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認知理論 

在認知方面研究的發展，應當從１９５０年代，心理學家重新思考內在歷程

與結構研究開始，到了１９７０年代，認知心理學漸以成為心理學的主流，直到

如今，已是心理學研究中一個熱門的研究領域了。 

（一）認知的定義及內容 

認知心理學領域的開端，當推 Neisser（1967）著作「認知心理學」一書開

始，書中對於認知心理學（cognitive psychology）的定義是：「認知心理學涉及了

包括感覺刺激的轉換、簡化、推測、儲存、獲得和使用的所有過程」（Reed,S.K，

1991）。從定義所意涵的內容來看，其認為「認知本身是一個體經外在某事物所

傳達之訊息刺激後，再經過將此訊息處理的內在連續過程，所得到對此一事物的

認識與看法。」 

 

鍾聖校（1990）將「認知」的定義分成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認知將認知

解釋為認識或知道；而廣義的認知是稱所有形式的認識作用，包括感覺、知覺、

注意、記憶、推論、想像、預期、計畫、決定、問題解決及思想的溝通等等。 

鄭麗玉（1993）認為「認知」簡單的說就是：「知識的獲得和使用」，此牽涉到兩

個層面的問題：一是知識在我們記憶中是如何儲存的，以及儲存什麼的記憶內容

問題（心智結構）；一是知識如何被使用或處理的歷程問題（心智歷程）。所謂心

智歷程，探討的是我們在從事某工作時，如何使用或處理知識；而心智結構是我

們如何儲存知識及儲存什麼知識於記憶（曾文星、徐靜，1994）。 

 

從以上之研究可知，認知心理學發展的研究觀點，其主要理論架構是訊息處

理模式（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其視人類為主動的訊息處理者，探討人

類憑感官接受訊息、儲存訊息及提取、運用訊息等不同階段所發生的事，所以認



知心理學也被稱為訊息處理心理學。下圖為訊息處理模式中最常見的幾個階段

（鄭麗玉，1993），用以說明人類認知的過程來自環境中的訊息，經感官器官的

接收，做短暫的儲存；再由個體本身注意力的過濾之後，篩選限制可辨識的訊息；

當為熟識訊息時，啟用先前記憶中的知識，而當是無法辨識某訊息時，便必須儲

存此新訊息於腦中，在所有訊息辨認後，某些重要的訊息方被選擇做進一步處

理，進入短期記憶之中，在經複述或與舊有關係相連後，訊息進入長期記憶狀態。 

輸入                 反應 
   ↓                  ↑ 
感官儲存→過濾←→型態辨認←→選擇←→短期記憶←→長期記憶 

圖 2-1：資訊處理模式的階段圖 

資料來源：鄭麗玉，1993 

 

饒見維（1994）提出一套不同於以往以「資訊處理模式」論述研究方法的「知

識場」論，來討論人類的認知。他認為人類的各種認知現象可用一個「認知歷程」

來加以描述。這個歷程始於感官接受到外在的刺激，簡稱「感官刺激」。這些感

官刺激經過選擇性的注意後，部份感官刺激經過進一步的辨識作用，最後產生「知

覺」，然後進入記憶，這整個歷程稱為「認知歷程」。此歷程為一雙向的歷程，當

中任一步驟均有可能倒退；當無法辨認所注意到的一部份感官刺激時，他會回過

頭來再去選擇其他的感官刺激加以注意，或是注意相關的情境脈絡，並再度設法

加以辨認，直到成功地產生某種知覺為止。此過程為動態的、往復的，而非線性

的。饒見維（1994）將整個認知歷程的四個主要步驟－感官刺激、注意、辨認、

知覺，來說明其與一個人記憶中的知識經驗之關係。 

 

（二）認知發展的研究 

張春興曾指出：對於研究人類的認知發展領域中，主要的兩個流派，一起源

於歐洲，以研究心智發展為主的皮亞傑式的認知心理學；另一為起自美國，以研

究訊息處理為主的認知科學的認知心理學。 



自 1979年Wundt創立第一個心理學研究室開始，他尋求一種科學的方式，

期望能對人類內在的認知歷程能有更深的認識。爾後所發展出的格式塔心理學更

試著對心智歷程與結構的研究能有進一步的發展，提出「認知觀點應建立在人與

事的互動上」。1925 年，瑞士的心理學皮亞傑（Jean Piaget）研究人類的認知結

構問題（cognitive structure）及認知的發展與邏輯思考方面的問題，尤其對於兒

童認知發展的研究方面，強調先天的心智結構，一方面重視後天環境的影響；皮

亞傑的認知心理學最大的成就，在於調和了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的知識論，開創

一個發展的認識論觀念。 

 

由於美國以訊息處理方向與皮亞傑的兒童認知發展研究方向完全不同，美國

學者將所研究的此類書籍，稱為「認知心理學」（cognition psychology）或「訊

息心理學」（information-procession psychology），且視為異名同類。由於訊息處

理模式對人類的心智歷程與記憶結構作一科學的分析，故對人類的行為有更佳的

瞭解與分析。以訊息處理模式為主的認知心理學，其研究主題包含了七大部分，

分別是： 

（一）注意（Attention） 

（二）型式辨認（Pattern Recognition） 

（三）記憶（Memory） 

（四）語言（Language） 

（五）閱讀與寫作（Reading and Writing） 

（六）推理（Reasoning） 

（七）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第二節 滿意度理論 

遊客參與遊憩活動的目的，在於追求可令其滿意之體驗的獲得。若從行為學

角度來看，人們參與活動是依其行為目標導向的，則遊客從事遊憩活動是遂行其

遊憩目標，以及其所欲求能夠獲得的滿意水準。在許多研究的文獻中，發現滿意

度理論涉及相當複雜的心理歷程，不過，其對於規劃與經營管理單位確是個相當

實用的測度方式。在過去的研究中指出，遊客之需求、態度、偏好、動機會造成

其參與遊憩活動之方式、類型之不同而形成遊憩體驗之差異，即使個人之滿意度

不同。 

滿意度所具有的內涵與其多元的代表性，是滿意度在各方面運用上均有其重要性

的主要原因，Hendee（1974）提出「多重滿意度」（multiple satisfactions）的概念。

Manning（1986）指出滿意度是一「多重向度的概念」，受到多種參數的影響，

有些是經營者可控制的，有些則否；並認為滿意度受到遊憩機會序列中三項基本

元素所形成的遊憩機會影響： 

（一）基地之實質與生物特性。 

（二）經營管理的型態與水準。 

（三）遊客的社會與文化特質。 

 

侯錦雄（1990）在遊憩區遊憩動機與遊憩認知間關係之研究中將滿意度解釋

為，滿意度係受到：個人特徵與差異、遊憩動機（需求）、遊憩場所（機會）、此

次遊憩的參與型態等因素的影響。而就預期理論（expectancy valence theory）而

言，人們對於其想要從事之努力，所獲致之表現及所達成結果均持有特定預期心

理，並且對於行動所能達成之結果，具有不同程度之偏好，是以遊客採取何種行

動係取決於個體當時之預期與偏好。 

遊客從事遊憩活動產生遊憩體驗，陳水源（1988）將遊憩體驗區分為，事前

期望的「期望體驗」和遊憩後方感受到的「獲得體驗」，而將遊客於遊憩後的整

體感受稱為「滿意度」。若依其所提出之「差異理論」（discrepancy theory）而言，



滿意度（satisfaction）係由遊客所感受到之心理產出暨其所欲求之心距之組合所

決定，吾人可得知總滿意度乃由各層面之遊憩體驗期望與獲得差距的總和來衡

量。然卻發現，整體滿意度與遊客視為重要的實際感受的體驗關係最為密切，而

實際感受和偏好間之差距次之，實際感受和期望間之差距又次之。 

 

Dorfman（1979）對於滿意度提出多種測度滿意度的不同方法，其概念與操

作性定義如下： 

（一）總滿意度係各項實際知覺之總和。 

（二）滿意度係各項實際知覺考慮權重之總和。 

（三）總滿意度由造成滿意因素之總和與造成不滿意因素之差距而衡量之。 

（四）總滿意度由造成滿意因素之總和與造成不滿意因素之差距而衡量之，同時

各因素需加上權重考量。 

（五）總滿意度是由期望與實際知覺間之差距來衡量。 

（六）總滿意度是由期望與實際知覺間之差距來衡量，同時各因素需加入權重考

量。 

（七）總滿意度是由偏好與實際知覺間之差距來衡量。 

（八）總滿意度是由偏好與實際知覺間之差距來衡量，同時各因素需加入權重考

量。 

 

在滿意度的測度上，侯錦雄（1990）將滿意度分成兩類，分別為總滿意度和

分項滿意度，分項滿意度包括有環境滿意、活動滿意及管理滿意等三個概念。楊

文燦、鄭琦玉（1995）在研究滿意度部分，以因素分析來將滿意度分為四個向度： 

（一）經營設施的滿意度。 

（二）自然體驗的滿意度。 

（三）活動參與過程的滿意度。 

（四）對其他遊客行為的滿意度。 



 

綜合上述針對滿意度研究之各項測度，本研究為了便利問卷的設計及日後統

計之需，故以 Dorfman之第一個概念為基礎，即總滿意度係由各項知覺之總和，

作為本研究的基礎概念。而在分項滿意度部份，本研究採取之分項因子為：住（民）

宿設施滿意度與住（民）宿服務滿意度，而基於本研究主題之特性，又將住（民）

宿設施分為寢室、盥洗室、整體形象三部分；將住（民）宿服務分為農場主、服

務與休閒等二部分，故共計分為五個分項因子。 

 

 

 

 

 

 

 

 

 

 

 

 

 

 

 

 

 

 

 



第三節 休閒農業相關文獻 

（一）休閒農業的意義 

休閒農業是指利用田園景觀、自然生態及環境資源，結合農林漁牧生產、農

業經營活動、農村文化及農家生活，提供國民休閒，增進國民對農業及農村之體

驗為目的之農業經營。換言之，休閒農業所表現的是結合生產、生活與生態三生

一體的農業，在經營上更是結合了農業產銷、農產加工及遊憩服務等三級產業於

一體的農企業。 

而休閒農場正是展現此種產業的最佳場所，其具有教育、經濟、社會、遊憩、

文化和保育等多項功能，利用農村的資源轉化為遊憩利用資源，是一將生產、生

活與生態等三生資源與遊憩服務結合為一體的農企業經營，讓遊客在這樣的場所

中體驗到不同以往生活經驗的農場生活，學習農業生產技能、獲得農業方面的知

識，又可接觸到與都市有天壤之別的大自然環境及認識不同於都市的農村生態環

境。然而經營休閒農場除重視遊憩服務的提供外，仍應以發展農業生產的產業範

疇為主，僅將休閒農場之部份資源轉化出來作為觀光旅遊業之用。 

 

（二）休閒農業的功能 

休閒農業結合農業與服務業，其發展係基於多目標功能的政策，具有下列各

種功能： 

１．遊憩功能：台灣地區經濟發展快速，國民所得增加，為因應國人休閒時間增

長及旅遊人口增加趨勢，可提供民眾田園美景以調劑身心的休閒農業即應運

而生。 

２．教育功能：提供機會讓都市居民認識農業、瞭解作物栽培過程、體驗農村生

活及認識農村文化、生態等。 

３．經濟功能：經由休閒農業之發展，農業的範圍可以提昇至三級服務業層次，

再配合二級產業之農產加工品的販售，可擴大農業範圍為一、二、三級產業，

增加農村就業機會，增加農家收益。 



４．社會功能：台灣農村之社會經濟發展及其他實質建設，皆落後於都市之後，

但藉由休閒農業的發展可以增進都市居民與農民的接觸，拓展人際關係，縮

短城鄉差距，提高生活素質，增進農村居民之心理健康。 

５‧環保功能：休閒農業的發展著重自然生態之保育，因而農業資源及農業之生

命力得藉此延續下去。 

６．文化功能：農村特有的生活文化及許多民俗技藝，可因休閒農業的發展而使

其得以繼續延續與傳承，同時也可能創造出具有特殊風格的農村文化。 

７．醫療功能：提供人們休閒活動場所，解除緊張生活、舒暢身心作用。對農村

人口而言，由於老弱婦孺參與服務性工作，增進其身心健康；其由依賴人口，

成為生產人口，增進其心理健康；又因工作所得，增進其經濟收益。 

（三）休閒農場發展現況 

台灣休閒農場最初的發展乃是由民間業者自行規劃設置，然卻並未有相關的

文獻對此作出確切的紀錄與研究，而在政府相關單位顯示的最初資料即是民國七

十八年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從全省休閒農場所遴選出的三十一處輔導示範性休

閒農場（潘正華，1994；姜惠娟，1997；方威尊，1997；張紫菁 1998；張渝欣，

1998；邱魏志瀕，2001；鄭智鴻，2001）。而在歷經八十一年【休閒農業區設置

管理辦法】與八十五年【休閒農業輔導辦法】及八十八、九十一年【休閒農業輔

導管理辦法】等不同的制度下，這些示範性休閒農場的發展多有所變異，其數量

由民國八十一年的三十一處，演變為民國八十五年的二十三處，至民國九十一年

全國准予籌設之休閒農場為二十七處。而以下僅就農委會過去所遴選的示範性休

閒農場來探討台灣休閒農場在法令規範下的發展概況。 

 

由於我國在休閒農業的相關政策上存在著「推動在前，立法在後」的問題癥

結（鄭蕙燕，1995），導致許多原本經輔導而頗具成就的休閒農場面臨到發展上

的瓶頸，不僅得通過新法施行後的營運許可標準，取得合法化認證標記，同時還

必須突破缺乏專業技術及具體財力支援下的營運問題。農委會於民國七十九年至



八十一年所提列的三十一處休閒農場名單中，在經過一段時日後正式提出輔導申

請的共計有十五處，在這十五處中則有九處在當時仍持續地營業，而正式通過核

定的僅有中部酪農村（飛牛牧場）與九斗村休閒農場兩處。在未提出申請的十六

處中仍有四處維持在營運狀態，並未受到法令限制的影響。對於這樣不到一成的

輔導績效或許是相關承辦人員始料未及的，也不禁讓人法令規範的效用產生疑

慮。其主要的原因約略有（邱魏志瀕，2001）： 

１．受限法令規定，使得休閒農場經營主要面臨到土地取得不易、相關設施建立

困難、資金籌措不易以及勞力資源不足等問題。 

２．因法令初行，在內容上難免有些許的失當，另外，相關配套法令的不完備，

形成了休閒農場推行的阻礙。 

３．由於農民並未擁有專業的經營技術，致使休閒農場無法跳脫既有的模式，開

發出較為創新的農業休閒型態，以吸引遊客前往。 

４．欠缺休閒事業經營的整體考量，周邊發展環境如交通建設、行銷管道未能即

時配合，讓休閒農場的經營更形困難。 

 

有鑑於此，八十五年施行的【休閒農業輔導辦法】內容針對過去所遭遇到的

困難作出部份調整，將休閒農業區與休閒農場分別區分規範，在內容限制上重新

界定釐清，期望藉此改善農場經營之窘境，落實法令效用。在新法發布後，農委

會委由地方農會協助指導，期盼能建立起更多素質優良的合法性休閒農場，帶動

休閒農業經營的風潮。 

 

由基本的定義觀來，休閒農場是利用農業活動、農村資源來發展休閒事業，

然其經營的類型、項目卻繁不勝舉；然單就台灣休閒農場之現況而言，其所普遍

經營的類型大致可區分為以下幾種，茲對其不同活動型態做概略的介紹（張渝

欣，1998；邱魏志瀕，2001）： 

 



１．產物利用型 

農業本身包括農、林、漁、牧四大類，而一般之農業經營型態均係以上述其

中之一項或二項為主，故以此分類。 

（１） 農產利用型：利用當地裁培之水果、蔬菜等農作物規劃為休閒農

場，例如：宜蘭縣頭城鎮頭城休閒農場。 

（２） 畜產利用型：以飼養家禽、家畜為主，並提供遊客觀賞及接觸之

休閒農場，例如：苗栗縣通霄鎮飛牛牧場、新竹縣芎林鄉金雞蛋

休閒農場。 

（３） 水產利用型：利用陸地水域或天然海域從事高經濟價值魚貝類水

產品養殖，並利用水域資源發展相關遊憩活動之休閒農場，例

如：宜蘭縣礁溪鄉大塭觀光休閒養殖區。 

（４） 綜合利用型：包含上述兩種以上經營型態之休閒農場，例如：花

蓮縣鳳林鎮新光兆豐休閒農場。 

２．環境利用型 

（１） 市民農園：市民農園是將園地以面積為單位，契約出租給市民，

由市民一面觀賞，一面管理。租借的市民親身參與到作物的由除

草、澆水、施肥等農業生產活動，不僅可籍此勞動，更因為農作

物的收穫而產生自我滿足的成就感。目前在台北、台中等縣市皆

有市民農園的提供。 

（２） 觀光花園：觀光花園可按經營程度的不同分為純粹以觀賞為主的

花園型及花卉生產中心。前者將花草樹木加以整理美化，塑造出

一個理想的環境供遊客觀光，這種類型已擺脫農業生產活動的型

態。而花卉中心則是以生產培育特定植栽為主，並將生產的環境

稍加整理，開放全部或一部分供觀賞遊憩，並做為花卉植栽推廣

及販賣交易的據點，彰化田尾的公路花園即以類似花卉中心的經

營方式著名。 



３．教育體驗型 

（１） 農業博物館：農業博物館主要目的是為保存地方文物，將具有地方

農業特色和意義的農耕用具、農業經營歷史、農家生活方式等，加

以收集整理陳列，並以典型的農村環境配置，提供讓遊客了解到過

去生活及地方發展的歷史，深具教育與文化遺產保存的意義，此種

型態以屏東縣三地門文化保存型式為類似的代表典型。 

（２） 綜合性觀光遊憩農園：在土地面積許可下，綜合上述所列的單項特

色，提供多樣化的戶外遊憩活動，突破傳統農園的經營模式，開發

做為觀光渡假的遊憩農園。這樣的型態有別於其他休閒農業的發

展，成為民眾不只一天的休閒據點。 

 

（四）德國休閒農場經營之情形（鄭蕙燕，1995；姜惠娟，1997；邱魏志瀕，2001） 

台灣休閒農場經營的走向與德國類似，因此以下簡略介紹德國休閒農場經營

發展概況。德國休閒農場經營民宿之源起主要可追溯到 1960年代，在經濟不景

氣的影響下，使得喜愛旅遊的德國人尋求花費較低的休閒方式，而農家更因所得

的低落而自謀對策，將農場中可供出租的房間稍加整理及開放為廉價的渡假農

場，其後這樣的渡假方式漸受民眾喜愛，尤以家中有青少年以下的小孩為甚。 

 

目前在德國約有兩萬戶農家提供渡假服務，渡假農場之形成係自發性發展

（self-developed）而成，其促成力量來自農民與社會大眾。在這種自發性渡假農

場發展初期，農場中之服務、規劃工作無法與一般觀光旅館相提並論，此乃由農

民一向從事農業生產活動，而休閒遊憩之服務技巧與生產技術截然不同，農民必

須學習如何提供食宿服務。因此德國農民社（DLG）著手訓練推廣人員，針對農

民所需提供諮詢服務，例如農場之休閒服務收入帳、客房之安排與整理技巧、觀

光收入之稅務．．等問題，均可透過農民社尋求專業協助與訓練。此外，DLG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推行渡假農場的評鑑，檢核每年之農場提出的檢驗申請，每三



年需要重新申請檢驗，並受理遊客之檢舉，若不符標準者，DLG 將取消頒發之

證書及標誌。DLG 所制訂之檢驗範圍包括了農場的安全、農場之總體形象、農

家成員之友善程度、農場設備可供遊憩使用之時間、公共設施、一般環境等六大

項目，其檢查內容及評分有最低標準（鄭蕙燕，1995）。 

德國農部（BMfL）也是在渡假農場自我發展的半途中切入這項新興農業，

BMfL在渡假農場發展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實際上是協助更甚於督導或管制，因

此，BMfL所提供之輔助著重於諮詢工作。透過農民組織、邦政府或地方政府來

推廣這些工作；BMfL所提供的諮詢服務包括： 

１．如何計算農場收支會計帳目。 

２．如何設定住宿及食物價格。 

３．如何安排客房。 

４．如何與遊客應對。 

５．如何清掃客房及鋪床。 

６．如何處理農家生活與遊客服務之衝突。 

７．如何報稅。 

 

基本上德國政府部門所扮演的角色為協助更甚於督導管制的定位，但是並未

設立任一單行法規來管理休閒農場等；而農場中之建物及食品安全則受相關法規

的管制。在者，在收入方面，德國的渡假農場收入大部份來自於生產農產品之出

售，遊客住宿及現場之收入為次要收入。 

 
（五）相關之文獻探討 

方威尊（1997）休閒農業經營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核心資源觀點，此研究

首先將近年來國內休閒農業在發展上所遭遇瓶頸做一說明，並提出關鍵成功因素

在此發展階段上的重要性，其次再對休閒農業、成功的內涵加以討論，最後再切

入核心主題 -「關鍵成功因素」的概念詳加討論，針對過去學者在關鍵成功因素



上之研究做一評析，其次提出「核心資源」(core resources)觀點下關鍵成功因素

的概念，並依此概念對休閒農業的經營關鍵成功因素加以定義，且推導出核心資

源概念下資源特性、內涵、關鍵成功因素與競爭優勢間的關係模式。在驗證上，

則以個案研究方式針對宜蘭縣香格里拉休閒農場及苗栗縣飛牛牧場兩個休閒農

場做一深入研究。研究結果發現，由於農場資源基礎不同，導致其經營關鍵成功

因素的來源與內涵亦不同，同時個案農場的經營關鍵成功因素在內涵上大多集中

在資產類核心資源上，而研究結論也發現，農場專長資源的培養是未來經營關鍵

成功因素重要內涵，也是未來休閒農場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 

 

張紫菁（1998）行銷組合策略在休閒農場經營上之應用－以頭城休閒農場為

例，此研究認為休閒農場所面臨的眾多管理問題中，行銷管理策略是必須要被立

即採用，其最佳的手段則為行銷組合策略。藉助行銷管理策略的擬定，產品、價

格、通路與促銷四個策略的擬定，是有助於吸引遊客的到來，增加休閒農場的收

入。而在實證研究上，則是頭城休閒農場作為個案研對象，希望可以針對個案擬

定一套行銷組合策略，並由個案的經驗對其他相關同業給予策略擬定上的建議。 

 

張渝欣（1998）休閒農場內休閒農業設施規劃之研究，此研究嘗試對休閒農

業設施之規劃進行研討，希望未來在休閒農場的規劃與申請設立上，能提供一個

參考的標準。而此研究將休閒農業設施分為遊憩設施、服務設施、農業經營體驗

設施三大類，並就各項設施之設置目的、立地條件、配合活動、空間關聯性、造

型及材料等內容分析。最後經由對各設施內容之了解，再參考國內現有休閒農業

設施之現況問題，建立各項設施之規劃準則。 

 

邱魏志瀕（2001）苗栗縣休閒農場發展策略之研究，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

探討休閒農場事業經營之要素，文中不僅彙整台灣地區休閒農場發展過程及相關

政策法令，並進而以苗栗縣為範圍，探討該產業在實際發展經營時所遭遇的困難



與建議。另外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來瞭解苗栗縣休閒農場供需層面的現況，在供

給面以經營者問卷調查全區休閒農場之資料、特色及困境，在需求面則以遊客問

卷獲知遊客屬性與需求，從而界定市場特性與經營策略，文末結論則依休閒農場

規模型態，分做三個層級提出未來苗栗縣休閒農場事業發展上的參考。 

 

鄭智鴻（2001）北台灣休閒農場市場區隔與市場定位分析，此研究以解析北

台灣主要休閒農場的市場面出發，藉由產品利益追尋的市場區隔以及知覺定位圖

方法，探討休閒農場區隔市場的適宜性，分析各個區隔市場的需求特性；同時也

進一步討論北台灣五個主要休閒農場（飛牛牧場、亞森觀光農園、頭城農場、北

關農場與香格里拉農場）區隔市場組成現況、市場定位與相對競爭態勢， 據此

分析休閒農場市場行銷策略的應用。在市場區隔方面，將北台灣休閒農場可分為

四個區隔市場，分別是「精緻服務」、「人造景觀」、「活動設施」與「自然生態」

區隔。而在市場分析方面，則是運用知覺定位圖法進行北台灣休閒農場市場定位

分析。依照產品利益追求變項，建構三不同屬性的知覺定位軸，分別是「人造設

施/精緻服務定位軸」、「農業體驗服務定位軸」以及「農村體驗服務與旅遊便利

定位軸」，以此三定位軸建立北台灣休閒農場市場定位之知覺定位圖。結果顯示，

四個區隔市場擁有迥然不同的定位，其在知覺定位圖上各自佔據不同位置，並無

相鄰的現象。運用產品利益追求變項建構之知覺定位圖能合理呈現市場定位，足

以顯現出不同休閒農場在遊客心中的定位以及彼此間的競爭狀況，分析結果有助

於休閒農場經營管理者配合資源特色，進行市場策略上的調整。 

 

 

 

 

 

 

 



第四節 住宿相關文獻 

（一）住（民）宿之起源 

在旅遊活動中，住宿問題是其中的重要課題之一，尤其是在旅遊旺季時，常

有住宿空間不足之問題，因此只好轉而投宿到附近的民宅中，因而逐漸演變為今

日的民宿。民宿最初的雛型為將農莊上較為舒適的房間出租給旅客，同時亦供應

食物給渡假旅客（潘正華，1994）。以下將各國民宿的起源作一概述（顧志豪，

1991；潘正華，1994；姜惠娟，1997；林宜甲，1998）： 

１．德國 

德國最早發展民宿的地區為阿爾卑斯山，這些山中民宅因為天氣的關係成為

登山客之避難處，同時也解決了他們住宿的問題，再加上大量觀光客的湧入使各

地皆有組織化經營的民宿業者。 

２．英國 

英國的民宿稱之為 B&B（Bed and Breakfast），性質類似家庭接待，通常不

會一次住進太多人，大多數的 B&B最多只有四個房間，因此擁有良好的隱私權，

收費也比一般旅館便宜。會形此種民宿的主要原因有： 

（1） 政府政策：1968年的 Countryside Act特別強調地主有義務維持農業歷史

的遺產，不可加以破壞，尤其是「密集的田埂及騎馬道」；因此，英國保

留了許多具有觀光遊憩價值的鄉村步道。 

（2） 民間因素：「民宿」所出租的房間，大多是屋主的子女因在外地求學或工

作所空出的房間，屋主加以出租可增加收入，因此也就成為民宿在英國風

行的原因之一。 

３．北歐 

北歐因為地廣人稀，因此在旅遊中常有無處落腳之問題產生，而此時散佈的

農莊便成為最好的投宿之處；而且農莊主人不喜歡住一晚就走的客人，較偏好住

三∼五天的客人。 

 



４．美國 

美國的民宿源自於拓荒時期的產物－Inn（小酒館），以北加州的鄉村宅院及

農舍改建民宿最著名，其特色為房間數控制在四間以下，內部裝潢華麗，行銷上

有專門介紹屋主屋內設施、連絡方式等的手冊或圖書發行。 

５．日本 

日本民宿最早的發祥地是在濱海的伊豆半島及滑雪勝地白馬山麓（小林正

寬，1986），現以北海道和本州的北部為最多，其民宿的型式多為農漁人家劃出

住屋兼營，服務人員多為屋主自家人。 

 

（二）住（民）宿的定義與功能 

在【民宿管理辦法】定義民宿之前，國內民宿並無一個標準的規範，且研究

者的思考方向都大不相同，有從周邊資源著手、有從性質與旅館之不同提起或從

經營之合法性⋯等，然而每種定義均有其考量，也都有其重要內涵和意義。以下

是國內研究者所給予之定義。 

１．以民宅內套房出租予遊客投宿而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又實際從事旅館業務

者，稱之為民宿。（何郁如、湯秋玲，1989）；而其係將民宿定位於從事旅館

業務。 

２．民宿指在海濱、山村或觀光地等地，可供不特定或多數旅行者住宿之設施，

且有執照者、提供當地特產自製料理、有家庭氣氛、其勞動力以家族為主、

以顧客自我服務為主。（鄭詩華，1991）；而其係將民宿定位於結合觀光資源

之住宿設施。 

３．民宿為一般個人住宅將其一部分居室出租予旅遊人口，以「副業方式」經營

的住宿設施。其性質與一般飯店、旅館不同，除了能與遊客交流認識外，更

可享受經營者所提供價格低廉之當地鄉土味覺及有如在「家」的感覺。（郭

永傑，1991；戴旭如，1993；韓選棠，1994；謝旻成，1999）；而其係將民

宿定位於臨時住宿設施。 



４．係指農民利用其農宅空餘之部分房間，將整棟或分棟之農宅出租予旅客暫時

居留的行為，而民宿之客體即指旅客投宿於民宅的行為。（潘正華，1994；

羅義嵩，1998）；而其係將民宿定位於提供旅客暫時住宿。 

５．民宿是一種借住於一般民眾住宅的方式，所以它不是專業化和商業化的旅

館。（臺灣省旅遊局，1994）；而其係將民宿定位於非旅館。 

６．一般為趣味旅遊目的如釣魚或觀光區個人經營之迷你旅館，或利用空房間供

旅客投宿謂之民宿。（羅惠斌，1995）；而其係將民宿定位於小型旅館。 

７．日本對於民宿之定義：通常民宿指家族經營，工作人員不超過五人，客房十

間，可容納二十五人左右，且價格不貴之住宿設施。（歐聖榮、姜惠娟，1997）

而其係將民宿定位於家族經營型態之住宿設施。 

８．民宿事業有結合周邊資源，不管是自然的、人文的資源或本身即有資源的特

色，在管理經營需有組織，且必須先定位是否屬旅館業。（林宜甲，1998）；

而其係將民宿定位於結合周邊資源之住宿設施 

９‧以合法自用房屋或農舍空閒房間，供臨時休憩、住宿之處所。（台北縣民宿

輔導管理自治條例草案，2000）；而其係將民宿定位於臨時住宿設施。 

 

民宿農莊之發展具有下列之功能：（李乾朗，1993；戴旭如，1993；韓選棠

1994） 

１．適度的開發農村及風景旅遊地方，而非大規模的濫墾濫建，有計畫的保存了

自然景觀，有效地舒解一部分旅客投宿問題，對於較無能力負擔高消費的旅

遊者提供一處較經濟的住宿處。 

２．民宿農莊是充分利用農村豐富之自然、地理景觀及各項產業資源，以發展國

民觀光旅遊及休閒事業。因此民宿農莊之發展乃為結合自然、觀光、休閒及

產業發展之事業。 

 

 



３．民宿農莊之發展不但能為遠離塵囂的觀光旅遊或休閒的國民提供較多種的

選擇，得到不同的住宿經驗外，且能在住宿的同時享受到「家」的感覺，品

嚐可口且無污染、手製、別富風味的農村特產。讓住宿者在觀光旅遊的同時，

充分認識各種農村文化、風俗習慣及增加農業生產技術及技能，並增進農村

及都市之交流，寓教育及文化交流於娛樂。 

４．民宿農莊的發展，可為農村居民提供兼業收入，尤其是能為目前人口外流嚴

重外流的農村，給留村之老年人及婦幼提供一良好兼業機會，增加其收入，

安定其生活。 

５．民宿農莊的發展，不但能解決部分農業生產及運銷的問題，增加農特產品直

接銷售給來往客人之機會，提高農業經營者之所得。同時也能籍著民宿農莊

的發展，改善農村居住環境，並由於農村休閒農業的發展，維護了農村的生

態環境，使農業的生產、生活、生態等功能得以一體發展。 

６．民宿農莊的發展，可以增加農村空屋利用，體驗農村住居生活，更保存了一

個地區的民宅文化資產，它的內部會有所修改而外觀不變。 

 

綜上所述，本文對休閒農場住宿設施的定義為：為改善農村經濟，並讓遊客

體驗農村生活，由休閒農場業者自行經營，提供前來休閒農場或農村旅遊的人，

一個像「家」的住宿空間。 

 

（三）民宿的類型 

民宿通常就室內空間型態、經營管理、旅客停留型態、地區及特色等因素分

類（東管處，1990；潘正華，1994；鄭詩華 1996；姜惠娟，1997；林宜甲，1998），

茲敘述如下： 

１．以室內空間型式區分 

室內空間型式可分為家庭隔間、套房、通舖等三種： 

 



（1）家庭隔間式： 

指一般家庭式隔間的房間，係民宿經營者利用其多餘或空出的房間加以

整建，提供為民宿，其設備較為簡單，對旅客隱私之保護較差；但旅客可以

完全融入當地居民的生活中，體驗當地的生活習慣及深入了解風俗文物。 

（2）套房式： 

套房式的民宿為一比較完整的住宿客房，此種民宿空間強調個人主義，

重視住宿旅客之個人隱私，其內部之設備齊全，住宿品質高，收費自然也提

高。 

（3）通舖式： 

通舖即以較小的空間容納較多旅客住宿的方式，其優點為價格便宜，又

可解決團體住宿的問題；但其缺點是空間私密性差，當旅客人數一多，容易

互相干擾。 

２．以經營管理區分 

主要可分為「獨立經營」與「加盟經營」兩種方式，前者經營者擁有絕對的

權力來選擇顧客及決定收費標準；後者之業者不能自由選擇客人，也無權調漲收

費標準。 

３．以停留型態區分 

旅客從事活動的目的決定停留型態，其目的可約分為兩種：一是單純為解決

住宿的問題，一是欲加入當地的生活；前者又有兩種情形：一是只住一晚，二是

停留一段期間，而後者就勢必要停留一段期間才能達到其目的。 

４．以地區及特色區分 

民宿類型以地區及特色區分，可分為農莊民宿、海濱民宿、溫泉民宿、運動

民宿、傳統建築民宿、料理民宿等，除了提供住宿外，亦提供不同類型之遊憩活

動。 

 

 



（四）國內民宿發展現況 

國內的民宿非正式的發展，是從幾個吸引力較大的觀光勝地開始，如墾丁、

阿里山及九份等觀光區，總括來說，臺灣民宿發展的成因，大多數為當地的旅館

無法消化遊客，使得民宿逐漸風行；尤其是九份近年來在媒體的傳播下，更是造

就了當地特殊的「民宿」文化。而目前民宿的發展約可分為三大體系：休閒農業、

原住民山村、其他類。 

１．休閒農業 

休閒農業是由農委會輔導，其意義是：「利用田園景觀、自然生態及環境資

源，結合農林漁牧生產、農業經營活動、農村文化及農家生活，提供國民休閒，

增進國民對農業及農村之體驗為目的之農業經營。」據此農委會擬訂了【休閒農

業輔導管理辦法】，而目前准予籌設之休閒農場計有二十七處（表 2-1），但並非

所有的休閒農場皆有民宿的設置，有些休閒農場位於都市的邊緣，大抵上是不太

需要提供住宿服務的；另一個要素是經營者的態度，接待客人對業者可能是一項

額外的負擔，所以不提供住宿服務。不過，大致來說，有提供民宿者對於遊客和

業者而言是相互有利的。另外經公告核定之休閒農業區計有十一區，在此休閒農

業區內亦可設置民宿。 

２．原住民山村 

早在台灣省山地行政局時期，就有原住民山村民宿的規劃，而發展至今形成

了約八處的原住民山村民宿（表 2-2）。此類民宿的規劃設計重點係就山地聚落之

原住民住宅加以規劃設計，展現山地傳統建築風貌，改善住宅環境，提供旅遊住

宿服務，以增加居民就業機會，改善其經濟生活；而且此類民宿是國內所有民宿

類型中，可以獲得補助或貸款的，這是較其他民宿在發展上有利之處。 

３．其他類 

不在前述分類中之民宿均屬之，而此類民宿之數量不易估計，也較易產生問

題，因此交通部觀光局特別訂定【民宿管理辦法】，主要所規範的對象即是這種

類型的民宿，希望能輔導業者合法化，以使民宿的發展步入正軌。 



表 2-1全國已同意准予籌設休閒農場名單 

編號 農場名稱 面

積 

所在位置 開放情形 住宿設施 特色 

1 飛牛牧場 50 苗栗縣通霄鎮 已開放 小木屋集合式旅館、露營 乳、肉牛飼養、蔬果 

2 金雞蛋休閒農場 5 新竹縣芎林鄉 已開放 無 彩繪雞蛋、製作鹹蛋 

3 全一休閒農場  台中市南區    

4 隴西休閒農場  新竹縣五峰鄉    

5 池上休閒農場  台東縣池上鄉    

6 不一樣休閒農場 5 屏東縣潮州鎮 未開放 －－－ 鱷魚養殖 

7 大坑休閒農場 7 台南縣龍崎鄉 已開放 渡假型小木屋 迷你豬、迷彩豬 

8 南元農場 25 台南縣柳營鄉 已開放 渡假型小木屋 動植物（動物有 60餘種,以鳥

類而主，植物有 1000餘種）

9 大安生態教育休閒農場 10 台南縣善化鎮 已開放 露營區 植物生態體驗 

10 頭城休閒農場 90 宜蘭縣頭城鎮 已開放 露營、渡假小木屋 栽種桂竹、柑橘、蓮霧、文

旦等 

11 香格里拉休閒農場 55 宜蘭縣冬山鄉 已開放 露營、渡假小木屋 金棗、水蜜桃、柑橘、芭樂

等 

12 大塭觀光休閒養殖區  宜蘭縣礁溪鄉 已開放 無 魚類養殖 

13 巨埔休閒農場 17 新竹縣新埔鎮 已開放 無 有機蔬菜、香草植物、步道

系統（約有 4公里長） 

14 平林農場 48 台北縣雙溪鄉 未開放 －－－ 原生植物栽種 

15 九斗村休閒有機農場 51 桃園縣新屋鄉 已開放 露營區 蔬菜專業區 

16 408高地休閒農場 － 高雄縣杉林鄉 －－－ －－－ －－－－－ 

17 北關休閒農場 35 宜蘭縣頭城鎮 已開放  螃蟹博物館、果樹、螢火蟲

18 新光兆豐休閒農場 726 花蓮縣鳳林鎮 已開放 露營、渡假小木屋 乳牛、孳用植物、文旦、釋

迦、芭樂等 

19 仙湖休閒農場 52 台南縣東山鄉 已開放 渡假型小木屋 龍眼、柳丁、椪柑等 

20 飛鳳山農場 41 新竹縣芎林鄉 未開放 －－－ 香草植物 

21 台糖月眉觀光藥用植物園  台中縣后里鄉    

22 堅山休閒農場  高雄縣田寮鄉 未開放   

23 琉璃仙境農場 1.2 高雄縣鳥松鄉 未開放 －－－ －－－ 

24 君達休閒農場  花蓮縣吉安鄉    

25 大肚山達賴休閒農場 － 台中縣大雅鄉 －－－ －－－ －－－－－ 



26 圳頭農場 － 宜蘭縣員山鄉 －－－ －－－ －－－－－ 

27 庄腳所在休閒農場 0.5 宜蘭縣員山鄉 已開放 民宿 住宿休閒、農業體驗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一年） 

 
 

表 2-2 原住民山村民宿 

 
民 宿 村 名 稱 

 

 
所 在 位 置

 
族 群 別

 
特 色

 
適 宜 活 動

 
桃山民宿村 

 

 
新竹縣五峰鄉 

 
泰 雅 族 

自然景觀、瀑

布、溫泉、傳

統保留區 

登山、健行、烤

肉、植物自然景

觀、露營 

＊ 

蓬萊、東河 

民 宿 村 

 

 
苗栗縣南庄鄉 

 
賽夏族、泰雅族

自然景觀、礦

場、遺跡、矮

靈祭 

 

登山、健行、烤

肉、釣魚、露

營、森林浴、體

能訓練 

 
春陽民宿村 

 

 
南投縣仁愛鄉 

 
泰 雅 族 

自然景觀、惠

蓀、埔里、霧

社等風景區 

登山、健行、戲

水、烤肉、梅林

散步、花卉欣賞

 
雙龍民宿村 

 

 
南投縣信義鄉 

 
布 農 族 

東埔溫泉、風

斗櫃賞梅區、

古道 

登山、健行、戲

水、烤肉、梅林

散步、花卉欣賞

 
茶山、里佳 

民 宿 村 

 

 
嘉義縣阿里山鄉

 
鄒 族 

自然景觀、瀑

布、樂野頂湖

底森林、生態

保育區 

登山、健行、露

營、烤肉、森林

浴、釣魚 

 
民生民宿村 

 

 
高雄縣三民鄉 

 
布 農 族 

山地農產品銷

售、森林遊憩

資源 

捉蝦、烤肉、釣

魚、露營、戲水

＊＊ 

好茶、霧台、 

神 山 村 

 

 
屏東縣霧台鄉 

 
魯 凱 族 

魯凱傳統雕

刻、傳統石板

民居、手工

藝、山鹿放牧

登山、健行、烤

肉、釣魚、攝

影、露營、賞櫻



 
利稻民宿村 

 

 
台東縣海端鄉 

 
布 農 族 

古蹟、聚落、

特殊地形、原

住民文化資源

觀霧、日出、烤

肉、賞景 

 
奇美民宿村 

 

 
花蓮縣瑞穗鄉 

 
阿 美 族 

豐年祭、溫泉

東海岸風景、

舞鶴、鶴岡風

景區 

泛舟、賞鯨、採

果、登山、健行

露營、烤肉、釣

魚、 

＊可達八卦力村  ＊＊須辦理甲種入山證 

資料來源：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林宜甲：1998 

 

（五）相關文獻之採討 

顧志豪（1991）臺灣休閒農業發展中民宿建築之配合規劃研究，此研究主要

在探討本省不同休閒農業型態中，何種類型之民宿簇群來配合其經營最為適當，

並研擬一套數學評估模式，利用案例作模擬，以為休閒農業興建不同類型之民宿

之選擇依據。 

 

潘正華（1994）農村地區發展休閒農業於農牧用地上興建民宿建築之法令可

行性研究，此研究冀望在現有建築管理法令下，增列有關民宿建築管理之條文，

以期於休閒農業區內之農牧用地上得以合法興建民宿建築。 

 

姜惠娟（1997）休閒農業民宿旅客特性與需求之研究，此研究主要目的在於

了解民宿旅客之社經背景特性與投宿情形，並探討民宿旅客選擇民宿的動機與住

宿需求的相關意見。經由分析的結果，所得到的主要結論如下：選擇民宿的動機

之同意度因子為「民宿的效益性」、「民宿的環境與體驗性」、「民宿的寧靜與質樸

性」、「民宿的便利性」、「民宿的嘗試性」等五項；民宿旅客可分為「效益追求型」、

「環境特質型」、「嘗試型」、「便利型」、「綜合型」等五大類。民宿旅客社經背景

特性不同，其選擇民宿的動機之同意度因子與民宿需求之重要度因子在認知上差

異區不大。 

 



林宜甲（1998）國內民宿經營上所面臨問題與個案分析－以花蓮縣瑞穗鄉舞

鶴地區為例，此研究利用文獻回顧法與訪談法，並利用檢視個案，以釐清國內民

宿經營所遭遇到的問題並提出改善方案。 

 

謝旻成（1999）由德國民宿空間居住體驗探討臺灣農村傳統三合院住宅發展

民宿空間調整之研究，此研究藉由德國農村貝根（Bergen）民宿空間的居住體驗，

對其民宿空間安排之相關課題加以分析檢討，運用至臺灣農村傳統三合院住宅發

展民宿空間上，以期提供發展民宿空間調整之正確觀念。 

 

李榮章（2002）「西山前李宅」古蹟之維護與管理及民宿計畫之探討，本文

旨在研究以金門古蹟維護與管理之缺失檢討，研擬古蹟維護管理之具體可行之方

案，提供主管機關作為古蹟維護與管理之參考，期使古蹟得以延長其壽命，將古

蹟融入現代生活中，以提昇生活品質，並作為發展金門觀光之主要賣點，帶動金

門地區觀光產業之蓬勃發展。為活化古蹟帶動觀光產業，可在古蹟四週發展民宿

計畫，提供來金門觀光客另一種住宿選擇，體驗金門傳統農村生活。經由本研究

之提出，喚起政府對古蹟結合生活及古蹟活化再利用之重視，並提出「西山前」

傳統閩南式建築整修計畫供文建會及金門縣政府之參考。 

 

 

 

 

 

 

 

 

 

 

 
 


