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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遊風氣在台灣日盛且趨於普遍，且是重要的消費活動現象。台灣的旅遊活

動支出在 2001 年已經高達 5780 億元，休閒渡假風氣日漸普及。而過去的旅遊觀

光研究多以行銷、或是觀光景點的規劃為主要目的，以社會學角度進行研究者在

國外雖已有所累積，在中文世界裡仍屬少數。因此，本論文以社會學中階層品味

區分的角度探討台灣的旅遊活動，針對 2001 年交通部觀光局所做的「國人旅遊

狀況調查」進行量化分析的二手資料研究，並輔以歷史資料的縱貫面分析。透過

上述材料，討論不同階層間的旅遊活動品味差異，以及旅遊發展過程中的階層化

過程。 

 

    在研究中，以階層化作為主要的分析主軸。在量化資料中，依因素分析區分

出四類的旅遊喜好：都市旅遊、文化旅遊、大眾自然旅遊與深度自然旅遊。這四

類型的旅遊分別進行迴歸分析，統計發現，經濟資本的收入變項並未發揮品味的

影響力，世代性的年齡因素以及正式教育制度的文化資本則能解釋旅遊喜好的品

味差異。回顧台灣的旅遊活動脈絡發展，透過制度上的發展以及群體間的運作，

產生了因文化資本差異所形成的階層差異，旅遊活動的意義不只是個人主觀心理

層次的好惡，亦可反映出客觀階層的群體效果。是故，本研究解釋不同階層者選

擇不同旅遊活動的原因，另檢證學者所提出的品味理論以及旅遊社會學的相關分

析，提出台灣旅遊活動的階層化發展過程以及目前的品味區分現象，說明台灣旅

遊現象的發展以及現況。 

 

關鍵字：旅遊社會學、階層化、旅遊品味 



Abstract 
 

   More and more people in Taiwan spend lots of time going traveling. And tourism 
gradually becom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sumption activities. In the year of 
2001 alone, total fee of Taiwanese citizens’ traveling expenses is 5780 hundred 
millions New Taiwan dollars. This fact shows that tourism is an influential social 
phenomenon and we should understand it as deliberately as possible. Actually, lots of 
researches about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have been published in the 
world, but there is still few in Taiwan. Therefore, this thesis tries to make some 
contribution and takes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hat adopts the theory of hierarchy and 
of distinction of taste. This research uses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with the sample 
data collected by Taiwanese Tourism Bureau in 2001 and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with 
historical data.  
     
   This study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stratified and stratifying differentiation of 
tourism in Taiwan. Four types of tourism, that is, urban tourism, cultural tourism, 
scenic tourism, and deep scenic tourism are found in the data through factor analysis. 
In the regression model, the data demonstrated that cultural capital, not economical 
capital, affects people in choosing types of tourism. The difference of cultural capital 
in this thesis represen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ge, educational capital, and 
occupation of people. Consequently, the choice of the type of tourism is not only a 
casual or random choice, but also a choice with the stratification of the society. 
Finally,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theory about taste and sociology of tourism to 
combine with the results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Key Words：Sociology of Tourism, stratification, taste of trav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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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觀光局的網頁上可看到目前台灣的觀光政策中，十分強調地方發展特色，

尤其特意彙整「文化」的背景，如「以本土、文化、生態之特色為觀光內

涵，配套建設，發展多元化觀光」、「針對觀光市場走向，塑造具台灣

本土特色之觀光產品，有效行銷推廣」（交通部觀光局）。具體事實中，如

白河的荷花季、觀音山的竹筍季、北埔的桂竹筍季、柑風茶季以及水里的梅季⋯⋯

等，這些原本屬於自然景觀或是當地特色的活動開始結合當地文化歷史對外放

送。 

這類活動熱烈地在台灣各地出現，許多行銷推廣活動中的對象原本只是風土

景觀下的一部分，卻開始尋求歷史關懷以及文化空間的再造，進一步成就為觀光

凝視的賣點。這種以文化為主體的觀光活動，在世界觀光的趨勢中佔有 37%的

穩定比例，尤其是以歐陸地區成長最為驚人，也是重要的國際觀光入超和境內旅

遊比例最高的地區1。這些文化觀光蓬勃發展的地區，通常具有長期建制的歷史

發展與文化空間的想像，如歐洲的希臘、羅馬遺跡，早在十六世紀末期，壯遊

（grand tour）活動盛行時即是熱門景點區，另外，歐洲也因歷史因素擁有全世

界館藏豐富的各類博物館。以文化觀光作為主要的推廣並不難以想像。 

然而向來以自然觀光作為主要發展基礎的台灣社會中，真正開始大力推行文

化產業型態的活動，卻是在晚近 1980 年代後。在此之前，台灣的觀光政策並不

強調地區文化產業特色型態，最主要的文化空間僅有國立故宮博物院，或是「一

府二鹿三艋舺」的歷史史跡，大部分的觀光建設其實著重在自然景點的利用與開

發，特別是各風景地區的利用。1982 始有「文化資產保存法」，而直到近年來各

地區才紛紛如火如土地進行文化觀光的推動。 

劉大和（2003）曾指出文化觀光得以興起有幾個主要的原因：  

1.教育程度的提高：教育年數的普遍增加，使得人們希望有更好的生活品質，所

以要求更具有意義性的活動旅程。 

                                                 
1 國際觀光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網頁資料，詳見其 2003 年《Tourism 

Highlights(Edition 2003)》。擷取自網頁

http://www.world-tourism.org/market_research/facts/menu.html 2003.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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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思想的轉變：人們開始尋求多元的、有意義的生活體驗，像是參與或接觸獨特

的文化事物和表現。 

3.人口組成的改變：高所得老年人口出現，有時間以及金錢從事文化消費活動。

而新世代的成長背景，逐漸多元而開放，因此也鼓勵了文化觀光的興起。 

從這樣的觀點看來，台灣文化觀光的變遷可能與人口結構的改變有關。不過

卻也不能忽視台灣發展背景下的特殊脈絡，尤其觀光活動的空間設計並不能獨立

於社會情境之外。Urry（1990）曾指出休閒旅遊空間是一種經過想像的社會空間，

甚至國家也有機會干預這種觀光的消費過程。於是我們觀察到文化觀光的推廣愈

趨盛行，著重台灣本土特色的民俗活動也愈受國家政策保護。 

雖然旅遊空間受到國家或是歷史建構的干預，但作為旅遊行動者的遊客們也

不必然全盤被動地接受，他們仍可在各種旅遊空間中展現各自的品味（taste）。
所以有人重視旅遊地點的自然風光、有人重視歷史探索、有人對人文景觀感興

趣，也有人以美食購物為目的。所以即時同在一個旅遊空間中，也往往會觀察到

各種品味同時進行，以台灣第一熱門的旅遊景點墾丁為例，在這個空間中，可以

探索恆春古城、有自然保護的景觀、也有經濟機制的商品街，而這樣的情況其實

不斷出現在各地的旅遊空間中。 

這些對於文化觀光的初步觀察，引發我探究的興趣。旅遊觀光的活動內涵經

由人群所創造以及賦予，當中可能含有社會整體性的變遷力量，以及遊客在當中

的選擇。我希望進一步解釋的是，台灣的觀光活動如何改變？是哪些人在參與這

些活動？發展的過程中是否有品味區隔的問題？與階層差異的消費有關嗎？目

前台灣的相關研究中，雖有觀光系所大量的投入，然而其所專注的政策研究與行

銷內涵並無法提供本研究核心問題的答案。因此本研究將試圖解答這些有關旅遊

現象的疑問。 

 

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在台灣，除了文化觀光是這幾年政府才大力推行的旅遊形式外，旅遊活動本

身這個大範疇也非傳統性的概念。旅遊不若「食衣住行」原本就隸屬於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曾經是一種具有「炫耀性消費財」意涵的休閒活動。在二次大戰前，

作為日本的殖民地，配合著殖民母國的生產，休閒經驗十分匱乏，雖然觀光資源

已有開發與利用的雛型，但仍是屬於統治階級的利益（沈振奇 1995）。1950 年代，

即使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也因兩岸政治環境的緊張，以戒嚴的方式維護國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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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加上當時的產業結構以農業為主，旅遊觀光是少數有錢有閒偶一為之的休

閒。主要到 1960 年代後國家開始以觀光作為換取外匯的方式，並隨著社會結構

的轉型，生產力的增加，台灣社會開始以工業社會的形式分配日常時間，假日休

憩漸成常態，歸屬於休閒的旅遊活動也才得以被重視。     

    尤其隨著大眾旅遊型態的發展，可支配的閒暇時間增加，出門旅遊不再是遙

不可及的娛樂，也漸漸成為常民休閒。至 1970 年代，若以李淑宏（1999）的說

法，此階段後出生的世代正好生長在台灣日漸富裕的環境中，旅遊活動已是許多

人假日休閒的大宗。1980 年代國內旅遊盛行，延續至今，每到假日，風景地區

仍是車滿為患，而至 1979 年開放國外觀光後，也漸漸讓許多人有能力以及機會

出國旅行，旺季機位甚而一票難求。逐漸地，旅遊本身的炫耀性消費成分不再明

顯，然而從 1980 年代中晚期，台灣社會中開始出現階層分化持續擴大的現象，

消費社會逐漸形成，而開始有所謂精緻文化需求日甚的觀察（葉啟政 1989；朱

元鴻 1993）。反映在旅遊活動中則是多元型態消費內容逐漸形成：除了實體物質

外，如各種紀念品的販售以及自然風光的參觀；空間氣氛，如歡樂的遊樂園或是

小橋流水；甚至是身體勞動，如風土民情活動的展演，皆為旅遊活動的消費焦點。 

    上述多元型態的旅遊消費，似乎已成為人人皆有機會獲得的觀光資源。然而

就階層消費的觀點，社會群體還是會尋求區分的管道，以展現彼此的差異，尤其

以 Boudieu（1984）在 distinction 一書所敘的觀點，階層差異性與日常生活中消

費物品的差異息息相關，而且這樣的感受是當代人們彼此區辨的重要活動，也隱

含著品味競爭的問題。從台灣旅遊的發展背景得知，原本屬於特殊統治階級、高

價、有閒、偶一為之的休閒活動，隨著個人可支配時間的增加，以及平民價格的

團體旅遊降低了參與的門檻，旅遊比率也愈來愈高。然而，新的活動內涵卻會產

生，如結合「文化」、「符號」來維持不同旅遊消費的差異性以及區隔性。 

    因此本研究試圖由階層化的角度探討台灣的旅遊活動，由社會群體在不同時

間點、「以何種方式」、以及「基於何種因素」而產生他們迥異的旅遊行為作為討

論的焦點，來闡述當前消費社會的特色。主要的討論的問題如下： 

1. 從歷史的發展，歸納台灣旅遊活動的特性，指出不同階段中，誰是旅客、如

何影響台灣旅遊觀念的成型、如何造成群體區分。 

2. 這些旅遊活動的特性與階級差異的關係，也就是當中的階層意涵。以實證資

料作為佐證，說明目前旅遊行為的階層化。 

3. 這樣的旅遊消費如何隱含著支配關係或是象徵品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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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主要的問題意識在於，旅遊這項活動如何反映出國家對整體觀光空間的影

響以及干預，又如何影響人們的旅遊品味塑造。而作為旅遊者的行動者，他們的

旅遊品味如何發揮，如何反應階層間不同的品味差異。 

本研究將從歷史資料的分析，了解文化觀光如何開始進入台灣的觀光文化空

間，以及目前發展的現況。另外，文化型態的觀光活動如果與人口結構有關，本

研究也有興趣了解，在台灣，到底是哪些人在從事這類型的活動，是否這類的文

化觀光的參與者較具有文化消費的品味能力，並間接地影響到台灣整體觀光活動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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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分析架構 

 

    為了研究旅遊現象與社會階層的關係，在文獻回顧上著重在消費文化中

的兩大觀點：其一為大眾消費模式的看法，在此職業階級被視為是影響消費

模式的重要背景，包含著收入水準以及職業地位。其二則是以生活風格作為

認同的新消費型態，這種新群體的特性不在其社會經濟變項而在消費方式

（Giddens 1991；Featherstone 2000）。這兩種看法的差異在於對於社會分化的

角度不同，前者著重生產影響消費，後者強調消費活動本身的區分效果。以

消費階層化角度綜合看來，這兩種論點事實上是相輔相成，一方面，二十世

紀末，許多人的確對於職業工作之外的角色，如休閒娛樂等，賦予重要的意

義，工作不只是單純為了生活，還為了買更多消費品（Bocock 1995）。因此生

活風格日趨重要。但在另一方面，這些消費方式仍不能全盤脫離資本主義中

社會分化的運作，也就是集體性的消費區分。因此針對研究主題，將相關的

旅遊現象連結至階層化的意義下討論。 

    首先，回顧以社會經濟地位型態的方式說明旅遊活動差異的文獻，主要

以職業身分以及教育水準作為分析背景，而在這些研究的脈絡中，針對當前

旅遊的活動予以分類陳述。接著回顧目前旅遊社會學中對於旅遊風格的陳

述，認為這些風格並未代表著「去階層化」，而是將論點集中在形成當代社會

普遍多數的中產階級當中。最後整理台灣的相關研究，亦發現當中的單一階

層取向，容易忽略旅遊活動的階層化發展。而主要藉由文獻探討的回顧，說

明本研究從階層化角度討論旅遊活動的意義。 

 

第一節 旅遊階層消費意涵 

    無論在歐美或是台灣，早期的觀光旅遊活動皆是貴族色彩濃厚，而工業

化後，支薪假期使得工人階級亦成為旅遊活動的成員。起初，因為旅遊是上

層階級才能負擔的消費，是否有能力旅遊成了區分階層高低的指標。然而，

今日的旅遊消費具有大眾化的發展，差別並不在有無旅遊能力的區分，而在

於旅遊形態中活動內容的不同。人們為了各種不同的目的而旅遊，從其動機、

態度、反應與當中的角色扮演，可以區隔出不同旅客的特色（Cohen 1984）。
對不同的群體而言，這些特色代表著不同的價值立場與旅遊活動認知。而身

分階級團體可藉由消費模式的不同，進行相互區辨的過程（Bourdieu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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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先對具體的研究發現陳述，並提出當代旅遊觀光中幾類景點的產生方

式，從其中的運作規則，可看到旅遊與階層品味間的關係。 

    在具體的旅遊研究中，相關的遊憩理論假說中，除了訴諸人的心理狀態

者，如 Wilensky（1960）從馬、恩學說推論而出的補償理論（compensatory theory）
以及滿溢理論（spillover theory）。另外尚有可以反映出階層化趨向的熟悉理論

（familiarity theory）以及個人與團體互動理論（personal community theory）。
後兩個理論可以說明階層化的旅遊消費是如何出現： 

1.熟悉理論中，Bammel（1996）主要從休閒行為談起，而強調休閒者會

因為安於某些習慣而從事某些休閒。這其實就是 Bourdieu（1984）所言的慣

習（habitus），因此許多旅遊的人們，是重複著固定的童年習慣而形成一種類

似制約的反應。所以對某項旅遊活動的喜好，很可能是來自年幼的經驗培養。

這種熟悉理論可進一步連結與社會團體的關係，即是個人與團體互動理論。 

2.個人與團體互動理論則可以說明許多人的旅遊行為是受到同儕團體的

影響，所以與階層化的過程有關。早期的調查資料中，專業性的職業工作者，

他們的旅遊參與率較高（Burdge 1969；Bishop 1970；White 1975）。從事技術

性工作者，喜歡知性的活動，而從事固定工作者，喜歡在規劃良善、公共設

施齊全的營地露營（Etzhorh 1984）。上述主要說明了不同職業團體在旅遊休閒

活動反映的具體差異。而在教育方面，White（1975）的研究指出，教育程度

較高者對於旅遊活動接受度較高，能有更多的行前準備，比較期待度假的過

程，尤其是那些有關藝術與文化的相關活動，主要來自於完整的學校教育所

訓練。可見類似身分團體者所從事的活動具有相近性。 

李銘輝（1991）歸納當時英文世界旅遊研究中，影響旅遊需求行為的幾

種社經因子，如曾有研究指出較佳的職業階層對遊憩參與率較高，不同的戶

外遊憩型態出現在不同的職業階層；或是前往國家公園的次數和教育、職業

相關；另有研究指出具有藝術與文化氣息的活動，受過良好教育者參與的意

願較高。他認為雖然這些社會因素對旅遊活動具有影響力，但是因為 1.文化

教育的普及、2.社會變遷的因素、3.傳播媒體的資訊發達、4.生活日益富足使

得旅遊活動的參與性提高，這些結構性的影響力應該有逐漸降低的趨勢，但

這些資料研究來自國外，擺在台灣的脈絡是否可行，尚值得驗證；而且就社

會階層化的角度以及當中寓含的象徵權力關係並未出現在既有研究中。 

從具體的研究看來，雖能掌握到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力，但是更值得關

心的是如何由社會經濟地位連結至旅遊活動的選擇，中間的機制是如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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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Bourdieu 的「文化資本」概念，可以為生活風格方式如何受到階級秩序

所影響提供答案。他一反傳統「制度」面向的研究，不從宗教、經濟、政治

或是法律著手，而以「生活態度、生活方式」切入，有別於從生產面來理解

社會（王崇名 1995）。這種轉向符合晚近社會的發展趨勢，生活世界的食衣住

行逐漸較制度令人感受更強烈。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事實上與文化資本的差

異有關，與個人身分風格的展現、以及從事身分活動的知識能力有關，以法

國的情況來說，文化優勢的宰制階層，相較其他階級花更多時間參觀博物館、

聽歌劇從事藝文活動，而以台灣的情況來說（朱元鴻 1997），純藝術相較於

通俗文化仍然是台灣社會中的貴族城堡。因此只要階級競爭存在，在品味的

劃分上，至少會隨著社會層級而出現正統合法品味（legitimate taste）、中間水

準的品味（middle-brow taste）、大眾品味（popular taste）的三種類型（Bourdieu 
1984）。 

而旅遊活動是休閒消費活動的一環，在品味的劃分上三種類型結構又是

如何，從 Urry（1990a）、Lofgren（2001）的分析中，可以了解當代的觀光經

驗包含著歷久未衰的風景欣賞、野外踏青、渡假活動，另有壯遊傳統的文化

古蹟旅行，而在都市化、工業化後，都市地景以及生產線的流程也都成了觀

光凝視焦點。在 20 世紀，則加入了大型遊樂園創造的人工娛樂經驗。為了說

明上述體驗與品味區分的文化效果，下文將依現有的國外題材，按照不同的

旅遊活動體驗，探討區分現象的存在。在回顧中，除了基礎的三種層級類型

階級結構外，尚須注意 Bourdieu 所論宰制階級的合法品味，來自經濟資本與

文化資本在社會空間的交錯運作，因此旅遊品味的發展也應同時考慮經濟資

本與文化資本的運作。 

一、自然觀光：如畫之景與走馬看花 

現今的旅遊是隨著工業化後而產生的休閒活動，使得原本習以為常的自

然景觀受到工廠林立以及都市發展的擴充下逐漸消失。西方 18 世紀末後的浪

漫主義思潮，對於自然賞景開始以藝術般地眼界欣賞（Urry 1990a：20）。另

一方面，團體旅行的風氣緊接著從 19 世紀開始風行，開啟了全民旅遊風氣，

然而這時候的旅遊視角漸漸受到旅遊指南的影響（辜振豐 2003：142）。面對

相同的自然風光，有些人運用取景的技巧，過濾蕪雜，找到完美的景致，有

些人卻無法感受到同樣的氣氛。這種差別主要與熟悉取向有關，如同文化品

味的篩選機制，需要眼界的訓練，Lofgren（2001）注意到若要了解當時歐洲

和北美如何開創「如畫之景」，必須先探討這些旅遊先驅者的社會背景以及身

分。他們多數是鄉村仕紳、牧師以及教師，教育程度較高，但相對較孤立，

因此期待能參與在大學時代所體驗過的智識以及知性聚會，大部分無法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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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族階級遊歷各國、花費高昂的旅行。因此他們精通於知性想像的訣竅，購

置旅遊和園藝方面的新書，而且亟欲與其他不追求生活品質且未受教育者劃

清界線。 

相反地，對歐洲以及北美的一般平民來說，土地只不過是用來耕作，並

不需要領會眼前的風景，而農民的審美觀念迥異於這些重視如畫之景者。這

種差異與「品味」的同型結構有關，關於旅遊風景的文化合法品味在於如畫

之景，而未教育者則為大眾品味，而具經濟資本者的自然風景品味在 Veblen
（1964）的《有閒階級》中曾提到，有閒階級最主要的特徵在於不參加任何

具有實用性質的活動，他們欣賞的自然景觀，雖然同樣一大片草原，但是拒

絕牛、羊等實用性的畜產，而是希望出現鹿、羚羊這類一無所用卻具有榮耀

性的動物。Veblen 的描述在今日看來多少過於強調美國暴發戶心態的「浮華

可笑」，然關於背後的品味意涵卻仍具有意義。文化資本有別於經濟資本，雖

然皆為階級競爭的資源，但當中的品味過程並不相同，前者以談論和書寫文

化的能力創造出美學眼界，後者以金錢財富購買特殊經驗，不同的管道最後

皆反映在社會經濟地位上對於旅遊活動的影響。 

以上針對不同階級的旅遊品味，分別討論其對自然景觀活動體驗的差

異。而關於觀光活動中的其他型態，如向來以經濟活動為主的都市也產生了

以旅遊活動為輔的可能性，像紐約、東京、倫敦等大城市，街景與購物亦成

為遊客體驗的一部分。同樣地，以相關文獻說明這種旅遊凝視焦點的階級品

味區分。  

二、都市作為一種觀光焦點：購物與閒逛遊蕩 

街景如同風景一般成為旅遊凝視之一，在旅途中逛街購物幾乎是現代旅

客多少都曾有過的經驗，Boulby（2003）提出逛街（going shopping）和購物

（doing shopping）有別，前者有閒逛的意味，後者卻是某種義務以及公事，

而在此處要討論的旅遊體驗接近前者。旅遊者的移動速度會較緩慢，一方面

要觀看整個大環境，又要被櫥窗內的物品所吸引，這種過程以閒逛遊蕩為主，

而真正的購買事實上是附帶的經驗，因此以芬蘭（Lehtonen 2003）、澳洲與美

國（Bocock1995）的經驗而言，這種城市活動事實上並不一定需要大量的金

錢，反而著重遊客是否喜歡在購物環境中打發時間，能否享受逛街的樂趣。

實質上的經濟資本並不影響這種體驗的差異。 

而這種都市街景的欣賞在文獻中較不注重社會階級品味的區分，反而是

各種品味和風格得以交流分享的場景，透過都市的人文薈萃，可以觀看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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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事物，就像是參加嘉年華會般，透過視線的接觸超越社會的隔閡（Lehtonen 
2003）。然而關於都市地景的遊蕩，性別則是較重要的品味差異來源，以百貨

公司為例，女性在二十世紀成為品味的仲裁者，接觸到最新的潮流，並解讀

社會階層關係中的符號，加上百貨公司不再只是商品買賣的場所而已，就像

是濃縮版的都市街景，它也展示了藝廊、舞台的特質，人們也因此對待這些

地方如同觀光勝地一般，而這種藝廊展示的特色，有助於人們獲取相關的文

化資本（Nava 2003）。也因此都市就像是大型的「生活展示」博物館，如何欣

賞它們或樂在其中，也頗有區別個人品味的可能。 

然而不能就此忽略性別角色的階層差異，雖然女性是重要的品味決定

者，但不同社會階層在都市空間中的閒晃心態卻又可能大不相同，在實證研

究的資料中，可予以檢證。 

三、文化旅遊的發展：壯遊（Grand Tour）的教育性與藝術文化的區隔性 

大眾旅遊的出現，與現代社會生活中工作與休閒的區分有關，然而西方

傳統下壯遊型態的旅遊卻異於這樣的脈絡，而是講求學習以及教育（Urry 
1990a：153）。尤其壯遊活動是貴族世家的專利，階級品味色彩濃厚，發展至

今則是許多的旅遊活動也講究教育性，如博物館的參訪、或是設計工業生產

性的參觀活動，而古蹟旅遊的模式也注重導覽的設計，另外學校正式制度也

愈來愈重視校外教學的設計。而這些具有教育性的文化旅遊，也會為了吸引

那些「非博物館型的參訪群眾（non-museum visiting public）」設計娛樂型態的

展示（Urry 1990a）。因此這當中可以看到，教育學習態度的旅遊與休閒方式

的文化旅遊的區隔，這也源自於是兩種不同的品味處理。而當代西方尤以藝

術品的消費最具有高雅性以及象徵性，博物館正是這種消費的最佳的展示地

（Bourdieu&Darbel 1991）。這裡的消費意味著空間地理的體驗過程，具有文

化資本者，在文化型態的旅遊過程中，主要出現了藝術文化光環的區別性，

教育性則是附屬價值，他們以文化資本的優越對於純經濟資本換取的娛樂不

屑一顧，因此對於愈需要文化資本的藝術賞析或是古蹟參觀，愈可能是合法

品味者的聖堂。 

從文化資本的角度，愈能掌握合法程序所承認的正式文化，則資本含量

愈高，而合法程序通常以學校教育為最正式的認證管道。在學校中，出身正

統上層文化的學生，相較於下層家庭缺乏文化資本的學生，有更多的機會習

得服膺社會期待的價值觀，因此可以學習正統型態的藝術文化，接受合法品

味來保障社會位置的優越性。文化觀光與其它旅遊方式的差別在於豐富的藝

術性以及文化區隔的內涵，博物館與古蹟空間雖然都是開放性的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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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蘊含著藝術品觀賞的排他性，不僅僅是娛樂休閒而已。因此本研究也預期

在台灣，可以發現文化旅遊與教育程度高者的品味會具有較高的契合性。 

從西方題材中，文化旅遊較具有品味能力的區辨效果；而在自然景觀的欣

賞上則需要區分文化資本品味的如畫之景觀賞或是土生土長者則對自然景觀

的不以為意；都市購物型態的街景旅遊，則與性別品味較具相關性。結合前

述的具體研究，對於旅遊消費的發展，階級品味的差異仍然有影響力，而這

種影響方式仍具有較明顯的層級高下區分。然而結合晚近資本主義的發展，

社會分化的轉向，中產階層人數擴充的效應，可以看到旅遊這個現象逐漸成

了多數中產階級的常態活動，並且強調「旅遊」作為社會現象的意義、所代

表的社會變遷性、甚至是所謂的後現代性。因此下部分回顧旅遊社會學的討

論，這種以多數決定的研究視野，也恰好突顯出中產階層的旅遊品味態度。 

 

第二節 中產階層的旅遊品味--標示消費者個體性的發展 

近年來，已有學者開始反省階層模式是否適用於分析當代社會現象，尤

其階層變項甚至被認為是僵化了的概念，仍否能準確地描述現代人的生活形

式必須加以質疑（孫治本 2001、2002）。上一節所敘述的消費模式，是以階

層模式作為主要的理論根據，但在此則以較為晚期資本主義或是所謂後現代

性的理論概念作為補充。如 Featherstone（2000）即認為不再有任何足以決定

消費模式的固定社會身分團體，尤其是針對符號快速流動與日常生活美學化

的發展過程，流動的狀態似有取代團體品味的跡象。他也借用後旅遊者

（post-tourist）來說明後現代環境的雜種混合狀態，提示旅遊體驗只不過是一

種遊戲心態。雖然這類後現代性的旅遊特色，的確突顯出當代觀光市場的類

型與旅遊者豐富的凝視與體驗，卻可能過於集中在中產階層的旅遊風格中。

因此若能結合第一節所討論的階層化部份，再透過這部分理論的補充，將更

能細緻地描繪出旅遊活動的整體現象，並以此突顯中產階層的品味。 

從 Urry（1990a）的論點，他認為有幾個方向是近代觀光的重要突破： 

1.去差異性（de-differentiation）的出現：承繼著 Feifer（1985）所提出的

「後旅客」（post-tourist），後旅客的旅遊形態是不被分類的，具有更豐富的旅

遊體驗來適應各種的旅遊形式，而且瞭解旅遊本身就是一場遊戲（game）。尤

其現今的旅遊產業開始將文化的差異打散，像 Urry 認為過去文化上的水平差

異（不同地區所產生的不同價值觀）以及垂直差異（雅俗文化間、菁英與大

眾文化間）已經漸漸難以被分類，而出現去差異性的現象，尤其是電視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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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網路的發展，各種無遠弗屆的現象，讓原本遙不可及的景觀或是人文活動

快速地傳遞以及流通。並反應一種後福特式的旅遊消費特色，以遊客導向為

主（Urry 1995）。 

2.符號收集的旅遊凝視：於是各種照片的散佈、風景明信片的流通以及美

學鑑賞、歷史傳說、或是電視電影畫面的連結，成了觀光旅遊的消費對象，

人們從旅遊之前即開始暴露在對於旅遊符號的收集過程中，並使得旅遊體驗

可以在旅遊後無限延長。 

3.大眾消費型態轉而朝向細緻地市場區分：專業型態的旅行業以及專家的

出現，減少旅遊的風險與不安，而且增加對於不同遊客需求量身打造個性化

的旅遊模式，這也與後福特的消費風格有關，Urry（1995：151）曾經列表提

出扼要的說明。見表 2.1。 

 

表 2.1 後福特主義的旅遊消費特色  

後福特主義消費 旅客型態 

消費者主導性增強，產品提供者加強消

費者取向 
拒絕大眾觀光的形態（如假日露營或是便宜

的套裝旅行）以及增加各種喜好 
消費者偏好容易改變 減少重複觀光，替代性景點增多 
市場區隔增加 依照生活風格的研究而產生的多種類的旅遊 
消費者運動的成長 透過媒體提供更多的景點 
產品壽命縮短 因為流行快速地改變，使得景點也快速輪替 
對於非大眾型消費偏好的增加 綠色觀光的成長，為個人量身打造的旅行 
消費者美感經驗的增加，而減少功能性 旅遊與休閒、文化、教育、運動等活動的界

線模糊 

 

這些現象接近中產階級的旅遊發展，因此第一點的去差異性的現象事實

上是「文化去差異性」，而非「階層去差異性」，階層因素代表著選擇不同的

旅遊目的地象徵著不一樣的社會地位，因此某觀光地的價值不在其本質的優

越，而是在對它的消費可轉換成品味與更優越的社會地位（沈佩儀 2002：10）。
Urry（1990a）並未完全忽略這種階層品味的差異性，他同時也認為並無獨一

（single）的旅遊凝視（tourist gaze），這種凝視會隨著社會、社會群體和歷史

時期而改變，是差異性的展演，並且不只是單純的遊旅者自我心證，還需與

那些非旅者的關係相互參酌才能彰顯其意義。而其對旅遊活動與社會不平等

的看法，主要集中在看與被看的關係，並從性別以及族群的角度切入，如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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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環境的制度性限制，某些公共空間的男性化傾向；或是大量的觀光基層服

務工作是由少數族群所提供，然而對於旅遊場景的想像常常是以白人觀光客

為主的休閒，如陽光、沙灘、享受日照，但這些卻不一定等同於其他族群的

經驗。本研究將著重對於遊客的考察上，也就是針對看的人，其實也有不同

的體驗，當人們開始以消費的過程，作為理解自己以及判定非我族群優劣的

可能性時，知識、判斷力乃至文化資本的擁有更為重要了，有了這些，才會

使得特殊的群體或不同類別的人群，恰當地理解和分類新商品，並懂得如何

去運用它們的符號意義（Featherstone 2000：25）。 

另外以英國社會中實際旅遊風氣的討論，Urry（1990a：88-95）亦曾闡述

影響消費活動的重要階層：新興的服務階層。他們沒有實質繼承的土地或經

濟資本，卻有因為教育所來的種種證照學位，最重要的是因為文化資本豐富

而帶來的品味需求。他也回到 Bourdieu 的討論，說明智識階級（intellectual）
與資產階級的奢華傾向是不同的，如展現一種矯飾的貧窮性（ostentatious 
poverty），他們會在工作時穿著儉樸的服裝、偏好原木製品、而從事爬山、登

山或是散步等休閒活動，都是為了展現智識份子的自然品味（wild nature），
以有別於資產階級組織化的、刻意講究產生的自然。Urry 將這些服務和中產

階層的發展整合於旅遊活動的討論中，如以英國海濱休閒度假地為例，最早

只有中產階級有能力到海邊消費，但當降為普遍化後，海邊成了工人階級或

是一般大眾才會去的地方，就不再是一個具有品味吸引力的景點了。所以他

的確發現到中產階級品味的特色不僅與後現代性的文化去差異性有關，也與

階層區隔性相關。 

亦有學者更進一步地延伸討論，認為後旅遊的產生與中產階級的出現有

重要的相關性，並且牽涉到階層品味的問題。因此會發現旅遊文化活動若對

比階層關係，就中產階級的部分而言，必須從文化資本的角度來了解這一群

人，他們會選擇未開發的或具有文化意義的地區旅遊，而且強調智識性、專

業性、以及論述甚至空間霸權的方式。是以文化菁英的旅遊方式反映在他們

特殊的文化品味上，如找尋不同的景點，以新的方式體驗或是紀錄，尤其在

西方的脈絡中，對於那些相對於現代化的原始文化景點更能吸引這個層級者

（Munt 1994）。而能進入這些特定文化消費者，本身的智識能力都有一定的水

準，無形排除那些相對文化性格較弱的群體，因此具有旅遊消費的階層化特

色。另外從國外的研究中，古蹟（heritage）旅遊是一種具有階層性的消費，

雖然不同階層皆可體認到這種文化旅遊的學習性質，但是工人階層在其中較

不自在，不若中產階級可以輕鬆自在（Light 1994）。因此愈講求文化消費型態

的旅遊方式，受到階層的影響愈趨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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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注重階層消費的大眾消費模式，到以消費者生活風格為重心的旅遊體

驗，以兩種看似對立的理論概念作為文獻分析的脈絡，事實上可以相互結合。

生活風格的旅遊體驗可以補充階層消費的中產階級品味，這些豐富的身分象

徵意涵以及符號消費的風格展現，並不對立於旅遊階層化的存在。然而前述

經驗內容源自國外，台灣旅遊狀況是否同樣存在著階層化意涵？以下將先透

過既有的研究，得到概括式的描繪。 

 

第三節 台灣相關研究 

    旅遊觀光現象的文獻與研究向來包括於許多不同的層面，英文世界裡，

從經濟學家、地理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至人類學家、社會學家都已對

此現象生產為數不少的發現。而中文世界裡，目前累積最多的知識，多半是

對現象反應最靈敏的旅遊文學作品、旅遊參考書與或是為了行銷企劃而生產

的研究。在台灣，純學術思辨的研究，目前以人類學界的謝世忠（1992、1998）、
心理學界的陳璋儀（1988）曾進一步展開關於旅遊現象的研究。社會學內則

是較少關於旅遊現象討論，相較於許多正式的社會學次領域，如家庭社會學、

教育社會學、經濟社會學、性別社會學等這類有其較明確範圍的學科，旅遊

觀光社會學則通常在許多次學科內遊走，這當然牽涉到旅遊此現象涵括較多

層面的意義：從家庭生命週期至經濟面龐大的商業利益，甚至國際間相互往

來的政治關係等。 

而較明確可以被歸納至社會科學領域的書寫，在台灣目前大抵還是以碩

士論文有較為基礎的學術累積。歸納這些研究，研究特定旅遊景點者，藉由

豐富的田野資料以及發現，累積了對於旅遊觀光空間的分析（如徐世怡 1988；
沈佩儀 2002）。而與本研究較為相關的，設定研究範圍為「旅客」的論文，皆

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巧合，即以「自助旅行」作為研究對象、而且以國外旅

行為主。其討論方向略有不同，如強調性別者（黃振富 1996；曾煥玫 1999；
許茹菁 2001）、強調世代差異者（李淑宏 1999）、或從符號消費的觀點切入者

（駱貞穎 2002）。從論文方向的選擇，其實也是一種台灣旅遊現象的具體反

映，智識圈較關心的是與自己生命經驗貼近的群體，而且在資料收集上較容

易掌握，以質化方式進行研究，訪談對象的配合度高且有一定的表達能力，

也較能控制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的溝通語言；或以旅行文學作為研究文本，

也同樣將焦點放在特定的書寫階級，但這些研究可能有某些限制：1.設定單一

階層（主要是中產階級或是有書寫、表達能力的階級）為研究主體，或是不

經意地將這些階層的旅遊體驗推估成社會中大部分人的想像，缺乏跨階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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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而使得經驗相對較為片面。2.國外旅行並以自助旅行的方式進行，可能

已經是一種經過群體篩選的旅遊方式，其實在國內旅遊者多半也都是自助旅

行的方式，那這些跨國經驗可以同樣地放在國內旅遊被檢視嗎？當然不同的

研究論文目的是不同的，不一定皆是為了找尋特定可推論的模式，然而結合

文獻理論中旅遊活動的階層消費以及中產階層旅遊的新興發展，了解旅遊的

體驗可以有更多跨階層性的描繪，並且也需要突出旅遊品味之間的群體區分

效果，更能進一步豐富對於旅遊議題的研究。 

 

第四節 研究主題與方法 

    總結上述的文獻整理，可以發現研究當前消費社會中的旅遊行為，從階

層化的角度加以檢證以及觀察有其重要性。尤其旅遊的發展至今日已是多元

性質的呈現，並不只是一群人移動到另一地方，然後吃喝玩樂而已，走馬看

花式的觀光雖然總是存在著，而寓教於樂的型態卻也不曾減少過。而在旅遊

工業的推波助瀾下，不同類型的旅遊方式也愈來愈多，從純粹的自然旅遊到

講求抽象欣賞的文化旅遊，甚至都市生活型態也成了一種可被利用的觀光資

源，而遊樂主題樂園所創造的歡娛體驗更不曾缺席。在當代旅遊的風潮中，

主題樂園、遊樂場、購物中心、博物館的出現，對於後現代論者而言，是一

種模糊階級界線的形式，將原本不相干的生活基調放在同一空間中展示

（Featherstone 2000）。然而，基本上，這些旅遊的模式並未完全撤銷階層化的

過程，區辨的現象依舊存在，如博物館的空間氣氛悄悄移轉階層品味的差異。 

    因此根據理論的爬梳，以下兩點將成為本論文研究的大方向：一、從消

費階層化的觀點，回溯台灣旅遊發展史的痕跡，以說明這樣的發展如何形成

目前旅遊活動的背景，並觀察消費旅遊活動的遊客呈現階級差異的特色。二、

以不同的旅遊喜好作為階層品味差異的指標，實際了解旅遊現象的階層分化

傾向。在旅遊過程中，雖然遊客有機會在休閒娛樂的旅遊空間中學習新知識，

如在文化古蹟的環境或是博物館的場合中，但是這些機會卻不一定是公平開

放的，無形的空間氣氛以及符碼的運用阻礙了特定階級的進入，也意味著能

力的區分。從這兩個方向，本研究以此出發，觀察台灣社會中的旅遊現象。 

    這兩個研究的方向，在實際的研究方法中，一部分以歷史材料作分析，

一部分則以觀光局 2001 年所抽樣調查的一筆研究資料「國人旅遊狀況調查」

進行二手量化分析。從歷史材料分析，架構在旅遊活動的階層化過程中，主

要的理論是品味的競爭以及區辨，目的在陳述台灣的旅遊品味是如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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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是長期性的發展，了解不同時期的轉變過程，而在不同階段誰是旅遊

者，如何產生品味的效果，而發生了群體的區分。再以量化資料檢證目前旅

遊者喜好不同旅遊活動的社會背景差異，確認階層化過程的存在。討論的具

體問題為： 

1. 台灣旅遊活動發展過程中，旅遊品味如何改變以及發展？亦即以歷史

分析的方式說明長時間的轉折與變化，來了解台灣旅遊品味的發展。

說明台灣旅遊活動興起的背景與過程。 

此部分的重點在了解：哪些群體進行台灣旅遊的設計以及推行？與政

治、經濟環境的相互關係為何？階層化如何出現在這種發展中？透過歷史

資料的分析，描繪出旅遊品味的轉向，將探索在「不同階段」、「哪些群體」

透過「哪些旅遊方式與態度」產生旅遊體驗，這些旅遊意義如何被創造以

及賦予。 

2. 目前旅遊現象如何反映出階層品味的分化以及差異？亦即不同的階層

在消費這些旅遊活動時，所出現的分化過程。 

此部分要了解的是：不同的旅遊活動反映出的階層屬性是如何具體的

呈現，遊客在旅遊中體驗哪些活動，尤其看似主觀心理方面的旅遊喜好，

有沒有帶著客觀階層成份的群體因素？ 

這部分之討論採用實證抽樣調查的資料，分析目前旅遊活動喜好的階

層差異與相關的因素。 

因此本研究所採用的方法中，主要以二手資料的抽樣調查分析，以瞭解

不同階層的差異，另以歷史史實的分析從資料的收集得到可作為分析的材

料，並用以探討旅遊現象與政治、經濟環境的接軌，目的也在說明階層化的

過程。結合兩種研究方法可以顧及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以及連續性，並且也

能提出目前旅遊現象的現況作為相互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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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旅遊品味的發展 

 

    此部份將闡述，從消費階層化的觀點，說明台灣旅遊發展史的痕跡，當

中關注的焦點在於，不同階段中「誰是旅客？」，而又是哪些群體定義了旅

遊的空間，使得長期的發展下，出現階層化型態的旅遊差異。旅遊的空間或

是活動的形成，並不獨立真空於社會環境，觀察這些現象的發展，顯現主導

者的角度以及觀看角度的建構，也是一種長時間台灣旅客的培養過程。並將

進一步指出，針對觀光旅遊空間，社會階級間如何進行彼此品味的競爭，而

定義出正當性的文化知識以及需求，並具有社會階層化的效果。 

    對於旅遊風氣的時興，經濟發展與技術的革新常被認為是重要的背景發

展因素，如認為經濟的發展帶動人民生活的富裕，而產生了休閒旅遊的需

求，另一方面則伴隨著技術改良，尤其是交通工具的設計以及普及，人們有

更多機會進行移動性高的旅遊活動。然而光這些因素還不至於成功的造就了

豐富的旅遊活動空間以及市場。以 Lash 和 Urry（1994）所論，組織制度的

發展才足以讓上述的工具效應發揮，如當初英國鐵路公司並不認為火車可以

帶來豐富的旅遊效應，主要是旅行社的組織產生，才開展了無限的潛在商

機。人們得先透過組織的保障，才能相信在個人有限的知識中，可以信賴專

家或專業性的知識，而願意出門旅行。同樣地，不能單純的認為只要有完善

的設備以及交通設施，或是台灣經濟起飛後，旅遊風氣自然就蓬勃發展，旅

遊活動尚牽涉公部門的政治性建構，甚至國家也會因政治經濟的考量，而干

預人們的旅遊凝視（沈佩儀 2002）。加上晚期資本主義的大型組織，創造出

更全面性的空間體驗與氣氛，組織制度的影響性更為擴大，如開發更多的遊

樂場、大型渡假村，或是設計更多樣性的旅遊行程，考量這些組織的發展以

及運作和技術層次的問題有同樣重要的地位。 

    一方面，這些組織的背景要納入考量外，當大眾旅遊已被認為是普遍常

態時， 仍不能忽略新的符號消費模式，尤其階層的分別將影響著每個人對

於旅遊的想像以及建構，這在回顧歷史時，也是一個必須被注意的環節。 

 

    從社會經濟背景來敘述台灣的旅遊現象，沈振奇（1995）曾經從未工業

化時期一路討論至 1990 年代。相較於歐洲國家 19 世紀旅遊大眾化的開端迄

今，台灣則是利用短短五十年的時間趕上了西方的趨勢，現今的台灣，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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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後旅客：不在乎旅遊的空間是否真實，純粹當作一種休閒的遊戲；也看得

到各種看不見、摸不著的無形經驗被作為販賣的商品：如歡樂的空間與氣

氛，這些都是與西方同步的發展。但是這種快速發展的結果，反而讓各種群

體的人湊在旅遊景點，造成階層區隔，從歷史的發展可以幫助理解社會階層

的消長關係。夏鑄九（1989）也曾提到旅遊市場的明顯區隔化，強化了社會

結構的區分，主因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裡中小企業分享了經濟發展的利益，

因此在社會結構上出現了新興的中產階級，在旅遊的消費上偏向自然、精緻

的休閒文化，然而在另一方面經濟生產網絡末端的非技術性勞工，除了受勞

基法而嘉惠的團體旅遊外，許多的勞工是藉由賭博等社會規範中認定較反

叛、投機的活動轉移壓力，自然造成政府主管部門以及旅遊業務的潛在緊張。 

    因此，階層化消費若是目前旅遊活動的一個特徵，在歷史的發展脈絡中

也將預期看到分殊型態的發展，在觀察歷史資料，著重在各類旅遊者如何透

過旅行的方式來塑造出階級的差異。在討論的起始點上，選擇從 1960 年後

旅遊意識的萌芽，2考察旅行是透過哪些機制的作用而有大眾化的可能，作

為一個分析起點，並理解有哪些特殊的群體實行社會煉金術，如何將旅遊體

驗轉換成一般人所接受的訊息，並成為中產階級與人區辨的效果。因此整體

社會經濟的背景因素，將被當作是預設的現象，最主要的工作在於從歷史的

角度來看，這些文化、政治條件，都是重要的形塑機制，而且形成推波助瀾

的效果。「品味是由社會來形塑，也是受社會來制約。反映的是一種認同、

一種鑑賞、一種態度，也是一種價值。因此它會有高下，也會有精緻與粗鄙

之分。而這些區分又必然是承襲社會，有一套的傳統為鑑定的依據。」（葉

啟政 1989：111，粗體筆者所加）。傳統即是歷史因，從歷史制度找解答是

本章任務。 

    下文依歷史品味的轉向，歸納出三個發展走向，基本的概念在於社會面

的因素影響著旅遊風氣的開展以及變動，因此主要的目的在說明台灣旅遊發

展的過程，透過這些資料，確認品味的演化，以及階層互動的關聯。在本章

的討論中，重視幾組力量的區分，第一，大眾化的過程與中產階層興起的特

殊力量，形成一股既合又分的潮流，一方面，大眾化過程將有閒階層的旅遊

活動普及化，然而另一方面隨著中產階層的品味需求，將既有的旅遊消費轉

化成可區辨的符號意義。第二，國家政治力量對於旅遊品味的塑造，透過著

對某類觀光型態的推廣，也影響著不同型態旅遊方式的發展。而另一方面則

                                                 
2 選擇 1960 年代作為一個劃分的原因在當時（1968 年）官方公佈了「發展觀光條例」，這

時候已稍稍看出休閒意識慢慢在醞釀，觀光此一名詞不在限於官方文獻也出現在較普及的

報紙新聞中，而幾張刊登於「台灣觀光」的照片，陽明山或是海水浴場，已是遊客如織（見

附圖一）。另一方面，1956 年後國家與民間的重要觀光組織皆已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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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有民間社團力量的呼聲，以在地認同的方式，重新建構台灣旅遊活動的

新型文化觀光。第三，以旅遊工業的商品化機制，創造消費需求，如何設計

包裝旅遊產業的型態，影響旅遊者的觀光視野。再以晚近資本主義的符號流

動現象，以及消費者主導的商品脈絡，重新將焦點放回旅遊者的特性上，以

精緻地分眾手法，來探討旅遊的現象。 

 

第一節 有閒誇富轉向大眾化與中產階層的興起 

台灣旅遊現象的開端與工業化有關，傳統社會遨遊山水者是屬於少數士

大夫以及名士的行為，但正如工業化國家的發展，台灣社會由漸漸地由前工

業時期的官紳平民社會，轉向工業生產分工社會。尤其台灣的經濟發展在

40 年間迅速往西方水準靠攏，產業結構變化迅速，快速地由農轉為工業，

從戶口普查資料看來（內政部普查局），近年來，服務業更成為就業人口比

例最高的行業。進入工業社會後，工作時間和休閒時間有較明確的劃分，也

使得旅遊活動成為可能。從事旅遊活動的可能性不但增高，而且也朝向大眾

化的發展。 

在 1970 年代以前，台灣的旅遊空間有很大的一部分是隸屬於第三世界

的觀光景點，如越戰美軍的休假基地或是日本國民旅遊的廉價消費地（夏鑄

九 1989）。而當時多數的台灣人致力於工業化的過程，在國際分工的體系

下，甚至連假日都是上班日，勞力密集的產業發展下，時間換算充滿唯經濟

傾向，使得休閒時間緊縮並連帶使得休閒活動皆相當缺乏，而最初的觀光旅

遊多半是有閒有錢者的專屬活動，旅遊與否本身就是具有階層意味，尤其是

牽涉到國外旅行更是菁英地位濃厚。這一切要到國家經濟力轉型，技術密集

的生產轉往中產服務部門的出現後，固定假日成為常態，漸漸誘導出一般民

眾的對工作與休閒二分心態，使得台灣人的假日出遊風氣鼎盛，所到之處人

滿為患已是常態，也揭諸了大眾旅遊時代的來臨。然大眾化的過程是如何產

生，與哪些作用者關，而大眾化又如何進一步促成中產階級品味的產生呢？ 

一、大眾化的過程 

民眾需求從有閒階層開始向外擴充，這些有閒階層起初以外國觀光客為

主，尤其是占地利之便的日本觀光客，接著是年老退休後由閒暇時間以及多

餘經濟能力者，如徐世怡（1988）研究早期觀光勝地烏來所發現，「光復以

後至 1960 以前這個階段，國內旅遊方面，活動主體仍如日據時期侷限於少

數高收入以及有閒消費者。」早期的旅遊者品味與國家機制較無關，是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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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人的貴族娛樂，旅遊多半交由旅行社設計辦理，因此時的國家機關以吸引

國外旅客為主，目的在增加外匯，促進國民外交，並未積極地誘發國內民眾

需求。國民整體經濟能力不足是無法形成旅遊消費是一個重要因素，表示整

體的需求性極低。 

而旅遊需求隨著經濟消費能力的提升後，開始有普及化的趨勢，而多數

人剛開始享受生活富裕的休閒，加上延續著傳統廟會或是節慶習慣的吃喝態

度，於是形成了李翠瑩（1991）觀察的情況，在 196、70 年代以團體承包大

型遊覽車四處征戰的國民旅遊方式大行其道，旅客往往是到了風景區即開始

拍照、購買名產，再集合至下一個風景區，重複同樣的循環，最後拎著大包

小包回家。這種旅遊的品味，是剛開始學習作為遊客的台灣人最初的經驗。

另外短程型態的旅遊，則多半是假日三五好友至近郊走走，或是夏天至海水

浴場遊樂，而且時值台灣以密集勞力換取在國際分工的經濟位置，工時通常

較長，旅遊不過被作為休閒的一種方式，暫時從忙碌的工作中抽身。當時，

交通也不甚方便，主要還是以公路局或是機車作為旅行的交通工具，有自用

汽車者仍是少數，許多路段也仍在建設中，以團體型態的旅遊，讓旅行社籌

畫是最簡單且省錢的方式。 

團體型態的旅遊因為制度上的限制，通常是假想多數人的意見為運作的

常態，無法顧及所有人對於旅遊活動喜好的差異性，也因此未能突顯旅客的

個體特性，遊覽車開到哪，遊客僅能隨著走馬看花。加上營利的取向，也時

興與名產店合作，固定將遊客帶往購物。因此多點觀光以及吃喝購物的態度

是台灣旅遊大眾化後的特殊現象（沈振奇 1995）。然而隨著台灣整體交通建

設的完成，如高速高路，或是大眾運輸的完備，加上私人交通工具的普及化，

尤其是自用汽車徹底的改變人們移動的速度性及旅遊活動的易達性（Urry 
1999）。這種因團體旅行所產生的特殊現象應該有所改變，但是從北台灣的

淡水，到南台灣的墾丁仍是攤販或是小吃名產店林立，依舊是觀光景點中人

氣最旺盛的所在，這種旅遊品味無疑隨著大眾化的過程保留。 

但除了這種大眾品味的娛樂或是吃喝體驗外，漸漸地出現另一波新的品

味建構。國內旅遊商品不斷在推陳出新，而國外旅遊也始開大眾風氣。這一

階段的文化發展，蕭新煌（1989）曾提出三個面向，一、資本主義支配下的

媒體文化與拜物文化；二是文化橫向移植的西方文化（特別指美國文化）與

日本文化的雙重支配；三是階級差異的文化塑形日趨明顯。葉啟政（1989）
也有類似的看法，「『中產階級』人口日漸龐大，消費能力日益提升的趨勢下，

掌握操弄『中產階級』的消費品味不但玩弄『中產階級』於股掌，而且也足

以吸引所謂『中、下藍領階層』產生向上認同，模仿的『身分』投射。」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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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這一個軸線，雖然大眾化成為可能，但是卻也形成了中產階級與資本主義

的親和關係，也就是藉由商品型態的包裝，過渡優勢文化的內涵，如加入知

識性以及文化商品的販賣，突顯出中產階級以文化資本作為品味提升的訴

求。 

二、中產階層品味的產生 

隨著教育水準的提升，整體職業結構也出現大量的服務階層，這當中包

含著旅行商業機構的設計者，或是以知識能力作為生產工具的工作者，尤其

出現注重旅遊特殊品味的一群人，以文化內涵自我標榜。一般的旅遊活動論

述所集中的後現代旅遊的論法（Urry 1988、1990a、1990b），強調美學、或

是遊戲面向的去分類法則，事實上正是這部份人的反映，主要在目前的體系

中，中產階級的旺盛取代了前社會的貴族消費，透過富裕的生活反映出近代

的新階層特性，這正是隸屬旅遊活動的重要形塑者，並且有別於無聲的普羅

大眾市場。 

以 Bourdieu 的說法這是階級的品味創造以及鬥爭，透過對於旅遊方式

的定義以及空間的掌握，來證成階級認同感，這種品味的區隔出現在旅遊活

動中，主要來自於幾項歷史發展的演進： 

1. 智識化的發展：旅遊在台灣的發展中，最初的形式在於休閒娛樂，伴隨

著工業化發展後的休閒需求，一般人的旅遊概念集中在繁忙的工作之後，輕

鬆的安排一日遊，過個舒服的假日時光。但隨著教育程度的普遍性提高，智

識能力的增加，使得具有一定教育程度者，不只追求輕鬆的假期，而追求特

定的知識或品味，在原有文化優勢的保障之下，他們可以選擇將學術或是知

識納入了旅遊的過程中，在台灣，歷史性的考察團（如大地雜誌）、建築物

的參訪之旅、生態之行（如荒野保護協會），各大學紛紛舉辦的跨國遊學或

是學生交換，皆將豐富的知識融合入旅遊的過程中。另外，智識化也影響了

某些旅遊空間作為教育的可能性，如博物館，而這部分又以教育程度較高的

父母較能如魚得水，因為他們可以有機會表現其淵博的知識，在為子女解說

種種藝術科學或是歷史的參訪過程中，獲得和子女共享的愉快經驗，也無形

中傳遞了豐富的文化資本（Hood 1997）。 

    智識化的發展與國家政策所發展的文化觀光模式亦具有相關性，在台灣

一般民眾要接觸專門的文化，如建築史或是藝術欣賞，管道通常相當缺乏，

而政府的文化產業設計並未精緻化，常見古蹟的解說牌用生澀的文字，以及

不完整的動線安排，使得文化面的發展並不完善，形式上雖已大眾化，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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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機會參觀古蹟，但是在實質內容上，還是得仰賴高度的智識能力。尤其

這類的智識化的需求，早已存在，葉乃齊（1991）認為步入 1980 年代的台

灣，隨著知識與閱歷的提升，從西方國家精緻的文化生活，開始反省要求國

內的文化生活水準，也因此，文化消費開始出現在少數的藝文人士或是學生

群體中，1980 年代也是國內旅遊民間團體出現的一個重要時期（見駱貞穎

整理 2002：49），透過自助旅行的方式，不再仰賴著旅行社的團體旅行，前

提在於智識能力的豐富性，不用受到團體的牽制，而能自行參與，體驗空間

的特殊性。 

2. 專業化的傾向：人類學者 Errington（1989）曾分析其在巴布亞新幾內

亞的田野經驗，探討當時許多的青年旅行者（traveler），以及那些事業成功

的旅客（tourist）與人類學家的關係。人類學家是一種最為專業的遊客型態，

因此也最受到追求文化資本的年輕智識份子模仿甚至忌羨，然而對於經濟資

本豐富的旅客而言，並不認為人類學家特別，他們多半崇尚現代化的價值

觀，而到第三世界來捕捉即將消失的原始。從 tourist 、traveler 到人類學家，

台灣從早期的高價旅遊，跟團旅行是退休銀髮族的特權，到旅遊價格漸漸降

低後，汽車的普及化，許多人開始以自行籌劃的方式旅遊，也開始出國旅遊，

是一種逐漸專業化的過程。原本可以將旅行的過程全盤地交由旅行社處理，

從出門集合的那一刻起，食住行都不是自己的責任，甚至有導遊全程解說，

然而正如 Errington 的觀察，許多的青年旅行者會將自己類比成人類學家，

希望能欣賞到他人所未見的景觀或是人文色彩，這種模仿專業的心態，也使

得藝術文化市場上出現了許多專業性的旅行家。 

這些人的專業性工作即是旅行，一方面寫作或是攝影，而隨著旅遊工業

的開展，介於旅行消費者以及商業機制下的各種媒體工作者，也都是旅遊活

動專業化下的產業，平面雜誌或是旅行書的編輯者、電視媒體的各種節目執

行者，亦有自由旅行作家，而傳統的旅行業中也出現了所謂「專業旅遊諮詢」

的頭銜，隨著時代的轉變，旅遊也具有專業的發展。 

3. 實質收穫到非實用傾向：在大眾化的過程中，初嚐富裕果實的台灣人對

於旅遊觀光的態度仍舊十分實際，總希望能夠在最短的的時間去最多的地

方，並帶回總總旅遊景點的名產或是紀念品作為戰利品。現今台灣仍有這樣

的現象，講求旅遊過程中滿足實用性質的購買慾望，然而另外也增加了美學

體驗的販賣與空間的創意，旅遊的心理滿足層次被作為可消費的可能，許多

人可以在假日什麼都不做的坐在海邊凝視浪起浪退，或是凝視著古蹟、亦可

沿著闢好的森林小徑散步，純粹消耗、打發時間，這種看似無意義的活動型

態，在工業化講求效率的時代幾乎是不可能，但在一個假期成為必要常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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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裡，也成了一種被接受的旅遊形式。 

    這種非實用的傾向，是一種伴隨著經濟成長、財富累積的過程，使得中

產階層的意識普遍出現，尤其是對處於變遷結構的社會而言，這些隨著大環

境而獲得教育機會興起的中間者，積極地尋求階級位置的向上流動，他們不

像那些工人階級不需要因為他人眼光而活；也不像高高在上的在特權階級已

經確定他們是誰，沒有必要理會他人(Bourdieu 1984：253)。這是中產階級

的尷尬性格，但也是積極性的起源，挑戰實用性的旅遊觀念，用心理感受取

代物質層次上能力的有限。 

 

上述的歷史題材說明了旅遊大眾化的過程，並提出後期中產階層興起的

影響力，首先，大眾化過程是國家經濟力發展的整體反應，使得有閒階層的

旅遊活動普及化。緊接著，隨著專業性行業的增加，使得中產階層產生了品

味需求，將既有的旅遊消費轉化成可區辨的符號意義，如講求智識性、專業

性並以美學的態度理解旅遊體驗。這當中漸漸出現國家以及商業介入的過

程，尤其愈來愈多人參與後，不再僅針對外國觀光客為市場重點，反而是國

內旅行者蔚為旅遊消費的大宗，更吸引國家政策的注意。在下一部分將以國

家角色的扮演作為歷史回顧的主軸，而除了由國家至民間的主導力量外，民

間社團也在晚期介入旅遊觀光的設計活動中。 

 

第二節 國家品味的塑造，至民間社團的加入3 

旅遊風氣盛行後，觀光活動不再只是個人偶一為之的娛樂行為，對於國

家而言，成為一種必須介入的「政治事業」（龐舜勤 1957）。在二次戰後，

台灣在世界的旅遊市場上屬於入超國，旅遊政策多以吸引外國觀光客為主。

打著「無煙囪工業」的名號，目的是增加國際外匯，並且在台灣國際地位不

明時，順便用以強化國際形象，因此當時所建立的旅遊體驗是中國式的、包

括國劇臉譜、穿著旗袍的服務員、飯店也時興傳統式的設計，以「中華文化

在台灣」為賣點。而台灣地理環境的先天自然優勢，使得主要的景點以自然

山水為主，文化形式為輔，而文化旅遊的部分純粹是為了接待外賓，所標榜

                                                 
3 此部分涉及的歷史題材，出自以下的旅遊觀光雜誌 1)台灣觀光（台灣觀光事業管理局）、

2)觀光月刊、或是觀光單位的刊物 3)台灣觀光協會成立二十週年、三十週年紀念特刊、以

及相關論文 4) 沈振奇（1995）《由社會及文化觀點探討台灣地區國民旅遊行為》碩士論文、

5)觀光局網頁所提供的資訊。6)戶外遊憩學會於 1990、1991 分別所舉辦的兩場研究會論文

集。並經整理以及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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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與常民生活有些許差距，如剛落成的故宮博物院以豐富的中式文化瑰

寶吸引外國觀光客，或是以原住民的文化作為賣點，如烏來、霧社風景區。

這是最初台灣如何作為「被凝視」焦點的旅遊政策，然而這當中也產生了非

預期性的國民旅遊品味塑造：以風景觀光為主的，而文化參觀較不時興；另

一方面，文化觀光先以中華傳統為主力，在地文化特色則至後期逐漸開發。

在地文化特色的發展主要與民間自發力量有關，這一脈絡的歷史發展，可分

前期的國家主導力量，以及後期民間團體的加入。 

一、國家主導力量 

    從歷史來看，一些公共的旅遊空間，是從日據時代就遺留至今，如陽明

山、北投、阿里山、知本等。這些地區也成了基礎性的觀光地區，主要以風

景為主，而陽明山、北投則因地屬溫泉帶，因日本民族的泡湯習慣，而成為

重要的觀光景點。但大抵而言，風景景觀是台灣旅遊活動的重心，這種國家

力量的推動，使得民眾對於旅遊的直觀品味就是觀賞風景。不過，除了風景

外，文化產業也漸漸成為國家經濟的一個可利用的資源，然而一個「被認可

的文化」對一個國家是十分重要，尤其牽涉歷史文化的古蹟旅遊（沈佩儀 
2002）。 

    關於國家力量對於文化旅遊品味的塑造，可以用以下兩個歷史事實的轉

折作說明： 

1. 陳志梧（1991）提到，日本殖民政府以大規模的手段進行都市計畫及公

共工程以改變台灣的土地利用空間，而且也拆除歷史地點來抹去台灣人民的

的民族認同以及與中國的關係。這種拆除與重建的做法，在國民政府遷台後

並未有所改變，因為政府同樣面對著對台灣歷史建構的問題，對地方歷史的

保存工作不予重視，主要還是希望能建構出中原文化的支配性。因此可以看

到許多的古蹟或是文化觀光，都在於連結台灣以及大陸的不可分割性。 

    與中華文化一脈相連的觀光景點中，最明顯的代表產物是故宮博物院。

而對於日本所遺留的的殖民移植或刻意拆除、或視而未見，或任其荒廢，直

到 1985 年桃園神社事件後，才開始出現了保存日本風格建築的聲音（傅朝

卿 1999）。而有趣的是，日治時期建造與否事實上並非重點，著名的龍山寺

或是台北孔廟其實都是當時重建或新建的產物（傅朝卿 1999）。然而因為保

留了清朝閩式風格，可以證成華人文化傳統，而被作為國家正當性的文化古

蹟，也同樣作為著名的觀光景點。 

2. 然而在政權由威權時期轉移至民選總統後，這種情況並未改善，而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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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藉著篩選及意義賦予這兩種手法，撰造了傳統，且隱藏了某些意識形態或

是企圖，並透過政策的誘導，滲透到人民每日的生活實踐中（程家祿 1996）。
於是在官方所主導的旅遊文化產業活動中，包括大型元宵燈會的規劃，或是

如宜蘭地區成功地產生了當地的觀光產業。而過去民間社會所自發的民俗節

慶活動，也介入官方的合作以及主辦，如大甲鎮瀾宮媽祖繞境提升至文化節

的層次。而近年來文建會甚至喊出「一鄉鎮一博物館」的口號，這些都是對

於在地文化的重新構築與介入。 

    從兩個階段的區分，可以很粗略地看到由中國意識轉向在地化的趨勢，

而這些皆為國家力量對於文化的操弄以及利用。然而多數人遭遇歷史文化的

態度多半是很片面的，甚至某一程度上的漠不關心。因此國家主導的層次雖

然力量龐大，卻還是需要民間自發性的進行，而這股力量也逐漸在歷史的發

展中出現了。 

二、民間自發性力量 

     國內旅遊結合鄉土再造的過程，注入了新的活水源頭。原本許多人認

為台灣已經「玩不出新意」，但是在這一波的全民造景活動中，社區總體營

造創造出新的旅遊可能。各地紛紛成立工鄉土文化作室，尤其近年來，透過

本土關懷運動與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結合，再加上具有經濟效益的觀光設

計，永續觀光（sustainable tourism）或是替代性觀光（alternative tourism）

開始在國內興起。各地的地方菁英份子，試圖創造出更多在地文化想像，並

從限有的自然觀光資源中開發，更重要的是搭配上具有在地情感的解說過

程，而產生了小眾文化的另類觀光，並且也開始受到媒體的注意與報導。從

實際現象來看，各地的工作室不斷出現，而電視節目更是不斷地挖掘台灣的

新興景點加以報導。這也是這幾年，台灣的「 節」、「 季」蔚為風潮

的原因。除了鄉土再造的潮流，本土旅遊文學作家日漸攻佔書局的櫃面，這

都是民間自發性的力量。 

    這股民間力量中，多少以地方菁英為主導性質，大部分的在地居民還是

以經濟、生活導向為先，這也可以與前一節所討論的由大眾化旅行中所間接

產生的中產階級體驗作連結。因為教育水準的提升，對於智識性內涵的旅遊

消費有需求性，而在地菁英也基於地方文化或是自然資源保存的心態而投注

心力，並藉由旅遊產業作為供需勢力的中間接合點，一方面可以利用提升當

地的資源保存，一方面又能藉由遊客的消費促進地方發展，這是這一波地方

文化觀光興起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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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對於台灣旅遊品味發展的回顧中，除了與大眾化以及中產階級興起

的角度以及國家民間機制地相互運作外，亦不能忽略資本主義下的商業機

制，尤其是旅行業以及大型財團的部分。它們創造出商品化的旅遊體驗，針

對消費能力普遍提升的民眾，以哪些推陳出新的方式來促進消費，而後福特

主義的旅遊消費，是以何種型態出現在台灣。 

 

第三節 大眾商業化機制到後福特主義式的旅遊產業 

台灣旅遊相關產業可分為兩種，一為代理形式的旅行社，幫助遊客們設

計行程、代購票務或是包辦團體旅遊；一為直接面對遊客的旅館業、遊樂園

等機構。另外，還有間接相關的旅遊出版業、旅遊網頁通路。這些產業都在

塑造遊客的形象，而在後期的發展則是以靈敏的商業頭腦進行細緻地分眾，

或是將主導權下放給消費者，Urry（1995）所討論的後福特主義式的旅客也

的確出現在台灣。 

一、大眾商業化機制的出現 

    旅行社很早就發展出今日所見的雛型，從代售票務為主，到經營團體旅

遊的業務。而團體旅遊早期主要是來自國外的生意，1964 年日本因開放海

外旅遊，台灣的地利之便，許多日本觀光客是團體旅遊的生意來源，而日本

觀光客通常也以走馬看花的行程為主。然而後期，台灣消費經濟力展現，招

攬國內旅客，尤其是機關行號以及學校的集體旅行，也成了國內旅行社重要

的收入來源，這些旅行社也讓許多人有機會體驗旅遊的過程。而國外的旅遊

是僅少數人利用商務的機會或是形式出國旅行，尤其國外旅行在當時雖然尚

未開放，但是有錢有閒者，主以年老退休者，可以刻意地經由旅行社的手續

辦理，假公司職員以商務名義出國，實則出國觀光旅遊。 

    早期國民旅遊經驗普遍缺乏下，旅行社無論替消費者端上何種旅遊菜

色，遊客大概也無比較的餘地，直到台灣國民旅遊的型態開始轉向家庭出

遊，以自用小汽車的型態後，這種大眾商業化的旅行團轉向國外團體旅遊，

而國內則出現了大型財團對於觀光娛樂活動的開發。 

    大型觀光事業的開發是 1970 年代後的產物，這些在此時為了營利所不

斷設立的民營遊樂區，將台灣的旅遊活動帶往買方與賣方的經濟關係，而且

在資本與媒體的相互靠近下，這些地點也開始成為民眾旅遊的選擇。商品化

的運作邏輯在於，有時身為買方者，對產品不見得有迫切的需要，或是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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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瞭解自己的需求在哪裡，卻因為媒體宣傳以及報導，週遭朋友的一窩

蜂，讓買方不自禁地掏出腰包，當時的遊樂區這樣的情況相當明顯，在快速

地發展下，深度的文化經驗還在發展中甚至不見得存在，大型企業則在敏銳

的商業觸覺下，快速地進入旅遊市場，沈振奇（1995）曾提到，這些民營遊

樂區一方面期望短期獲利、現金流轉以及平衡相關企業投資風險；一方面以

炒作土地為投資目的（侵佔公有地：海濱、河川森林，以小面積私有地為核

心，承租鄰近公有地，以及透過相關公共社會的興建達成相鄰土地增值）。

這時的發展聽不到一般民眾的聲音，而且往往也成了這些商品化體驗得以實

現的幫兇，在有限的資源中，迫於無可奈何也只好接受，甚至不知不覺而樂

在其中者眾多。起因於休閒需求或是商業刺激的旅遊活動，在當時仍是個概

念貧乏的行為，休閒需求部分主要是因應工業化過程中人所受到的異化與不

安，重新充電再出發（recreation）的意義更大於「旅遊」本身的意涵，商業

刺激部分則主要在操縱這些旅遊的場合並讓更多人前來一遊。 

    但同樣地，許多消費者在不斷地旅遊經驗累積中學習到更多的可能，尤

其是少數人的旅遊經驗成為被書寫引起更多的共鳴，如三毛在 197、80 年代

後對於撒哈拉或中南美的寫作，這類極端特殊的經驗帶給了喜好附庸風雅的

中產階級以上者不一樣的深入體驗。許多有世界語言溝通能力者甚至不再仰

賴旅行社的團體，自行出國旅遊，也有些人熱情地「再發現」台灣之美，尋

找新的景點，於是後福特主義的旅遊潮流使得旅遊產業不得不因時制宜的改

變行銷策略。 

二、後福特主義的可能性 

後福特主義的觀光特點，在於將主動權交給旅客作決定，旅遊業能做的

就是拋出各種符號，讓遊客選擇性的接收，甚至遊客可以化被動為主動，主

動地要求自己需要的體驗。現在的旅遊套裝出現了兩人成行，甚至一人也可

出發的行程，「旅遊諮詢顧問」也是一種新的專業服務型態。在國內旅遊部

分，遊客透過旅遊指南、網路的經驗交流，創造以自己做主導的可能性。 

另外 1990 年代台灣的國外旅遊風氣始盛，現實層次上，1980 年代以前

政策採取新台幣貶值的方式吸引國外投資及觀光外匯的經濟政策，直到

1990 年代後新台幣幣值才開始上揚（李淑宏 1999），國外旅行也成了許多

人旅遊的選擇。而國外旅遊的符號加工則更為開闊無限，因為距離較遠或是

文化的差異而產生更多來自於傳媒所建立的想像。Urry（1990：3）就曾提

過，旅遊的凝視是由符號所建構，而觀光就是收集這些符號，當旅客在巴黎

的街頭見到相互親吻的人，他們會捕捉到「超越時空的浪漫巴黎」。駱貞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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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62-67）曾整理出臺灣的旅行社如何製造出這類符號來吸引消費者，

如日、韓劇景點、電影中的特殊場景等，這些跨國性的符號伴隨著全球化資

本主義而來，也以更深刻的文化體驗方式包裝。不過，較主要的問題在於，

這些符號的推出還是要有人能解讀，有解碼能力者可以在其中自得其樂，甚

至可以得到主導權，相反地，無法解碼者，並無法進入脈絡中，僅能感受到

一種茫茫然地不相干。 

    台灣國內外旅行，在 1990 年後的時空接受來自世界的各種文化，半數

人有出國經驗（章英華、傅仰止 2000），同時在地氣氛也因政治自由化的醞

釀，許多民間團體推動，投入在地人的感情，創造地方性的文化再造，如宜

蘭縣近年來傾力舉辦的大型國際活動，也創造不少的觀光收入以及在地化的

認同。尤其在 1998 年後，隔週休二日的全新生活型態後，休閒消費成了更

多人生活的常態，消費群眾也愈來愈精明，不願固守於傳統的模式，尤其在

傳媒的發達的傳遞下，甚至是本身就有機會直接接觸跨國性的事務。當然，

商業組織也非省油的燈，總是可以創造出新的產品，現下社會永不乏新的符

號，如浪頭拍襲岸頭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尤其現在台灣走深度旅遊的方

式，這些深度旅遊無疑是「象徵意義充斥」的絕佳代表，曾經人們只要到過

或去過某些地方就算達到旅遊的目的，但現在會有更多的專業人士投入設計

體驗的過程，不斷地說各式各樣的故事，創造更多歡樂感與歷史感，於是這

些看似開放的空間，就像有了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分派出合宜的經驗。 

因此，這類的文化空間的旅遊市場，製造更加無法讓人發現差異的區辨

方式，作家羅智成曾指出 

「像以前出國會認為是一件很高級的事情，可是現在已經發展到，出國已經

不算是高級的事，它已經有多層次了，出國去哪裡，去做什麼事，才是更重

要。所以有錢人會去歐洲、日本，在文化上自認為比較高級的，可能會去普

羅旺斯或是布拉格，我一直覺得旅行是如此充滿著非現實性，所以，反而更

顯明地突顯每個人的階級性。」(李淑宏 1999：42) 

為什麼去普羅旺斯或是布拉格就是「文化上高級」，這曾經只是地理課

本上饒口的地理名詞罷了，主要還是因為後期資本主義是文化性的建構，讓

這些遙遠的地名成了被想像的空間。甚至不一定要出國，在台灣本地塑造這

類高級與非高級的手法也以隱晦的方式出現，如清境農場的民宿，開始打破

台灣山區紛亂的「土雞城文化」，創造歐式的住宿型態，以此為賣點，而陽

明山上的溫泉館，一間比一間還要強調氣氛以及品味。這些都是旅遊體驗的

包裝，這種不再強調用團體的方式來包裝，而是去組織化，用自由行的半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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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讓人們以更人性的方式遊樂，讓消費者的體驗更多元，這是後福特旅遊消

費的反應。但正如前文一再提及，這類體驗的多元性，多少具有中產階級傾

向的內在結構，是觀察歷史時必須注意的部分。 

 

第四節 小結 

    從四十幾年的時間，旅遊作為少數人的休閒活動到蔚為風潮，不只是量

的改變，在質的變化上也可看到一段形塑的歷程，這些歷程牽涉到不同階層

的風景體驗，也與國家對於空間文化觀的轉向，以及民間自發性認同有關，

在此歸納出幾點目前主要的現象： 

一、旅遊景點發展的由自然景觀往文化空間擴充 

西方在 20 世紀後，旅遊活動十分多元化，從大自然景觀的欣賞、歷史

文化古蹟的利用，甚至大都會豐富的人文景觀或是工廠生產線的參觀，都成

了旅遊凝視的焦點所在。但是台灣的旅遊景點卻非齊頭式的發展，而主要以

自然風景為重，除了天然資源的先天優勢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在建設上承

繼著日據時代已開發的風景區，加上民間意識薄弱，遲至 1970 年代才開始

漸漸出現地方性的文化發展（如鹿港的古蹟觀光）。 

自然景觀的發展遠較於文化景觀優先，古蹟旅行或是博物館之旅在台灣

因牽涉到政治面的衝突，與經濟力的角逐，直到近年來才漸漸展露曙光。牽

涉到政治面者，如台灣的文化古蹟該如何定位，曾經日治時期的建築並不受

到法令的古蹟保護；而受經濟力影響者，則如 1990 年代初，三峽老街認定

為古蹟的抗爭行動。因此文化欣賞式的旅遊方式在台灣的起步較晚，有歷史

背景的因素。 

近年來的本土化潮流，才開始意識到在地文化的重要性，並與以保存或

是進一步地宣稱其旅遊的價值性，雖然在地民眾的權益以及菁英理念的落差

仍時有所聞，但至少在今日，文化性的旅遊與自然風景式的參觀之旅有較平

行線的發展。而在文化活動起步晚情況下，而且充滿著各種詮釋性的意義，

足以令人好奇在社會結構上，是哪些群體較容易喜愛這類的文化旅遊活動。 

二、遊客體驗的分化過程 

    觀光資源的開發，影響了人們旅遊地點的選擇，一旦在經濟以及休閒時

間許可後，大多數人只能在有限的景觀空間中旅遊，然而也總不乏積極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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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險家型」遊客不斷地尋求新景緻，也帶動一地又一地的新發展。現今

的旅遊空間更全面性的要求創意與新鮮度，無疑希望帶來豐富的人潮以及商

機，然而人潮通常極容易使得一地成為俗化的空間，尤以人口密度高的台

灣，假日風景地區的車潮大概比起平日上下班時間的都市幹道有過之而無不

及。也因此不同階級的區辨也如其他社會般的出現在台灣，有能力者放眼世

界，出國旅遊，並且不往熱門景點鑽，故意往特殊的旅遊地邁進。而熱愛故

鄉土地者，319 鄉走透透，也同樣能找尋新的美麗風景。但是從歷史看來，

仍然避免不了旅遊地區中遊客之間大眾化與精緻化的兩難。 

    尤其台灣的旅遊發展的趨勢是制度化旅客（institutionalized tourist）先

出現而後非制度化的旅客（non-institutionalized tourist）才出現。Cohen（1972）
曾闡明了非制度化的遊客通常是發現新景點的先驅者，而制度化的遊客則通

常是非制度化遊客的追隨著，非制度的旅遊者主要指具有探險家性格的旅行

者，而制度化的旅客則是大眾旅客。一般情況多為非制度性的旅客先出現，

而後出現制度性的旅客。然而台灣卻是先在大眾化後展下才開始出現較具有

品味意識的遊客，也就是講究旅遊的智識內涵以及美學體驗是較晚期的發

展，然而多半風景地點已開始受到一窩蜂熱潮所影響，需要重新賦予新的意

義，因此更加突顯了大眾化與精緻化兩個面向的衝突。 

三、多元空間的利用與想像 

旅遊活動的空間從過去的純粹賞景、至今的文化古蹟觀光，在世紀初的

今天，更加多元而且豐富，在空間被當作是商品的形式來販賣以及包裝後，

讓旅遊活動有更多元的面貌：傳統的景點可以辦音樂會，如阿里山觀日台的

跨年演奏會、淡水漁人碼頭新開發；曾經頹敗的都市地貌可以更新，如西門

町紅樓或前身為美國外交使館的臺北之家；復古或是懷舊風也可創造景點的

話題性，如九份或是勝興的老火車站。除了在空間上有更多的突破外，時間

也是一個面向（鄧景衡 1990），如大型遊樂區夜間開放，以星光票為促銷賣

點。多元化的空間還可以列上更多的實例：大型商場、休閒農場、水上活動

等，無論這些空間有多少的延展性，它們皆結合這一波的後期資本主義，以

看不見、摸不著的體驗為商品，而在其中「人的經驗」很重要。 

所謂人的經驗很重要，表示我們的社會中將有更多人從事創意行銷以及

以專業知識來分割市場需求、甚至創造更多的消費義務，也意味著這些「人

的經驗」會被化作指標來產生分眾化的市場，可以認定這些新的、多元的體

驗，將是富裕社會的新階層化面向，如朱元鴻（1991）所言：「馬克思沒有

討論到品味、審美、消費手段與宰製之間的關係；因為一個無階級、無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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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產烏托邦並不在乎這個問題：隨著市場與私有財產的廢除，共產人的品

味、審美、以及所有『身分文化』的職能也就自然解除了。然而我們卻必須

認真的面對這個問題，因為隨著富裕的消費社會來到，生產的強制性逐漸減

輕；而另一種消費的支配型態，才是真正迎接我們的 Sphinx！」（粗體筆者

所加。）所以從這種方向來看，更多元的消費社會，雖然製造更多可選擇的

想像，以及愉快的嬉戲感，但是同樣地，卻也可能讓身在其中的行動者產生

更多的焦慮，而且讓多元化成為區分身分高下的一種工具。 

從歷史資料的分析得到一個縱貫面的資訊，這部分說明了旅遊消費的大

眾化過程中所隱含的品味差異，這當中有中產階層教育背景提高後的智識化

需求，也有國家力量對於國民文化的塑造也有商業力量的介入，接下來以實

證資料來了解到底目前台灣旅遊活動喜好的品味差異有哪些，最重要的是這

是否對應於階層分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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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旅遊喜好活動與階層區分 

 

    研究使用的資料為《九十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報告》中有關旅遊喜好中

的調查問卷資料。在研究中，以受訪者對不同類型的旅遊活動之喜好程度作

為依變項，至於解釋變項的部分，選取了人口變項以及個人社會結構變項，

旨在說明處於不同階層位置的群體，如何影響到他們的旅遊活動喜好。另於

下一章針對旅遊過程如旅遊目的地與旅遊方式等進行階層區分的討論。 

從文獻以及歷史回顧中，旅遊現象的階層化面向應該從文化資本的角度

來看，如大眾化與中產階層的體驗主要是文化資本差異的問題。不過在台灣，

文化資本仍未有其他好的測量指標，即使在理論上有很好的解釋，但是在實

證研究上仍舊得以政治經濟學典範下的社會階層分析架構呈現，也就是文化

資本以教育資本作為主要的解釋變項，如（朱元鴻 1993；邱炫元 1993；朱文

妮 2000），另外也受限於二手的調查資料的原始變項設計，這也是本論文在此

章中以一般的階層概念作為解釋變項的考量。 

在此讀者應可發現，階級或是階層一詞從本研究一開始行文的模糊性，

因此有必要澄清筆者使用此概念的意義以及目的，主要進行社會分類來闡明

旅遊消費的階層化現象，並認為同屬某一類屬的人應該具有類似的階級意

識。也就是在分析上，這些人口變項或是階層變項，都被當作一種有意義的

階級看待，對於旅遊活動的影響力都是重要而且不可忽略，研究也有必要交

代這些不同的類屬在旅遊活動的喜好機制中如何發揮作用。但在立場上，以

Bourdieu 的辭彙來說，這些在紙上所論的階級（class of paper）或所謂理論式

的階級（theoretical class）純粹是為解釋分析的目的而出現，並不一定存在於

真實世界中，或是以這種想像的的方式出現（Bourdieu 1990：117）。然而為了

分析的需要，以及我們仍缺乏對於台灣旅遊現象的全面探索之前，加上研究

方法以及資料蒐集上的限制，將採用既有的階層分類模式進行探討。然而，

在面對蕪雜的社會現象時，量化性研究的好處正是以較為簡潔的架構，提供

推論的資料。 

 

第一節 實證資料的分析架構 

一、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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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交通部觀光局委託故鄉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1 年所進行

的「國人旅遊狀況調查」結果，進行量化分析的二手分析資料。原調查的設

計在瞭解 2001 年國人旅遊動向、滿意度、消費情形，並分析國內外旅遊的相

互影響情況，原始問卷設計詳見附錄一。此份問卷的原始目的與本研究不盡

相同，因此主要以論文的研究興趣出發，從這些調查資料的問題找尋出合適

的變項進行討論。 

    這份資料檔以全國 12 歲以上的國民為調查對象，調查時間為當年整年

度。抽樣方式乃根據縣市分層，依據縣市內 12 歲以上人口數佔全國 12 歲以

上人口數的比例分配樣本數。而下一步，以電話號碼抽樣的方式進行樣本戶

的選取，樣本戶內再進行符合調查對象的戶中隨機抽樣。但本研究以大於 20
歲者作為研究樣本，並排除社會經濟地位模糊的家庭主婦、學生以及退休未

就業者，所以最後共有 1363 筆資料作為推論的樣本，樣本的基本描述統計資

料詳見附錄二。 

原始資料檔的建立，以旅次的方式建檔，共有 14652 人次的資料。也就

同一個受訪者可能有數個觀察值，並以每次旅遊的情況作為分析單位。但本

研究的研究興趣在於「個人的旅遊行為」受到哪些結構因素的影響，因此將

這些旅次資料整合為以個人為單位的資料進行研究。另外，原始資料將國內、

外旅次分開建檔，本研究擇以國內旅行為主要分析基準，國外旅行部分僅作

為背景資料參考，主要在於國外旅行的原始問題並未細問受訪者的旅遊喜

好，對於建構品味區分較困難，而台灣國內旅遊的豐富性並未遜於國外旅遊，

同樣能提供豐富的資料。而原始資料的樣本架構與本研究整理後採用的架構

並不同，處理過程詳見附錄二。 

二、分析架構 

    此部分在檢證當前旅遊現象的階層化現象，因此擬定幾個問題在此章中

探究。第一，在資源分佈（如文化型旅遊起步晚）不均的情況下，階層的效

應將如何發揮在對旅遊的喜好上，即當台灣不同旅遊形式質量懸殊的情況

下，哪些人還是能夠取得這些資源利用的優勢。第二，由於中產階級的興起

所帶來的品味需求，階層間的旅遊消費是如何不同。第三，除了階層間的討

論，也進一步控制並加入人口變項的討論，來說明目前的旅遊現象。所以總

括而言，此章將用與社會階層有關之個人特質以及社會經濟地位變項來解釋

不同的旅遊活動喜好。 

具體的研究假設則是：文化資本（以階層測量）愈高者，對於文化型態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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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喜好程度愈高。並觀察不同階層間的旅遊活動差異。 

    在分析的過程中，先以簡單的描述統計呈現一般台灣民眾的旅遊喜好分

佈，再以因素分析的方式整理這些喜好的差異，來縮減依變項的個數，最後

以迴歸分析的方式解釋這些旅遊喜好的差異。 

    而此章旨在說明，在社會中，往往會因人的不同特質而分群，這些特質

可能是性別、收入、教育水準、年齡等，而這些分類之所以有意義在於牽涉

到社會不平等的問題，為什麼某些團體就是握有更多的影響力、為什麼擁有

更高的社會地位，這向來是階層問題之所以被關心的原因，所以重點其實是

不平等的問題，階層則是一個幫助探索此問題的策略。因此在本章中，行文

的脈絡在於捕捉旅遊活動的階層差異，而背後所要關心的是這些階層差異是

否牽涉到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尤其晚期資本主義的發展下，體驗性質的旅遊

活動也成了一種商品化的產物，誰能在其中如魚得水、誰能創造旅遊體驗，

愈可能是握有更多合宜文化資本的群體。 

三、變項測量 

最主要的依變項來自於研究問卷中對於旅遊喜好活動（問卷中的第 15 題）

的調查，而使用因素分析的方式找尋出有意義的重要因素，主要得到四個類

型的旅遊喜好，「都市型」、「文化活動型」、「一般自然賞景」、「深度自然旅遊」。

此部分的統計分析，將在第二節中進一步的說明。 

解釋變項上，階級分類是研究問題意識中第一個要被檢證的變項，也就

是傳統的個人社會經濟地位的指標，包含收入、職業以及教育程度。而人口

以及都市化則作為控制變項，來確立社經指標的影響，但在研究的過程中，

卻進一步發現這些人口以及都市化指標擴大了本研究對於階層化的討論。各

變項的測量如下： 

1. 性別：為了迴歸分析的需要，將女性設 0，男性設 1。 

2. 年齡：原資料為分組的區間資料，因迴歸分析所需要的數值化資料而取

其組中分數，即 21-30 歲者設 25.5、31-40 歲者設 35.5、41-50 歲者設 45.5、
51-60 歲者設 55.5、60 歲以上者設 70。 

3. 是否單身：過去初探性的質化研究中指出，單身者較與已婚者更具有旅

遊的自主性（曾煥玫 1999）。而且單身者也更容易從事精神性的消費（周

麗芳 1996），因此也將人口變項中放入此變項，區分為單身者（含離婚、

喪偶者 1），有配偶者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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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都市化程度：旅行的意義最終往往在於看到新鮮的，與日常生活不同的

事物，因此個人的居住地將可能影響到旅遊行為的差異，研究者也認為

居住地的因素需要加以理解與控制，才能進一步地瞭解社會經濟地位的

解釋意義。劃分各都市化的程度依照其居住地的所在，主要依其分為四

個等級 4、3、2、1，各都市化層級分別包含哪些縣市詳見附錄三。而這

四級的指標，曾與教育程度進行相關程度的分析，具有低度的相關性

（r=0.11，p<0.01），此變項應能代表都市化的現象。 

5. 社會經濟地位指標：此部分是研究者研究假設的重心，在理論上，這些

因素連結著個人的結構以及行為認知的來源，是社會結構因素，影響著

人們的喜好，Bourdieu 經濟資本以及文化資本的概念，正是由此而來所

產生的精緻化階層指標，此部分依照個人收入、教育程度、職業作為判

準。 

1)收入：原始資料為分組資料，也將其調整為數值性質資料，以利迴歸

分析，所以得到由最低個人月收入一萬五至二十萬元的連續數值，以萬

元作為分析單位。 

2)教育程度：將原始資料中的分組變項，設為依修業年數為準的連續變

項，因此國小及其以下者設，國中 9，高中、職 12，專科 14（以五專平

均修業年限為準），大學 16，研究所 20（碩博士班合計略估）。 

3)職業：文獻上，如 Bourdieu 研究歐洲的博物館使用，中上階級對於博

物館的使用頻率以及看法是有別於其他階層、或是在台灣對於古蹟文化

的參觀，仍有明顯的階級屬性（沈佩儀 2002、吳宗昇 2001）。因此主

要製作了高階白領，一般白領階級，藍領階級，軍公教人員，農林漁牧

業者的虛擬變項作為分析時的變項，一般白領者作為對照組別。高階白

領在原始問卷分類中包含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和

專業人員；一般白領則指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事務工作人員、服務

工作人員；藍領代表技術勞工；軍公教自成一類屬；而農林漁牧業者為

傳統一級行業者。 

 

第二節 旅遊喜好的初步描繪 

以下三節的分析焦點皆放在原始問卷的第十五題「請問您這次所做的活

動中，您比較喜歡哪些項目？」，因為個人對於某一活動的「喜歡、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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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以代表一種品味的展示。也就是此部分的分析工作，主要在說明這些喜

好的差異的階層因素。一開始即發現，其實台灣人的旅遊喜好並非相當的分

眾，也就是在選擇這些喜好上的一致性很高，以整理過的數值看來（見表 4.1），
大部分人喜好觀賞自然景觀，其他活動與之相比皆不高。 

 

    

 此數值來自於將複選題的形式以及原本屬於「人次」的資料轉換成「個

人」為單位所得，因此可以具體看出國人的旅遊喜好狀況，大致可發現如下

三個趨勢： 

表 4.1 旅遊喜好活動的次數分配 

次數分配*  喜好活動 

未選 一次 兩次以上 

觀賞自然景觀 18.3 34.7 47.0 

露營登山森林步道健行 55.7 27.8 16.7 
自

然 

觀賞動植物 70.8 22.0 7.3  

觀賞文化古蹟 85.6 12.8 1.8 

節慶活動及表演節目欣賞 88.8 10.3 .9 

參觀展覽 80.6 15.8 3.7 

傳統技藝學習 95.8 4.0 .2  

文

化 

宗教活動 89.5 8.2 2.3 

游泳潛水衝浪滑水水上摩托車 78.9 18.2 3.0 

泛舟划船乘坐遊艇渡輪 93.9 5.3 .9  

釣魚 95.8 2.8 1.4 

飛行傘 99.6 .4  

運

動 

業餘球類運動 98.6 1.1 .3 

機械遊樂活動 91.3 7.3 1.5  遊

樂 主題遊樂園體驗活動 93.7 5.6 .6  

駕車兜風 92.6 6.3 .9  

泡溫泉做 spa 69.9 22.8 7.3  

美食 68.3 22.0 9.6  

觀光果茶園參觀 96.5 3.2 .3  

其

他 

逛街購物 75.0 17.7 7.1 
N=1363   *單位為百分比。這些人皆曾經在原始資料中回答此選項三次以上，數

值代表這些回答的次數分佈。灰底者表示至少有百分之 10 以上的人喜好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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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喜好觀賞自然景觀者眾 

本研究的整體資料中，大部分人喜好旅遊中的「觀賞自然景觀」活動，

而且幾乎百分之四十幾的人數會重複地選擇此答案作為其喜好的活動，而以

原始的複選題答項來看，受訪者也是高比例的偏向回答此答案，再回顧 1997、
1999 年的資料（《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報告》：148）皆反映出這樣的特色。而其

餘的文化體驗活動、運動型活動、遊樂園活動、其他活動中的細項，選答的

人數皆較遠低於自然景觀。 

    這種壓倒性的趨勢，在解釋資料上，可以由幾個路徑切入： 

1.在現實環境上，或在台灣的觀光活動過程，自然賞景活動較能自主發展，至

少在歷史過程中，旅客們比較可能在觀景活動中建構「大自然」是一種「中

立產品」的想像，而文化旅遊較容易牽涉「誰的文化？誰的古蹟或是文物？」

的問題。 2.但再進一步看，政府公部門的政策，在長期規劃的旅遊景點時，

主要仍以觀賞自然景觀為主。打從基礎的觀光地點設置，即先針對自然風景

開發，日據時期的草山（陽明山）、烏來，而民國四十五年「發展臺灣省觀光

事業三年計畫」中，連續三年的大型計畫4，所整建的風景區，主要以「自然

景觀型」為主，僅第二年計畫中有兩項「名勝古蹟」計畫。雖然當時政府推

行觀光政策，主在吸引海外人士以及僑民，打造台灣的國際形象，如強調台

灣特有的傑出景觀，如「山嶽雄偉、谿谷壯觀、森林鬱蒼、湧泉豐富」（龐舜

勤 1957：12），但這些風景區的設立，對於之後的發展是一種基礎的奠定，

也影響到國內觀光的選擇性。3.因此，在多數人皆喜好觀賞自然景觀下，「如

何觀賞自然景觀」成了區分個人品味時，所必須提問的問題。可以想像，觀

賞自然景觀可以是坐在遊覽車上，跟著導遊的解說視線一下往右或往左，就

如 Cohen（1972）所論的組織型旅客，被良善的環境所保護，雖然降低了危險

卻也限制了體驗另一種旅遊空間的機會，而遊覽車內的氣氛反而更為重要；

也可以是，不斷地尋找「如畫之景」（Lofgren 2001：26-29）： 以訓練過的眼

界，從看起來紛亂不已的大自然中找到可看之景。 

   這是回答自然景觀中背後的一些形成原因以及尚可進一步討論的問題。而

直觀看來，台灣民眾喜好自然景觀的比例的確偏高，而同屬自然賞景活動的

「露營、登山、森林步道健行」以及「觀賞動、植物」的活動則比例皆較低。 

二、喜好消費式旅遊活動者比例次高 

                                                 
4 詳見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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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喜歡的旅遊活動中，有一支比例穩定的喜好，屬於消費型的「購

物逛街」、「美食」、「溫泉 SPA」，雖然與喜愛觀賞自然景觀者比例仍相差懸殊，

但是相較於文化性的旅遊則較高。這種「購物消費」被認定為旅遊的喜好，

可從兩個因素思考。1.旅遊本是一個同時消費著空間環境以及實體物的活動，

消費空間則如前述的自然景觀以及文化旅遊，但在另一方面，人們還要收集

可帶走的經驗，購物、吃美食還有近年來成為風尚的溫泉 SPA。每每可見台

灣的重要風景區，長長的攤販或是紀念品店的設置，都希望能讓遊客掏出荷

包，這也是在資本主義體系下所架構出的旅遊消費型態。2.大型購物商圈以及

商城的出現，成為一種旅遊景點的可能，如受訪者中的旅遊目的地出現了「南

崁台茂購物中心」、「士林夜市」、「新光摩天展望台」、「基隆廟口」等，這些

地點的發生本身就是以購物、美食為主。而台灣近年來結合觀光與消費的場

所也愈來愈普遍，各地的觀光夜市是最明顯的例證，許多老舊的、雜亂無序

的傳統夜間市場，在政府的介入下，紛紛改造，禁行汽機車、規劃人行步道，

將攤位規劃與設計。除了這類的舊街新造，大型財團的購物城也仍舊能找出

新的發展空間，在台灣的重要城市構築出商業為主，觀光凝視為輔的空間5。 

三、文化旅遊喜好者比例不高 

    整體而言，對於文化性質的旅遊活動，台灣民眾的喜好程度皆不甚高，

略高於百分之十的人會回答相關選項，這種趨勢正是自然景觀發展的一體兩

面，文化性的旅遊需要建立對於文化客體的想像，老屋舊街若未經過貼上「古

蹟」標籤的動作，也很難成為旅遊的「凝視」焦點。同樣從歷史的過程中，

仍可發現這種喜好的偏低並偶然。 

1.從中國文化至所謂的「本土化」的想像：曾經台灣文化旅遊的發展上，

以故宮博物院作為吸引海外遊客的重要聖地，在發展上也投入較多的關注，

或是歷史博物館的設計以及收藏的政治文化因素，無形中可能隔絕了不同群

體的體驗。文化旅遊的異質性以及定義使得文化性的旅遊景點在台灣的起步

較慢，也充滿著更衝突性的群體互動，如何去促興一個文化色彩的觀光景點，

是晚近才發展出的氣氛。起步晚又加上複雜的運作，使得人們喜歡文化旅遊

的機會也降低了。2.而對於文化性旅遊的喜愛，不若自然型的旅遊相對無意識

的中立6，可能需要更多教育的訓練培養出歷史感、以及對於各文化的敏感度，

                                                 
5 臺北的京華城以圓球型的造型打造了其商城的特色。而南崁的台茂購物中心遠遠即可看到

其如童話城堡的外觀。黑松企業所設之微風廣場甚至設計了「汽水博物館」，似乎有意在刺激

消費之外吸引不同客群。 
6 當指稱自然型旅遊相對中立時，並不意味著自然旅遊就是絕對中立，許多自然風景區的產

生不只是單純的「風景美至絕侖」，尚有其他的政治經濟因素的介入，如恆春墾丁地區（蘇一

志 1996）或是烏來（徐世怡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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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獲得喜愛的基本能力。「文化」一詞的原意本就相對於自然，目的在讓人

脫離一個自然界產物的性格，英語字源 culter, L.（犁頭之意），在十七世紀甚

至是作為個人修養的比喻：人的精神好像原始荒野的大自然，需要用犁頭（修

養）翻土來配合人類社會的需求（Williams 1985）。因此更加意味著長期的培

養與訓練。但在台灣的正式教育或至少從這筆資料看來，有這種文化喜好的

人比例可能不高，或許在更進一步的鄉土教育或是更多的機關的設置之下，

比例可能會有提高的趨勢。3.但更多正式機構的設立對於文化旅遊的風氣可否

提升，仍是值得保留，又或這種文化性的價值可否如醫療般的全面健保推行

給所有人，這已非本文擬繼續處理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索的是，如果在台

灣社會中，文化型旅遊是屬於小眾式的旅遊體驗，而台灣的環境又不是那樣

有利於文化旅遊的發展，會是哪些人可以培養出喜好這些活動的能力，而在

這類活動中自得其樂，這將是下節的分析。 

而所謂的文化旅遊即以問卷中 15 題中 b 組的文化體驗活動作為判準。因

此可觀察到不同的文化體驗活動中，喜好的比例也是有多寡之分，以喜好參

觀展覽者較多、宗教活動次之，至於喜好觀賞文化古蹟、節慶活動及表演節

目欣賞或是傳統技藝學者皆較低。 

 

 

 

對資料有初步的瞭解後，在迴歸分析中，由於涉及品味的個人喜好依變

項較多，所以先透過因素分析的方式縮減依變項的個數。先以主成分分析抽

取出四個因素，並經最大變異直角轉軸，再用迴歸法（regression method）求

表4.2 旅遊喜好活動的因素分析  N=1363 

 都市型 文化型 大眾自然 深度自然

美食 

逛街購物 

參觀展覽(如博物館美術館商展旅展) 

觀賞文化古蹟 

節慶活動及表演節目欣賞 

宗教活動 

觀賞自然景觀 

泡溫泉做 SPA 

游泳潛水衝浪滑水水上摩托車 

露營登山森林步道 

觀賞動植物(如賞鳥賞鯨) 

.769

.665

-.064

.112

.098

-.010

-.071

.124

-.314

-.278

-.161

.050

.099

.634

.526

.477

-.065

.054

-.362

.138

-.113

.437

.199 

-.163 

.048 

.037 

-.042 

-.681 

.663 

.459 

.197 

.188 

.061 

.069

-.139

-.255

-.036

.058

.092

.288

-.299

-.632

.563

.452

解釋變異量% 12.788 11.559 11.171 1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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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各個因素的分數。這些因素的分數即成為迴歸分析的依變項，可避免因過

多的依變項所造成過度複雜的關係，因素分析能找出不同變項值之間的共同

變異模式，在本研究中使用目的在簡化二十個旅遊活動的喜好，並且發現其

潛在的共同結構，也的確從各因素的負荷量中找出了四個成分7，觀察各個因

素上（表 4.2）在變數的負荷量中為這些因素尋找有意義的命名：第一類的都

市消費型，在美食、購物上的負荷量接近 0.7，很明顯的聚合在一起，也很符

合一般的想像，這兩類的活動在旅遊活動上的結合，前一兩年香港打出的旅

遊廣告「不停買東西、吃東西」即為明顯的例證。其二的文化體驗型，文化

類除了宗教活動較低之外，其餘的文化古蹟或是節慶活動、展覽參觀都具有

接近負荷量，也超過 0.4，而觀賞動植物也接近此一分類中，這些旅遊活動較

需要基本知識的訓練，具有「內行人看門道」的區辨效果。而後兩類的區分

較不明顯，但是可以看出，在第三類中，觀賞自然景觀與泡溫泉作 SPA 的負

荷量較高，接近的大眾自然體驗。而第四類的登山森林步道以及觀賞動植物

的負荷量較高，稱其為深度自然旅遊。 

因素分析的目的在尋找各種變項是否有共同因素可以解釋。從假設層次

的考量，也的確將喜好活動的文化類型與自然類型區分出來。從過去的理論

分析得知，與文化有關的活動因為需要具備較多的解碼能力較有體驗的可

能，因此所發揮的區辨效果更大。除了因素分析呈現這樣的結果外，也試圖

用不同的方式來檢證這樣的分類有無一致性。使用多元尺度分析將這些喜好

以幾何距離呈現在二維座標上（見圖 4.1）。藉著這樣的空間分佈，發現這些

資料所隱含的意義，如從橫軸看來，自然型與文化型是兩類不同的旅遊喜好，

而縱軸則為自然與都市型的差異，也符合因素分析中所區分的四種類型。 

這兩種統計方式利用資料檔中的特性來分類旅遊喜好，而從歷史發展上

來看，如第二章所敘述，自然型、文化型以及都市人文色彩的旅遊皆是構成

台灣旅遊活動的組合，只是因素分析更進一步將自然旅遊細分出兩類型的差

別。因此利用因素分析所得來的標準化分數可建構出每個人對於四類喜好的

差異，而形成下一節迴歸分析的依變項指標。 

 

 

                                                 
7 這四個成分在不同的樣本中（如含有特殊職業的 2286 筆樣本中或是整筆資料的 5359 人）

皆以同樣的方式進行相同的分析，因素結構中皆能找到都市、自然、文化這三型的區分，可

見此因素分析的結果尚具穩定性。而這四個因素主要在來自 11 個活動中，主要是這 11 種活

動喜好人數至少超過樣本的百分之十，其餘的 9 類因過於小眾，而暫且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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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迴歸分析結果與討論 

從表 4.3 的迴歸分析結果，以人口變項以及階級變項所組合而成的自變項

來推估四種依變項，再次強調，實證經驗的操作下，仍不得不使用傳統的人

口變項以及階級變項來處理階層化的過程，主要是考慮目前台灣社會的分層

狀況不明8以及本研究量化資料收集上的限制，仍採用既有的階級分類架構，

                                                 
8 朱元鴻（1993）曾經試圖依台中市生活風格研究，依對音樂、美術、表演藝術等形式文化

的興趣與知識展現不同特徵而分出了五個群體 1）俗眾 2）中國傳統文化教養群 3）青商學生

文化飢渴群 4）閩南西化菁英 5）白領青年文化愛慕群，除了用傳統階層分析外，也依不同的

生活風格群來分析其生活風格，這是台灣社會學中首見的嘗試。而孫治本（2001、2002）從

當代德國社會學來釐清社會不平等的新面向，也質疑社會階級（層）的適用性。但在具體的

                               橫軸     縱軸 
    1      觀賞自然景觀          3.7658   -.3858 

    2      露營登山深林步道健行   .9196   1.7142 

    3      觀賞動植物            -.1466    .2636 

    4      觀賞文化古蹟          -.6863   -.0050 

    5      節慶活動              -.7331    .0237 

    6      參觀展覽              -.6587   -.0832 

    7      宗教活動              -.8164    .0243 

    8      游泳等水上活動        -.6200   -.0476 

    9      泡溫泉 spa            -.0946   -.4326 

   10      美食                  -.2605   -.5857 

   11      逛街購物              -.6693   -.4858 
Stress  =.04652      RSQ =  .99575 

 

圖 4.1 旅遊喜好的多元尺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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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絕非認為旅遊的行為是衍生、或次要於社會階層，主要是回到研究興趣

在檢視這些旅遊行為的階層意涵，尤其這仍是在台灣社會未曾被回答的問題。 

    第一個發現即是在統計上解釋力不高，這部分的檢討將在第四節有完整

                                                                                                                                       
思考上，如果要描述整體的現象，化約式的論法，仍有必要性。但絕非否認異質、多樣性的

存在。 

表  4.3   旅遊喜好迴歸分析 

 都市旅遊(美食購物之旅) 文化體驗型 大眾自然體驗 深度自然體驗 

收入 
(萬元) 

教育年數 

職業1 

軍公教 
N=230 
高階白領 
N=220 
藍領  
N=149 
農林漁牧

N=50 

-.004 

(-.013)2 

.045*** 

(.124) 

-.067 

(-.025) 

-.151 

(-.056) 

-.020 

(-.006) 

-.004 

(-.001) 

-.012 

(-.043) 

.031** 

(.086) 

.223** 

(.083) 

-.099 

(-.036) 

-.035 

(-.011) 

.044 

(.008) 

.007 

(.027) 

.048*** 

(.131) 

.047 

(.018) 

.028 

(.010) 

-.160 

(-.050) 

-.512** 

(-.092) 

.003 

(.011) 

-.020 

(-.056) 

.213** 

(.080) 

.069 

(.025) 

.037 

(.011) 

.259 

(.046) 

性別(女) 

年齡 
 

都市化程度 

是否單身 

-.099 

(-.049) 

-.013*** 

(-.143) 

.014 

(.014) 

.109 

(.051) 

.011 

(.041) 

.020 

(.056) 

.035 

(.013) 

-.088 

(-.032) 

.016 

(.005) 

.207 

(.037) 

-.124* 

(-.061) 

-.013** 

(-.140) 

.016 

(.017) 

.115 

(.054) 

-.055 

(-.027) 

-.011*** 

(-.119) 

-.077** 

(-.082) 

-.147* 

(-.069) 

-.008 

(-.029) 

.0243 

(.065) 

.250** 

(.094) 

-.082 

(-.030) 

-.062 

(-.019) 

.095 

(.017) 

-.033 

(-.016) 

-.011***

(-.124) 

-.075** 

(-.079) 

-.185** 

(-.086) 

.029 

(.014) 

-.007** 

(-.083) 

.119*** 

(.126) 

-.077 

(-.036) 

.005 

(.017) 

.045*** 

(.123) 

.072 

(.027) 

.021 

(.008) 

-.142 

(-.044) 

-.455** 

(-.082) 

.046 

(.023) 

-.002 

(-.027) 

.093*** 

(.099) 

-.061 

(-.029) 

.003 

(.001) 

.016*** 

(.172) 

-.028 

(-.030) 

-.121 

(-.057)� 

-.012 

(-.043) 

.010 

(.028) 

.082 

(.031) 

-.001 

(.000) 

.018 

(.006) 

.028 

(.005) 

.021 

(.011) 

.017***

(.182) 

-.026 

(-.027) 

-.130 

(-.061) 

R2 .014 .036 .043 .021 .019 .039 .045 .021 .055 .009 .045 .049 

調整R2 .010 .033 .036 .016 .016 .032 .041 .018 .048 .004 .042 .042 

*P<0.05  **P<0.01  ***P<0.001  N=1363  
1.職業以一般白領階級為0。   2.括弧內數字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3. P=.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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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明，第二個發現是某些階層變項，如教育程度的確影響到不同的旅遊喜

好，如果先將解釋力的問題視而不見，這些數據反映代表形式文化資本的教

育年數的顯著影響，以及代表經濟資本的收入作用不顯著，而即使在控制形

式的文化資本以及經濟資本後，人口變項以及都市化的變項也仍有影響力，

關於這些變項之間的關係對於旅遊喜好所發揮的影響，將在此節討論。 

    先就四類不同的旅遊喜好程度進行分析，觀察其受各種解釋變項的影響

來進行討論，主要分析策略上先以社會經濟地位指標為主，而人口變項為輔： 

 

一、都市型旅遊 

從迴歸分析結果看來，達到顯著影響的為性別以及年齡，而與個人階層

相關的經濟資本(收入)以及文化資本變項（教育）皆未反映在此類的旅遊活動

上，而且性別中原本未達顯著的情況，在控制階層變項後則突顯出來，教育

程度則在控制人口變項後，顯著影響的效果消失，年齡一直是一個有利的影

響因素。因此可以說在都市型的旅遊中，世代的差異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年

紀愈大者，愈不喜愛都市型的旅遊方式，女性則較男性喜愛。 

教育變項經過控制後消失的情況，主要來自於年齡的影響，年齡層較低

者普遍教育水準提升，而使得教育年數乍看之下影響了都市型的旅遊方式，

事實上卻是虛假的關係，可知這類的活動受正式文化資本的影響不大。

Bourdieu（1984：13-14）也曾說明為何某些活動與教育程度的相關會不明顯，

主要是那些愈受到學校體系承認的活動，愈容易展現教育程度的相關性，所

以文化資本需要在教育體系（或是正式的學術市場）中被認可以及保證時，

文化品味與教育資本之間才會有高度的相關。旅遊的社會功能通常意味著教

育性以及知識性，都市型的旅遊活動如果集中在購物與消費，卻有違教育中

傳遞的儉約規範，也因此教育程度對都市旅遊的喜好上並未能在突顯其影響

力。 

而收入高低以及不同職業也未發現差異，所以對都市型的旅遊活動而

言，變異並不來自於這些社會經濟變項，反而要更重視其他與階層化相關的

分類，如性別或是年齡。 

至於年齡世代的差異，是都市旅遊中最重要的一個影響因素，對愈年輕

的世代而言，作為消費者的角色愈趨重要。都市型是新世代所喜愛的旅遊項

目，間接證明消費世代的出現。在都市環境中，人造的購物環境是世紀末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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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大的產業，一方面具有休閒移動的成分，一方面創造出更多的消費，大型

的購物商圈有更進一步的複合功能，讓新的一代從小就在消費的環境中被捏

造，整個社會風氣的轉向，讓人更容易喜好商品消費型的旅遊方式，這與生

產過剩的後期資本主義是一體兩面。因為生產的過剩，刺激人們進行更多的

購物消費，舊世代的人可能從族群、國家的集體情感中得到認同，但是愈新

的世代則愈以個人風格為眾，旅遊時不光是消費空間經驗，還喜愛物的佔有，

並以物的消費形成自我認同。 

而此一因素雖然標示為都市型的消費，但是並不代表著這些喜好都非要

發生在實體的都市環境中，觀光景點也少不了讓人逛街、購物的紀念品商店

街，而年齡愈低，愈喜愛這類的活動。甚至連現在的學校場合都儼然是一個

消費訓練所，長時間的學生生活是台灣近年來的明顯改變，許多人延緩進入

生產活動的職場中，晚進的新世代是在消費與休閒的價值觀中成長的一代，

也更加的衣食無虞，個人的收入並非判定個人的標準，反而藉由物的消費來

替自己也替別人定位 

解析都市旅遊中的兩類主要活動中，美食以及購物，其所發生的地點可

能是風景區或是專屬的觀光夜市或是大型購物中心，這裡產生兩種邏輯的運

作：在風景地區的空間中，商業消費是附屬於移動旅遊的過程，旅遊為主而

消費為次要性質；而在購物環境中，則是用消費來吸引人們在空間中流動，

消費是主要的目的，而旅行移動者的觀看是誘發性質。在台灣這類的旅遊形

式較受女性及年輕世代喜好，一般對於城市的遊蕩者中的觀察，會將之編碼

成男性氣概（Crang 2003：165），這卻異於此實證資料的結果。過去社會的公

領域以及私領域的劃分有一組組契合的對照：生產/消費、理性/情感、男性/
女性，然而現在卻漸漸公私難分了，消費的領域裡來自於生產的過剩，女性

也不再受限於私領域的環境，消費讓他們走進公領域，百貨公司的安穩空間，

婦女在裡面群聚以及閒遊，也滿足於這種旅遊形式，而在欣賞風景空間的環

境中，也不免購物逛街活動的進行。 

另外在都市型態的旅遊中，這是隸屬於現代消費環境的一種旅遊方式，

欣賞櫥窗以及能悠閒地在購物環境中移動同樣需要對於這些空間的熟悉程

度，這種旅遊和文化類型的旅遊觀看，有著類似的邏輯，同樣需要對於空間

的掌控能力，只是都市型旅遊的正統性不若文化型旅遊具有教育制度的保障。 

二、文化型旅遊 

這類由觀賞文化古蹟、節慶活動表演節目欣賞和展覽活動所組成的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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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與旅遊的教育意義不謀而合，也是最具有正當性的一種旅遊形式，但

也因這種正統性（legitimate），暗示著異端的存在來佐證其正統，因此誰能喜

好這些活動中，有種「選民」的意義存在。在 Bourdieu 和 Darbel（1991）討

論歐洲博物館時，一開始就稱其為「藝術的宗教」（religion of art），宗教的神

聖氣氛是非選民難以親近的藩籬，只有懂得欣賞的部分人士，才是自得其樂

的選民。而 Bourdieu 認為社會學就是要去指認這些藝術愛好、品味氣質如何

成為可能的社會條件：家庭出身、學校教育、規訓鍛鍊、習慣養成（朱元鴻 
1997）。所以在此部分文化型旅遊的討論上，可以看到在迴歸分析結果中，社

會經濟地位的解釋變項中教育程度突顯出來，而職業部分台灣的軍公教從業

人員相較一般的白領階級更容易喜愛文化型的旅遊，收入仍不構成可解釋的

能力。雖然受限於原始資料的職業分類，並無法解析出更有意義的職業差異，

但是至少發現，在台灣，教育還是有提升正統文化的力量，而軍公教則是最

明顯的正統品味階層。不過也可注意到若在相對影響力上，年齡以及都市化

程度等人口變項也可視作是階層化形式，因為社會經濟地位變項在控制人口

變項後，這些人口變項的影響力依舊存在，分別解釋了文化型的旅遊。 

文化型的旅遊方式，與其他的旅遊活動相比，需要的正統合法性較高，

或可說是階層競爭的一個重要手段，定義何謂高雅品味、何謂一般品味，教

育是正當品味習得的一個重要來源，也因此教育年數愈高者愈懂得欣賞這些

文化活動。同樣地，軍公教人員表現在文化型的旅遊上，他們的生活習性最

符合主流道德規範，較不可能強調吃吃喝喝逛街購物的旅遊愛好，而會表現

出對古蹟的喜好以及藝文活動的參與，這種階級的規訓鍛鍊方式，相較於正

式的教育更具有內化的成分，就影響力看來，教育年數的優勢尚不及作為軍

公教人員。在文化旅遊中，家庭出身以及更細緻地訓育過程是資料中看不見

的隱性影響力，而更加地產生脫胎換骨的效應。也就是對文化資本而言，尚

有異於職業以及教育之外的力量，這些文化型態的旅遊又可以累積文化籌

碼，增值個人的文化資本，也象徵著不同身分團體的差異，因此看得懂的人

繼續培養文化素養，而看不懂的人將自動退出，或作為階層品味鬥爭的對照

組，襯托出享有文化資源者的品味不俗。 

但這種文化的分野還要進一步的釐清，朱元鴻（1993）在台中市所做的

生活風格研究中，67.7%的樣本是「俗眾」，若在台灣第三大的縣市有過半數

的群眾如此，在台灣的比例應更高，也就是形式文化的活動對多數人而言是

漠不相關的一種生活消費品。從本研究的數據上看來，文化旅遊是一個右偏

分配，因素分析分數普遍較低，也就是目前台灣，大部分人都是文化旅遊的

「無感階級」，甚至也未意識到文化活動的存在，也因此羊群的參訪者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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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化旅行的主要來源。所謂羊群參訪者（吳宗昇 2002）表示在休閒娛樂

的理由之中，一般的遊客只是將文化古蹟、參觀展覽的活動當作是一種背景，

並不想仔細深究甚至也無法體會當中的教育意義，也無關文化資本的間接累

積，純粹跟著其他人如羊群一般到處閒晃，而非有意識性地內化成一種喜愛

感，成為所謂的內涵或是氣質。甚至在台灣，文化商業化的包裝，也常看到

誇張的「瘋狂羊群」出現，從莫內到馬蒂斯特展、兵馬俑、歐洲博物館羅浮

宮或奧塞美術館特展，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羊群們在空間中遊蕩，正如吳

宗昇（2002）指出「閒晃，指涉某種能力區分(diverse of ability)。」而兩種閒

晃如此出現：有人在寬廣的空間中，不知如何觀賞這些文物景觀，甚至感受

到「無聊」、「興致缺缺」；而有人卻迅速地融合進觀賞的行列，有點討厭過多

的群眾，但能輕鬆地融入環境中，「這種閒晃表現文化資本與空間重構的關

係，空間的使用是社會階層再現（吳宗昇 2002）。」因此以統計的結果來看，

文化旅遊喜好的右偏分配，可以看到台灣的文化消費還是少數人的喜好，而

這些少數人中又具有羊群成分在內，也使得以文化資本的想像來建立的指標

（教育資本）雖有影響力但是並不比年齡、都市化程度以及單身與否的控制

變項明顯。 

都市化程度影響程度最突顯，而且是負向影響，都市化程度較低愈喜好，

年齡方面，則是愈低者喜好程度愈高，非單身者相較於單身者喜好。這些非

預期的控制變項，卻具有影響力，可見在台灣，文化旅遊並不只與社經地位

相關，還與世代、都市化的現象有關，單身者的統計資料較為特殊，原本預

期的精神性消費，卻得到相反的例證，就現有的理論想像，無法給予充分的

解釋，仍需進一步的驗證。文化形式的旅遊活動在台灣分佈的不均，使得都

市化低的地區，愈對於這類較稀少的資源感興趣，在高度都市化的地區，文

化旅遊可能是一種常態，如美術館、歷史博物館在特展時，大拜拜式的羊群

參與，對於都市人並不陌生，也不會特別的喜愛，反而在都市化程度愈低的

人們，文化資源愈缺乏，稍有特殊個人文化資本的群體，便容易去追求這種

文化性的旅遊，以展現自己與身旁的人不同。而愈高度都市化所追求的可能

又是更個人式的品味展演，這或許在資料中看不出，但從都市一波又一波的

新事物出現，都可看出都市人追求「標新立異」的傾向，而這些文化類的旅

遊則被當作平常事務般而較不以為意。世代的差異則牽涉到文化旅遊的解碼

問題，文化既然是人為的產物，就牽涉到如何定義的問題，以文化旅遊中的

古蹟為例，認定為古蹟保護的景點中，牽涉到政府部門的認定，這是近幾年

來才較為時興的概念，對文化的喜愛卻是需要潛移默化的訓練，世代的差異

即來自於如此，舊世代的大環境並不以地方認同為重，國家對於古蹟旅遊的

意義建構並不重視，但在 1970 年代後，鄉土文學運動的出現是一個社會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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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標，對文化認同的反省也漸漸出現，這也是新舊世代的社會差異，就現

階段的文化旅遊形態而言，晚近世代無疑較能接受。 

因此，文化旅遊所需要的特殊眼界訓練，或是鑑別力以及熟悉度的建立，

無法免除於創造密碼以及解碼的過程，哪些人有解碼的能力，甚至可以創作

新的共同想像，將能維持內部群體的穩定，並排除非我群體。這也是階級間

相互運作競爭的重要工具，因此在接下來的自然型的旅遊活動中，雖然是「自

然」，但當中的人為結構因素依舊很重要。 

三、大眾自然型旅遊 

這個類型在因素分析中產生，主要是「觀賞自然景觀」、與「泡溫泉做 Spa」
此兩個變項，屬於較為大眾型態的旅遊喜好。前文曾經提及自然風光的景點

是台灣較主要的旅遊資源，而民眾 2001 年到訪的十大景點中9，除了屏東海洋

生物博物館外或是木柵動物園可以視做具非自然景觀意義的旅遊點外，大部

分的觀光旅遊景點仍以自然風光為重。然而，觀光的凝視無論針對文化活動

或是自然景觀，都是人類群體的相互建構，如 Lofgren（2001）曾提及一種「風

景民族主義」，首源於英國，曾有作家在 1792 年，強調英國山景如何的比其

他國家更加優越而且具有美感，而後尤其出現在西方古典文明的邊陲國家之

中，如美國、加拿大，如 19 世紀美國知識份子的自卑情節，羞赧於沒有名勝

古蹟與古堡，而將旅遊凝視的焦點轉至荒野自然上，成為一種以荒野風景取

勝的「旅遊文化」。在台灣，也同樣以自然景觀為主，雖然「福爾摩沙」、「美

麗寶島」向來是國族意識的重要口號，不過「風景民族主義」是否存在尚無

法斷言，但是「風景智識化傾向」倒是存在，從迴歸分析來看，教育程度是

影響力最大的解釋因素，教育程度愈高，愈傾向喜愛一般的自然型體驗，因

為此因素來自兩類性質略為不同的變項，經過進一步的分析後，發現教育主

要影響「觀賞自然景觀」的喜好，而「泡溫泉做 Spa」主要來自於都市化程度

的差異（見表 4.4）。 

觀賞自然景觀同樣牽涉到對於「何謂美？」的鑑定，相較於文化旅遊需

要文化資本的累積才懂得鑑賞，觀賞自然景觀的「智識化」則來自於風景的

「制式化」，風景雖有不同，但是透過制式化卻可以統一規格，觀景台的位置

標示著哪裡是最佳賞景處，旅遊手冊指導著遊客該如何尋找景緻，風景明信

片以及攝影照片的流傳無疑也標示什麼才是美的體驗。而旅遊時收集旅遊資

                                                 
9 依到訪人次排行分別為墾丁、淡水、陽明山國家公園、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知本溫泉風

景特定區、冬山河風景特定區、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太魯閣國家公園、

台北市立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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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大眾自然旅遊細項迴歸分析 
 觀賞自然景觀 泡溫泉做 Spa 
性別 .020 (.013) -.009 (-.007) 
年齡 .004 (.066) -.001 (-.012) 
都市化程度 .026 (.037) .051 (.088)** 
是否單身 -.056 (-.035) .022 (.016) 
收入(萬元) -.004 (-.020) .012 (.069)* 
教育年數 .020 (.074)* .008 (.037) 
職業軍公教 .052 (.026) .003 (.002) 
高階白領 .001 (.001) .047 (.028) 
藍領 -.021 (-.009) -.078 (-.039) 
農林漁牧礦 -.094 (-.022) -.022  (-.006) 
R2(調整 R2) .016 (.004)* .024 (.017)*** 

 

訊的比例以專科、大學最高（詳見第五章第二節分析），因此受制式化的影響

也較深，也因此教育程度愈高者愈喜好自然景觀。不過，整體而言，教育對

於四類旅遊喜好皆是正向相關，因此也可進一步推論，其實教育年數也使得

旅遊活動的喜好更為多樣性，旅遊選擇的階層化差異不只反映在不同的活動

上，還影響著多樣性的可能，這一部分將在討論四種類型的旅遊活動後補充

說明。 

此因素中的「泡溫泉做 Spa」是唯一與個人收入相關的旅遊喜好（表 4.4），
除此之外也與都市化程度有關，都市化程度與高，愈可能培養出喜好。台灣

雖然本就是溫泉資源豐富的地區，在日據時代雖曾因日人喜泡溫泉而鼎盛

過，但主要作為旅遊的一種時興的風潮是這幾年才出現，高度的商品化以及

精緻的包裝手法是今日溫泉旅遊的銷售手法，而溫泉商品從免費的公共浴池

到要價昂貴的溫泉會館皆有。然而若從統計數字來看，這種喜好與個人的經

濟資本仍具有相關性，大眾性的程度是其他旅遊活動中最低。不過弔詭的是

泡溫泉與觀賞自然景觀這兩項喜好在因素分析種聚合在一起，表示這兩者當

中有相似型的因素，可能是一種近年來的流行時尚所致，連續三期的調查資

料看來，泡溫泉的比例持續增加，從 1997 的 4.1%、至 1999 的 6.4%，2001
年已有 9.6%（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報告：148。人次資料）。加上台灣溫泉資源

的豐富性，參與的比例可能會愈來愈高，因此將其歸類為大眾型的自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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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度自然型 

除了觀賞自然景觀的喜好外，有許多人喜好更進一步的從事露營登山森

林步道健行或是觀賞動植物的活動，這一類型中與階級變項的相關最低，而

且社經指標的模型並未達到顯著，整體而言，只有年齡這個人口變項可以解

釋深度自然旅遊的喜好。這種深度賞景活動，並不只有單純的賞景，而是近

年來標榜的生態活動之旅，甚至有綠色觀光（green tourism）的稱號，講求原

始以及生態保護，並且盡量不破壞當地的資源（Urry 1990a：99）。這類型的

活動在台灣以荒野保護協會做較多的推廣。但是若以完全的綠色觀光來看待

台灣的深度自然旅遊，可能是過於樂觀，因為綠色觀光在光譜上尚可區分為

幾種不同深淺，全部綠色者，甚至不會前往任何會破壞當地環境的地區旅遊，

而部分綠色者可能僅止於閱讀過相關的綠色議題手冊（Swarbrooke & Horner 
2001）。台灣多數人的深度自然觀光仍停留在意識層次卻不見得有實際的行

動，因此看不出與教育的相關性。再者，若就統計上的意義來看，深度自然

的活動以年齡愈高者愈喜愛，較接近在台灣社會中的特殊現象，即一般的爬

山健行活動主要以中高年齡層者為主，此筆資料將退休人口排除都出現這類

相關性，將退休人口納入後，可以發現在比例上他們參與深度賞景活動的比

例的確較高，詳見附錄五的旅次資料。 

深度自然的喜好，在歷史脈絡的發展上與一般自然的賞景活動有類似的

發展，然而深度自然的形式與旅遊景觀略有不同，較注重其休閒活動的內容。

露營登山健行、觀賞動植物不見得非在著名的風景區，重點在遊賞的形式較

具有回歸大自然的特殊性，觀賞自然景觀者可能是在遊覽車上或是汽車內透

過玻璃窗體驗自然，但是深度自然的愛好者則是用身體力行，並加上學習的

成分。因此三、四者在因素分析中的意義較不同，主要在於活動內容的差異

以及旅遊心態上的不同，不過在具體統計資料上，深度自然體驗的階層化現

象並不明顯，甚至各變項的解釋意義皆未有特殊的發現，可能需要更多的佐

證資料。但從經驗觀察，自然風格也是近年來流行的現象，休閒旅遊產品：

從休旅車至全身上下的服飾配備，登山鞋、複合式的功能衣或是相關產品，

尤其是對原始自然的強調，的確有一群人樂衷於從事較為深入型的自然觀賞

活動，價格不斐的各類商品，意味著特殊品味群體的存在。 

 

至於多樣性的選擇與階層化的相關性上，將每個受訪者的四類因素分數

加總，分數愈高者表示他們對各項的旅遊喜好愈高，而且不是「偏食」的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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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旅遊喜好多樣性迴歸分析 

 

                 b     Beta 
性別         -.090    -.022    
年齡         -.010    -.054 
都市化程度    .009    .005 
是否單身     -.262    -.061 
收入(萬元)    -.004    -.007 
教育年數      .099    .136*** 
職業 
  軍公教      .439    .082** 
  高階白領   -.150    -.027 
  藍領       -.171    -.027 
  農林漁牧礦 -.125    -.011 
 
R2(調整 R2)   .043(.035) 

客，傾向於接受各種不同類型的旅遊活動。也同樣以迴歸分析說明不同群體

的差異（表 4.5），發現教育程度愈高以及軍公教者的旅遊喜好較為多樣。從

正式教育上的情況來看，並沒有專門的一門課在培養旅遊這項活動的喜好，

不像音樂課、美術課雖然普遍地相較智育科目不受重視，但是因為有制度化

的方式保障，多少可以增加對於美術音樂的培養。因此可以想像教育程度對

於旅遊喜好的培養為一種隱性的作用，而學校單位定期舉辦的校外教學，即

具有這類的功能，利用學校的團體旅行而有機會產生各種喜好的接觸，而教

育程度愈高愈有機會在多次的旅行中接觸到各種不同的活動。另外，教育程

度愈高，在學校得到的自主性也愈高，透過學生時期各種活動多樣性的培養，

也間接醞釀出喜好的多樣性，更樂於接觸各種不同的活動。 

而教育其實是一種累積文化資本的重要過程，「多樣性」的體驗能力以及

喜好也是階級較高希望傳遞給下一代

的，除了正式可認定的教育資本之

外，教育資本與個人的家庭文化資本

也往往有很高的關係，所以教育資本

高的人其實有可能所受到的家庭教育

培養也是較多樣性與開放的，更容易

發現，愈高階級的教養態度愈會著重

更多樣性的培養，而非將「雞蛋全部

放在一個籃子裡」，這也使得許多人在

這樣的訓練下，培養了對更多活動的

喜好，如朱元鴻（1993）的研究中，

教育程度愈高者對小孩的才藝教養期

待愈強。這種文化資本的傳承，可能

因此從教育資本的累積而發揮出作用，因此在統計上，看到教育程度愈高對

於旅遊活動的喜好的多樣性愈高。 

軍公教人員的多樣性是最高的，相較於高階的主管或是證照體系下的專

業人員，軍公教的旅遊喜好多樣性的確很特別。一般的印象，公務人員的休

假較為穩定，而且有固定的旅遊津貼，這些對他們的旅遊活動的多樣性變化，

都是一種加分的作用。而在台灣，軍公教人員尚有具體型態（embodied state）
的文化資本優勢，除了經過國家篩選外，他們的保守階級品味以及符合社會

期待的素養，經濟資本通常並不是重點，而是懂得提升自己的文化能力以及

品味，甚至將這種優勢傳遞給下一代。於是多方面的培養各類旅遊喜好，成

了此特殊群體的共同品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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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四種旅遊喜好以及多樣性的選擇中，階層化的現象不一定以社經地位

的形式出現，也可能是都市化或是世代差異，甚至性別也具有效果，接著從

不同型態的社經地位以及連帶發現的人口變項來說明其旅遊喜好的差異。 

一、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 

    此部分是研究假設中用以取代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的指標，限於資料的

特性，僅能用傳統中的階層加以討論，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將犧牲掉資本概念

的理論意涵，而是透過階層的影響，過濾出有意義的解釋因子。在 Bourdieu
的理論想法中，資本總量的多寡以及資本彼此間的結構是影響階級運作的策

略，而何種資本被視為有效或更具有能動性則端視所在的場域。此部分的討

論是為了理解在旅遊的活動中，階層可否作為一種資本的形式，影響到這些

不同類型的旅遊活動進行。因此資本的總量是理論的策略，並無法具體給分，

而是得依循不同的場域有不同的判準，如在商業的場域裡，實際的金錢流量

可能是資本總量的決定因素，但在文學的場域中，或許是誰比誰發表了更多

文章，亦可能是象徵資本的多寡：如是否得過獎。而此部分的討論，先討論

基本的資本形式：經濟收入面、形式教育資本、個人職業的影響，至於另一

重要資本概念：社會資本，在實證資料中可獲得的指標不盡理想10，也與本研

究試圖解釋的階層化現象較無關。 

    經濟收入對四種旅遊喜好皆未造成影響，以調查的幾類旅遊喜好而言，

除了「泡溫泉做 Spa」這項活動仍有收入差異外，不同經濟地位的群體已可以

享有類似的旅遊資源。因此經濟資本對於人們的國內旅遊選擇影響力降低，

曾經，旅遊活動被當作是有錢有閒的代名詞，甚至有人提出在二十世紀中葉

以前旅遊這項活動都是少數傑出人士的特權，他們必須要同時具備有相當的

閒暇與購買能力，這個活動具有社會地位高級的表象，旅遊是這些人展現其

誇耀式消費的一個機會(Lanquar 1993：10、11)，這樣的概念是 Veblen（1964）
在其《有閒階級論》所論，十分的經濟決定取向。但至少從今日的國民旅遊

活動看來，個人收入並非關鍵性的決定因素，反而是價值觀的選擇，未從事

旅行的人，有些人受限於工作時間忙碌（44.1%），有些人沒有興趣（18.8%）。

這兩個最大宗的理由與經濟收入的限制皆無關，而對於旅遊的喜好也不因經

濟狀況而有所差異。但還是有必要稍稍描述，在此調查中（7588 人中），全

                                                 
10 研究問卷中的第 14 題中，以複選題的方式詢問受訪者的旅遊同伴，以社會資本的涵義而

言，表示在社會網絡關係中可以利用的資源，將影響到個人的行事方針以及日常生活運作的

自由度，社會資本愈雄厚的人，愈可能具有八面玲瓏的社會交往關係，口語中指稱一個人「關

係很好」、「人脈很廣」就是社會資本的要義。然而以旅遊同伴判定社會資本關係，僅能討論

家庭關係的一級關係以及朋友間的次級關係，設計具體指標將過於薄弱，也非本研究探索旅

遊階層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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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皆未旅遊者，占 29.2%，而這其中有 12.5%的人無法負擔費用，這群無法負

擔費用的族群中，的確有收入愈低者愈不能負擔的傾向，雖然旅遊活動在台

灣已經是平民式的休閒，但底層階級仍受限於經濟能力而遭到排除。 

    而教育年數的增加，除了在自然旅遊中的深入型中影響力不明顯之外，

其餘三種類型皆隨著教育年數的增加，而增加其偏好程度。而在控制了基本

人口變項後，持續發揮影響力的則是在文化型旅遊以及自然旅遊的大眾型

中。可見作為制度性、正式性文化資本的教育還是傳遞了特定的規範以及價

值，並且對自然賞景活動的影響力較高，這類活動雖然普遍受到喜愛，可能

對於教育年數高的人而言，善意又更高一點，也就是教育年數高的人更能在

觀賞自然景觀中自得其樂，「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亦是」的想像對

於教育年數高的人較為具體，於是呈現於統計資料上。教育是一種正式的訓

練，也是眼界能力的培養，初等教育旨在培養國民基本的生活能力訓練，而

愈高等的教育形式才愈注重抽象的思考，他們可以樂衷於喜好自然、文化旅

行，對於低教育者則不然，唯有「宗教旅行」是引起他們出門旅遊的方式（見

附錄五）。缺少學校的教育，看不懂文化古蹟、參觀展覽時對於空間設計的

神聖感敬而遠之，面對自然景觀如何去捕捉出「如畫之景」，低教育者的經

驗皆遭排除（exclusion）。 

在職業方面，較有意義的發現在於軍公教對於文化型旅遊的明顯喜愛，

對照 Bourdieu 對法國公部門職員的描述，他們不像私部門職員較為年輕、朝

新布爾喬亞階級靠攏，較像是專業人士，喜好現代藝術；反而，因公部門職

員多半來自中下階層家庭，品味接近工程師，在社會位置空間接近中間者

（1984：304）。然而反映在台灣的情況，卻因為龐大的文官考試體系，公部

門成員包含著軍人、公務員以及教師，文化資本稍較經濟資本強勢的結果則

是，軍公教人員相較於一般白領階級更容易進行文化旅遊以及自然旅遊。這

點不能僅從 Bourdieu 對公部門的發現說明，而是以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的相

互關係下，那些文化資本稍高而經濟資本相對弱的階級，通常會從事較不花

錢然但卻有文化意義的活動，如爬山、散步、逛博物館（1984：267）。而台

灣的公部門尚有族群成分的特殊力量，對於文化資本的掌握更加複雜，也因

此軍公教的旅遊朝向較為文化面向的方式，也有歷史背景的成分存在。 

台灣對於文化旅遊的研究，沈佩儀（2002）在鹿港的田野中就曾發現當

地的解說員對於階層化現象的觀察： 

學校來的是最多，現在有鄉土教學什麼的，再來就是一些中產階級的團體，素

質會比較齊，講解的內容可以比較深入，他們能接收、聽進去的也比較多，有的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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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問問題。有的像是老師、教授那種層級的，或是外國人，我們就要「出動」較資

深的解說員。（64） 

該文亦曾指出歐洲的古蹟旅遊中，具有高度的選擇性（highly selective），
主要以中產階級為主，這些人的教育水準也通常較高，而可解釋的原因主要

不在於交通距離以及票價的考量，而是階層慣習的問題。如古蹟旅遊中，「學

習」對每個階層而言都是重要的動機，也都認為從這種的文化旅遊過程中可

以拓展知識、了解更多不同的文化。但是中產階級較容易覺得古蹟是一個有

趣的地方，他們可以一邊休息，一邊學習，但是對工人階級，這種博物館或

是古蹟的場合並不有趣，即使這是一個可以教育學習的地方。 

    所以社會經濟地位的反應在觀察的旅遊活動上，展現的差異主要在教育

程度所塑造的旅遊喜好，以及特殊職業地位對於文化資本的掌握，而階層化

的意義在於不同能力的獲得是差異性的，而這些能力的取得可以進一步的強

化層級間的內外群體區分，也是隱含在旅遊活動中所必須注意的現象。然而

除了這些個人化的層級變項之外，也發現這種喜好的差異，還有非社經地位

可以解釋的部分，包含著都市化的結構差異、世代以及性別的差異。 

二、都市化程度 

關於都市化程度對文化型與自然活動的大眾型所產生影響，都市化程度

愈低，愈喜好文化旅遊，都市化程度低的地區，許多表演活動以及展覽較為

缺乏，文化旅遊的稀少性促使了居住在這些地區的人，更會將這些活動當作

是旅遊的樂趣，當然這種喜愛主要透過教育年數、軍公教人員進一步的呈現。

這反應著居住在愈非都市化地區的高教育、較於年數較高的軍公教人員相較

其他群體，更容易喜愛文化旅遊，這正是一種特別的品味效果。在高度都市

化的地區，文化旅遊可能是一種常態，如美術館、歷史博物館在特展時，大

拜拜式的羊群參與，對於都市人並不陌生，也不會特別的喜愛，反而在都市

化程度愈低的人們，文化資源愈缺乏，稍有特殊個人文化資本的群體，便容

易去追求這種文化性的旅遊，以展現自己與身旁的人不同。而愈高度都市化

所追求的可能又是更個人式的品味展演，這或許在資料中看不出，但從都市

一波又一波的新事物出現，都可看出都市人追求「標新立異」的傾向，而這

些文化類的旅遊則被當作平常事務般而較不以為意。而從另一個方面解釋則

是一種補償理論（compensatory theory）的證實，在觀光學中提到，旅遊是一

種生活多樣化的來源，因此有些人會傾向選擇那些他們平常所未見的事物作

為旅遊的目的地，所以反而是都市化程度愈高者會與傾向喜愛自然型的旅

遊，城市居民反而喜愛大自然的風光，而都市化較低愈喜好人文性質高的文



第四章 旅遊喜好活動與階層區分 5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53 - 

化型旅遊，都市化程度較低的地區，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就已經熟悉這些自然

風景，也不認為有什麼特殊，因此喜好程度較低。 

而都市化的差異另外也反映在出國旅遊的現象上，都市化愈高的地區，

出國旅遊率也較高（行政院觀光局 2002：88），這也是一種階層化的現象。城

鄉分配的不均，使得都市地區的資源較為豐富。在台灣，都市普遍的教育水

準以及生活資訊來源都較鄉村地區更為流通，這種集體層次的結構差異，補

充研究中最初關心的個人社經地位的結構位置。 

三、世代影響 

年齡的差異是統計結果中，最穩定的一個影響變項，除了在一般自然型

的旅遊未達顯著，其他的旅遊喜好都與年齡相關，在都市旅遊方面，年齡愈

高者愈不喜愛都市型的旅遊，而控制了階級變項後年齡的影響稍微降低，但

階級的變項的效果卻也因此而不顯著了。因此這種差異是一種世代的因素。 

世代對深度自然旅遊的影響最明顯，在自然旅遊中，第一類大眾自然型

的顯著性在加入階級變項後消失，但方向仍是年齡愈低者愈喜愛；另一類深

入型的年齡在控制階層之後影響力增高了，年齡在自然旅遊尚有異於階層之

外的解釋因素。年齡愈高者愈傾向於喜歡爬山深入式的旅遊，這種傾向甚至

跨越不同的階級，在自然景觀上的喜好上，台灣短距離型的健行爬山風氣盛

行，尤其市區近郊的各式山林小徑眾多，親近自然並不是件難事，但為何年

齡愈低者愈不喜自然旅遊，可能是其他的旅遊方式分散了對於自然旅遊的喜

好。相較於其他的旅遊方式，自然型的旅遊是較早出現在台灣生活脈絡的活

動，而愈後期的人，則有更多的旅遊選擇。民國五十一年六月，當時的報紙

報導台北市的旅行社以「別出心裁」的方式，舉辦「納涼遊覽」的活動，主

要是透過旅行社的專車前往市郊風景區遊覽、散步、小憩，這對當時以接待

日本觀光客為重要業務的旅行社而言，的確是創舉，也顯現了四十年前的台

灣本土的自然旅遊風氣漸漸出現。但隨著工業化、都市化的發展，旅遊工業

創造出更多的旅遊選擇，傳統式的觀賞風景、森林步道散步得加入了更多的

元素才能吸引新的消費者，許多古道的重新整理正反映出僅以自然風光的訴

求在現今的觀光凝視中無法吸引新一代的注意，需要在純粹的自然中尋找歷

史文化式的新質素。如此一來，年齡愈低者在新的歷史感想像下，相形之下，

較不容易滿足極為類似的自然景緻，因此喜好的程度不如年齡較長者。 

而節慶文化欣賞以及參觀展覽，則需要解讀文化符碼能力，最明顯的就

是博物館的展覽活動常常是預設著對所有人開放，事實上卻有著隱形的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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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雖然教育年數與職業位置可以降低年齡的影響力，但是不同年齡層經

歷的社會情境不同，舊世代通常較不熟悉這些文化語言。如政府早期對觀光

的推行方向並不以文化走向為主，主要的觀光景點以自然景觀的開發為先，

而所謂的文化觀光產業主要是建立在吸引國外旅客目光為主，尤以故宮、龍

山寺為主，當時的群眾可能僅將這些節慶文化欣賞與古蹟猶如一道自然風景

般觀賞。但近年來，對於本土化的重視，許多節慶文化提升至國家層次舉行：

如元宵燈會、大甲媽祖繞境的觀光化，愈晚期的中新生代，愈可能習慣這種

對於文化事物的欣賞方式。另外展覽活動的解說與導覽更是晚近的發展，雖

然踏入展覽會場是篩選後的結果，但是新的世代相較於舊世代有機會得到更

多方面的解碼資訊，透過這些社會教育的方式，可能也是世代在文化旅遊上

形成差異的原因。 

世代的另一個影響是都市性旅遊的差異，年齡較輕者更樂衷於逛街購物

美食，這些在對於成長於物資享受較為貧乏的年長世代而言，消費行為是可

有可無的奢侈品，然而從富裕環境中成長的新世代則在鼓勵消費的氣氛中成

長，是年齡上造成差異的原因。這個現象值得進一步觀察，因為年齡差異牽

涉到社會變遷的可能性，當下一代的年輕人出現時，將會有新風氣的產生或

是持續維持著一種年輕人的氣氛，而目前的年輕世代的價值觀是否會持續地

影響他們將來的旅遊形態，這是世代間可以進行的觀察。至少在目前這個時

間點上，年齡反映的旅遊喜好差異的確存在。 

四、性別的差異 

    原本認為在控制了研究假設的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的相關變項之後，這

些基本的人口變項影響力應該會消失，但是性別在都市旅遊（美食購物逛街

型）中，甚至有不減反增的影響力，而且保持著統計上的顯著，具有推論的

意義，因此有必要詮釋這樣的現象來是如何發生。統計結果中，男性較女性

不喜好都市型的旅遊，說明了女性在現代的移動中，有更多購物的慾望以及

喜好，而城市發展出更多的購物環境，其中的設計間接地促成女性的消費購

物習慣，如百貨公司的空間以女性的消費為主攻，一樓櫥窗與入口的動線設

計，多半為女性的化妝品、配飾；1852 年首創於巴黎的便宜百貨公司（Bon 
Marché）即針對著女性設計文宣訴求，而台灣甚至有標榜著專為女性所設計

的百貨。這種性別的差異，如果回到此調查的原始問法「此次旅遊活動中，

較喜歡哪些項目？」。除了在事實上，女性的確較男性喜歡都市型旅遊外，女

性亦可能是潛在地將都市的「櫥窗消費」認知成一種擁有自己空間的旅行。 

在一篇研究高雄大統百貨公司的論文中（高碧英 2001）所實證的一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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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也顯示了這樣的現象，男性平均花 83.5 分鐘在百貨公司內而僅有 33.5 分鐘

在閒逛，其餘 50 分鐘則進行實質的消費，女性則花 117.4 分鐘於其中，並用

54.9 分鐘到處逛。再如澳洲 Fiske（Bocock 1995：163）研究指出百分之八十

的失業年輕人一個星期至少會去購物中心一次，而失業女性幾乎都是購物中

心的常客，並且認為 

「這些人是消費意象和空間，而不是商品，這是一種不創造利潤的感性消費。

那種成群結隊、冒犯「真」消費者及法律與秩序的代理人、並確認自己與眾不

同所帶來的快意，以及用種種使用這個消費主義殿堂的方式，都已經變成一種

反對派的文化實踐（an oppositional cultural practice）」 

這種說法，可看到將購物逛街作為一種旅遊的喜好項目，不一定代表著

消費「物」的自主，反而是展現在現代的空間環境中，女性走出家之後，又

進入了一個慾望消費的空間，並藉由這種對「空間」暫時的擁有表述自己的

獨特性。而且台灣都市的購物消費空間相較於一般的自然旅遊空間對女性更

加友善11，文化旅遊雖可能對女性的善意可能較高，在整體台灣的空間上，仍

較屬於特定階層的場合，都市旅遊在性別中得到顯著差異，的確有端倪可循。 

上述 Fiske 研究發現失業女性的移動動態，但是以台灣此筆經驗資料看

來，因為家庭管理者與學生的收入難以定義，而在模型中被排除。但是，研

究將原本排除的樣本放入之後，性別對於都市旅遊的影響力更高了，Fiske 所

論的失業女性，或許更確切地說，在家務無給職的社會環境中，女性並非失

業，而是其職業定位是被經濟社會所遺忘的一環。在生產環境中被忽視，卻

可在今日消費社會環境中尋求一種新的空間認同。 

除了台灣的都市旅遊空間相較於其他幾種空間對女性友善之外，對於不

同性別的教養態度也是可能的解釋因素。針對個人家庭背景的部分，也就是

在 Bourdieu 的理論核心中重要的文化資本項目，即具體形態（embodied state）
的部分，以性別差異為例，資料中無法進一步地測出每個人家庭培養而來的

品味指標或是解碼能力，這種家庭背景的文化效果可能更能說明男女有別的

來源。如朱元鴻（1993：143）以對子女的教養態度來說明性別社會化的差異，

男女所反映的品味差異可能是來是家庭中對不同性別的期待。 

                                                 
11 當然，購物消費空間最主要的目的在於使消費者掏出更多的金錢、拿出更多信用卡，因此

看準女性的消費水準而創造更多的消費慾望，無形中讓女性可以在消費空間中得到更多認同

的。除此之外，都市的人工設計對於女性的制度加分作用，以簡單的洗手間為例，身邊有許

多人女性朋友不喜歡前往落後地區，往往起因對於衛生條件的畏懼，而男性可能不會有這麼

大的困擾。又進一步談，許多的女性害怕登山的衛生條件，也是女性在登山比例偏低的一個

重要因素。姑且不論，都市環境造成物化女性的可能衝突，都市型旅遊對於女遊是有幫助。 



56 台灣旅遊活動的階層區分現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56 - 

 

而回到此章最初的問題，第一，在資源分佈（如文化型旅遊起步晚）不

均的情況下，而造成當台灣目前不同旅遊活動質量懸殊，發現使用這些資源

利用的優勢在於教育水準較高者以及軍公教的職業群體，尤其對於需要文化

資本的旅遊活動上特別明顯，而經濟地位的差異並不影響資源的取得。第二，

中產階級的興起所應該出現的品味需求，並未明顯反映在職業團體的差異

上，研究中的職業層級分類，所謂的中產階級如一般白領和高階白領間並未

明顯的與藍領以及一級產業者出現差距，而文化品味接近 Bourdieu 所論之新

布爾喬亞階層的專業人員12也看不出特殊的旅遊品味，這與研究的操作化過程

有關，牽涉到如何進一步觀察旅遊品味的區分過程，此部份將在下一章細論。

第三，除了社經地位間的討論，性別、年齡、都市化程度變項也反映了多樣

的文化資本的問題，現代社會的階層化現象不應該只是拘限於社會經濟地位

的指標，不同世代年齡層效果或是都市化所造成的資源分配差異，以及性別

的差異並無法完全地用社經指標來說明，而更重要的這些社會結構的相互運

作，Bourdieu（1984：101）也曾說明，階級（class）建構的目的，正是指出

具有同形（homogeneous）條件和生產同形氣質制度的行動者類屬，而來了解

各階級的慣習以及生活言行。此章的分析，以旅遊喜好的選擇對照相對應的

階級型態，社經地位之外也影響力，亦屬同形的條件因素。 

 

     

第四節 統計分析的反省及檢討 

本章的目的在說明階層差異對於旅遊喜好所造成的影響，從先前的討

論，雖然模型所能解釋的變異量很小，但仍然發現旅遊喜好的階層差異是存

在的現象，尤其在文化型中人口變項與階級變項的影響最顯著，這樣的結果

也說明了目前的現象中，牽涉到文化性的消費，更能將客觀層次的階層因子

內化到個人層次的喜好選擇。不過這樣的推論其實是在少量的變異量中解

釋，此節最主要反思這樣的統計結果背後可能是哪些因素所造成。 

一、依變項本身變異量 

從第二節對資料的初步描繪得知，受訪者在旅遊喜好的變異情況並不

                                                 
12 在迴歸分析中，曾經嘗試改變職業虛擬變項的分類，將職業細分，然而所得結果並未提高

解釋力，與原本的分類結果相差無幾，因此未更動原來的職業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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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部分的人喜好觀賞自然景觀是一個重要的訊息，因為如果事實上，社

會中對旅遊喜好的一致性很大，也就是這四類旅遊喜好的差異並不會太大，

這樣的情況反而能支持研究的假設，即在差異不大的問項中，發現階層的差

異，若能將依變項設計的更精緻，如追問是基於哪些理由而喜愛，是因為實

用性質或是純粹美學性質，如此一來，階層效果應該能更突出。 

而選擇以此問卷題目作為旅遊品味的判定，是否能如實反映台灣人的旅

遊差異，並涉及旅遊品味競爭的問題，也是個必須被解釋的環節。雖然在研

究的開端，從過去文獻的回顧或是研究的整理，認為「喜好」是個能代表階

層品味的反映，但實際執行的結果，卻不是想像般的理想，這點可以回到一

個根本性的問題：該如何替旅遊現象定義一個階層間品味競爭的面向？可作

為被解釋的旅遊活動差異包含參與活動的形式以及內容甚至旅遊的心態，這

些是原始問卷資料中缺乏的部分，我也試圖由下一章的觀察，來彌補依變項

不足之處。 

二、自變項解釋力 

自變項是否能捕捉到真正的變異來源，主要在於文化資本中較為內在化

的部分在研究分析中缺席，而這部分比形式化的教育資本更加重要而且隱而

不顯，例如年齡的影響一直很突出，會不會就是來自於不同代間的隱性文化

資本就是不同，而理論中的文化資本如何測量，除了正式的教育外，無法測

量的內在化文化資本可能是更重要的關鍵性，過去較為深入的質性研究中也

指出，自助旅行者的智識化傾向高（黃振富 1996）。但在這筆資料中，在預

設需要較高智識能力才較有解碼能力欣賞的文化型旅遊中，教育能力雖然有

顯著的影響，解釋力卻也仍不高。如果可以進一步地得到受訪者的文化能力

或更長期的文化培養過程，也許更有意義。 

而還有哪些可能的因素在影響著人們的旅遊喜好，或是否人們的旅遊行

為是一個十分個人化的現象，不能僅用這些有限的方法來解釋，以階層來解

釋只能發揮部份的影響力。事實上，對於階層化的討論，有一個可能的趨勢

是階層化的效果其實在現代社會中愈來愈不明顯，或是對於階層的分類上還

需要更細緻地考量，這些旅遊品味的差異可能來自於個人生活態度的選擇。

另外，自變項的量化資料是單一時間點的靜態現象，可能看不出來的長時間

動態的形成過程，而這些部分則可由歷史資料的分析相互補充。 

三、假設層次的問題？理論可如此實證嗎？ 

迴歸分析的基本預設是因果關係的呈現，但是在理論層次上因變項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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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的關係，並不見得是絕對的因果，而是互為因果，一方面受各種社會位

置的考量選擇了某些作為，而這些作為卻也同時反饋至社會位置上，這一來

一往的辯證關係才是 Bourdieu 社會學理論的菁華。不過，在其較實證性的作

品中，這樣的現象以慣習的方式結合，而且以階級（class）或是各種不同權力

所組成的場域作為差異的來源，如工人階級就應該會有較相似的慣習，如表

現出陽剛之氣、吃具有飽足感的食物，而老師則傾向參觀博物館等知識性活

動（Bourdieu 1984）。然而他的實證的調查來自厚實的理論架構，這卻非二手

資料可以取代，因此只要能找到蛛絲馬跡說明階層化的問題，已是本研究的

重要發現。但在接下來的分析，將不受限於這筆資料的有限變項，而是回到

歷史、回到社會性的建構力量，進一步地追問旅遊中的階層化現象。 

如果上述幾個技術層次皆無問題，則本研究可說明台灣的國內旅遊，其

實品味的階層差異雖有（某些自變項具有顯著性可推論）但並不突出（解釋

力不高）。僅少數人參與有區辨意義的文化旅遊，品味的意義並不是那樣的明

顯，一窩蜂湊熱鬧的情形或許更是常態13。但階層的分別應該在如何參與旅遊

活動的形式以及內容，看似當代觀光產業的是不同文化階層與形式界限的消

融，倒不如將它看成不同階層的消長變化更為貼切（沈佩儀 2002）。應該要

繼續追問，還可能從哪些面向來觀察、還有哪些因素可以區分觀光體驗的認

知以及創造。本章做了一個實驗，以不同的旅遊喜好來試圖捕捉階層化的現

象，雖然提供了某些階層旅遊品味的面向，不過仍希望可以追問更進一步的

問題：從哪些地方觀察旅遊中不對等的經驗，可以更有機會更細緻地描繪出

旅遊現象的品味區分過程。因此接下來的第五章將以問卷中的資訊，更廣泛

地分析台灣的旅遊現象。 

                                                 
13 這樣的觀察，是從幾位研究者的田野結果（沈佩儀 2002、吳宗昇 2002）以及沈振奇（1995）

所做的分析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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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旅遊過程與階層區分 

 

從第四章的討論中發現，可以就旅遊喜好活動的差異中，區分為四種的

觀光類型。大致上，台灣整體的旅遊喜好，偏向為自然風景的欣賞，而文化

觀光的比例並不高，在品味區分的效果上並不明顯，因此在此章中利用問卷

資料中所調查的旅遊資訊取得、旅行方式、規劃旅遊地點的考量因素以及相

關資訊的取得，進行探討。除了承繼著上一章所討論的國內旅行外，也加入

國外旅行的討論，以說明不同文化資本者，對於旅遊方式的品味差異。 

    此章所採用的資料樣本大小，以「人次」為單位，主要以基本人口變項

進行描述性的討論，來說明旅遊品味的區別問題。這些基本人口變項視不同

的資料觀察其與品味現象的關聯，包括性別、職業、教育程度、年齡、個人

收入等。而在資料處理上，統計分析皆以類別變項作處理。性別、教育、年

齡、個人收入等分類皆同第四章，僅將虛擬或是連續變項轉化為類別變項。

因職業的分類是社會經濟地位中重要的指標，此章恢復問卷的原始設計，並

將家庭管理者、未就業、退休人員以及學生納入討論。 

    以下幾節，分別就「旅遊行程的自主性」、「旅遊行前的準備資訊」、「使

用的交通工具」以及「國外旅行目的地的選擇」等面向討論。 

 

第一節 旅遊行程的自主性 

    在過去的研究中，自助旅行被認為是一種智識性色彩較高的旅遊方式

（Errington& Gewertz 1989 、Munt 1994），也是較能標榜個人選擇以及自

由的旅遊類型。黃振富（1996）、以及曾煥玫（1999）的質化研究中，皆觀察

到女性自助（主）旅遊的比例似乎較男性為高。然而在這份資料中，尤其是

台灣的國內旅遊部分，自行規劃出遊的方式，十分普遍，高達 88.1%的旅次（表

5.1）。而國外的旅遊則仍高度地仰賴旅行社的協助，68.5%的旅次以團體旅遊

的方式，將旅遊的過程全權交由專業組織辦理，而僅有 7.2%的旅次自行處理

出國旅遊的所有事務（表 5.2）。 

    旅遊活動通常是離開熟悉的環境，而進入一個陌生的空間中，透過旅行

社的組織制度，可以降低人們對陌生情境的風險，這樣的情況明顯的反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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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旅遊中特別明顯，大部分的人還是尋求專業的幫助。而在台灣旅行，這

種旅遊的不確定性遠低於國外旅行，然而還是有少數人傾向參加團體型態的

旅行，因此在此部分的討論中，有兩個較特殊的品味差別：一類為自由冒險

的品味，一類為人際網絡型的品味。 

    人際網絡品味類型，包含學校團體、機關公司或是宗教團體，以及街坊

鄰居等其他團體所組成的旅遊方式，在國內旅遊類型的比例較低，以教育程

度較低者、農林漁牧等傳統行業以及年齡較高者參加的比例較高，性別上則

無差異。從這樣的人口統計上看來，這些較為年長的遊客，生長背景在物質

內容較不充裕的年代，旅遊活動是一種奢侈性的行為，唯隨著整體國家經濟

發展後，個人才開始有閒暇的時間以及充分的資本累積。所以他們的旅遊習

慣，以街坊鄰居的社會網絡關係為主，參加社區的旅遊活動、進香團行程，

為最簡單的參與方式。 

    這種團體型態的旅遊形式，建立在人際網絡以及專業性組織的協助規

劃，好處是參與者不需要費很大的力氣自行籌劃行程，不過也因此受到較多

的限制，自主選擇性較低。另外從年齡層的分布看來，這種團體性的旅遊也

與生命階段有關，青少年時期進行學校班級旅遊、而中年則加入機關公司的

旅遊、進入老年後則以宗教團體或是鄰居的街坊團體為主。這些不同階段的

人際網絡，形成了以團體形式出遊的固定群體。 

自由冒險品味約佔出國旅遊人次的 7.2%，是十分嚴格定義下的自助旅行

者，幾乎不受到旅行社專業組織的協助，自行辦理相關的機票、簽證以及食

宿等行程安排。參與人數較多的是大學以上學歷者，職業則為助理專業人員，

具有專業證照認可的專業人員參與率則不高，而勞工與一級產業者在這份調

查中，曾經完全不透過旅行社而出國旅行者無。而性別的差異則不同於一般

研究或是觀察到的現象，事實上出國旅行時，女性中參加團體旅遊的比例還

是較高，高於男性參加團體旅遊的比例。 

從旅遊活動的相關文本以及論述中，幾乎都是自由冒險品味的天下，即

使這群人目前在台灣還算是少數。但是握有強大的文字能力加上網際網路的

宣傳，大部分的旅遊文學者或是質化研究對於旅遊的認知多半有著智識份子

的偏好。如認為這類的冒險品味能比一般的觀光客更加真實地體驗當地文

化，更能體會旅遊活動的意義與價值。這其實就是一種明顯的文化資本展現，

這些年輕的中產階層，以自主化的手段宣示自我地位的不平凡，藉由與他人

的區隔，而內化自身的團體分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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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這一部分的討論中，國外旅遊時，不加入旅行團或是委由旅行社

辦理相關的手續，是一項具有品味區分意涵的表現。透過自行籌劃一切的活

動，表示有辦法克服語言溝通的能力，不需要透過導遊或是旅行團的二手詮

釋，這正是具有文化資本能力者才得以彰顯的性格，從統計數據中也可看到，

教育程度愈低者採用自助旅行的方式在國外旅遊的比例也愈低（表 5.2）。 

不過，多數人在台灣的國內旅遊還是以自行規劃為主，而到國外旅行則

以旅行社的團體形式為大宗，所以上述所區分的兩類差異，主要還是因目前

台灣的國外旅遊還是高度地仰賴旅行社的仲介，使得自助旅行者仍然存有很

強烈的特殊色彩。其實在台灣國內旅遊多數人也未透過旅行社的包裝，自助

旅行的色彩也很強烈，卻不如在國外的自助旅遊者受到注意。因此旅遊活動

的品味區分效果往往出現在稀少性上，愈少人從事的活動，特殊性愈強，也

愈能展顯特定群體的生活態度與風格。 

 

表 5.1  教育程度、職業與年齡層間國內旅遊方式的差異(百分比) 

旅行社套裝 學校班級旅遊 機關公司旅遊 宗教團體旅遊 其他團體 自行規劃旅遊人次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1.5 2.3 3.2 4.9 13.2 74.9 1477 
國中 1.3 3.4 2.2 1.5 4.5 87.1 1774 
高中職 1.0 1.8 2.8 0.7 3.0 90.6 4525 
專科 1.0 1.4 3.9 0.7 2.8 90.1 2412 
大學研究所 1.3 2.8 3.0 0.3 2.1 90.5 2284 
X2=596.221     P≦.001 
職業 
軍公教 1.0 2.7 4.1 0.3 2.4 89.5 1235 
企業主管等 1.2 0.2 6.2 0.8 1.6 89.9 485 
專業人員 2.3 1.2 5.1 .5 2.2 88.7 602 
技術及助理專業 0.6 0.5 4.6 1.0 3.1 90.2 1091 
事務工作 1.8 1.2 3.9 0.2 2.4 90.4 900 
服務工作 1.1 0.2 3.4 0.7 3.0 91.5 1736 
農林漁牧 1.8 0.3 2.7 5.8 10.6 78.8 330 
生產工作人員 1.4 0.5 3.9 1.3 3.6 89.3 862 
家庭管理 0.5 0.9 1.9 2.2 6.7 87.8 1751 
未就業待業 0.4 0.9 0.9 2.7 5.2 89.9 446 
退休人員 2.5 .2 2.2 4.7 22.6 67.8 552 
學生 1.1 7.6 1.1 0.6 1.4 88.2 2482 
X2=1335.816     P≦.001 
年齡 
12-19 0.9 8.1 1.2 0.6 1.6 87.8 1999 
20-29 1.1 1.8 3.0 0.7 1.3 92.2 2794 
30-39 0.9 1.2 3.3 0.7 1.5 92.5 3092 
40-49 1.2 0.6 3.5 1.0 4.1 89.5 2500 
50-59 1.3 1.0 5.4 2.0 8.8 81.4 1167 
60 歲以上 2.6  2.0 6.0 21.6 67.7 952 
X2=1606.116     P≦.001 
百分比(全) 1.2 2.2 3.0 1.3 4.2 88.1 1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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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教育程度與國外旅遊型態(百分比)  N=927 人次 

 參加團體旅遊 自由行或是機加
酒的行程 

委託旅行社
代辦部分 

全部自行安
排 

人次 

國小及以下 81.8 4.1 9.1 5.0 121 
國中 77.2  18.5 4.3 92 
高中職 69.9 10.8 12.5 6.8 279 
專科 65.0 10.2 18.3 6.6 197 
大學研究所 59.7 9.2 20.6 10.5 238 
 68.5 8.3 16.0 7.2 927 
X2=36.004     P≦.001 

 

第二節 旅遊資訊的來源 

    在本資料庫中，詢問受訪者「此次旅遊的相關資訊是從哪裡獲得」，可

複選兩種答案，在 12 種可能答項中（包含未曾索取者），大部分人的國內旅

遊習慣是不會索取旅遊資訊（45.7%），而針對其他的答項，也可發現當中微

妙的區辨效果。 

    首先，先了解誰較容易在旅遊前去注意相關資訊，教育程度愈高者愈傾

向收集資訊，職業則以專業人員、軍公教以及事務工作人員會特別注意旅遊

相關資訊，較有趣的是中白領階層以上者，以企業主管級的經理人員最不會

去收集旅遊資訊；而體力工、農林漁牧工作者、家管以及退休人員都很少索

取旅遊資訊，也就是高階主管以及低階勞動階級不會特意去找尋資訊，或是

不會主動關心。所以當大眾傳播以為透過電視、雜誌、甚至新興的網路傳播

廣告，可以傳播特定的意義或鼓吹消費，其實是有一群人可能是不被刺激、

也較不受影響，而且這群人也是有集體特性的，如教育程度的差異、職業階

層的差異，分化仍舊是有意義的差距。如對高階企業主管與體力工而言，旅

遊的意義可能不在於學習、或賦予旅行神聖化的要求，純粹就是一種休閒，

休閒之謂休閒，就是徹底從工作中離開，因此不需要、也沒必要在旅遊前得

到太多的資訊，這的確類似魯賓遜式的遊客傳統：「遠離所有一切」，讓自

己完全放鬆，享受度假生活（Lofgren2001：13）。這樣的原始動機是十分類

似的。只是高低階層對此的想法可能也有差異，如在高級度假村中享受私人

海景與大眾海水浴場的區辨，可能又是一則故事。14 

                                                 
14 Urry(1990)，曾經分析英國海灘旅遊的轉變，當大眾旅遊潮湧入了海灘後，原本使用海灘

的中高層階級變轉而進入自己的私人海岸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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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從索取資訊的數據中，也同樣可看到些差距，電視資訊的取得

屬平均；而使用旅遊叢書者則明顯隨著教育程度愈高愈從旅遊叢書中得到相

關資訊；雜誌、報紙亦有同樣的現象；而被認為可能改變人們未來傳播關係

的電腦網路仍然具有高教育程度傾向。而從社會網絡的非正式管道獲取資訊

是最普遍性的方式，不論各個教育程度背景的群體，都維持穩定比例從親友

等社會網絡得到旅遊訊息，因此小眾傳播仍在旅遊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而數據中也可看到低教育程度者更容易循此管道得到資訊。 

    在大眾傳媒中，電視的資訊取得是較公開化，視訊節目的直接性與畫面

直接的傳遞至接受者，對於各層級教育程度的群體，都是較無壓力的接受方

式，也最不需要多費腦力解讀，可以以簡單的認知習慣，從畫面、動作與直

接的聲音表情來學習。而一般旅遊叢書的使用需要特定的文化資本，才能了

解文字的內涵，而且旅遊叢書的取得不若普及性的八卦、家庭雜誌銷售網路

廣，容易取得，多半是有意地在書店專櫃找尋取得。而書店的空間雖然為公

共空間，但是就如博物館的設計，吸引的仍是特定的知識階級，或是特定的

人會到特定的櫃位，仍具有明顯的分眾色彩。除了旅遊叢書看似普及的假象

之外，這些作者預設哪些讀者、出版社的假想消費者是誰，都會影響到旅客

們的接受程度，低教育程度者除了可能不是被關注到的一群，還有可能是無

法解讀旅遊叢書的隻字片語，或是描述的根本就是中產階級以上的感受。於

是疏離與不在乎，旅遊札記、記述中的特殊階級特性，無疑是排除了一些無

法感同身受的群體。 

    而報紙的資訊，可能也會被認為是一種齊頭式的大眾傳播管道，只要有

識字的基本能力，便宜的報紙幾乎隨手可得，資訊亦十分流通。但會從報上

找旅遊資訊，關心休閒活動的人，從統計看來，並非所有階層，還是教育程

度愈高愈懂得在文字中尋找訊息。台中市生活風格研究亦發現，就教育程度

而言，「沒有閱讀報紙習慣」的比例，除了初中程度以外，隨著教育程度遞

減，而仔細閱讀”觀光旅遊板”比例以高中最高而專科次之（朱元鴻 1993）。

而本研究所使用的調查資料檔，使用報紙得到旅遊資訊的比例最高的則是研

究所學歷，其次為專科學歷者，可知報紙觀光資訊的取得還是需要中高以上

的教育水準，基礎國民教育者並不喜閱讀這類資訊，低教育程度者主要閱讀

社會新聞、商品介紹、影歌星動態、宗教義理（朱元鴻 1993），因此在使用

歷史資料作為時代改變的例證時，仍得注意不同階層的差異，許多的體驗還

是高度的中產階級化。 

    最受現代人注意的網路資源，在使用的比例上還是以高教育程度者為多

數，雖然網路的使用上被認為可以突破地域的劃分，讓不同文化的個體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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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連結的方式，在家也可以洞悉全世界，並且具有更高的使用者自主性，

可以點選個人想看資訊內容。表面上看來台灣的網路普及率相當的高，但是

數據背後所隱含的貧富差距是看不到，除了經濟因素之外，有了電腦會不會

用電腦，用了電腦後，習不習慣網路溝通文化都是問題，而進一步是否發現

可以使用網路來查詢旅遊資訊。這一層層的關卡，對於早已熟悉電腦語言的

階層是如打開電視收看節目簡單，但是對於尚在關卡外留連徘徊的群體而

言，或許是明顯的階級界限源頭。教育的過程培養出的長期慣習，加上現在

教育中對於電腦教育的注重，電腦網路的使用也是具有明顯的世代特性。甚

至新興的電腦使用可能不是資料的查詢，而是人際間往來的工具，傳統面對

面的社會網絡關係在影響人們的資訊獲得上若真由電腦網路取代，許多傳統

低下階層將仍舊是弱勢的一群，當他們學習電腦後，還得進一步學習上網的

工具，緩慢的進程通常很難跟上早已在網路空間優遊的份子。更何況，對於

許多人的日常生活而言，這些只能是非必要性的產品，根本沒有學習性的必

要，因此也可看出階層氛圍的重要差異。 

因此從資訊取得方式，可以看使用文字的傳播化媒介是教育程度高者的

特權，所謂的大眾媒介也許只是中產階級媒介，一般的中低下階層還是習慣

以社會網絡來得到旅遊的資訊。或是更廣泛而論，小眾的傳播在今日複雜多

變的社會中還是有不可消除的重要地位，媒體、網路的社會依舊得架在傳統

的人際關係上進一步發展，而旅遊這項看似移動到其他地方、接觸不同文化

的活動，仍受到不少基礎傳播的影響。這似乎也說明了，屬於某一階層的集

體傾向會因此而受到保留，因為人們還是傾向接受那些他們所熟悉的資訊來

源，不但較為容易取得，更有一定的親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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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教育程度、職業與年齡層間旅遊資訊來源差異 (百分比)N=12165 人次 

索取資訊 未曾索取 電視 旅遊叢書 網路 人際網絡 報紙 其他 人次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研究所 

47.4 
45.4 
54.0 
59.6 
60.9  

52.6 
54.6 
46.0 
40.4 
39.1 

3.8  
5.5  
7.4  
6.5  
5.2  

2.2  
2.5  
2.9  
4.7  
5.6    

0.8 
1.3 
2.5 
6.3 
9.1

34.6  
29.8  
29.8  
30.4  
29.5  

2.0  
2.3  
5.0  
6.4  
6.5   

56.5  
58.7  
52.4  
45.8  
44.2  

1436 
1742 
4420 
2358 
2209  

X2=148.655     P≦.001 X2=483.47     P≦.001 
職業 
軍公教 
企業主管等 
專業人員 
技術及助理專業 
事務工作 
服務工作 
農林漁牧 
生產工作人員 
家庭管理 
未就業待業 
退休人員 
學生 

59.3 
51.1 
65.7 
51.5 
58.6 
54.7 
49.2 
47.0 
49.7 
50.9 
49.1 
57.6  

40.7 
48.9 
34.3 
48.5 
41.4 
45.3 
50.8 
53.0 
50.3 
49.1 
50.9 
42.4  

5.8  
6.8  
5.4  
5.9  
6.1  
8.0  
5.5  
4.0  
7.5  
6.2  
2.3  
5.8  

6.2  
2.1  
4.2  
4.0  
4.3  
3.0  
1.5  
2.8  
3.0  
3.0  
3.2  
3.6   

7.2
4.1
8.5
5.3
6.5
3.8
.6 
1.2
1.4
3.0
.4 
4.6

26.4 
26.1  
33.1  
25.5  
28.2  
29.1  
32.9  
28.9  
29.3  
32.7  
33.2  
36.5   

6.2 
2.1 
4.2 
4.0 
4.3 
3.0 
1.5 
2.8 
3.0 
3.0 
3.2 
3.6 

47.2 
54.7 
40.0 
54.4 
48.0 
50.7 
57.8 
58.2 
54.7 
52.8 
56.8 
46.9 

1193 
468 
577 
1078 
883 
1697 
325 
849 
1708 
434 
530 
2423 

X2= 108.389    P≦.001 X2= 414.051    P≦.001 
年齡 
12-19 
20-29 
30-39 
40-49 
50-59 
60 歲以上 

55.4 
59.2 
56.4 
50.6 
50.8 
44.8  

44.6 
40.8 
43.6 
49.4 
49.2 
55.2 

5.6  
7.0  
7.8  
5.6  
5.0  
2.2  

3.3  
4.7  
3.9  
3.3  
2.9  
1.3   

3.6 
6.2 
5.1 
3.2 
1.8 
0.3

35.9  
31.9  
27.3  
27.5  
30.2  
32.6  

2.3  
4.2  
6.9  
5.5  
5.1  
2.6   

49.2  
46.0  
49.0  
54.9  
55.0  
61.0  

1947 
2726 
3006 
2440 
1125 
921  

X2= 85.550    P≦.001 X2=312.383     P≦.001 
百分比(全) 54.3 45.7 6.1 3.6 4.1 30.4 4.8 51.0 12165 
附註：旅遊資訊取得來源部分，原設計問卷有 12 項可選填的答案，此表僅列出與本

研究相關且較具有意義的選項。 

 

第三節 旅遊過程中交通工具的選擇 

    汽車的出現是改變台灣旅遊方式的重要過程，此份調查中百分之七十二

的受訪者曾以自用汽車15作為旅遊的交通工具。因此汽車幾乎是大多數人出遊

的共同經驗，也較難看出階級的差異性，但這不意味著分化就此消失，而是

車的意義進一步的改變了。多數的人可以透過汽車的移動，英文字源中，

automobile 即是 auto 與 mobile 的集合，汽車就是一種自動、機械的移動，

旅遊是以汽車作為工具，追求更高速度性來達到旅遊的目的地，中間的過程，

                                                 
15 此統計數據經整理獲得，5359 筆的國內旅客中（已排除整年未旅遊的樣本），曾一次以上

使用自用汽車作為旅遊交通工具的旅客，而使用兩次以上亦有百分之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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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汽車內的時光，往往並非重點，彷彿抵達目的地，旅行才就此開始。

但如 Urry 曾論，汽車是繼房子之後，人們突顯個人式消費（individual 

consumption）的主要項目，可以藉由符號價值（sign-values）來突顯擁有

者與使用者的地位（如速度感、安全性、自由感、事業的成功）（1999）。

車的意義於是乎不再只是代步的工具，台中市生活風格調查中也針對汽車的

使用進行階層品味分析，也的確顯示，愈專門的高階職業，使用歐洲進口高

級車的比例也較高（朱元鴻 1993：8）。旅遊的目的地雖然可能是旅行的重點，

但移動的過程也是一套完整旅程不可化約的部分，雖然此份資料可看到多數

人以汽車作為旅遊交通工具，乍看之下，並無法看出區辨效果，但是汽車不

似其他容易將人的特殊性隱藏的大眾交通工具，更能展現個人性、與展現團

體的品味，仍能顯示旅遊行為的階層分化特性。 

    而本研究針對旅行的交通工具中較具特殊性的項目進行觀察，雖然在數

量相較於選擇汽車者比例懸殊，但是也可發現當中有趣的階級分化效果。以

使用飛機為交通工具者，並過濾因居住外島在旅遊時不得不使用飛機移動的

旅客，可以發現這群人的平均教育程度、平均職業位階都是高於樣本常態的

水準、收入水準也較高。相較而言，機票的價格較為昂貴但縮短了旅程，誰

會較願意換取此種快速旅行的經驗，而且使用飛機後，必然還需要使用其他

交通工具配合，才能順利抵達目的地，旅遊的成本必定較高，因此具有經濟

資本與文化資本的群體更可能選擇這種方式，也的確不令人意外，但也再度

說明，整體的旅遊風氣開展，並不代表所有人都有機會、可平等的獲得等質

的消費能力，甚至這也並非能力的問題，而是在同樣的機會下，不同社會位

置的人對於選擇的考量機制是不同，對於空間與時間的相對感受也是不相

同，因此還是一個生活慣習的原初差異。 

    針對選擇腳踏車作為交通工具的遊客中，原本預期資料可簡單顯現從事

單車之旅的人口特質，一般媒體的印象，或是對於單車之旅所描寫的旅遊文

學，似乎會給人一種印象：這群人的社會經濟背景穩定，至少中產階級以上

大專學歷的學生族群，但資料的顯示卻不太吻合這樣的預設，年齡層偏低，

集中在未滿 19 歲的青少年族群，也因此在學歷上以高中職以下的教育程度為

主，所以仍是在學階段的學子，並且旅伴以同學為主。所以交通工具也反映

著不同年齡層的使用能力，年滿十八歲才有考駕照的資格，因此無論是機車

或是汽車的使用上，這些學生都無正當性，因此若旅遊時未與家人同行，使

用腳踏車成了合理的選擇。直接觀察學生年齡層的使用交通工具狀況，與同

學們出外旅遊搭乘的交通工具上就以大眾交通工具為主，如火車、公車為主。

因此此筆量化資料可能無法反映出想像中單車之旅的族群，但本研究的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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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收集，其實可以發現從事這類專門旅行者的背景相近性，而且多半對於

旅行的內涵有深刻的要求，是 Cohen（1972）分類中屬探險者的類型。在大眾

交通工具已屬方便的今日台灣，卻還是有人捨棄快速的交通工具，騎著腳踏

車到處旅行，這些人也是具有特殊的區辨能力，雖不一定對外宣稱其特殊性，

但是以內部性的相同能使得這群人建立相同的團體氛圍，也會形成一套對內

的規範機制，這也是近年來生活風格研究的初步發現，對每一族群的研究都

需要更進一步的探索性設計。 

    捷運的使用，則是都市新發展的交通工具，同時對於整個都市空間的

想像也是一個巨大的改變，也可能影響到人們對於旅遊方式的理解，過去到

淡水、到新店碧潭，車排長龍是不可避免的窘境，旅遊時光中反而充滿著長

時間的等待，而窗邊的景色是極緩慢地改變。但捷運長龍一開，站與站之間

是點與點的相互流動，整個城市的風貌不再是立體空間的組合，是進站、出

站、上車、下車的動作所匯聚而成，旅遊又再度被濃縮成家、目的地兩塊隔

絕的時空，尤其是地下化的捷運路段，對於人們的認知過程其實是十分突兀，

一路從西門站至新埔站，是不會知道新店溪的模樣、更不會看到龍山寺的香

火鼎盛；而從台北車站一路往南至新店，是無法查覺地貌的緩緩改變，彷彿

由新光三越至碧潭池畔，只是二十幾分的時間改變。因此不免要問，哪些人

更能接受這樣交錯的空間形式，或更能熟悉新交通工具的使用規則，以實際

資料看來，使用捷運作為旅遊的交通工具的人，以五十歲以下年齡層為主，

世代差異明顯。 

正說明了捷運雖然為大眾交通工具，但是對不同能力的世代，開放程度

有別。同樣也發現，使用捷運作為旅遊工具的群體中，教育程度也偏高，以

高中職以上者更能在捷運環境中移動自如，除此之外，白領階級亦更熟系這

樣的移動方式，農工兩個階級在樣本中合計有 10.5%，卻僅餘 5.8%曾一次以

上使用捷運作為旅遊的交通工具，而回答兩次以上者則全無。新式的交通工

具，對多數人可能有理所當然的適應對策，但是習慣生活在傳統地理環境的

世代與階級，還是需要時間或是進一步的認知，雖然目前社會論者強調的是

差異、多元，不過基本的社會結構至少在目前看來還是深深影響著一般人的

認知，甚至再生產的機制依舊有效的運作。 

    從旅遊時交通工具的使用，也可看出旅遊形式的區辨分配，時代的整體

結構改變，使得汽車旅行成為大宗，所以區辨或足以成為階級反映的並不是

有無汽車的差異，而是使用何種汽車品牌的差異，或是以不同形式的車種作

為展現差異的工具，如吉普車、休旅車的使用，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是一種時

尚的表現，但是洞悉現代人社會心理的 Simmel 曾云「每一個時尚，就其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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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都是階級時尚，也就是說，每次刻劃的都是一個社會階層的特性」

（2001：65）。原本作為交通工具的汽車，也不再單純具有使用意義，反而

是其所具有的符號象徵更具有代表性。而其他的交通工具，如腳踏車、火車

在台灣也創造出新的單車之旅、火車之旅的區辨方式，「不同於上等階層與

農民階層的保守主義，城市居民的中產階級是真正善變的階層。是不安分、

追求變化的階層和個體，在時尚、生活的不斷變換和相互對抗的形式中，又

找到了自己的心理運動步調」（Simmel 2001：66）。特殊新興的旅遊方式，

或以交通工具為主題設計的旅程，是文化資本的反映。 

 

第四節 國外旅行目的地選擇 

    台灣的海外觀光向來被認為人次增長驚人，2001 年出國人次達七百萬，

在人口比例上，比起許多已開發國家絲毫不遜色，然而仔細探索數字背後的

差異，出國人次包含著經商、留學、移民等，不一定都是進行觀光活動。因

此這部分將分析問卷中出國旅遊目的為觀光旅遊者的，了解在目的地的選擇

是是否有特殊的品味區分效果。 

    這 927 個人次中，旅遊的目的地仍集中在亞洲地區，尤以大陸、泰國以

及日本為主（表 5.4），短距離性的旅行算是大宗。觀察年齡層、教育程度、

以及職業差異，有些國家的確較吸引某些群體到當地一遊。 

    大致可以區分出下幾類型態的國家（見表 5.5） 

一、年齡高與低者參與比例皆高的國家，以日本最為明顯，也因此以學生和

退休者中選擇到日本旅遊者眾，與個人的收入並沒有關係，主要是這兩類的

旅客的收入水準皆不穩定，在統計上多半是屬於無經常性收入的人口。這樣

的觀察可以推測日本文化對於台灣的影響，有兩種不同的作用方式，一為歷

史環境下直接殖民的影響，使得六十歲以上的長者，在語言或是文化上對於

日本旅遊的親近性高。一則隨著流行文化的發展，日本大量的時尚或是影視

文化對台灣所造成的「哈日」效應，使得日本成為許多青年出國旅遊的熱門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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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地區觀光旅遊者隨著年紀增加而比例愈高，尤以退休人員比例最高，

其次則為生產有關的工作人員。這部分的資料已經篩除了主要目的是探訪親

友的旅客，然而還是有相當高比例的退休人員前往大陸地區旅遊，觀察教育

程度的差異上，教育程度愈低者，在比例上有愈多人至大陸旅遊。大陸地區

吸引台灣民眾前往的優勢，極可能是旅遊的語言問題以及食物料理的優勢，

使得許多年長者，在選擇旅遊地點上以大陸作為考量。 

三、東南亞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以一般的中低白領階級或是藍領階級為

主要的參與群體。在台灣的旅遊市場中，東南亞國家相較台灣的物價水準較

低，旅遊行程所費不高，加上距離近，不需要太長的旅遊天數，對於許多薪

水階層是相當有利的旅遊選擇。除此之外，到這些地區的自助旅行並不容易，

不若日本或是歐美國家已有完善的旅遊建設，因此參加觀光團是多數人的選

擇，這對於中低的白領階級以及藍領階級而言反而是較友善的旅遊方式。繳

交一筆團費，食、住、行、觀光的地點全交由專業的組織辦理，即可輕鬆的

出國旅遊。 

四、前往歐洲國家者在各個職業類屬中都不高，約略可看出教育程度愈高者

至歐洲的比例較高。地理距離上的遙遠是一個重要門檻，需要較長時間的旅

遊天數，而平均的旅遊花費也較高，加上歐洲文化在台灣的大眾文化脈絡並

未發揮很強的影響力，所以旅遊人口並不高。不過從台灣的旅遊文學中看來，

歐洲遊記的比例不低，大抵可說明歐洲文化的背景在台灣的智識化色彩較為

濃厚。 

表5.4 不同出國旅遊的目的地所占之百分比 
 

香港                                        5.3 
大陸                                       24.0 
澳門                                        2.7 
泰國                                       16.3 
馬來西亞                                    4.8 
新加坡                                      3.3 
印尼                                        3.2 
菲律賓                                      1.1 
越南                                        1.8 
日本(含琉球)                                13.6 
韓國                                        1.5 
美國(含關島)                                 4.3 
加拿大                                      2.7 
荷蘭                                         .9 
比利時                                       .7 
德國                                        1.9 
法國                                        2.1 
瑞士                                         .9 
義大利                                      1.3 
英國                                         .5 
澳洲                                        1.7 
紐西蘭                                      1.1 
南非                                         .1 
其他                                        3.6 
公海                                         .5 

                                                  N=92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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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目的地中可以簡單地突顯出教育或是職業地位的差異，不過，經濟

收入的差異並未反映在這些選擇上。然而，不同國家各有其文化色彩以及自

然景觀，此份問卷並未細問個人到這些國家主要參觀興趣，無法進一步地分

析這些不同的興趣所反映出的旅遊品味，使得討論中有些缺憾。不過，我們

至少可以發現不同國家對台灣旅客的意義是存在著差異性，影響到不同階層

的選擇。 

表 5.5  教育程度、職業與年齡層間國外旅行目的地差異 (百分比)N=927 人次 

大陸香港 東南亞 日本 歐洲 其他 人次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研究所 

41.3  
35.9  
36.9  
26.4  
21.0   

33.9  
35.9  
33.3  
33.5  
31.5  

11.6 
10.9 
15.1 
17.3 
18.1 

2.5  
1.1  
2.2  
6.6  
7.6   

10.7  
16.3  
12.5  
16.2  
21.8   

121 
92 
279 
197 
238  

X2= 44.711    P≦.001 
職業 
軍公教 
企業主管等 
專業人員 
技術及助理專業 
事務工作 
服務工作 
農林漁牧 
生產工作人員 
家庭管理 
未就業待業 
退休人員 
學生 

25.3  
36.6  
30.5  
25.0  
19.3  
34.8  
31.6  
37.9  
29.9  
29.0  
52.7  
17.9   

30.5  
26.8  
32.2  
41.7  
37.3  
37.6  
52.6  
41.4  
29.1  
22.6  
16.5  
41.0   

11.6 
15.5 
16.9 
14.3 
13.3 
11.3 
5.3  
3.4  
21.4 
19.4 
19.8 
25.6 

7.4  
2.8  
1.7  
3.6  
10.8  
1.4  
  
5.2  
4.3  
9.7  
2.2  
5.1   

25.3  
18.3  
18.6  
15.5  
19.3  
14.9  
10.5  
12.1  
15.4  
19.4  
8.8  
10.3   

95 
71 
59 
84 
83 
141 
19 
58 
117 
31 
91 
78  

X2= 92.355    P≦.001 
年齡 
12-19 
20-29 
30-39 
40-49 
50-59 
60 歲以上 

18.8  
21.6  
24.8  
34.3  
41.6  
43.6   

45.8  
43.3  
37.9  
27.9  
29.2  
18.8   

20.8 
13.4 
17.3 
14.4 
9.5  
21.1 

  
5.2  
5.6  
7.0  
1.5  
2.3   

14.6  
16.5  
14.5  
16.4  
18.2  
14.3   

48 
194 
214 
201 
137 
133  

X2= 62.375    P≦.001 
百分比(全) 31.1 33.2 15.4 4.4 15.9 927 
附註：此表格所列國家或地區經過研究者的重新整理並計算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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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討論與結論 

 

    品味（taste）是一種使得物轉化為區辨符號、一種將連續分配（continuous 
distributions）轉向不連續對立（discontinuous oppositions）的機制；而且將這種原本
銘嵌於身體物質秩序的差異提升至明顯區異的象徵秩序中。（Bourdieu 1984：174-175） 

     從資料中我們可以了解不同的背景構成人們對於旅遊活動的理解與喜好

選擇，然而在另一方面也發現到實證量化資料的解釋力並不強，這部分可能

要回到二手資料對於旅遊活動並未挖掘到更深刻的差異性，而在這一章的我

將提出幾點突顯出品味差異的觀察，作為進一步在研究中操作化的可能性。

而品味的意義並不在「差異」的出現，而在於差異所造成的「對立」，對立

即是兩方相互排斥的不平等。在前文的敘述中，中產階級或是更明確地說具

有文化資本者，他們是旅遊活動的主導者，尤其是文化詮釋上的優勢，也因

此在既有理論中通常圍著他們打轉。正如 Lofgren（2001：357）提及 

「階級是你在假期中體認到、並以新方式省思的事物，它不只是因為現代社會的休

閒課題經常成為階級的新舞台，也因為它引發了許多出自中產階級旅行者對於旅遊

準則的論述--何為該做以及如何去做；他們的支配優勢也往往阻礙了另一種理解方

式，及假期可以具有別種樣貌。」 

    於是以重新思索的角度，希望能在旅遊光譜上找到如 Bourdieu 所言的不

連續對立。如果現代社會的情境與消費生活息息相關，透過旅遊活動不連續

的對立將能提供現代社會異於傳統社會的不平等面向。 

 

第一節 其他可能品味的操作化 

一、個人主義式與集體性的差異 

 團體型態以及個人型態是主要的旅遊分類，但是這種分類不在於實際形

式的差異，團體旅遊中可以有個人空間，個人旅遊若依照旅遊指南或是一般

的行程建議，也像是進入工廠生產線的產品，並無法反應獨特性。主要的差

異是遊客的個人主義傾向。以台灣國內旅遊作說明，大多數人以自行規劃的

方式旅遊，而交通工具也以自用汽車為主，然而，卻不見得顯示出「個人品

味」，多數的時候，以一窩蜂的熱潮、廉價消費甚至是破壞性的旅遊觀光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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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現。因此若要突顯出階層旅遊的品味差異，個人主義傾向的高低可以進

一步觀察。 

    在台灣中產階級的心態，尤以新中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傾向高，也傾向對

各類新的消費事物高度認同。蕭新煌（1989）認為台灣的中產階級是戰後社

會經濟變遷的產物，將之區分為「舊中產階級」、「新中產階級」，新中產階級

主要是以技能、學歷、文憑為取向的事業以及管理人才，而葉啟政（1989、
2002）筆下則以消費來定義這群新中產階級。對這些人的旅遊風貌，講求不

受束縛的自由感、要求豐富的智識性，最重要的則是認同個人自我價值的高

度個人傾向，請假旅行或是為了出國辭去工作者，甚至出現在這些個人主義

者身上。 

而光譜另一端的集體性，起因於傳統規範的心態的產物，旅遊是工作之

餘休假的犒賞品，娛樂消費的心態大於學習求知的價值。集體氣氛上，這部

份人的旅行經驗許多來自親朋好友、街坊鄰居的群體招呼成行，與個人式、

講求內在體驗的過程較為不同，群體性的動員，讓旅行成了某種的社交運動，

無怪趕一窩蜂流行的情況會出現。而制式化隨著旅遊指南或是媒體報導而旅

遊的「散戶」，介於集體化以及個體主義型態的中間，端視實際的旅遊過程發

揮多少自我價值的認同。 

而在目前社會中，個人主義的價值觀隨著西方現代化的優勢出現，對立

傳統的集體規範價值，在旅遊活動的差異上出現不同的面貌，個人主義者認

為集體性者依賴程度高、無自由，認同集體方式者則認為個人主義者自討苦

吃、追求虛無的自由價值。這是其中一組可能的對立面。 

二、觀光客（tourist）與遊客（traveler）的對立 

    向來觀光客與遊客的差異是學術界根本的爭論（Swarbrooke & Horner 
2001：67）。而最有趣的一個說法則是 Waterhouse（1989）：我是旅行者，你是

觀光客，而他則是過客（I am a traveler, you are a tourist, he〔sic〕is a tripper.）。
在真實情況中誰是觀光客或是遊客並非此說法所剔透的要義，更值得關心的

是當中的象徵符號區分，也就是對於觀光客旅客的界線意識程度可以作為一

種指標，當作光譜的兩端。 

在具體層次，有些人十分期待一種「真實的假期（real holiday）」的可能，

Urry（1990：95）認為有兩種重要的特徵：1.故意遠離那些大眾旅客會參觀的

地方，因此真實的假期有更多浪漫的成分，許多的旅遊景點，本來因為傳統

的節慶因素要愈熱鬧、人愈多才能創造出旅遊環境的特殊氣氛，但在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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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也可以對著風景沉思、冥想，空間的意義更多元後，人群聚集反而是

一種破壞旅遊凝視的行為。2.真實假期的創造者可以運用專業的方式進行市場

的區隔，他們會為「具有識別力的（discriminating）、獨立思考」的顧客送上

不一樣的旅遊菜色。因此對於遊客觀光客身分越是在意者，越會仔細地計較

其他人是否破壞旅遊的體驗，是否總是…… 

你的假期所表現出來的，就是缺乏精緻。你沉溺在廉價的樂趣中，購買俗氣的紀念品。

你完全沒有一點節制，吃得太多，喝得太多，花太多的錢。你太過被動，只躺在吊床上打盹、

在游泳池畔消磨時間、或被帶去參觀一個個景點。你把錢浪擲在錯誤的事物上，而且花費超

過自己所能負擔的……你的假期體驗是膚淺的。 

   至於我們，對自己的假期有更高的期許。我們想體驗新事物，開拓我們的視野，了解歷史
與其他文化。我們追求真實的地方事物。即使在度假，我們生活也比你的充實多了。（Lofgren；
2001：352） 

這種對立也是一種文化詮釋的優勢對於普遍性、大眾體驗的排擠，若以

這種角度設計新的實證研究過程，對於階層化的發現上，則可能是以觀光客

以及旅客的區分作更細緻的討論。 

從以上兩點的討論，個人主義與集體心態的旅遊方式以及觀光客與遊客

的想像差異。如果有機會進一步測量，希望可以更細緻地區分出不同階層間

的品味差異，如針對個人主義與集體心態上，不僅是詢問受訪者較喜好團體

旅遊或是個人旅遊的形式，並細問其選擇原因，是講求家庭或熟悉團體的集

體氣氛或是強調個人旅遊時的自由以及自主價值觀。而對於自身旅行者的角

色扮演上，是傾向於收集各種資料、講求知識性並以提升自我認同、甚至是

以專家型態旅遊為目標，或是僅將旅遊活動當作是輕鬆的休閒活動，並以舒

適熟悉的旅程為主。也就是在具體層次上可以詢問幾組問題作為品味的對照： 

1.個人與集體傾向：參加相關旅遊社團的可能性、除了自助旅行與跟團旅行的

差異外，參加特殊形式旅遊的可能性（如前往冷門的旅遊地區）、對於旅遊過

程以個人為主或是講求在熟悉的人際網絡陪伴下旅行等。 
2.強調專業精緻形式與一窩蜂趕赴熱潮的態度：如旅遊前的資訊收集程度、旅

遊時的紀錄以及收穫源自於娛樂或是教育性、對於旅遊的回憶或整理方式等。 
 

第二節 總結論 

本論文以階層化的關懷出發，試圖了解台灣目前旅遊活動的區分現象，

以2001觀光局的調查資料作為分析的基礎，另從歷史面的發展角度以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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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的角度敘述區分現象。本研究依因素分析區分出四類的旅遊喜好：都市

旅遊、文化旅遊、大眾自然旅遊與深度自然旅遊，再分別對四種旅遊喜好進

行迴歸分析，有限的解釋力下，發現世代性的年齡影響以及制度上教育資本

的影響，而經濟資本的收入變項並無明顯的影響力。在理論觀點上主要以

Bourdieu的文化資本以及品味概念作為主要的分析架構，在實證資料上依循著

此一方向進行概念的量化，但也從強調歷史上制度的作用以及不同群體的旅

遊體驗，來說明階層化的過程。所謂精緻的旅遊方式或是喜好文化的旅遊類

型，都是需要訓練而來的文化認知能力，並具有培養而來的眼界才能獲得，

此類文化能力賦予擁有者一種約定俗成、具有合法保障的價值，如教育資本。

但除了這種制度化的文化資本之外，另外也發現有一種無意識性的的文化資

本也是造成旅遊品味差異的原因，這是來自不同的家庭背景以及階級習慣甚

至是一種生活風格的展現，這些雖未能從量化的研究中得到證實，但是透過

對於已有行為的說明以及現有文本的描述，捕捉到的階層化差異仍是存在生

活的週遭。 

    回答本研究的三個問題，第一，台灣的旅遊活動在本研究的脈絡下的確

呈現階級差異，所指的階級差異是品味的差異，在旅遊的喜好會因為個人的

背景而有所影響，雖然在量化研究中並未出現很高的解釋力（R2 不高），但從

具有統計顯著力的變項推論，在台灣，比例上較少數人所喜好的文化旅遊活

動，這些人得具有較豐富的文化資本，才能在文化類型的旅遊中解讀出意義，

而培養出喜好。第二，這些階級差異，可以從台灣的旅遊發展中找出原因，

從制度上的發展以及不同群體間的運作，階級差異自然地表現在旅遊活動

上。第三，從旅遊者的角度出發，因不同的階級習性，而發展出對於旅遊的

不同認知，並且也延伸可繼續操作化的遊客研究，如個人主義與集體性的光

譜、或 tourist 和 traveler 的區別在旅遊時的不同體驗。發現中產階級的「旅遊

社群」標榜的深度旅遊或是不斷創造新的景致，一方面具有智識程度的優勢

也一方面無形將其他人的經驗排拒在外，是一種隱性的文化；但從實用歡樂

的傳統來看，旅遊只是休閒以及娛樂，反而希望能在受保護的環境中尋求自

在的感受，而且無意識的進入旅遊工業的加工中。 

論文中以經驗性的分析取向，來說明台灣旅遊活動興起的背景與過程，

主要以國內旅遊的景點發展為主，而國外旅行部分為輔，雖然從台灣旅遊的

背景以及設計發展中，自然旅遊是最大宗，但是透過階層化的效果，不同背

景的群體結合其不同的品味特徵，仍能發展出不同的旅遊方式，而朝向各階

層的旅遊體驗具有彼此趨異、並足以產生區辨的效果。因此旅遊活動的意義

並不只是個人主觀心理層次的好惡問題，也有來自客觀階層成分的群體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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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台灣，目前旅遊消費的階層化情況可歸納如下： 

一、文化旅遊源自於文化消費的階層差異，但並非十分明顯 

    文化消費所需要的體驗訓練以及培養，同樣出現在台灣的文化旅遊活動

中，古蹟、博物館的參觀需要文化資本的累積。但是整體而言並非十分明顯，

這可能與特殊的社會結構有關，台灣屬移民社會，加上長期受到各種不同文

化的洗禮以及融合，一方面有來自華人傳統的影響，一方面美式文化的全球

力量或是日系文化向來大範圍地影響台灣，使得文化旅遊的建構並未有統一

標準。在文化資本的累積上「世家」色彩並不濃厚，反而是新興中產階級的

出現，帶來了豐富的消費文化，將文化當作是一種可以行銷以及包裝的策略，

販賣體驗也鼓勵消費體驗，才進一步使得各地的文化型旅遊逐漸地受到注

意。但值得繼續觀察的是，文化消費與階層結構的同型關係，將來會是如何

發展，是否受個人主義化的趨勢所影響，階層不再具有影響力，或是反而更

強調文化消費的能力，而更突顯出階層的效果。 

二、（新）中產階級形成旅遊社群的影響力 

    雖然從階層化的角度探討一個旅遊的消費現象，容易被認定具有保守傾

向，因為如此一來，無論是生產或是消費，社會終將維持著固定的型態，因

為支配階層將永遠複製同樣的文化優勢支配。然而，以研究的發現，新興的

中產階級，其特殊的階層地位，是形成變遷的一個重要力量，透過與其他階

層的區隔，他們拒絕保守的傾向，往往能創造出許多不同的新符號與新的形

象，加上網際網路創造新的社群連結能力，讓這群新中產階級串聯，也相互

激發出新的運作機制，從過去研究成果，也不難發現這群人通常是論述的中

心，他們對於旅遊活動的影響力也常引領著一般人的認知。此一階層所構成

的旅遊社群，是引起旅遊型態變遷的重要推手，他們與大眾文化階層的關係，

也是一種向下排斥的支配，加上品味的需求，觀察中產階級的旅遊體驗，也

同時產生了與之對立的大眾旅遊方式。 

三、社會階層化在旅遊過程中加強 

    旅遊活動的大眾化，讓許多不同社會背景的遊客有機會在各種景點中匯

聚在一起，雖然研究中所區分階層化，意味著在活動的選擇上，不同群體已

經過篩選，但是遊客間總是強化彼此的差異階層，中產階級認為其他旅客過

於吵雜、過於紛亂，而大眾旅客也許僅在意透過較為廉價的費用，換得一個

輕鬆愉快的假期。然而旅客永遠在旅程中觀察其他的旅客，並將之分類以及

比較，因此社會階層化的方式也以極為隱性的方式出現在旅遊活動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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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這部分也是研究旅遊階層化不能避免的議題。在研究中，這部分並無法

加以處理，然而這種旅遊過程中的社會階層化，存在於遊客與遊客間彼此互

動的關係中，這種豐富的階級意味，是消費社會無法脫離過去社會型態的基

本架構。 

   從豐富的旅遊消費中看來，以消費來理解現代社會的特色，與過去從生產

面的分工具有連續性的意義，也就是「階層區分的感受」可能只是轉換跑道

繼續前進。在富裕型態的社會裡，以消費品味的邏輯取代經濟面向的生產工

作，而區分卻仍是當中的特色。 

 

第三節 檢討 

    本研究希望能藉由二手資料的處理得到台灣旅遊活動的品味差異，雖然

在第四章第四節已針對資料處理方面進行說明與檢討，但是文化品味如何測

量仍是一個需要仔細考量的面向，而階層的使用在面對現在的文化現象時，

雖然具有參考價值，但是適用性或是作為自變項會不會過於概括也得加以質

疑。尤其我們不得不正視愈來愈多的社會行為可能是非常個人主義式的，使

得同一群體除了同質性必須被考慮外，異質性也可能很高。 

    另外二手資料的原始架構並不是筆者所能決定的，以至於在資料的處理

上必會受到限制，而研究者更希望得到完整的受訪者背景資料以建立其文化

資本的背景，如父親的教育及職業，以及個人從事藝文活動的情況，而關於

旅遊的品味，可能不只是喜好的差異，而是在旅遊過程中的體驗如何形成，

如文化喜好者是隨意瀏覽或是仔細地觀賞並在旅遊空間自得其樂，還是只因

一窩蜂的集體氣氛而湊熱鬧。另外，自然景觀的觀賞也可能是如藝術家般的

觀賞如畫之景，或純粹是休憩的一種選擇。將旅遊品味嚴格的量化仍有更多

的發展空間。 

    以一筆全國性的資料進行分析，雖然可以有效推論，但是缺點在無法更

有深度的進行「深描（thick description）」，在研究中透過歷史、透過群體來描

繪旅遊的階層現象，是基於研究者資料的收集以及觀察，但是這部分仍可以

有更多的累積與發現，加上現象不斷在改變，目前的觀察無法取代未來的發

展，尤其在台灣，旅遊活動仍在蓬勃發展的階段，定有更多值得研究的角度

等待挖掘。而本研究認為可針對某一旅遊方式細究其階層化現象，如針對自

然型態的旅遊，或是針對特定的文物風景地區做考察，可更加具體而微的了

解旅遊的階層化型態機制是如何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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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交通部觀光局民國九十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問卷 

資料期間：第一季：民國90年1月1日至3月31日 

          第二季：民國90年4月1日至6月30日 

          第三季：民國90年7月1日至9月30日 

            第四季：民國90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 

 

 

 

 

國內旅遊定義：指個人離開日常生活圈到國內某地從事旅遊活動(包括遊憩、渡

假、商（公）務兼旅行、宗教性旅行、探訪親友、健身運動渡假、

生態旅遊、會議渡假等)或至生活圈內之遊憩據點從事旅遊活

動，時間不超過一年者(含當日來回)。 

甲、國內旅遊部份 

(一)以下想請教您在國內旅遊的情形： 

請問您今年一月到三月（依據訪問當季的月份）間在國內旅遊過幾次？ 

（若受訪者回答3次以下，請訪員再次提示國內旅遊的定義。） 

(二)請問您沒有在國內旅遊最主要的原因是？ 

【答完跳問第十八題】 

(1) 出國旅遊                      (8) 想去，健康狀況不佳(含懷孕、生產) 

(2) 沒有興趣                      (9) 想去，旅遊地點遊客太多 

(3) 想去，沒有時間                (10) 想去，氣候狀況不佳 

(4) 想去，找不到同行者            (11) 想去，無法解決住宿問題 

先生(小姐)您好！請問您這裡是(電話號碼)請問這裡是住家嗎？ 

 

(不是)：請問有沒有住家經常使用這個電話？ 

 

(沒有)：對不起！我們要訪問住家，打擾您了！ 

 

(住家)：我叫＿＿＿＿，交通部觀光局為瞭解國人旅遊的情形，特別委託我們舉辦

這項訪問。我們用電腦選擇府上的人做為我們訪問的對象，您們的寶貴意

見對觀光局的決策很重要。請問您們家十二歲以上的有幾個人       ？這

（回答人數）  個人按照年齡排列，從最年長的到最年輕的，請問排行第

（戶內隨機選樣）的人，現在在家嗎？ 

 

(受訪者不在)：請問我什麼時候打來比較方便？請問怎麼稱呼他(她)？ 

 

(在家)：麻煩請他(她)聽一下電話，謝謝！ 

 

先生 小姐 您好 我叫 交通部觀光局為瞭解國人旅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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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想去，不知道那些地方好玩      (12) 其他(請記錄) 

(6) 想去，無法負擔費用 

(7) 想去，無法解決交通問題(遊憩據點聯外接駁大眾運輸工具不方便、怕塞車、路

況不佳、訂不到機位或買不到車票) 

【以下各題(三至十六b題) 請選擇印象深刻的三次國內旅遊情形逐次重複訪

問】 

(三)請問您第______次旅遊的時間是在幾月份？ ______月 

(四)請問您旅遊地點名稱叫什麼？(可複選) _____、_____、_____ 

(五)請問您這次旅遊主要是利用哪種假期？ 

(1) 國定假日     (9) 拒答 

(2) 週末、星期日 

(3) 平常日(3a) 特意休假 

(3b) 寒暑假 

(3c) 其他平常日 

(六)請問您這次旅遊的天數是幾天幾夜？ ______天______夜 

(夜數以"0"表示無過夜者，過一夜者以"1"表示，以此類推) 

(七)請問您這次旅遊主要住宿方式是： 

(1) 當日來回，沒有在外過夜       (5) 露營 

(2) 旅館(含賓館、小木屋、民宿)   (6) 其他(請記錄) 

(3) 招待所或活動中心             (9) 拒答 

(4) 親友家(含自家) 

（七a）回答(2) (3)者，住宿房間每日之旅館住宿費大約是？ 

(1) 1000元以下          (6) 4000.未滿5000元 

(2) 1000.未滿1500元     (7) 5000.未滿10000元 

(3) 1500.未滿2000元     (8) 10000.未滿20000元 

(4) 2000.未滿3000元     (9) 20000元以上(請問大約是元) 

(5) 3000.未滿4000元 

(88) 不知道 

(99) 拒答 

(八)請問您主要的住宿地點在哪一縣市？_____ 

(九)請問您這次旅遊的主要目的是 
(1) 觀光、遊憩、渡假(6) 生態旅遊（登山、賞鳥、觀賞動、植物等） 

(2) 商(公)務兼旅行  (7) 會議或學習性渡假（員工教育訓練、研習營、 

(3) 探訪親友            夏令營等） 

(4) 宗教性旅行      (8) 其他（請記錄） 

(5) 健身運動渡假    (9) 拒答 

(十)請問您這次旅遊的方式是 

(1) 參加旅行社套裝旅遊（跳答至第十一題） (99) 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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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加學校、班級舉辦的旅遊 

(3) 參加機關、公司舉辦的旅遊 

(4) 參加宗教團體舉辦的旅遊 

(5) 參加其他團體舉辦的旅遊(例：登山、賞鳥協會、老人會、村里社區舉辦

的旅遊等) 

(6) 自行規畫行程旅遊 

(9) 其他 

（十a）請問您這次旅遊是否由旅行社承辦？ 

(1) 是      (2) 否 

(十一)請問您這次旅遊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至多選三項) 

(1) 自用汽車(包含向別人借)     (8) 船舶       (99) 拒答 

(2) 遊覽車                     (9) 出租汽車 

(3) 公、民營客運               (10) 計程車 

(4) 機車                       (11) 腳踏車、協力車 

(5) 火車                       (12) 旅遊專車 

(6) 捷運                       (13) 其他(請記錄) 

(7) 飛機 

(十二)請問您選擇參加（或規劃）這次旅遊地點時最主要的考慮因素是什

麼？（至多可選三項）（請訪員隨機排列答項） 

(1) 有主題的活動 (7) 交通便利           (13) 宗教活動 

(2) 景觀優美     (8) 遊樂設施           (14) 商(公)務兼旅行 

(3) 探訪親友     (9) 費用(價格具吸引力) (15) 購物、逛街、看電影 

(4) 距離遠近     (10) 風評好壞          (16) 其他(請記錄) 

(5) 親朋好友推薦 (11) 住宿便利性        (99) 拒答 

(6) 沒去過           (12) 旅遊安全性 

(十三)請問您這次旅遊的相關資訊是從哪裡獲得﹖(不提示，可複選兩項) 

(1) 電視           (9) 親友、同事、同學 

(2) 廣播           (10) 旅行社 

(3) 旅遊叢書       (11) 旅遊展覽 

(4) 報章           (12) 未曾索取 

(5) 雜誌           (13) 其他(請記錄) 

(6) 電腦網路       (99) 拒答 

(7) 戶外活動看板 

(8) 觀光、遊憩政府單位(包括索取旅遊摺頁、手冊、旅遊諮詢服務等) 

(十四)請問您這次旅遊的同伴是(可複選) 

(1) 沒有同伴 

(2) 配偶 

(3) 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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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父母 

(5) 兄弟姊妹、親戚 

(6) 同學、同事、朋友或鄰居 

（十四a）請問您以上屬同戶十二歲以上者有_____人，十二歲以下者有

_____人 

(十五)請問您這次所做的的活動中，您比較喜歡哪些項目﹖（至多可選三

項）（請訪員隨機排列答項） 

（十五a）：自然賞景活動 

(1)觀賞自然景觀 

(2)露營、登山、森林步道健行 

(3)觀賞動、植物（如賞鳥、賞鯨等） 

(4)其他___________ 

（十五b）：文化體驗活動 

(1)觀賞文化古蹟 

(2)節慶活動及表演節目欣賞 

(3)參觀展覽（如博物館、美術館、商展、旅展等） 

(4)傳統技藝學習(如：竹藝、陶藝等) 

(5)宗教活動 

(6)其他___________ 

（十五c）：運動型活動 

(1)游泳、潛水、衝浪、滑水、水上摩托車 

(2)泛舟、划船、乘坐遊艇、渡輪 

(3)釣魚 

(4)飛行傘 

(5)業餘球類運動(如高爾夫、網球、籃球、羽球等) 

(6) 其他___________ 

（十五d）：遊樂園活動 

(1)機械遊樂活動（如碰碰車、雲宵飛車、滑水道） 

(2)主題遊樂園體驗活動 

(3)其他___________ 

（十五e）：其他休閒活動 

(1)駕車(汽.機車.協力車.單車)兜風 

(2)泡溫泉、做Spa 

(3)美食 

(4) 觀光果(茶)園參觀活動 

(5) 逛街、購物 

(6) 其他___________       (99) 拒答 

 (十六、十七、十八與研究主題較無關，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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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出國旅遊部份 

 

以下再請教您出國旅遊(包含觀光、商務、探親、短期求學等)的情形， 

(十九)請問您今年一月到三月（依據訪問當季的月份）間出國旅遊過幾

次？ ______次 

 

【回答”0”次者跳問至個人基本資料，否則續答(十九)題】 

【以下各題( 二十至二十四c題) 請選擇印象深刻的三次出國情形逐次重複訪

問】 

(二十)請問您此次出國共在國外停留天夜【在國外停留超過一年（365 天）

者，跳問至個人基本資料】 

(二十一)請問您這次出國到過那幾個國家或地區(不包括過境及轉機

者)：(可複選) 

(1) 香港     (8) 菲律賓       (15) 比利時 (22) 紐西蘭 

(2) 大陸     (9) 越南         (16) 德國   (23) 南非 

(3) 澳門     (10)日本(含琉球) (17) 法國   (24) 其他(請註明) 

(4) 泰國     (11)韓國         (18) 瑞士 

(5) 馬來西亞 (12)美國(含關島) (19) 義大利 

(6) 新加坡   (13)加拿大       (20) 英國 

(7) 印尼     (14)荷蘭         (21) 澳洲 

(二十二)請問您這次出國旅遊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1) 觀光旅遊（例如：休閒、遊憩、渡假） 

(2) 商務（業務或考察、會議或展覽） 

(3) 探訪親友 

(4) 短期遊學 

(5) 求學 

(6) 其他(請註明) 

(二十三)請問您這次出國是如何安排？ 

(1) 參加團體旅遊、獎勵或招待旅遊 

(2) 向旅行社購買”自由行”或參加”機加酒”行程【跳答至（二十四b）題】 

(3) 委託旅行社代辦部份出國事項(如代辦簽證、訂機票、旅館等)【跳答

至（二十四c）題】 

(4) 未委託旅行社代辦，全部自行安排【跳答至（二十四c）題】 

(二十四)請問有關您出國消費支出情形： 

（二十四a）參加團體旅遊、獎勵或招待旅遊者請回答 

（a1）請問您個人這次出國旅遊的團費大約是(含補助或招待) 
(1) 7,500元以下（約元）   (10) 47,500元.未滿55,000元 

(2) 7,500元.未滿12,500元  (11) 55,000元.未滿6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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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500元.未滿17,500元 (12) 65,000元.未滿75,000元 

(4) 17,500元.未滿22,500元 (13) 75,000元.未滿85,000元 

(5) 22,500元.未滿27,500元 (14) 85,000元.未滿95,000元 

(6) 27,500元.未滿32,500元  (15) 95,000元以上（約元） 

(7) 32,500元.未滿37,500元 

(8) 37,500元.未滿42,500元 

(9) 42,500元.未滿47,500元 

（a2）除團費外的其他花費，請問您回答個人花費比較方便，還是回

答與親朋好友的共同花費比較方便？ 

(1)個人花費 

(2)與親朋好友的共同花費【請問共同消費的親朋好友有人(含本人)，以

下各項費用請合計個人的支出來回答】 

（a3）除團費外，您個人(或與親朋好友)在其他方面花費大約是(含補

助或招待) 

(1) 4,000元以下             (9) 30,000元.未滿40,000元 

          (2) 4,000元.未滿6,000元     (10) 40,000元.未滿50,000元 

(3) 6,000元.未滿8,000元     (11) 50,000元.未滿70,000元 

(4) 8,000元.未滿10,000元    (12) 70,000元.未滿100,000元 

(5) 10,000元.未滿15,000元   (13) 100,000元以上（約元） 

(6) 15,000元.未滿20,000元 

(7) 20,000元.未滿25,000元 

(8) 25,000元.未滿30,000元 

      (3a1) 旅館外餐飲費大約是 

(1) 500元以下             (7) 4,000元.未滿5,000元 

(2) 500元.未滿1,000元     (8) 5,000元.未滿6,000元 

(3) 1,000元.未滿1,500元   (9) 6,000元.未滿8,000元 

(4) 1,500元.未滿2,000元   (10) 8,000元.未滿10,000元 

(5) 2,000元.未滿3,000元   (11) 10,000元以上約元） 

(6) 3,000元.未滿4,000元 

(3a2) 購物費大約是 

(1) 1,000元以下           (8) 15,000元.未滿20,000元 

(2) 1,000元.未滿2,000元   (9) 20,000元.未滿30,000元 

(3) 2,000元.未滿4,000元   (10) 30,000元.未滿50,000元 

(4) 4,000元.未滿6,000元   (11) 50,000元.未滿70,000元 

(5) 6,000元.未滿8,000元   (12) 70,000元.未滿100,000元 

(6) 8,000元.未滿10,000元  (13) 100,000元以上（約元） 

(7) 10,000元.未滿15,000元 

(3a3) 娛樂費大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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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00元以下           (8) 15,000元.未滿20,000元 

(2) 1,000元.未滿2,000元   (9) 20,000元.未滿30,000元 

(3) 2,000元.未滿4,000元   (10) 30,000元.未滿50,000元 

(4) 4,000元.未滿6,000元   (11) 50,000元.未滿70,000元 

(5) 6,000元.未滿8,000元   (12) 70,000元.未滿100,000元 

(6) 8,000元.未滿10,000元  (13) 100,000元以上（約元） 

(7) 10,000元.未滿15,000元 

(3a4) 雜費__________元【跳答至個人基本資料】 

 

(二十四b、二十四c約同二十四a，省略。) 

丙、個人基本資料 

一、年齡 

(1) 12~19 歲       (4) 30~39 歲     (7) 60歲及以上 

(2) 20~24 歲       (5) 40~49 歲     (9) 拒答 

(3) 25~29 歲       (6) 50~59 歲 

二、教育程度 

(1) 國小及以下     (4) 專科         (9) 拒答 

(2) 國中           (5) 大學 

(3) 高中、職       (6) 研究所 

三、職業別 

(1) 軍公教人員                                (9) 家庭管理 

(2) 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   (10) 未就業、待業中 

(3) 專業人員(醫師、律師、建築師、會計師、教授...)(11) 退休人員 

(4)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12) 學生 

(5) 事務工作人員                                 (99) 拒答 

(6)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7)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8) 生產及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工及體力工 

四、婚姻狀況 

(1) 未婚        (3) 離婚或分居      (9) 拒答 

(2) 已婚        (4) 喪偶 

五、個人每月平均所得 

(1) 無經常性收入         (5) 四萬元至未滿五萬元   (9) 拒答 

(2) 二萬元以下           (6) 五萬元至未滿七萬元 

(3) 二萬元至未滿三萬元   (7) 七萬元至未滿十萬元 

(4) 三萬元至未滿四萬元   (8) 十萬元以上 

六、請問您服務的單位或就讀的學校目前是採用那種週末休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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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週休二日      (5) 彈性休假(排休、輪休) 

(2) 隔週休二日    (6) 其他休假方式 

(3) 每週休一天半  (7) 無工作或未就學 

(4) 週休一日      (9) 拒答 

七、請問您的地址是_________縣(市) 

八、性別(1) 男(2) 女 

九、訪員編號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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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364 26.7

435 31.9

365 26.8

160 11.7

39 2.9

1363 100.0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歲及以上

總和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769 56.4

594 43.6

1363 100.0

男

女

總和

次數 百分比

附錄二  詳細整理資料過程 
此份問卷調查，雖在設計上以「人」為單位，詢問每位受訪者的旅遊行

為以及喜好，但在資料庫的設計中，卻改以「人次」為單位，紀錄每次旅遊

行為的選擇，所以資料庫的樣本高達 14652 筆，其中有 12504 筆資料曾經在

國內旅遊，1545 筆資料曾經在國外旅遊。然而本研究希望能得到較為穩定

的個人資料，若僅是以人次資料做旅遊喜好的分析，隨機的成分較大，並無

法了解每個人的穩定選擇，故將資料合併為以「人」為單位的資料，因此這

四季共有 7588 人曾經接受訪問，而 5259 人有國內旅遊的經驗，1192 人曾

在國外旅遊。 
針對國內旅遊的 5259 人，此題目原始設計為複選題，但僅要求受訪者

至多回答三項，但未要求選滿三項，所以過濾出選答滿三次者共 2286 人，

將問卷（十五）的旅遊活動喜好，重新設計成獨立變項，每個人可在這 20
項活動中，得到三種可能的分數，0：表示從未喜好此活動、1：曾選過此活

動一次、2：選擇此活動二次以上，較穩定地喜好此活動。屬於順序變項。 
研究關心的議題為旅遊的階層化差異問題，檢視此 2286 人的職業次數

分布如下： 
職業

230 10.1

92 4.0

128 5.6

207 9.1

184 8.0

332 14.5

50 2.2

149 6.5

284 12.4

75 3.3

90 3.9

465 20.3

2286 100.0

軍公教人員

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

專業人員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事務工作人員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生產及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工及體力工

家庭管理

未就業、待業中

退休人員

學生

總和

次數 百分比

 
因家庭管理者、未就業待業中、退休人員以及學生的社會經濟地位較難以測

量，所以不列入討論，而原始資料中19歲以下者年齡過小，同樣有社會經濟

地位不穩定的問題，也同樣不列入討論中，所以最後研究據以為推論基礎的

樣本數為1363。 
此 1363 人的基本背景資料的描述統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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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

67 4.9

88 6.5

507 37.2

377 27.7

275 20.2

49 3.6

1363 100.0

國小及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及以上

總和

次數 百分比

平均所得

14 1.0

114 8.4

293 21.5

353 25.9

247 18.1

222 16.3

62 4.5

58 4.3

1363 100.0

無經常性收入

二萬元以下

二萬元至未滿三萬元

三萬元至未滿四萬元

四萬元至未滿五萬元

五萬元至未滿七萬元

七萬元至未滿十萬元

十萬元及以上

總和

次數 百分比

 
職業

230 16.9

92 6.7

128 9.4

205 15.0

184 13.5

327 24.0

50 3.7

147 10.8

1363 100.0

軍公教人員

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

專業人員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事務工作人員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生產及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工及體力工

總和

次數 百分比

 
 
 
 

附錄三 都市化層級的分類 
    依照政府行政單位的劃分，共有23縣市以及兩直轄市，依照都市化的程

度四級的區分如下： 
1：宜蘭縣 桃園縣 苗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屏東縣 澎湖縣 花蓮縣 
台東縣  金門縣 連江縣 

2：台北縣 高雄縣 台南縣 新竹縣 台中縣 嘉義縣 
3：基隆市 台南市 新竹市 台中市 嘉義市 
4：台北市 高雄市 
 
第四級代表直轄市，而第三級為人口密度較高的市，第二級主要因其區域接

近第三或是第四等級的轄市，其餘行政區則列入第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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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發展臺灣省觀光事業三年計畫（1956） 
註：僅列與風景區相關計畫。 
甲、 第一年計畫 

一、 開始籌畫整建關子嶺八卦山墾丁三個風景區及道路，預定三年完成。 
二、 整建臺北市各風景區及道路（包括圓山 烏來 碧潭等處）。 
三、 整建苗栗縣獅頭山風景區道路及興建招待所，並修整新竹青草湖風景區及道

路。 
四、 開始興建關子嶺鵝鸞鼻，及台中市三個招待所。 
五、 整建日月台道路及周圍風景。 
六、 整建大貝湖風景及道路。 
七、 整建八卦山溫泉管理處招待所。 

（下至二十四條略。） 
乙、 第二年計畫 

一、 繼續整建關子嶺八卦山墾丁三個風景區。 
二、 完成鵝鸞鼻招待所。 
四、繼續整建日月潭道路及周圍風景。 
五、繼續整建高雄大貝湖道路。 
八、 籌畫整建阿里山風景及旅社。 
九、 整頓台南市名勝古蹟（孔廟、延平郡王祠、赤崁樓、安平等處）。 
十、 整頓嘉義市名勝古蹟（吳鳳廟、梅山、彌陀寺等）。 
十一、 整頓台東知本溫泉，橋樑道路及水電設備。 
十二、 整頓花蓮太魯閣風景區道路，及附近溫泉。 
十三、 整建嘉南大圳，及石門水庫，阿公店水庫附近道路風景。     
（三、六、七、十四條以下略） 

丙、 第三年計畫 
一、 完成關子嶺、八卦山、墾丁三個風景區。 
二、 完成台東知本溫泉橋樑道路及水電設備。 
三、 整建南投縣霧社風景區。 
四、 籌建台東招待所。 
五、 繼續整頓花蓮太魯閣風景區道路及附近溫泉。 
六、 完成阿里山風景及旅社之整建。 

七、繼續督導考核工作。 
 
因此除了台南市以及嘉義兩地的名勝古蹟在早其受到政府的注意列入觀光發展

計畫外，其餘多為自然風景的旅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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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旅遊時喜歡的活動（人次資料）單位：百分比 
 

 
 樣本數 觀賞 

自然 
景觀 

露營

登山

森林步

道健行

觀賞 
動植物

觀賞 
文化 
古蹟 

節慶 
表演 
節目 
欣賞 

參觀

展覽

傳統

技藝

學習

宗教

活動

游泳潛

水衝浪

滑水水

上摩托

車 

泛舟

划船

遊艇

渡輪

釣魚 飛行

傘 
業餘

球類

運動

機械

遊樂

活動

主題

遊樂園

體驗

活動

駕車 
兜風 

泡溫泉

做 spa 
美食 參觀 

觀光 
果園 

逛街

購物

其他

合計 10802 41.6 17.1 9.5 4.0 3.2 6.2 1.0 5.6 6.7 1.8 1.7 0.1 0.7 3.0 2.3 2.5 9.7 11.7 1.1 12.4 8.9 
性別                       
男 5480 41.4 17.6 8.8 3.9 2.9 5.7 1.0 6.0 6.7 1.7 2.7 0.1 0.9 2.8 2.0 2.6 9.6 11.2 1.0 10.6 9.3 
女 5353 41.9 16.6 10.3 4.2 3.6 6.7 1.1 5.2 6.7 2.0 0.6 0.1 0.6 3.3 2.6 2.4 9.8 12.1 1.2 14.3 8.5 
年齡                       
12~19 歲 1761 27.4 11.1 8.2 3.5 3.9 6.9 0.9 3.4 8.1 1.8 1.4 0.0 1.7 4.7 4.8 3.3 5.8 12.2 0.5 23.1 11.0 
20~29 歲 2602 40.9 11.5 8.5 4.8 3.0 5.8 0.7 3.3. 8.6 2.1 1.0 0.0 0.5 4.8 2.4 2.8 10.3 15.4 1.1 17.3 8.6 
30~39 歲 2672 44.8 17.0 12.1 3.8 3.7 7.1 1.5 3.8 7.3 1.9 2.1 0.2 0.5 2.7 2.3 2.3 11.0 11.6 1.0 8.9 7.6 
40~49 歲 2090 44..6 23.6 9.5 4.3 2.6 6.3 1.0 6.9 5.7 2.3 1.4 0.1 0.9 1.6 1.4 2.2 11.3 9.9 1.4 7.9 9.8 
50~59 歲 945 49.6 23.9 8.6 3.8 2.9 5.7 1.2 8.6 2.8 0.7 2.9 0.0 0.5 0.9 0.6 2.1 10.0 9.3 1.5 5.1 8.5 
60 歲以上 732 48.5 24.5 8.5 3.3 3.0 3.2 0.3 17.9 2.1 0.8 2.3 0.1 0.5 0.7 0.6 1.0 7.7 5.8 1.2 4.0 7.7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1150 37.1 19.8 8.9 3.2 3.7 4.4 0.7 15.8 3.5 1.3 2.6 0.1 1.0 2.3 2.1 2.0 6.1 6.6 1.5 6.0 10.3 
國初中 1404 35.8 15.8 8.0 3.5 3.1 5.0 1.0 7.8 6.1 1.6 1.4 0.0 0.8 3.6 3.7 1.5 7.0 9.3 1.1 13.9 12.4 
高中職 3903 41.6 15.8 8.6 4.1 3.4 6.2 1.0 5.0 7.2 2.1 2.3 0.1 0.5 3.4 2.1 2.4 9.1 11.1 1.0 13.3 8.4 
專科 2228 44.3 17.6 9.8 4.1 2.7 7.0 1.4 2,8 7.8 1.6 1.2 0.0 0.7 2.9 2.3 3.1 12.4 12.4 1.0 12.7 8.9 
大學 1832 45.5 18.0 10.3 4.7 3.3 7.1 0.7 2,4 7.1 2.0 0.6 0.2 1.0 2.7 2.2 3.2 11.5 16.7 1.1 13.4 6.4 
研究所以上 285 44.4 20.6 11.2 3.6 3.8 7.5 1.3 3.7 4.7 2.3 1.0 0.0 2.1 2.1 0.3 1.2 13.5 14.0 1.0 8.5 10.1 
職業別                       
軍公教 1115 45.7 22.1 10.8 5.7 4.5 7.8 1.1 3.2 5.0 1.4 0.9 0.0 1.1 3.1 2.1 2.8 11.2 12.1 1.1 8.6 7.5 
主管及經理 440 45.8 18.7 11.1 3.8 2.0 6.5 0.5 4.1 6.8 1.1 1.8 0.0 0.5 2.1 1.9 3.0 15.5 8.7 1.0 8.0 7.0 
專業人員 559 49.2 20.3 12.5 4.5 2.4 7.7 1.3 3.0 7.3 1.7 0.8 0.4 0.7 1.8 0.6 1.6 12.6 12.1 0.6 8.4 8.3 
技術員 960 42.2 16.3 9.2 4.9 2.7 6.0 1.2 4.3 8.2 2.8 3.5 0.1 0.5 4.4 2.3 2.4 10.8 11.7 0.9 9.6 8.8 
事務工作 812 45.7 16.1 8.6 4.8 3.2 6.1 0.7 2.1 8.2 2.0 0.2 0.1 0.0 2.5 2.0 2.8 13.2 13.2 0.9 13.1 5.7 
服務工作 1493 45.6 19.2 9.3 4.4 3.4 5.8 1.0 5.3 6.3 2.0 1.7 0.0 0.4 3.1 2.1 1.9 10.1 12.6 1.5 11.5 8.4 
農林漁牧 264 41.3 13.4 10.5 2,9 4.8 5.4 1.1 18.6 2.3 1.4 1.8 0.4 0.3 1.1 0.8 2.6 6.9 7.5 2.5 8.9 10.6 
生產相關人員 724 44.1 17.4 10.1 2.6 2.1 4.5 1.7 7.1 5.9 2.1 4.3 0.2 0.4 3.0 2.4 2.0 6.9 8.9 0.5 10.7 10.3 
家庭管理 1352 43.2 18.5 11.1 3.3 3.3 6.7 1.2 8.7 5.9 1.3 0.9 0.1 0.6 2.0 1.8 1.9 9.9 9.5 1.5 9.8 9.3 
未就業 392 35.9 16.5 4.9 2.2 2.2 2.4 0.3 13.9 6.4 1.7 2.9 0.0 0.3 3.5 1.5 2.8 8.9 12.3 2.0 11.9 11.3 
退休人員 442 49.6 23.4 9.2 3.6 3.0 4.8 0.9 11.7 2.7 0.4 2.9 0.0 0.8 0.5 0.2 1.8 8.4 7.6 1.6 3.6 9.5 
學生 2248 30.4 11.2 8.1 3.7 3.6 6.7 0.8 3.2 8.5 2.2 1.1 0.0 1.6 4.4 4.1 3.3 6.8 14.1 0.6 22.0 10.3 
個人每月所得                       
無經常性收入 3851 36.6 14.8 8.6 3.6 3.4 6.2 0.9 6.8 6.8 1.7 1.2 0.1 1.1 3.1 2.9 2.4 8.1 11.2 1.0 15.9 10.0 
二萬元以下 1003 38.7 16.3 9.0 3.7 3.5 4.7 0.6 9.6 5.9 2.1 1.7 0.2 0.6 3.1 2.1 3.3 5.7 12.2 1.0 13.4 9.3 
二萬至三萬 1447 40.9 16.1 10.0 4.9 3.2 5.9 1.5 5.2 6.3 2.3 2.1 0.0 0.1 3.5 1.7 2.7 8.7 11.9 1.2 13.1 8.7 
三萬至四萬 1681 45.8 18.7 10.5 4.5 3.5 6.7 1.1 3.6 7.0 1.7 1.7 0.1 0.4 3.2 2.0 2.2 12.0 13.3 1.0 10.5 7.7 
四萬至五萬 1196 47.2 19.9 11.0 3.3 3.2 6.1 0.7 4.3 8.3 2.3 2.2 0.2 0.8 2.9 2.4 2.2 11.8 11.6 1.4 9.4 7.6 
五萬至七萬 1030 48.0 20.7 9.7 4.6 2.5 7.3 1.4 3.6 5.4 1.6 2.1 0.0 0.5 3.0 1.9 2.6 12.3 9.8 0.6 5.6 8.0 
七萬至十萬 306 50.0 19.7 8.2 5.6 2.6 5.8 0.7 4.2 7.1 0.7 1.3 0.3 1.6 1.6 1.6 1.3 13.5 12.9 1.4 8.2 9.6 
十萬以上 287 44.5 19.3 9.7 3.9 1.5 7.0 1.0 3.4 5.4 1.9 1.7 0.0 1.2 1.6 2.2 3.4 14.8 11.3 1.6 10.6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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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一九六零年代照片 

陽明山《台灣觀光》No.1--1966、12 月 

 

金山海水浴場《台灣觀光》No.10--1967、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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