不利影響（Ryan & Deci, 2017）。 

二、動機 

動機是指一個決策過程，使個人能夠選擇他們想要的結果，從而啟動所需的行為以

獲得這些有價值的結果（Chen, Elliot, & Sheldon, 2019; Ryan & Deci, 2017）。 

動機包括將想法轉化為行動以實現目標和改善生活的行為過程（Chen et al., 2019）。

一些理論已經相當廣泛地定義和分析了動機概念，例如，Maslow（1943）在動機理論提

出，動機是促使個人行為的內在力量。而動機又可分為內部動機和外部動機（Eunice Kim 

& Drumwright, 2016）。內部動機指的是個體完全自願從事某行為，而該行為本身帶給個

體滿足感以及樂趣（Ryan & Deci, 2000）。外部動機是指外部環境因素，如表揚、獎金、

獎勵等，這些因素在外部動機方面有著關鍵作用（Deci & Ryan, 2008）。 

三、工作價值 

先前研究工作價值的學者們已經確定了許多來源和結果。Lips-Wiersma 與 Morris

（2009）提出了工作價值的四個來源：發展、成為自我、他人團結、服務他人，以及表

達自我。學者提出，個體會因為工作價值而滿足以上四個方面的需求。Rosso et al.（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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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化了七個促進對工作有價值的看法：真實性、自我效能、自尊、目的、歸屬感、超

越性以及文化和人際價值。此研究提出了一種理論觀點，將以上要素統一為預測工作價

值的兩個心理維度：行動方向和個體的潛在動機。Steger 與 Dik（2010）認為工作價值

是看個體能否達到以下要素來預測及定義的：創造價值、培養目標感以及為更大的利益

服務。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設 

綜上述文獻探討之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1:餐飲外送員的基本心理需求滿意度對內部動機有顯著正向影響。 

H2:餐飲外送員的基本心理需求滿意度對工作價值有顯著正向影響。 

H3:餐飲外送員的內部動機對工作價值有顯著正向影響。 

 

二、研究對象與範圍 

本研究欲探討疫情期間臺灣餐飲外送員的基本心理需求是否對其工作價值有正向

影響，且外送員的內在動機及外在動機，在基本心理需求和工作價值的關係中是否具有

中介效果。本研究將以十八歲以上且在臺灣地區擔任餐飲外送員的人員為研究對象，因

考量到臺灣的餐飲外送員大多以機車外送居多，而臺灣法律規定十八歲以下不得考取汽

機車駕照，故將十八歲以下人員排除在此次研究範圍中。 

三、抽樣方法 

本研究實施問卷調查法以取得研究資料，以 SurveyCake 網路問卷方式公開徵求填

答。該網路問卷提供 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雲端問卷服務並支援各種智慧型裝置，

避免問卷填答過程受限於填答裝置之相容性。因目標為餐飲外送員，其樣本之母體數是

無法預估的，為了能更快速接觸受訪者，故此研究採用立意抽樣法，並將問卷發放至外

送員社交軟體群組及外送員社群網站等，並針對在疫情期間擔任餐飲外送員者來發放網

路問卷收集樣本。 

四、資料分析與方法 

本研究問卷回收後，先剔除無效問卷，再將有效問卷進行編碼，進行分析。本研究

使用 SPSS 25.0 版統計軟體做為資料分析工具，針對人口統計變項、信度分析、迴歸分

析進行分析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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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於民國 111 年 5 月 8 日至 5 月 16 日，進行問卷發放，共回收 150 份，有效

問卷為 150份，有效回收率為 100%。 

一、問卷分析 

（一）信度分析 

本研究根據 Nunnally（1978）認為 Cronbach’s α係數至少要大於 0.5，且最好能大

於 0.7。本量表 Cronbach's α 值均大於 0.7，因此各構念信度佳。 

（二）人口統計分析 

本研究依據有效問卷 150 份，針對填答者背景特性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包括性

別、年齡、居住地、最高學歷、餐飲外送員的工作是否為兼職、正職、三級警戒前是否

為餐飲外送員、平均月收入、婚姻狀態、三級警戒時疫苗施打劑數 ，共 10 個部份，在

性別的部分以「男性」最高 80人，年齡以「18-24歲」最高為 66人，居住地以「南部」

地區最高為 61人，教育程度以「大學(專)」最高為 108人，餐飲外送員的工作是否為兼

職以「是」最高為 102 人，正職以「學生」最高為 46 人，三級警戒前是否為餐飲外送

員以「是」最高為 87人，平均月收入以「20,001-40,000元」最高為 63 人，婚姻狀態以

「未婚」最高為 131人，三級警戒時疫苗施打劑數以「2劑」最高為 85 人。 

(三)迴歸分析 

本研究利用迴歸分析進行假設驗證，其研究結果顯示基本心理需求對內部動機，其

調整後 R2為 0.615表示模型解釋力為 61.5%，基本心理需求對內部動機標準化係數 β 值

為 0.786(p=0.000)，數值為正，表示基本心理需求對內部動機有顯著正向影響，表示 H1

成立。 

基本心理需求對工作價值，其調整後 R2為 0.563表示模型解釋力為 56.3%，基本心

理需求對工作價值標準化係數 β 值為 0.752(p=0.000)，數值為正，表示基本心理需求對

工作價值有顯著正向影響，表示 H2成立。 

內部動機對工作價值，其調整後 R2為 0.681 表示模型解釋力為 68.1%，基本心理需

求對工作價值標準化係數 β 值為 0.827(p=0.000)，數值為正，表示基本心理需求對工作

價值有顯著正向影響，表示 H3成立。 

伍、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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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自我決定理論為研究基礎，以內部動機、工作價值探討疫情期間餐飲外

送員就業動機及工作價值之影響，根據研究結果分析，將本研究發現與結論說明如下：

根據此次研究模型驗證，基本心理需求對內部動機有顯著正向影響，亦即只要工作環境

有滿足到基本心理需求，便能促進餐飲外送員內部動機的產生及強化，此結果驗證了

Ryan 與 Deci（2017）所提出的理論。基本心理需求對工作價值有顯著正向影響，此結

果與 Autin, Herdt, Garci 與 Ezema（2021）的觀點一致。內部動機對工作價值顯著正向影

響，代表餐飲外送員的內部動機感受度越大，對工作上也會有更多的投入，此結果與

Rosso, Dekas 與Wrzesniewski（2010）部分觀點一致 

本研究結果可以提供外送業者做為參考，經由了解外送員之基本心理需求和內在動

機與工作價值之關係，企業在營造工作環境時，應可針對基本心理需求給予適當的刺激，

並藉由提升內在動機增加工作價值，使員工更投入在工作中。 

 

關鍵字：COVID-19、自我決定理論、外送員、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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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理性行為理論探討消費者 Instagram廣告點擊之行為

意圖-以手做巧克力為例 

賴冠伶 1 廖宗彥 2 

1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2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生 

摘 要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現今網路與行動通訊普及化，使得社群媒體使用量大幅增加，網路行銷因此成為業

者的主流行銷方式，其中深受年輕人喜愛的社群軟體 Instagram 也成為企業投放網路廣

告的目標平台。而衡量網路廣告是否成功的關鍵指標即是消費者的廣告點擊率，因此，

探討消費者對廣告點擊的行為意圖是一門重要的課題。近年來台灣的巧克力頻頻奪下世

界巧克力大賽的獎牌，2019 年台灣的巧克力消費額更達到新台幣 88 億元，巧克力的網

路銷售量也不斷提升，其中又以手做巧克力的銷售量成長最為快速。本研究採用 Ajzen

所提出的理性行為理論為基礎，來探討消費者於 Instagram 上點擊手做巧克力廣告的行

為意圖。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目的。 

（一）探討消費者態度對點擊 Instagram 手做巧克力廣告行為意圖之影響。 

（二）探討消費者主觀規範對點擊 Instagram 手做巧克力廣告行為意圖之影 

響。 

（三）探討消費者點擊 Instagram 手做巧克力廣告的行為意圖對點擊行為之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手做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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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全球市場中巧克力需求不斷增長和演變（Monotti, 2008）。自從 2017年台灣

在世界巧克力大賽（International Chocolate Awards，簡稱為「ICA」）抱回第一面獎牌後，

至 2019年，台灣在世界巧克力大賽抱回 10面金牌、31面銀牌、9 面銅牌，更在 2020年

亞太區比賽中再奪下 22 金，包括 198個獎項中的過半數，在 2019年也是台灣手做巧克

力受到國外肯定的一年，更是台灣巧克力銷量突破過往新高來到新台幣 88 億新台幣的

產量是一個全新的開始（Fountmedia, 2021）。 

巧克力已經不是普通的一種食品了，更是人們相互表達情意的憑證，是節日贈與親

朋好友且深受歡迎的精美禮品，更可以讓人們放鬆心情，好好享受假日的營養休閒食品。

作為一種獨特且充滿情意的食品，巧克力的品質和口味已成為消費者購買時選擇的因素。

因此，提高口味滑順，開發新口感，大力發展純手做巧克力，也成為國內巧克力發展的

新趨勢（Kknews, 2019）。 

二、理性行為理論 

計畫行為理論是透過 Fishbein（1963）所提出的多屬性態度理論（Theory of 

Multiattribute Attitude），是計劃行為理論（TPB）與理性行為理論（TRA）的共同基礎

模型。接著 Ajzen與 Fishbein 於 1975年提出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理性假設行為的發生，皆是由個人意志可以控制的，但事實並非如此，個人的

行為控制是受到諸多因素影響所造成的如內在與外在因素，並非個人意志所能掌握，降

低了理性行為對個人行為的解釋力（黃泰彰，2014）。 

三、Instagram 廣告點擊 

了解點擊行為使我們能夠利用這些方面來提高相關性、預測流量並更好地管理信息

傳播的影響（Ramachandran, Chaintreau, & Wang, 2016）。不相關廣告的編排與點擊行為

有關，尤其是當這些廣告出現在相關廣告比例很高的情況下時，相關廣告與不相關廣告

的比率對這些廣告類型的識別產生不同的影響，對相關廣告的態度和行為意圖更加明顯

（Kononova, Kim, Joo, & Lynch, 2020）。 

四、廣告點擊與購買意願 

網路廣告點擊意圖對店內購買意願的影響起中介作用，非對稱優勢誘餌信息是網路

廣告增加店內購買可能性的更強大策略（Shieh , Xu, & Ling, 2019）。在過去研究中發現

涉及對廣告、品牌態度、點擊和購買意圖的正向影響（Kononova, Kim, Joo, & Lynch, 2020），

表示著點及與購買意願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廣告吸引力（歸屬感與獨特性）和權力感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content/doi/10.1108/BFJ-01-2016-0006/full/html#ref032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FBxkHdoAAAAJ&hl=zh-TW&oi=sra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Hb6J54cAAAAJ&hl=zh-TW&oi=sra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Bu_Y5AoAAAAJ&hl=zh-TW&oi=sra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1Fr6LY8AAAAJ&hl=zh-TW&oi=sra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xS5WcT4AAAAJ&hl=zh-TW&oi=sra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Bu_Y5AoAAAAJ&hl=zh-TW&oi=sra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1Fr6LY8AAAAJ&hl=zh-TW&oi=sra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xS5WcT4AAAAJ&hl=zh-TW&oi=s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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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與高）對消費者點擊率和購買意願的交互作用，當展示歸屬感（相對於獨特性）吸

引力時，無權勢的人表現出更高水平的點擊意圖和購買意願，而有權勢的人對獨特性（相

對於歸屬感）的吸引力反應更高，另外自我品牌聯繫是解釋這些影響的潛在機制（Liu & 

Mattila, 2017）。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設 

本研究運用理性行為理論探討消費者在 Instagram 廣告點擊之行為意圖，再根據研

究目的與相關文獻探討建立以下研究假設： 

H1：點擊行為的態度對於 Instagram 點擊手做巧克力廣告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2：點擊 Instagram 手做巧克力廣告的主觀規範對點擊 Instagram 手做巧克力廣告的意

圖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3：Instagram 手做巧克力廣告點擊的意圖對於 Instagram 手做巧克力廣告的實際點擊

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二、研究對象與範圍 

本研究將手做巧克力定義為 Instagram 廣告中明確指出巧克力為手工或手作。研究

對象為曾在 Instagram 中點擊手做巧克力廣告之消費者為研究對象。 

三、抽樣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尋找曾經在 Instagram 中點擊手做巧克力廣告之消費者，

故本研究採用立意抽樣法為收集數據，可減少時間、人力、物力，並達到滿意的調查效

果，設計之問卷經由 Line等社群網站針對曾經在 Instagram 中點擊手做巧克力廣告之消

費者來發放網路問卷收集樣本。 

四、資料分析與方法 

本研究問卷回收，剔除無效問卷，後進行分析。本研究使用 SPSS 25.0 版統計軟體

做為資料分析工具，針對人口統計變項、信度分析、迴歸分析進行分析與整理。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於民國 111 年 5月 2日至 5月 8日，進行問卷發放，共回收 190份，有效問

卷為 164份，有效回收率為 86.3%。 

一、問卷分析 

（一）信度分析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5lA9YigAAAAJ&hl=zh-TW&oi=sra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0tpALEMAAAAJ&hl=zh-TW&oi=sra
https://scholar.google.com.tw/citations?user=0tpALEMAAAAJ&hl=zh-TW&oi=s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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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據 Gay and Salaman（1992）指出標準為 Cronbach’s α值大於 0.7，表示構

面信度是可信的，測量本研究各構面與總量表之內部一致性程度。經由結果測量所有構

面皆大於 0.8代表本研究問卷是可性的，具有信度。 

（二）人口統計分析 

本研究依據有效問卷 164 份，針對填答者背景特性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包括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平均月收入、喜愛巧克力 6 個部份，在性別的部分以「女

性」最高 101 人、年齡以「19-24 歲」最高為 63 人，居住地以「中部」地區最高為 98

人，教育程度以「大學(專)」最高為 105人，職業以「學生」最高為 57 人，平均月收入

以「20,001-40,000元」最高為 74人，喜愛巧克力以「是」最高為 152 人。 

(三)迴歸分析 

本研究利用迴歸分析進行假設驗證，其研究結果顯示態度對行為意圖，其調整後 R2

為 0.526表示模型解釋力為 52.6%，態度對行為意圖標準化係數 β 值為 0.727(p=0.000)，

數值為正，表示態度對行為意圖有顯著正向影響，表示 H1成立。 

主觀規範對行為意圖，其調整後 R2為 0.482 表示模型解釋力為 48.2%，主觀規範對

行為意圖標準化係數 β 值為 0.696(p=0.000)，數值為正，表示主觀規範對行為意圖有顯

著正向影響，表示 H2 成立。 

行為控制知覺對行為意圖，其調整後 R2為 0.745表示模型解釋力為 74.5%，主觀規

範對行為意圖標準化係數 β 值為 0.864(p=0.000)，數值為正，表示行為意圖對行為有顯

著正向影響，表示 H3 成立。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利用理性行為理論為研究基礎，以態度、主觀規範、行為意圖及行為探討消

費者於 Instagram 點擊手做巧克力廣告之意圖，經由文獻探討、設立研究假設，根據研

究結果分析，將本研究發現與結論說明如下：根據研究驗證消費者於 Instagram 點擊手

做巧克力廣告之態度對行為意圖有顯著正向影響，亦即只要消費者對 Instagram 點擊手

做巧克力廣告之行為意圖態度提高，其行為意圖亦會跟著上升，此結果與 Lim & An (2021)

其研究結果一致。主觀規範對行為意圖有顯著正向影響，以及只要消費者的主觀規範提

升其行為意圖亦會跟著提高，此結果與 Potgieter & Naidoo（2017）一致。行為意圖對行

為亦顯著正向影響，亦即只要消費者的行為意圖提高對行為亦會提升，此結果與 Lareyre, 

Olivier, et al.（2021）一致。 

https://sajim.co.za/index.php/sajim/article/view/915/1250#CIT0044_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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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建議能提高消費者點擊 Instagram 手做巧

克力廣告點擊之行為意圖，建議如下：業者可以建立完善的制度與防疫措施，使消費者

點擊 Instagram 手做巧克力廣告的態度能更正向，其家人與朋友才會更加支持點擊

Instagram手做巧克力廣告，提高主觀規範；行銷業者可簡化行銷程序、清楚呈現 Instagram

手做巧克力廣告，使消費者有能力進行直接點擊，即能提高其行為控制知覺。當三者皆

被提高，則消費者點擊 Instagram 手做巧克力廣告之意願也會隨之增加。 

關鍵字：Instagram、理性行為理論、手做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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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林山佳採礦遺產旅遊初探 

陳曉偉 

龍華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助理教授 

摘 要 

新北市樹林山佳是樹林與鶯歌之間的小火車站點所延伸的聚落，由於早期產煤、運

煤的過往，山佳火車站得以設站，並於 2002 年被登錄為文化資產。2019 年，在山佳車

站修復及煤礦坑遺址景觀改善後，山佳的發展向遺產旅遊之路邁進，然而截至目前，發

展實差強人意。本研究回顧採礦遺產旅遊的意涵，並對這個新興採礦遺產旅遊地的現況

進行探討。 

關鍵字：遺產旅遊、樹林山佳 

1. 前言 

遺產觀光(heritage tourism)在國際間位居顯學地位已久，並方興未艾。在臺灣，遺產

旅遊是地方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無論是一座古厝、古道或是先民、過往產業所遺留下

來的儀式與器物，如何挖掘並轉化這些特殊文化遺產成為旅遊資源，是地方觀光能否發

展的關鍵。尤其，以臺灣特殊地方發展的背景脈絡，在社區營造、文化創意產業乃至於

地方創生政策推動下，形成以社區為發展單元的小規模遺產旅遊地發展格局。在這個基

礎上，可以觀察到特殊的在地文化遺產，被社區挖掘與推動，成為社區營造的一環。 

新北市樹林山佳地區是樹林與鶯歌之間的小火車站點所延伸的聚落，位於樹林西南

側，環境上主要為丘陵及大漢溪河岸平原所構成，由於早期產煤、運煤的過往，山佳火

車站得以設站。戰後，隨著樹林發展為工業衛星城鎮，山佳一帶也逐漸為電子零件、化

學等工廠所圍繞。2010 年以後，樹林開始朝向生活城市與文化觀光發展，以當時樹林區

長吳建興於受訪時所述，將樹林的未來描繪為「兼具書香與休閒景觀的樂活城市」。山

佳以其所遺留之礦業遺產，自此擔負樹林從工業城鎮朝向文化消費轉型的重責大任：先

是具百年歷史的古蹟山佳車站於 2017年修復完工、2019年完成的煤礦坑遺址景觀改善，

還有火車頭、彩繪巷以及巨幅的彩繪牆，都可以窺見此一發產企圖。 

2021年，本人擔任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主持人，以「『礦』野寄情、百年山佳

—新北市樹林山佳地區文史風貌暨觀光發展計劃」為名，帶領計畫團隊進入山佳。計畫

以山佳百年為發展意象及主軸，依循山佳過往藉由煤礦、車站所孕育的在地產業，以紅

麴、礦坑、車站等文史元素所發展出的產業、鐵道、餐飲文化等資源，結合台灣近年來

大力推展國內主題及特色旅遊，以期將學校資源導入山佳，以優化地方，促進山佳地方

創生發展。然而，過程中逐漸發現一些尚須面對及克服的發展瓶頸，遂促使研究者企圖

對於山佳之遺產旅遊現況進行探討。 



 

33 
 
 

2. 採礦遺產旅遊 

「遺產旅遊」為文化旅遊的一個分支（Kadlec & Svoboda, 2007; 湯銘文，2021）。

文化遺產的觀光包含具體存在的建築物、紀念場域和遺址遺跡(Konrad, 1982; McNulty, 

1991; 張淑娟，2011)，也透過語言、美食、節慶、參觀等活動體驗無形傳統與價值的文

化生活（Collins, 1983; Weiler & Hall, 1992; 張淑娟，2011）。當世界遺產觀光逐漸發展

成為觀光新顯學，具有歷史文化上宏大價值的旅遊地，是受關注的焦點。然而，誠如

Timothy(2016)的觀察，當遊客已變得更世故、受高等教育，且不滿於路途已被大量遊客

踩踏造訪過的傳統景點名勝，所謂文化遺產地正擴展到過去不被一般旅遊大眾所認可的

地點，那些能夠直白呈現過往一般人們如何運用智慧在困頓環境下生存的那些遺產地景，

包括墳墓、監牢、集中營等「暗黑」遺產地，邊緣群體生活（例如樂生療養院與漢生病

友）、工作地景。 

採礦遺產所以是文化遺產的一部分，是因為它涉及並解釋了特定的文化，歷史和社

會價值觀念。它可以是物質的，例如：舊坑、建築物、設備、礦工使用之工具和裝備如

安全帽、工作服等；或非物質的，例如：採礦方法、礦工的習慣和傳統習俗等（湯銘文，

2021）。 

礦業遺產的概念本質上是互相矛盾的，人們會保護、 讚揚非工業性的景點，因為景

點本身較優美也自然(Alfrey & Putnam, 1992; 曾慈慧、沈進成、陳麗如，2011)。20 世紀

80年代，人們對於礦業景點有了新認知，從原本只關心外在美感轉變成注重歷史及文化

的重要性（曾慈慧、沈進成、陳麗如，2011）。將採礦遺跡轉化為遺產旅遊地，有著時

空環境與主體錯置的弔詭：礦場工作環境惡劣，冒著粉塵、沼氣外洩及礦坑坍塌風險，

是礦工工作的日常。當事過境遷，礦坑被予以修復、美化，往昔礦工搖身成為解說員，

為遊客現身說法。 

3. 新北市樹林山佳 

「山佳」舊名「山仔腳」，位於新北市樹林區中西側，大致以山佳里、中山里及樂

山里為主要範圍，南面大漢溪，北倚山仔腳丘陵。漢人自清代進入山佳地區所在樹林一

帶屯墾，從事農業開發。日治時期，由於煤礦探採名列北部四大煤產地之一，此區也發

展成為礦業小鎮。二戰後，在台北都會區的快速發展下，樹林形成以各式製造業為主的

產業聚落及衛星市鎮，而山佳地區亦為多所製造業廠房的基地所在。近年來，在三環三

線交通計畫所開啟的契機下，樹林區開始朝向新興產業，及以觀光休閒為主體的城市新

風貌進行轉型、發展。山佳地區，也以日治時期所興建，具有百年歷史的山佳車站，及

其過去礦業小鎮之文化歷史背景，成為這波城市景觀及觀光休閒轉型歷程的焦點。 

例如，「山佳樂活計畫」所推動的「百年山佳驛、鐵道小旅行」，正是以百年火車

站、鐵道公園、礦坑文化為焦點訴求。另外，還有鹿角溪沿岸的山仔腳公園、客家藝文

館、數個社區活動中心與圖書分館的建置、大漢溪沿線濕地生態、公園綠地與自行車步

道的開闢等：這整體所呈現的，是該地區所企圖打造一個結合文化與自然生態氣息的觀

光、休閒廊帶，以及樹林區長吳建興先生於 2013 年受「新北市建築家」雜誌訪問時，所

述的「兼具書香與休閒景觀的樂活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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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企圖可謂剛步出萌芽階段，還有長遠的發展之路要走。一方面，城市景

觀及觀光休閒化的轉型，除了藉由政府所推動的景觀再造（山佳車站修復及鐵道公園）

及都市更新計畫之外，軟體面向、各項細部措施活動的持續經營同等重要。即使「山佳

樂活計畫」系列活動獲致成功，山佳地區的軟體面向經營仍有持續並進一步發展的需求

及空間。其次，受限於山佳車站鄰近腹地道路狹小、景點分散、整體街道景觀老舊、特

色商家/商品發展不足等因素，即使山佳車站提供了旅遊易達性，數年下來，山佳地區的

遊客量，以及在北臺灣休閒旅遊的能見度仍有待提升。可謂現階段的山佳，遭遇了發展

瓶頸。 

4. 初步研究發現 

1. 遺產旅遊景觀整體營造不足 

雖然「山佳樂活計畫」所推動的「百年山佳驛、鐵道小旅行」有不錯的成果，但若

說要成功帶動山佳地區整體休閒遊憩發展，仍有不足。此外，受限於作為核心區的山佳

車站，以徒步範圍而論，其鄰近腹地道路狹小、景點分散，同時，也有礦業聚落整體街

道景觀老舊、欠缺與周邊商家緊密連結等情況。這些，有賴於持續規劃具有創意、細緻

及吸引力的休閒旅遊活動，讓遊客參與，使他們願意駐足停留，並在造訪山佳的過程中

能維持旅遊熱度。 

2. 小遺產旅遊地所受的經費溢注與發展侷限 

作為小規模文化遺產地，山佳的發展，以為山佳、樂山、中山三個里為範圍，並以

在地社區組織山佳社區發展協會為重要的文化遺產推動者。同時，遺產觀光的推動在很

大的程度上必須仰賴公部門的經費溢注。然而，這些經費的補助是競爭性、非持續性的，

這使得山佳文化遺產地的旅遊推動，緊繫於在地社區組織所獲得經費補助的情況。以致

於具吸引力且持續性的休閒旅遊活動推動不足，無法對旅遊市場造成持續性的影響。 

3. 在地居民對於採礦遺產認同問題 

文化遺產與觀光可以是共生關係，一些已逐漸被年輕世代遺忘的無形文化遺產，可

能會因為觀光而復甦。而有形文化遺產，則亦可能因為文化觀光的財務收入而得以保存

維護（施國隆，2014）。九份曾是輝煌金礦開採歷史的九份黃金山城，居民普遍對聚落

景觀認同，年輕一代，受到文化保存影響，九份對其而言是一種懷鄉情結，對聚落空間

原始風貌保存，持贊同意見，九份也發展成為成功的採礦遺產旅遊地。然而，多年來已

發展成為製造業衛星城鎮一部分的山佳，居民與採礦的過往卻呈現疏離的狀態。居民認

同不足的結果，使得採礦遺產就純粹變成一個地方發展旅遊的手段，無法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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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大葉觀光－友善體驗智慧觀光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 

 

霧台部落遊客旅遊意象、旅遊意願與重遊意願之研究 

廖文汝 1 何嬿婷 2 

1大葉大學/觀光旅遊學系學士 2大葉大學/觀光旅遊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壹、 緒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兩年來，在疫情嚴峻之下，國旅成為遊客出遊的首選，從一開始走馬看花

的旅遊也逐漸轉換成深度旅遊。原住民文化旅遊在政府近幾年推動之下，也漸漸

映入大家眼簾，成為遊客安排旅遊的選擇項目之一。霧台部落位於屏東縣霧台鄉

霧台村，境內叢山峻嶺、樹木蔥蘢是得天獨厚的自然資產，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

優勢與傳統魯凱族文化技藝成為霧台鄉最具競爭力的觀光資源（陳偉仁、郭柏村，

2008）。故本研究選擇霧台部落作為研究地點。 

遊客的最初印象會影響其前往旅遊目的地的意圖，許多人在選擇旅遊目的地

時會遵從自己主觀意識去判斷；也會因個人偏好或意願來產生是否前往旅遊，而

旅遊後是否會因為旅遊目的地所帶來的感受，進而產生再次旅遊的衝動。因此本

研究藉由探討對於霧台部落遊客之旅遊意象和旅遊意願為何？以及探討旅遊意

象和旅遊意願是否會影響遊客得重遊意願之情形，為本研究之主要動機。 

二、 研究目的 

（一）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遊客對霧台部落旅遊意象以及旅遊意願之差異

情形。 

（二）探討遊客對霧台部落的旅遊意象與重遊意願之影響情形。 

（三）探討遊客對霧台部落的旅遊意願與重遊意願之影響情形。 

（四）將研究結果提供屏東縣霧台鄉相關景點之管理單位作為未來發展的

參考。 

貳、 文獻探討 

一、 部落旅遊 

霧台部落利用魯凱族傳統活動、部落特有的石板屋文化、自然景觀、人

文資源，並結合觀光、旅遊、住宿、餐飲、購物、體驗、休閒，來進行部落

旅遊。 

二、 旅遊意象 

遊客根據個人經驗或蒐集網絡資訊，對於霧台部落的主觀印象，藉此推

論遊客對霧台部落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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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旅遊意願 

遊客對霧台部落的認知程度，會形成對該景點的情感偏好和聯想。 

四、 重遊意願 

霧台部落遊客本身願意再次遊玩霧台部落，同時也願意向親朋好友推薦

並給予正面口碑。 

參、 研究設計 

一、 研究假設 

H1：不同『人口統計變項』的遊客，在旅遊意象有差異。 

H2：不同『人口統計變項』的遊客，在旅遊意願有差異。 

H3：旅遊意象與重遊意願有相關。 

H4：旅遊意願與重遊意願有相關。 

二、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針對霧台部落之遊客為主要研究對象，並採用「便利抽樣法」

來進行問卷發放。 

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研究資料分析主要是以統計軟體 SPSS 25 為主要統計工具進行分析。 

一、 信度分析 

本研究針對旅遊意象量表共 16 題、旅遊意願量表共 7 題以及重遊意願

量表共 5 題進行信度分析；Cronbach's α 係數值分別是旅遊意象為.913、旅

遊意願為.896，以及重遊意願為.870，分析結果三者整體 Cronbach's α 係數

值在大於 0.8 的範圍內，故本研究問卷的可信度相當高。 

二、 效度分析 

對於「旅遊意象量表」之效度分析，量表整體 KMO值為.929，屬性之

數值落於 KMO＞0.9，Bartlett’s 球形檢定值為 1796.382，p＜.001顯示提項均

達良好且妥當因素分析程度，經因素分析後其總解釋變異量為 45.276%；對

於「旅遊意願量表」之效度分析，量表整體 KMO值為.900，屬性之數值落

於 KMO＞0.9，Bartlett’s 球形檢定值為 907.384，p＜.001 顯示提項均達良好

且妥當因素分析程度，經因素分析後其總解釋變異量為 61.771%；對於「重

遊意願量表」之效度分析，量表整體 KMO值為.854，屬性之數值落於 0.8＜

KMO＜0.9，Bartlett’s 球形檢定值為 592.661，p＜.001 顯示提項均達良好且

妥當因素分析程度，經因素分析後其總解釋變異量為 66.068%。  

三、 敘述性統計分析 

受試者中以性別來看，多為女性佔 57.769%；從年齡來看，多為 18~25

歲佔 54.980%；從居住地區來看，多為中部(苗栗、臺中、彰化、南投、雲林)

佔 42.629%；從教育程度來看，多為大學/專科佔 67.331%；從是否有其他部

落旅遊經驗來看，多為去過其他部落佔 60.556%。 

四、 獨立樣本 t檢定 

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可得知，在變項性別中 p<.05，對旅遊意象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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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性；然而，男性平均值為 4.264，女性平均值 4.397，在問卷填答以女性

居多，除了女性的填答意願較高之外，不同性別在旅遊意象有明顯的差異存

在，且高於男性；變項性別 p＞.05，對旅遊意願未達顯著性，但從平均值來

看，女性的旅遊意願 4.278較男性高；變項是否有其他部落旅遊經驗 p＞.05，

對旅遊意象未達顯著性，從平均值來看女性的旅遊意象 4.345 較高於男性；

變項是否有其他部落旅遊經驗 p＞.05，對旅遊意願未達顯著性，從平均值來

看男性 4.338 較高於女性。 

五、 單因子獨立變異數分析 

(一)年齡：在旅遊意象裡，66歲(含)以上平均值落在 4.781為最高，由此

可知霧台部落帶給 66 歲(含)以上的遊客的主觀印象較為良好且正

向；在旅遊意願裡，56~65 歲平均值落在 4.667 為最高，霧台部落

傳達出來的認知與對該地的情感偏好多落在 55~65歲之間，又因霧

台部落風景清靜幽美，適合出門走走踏青，享受大自然帶來的氣息。 

(二)居住地區：在旅遊意象裡，南部（嘉義、臺南、高雄、屏東）平均值

落在 4.366 為最高；旅遊意願裡，南部（嘉義、臺南、高雄、屏東）

平均值落在 4.402 為最高，由此可得知，霧台部落位於屏東縣霧台

鄉，正屬於南部地區，而當地的居民對霧台的印象與前行的意願會

較其他地區還高，也更方便到達霧台部落。 

(三)教育程度：在旅遊意象裡，國中平均值落在 4.450為最高，教育程度

為國中為年長者居多，可得知年長者對於霧台部落的印象極高；旅

遊意願裡，研究所(含)以上平均值落在 4.355 為最高，可得知研究

所(含)以上對於到霧台部落的意願較高。 

六、 迴歸分析 

以旅遊意象為自變數，重遊意願為依變數，來探討旅遊意象對重遊意願

的影響關係，旅遊意象與重遊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β=.663，p<.001)；以旅

遊意願為自變數，重遊意願為依變數，來探討旅遊意願對重遊意願的影響關

係，旅遊意願與重遊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β=.789，p<.001)。 

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不同背景變項中僅性別對於旅遊意象有顯著差異；霧台部落遊客之旅

遊意象對重遊意願具顯著正面影響，遊客對霧台部落帶給他們的印象會影

響是否願意重遊舊地；霧台部落遊客之旅遊意願對重遊意願具顯著正面影

響，遊客對霧台部落主觀意願會影響是否願意重遊舊地。 

二、 研究限制 

實體問卷發放時，多為旅行團，因行程緊湊而拒絕填答問卷。在疫情

籠罩之下，人與人不愛接觸，進而導致發放問卷數較低，故數據來源多為

網路問卷。 

三、 研究建議 



 

38 
 
 

(一)針對屏東縣霧台鄉相關景點之管理單位的建議： 

可以多一些原住民特有的體驗活動，讓遊客可以多認識霧台部落文化，

也可以間接地推廣霧台之美，建議多宣傳霧台鄉的特色，不僅可以參觀霧

台部落，更可以參訪其他鄰近部落，安排適合一日遊的行程或景點，供遊

客觀賞。 

(二)針對後續研究相關題目之研究者： 

本研究僅以霧台部落遊客旅遊意象、旅遊意願與重遊意願，三個構面

進行研究，研究對象以遊客為主。建議未來可以針對其他知名部落例如：

新竹司馬庫斯、花蓮吉拉米袋部落、南投武界部落等，進行研究或採用質

性訪談原住民部落的旅遊情形，或找尋相同受測者進行前測與後測問卷，

進行旅遊意象前與旅遊意象後是否有改變。建議未來可以對遊客動機、旅

遊行為、體驗價值或目的地偏好來進行研究。 

關鍵詞：部落旅遊、旅遊意象、旅遊意願、重遊意願、霧台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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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延展實境技術(XR)對於觀光行銷推廣之研究 

劉珮瑜¹ 洪榮澤² 

¹大葉大學/觀光旅遊學系學士 ²大葉大學/觀光旅遊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近年受到疫情持續影響之下，以改變人們原有的生活樣貌，然本研究生觀察，後

疫情時代邁向的數位轉型趨勢，像是大眾對於元宇宙的興起及投入、觀光局設立智慧

觀光之願景等，而連結到到雖然本研究生自幼生長於高雄市林園區，但缺少對家鄉的

覺察探索，對於習以為常的珍貴資產認知不足之外，也常常耳聞家鄉的公安及污染事

件層出不窮，林園區也被貼上污名化之標籤，年輕人對於觀光願景沒有期許以及無法

擁有安全感而逐漸外移，大多留下中老年人，影響社區整體發展以及傳承。雖然近年

來，在地文史協會、青銀三創的合作模式陸續舉辦活動藉此重新翻轉林園區特色，但

在數位方面的執行效果尚未顯見。因此本研究以延展實境技術為概念，主要為創新林

園區不同以往的文化觀光體驗方式，也藉此希望對於高雄市林園區之數位行銷提出相

關建議。 

 

本文之研究目的旨在，利用數位科技將當地文化進行特色整合。本研究選擇以高

雄市林園區作為研究環境，挑選出五個林園區為重要的特色景點（興濟宮、安樂樓、

頂林仔邊派出所、福興宮、合春圓仔），串連成為一個遊程活動。針對景點背後的歷史

解讀，使用田野調查進行記錄。最後採用延展實境方式作為內容呈現。針對其設計劇

本《遊林園‧驚夢》，以 VR 眼鏡裝置作為遊程的影音呈現，使用 VR 作為載體呈現之目

的在於讓使用者利用相同感官系統，身處於虛擬世界卻誤認在真實世界般，完全沉浸

於虛擬世界中，達至身歷其境的效果。在人的五感之中，使用 VR 設備至少能達成視

覺、聽覺、觸覺三種感官效果，既可提升感官敏銳度，也能刺激使用者對於單一感官

的框架。因應時代的變化，過往經常使用之傳統 4P 行銷模式（產品 Product、價格

Price、促銷 Promotion、通路 Place），相較於現下新數位行銷模式（人 People、步驟

Process、預測 Prediction、成效 Performance），顯得相形見絀。透過數位能將流程數據

化、標準化、有效率地使整個介紹系統產生新價值。 

 

無論是 VR 或是 AR，在現今社會中可隨處見到它們的身影，代表著發展至今已逐

漸成熟，然規模、售價等卻仍尚未能達到讓普羅大眾親近且投入此領域的狀態。因

此，若以新工具的角度間接結合 VR、AR 之技術，或許能夠更好上手，並踏入數位化

的歷程。本研究使用 Insta360 相機拍攝所挑選林園區五處場景之環景影像，經過後製

處理、剪接，並在 Cospaces 上呈現。首先，匯入 360相片加上虛擬立體物件，讓使用

者遊玩的環境為真實世界所取景，而互動模式則為虛擬立體物件。其次，於感官方

面，視覺結合來自於現實生活中的場景以及建構的虛擬世界；聽覺來自於設計的每個

場景挑選符合場景氛圍的音樂；觸覺來自於需要尋找場景內放置的人物、物件並點擊

進行互動進而尋求任務解鎖。最後結合社交故事以及虛擬實境的學習，增加環境上的

視覺與聽覺刺激，進而引發使用者動機與效能。能夠達成忠實地呈現在地影像，將遊

玩者自身與在地進行草根連結，最終達成對於該地的風土民情有基礎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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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的方式不拘一格，CSRone提供以下幾種方式：可自由組合列印的報告

書、製作短片或短紀錄片、永續數據動態視覺化、建立互動式地圖、創造永續互動式

遊戲。因此本研究嘗試使用「Cospaces」作為主要開發工具，無論是製作短片嵌入、建

立互動式地圖、創造互動式遊戲皆可在本研究中展示，其作品呈現方式可使用 AR、

VR、MR 方式表現，能開拓林園區不同以往的科技互動方式。 

 

最後研究結論期在能成功達成三大點：即使交通性不利於文化觀光，但透過延展

實境的方式，仍可順利推廣；遊戲劇本的設計將提升使用者之沉浸體驗；以及對於歷

史景點介紹吸收度提高並有記憶性。另外本研究仍尚有改進之處，例如：軟硬體限

制、大眾接受程度等。 

隨著延展實境發展，無論是裝置、科技、網路皆逐漸擴大活躍規模，提供快速吸

收資訊、不受時空限制和便利性增加等機會，在新冠疫情影響下的觀光產業，如何和

延展實境有效結合，發展出不同以往之使用者經驗、教育功能、或是和在地相關文史

協會、社團進行合作等，並可進一步擴大年齡限制範圍使用、設計問卷調查其使用程

度上之感受、或是使用深度訪談法進行研究，皆是往後研究者可延伸之方向，讓科技

與現實人文交織用，發揮最大的影響力。本文期待對於林園區數位行銷之發展能夠提

出有效建議，提供後續研究者之研究參考。 

 

關鍵詞：延展實境、沉浸體驗、智慧觀光、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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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體驗動機、知覺價值、行為意圖之

研究 

謝宜安¹ 陳南淇² 

¹大葉大學/觀光旅遊學系學士 ²大葉大學/觀光旅遊學系副教授 

摘 要 

壹、 緒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幾年來，民眾對觀光遊憩的需求日益增加，鐵道文化休閒產業因此逐漸受到重視。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於西元 2002 年開始推動台灣參與世界文化遺產(World Heritage)

後，舊山線則被遴選為世界遺產潛力點（胡振華，2008）。蔡詩筠（2016）認為體驗是一

種過程，隨著時間開始至結束，所產生的感知情緒；張春興(2000)認為人類的行為是因

為有動機而產生。Zeithaml(1988)將知覺價值定義為「消費者依據其所獲得與付出的，對

產品效用所給予的整體性評估」(張瑞如，2020)。Zeithaml, Berry and Parasuraman(1996)

認為消費者接受服務後，會根據其實際體驗之情形，產生對服務品質的認知，而引發其

行為意圖。本研究的動機在於想探討遊客來到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進行體驗活動之動機，

在體驗過程中所感受到的價值是否高於所花費之成本，而在體驗過後之後續行為為何，

也希望鐵道旅遊可以藉由苗栗舊山線文化產業協會的推廣讓更多人認識鐵道旅遊。 

二、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討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背景變項「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

程度」、「月收入」、「職業」、「居住地」 在體驗動機之差異情形。 

（二） 探討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背景變項「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

程度」、「月收入」、「職業」、「居住地」在知覺價值之差異情形。 

（三） 探討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體驗動機、知覺價值對行為意圖之關係。 

（四） 瞭解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體驗動機、知覺價值與行為意圖之影響情形。 

貳、 文獻探討 

一、 鐵道旅遊 

    吳宜靜與李宗鴻（2013）認為鐵道旅遊之行為包含乘坐舊式火車（如：蒸汽火車）、

台鐵郵輪式列車、漫步於鐵道上、聽從解說人訴說著鐵道的歷史、於鐵道或隧道前拍照、

購買鐵道商品等。 

二、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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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山線興建於日治時期，並於 1998年停駛，舊山線便正式畫下句點（林玟佑，2013）。

2002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開始推動台灣參與世界文化遺產（World Heritage），舊

山線也被選為世界潛力點。為了讓舊山線鐵道再度活化使用，便提出「Railbike 軌道自

行車計畫」，以動態文化保存的方式，延續舊山線鐵道山林之美（胡振華，2008；舊山線

鐵道自行車，2018）。 

三、 體驗動機 

    蔡詩筠（2016）引用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所解釋的體驗：「由感覺記憶，並由許

多同樣的記憶而在一起形成的經驗，即為體驗。」張春興（2000）認為人類的行為是因

為有動機而產生，而動機是因為有需求而產生。 

四、 知覺價值 

    Dodds, Monroe and Grewal(1991)認為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會設定其所能接受之價

格，當知覺犧牲較高時，知覺價值就會降低；當知覺利益較高時，知覺價值就會增加，

消費者的購買意願也會隨之增加(張益壽，2008；張瑞如，2020)。 

五、 行為意圖 

    Cronin et al.(2000)指出，如果顧客對服務提供者產生忠誠度，會形成正面之行為意

圖，包括：「願意向他人分享服務提供者的優良表現」、「願意推薦給其他消費者」、「願意

對服務提供者維持忠誠（例如：願意再次消費）」、「願意向服務提供者購買更多」、「願意

支付更高的價格」（魏鼎耀，2005）。 

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假設 

    根據本研究目的、文獻探討所發展出研究架構，進而提出 5項研究假設，假設內容

如下所述： 

假設一：苗栗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不同背景變項在體驗動機有差異存在。 

假設二：苗栗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不同背景變項在知覺價值有差異存在。 

假設三：苗栗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之體驗動機與知覺價值有相關存在。 

假設四：苗栗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之知覺價值在行為意圖有影響存在。 

假設五：苗栗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之體驗動機在行為意圖有影響存在。 

二、 研究對象與抽樣 

    本研究將苗栗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做為研究母體，並以立意抽樣法進行本研究之

問卷施測。本研究問卷測試階段分為預試問卷及正式問卷，預試樣本蒐集時間為 111年

3 月 2 日至 111 年 3 月 31 日止，共蒐集到 100 份問卷，有效問卷共 83 份，有效問卷回

收率為 83%；正式問卷共蒐集 240份問卷，有效問卷共 219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1%。 

三、 信度分析 

    本研究體驗動機預試問卷量表之 Cronbach’s α係數為 0.92；知覺價值預試問卷量

表之 Cronbach’s α係數為 0.88；行為意圖預試問卷量表之 Cronbach’s α係數為 0.82，顯

示本量表皆具有良好之內部一致性。 

四、 資料分析與方法 

    本研究將利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6 統計應用軟體進行分析，分析方法包括：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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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相關分析以及迴歸分析。 

肆、 研究結果 

    本研究於 111年 4 月 1日至 111年 4月 30 日進行正式問卷的發放，共蒐集到 219

份有效問卷。 

一、 人口統計分析 

    本研究依據 219份有效問卷進行樣本特性分析，其中包含性別、年齡、婚姻狀

況、教育程度、月收入、職業及居住地。女性在性別中佔最多數共 140 位；年齡以

21~30歲為最多數共 143位；婚姻狀況以未婚人士共 183位最多；教育程度以大專院校

共 105位最多；職業以學生共 140位最多；居住地以中部地區共 91位最多。 

二、 獨立樣本 t 檢定 

    本研究經過獨立樣本 t 檢定，發現不同性別的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在體驗動機上

的差異情形未達顯著水準（男 M=4.16，女 M=4.17，t 值=0.44，p>.05）；不同婚姻狀況

的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在體驗動機上的差異情形未達顯著水準（已婚 M=4.34，未婚

M=4.13，t 值=1.99，p>.05）；不同性別的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在知覺價值上的差異情

形未達顯著水準（男 M=4.20，女 M=4.23，t 值=0.39，p>.05）；不同婚姻狀況的舊山線

鐵道自行車遊客在知覺價值上的差異情形未達顯著水準（已婚 M=4.48，未婚 M=4.16，

t 值=3.20，p>.05）。 

三、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經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年齡的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在體驗動機

上的差異情形未達顯著水準（F=3.09，p>.05）；不同教育程度的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

在體驗動機上的差異情形未達顯著水準（F=1.94，p>.05）；不同月收入的舊山線鐵道自

行車遊客在體驗動機上的差異情形未達顯著水準（F=2.54，p>.05）；不同職業的舊山線

鐵道自行車遊客在體驗動機上的差異情形未達顯著水準（F=0.72，p>.05）；不同居住地

的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在體驗動機上的差異情形未達顯著水準（F=1.18，p>.05）；不

同年齡的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在知覺價值上的差異情形未達顯著水準（F=2.95，

p>.05）；不同教育程度的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在知覺價值上的差異情形未達顯著水準

（F=1.24，p>.05）；不同月收入的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在知覺價值上的差異情形未達

顯著水準（F=1.88，p>.05）；不同職業的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在知覺價值上的差異情

形未達顯著水準（F=0.64，p>.05）；不同居住地的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在知覺價值上

的差異情形未達顯著水準（F=1.21，p>.05）。 

四、 相關分析 

    本研究經 Pearson 相關分析，發現體驗動機、知覺價值與行為意圖皆有正相關存在，

相關程度為知覺價值（r=0.82，p<.05）以及行為意圖（r=0.69，p<.05），顯示體驗動機程

度越高則知覺價值與行為意圖越高，因此本研究之假設五成立。 

五、 迴歸分析 

    本研究經迴歸分析，發現整體迴歸模式的考驗達顯著水準（F=214.32，p<.05），投

入之預測變項可解釋知覺價值之總變異量為 54%。知覺價值對行為意圖之預測力為 54%。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之知覺價值正向影響行為意圖，因此本研究之假設四成立；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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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模式的考驗達顯著水準（F=195.71，p<.05），投入之預測變項可解釋體驗動機之總

變異量為 47%。體驗動機對行為意圖之預測力為 47%。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之體驗動

機正向影響行為意圖，故本研究之假設五成立。 

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在體驗動機上並不會因為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

程度、月收入、職業、居住地不同而有差異存在。 

（二）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在知覺價值上並不會因為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

程度、月收入、職業、居住地不同而有差異存在。 

（三）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之體驗動機與知覺價值有相關存在。 

（四）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之知覺價值與行為意圖有正向之影響。 

（五）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遊客之體驗動機與行為意圖有正向之影響。 

二、 建議 

（一） 對政府之建議 

    每當假日來臨時，稀少的停車位無法負荷眾多遊客，因此建議政府單位能夠妥善規

劃接駁車路線。根據研究結果顯示，知覺價值對於行為意圖之影響程度比體驗動機高，

因此，本研究建議相關單位能夠設計更多與遊客互動的活動、提高服務品質。 

（二）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所蒐集之遊客群多為大專院校。建議後續研究可探討其他鐵道旅遊的景點，

並進行比較，也可針對不同族群作為施測對象，使研究更具代表性。今年疫情肆虐，導

致實體問卷數過少，大多數採用滾雪球式的網路問卷進行樣本蒐集。因此本研究建議後

續研究進行實體問卷的發放，也可採用質量並行之研究方法。 

關鍵詞：鐵道旅遊、體驗動機、知覺價值、行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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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風險認知與旅遊動機之研究 

吳玠諺 1 丁于珊 2  

1大葉大學/觀光旅遊學系學士  2大葉大學/觀光旅遊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壹、 緒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新冠肺炎於 2019年末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地區爆發，由於病毒傳染力極強，

且遊客出國旅遊頻繁，導致新冠肺炎快速傳播至全球，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的資

料顯示，台灣旅遊業在 2020年的三級警戒時，相較 2019年的來台旅客人數減

少了 87%，相當於減少了 1千萬人次，而觀光客帶來的經濟產值更是衰退將近

3800億台幣。為了防堵疫情，政府提出了三級警戒導致大部分的旅行社沒有業

務可以做，為了降低開銷成本以至於暫時停業，使得觀光從業人員轉行、離

職、休無薪假，飯店業的部分則是另尋途徑，轉型為防疫旅館，迎接大批回台

的居家檢疫者。  

過往的研究是以人格特質研究旅遊動機，但是在沒有外力影響的情況下進

行的，現在處在疫情時代，若在人格特質對於旅遊動機的研究上加上對於疫情

的風險評估，研究的結果是否會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為了瞭解中部地區不同

人格特質的民眾對這些面向的影響。 

二、 研究目的  

（一）探討民眾人格特質對於旅遊動機的影響。  

（二）探討民眾人格特質對於新冠肺炎風險認知的影響。  

（三）新冠肺炎風險認知對於旅遊動機的影響。  

貳、 文獻探討  

一、 人格特質  

個人的行為會反映出人格獨特的特徵，例如:害怕、勇敢、順從及懦

弱等，這些特徵在各種情境中持續出現，則稱之為人格特質。因此在人

的一生中人格特質是穩定且不可取代的組成因素。  

二、 旅遊動機  

推力為人的心理因素，渴望離開日常的環境，希望去度假，拉力為外

在吸引力，當地景點的特色亦或是風俗民情皆有可能是吸引遊客的因素。 

三、  新冠肺炎風險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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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認知有兩個基本的特性，包括對於風險的害怕程度以及未知程

度，人們越害怕某種風險活動或對於風險活動不了解時，風險認知越高。

其他會影響風險認知的特性，包括風險的熟悉性、風險的控制性以及風險

對於未來的威脅性。 

參、 研究設計  

一、 研究假設  

H1：人格特質對旅遊動機有顯著影響。  

H2：人格特質對於新冠肺炎風險認知會有顯著影響。  

H3：新冠肺炎風險認知對旅遊動機有顯著影響。  

二、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針對台中地區民眾為主要研究對象，並採用「便利抽樣法」

來進行問卷發放。  

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研究資料分析主要是以統計軟體 SPSS 25 為主要統計工具進行分析。  

一、 信度分析  

本研究針對人格特質量表共 12 題、旅遊動機量表共 6 題以及新冠肺

炎風險認知量表共 6 題進行信度分析；Cronbach's α 係數值分別是人格特

質為.484、旅遊動機.730 新冠肺炎風險認知為.647，分析結果三者整體 

Cronbach's α 係數值在大於 0.4 的範圍，故本研究問卷可信度為中等。  

二、 效度分析  

對於人格特質量表之效度分析，整體 KMO 值為.745，Bartlett’s 球形

檢定值為 1355.216，p＜.001，經因素分析後其總解釋變異量為 64.136%；

對於「旅遊動機量表」之效度分析，量表整體 KMO 值為.771，Bartlett’s 

球形檢定值為  565.762，p＜ .001，經因素分析後其總解釋變異量為 

61.240%；對於「新冠肺炎風險認知量表」之效度分析，量表整體 KMO 值

為.581， Bartlett’s 球形檢定值為 565.762，p＜.001，經因素分析後其總解

釋變異量為 66.145%。   

三、 敘述性統計分析  

受試者中以性別來看，多為男性佔 55.803%；從年齡來看，多為 18~24 

歲佔 77.445%。  

四、 迴歸分析  

以人格特質為自變數，旅遊動機為依變數，來探討人格特質對於旅遊

動機的影響，人格特質對於旅遊動機具有顯著且正向影響(β=.478，

p<.001)；以人格特質為自變數，新冠肺炎風險認知為依變數，來探討人格

特質對新冠肺炎風險認知的影響，人格特質對新冠肺炎風險認知具有顯著

且正向影響(β=.314，p<.001)； 以新冠肺炎風險認知為自變數，旅遊動機

為依變數，來探討新冠肺炎風險認知對旅遊動機的影響，新冠肺炎風險認

知對旅遊動機具有顯著且負向影響(β=-.354，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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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人格特質對於旅遊動機有顯著且正向的影響，當「外向性」、「開放

學習性」特質越高，越可以預測旅遊動機。人格特質對於風險認知有顯

著且正向的影響，當「外向性」特質越高，越可以預測風險認知。風險

認知對於旅遊動機有顯著且負向影響，當民眾之「疫情嚴重性」、「疫情

可控性」、「防疫行為」特質為負值，則可以降低旅遊動機。  

二、 研究建議  

本研究僅針對人格特質對於旅遊動機以及風險認知的關係去進行研

究，建議後續研究能夠針對人格特質與不同的構面的互動去進行深入的

研究。  

關鍵詞：人格特質、旅遊動機、風險認知、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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